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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A 7 (a)和 504 小型商業貸款
．商業自用房地產貸款 
   (Owner Occupied Commercial / Real Estate Loans)
．一般產業地產貸款 
   (Convenience Stores, Retail, Apartment, Office Building, etc...)
．資本週轉貸款 (Working Capital Loans)
．設備器材貸款 (Manufacturing, Equipment Financing)
．住宅房屋貸款 (Residential Mortgage Lo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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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德州
參議員Borris Miles持續致力於改
善婦女的健康，成功地增加了關
於鴉片為痛苦緩解類藥物和產婦
死亡率的 SB 17 的修正案。產婦
死亡率是美國的一個主要問題
。 德州懷孕相關的死亡是世界
第一名。 對於黑人婦女來說，
這個數字更是毀滅性的。 非裔
美國人在德克薩斯州的出生人數
佔 11％，而孕婦死亡人數則為
29％。

在正常會議期間，Miles德州
參議員順利通過SB 790修正案，
將婦女健康諮詢委員會延長兩年
，並通過第1599號SBB號改善產
婦死亡率。 不幸的是，德克薩
斯州州長Abbott否決了SB 790，
但並沒有阻止德州參議員邁爾斯
。 他繼續領導婦女健康的鬥爭
，特別是在影響孕產婦的時候
。 德州參議員 Miles 說：“今天

，我和參議院的同事一起修改了
第17條，這將擴大產婦死亡率和
發病率工作組的工作和作用。
“雖然心臟問題是產婦死亡的主
要原因，但過量藥物，特別是與
鴉片類危象相關的藥物過量是第
二，我的修正案將會給醫生濫用
藥物的篩選工具和資源，以更好
地識別有危險的孕婦。

SB 17的修正案3是直接採用
由德州參議員Miles編寫的SB 26
修正案。 這項修正案將改善醫
生面對可能沉迷於鴉片樣物質的
婦女的材料和預防策略。“我代
表的區域孕產婦死亡率很高，我
們需要更多的解決方案來解決這
個公共衛生危機，我要感謝Lois
Kolkhorst德州參議員接受我的修
正，為醫療服務提供者提供更多
的工具，以解決第二個導致孕產
婦死亡的原因。” 德州參議員
Miles說。

SB 17 修正案在德克薩斯參
議院 31-0 的二讀通過。 根據參
議院規則，明天，2017年7月25
日，德克薩斯參議院將進行第三
次和最後一次投票。

德州參議員Miles強化孕產婦死亡率立法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自從休士頓十餘社團
上週集會，決議在8 月5日辦 「安全講座」，講座
還未舉行，歹徒在上週六（7 月22 日）下午二時，
在休士頓中國城的惠康超巿門口的 「頂好廣場」又
發生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打開停放停車場汽車的車
門，搶包後快速離開。而該地點就在惠康警察局的
門前，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居然敢膽大包天的當
街行搶，也無懼惠康停車場有近五十台錄像機和警
衛巡邏。歹徒的猖狂之舉，值得全民警惕，在此警
力不足的非常之時，只有靠自己隨時提高警覺，自
救救人。

該事件之後， 「新華埠推廣委員會」 主席李雄
表示： 希望被搶的受害者有報警，請將報案的case
号碼私下交給我，我会向警察局長要求，盡快破案
。惠康停車場有近五十台錄像机和警衛巡邏，但是
現在警力不足，提醒大家要小心提防，守望相助。
西 南 管 理 區 也 加 強 了 私 人 巡 邏 S.E.A.L. Security
（713-422-2770). 報警要打電話911，之後有需要或
報告可疑人物或車輛，可以联系SEAL。西南管理區
也贊助了8/5在中华文化服務中心的安全講座，大家
一起努力維護安全。

另外，包括美南山東同鄉會在內的十餘社團代
表，於上週五集會，共謀社區治安之道。他們表示
：自上個月， 中國城又接連發生搶劫和砸車的盜竊
犯罪。 7月4日一天，百利大道就發生了 5、6起搶
劫。受害人基本都是華人女性。我們為自己和家人
的安全擔心。我們應該組織起來保護自己的生命安
全！由美南山東同鄉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
會美南分會，東北同鄉會，東北總商會, 美國美好家
園聯盟，大休斯敦地區中國聯合校友會，僑灣社，
安徽同鄉會，浙江同鄉會，川渝同鄉會，湖南同鄉
會，楊氏太極拳協會，瀋陽同鄉會，江蘇總會和休
斯頓上海聯誼會，同源會（排名不分先後），共同
主辦的安全講座和社區大會將會為大家解答如何合
法用槍，犯罪發生時，如何保護自己以及受害人權
益和救濟途徑，同時我們呼籲大家組織起來為我們
自己及家人安全共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請參
加於8月5日（星期六）下午三時至六時在中華文化
中心（9800 Town Park Dr. Houston，TX 77036）的
安全講座， 我們衷心希望大家積極參與這個為自己
及家人安全而做的保障工作。

