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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心诊所	  (周五，周六)	  	  
(2nd	  and	  4th	  Fri–Sat	  every	  
month)	  
29	  E	  McCarty	  St,	  Suite	  200	  
Indianapolis,	  IN	  46225	  

卡梅尔诊所	  
周一至周六 Mon-‐Sat	  
755	  W.	  Carmel	  Dr.,	  Suite	  202	  
Carmel,	  IN	  46032	  
	  

www.indyobgyn.com	  
info@indyobgyn.com	  
	  

 

¥  围产保健	  
¥  高危妊娠	  
¥  宫外孕 	  
¥  顺产	  
	  

¥  内分泌失调 	  
¥  子宫肌瘤 	  
¥  更年期不适 	  
¥  妇科癌症诊断	  

周绕     	  
执照妇产科医师	  
317-‐218-‐7764	  
Rao	  Zhou,	  MD,	  PhD	  
内分泌与生殖生理学博士	  

妇产科医生诊所	  
Friendly	  Women’s 

¥  剖腹产	  
¥  不孕，避孕	  
¥  妇科感染	  
¥  各种妇产科手术 	  
¥  年度检查 

市中心诊所	  
周一到周四，周六   
29	  E	  McCarty	  St,	  	  
Suite	  200	  
Indianapolis,	  IN	  
46225	  

徐海峰 全科牙医	  
Carrie	  Haifeng	  Xu,	  
DDS,	  PhD	  
	  
牙科博士,生物化学博士	  
印第安纳大学牙科学院
临床教授	  

www.indycaredental.com	  
info@indycaredental.com	  
	  
	  

免费咨询，	  
免费去皱一处一次 	  
（限牙科诊所注册
的新病人）	  
	  
	  317-‐602-‐4898	  	  	  	  	  	  	  	  	  	  	  
 

诊所新添服务：	  
Botox	  美容  

•	  全科牙科服务，成人和儿童 
•	  洗牙、拔牙、补牙、假牙 
•	  隐适矫正	  
•	  牙齿美容、烤瓷、漂白	  
•	  种植牙、电动和超声波根管 
•	  全数码设备、全景X光 
•	  口内数码相机、Adec设备	  
	  

牙科诊所 

卡梅尔诊所	  
周五 ，周六 	  
755	  W.	  Carmel	  Dr.,	  
Suite	  202	  
Carmel,	  IN	  46032	  
	  

Mark W. Roark, OD, FAAO Kelly C. Summers, OD 

Allisonville Eye Care Center 

Family Eye Health Care for Adults and Children Corneal Refractive Therapy (CRT) and Other Myopia Control Methods 
成人和儿童的眼科保健 角膜屈光治疗（CRT）及其他近视控制方法 

全面眼科检查 
Comprehensive Eye Exams 
近视控制，隐性眼镜 

Myopia Control, Contact lenses 
青光眼，糖尿病型视网膜 
病变，及黄斑变异的诊疗 

Management of  Glaucoma, Diabetic  
Retinopathy, and Macular Degeneration 
激光视力保健，双目视力障碍 

Laser Vision Care, Binocular Vision Disorders 
授权认证的干眼症中心 
Accredited Dry Eye Center 

Office Hours: 
Mon. & Thurs.: 8:300-5:30 
Tuesday: 10:00-7:00 
Wed. & Fri.: 8:30-3:30 
Saturday: 8:30-12:30 

For an appointment: 
Call: 317-577-0707 
Or Visit: www.all-ey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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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暑假7月7号到7月21号，印
城华人教会有13位青少年在黄圣华姐
妹的带领下，参加了两个星期台湾短
宣。这次短宣，是在台北积穗教会和
台中地区田中长老基督教会的两个教
会举办儿童英文夏令营。目的是通过
教英文，让更多的小孩能够听到福
音，认识耶稣。

印城华人教会历年暑假都有举办
青少年短宣，但从来没有象这次报名
这么涌跃。在炎热的暑假，13位青少
年愿意放弃在美国舒适的生活环境，
自费去到台湾，在艰苦的环境中体验
人生的不同经历。他们的心中，是在
遵循圣经“马太福音”28章19-20节
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你们要去，使
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
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参加短宣的13位青少年的年龄是
从14岁到19岁。他们都是在教会长大
的孩子们，大多数人,从小就参加教会
星期五晚上的AWANA儿童节目. 六年
级以后，他们有些人继续在AWANA
当小老师，有些人进入青少年团契，
担任各样的带领服事.

