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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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特別講座教導：父母如何與
孩子溝通。

      2月12日禮拜天早上講道：愛是恆
久忍耐又有恩慈 

      他們希望豐富的愛，能由父母傳到
孩子的心底裡， 不論孩子是何種年紀。 
父母可以藉由良好的溝通技巧，如願的
培育出快樂成熟的孩子來。 青少年的溝
通特別困難，更需要技巧。 想要得到
更紮實的技巧訓練，可以事先閱讀傅牧
師講座使用教材：How to Talk So Kids 

Will Listen and Listen so Kids Will Talk 
by Adele Faber & Elaine Mazlish (此書
在Amazon訂購相當便宜)

      
      傅牧師是很難得的講員，許多教會
要請他都需要兩年前就先預約，他已經
80歲，請把握這個難得的機會，並邀請
朋友來參加。

      特別講座，禮拜五晚上開始，一直
到禮拜天。鼓勵每位父母全程參加。完
全免費，並且提供兒童節目及幼兒看
顧。

    我 所 知 道 的 
                         傅 立 德 牧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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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Rachel

        女兒上高中， 功課緊，仍然常常跟我聊天。有
一次,她跟我說：「媽媽,你知道嗎？跟你聊天會上
癮。」 我很意外，意外的驚喜，因為這幾乎是我
聽過最大的稱讚！

        我並不是很會講話的人，我想，我能有這個
福份，應該是來自於傅立德牧師， 他的教導和祝
福。

        傅立德牧師， 他雖然是一個美國人，卻能夠
講流利的中文。 他學中文是為了要將上帝的愛告
訴中國人。 捨棄了美國的好生活，他住到台北， 
那個年代，台北住家裡常有蟑螂， 他是非常討厭
蟑螂的， 卻仍然甘心住在那裡。 他幫助了許多
憂傷，心靈破碎的人； 並且教導怎樣建立美好的
家庭，美好的人際關係。 後來，他來到美國的
Purdue大學，花了兩年時間學習諮商心理治療，
為的是要更深入的幫助台灣的人。 他天資聰穎，
並且上帝與他同在，兩年就拿到PhD。

        在美國的專業諮商心理治療很昂貴，收費高，
傅立德牧師卻免費的來幫助台灣需要的人。 許多
大醫院常把最難的個案交給他，他總是耐心的陪伴
這些有需要的人，有些陪伴好幾年，有些甚至到
10年， 直到他們心靈得到重建。有些個案半夜要
自殺，打電話給傅牧師，他就火速趕到河邊橋上去
把人救回來， 安置好個案，傅立德牧師拖著疲憊
的身體還必須去工作，去台大教書、 做教會的工
作。 他真是有來自上帝之愛的人。

        他是上帝面前的謙卑人，因此他的生命影響了
許多的人，他在台灣的牧養的教會原來只是六、七
十個人的小教會，現在已經成長到三千人。

他也在中華福音神學院任教，並且培育許多的傳道
人。

        他傳上帝的愛，他輔導夫妻怎麼樣建立美好的
家庭，也輔導父母怎樣教導兒女。

        印城華人教會2014年請他來過。兩年前，想要
再邀請他，已經得排到兩年之後， 因為要請他去
講的邀約已經排滿了兩年。

        現在他即將來到印城，應邀講「父母如何与孩
子溝通」， 雖然我的孩子都已經長大了，我仍然
想要全部去聽，因為他教導如何關懷、溫暖、尊
重、傾聽，都是不容易學得完全的技巧，應用在夫
妻溝通或其他的人際關係都是非常需要的，因此，
我鼓勵大家都來參加他的講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