歹徒搶劫歪風太猖狂，警民協力打擊犯罪
休士頓近二十個社團休士頓近二十個社團88月月55日集會日集會，，共謀安全之道共謀安全之道

圖為出席籌組圖為出席籌組 「「 治安講座治安講座 」」 的社團代表的社團代表（（ 會長會長）） 們合影們合影。。

UFOUFO 協會七月會議協會七月會議

（ 本報訊）UFO 協會總幹事 李兆琳日前表示: UFO 協會訂於七月二十九日（週六）
上午9:30至11:30在美南銀行（6901 Corporate Dr. , Houston, TX 77036) 會議廳舉行本月
會議，討論主題有二：

1 ：有關UFO 最新資訊
主講人 ：副會長 李兆璿 先生
2 ：有關 「道西基地」（dulce base）之 「傳說」
主講人 ： UFO 研究員 鄧中泰 先生
歡迎大家邀請朋友踴躍參加，開會現場請各位會員不要忘了戴上UFO 學會會帽！

圖為圖為UFOUFO 協會六月份會議時協會六月份會議時，，副會長李兆璿副會長李兆璿((立者立者))演講的情景演講的情景。（。（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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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董車拉力賽古董車拉力賽 老爺車穿梭山間與牛群老爺車穿梭山間與牛群““擦肩而過擦肩而過””

玻利維亞繳獲玻利維亞繳獲11噸毒品噸毒品
密密麻麻擺滿草坪密密麻麻擺滿草坪

白金漢宮將展出英女王執政白金漢宮將展出英女王執政6565年來所收禮物年來所收禮物

英國倫敦英國倫敦，，白金漢宮將舉行白金漢宮將舉行““皇家禮品展皇家禮品展”，”，該展覽該展覽
將展示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位將展示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位6565年期間收到的禮物年期間收到的禮物，，
該展覽將於該展覽將於20172017年年77月月2222日至日至1010月月11日向公眾開放日向公眾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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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手機支付讓現金過時：
兩大科技巨頭“坐金礦上”

綜合報導 中國正在進行壹場大膽的

經濟實驗。它與債務、基礎設施支出或

其他熱門的主要經濟議題無關。它和現

金有關——具體來說，就是中國如何系

統、快速地終結了紙幣和硬幣的使用。

美國《紐約時報》網站發表文章

稱，在中國的城市裏，幾乎所有人都在

使用智能手機支付各種費用。在餐廳，

服務員會問妳是用微信還是支付寶埋單

——這是兩種智能手機付款方式——然

後才說可以用現金，把它當作第三種付

款方式，感覺顧客使用現金的可能性比

較小。

同樣令人吃驚的是，這種轉變發生

的速度有多快。僅僅三年前，根本就不

存在這種情況，因為每個人都用現金。

風險投資公司金沙江創投的董事總

經理林仁俊說：“從科技的角度來看，

這可能是率先在中國發生的最重要的創

新之壹，目前只在中國有。”

文章稱，中國互聯網的某些層面，

必須親眼看到才能相信。來自國外的

人，很難理解消息應用微信對於人們的

日常生活有多麽重要，直到同壹天裏有

六個人要求掃妳的二維碼來加好友。

智能手機支付已經席卷了中國，從

統計數據來看，2016年，中國移動支付

金額達到5.5萬億美元，是美國1120億

美元市場規模的50倍左右。

“現在這已經成為了默認的生活方

式。”市場研究公司IDC分析師希夫· 普

恰說：“中國的每壹個企業和品牌都接

駁到了這個生態系統上。”