这次短宣的主题是“爱”，是“
活在爱中”。短宣开始前的两三个
月，青少年们就开始义卖筹款，每个
星期日，大家都准备很多的食物，用
教会午歺时间义卖。这一行动得到教
会所有弟兄姐妹们的支持，义卖的款
项基本上够了除飞机票以外的两周生
活开支。教会在06/25为这一次出去的

所有青少年和成人，
用中文和英文堂崇拜
时间,特别举行了差派
礼。感恩教会对这一
活动的全力支持和不
住的祷告。

这一次所有的课
程准备，无论是圣经
课，英文课，还是诗
歌敬拜赞美，手工，

游戏，都是由青少年们自己准备的。
在出发前的几个月里，他们开过很多
次会，做过无数的准备。为了适合两
个教会时间上不同的需要，他们准备
了两套不同的课本，并且英文课是按
程度的不同所编排。就这一项的准备
工作，已经看到这些青少年们的成
熟。但实际在参加营会时，每一次
的上课之前，根据面对学生的情况不
同，他们还要有更进一步的准备，差
不多每天，都熬夜到很晚，几乎每一
个青少年都使出浑身解术，让他们的
课程生动，有趣。我们的青少年在教
室里所做的，就是站讲台，当老师，
做教导。他们所面对的是四岁到六年
级的孩子们（也有个别初高中生），
在上课的时候，有些小孩听话，有些
小孩很调皮。

         『未完待续』

         早期印城的华人，粤语人士占多
数。最初六零年代的IU留学生查经聚
会中，就有罗裕康（医生）何其成（
医生）何伯柯（律师）及已故张大衛
博士伉俪家庭等，而且大多餐馆的业
主也是广东人。当时，正如美国其他
地区，除了英语以外，广东话就是华
人交流的主要语言。日后台湾和中国

大陆各省移民留
学生逐渐增加，
所谓十年人事几
番新，在跨省跨
国婚姻或职业流
动各种因素不
停的新旧交替

下，华人成分也渐渐多元化，多姿多
彩，到七零年代中期印城华人查经班
及教会成立时，已经开始用国语（普
通话）为主流了！

         今日在卡慕（Carmel）的印城
华人教会，除了英文堂（包括成人青
少年和儿童）之外，中文（普通话）
堂是主要的，会众最多。另外还有规
模较小的粤语堂，在楼下课堂举行主
日崇拜聚会和主日学。这粤语堂麻雀
虽小，五脏俱全，除了由多位弟兄姐
妹轮流主持，领诗赞美，钢琴伴奏，
每周有不同的讲员，素质极好的圣經
主日学，还有每月一次的小组，关
怀，探访病患，慈惠，传福音和支
持宣教，与教会其他部门配搭连络等
等。好像一个大家庭中尽心尽意忠于
职守的小家庭，和教会其他各堂关系
融洽，在神的真理和恩典中，既受厚
爱，也爱人如己！真如诗篇所说：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
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黑门
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又好比
亚伦的膏油，留到胡须，又流
到他的衣襟。因为在哪里有耶
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
生命！”

         粤语部最近得到惠萍姐
妹帮助编排，印发了一张简短
明瞭的福音单张:“生命之光 - 
无价之宝” 内容包含基督教信
仰中最重要的“神”，“人”
， “罪”，“恩”，“信”
五点，一目了然 :

        神   是一切能力智慧的泉源，是
宇宙和生命的创造主，无限无形，自
有永有。圣经向人类启示：神是圣父
圣子圣灵 (可称三位合一真神。）耶稣
基督降世，显明了神的慈爱-圣洁-公
义-诚信，超越一切之上。祂是人最终
的审判者和救主！ 

