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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W. Roark, OD, FAAO                 

Kelly C. Summers, OD               

Offi  ce Hours:
Mon.& Thurs.: 8:3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n appointment,
please call 317.577.0707,  
or visit: www.all-eyes.org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全面眼科检查
Fit WAVE Contact Lenses for Myo-

pia Control
WAVE隐形眼镜的调试配戴，

有效控制近视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

betic Retinopathy, 
Macular Degeneration 

青光眼, 糖尿病性视网膜病变,
黄斑变性管理

Laser Vision Care
激光视力保健

Binocular Vision Disorders
双目视力障碍

Accredited Dry Eye Center
授权认证的干眼症中心

10967 Allisonville Rd., Ste.120        
Fishers, Indiana 46038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both adults and children 
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CRT) and 
other myopia control methods

非手术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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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no Market Plus
北印第安纳最大琴行

地址：2135 Industrial Parkway，Elkhart, IN 46516 
电话：574-334-9287
网站：pianomarketplus.com

由您任选：
新旧电子钢琴，竖式钢琴, 三角钢琴,和琴谱

提供以下服务：
买琴贷款
钢琴课，钢琴出租

*在您购买时提及此广告, 即可获得折扣

Additional Notes
$14 -$16 USD Per Hour plus unlimited sales bonus potential.
M-F 9-6PM

Apply online:   careers.imglobal.com
Email: Hwan.Hill@imglobal.com
Phone: (317) 531-2919

招聘！

国际医疗集团（IMG）总部位于
印第安纳波利斯，目前需要多名
有志向且能力强的销售服务中心
代表加入我们卓越的国际销售部
门，并专注于市场的增长。

知识，技能与能力
·英语流利
·会打简体中文
·一年以上的销售经验，
即能够分析和解决厂商和
客户的问题
·会使用office软件

福利
·公司内设有健身中心
·着装可随意
·工作期满两年以后可以获
得退休金
·工作期满一年以后可以获
得工伤补贴

       很難得的機會！應印城華人教會之邀，傅立德
牧師夫婦2月10-12日將來到印城， 用他们优美流
利的中文将给予特別教導：父母如何與孩子溝通。 
請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並邀請朋友來參加。禮拜
五晚上7：30開始， 禮拜六早上9：30開始，禮拜
天2：00結束。完全免費，並且提供兒童節目及幼
兒看顧，鼓勵每位父母全程參加。
      想要得到更紮實的技巧訓練，請事先閱讀傅
牧師講座使用教材：《如何說孩子才會聼  怎麽聼
孩子才肯說》(英文原版《 How to Talk So Kids 
Will Listen & Listen So Kids Will Talk》, by Adele 
Faber and Elaine Mazlish)。 教會決定給每個家庭
提供一本教材。成本$10，建議自由奉獻。        

         傅 立 德 牧 师 的

    教 导 和 祝 福

        特 别 讲 座
       父 母 如 何 与 孩 子 沟 通 ？

          文/ Rachel

        傅立德牧師常講福音的大能，我很少
看見有人對福音的大能有如此透徹的了
解，並且能夠講得如此的深入！ 他的生
命也正是福音大能的印證。

        傅立德牧師，是非常謙和溫柔的人，
他總是在介紹慈愛的天父，很少講到他
自己。 今年，在偶然之間，才發現：他
從小，一直到讀 master degree，都是全
A的學生，直到讀 Ph.D.才拿到第一個B。

        他是諮商心理治療的博士， 並且有
豐富的經驗。 為了要將上帝的愛告訴台

灣人，甘心在物質上
成為貧窮人。傅立德
牧師夫婦，放棄在美
國舒適的生活， 去住
在吵雜的台北市，狹
窄的台北市公寓， 去
服侍那一些台灣自己
的同胞也不能安慰的
憂傷人( 他是台灣少
有的諮商心理治療專
業，卻一分錢都不收)
。在他們身上真真實
實的看到「 愛是恆久
忍耐，又有恩慈 」。

        傅牧師在台北信
義會真理堂牧養34
年，直到退休。因傅
立德牧師夫婦的忠心
服事，及誠實的生命
見證，許多弟兄姊妹
因此蒙恩。 台北信
義會真理堂這個原來
六、七十人的小教
會，已成長為三千人
的大教會。並且因傅
牧師夫婦的教導，在