文章認為，這意味著騰訊和阿裏巴巴

旗下的財務機構螞蟻金服——這兩家中國

互聯網公司分別是微信和支付寶的經營

者——正坐在壹個金礦上面，各自占據了

很大的份額。它們都可以從交易中賺錢，

向其他公司收取使用其支付平臺的費用，

同時也可以收集付款數據，運用到從信

用系統到廣告的各種服務中。

林仁俊表示，最新數據顯示，在未

來壹年裏，螞蟻金服和騰訊的每天交易

總額將超過維薩（Visa）和萬事達卡

（Mastercard）。關鍵在於，這兩家公司

能夠以低廉的價格提供付款服務，部分

原因是允許小型供應商使用簡單的二維

碼打印件或手機，無需昂貴的讀卡器。

它們還用後臺系統來存儲用戶的賬戶記

錄，不需要與銀行進行通信，這也有助

於降低成本。

雖然騰訊沒有具體列出從移動支付

中賺了多少錢，但在該公司2016年第四

季度的財報中，“其他服務”壹項的營

收較上年增長了近兩倍，達64億人民

幣，這主要就來自移動支付。

文章稱，中國網絡支付的廣泛普及

也存在壹些潛在的問題。隨著中國圍繞

著兩個私人智能手機支付平臺來打造整

個消費型經濟，無法進入這兩個平臺的

人就逐漸被關在了外面，而且它也把自

己鎖定在了這些公司上。

從最簡單的層面上說，遊客和商務

旅客不太可能在中國開設銀行賬戶，所

以他們難以將手機變成錢包。

從更廣泛的角度看，這意味著對外

國和本土企業來說，經營會變得更加困

難。企圖向中國消費者出售產品的外國

公司現在必須和阿裏巴巴或騰訊打交道，

否則就有可能無法收款。同樣，依賴阿

裏巴巴和騰訊的中國企業也必須建立壹

個獨立的機構，來和其他地區做生意。

對於中國可能會發生的事情，有這

樣壹個推測。在2000年代初的日本，翻

蓋手機可以做很多事情，無論是觀看有

線電視，還是在商店裏付款。但正是由

於這些手機如此先進，日本向智能手機

轉移的速度就比較緩慢，結果15年後，

日本從科技巨頭淪為了落後者。

眼下在日本，這些仍在被使用的翻

蓋式手機被稱作加拉帕戈斯手機，因為

它們完美地演變成了壹個孤立的環境。

阿裏巴巴和騰訊無疑意識到了這壹

點，正在向國外擴張，以確保它們最新

的創新不會步恐龍的後塵。

“壹個重要問題是：西方公司會不

會決定打造壹個系統，參與競爭？”金

沙江創業投資基金的林仁俊說。“答案

很可能是肯定的。”

比特幣分叉擴容風險暫除 國內比特幣價格壹度逼近2萬
備受市場註目的比特幣擴容方案投票結束，其

結果意味著近期分叉風險大幅降低，與之相呼應的

則是比特幣價格本周快速回升，最大漲幅高達

53%。不過分叉風險並未完全解除，市場預測，下

壹個時間節點可能出現在8月1日。

比特幣大概率不會出現硬分叉
本周，由於比特幣分叉風險驟增，市場瞪大眼

睛關註投票結果，隨著避免比特幣區塊鏈8月初分

叉的BIP91方案，被越來越多的礦工支持，市場普

遍預測比特幣近期分叉風險將大幅降低，比特幣價

格也開始回穩。據了解，昨天淩晨，國內算力最高

的比特幣礦池魚池確認SegWit2x升級成功並爆塊。

投票網站顯示，截至21日11點11分，SegWit2x方

案支持率已達90.3%。市場認為，這意味著比特幣

大概率將不會發生硬分叉，而是通過軟分叉實現平

滑升級擴容。

比特幣硬分叉是指當比特幣協議規則發生改

變，舊節點拒絕接受由新節點創造的區塊的情況，

區塊鏈將分成兩條獨立的鏈，礦工需要在兩條區塊

鏈中選擇壹條進行挖礦。而軟分叉是指當比特幣協

議規則發生改變，舊的節點並不會意識到規則是不

同的，它們將遵循改變後的規則，繼續接受由新節

點創造的區塊。因此軟分叉不會產生兩條區塊鏈，

而是在原區塊鏈上同時存在新、舊兩種節點挖的

區塊。按照規則，在8月1日前後，比特幣是否會

因硬分叉而分裂成兩種甚至多種比特幣，則將被大

部分礦工、用戶如何升級的選擇而決定。

比特幣價格可能展開新壹輪攻勢
公開數據顯示，截至昨天中午12點，比特幣

價格為2690.8美元，24小時內漲幅達15.14%。國

內比特幣價格也壹路飆漲，昨天，最高漲幅達到

13%，逼近每枚 20000 元，開始重返前期高點；

之後沖高回落，截至昨晚7時，每枚報收於18000

元上方。

前幾日，鑒於分叉與否前景未明，加密數字貨

幣出現了集體性暴跌。幣行數據顯示，近兩月來，

相比最高價，比特幣最大跌幅為39%。受比特幣價

格下跌影響，萊特幣、以太坊、以太經典等數字資

產價格紛紛下跌。對此，蘇寧金融研究院互聯網金

融中心主任薛洪言表示，比特幣雖為此次暴跌事件

的“始作俑者”，但其跌幅卻“克制”得多，展現

出其龍頭的抗跌性和投資價值。21世紀資本研究院

則認為，比特幣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去中心化數字資

產，並常常作為整個數字資產界的 “代言品”，

其資產形態、價格的穩定性也在整個數字資產行業

內起到“定錨”作用。

目前，數字貨幣價格又開始逐漸反彈，比特幣

本周最大漲幅達53%（人民幣）。資深人士指出，

本周比特幣價格已快速收復之前的失地，在經過短

期的清洗浮籌後，很有可能展開新壹輪攻勢。

火幣網8月1日將暫停充值提現業務
分叉風險下壹個節點在8月1日。作為國內最

大的比特幣交易平臺之壹，火幣網就比特幣分叉處

理方案於7月18日發布公告，其公告稱，針對可能

出現的狀況，火幣網公布了處置方案。在可能出現

分叉的時間點8月1日8時前後，為防止比特幣充

值或提現被回滾和重放攻擊，將停止比特幣的充值

和提現業務。具體時間點將以公告形式另行告知。

如果沒有出現分叉，等網絡穩定以後，將恢復比特

幣充值和比特幣提現業務。如果比特幣分裂為壹種

或多種比特幣，火幣網將等額提供給用戶分裂後的

所有比特幣，即用戶賬戶內同時存在對應數量的所

有分裂的比特幣；如果比特幣明確有分裂為多種比

特幣的風險時，火幣網會逐步上線所有種類的比特

幣的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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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足踝醫療 整復手術 鐳射治療灰指甲
HOUSTONMEDICALCLINICFOOT&ANKLECENTER