        人   是照神的样式而造，人性爱
慕神的公义-真诚-仁爱-喜乐-完美！
人天天活在神的恩  惠中，有神聖荣耀
的目的。            

                                      
        罪   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不洁不
义，不真不仁。圣經指明：人人都犯
了罪。最大的罪，是以自己或其他人
物，来取代神，成为偶像（自我中心
及迷信。） 人很渺小，却自以为义，
偏离了神对我们的祝福, 从出生到年老
都被罪污染。罪的后果严重，死后要
受公义的审判刑罚, 永受痛苦。耶稣毕
生尽显仁爱，但他警告：你们若不悔
改，都要如此灭亡！

       恩   是白白得的礼物。圣子耶稣
道成肉身，从童贞女降生人间，亲历
苦难，表明了神对人 的爱；宣告天
国真理；显出神的能力智慧。他在十
字架为人类流血, 代替我们受罪的刑
罚，他死前说：成了！三日后从坟墓
里复活，感召人悔改转向神，成为我

们得救重生的根源。耶稣基督
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因神爱
世人，把祂的独生子赐下, 凡信
他的, 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主
耶稣的救恩白白可得；祂的真
理博大精深；祂的生命光明丰
富；祂的道路完美而至善。                        
                                                                                     
信   人人都应该领受神赦罪之
恩，信主耶稣，今天就开始新
生成为天父的儿女! 那么，如何
开始祷告呢？

  “感谢天父的恩赐，我从此
诚心悔改，领受袮赦罪的大爱，相信
耶稣为我救主，我愿作神的儿女；求
袮做我一生之主, 求圣灵进入我里
面, 洁净我, 引导我走永生的路, 赐
下袮的平安与祝福。在我信心生命中
显出袮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

       相信这简明的单张，是读者和朋
友们寻求人生真理和永恒归属的最好
答案！有问题也欢迎探讨！

       最近七月第五个主日，粤语堂弟
兄姐妹参加中文崇拜之后，到卡慕的
中央公园郊外活动及野餐，有许钧玉
先生拍下许多美好的相片记念，新
旧肢体和亲友一起唱，玩，分享，见
证，回忆，感恩，鼓励，烧烤吃喝，
真是良辰美景，不亦乐乎！

        欢迎各位亲友邻居和印城周围粤
语人士，无论男女老幼，每主日早上
11点来参加粤语主日崇拜，散会后在
教会预备的简便午餐中交流，然后，
也可以和我们一同深入学习，探讨聖
经和耶稣基督的言行和确实宝贵的應
许！在主的爱中生活！

更多相片请进入 ：                    
https://www.flickr.com/pho-
tos/135698819@N07/al-
bums/72157684419609823
电话查询：317-706-0433，
              或317-257-1638（易）

粤   语   堂
文/ 易     摄影/许Kwan

台 湾      短 期 宣 教（上）
文/刘湘萍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现在开始接受下学年 (2017-18) 学生报名 
 http://indychinesechurch.org/children/chineseschool 

    印城华人教会中文学校是一所有着35年历史的周末语言学校。自1982年成立  
以来，一直秉承教书育人的宗旨，重视品德素养的熏陶，教导学生学习汉语语
言，了解中华文化，继承民族传统。
 35年发展
——学校现设初，中，高级中文班，面对幼儿至高中的所有学生。
 35年积累
——学校现有教师及工作人员12人，授课老师中文教学经验丰富，有爱心，爱
教学，寓教于乐，关注对孩子们的优良品德，性情的熏陶培养。
 35年拓展
——学校拥有宽敞的课间休息活动空间，这是学生的挚爱，也是办学的一大特
色。学校还为学生们提供免费的课间小点心及饮料，孩子们可以利用课间休整
时间参与各类健康活动： 如跳绳，抖空竹，踢毽子，打篮球，呼啦圈，国际象
棋，中国跳棋等等。
 35年经验传承
——学校每学年都配合中文教学举办各类经典活动。有识字、朗读、作文、讲
故事等寓教于乐的比赛，有圣诞节、中国春节、其他农历传统节日的庆祝表
演，也有以中文歌曲为主的儿童合唱团。

  上课时间：每周日下午2:00-4:00    8月20日起
上课地点：印城华人教会（3405 E 116 Street, Carmel, IN46033)

    值此印城华人中文学校成立35周年之际，我们真诚地欢迎每一位愿意学习中
国语言，喜欢中国文化的学生来学校共同学习。同时，也欢迎您登陆学校网站

   http://indychinesechurch.org/children/chineseschool  进一步了解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