婚姻、家庭、心靈健康、人際關係特別
蒙福。

        傅立德牧師在台灣期間，也在台灣大
學、中華福音神學院、中華信義神學院
授課，培育後勁。

        2000年退休後，他們回到美國家鄉 
Minneapolis，仍不辭辛勞奔波，繼續服
事全美及海外各地的華人教會， 台灣也
邀約不斷。有人說他是華人的瑰寶， 上
帝特別賞賜的。 我非常認同這個說法。

        講員傅立德牧師和傅包怡信師母

    华人的瑰宝

        上帝的恩赐 

        我的三個孩子，兩個女孩一個男
孩， 最大和最小的，只差4歲。 因此，
我們家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日同時有三
個 teenagers。在教會遇到一對美國夫
婦，非常和善，聊到這件事，她立即
安慰我 ， 似乎惟恐我會在水深火熱之
中。 那時，我才意識到，能夠跟三個
可愛的孩子一起生活，不太感覺到什麼
青少年問題，好像是一件不平常的事。

       這都要歸功於傅立德牧師的教導和
祝福。

        我們何其有
幸！在傅立德牧
師所牧養的教會
結婚。結婚前的
主日學是三個月
的婚前輔導，結
婚後的主日學是
一年的夫妻成長
班。 婚姻像釀
酒一樣，越久越
醇。

        後來搬家南
遷將近10年，
以至於沒有能夠
上傅立德牧師教
養兒女的課，勉
勉強強把孩子帶
大。 好像才一
轉眼之間，最小
的孩子也上大學
了。 孩子都長大
了，與孩子的溝
通也進入一個全
新的階段， 比較
輕鬆，也比較深
入。 最近幾年，
有機會在網上發現傅牧師的講座， 每
次聽，每次受益。 他非常仔細、有系
統的教導如何關懷、溫暖、尊重、傾
聽... 。應用在夫妻溝通或其他的人際
關係都非常蒙福。 如今他即將蒞臨印
城華人教會， 我迫不及待要去聽他的
講座。

        大部分華人都重視兒女教養，並願
投資精力、時間。 參加傅立德牧師的
講座，應該是最好的投資。

傅 牧 師 的 中 華 美 地 見 證

              傅立德牧師年轻时在台湾

        莊東傑牧師說：「傅立德牧師是我的輔導、
我的牧師。即使我成為牧師時,他仍是我的牧
師。當我擔任總會監督時，我最好的輔導還是
他。他是台灣信義會年輕牧師們共有的牧師與
輔導。」

        「 我可以這麼說，如果沒有傅牧師，就沒
有今天的真理堂。」楊師母肯定的說：「那時
真理堂只有六、七十個人，只有幾個老媽媽和
一些年輕人。傅牧師父是一粒種子，把自己埋
在真理堂，沒有去別的地方，就是穩穩的在這
裡扎根。」「真理堂剛開始時有許多外籍教宣
士，這幾年宣教士就很少了，教宣士因為各種
原因而來來去去，只有傅牧師除了返國進修之
外，真的是把一輩子奉獻在這裡。」

        台灣教會史上，初期的拓荒工作中，宣教
士與中國同工胼手胝足的共同奮鬥，固然為福
音撒下美好的種子。但是宣教士一般而言，也
有家長式的作風，控制了教會改建及補助的經
費。中國同工信服宣教師的權威，有時會超過
對上帝的信服。在如此背景下，也就顯現了傅
立德牧師的謙卑與順服，在台灣教會發展的環
境裡，是何等的珍貴！在傅牧師的概念裡，宣
教士不應領導中國人的教會，所以他努力興起
同工、栽培同工，以後終於開花結果。

        姚建德牧師談到傅牧師在神學方面的教導，
「傅牧師在神學方面對我的幫助是難以估計
的，我日後的講道常常是回到神學裡去思考反
省。」

        傅牧師在教學上有很多恩賜。來台初期，
在台大外文系及國立藝術大學音樂科教了許多
年。後來教學的方向是在神學教育。他先後在
中華福音神學院、信義神學院、聖光神學院及
台北牧者訓練中心授課。神學教育、栽陪同工
是福音事工最上游。「傅牧師在神學教育方面
對台灣信義會影響很大，」莊東傑牧師說將「
近20年來他在福音神學課程方面負責教導本會
神學生、教牧人員，對信義會教牧的講道事奉
有很大的幫助。」除了在華神開福音神學系列
課程，傅牧師並且講授教會歷史及崇拜史，這
些課程對台灣眾教會都有長遠影響。莊東傑牧
師認為傅牧師的福音神學系列課程是神學生最
得幫助的課程之一。