接受各種保險 政府醫療卡

˙家庭全科
˙心電圖
˙化驗檢查
˙中醫針灸﹑推拿

˙執照物理治療師
˙各種急慢性疼痛
˙車禍

FRI 11/20 Noon-2 PM

SAT 11/21 Noon-5 PM

D03FA-HOUSTON MEDICAL 休士頓診所B_16

休士頓診所休士頓診所 電話: 713.272.6688
傳真: 713.271.6689

週一至週六9:00am-6pm
www.houstonmedicalclinic.com

˙拇指囊腫，槌腳趾，扁平足，高弓足，關節炎，先天性畸形，腳跟痛，扭傷，       
骨折，脫位，   糖尿病足，神經病變，痛風，骨腫瘤，軟組織腫瘤，神經瘤，嵌  
甲痛，雞眼，贅疣，香港腳。
˙鐳射治療灰指甲，最高科技，減少藥物副作用，無需麻醉。

陳彥旭 
足踝專科/外科

醫生
（通國語）

9889 Bellaire Blvd., Suite E219A, Houston, TX 77036（敦煌廣場內）

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休士頓診所足科中心

三年前，2014年7月11日下午3 時45分，最親愛的母親 王
馮淑卿太夫人 安息主懷，壽終內寢，享壽 101歲。

世上最愛我的人就這樣永遠的離開了，雖哭泣號啕，呼你不
應。我們雖是基督徒，知道籍主耶穌的恩惠慈愛，有在天國相聚
的盼望。然而被困制在屬世的肉身，仍有屬世的感受與需求，怎
能沒有母愛的滋潤？受局限在脆弱人性的心思，豈可失去母教的
指導？

本來三姐謹言在二年前已叮嚀我寫書記念母親，無奈每每為
淒梗悲情所勒，未能完成。現在深知雖逃奔千里，也走不出對母
親的思念。時間之流水萬年也沖不淡我愛母親的情懷。今日忍痛
提筆，完成這一字一淚的祭文。

1913年9月5日，妳生於廣東中山的書香門第。自幼聰敏過
人，蘭心蕙質，溫順體貼，深得父母疼愛。及長，在廣東省女中
也常受師長讚賞。妳愛背誦詩詞，唐詩三百首與古文觀止都是妳

的至愛。從外袓母處學女紅，自侍
婢處學烹飪。喜愛戶外運動，屢屢
參加校際球賽。

外祖母是位虔誠的基督徒，妳
自小就立志跟從主耶穌。馮家姐妹
都是教堂詩班的要員。我自小喜聽
母親唱讚美詩和外國名歌，妳的聲
音甜美，難怪父親喜歡與妳和唱。

1930 年間，父親 王世傑上京
求學，在廣州旅居外袓父開設的白
宮酒店。外袓父看中高才的父親，
甘當月老系紅綫，讓妳和父親結識
，相戀。在父親考入清華大學經濟
系後，共盟鴛蝶。婚後則夫唱婦隨，與父親在北平度過數年美好

的時光。長兄定正的誕生更為家族帶來無限喜樂。
1937年日本侵華。大學剛畢業的父親帶著妻兒退居南京，梧

州，桂林及南寕等地。感謝神佑，平安度過8年艱苦的抗日
戰爭。父親在昆明時，由美國葛立德牧師帶領研讀聖經，受
浸成為基督復臨安息日會的教徒。以後再蒙神恩，以優異成
績考取為當年兩廣唯一的官費留美學生，在美國加州伯克萊
大學研究院深造。父親遠涉重洋，妳帶著兒女則留守廣州。
父親回國後，不能容忍當政對思想與宗教的控制和迫害，帶

著一家先後南下香港，在九龍安息日會受浸歸主。而後陸續
移居美國。
兒時的我最愛聽母親講床邊故事，從 '三隻眼'，'灰姑娘' 等

童話，到 '陳情表'， '祭妹文'，'木蘭詞' 以至悲壯的 '滿江紅'。
妳叮囑我們學效清官賢臣的 忠 孝 節 義。
妳受洗後則在進飯時講述聖經的教訓，父親常笑道：我愛你

母親就是她常講八福和聖靈的果子。林為楝伯伯生前也常提
及王親家：由其命名，便知其家教之所在。我們六兄妹是：
定正，定文； 謹言，行，學，德 。
妳以禮為德，孝敬公婆，善待叔姑，樂善好施，從不薄待傭

人。記得有一童僕受人欺負，向妳哭訴，妳用西藥替他護理
傷口，又修補破損衣服，他帶著好吃的，破涕為笑地回去。
我雖因時代不同，幸運比妳多受教育，但在人情世理上遠不

及母親精明。即使是博學的父親，在大小事上都與妳商量。
由兒女的命名，高考大學之選科，到國家政權轉易後之南下
香港，都一一共妳籌劃。
記得我考大學，數理和音樂是我的最愛，妳立發異議，謂兄

姐皆主攻數理，家庭必須有醫學界的成員。自幼膽小的我抱
怨母親偏心，哭泣考慮了二個星期，私自報藥學系為第一志
願，因查清了藥學係不需修讀人體解剖。現在我只笑自己之
無知，感謝母親的精明。
謙虛與無私助人是父母的教導熏陶。兄妹中以三姐謹言最為

勤奮聰慧，在廣州高考名列前矛，妳沒給獎品，更未向人炫
耀。六妹謹德中學考數學，是十多年來全州最高分。妳讓她
回校謝師，師長感動淚下，謂在美國執教多年，首次受學生
感恩。

妳相夫以懿才，教子女以義方，早立賢妻良母之典範。
1988年2月26日，父親不幸先妳而去。妳連理枝斷，天涯失

侶。我立接妳來，免妳獨自傷心。
妳和我生活的年曰裡，表面上是我照顧妳，實在是神讓妳來

扶助我。當妳看出我在生活與工作上有挫敗或不如意，都會寫下
紙條安慰鼓勵我，使我能勇往向前。也常提醒我要忍耐，萬事有
上帝安排，救主耶穌已在加略山解脫了我們的重擔，不能以怨恨
取代了愛與恕。

妳的親筆字條，我還夾在手皮包，是我帶在身邊的座右銘。
神就是通過妳智慧的話教導我，在脆弱的時候扶持我。

小兒白蘭敦最愛外婆，倆人同是 '馬刺隊' 球迷。輸則搖頭皺
眉，贏則呼擁跳躍，我在外廳忙公事，隱聽陣陣婆孫嘻笑聲，頓
感快慰無限。教堂崇拜，禱告查經聚餐。海邊遊泳拾貝殼，僑社
活動，國慶遊行.... 瑣碎往事，歷歷如在昨曰。

感謝天父賜母親有堅強的意志。抗日戰爭，國共內戰，移居
美國環境的變遷，都沒難到妳。母親甚至度過三次癌癥手術。

妳不但養育子女，更愛護照顧十一位孫兒女。每天行千步，
打太極，背誦聖經，唱聖詩，九九高齡，仍能自理。

2013年 1月，妳去加州探望六妹謹德，不幸失足跌裂盆骨。
我趕到醫院探病，妳首先是問候我和孩子，其次就問是否仍然為
僑社服務，再其次則吩咐我莫忘中華自由祖國。母親啊，妳在病
床還不忘激醒兒女中國魂。

2013年9月15日，我們兄妹為妳擺設百齡壽宴。打鼓舞獅，
唱歌祝壽，教會的弟兄姐妹，親朋好友，同聚一堂。見到闊別的
三育師長同窗，其樂融融。

妳動手術後體質速降。 2014年7月11日，神的忠僕 卓甫剩
牧師在上午為妳膏油禱告，妳在下午3時45分安息主懷。彌留時
我們圍床邊，彈唱妳喜聽的詩歌，泣謝慈母養育恩。我親自為妳
清理梳洗，換上妳喜愛的衣襪，不願妳受別人的操持。也含淚剪
下妳的白髮，以作永恆的記念。

我們雖萬分哀痛，仍順服天父的安排。感謝上帝賜我們如此
純良慈愛聰慧的父母。願神繼續帶領我們，盼望在天國那更美的
家園，與父母相聚，同享永生。

愛妳的五女兒謹學泣寫
2017年夏 於美國德州

祭母文祭母文：：親愛的母親親愛的母親，，我懷念妳我懷念妳
作者：王謹學(Stella Rhodes)，藥劑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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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書抵萬金家書抵萬金家書抵萬金（（（二二二）））
一九五九年我所搭乘招商局的海地輪從臺灣基隆港，經三個星期

的航行，於十一月廿日安抵美西的Portland（波城），Oregon。我即
連寫了兩封信回家，稟報平安。數日後，搭火車轉赴Cincinnati（辛
城）, Ohio。一到辛城，我頭一件事就是立即奉還施伯母義助我留美
保證金二千四百元的那張美金匯票，並懇切表達了我萬分的謝意。

到了辛城後，我又開始有“可抵萬金”的家書了。每次讀完父親
來諭，我都會很自然地沉思良久，因它包含有關愛、鼓勵與指導。

在我離辛城，轉往馬大（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航
空工程系進修的前夕，因幾乎是身無分文，故不得已向施伯母借了美
金二百元。除了付來馬州交通費、學費、房租費、食物費及其他開始
起碼所需的在校費用外，所剩實在有限，難能維持到學期結束。記得
當年食品雜貨店(Grocery Store) 裏的肉類中，以雞頸子最便宜（現在
早已買不到了），我就以它為主菜，整整連吃了一學期，以後再也不
敢碰它了。但念及遠在臺北那個大雜院宿舍裏的清貧家人，父親是位
基層公務員，一直過著入不敷出，擧債還債的生活，故我決定從手頭
僅有的少許款項中，抽出區區美鈔十元寄回家。那是我來美後，初次
給家裏寄錢，在當時的境況下，其意義特殊，永難忘懷。