        信義會眾教會，最近幾年漸漸興旺。 一位
神學教授說：「 信義會曾經有過一段衰退期，
但是傅牧師在學生中心服事期間，帶起一批優
秀的傳道人，這一批傳道人現在成為信義會的
中堅，而且傅牧師在神學方面的教導、帶領及
同工之下，信義會的果子也越結越多，教會及
神學院之間都能齊心為主作工，產生的福音力
量也就更大了 。許多神學院注重的是學術，在
教會牧養的實踐上難免脫節；但是傅牧師本身
具有博士學位，卻又實際的參與教會，關懷到
家庭，乃至於弟兄姊妹個人。他可以說是學術
與實踐結合，極少見的宣教人才！」

        三十幾年來，傅立德牧師夫婦在婚姻、感

情、家庭及心理輔導方面，幫助了許多人，包
括楊寧亞牧師夫婦在內。

        楊師母說：「傅立德牧師一直是我們的榜
樣，也是傳道人服事主的榜樣。他很早就在團
契裡談婚姻、家庭、感情方面的課程。那時風
氣未開，我個人對於正確的夫妻關係、家庭相
處及溝通等等知識，都是來自傅牧師。」

        姚建德牧師回憶，他在1977年參加一個聚
會，傅牧師夫婦是講員，夫婦倆一個彈琴一個
唱歌，「當時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印象，我第一
次覺得，婚姻很美，結婚是很好的事。」那時
他還沉陷在失戀的陰霾裡，對婚姻的感覺有一
些灰色，傅牧師夫婦卻對他重新詮釋了婚姻。
日後傅牧師也成為姚牧師夫婦婚前的輔導。

        傅立德牧師對個人工作極為關注。他發現
台灣教會有心理輔導方面的需要，因此回美國
於普渡大學修得諮商心理治療博士學位。華秉
朱說：「我在讀中學時，傅牧師就常接納精神
上有疾病的 ，如憂鬱、躁鬱等等個案。為這些
病人做心理輔導。」後期傅牧師接受的個案越
來越多，多是精神上的疾病或身心靈遭遇嚴重
挫折的人。她認為傅牧師花精神與時間去幫這
些人，對真理堂而言是很健康的，弟兄姊妹更
加以平常心去對待、接納那些需要關懷幫助的
人，並且用愛心陪他們走下去。

        音樂系畢業，在聲樂方面很有恩賜的顧澤
民弟兄，就是一個備受恩澤的例子。 當他剛
步入社會時，由於長年以來的精神壓力，使得
他幾乎崩潰；是傅牧師的輔導，讓他重新站了
起來。「在傅牧師的協談之下，我被神的愛感
動了，對自己也恢復信心，否則我真的覺得前
途黯淡。」他記得，那時他正準備參加公職考
試，傅牧師讓他在旁邊的一個小辦公室預備功
課，這麼陪著他走過難熬的日子。日後他也想
幫助別人，傅牧師就安排一位精神穩定上有需
求的弟兄，讓他成為禱告及關懷同工。「對我
而言，幫助我的除了天父以外，傅牧師是我屬
靈的父親！」

        另外一位小組長顧力仁說，在信仰過程中，
他對「赦罪」和「恩典」的感受最深，傅牧師
助他良多。「如果把生活比作競賽，我曾是旅
戰屢敗的球員。天曉得我多想活出「上帝所喜
悅的生活方式 」，但任憑我竭盡所能去做，
終究是不喜歡的常去行，而我喜歡的多行不出
來。傅牧師最清楚我的努力，他不止一次的告
訴我：「控制你的八字腳不要偏斜是一件很不
容易的事，但你做得很好 ，有進步！傅牧師的
接納，幫助我從心裡認識了那位拿上好袍子、
宰肥牛犢的「老父」， 使我得以繼續鼓起勇氣
回到球場上「屢敗屢戰」。」 他以耶穌的浪子
回頭故事自況。 顧力仁夫婦非常感激傅牧師多
年來的教導和協助，幫助他們領受從神而來的
恩典禮物。

···节选于「軟弱與剛強之間--傅牧師的中華
美地見證」  2000年6月 汪士淳 採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