大雜院位於臺北市杭州南路二段59巷2號，原係日據時代監獄員
工的宿舍，四方形狀，內約有四十個房間，每間面積約 100 平方英
尺，沿著房間門口有一公共人行道，中間是片大空地，有兩個公厠與
兩處公用水龍頭，每處有三個水龍頭，其中一個時常是損壞待修。光
復後，由司法機關接收為職員宿舍，被稱之為大雜院。從一九五三年
春開始，我們一家人就蝸居在那個大雜院裏的第三室房間。每家在各
自房門口的通道上，用煤球爐起火煮飯、燒水過日子。每逢強風大雨
時，煤球爐就不便使用了。

我進馬大時，中國留學生沒有幾位，想得起從臺灣來的有，航空
系的徐君衢、鮑永平、陳祖貽、童紀、曲協和與我，化工系的朱震
亞，數學系的吉郎克，物理系的沈君山（剛得博士學位，正束裝返
臺）、蔡劍深、吳曉雲、張子賢、歐陽斌若等。非來自臺灣的有，物
理系的陳永毅（其令尊時任教馬大中文）、機械系的楊覺生等。其中
現已逝世的有，歐陽斌若、鮑永平、蔡劍深、吉郎克。

茲將我在馬大進修第一學期所收到的家書，節錄於下。
第1封家書（1959年12月3日收到，在辛城）

父諭（節錄）： 「來稟兩件，同時收悉，你母與全家人（註）釋
念。你在海外，處事要注意靜、定、慮、得、的功夫，自然不會心亂
而有頭緒；對人要以己度人；與朋友通訊，應少說廢話，節省時間；
對方所需要知道的，自然要詳實明白告知。在外最重要的是注意身體
健康。應勤來稟為要。」

大哥附筆（節錄）： 「你赴美後，我們日夜想念你，爸媽都很
好，我會孝順；阿東第一次月考成績又是名列第一，你與阿東的學業
較我的一切都重要。希望常來信報平安。」

註：我大哥少林比我大三歲半，弟弟鎮東比我小十三歲半，我們
都叫他阿東。我出國時，他在臺北市師大附中唸初二。他頭一年考取
附中初一跟我考取留學（教育部長是梅貽琦先生），兩個放榜日期是
在同一天，雙喜臨門，記得當時全家人曾為此而喜悅。大哥空軍官校
第三十三期畢業後，任空勤飛行官；我赴美留學時，他在臺北公舘空
軍作戰司令部服務（地勤）。

這首次郵簡上所顯示的郵資是新臺幣五元，在發信人地址上，家
人亦加寫上Free China， 這是當年中華民國對外的自稱。

第2封家書（1959年12月17日收到，在辛城）
父諭（節錄）： 「六日夜稟，十二日中午收悉。你在施伯母家，

余及你母更安心。你事施伯母應同父母；你在波城相識的王恩深神父

與僑領黃潤錦先生處，應於適當時分別向他們報告今後計劃，並請示
一切及問安。你應廣徵有志之士，敬求名師而就學之。勿忘“入境問
俗”。無論求學作事，均要有計劃，妥善支配時間與精力。施伯母前
代請安。」

大哥附筆（節錄）： 「每當讀你來信時，我們都很興奮，爸爸將
信唸給媽媽聽，知道你很想念家，我們也同樣掛念著你，希常來信。
有便請購寄美國地圖一份。」

阿東附筆（節錄）： 「二哥，我會努力讀書，請勿念。我第二次
月考成績仍為班上第一名。又會有獎狀了，但家裏地方太小，不知掛
在何處是好？」

第3封家書（1960年1月11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去年12月12日接你7日稟報後，未見續報，

你母最懸念。你應知工作無貴賤、勞動是快樂；生活慾望宜放到最
低、求學作事應不甘後人；如獲有良師益友，方能得進展之途徑；不
過自己若不知禮、不重禮，是難得良師益友；你應知“忠恕”之道，
則人生將無大過矣！受人之惠應記住，助人之處可免存心。」

阿東附筆（節錄）： 「我第三次月考成績是國文96、代數92、
英文97、理化90。」

第4封家書（1960年1月25日收到，在馬州，正是
我26歲生日）

父諭（節錄）： 「元月11日午具稟，16日下午收悉。附來美鈔
十元（註），可兌換新臺幣四百四十六元，已由母親收存備用。你申
一紡織厰的年終獎金是新臺幣一千一百八十五元，月初已由你大哥去
該厰，會見你同事王正一君與周裕柔先生時領取。至於公司年終紅利
部分，據說將於中旬可領，屆時當另函告。你本學期費用尚不足，應
早設法求援週轉。務必要注意身體健強，精神愉快，眼光看遠，勤儉
不後人，信譽須建立，一切難題均能迎刃而解。我想你學業與事業原
是要從自己做起，但目的是為己立立人，己達達人，為人群服務，求
自己快樂，並非如一般淺見者為自己求享受。因此，我們衹要持志有
恆，雖一時求助於人，不是可恥。」

大哥附筆（節錄）： 「每次你的來信都是在星期六收到，因此在
這一天全家均在盼望著你的來信，尤其是媽。我們都很好，生活雖清
苦，但內心都很愉快。」

註：父親提及收到的那張美鈔十元，是我來美首次寄錢囘家，當
時的困境與心情，迄今仍記憶猶新。想起往年每逢我生日時，母親必
定為我煮一碗陽春麵加個蛋為我慶生。我來美在馬大過第一次生日
（一月廿五日、26歲）時，既缺麵又無鷄蛋，當然無從效仿母親，煮
碗陽春壽麵，來自我慶生了！所幸當日我收到了家書，是我最佳的生
日禮物。 拜讀家書後，含著淚水，感觸良多。

第5封家書（1960年1月30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本月廿一日你大哥去申一紡織厰，王正一君即

交他新臺幣七千九百七十六元，未查問該款之名稱。正一並說，過了
舊歷年後，正月間，尚可領另一部分錢，但不知若干。廿二日，余已
先匯還葉國星借款新臺幣三千元，及王大眾家的借款新臺幣三千元，
所餘近新臺幣二千元暫留家中，作年關週轉。施伯母處本月廿一日余
曾以郵簡申致謝忱。阿東昨天開始有三星期的寒假，期考各科，據稱
尚滿意。所謂修身之道，希你隨時注意。“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
必貴己”是要自貴，不是要人貴我之意；“能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
己。” “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 故君子恥不修、恥不信、
恥不能。你若能做到此層工夫，余心慰矣！對在波城第一次相遇之王

神父及僑領黃潤錦先生，應作簡報，以資告慰勿念。宜保持溫暖人情
為要。」

阿東附筆（節錄）： 「二哥，你早年在溫州上初中時，所穿的那
套黑色中山裝制服，我現正在穿著，往後將慢慢接收你的了。」

第7封家書（1960年2月20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在家人都在盼望你入學後的情形時，本月十三

日下午接到你六日夜郵簡，莫不快慰。美國地圖已於本月五日收到。
余於十一日上午，赴申一厰向王君及周先生拜年時，領取你的最後一
筆獎金新臺幣七千九百八元（註一）。該款擬再還葉國星新臺幣二千
元外，亦還林炳光新臺幣二千元，加上卓舅公爺的新臺幣一千元，其
餘將作阿東的學費與家裏“應會”（即標“會”後的每月應攤付的
“會”錢）及週轉用途。今年上半年家用當無問題了，可免念。你現
在馬大物理系實驗室打工，有工資收入（註二），至以為慰。你課餘
宜多看名人論文，求學與做事均要首先注意方法，你應體驗之。」

阿東附筆（節錄）： 「我已拿到成績單。國文86、英文95、代
數92、理化91、生理衛生91。」

註一：申一厰那年（一九五九）先後發放給我年終獎金及紅利，
計有三次，總共收到新臺幣一萬七千六十九元。父親為我出國留學向
親友所借的全部款項，還清了，我內心之快慰，可想而知！當年若沒
有劉文騰老師（申一紡織公司總經理，我臺大紡織工程教授）雇用
我，我怎能會有優渥的月俸袋，按月給母親維持家計？離職後，更不
可能有此意外的年終獎金及紅利，用來提前償還我的留學借款。每念
及師恩重如山，今生難忘，唯有感恩矣！

註二：當年馬大學生臨工，每小時工資是$0.50，後來增加到
$0.75。

第9封家書（1960年3月27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久未接稟報，你母早晚在念，盼望綠衣人到

門，並現寢食不安，形之於色。十四日下午三時半接到你三月八日的
郵簡，合家快慰之至。你母以為早知你如此艱辛，那肯讓你離開申一
厰赴美。古今創業名人均係早起。我希望你逐漸改正作息，先改每晚
就睡時間不可超過半夜，早起至遲應在8時前；清晨用功一小時，其
效率有勝過疲勞最後所費之同等時間，希注意及此為要。求學之原則
係在勤，但求效率之高度，係在方法，希注意自尋方法，以減少過分
疲勞。母親身體有進步，她已自知過分操勞是不能勝任。惟以適當的
勞動代替運動，亦是強身之方法，希免念。你在國外，少見國文，我
告訴你一點如次：孟子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
由義，謂之自棄也。”朱子曰：“深造者，進而不已之意。” 」

第12封家書（1960年5月8日收到，在馬州）
父諭（節錄）： 「讀書以有心得為樂。近在某書中閱得“志者自

立自守之契約也。”“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
謟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董仲舒謂：
“愛在人謂之仁，義在我謂之義；仁主人，義主我也；故曰仁者人
也，義者我也。此之謂也。”這是余公餘閱書之小小心得，特寫供你
作參考。目前家用月約新臺幣一千五百元，而薪津所得依舊，故收不
敷支甚巨。近數月來，幸賴你申一厰獎金餘款貼補之。施伯母你應視
同家長，可隨時報告你之一切及請安，並請她不必每次都回信，以免
她勞神。」

阿東附筆（節錄）： 「二哥，我兩次所得的獎金，媽全沒給我，
很傷腦筋。」

2017年7月17日 於 馬州（待續）

季蕉森季蕉森季蕉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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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officials have agreed to allow imports of US rice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Secretary Sonny Perdue said on Thursday.
The agreement gives US farmers access to the world’s 
biggest rice consumer, with China importing about 5 
million tonnes last year.
It follows trade talk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at 
resulted in little progress on other issues.
While China opened its rice market in 2001, a lack 
of protocols on pests and plant diseases effectively 
stopped imports taking place.
The move would give US farmers access to the world’s 
biggest rice consumer, with China importing about 5 
million tonnes last year, Perdue said in a statement.
China opened its rice market when it joine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in 2001 but a lack of phytosanitary 
protocol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ffec-
tively banned imports, according to trade group USA 
Rice.
“We waited a decade for the protocol to be signed and 
our members are anxious to meet the demand of Chi-
na’s consumers for safe, high-quality US rice,” USA 
Rice President Betsy Ward said in a statement, adding 
that China consumes the equivalent of the entire US 
rice crop every 13 days.

The USDA last month estimated US milled rice pro-
duction this year at 6.07 million tonnes, down from 
7.12 million tonnes last year.
The announcement was another sign of strengthen-
ing relations on agriculture trade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under US President Donald Trump, 
despite disagreements in other areas such as steel.
China last month resumed imports of US beef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2003. Last week, Chinese buyers inked 
deals valued at about US$5 billion during a ceremony 

in Iowa to buy 12.53 million tonnes of US soybeans 
and 371 tonnes of beef and pork.
US rice futures rose about 14 cents to a one-year high 
at US$12.00 per cwt after the news.

Inspections
The organization representing the US rice industry 
said the new agreement was the most complex of its 
kind, and set strict standards for US exporters to pro-
tect against the introduction of certain pests to China.
USA Rice added it would work with the US Depart-
ment of Agriculture (USDA) to make sure the industry 
complied with the rules.
“We know China wants to send a team here to inspect 
mills and facilities certified to ship to China, and we 
are working with USDA to make that happen in the 
quickest and most efficient way,” said Carl Brothers, 
chairman of the USA Rice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Committee.
China intends to send inspectors to visit US rice mills 
and facilities to ensure shipments would not introduce 
pests into China, said Carl Brothers, chairman of the 

USA Rice International Trade Policy Committee.
Stuart Hoetger, a rice trader at California’s Calrose 
Co-op, said he hoped to sell rice to China as soon as 
retailers there were approved to take in imports. The 
cooperative of California rice farmers already has cus-
tomer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elsewhere in Asia.

“I don’t think it will explode overnight but I think it 
could turn into significant demand,” Hoetger said.

‘Exceptional opportunity’
US authorities and the industry have both hailed the 
agreement as a huge win.
“This market represents an exceptional opportunity to-
day, with enormous potential for growth in the future,” 
said US Agriculture Secretary Sonny Perdue.
According to OECD projections, the average person 
in China will consume 75kg of rice a year by 2024, 
compared with an average of 13kg in North America 
and 5kg in Europe.
USA Rice said China consumes the equivalent of the 
entire US annual output every two weeks.

Steel progress?
Agriculture appears to be a bright spot in an otherwise 
thorny trad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The announcement follows a round of contentious 
trade talks in Washington that appeared to end with lit-
tle progress on tricky issues like China’s steel exports 
or its $347bn (£268bn) trade surplus with the US.
The two sides didn’t issue any joint statement follow-
ing the talks, and cancelled scheduled press confer-
ences.
The US has indicated that it might impose tariffs or 
quotas on Chinese steel, but since the talks wrapped 
up China has suggested that there was some progress 
on the issue.
Beijing’s embassy in Washington said the two sides 
“had in-depth discussion on cutting excess steel pro-
duction capacity in the world and agreed to active and 
effective measures to jointly address this global issue” 
(Courtesy http://sino-us.com/ and http://www.bbc.
com/news/busin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nnounced a goal of be-
coming a global leader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just 
over a decade, putting political muscle behind grow-
ing investment by Chinese companies in developing 
self-driving cars and other advances.
Chinese leaders se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s a key to 
making China an “economic power,” said a document 
released by the State Council last week. It calls for de-
veloping skills and research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achieve “major breakthroughs” by 2025 and make 
China a world leader by 2030.

Last week’s document gives no details of financial 
commitments or legal changes. But previous initiatives 
to develop Chinese capabilities in solar power and oth-
er technologies have included research grants and reg-
ulations to encourage sales and exports.
“By 2030, our country will reach a world leading level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ory, technology and appli-
cation and become a principal world center for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innovation,” the document said.
That will help to make China “in the forefront of inno-
vative countries and an economic power,” it said.
The announcement follows a sweeping plan issued in 
2015, dubbed “Made in China 2025,” that calls for this 
country to supply its own high-tech components and 
materials in 10 industries from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aerospace to pharmaceutical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lso pushed for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related emerg-
ing industries in China, including intelligent hardware 
and software, intelligent robots, and Internet of Things 
based devices.
A PwC report released last month has estimated that 
the global GDP will become 14 percent higher in 2030 
due to the wide deploy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hina will begin to pull ahead of the US’s AI produc-

tivity gains in 10 years,” the report said, and estimated 
that China will have the most economic gains from AI, 
which may boost China’s GDP by 26 percent by 2030.
Already, Chinese companies including Tencent, Baidu 
and Alibaba are spending heavily to develop artifi-
cial intelligence for consumer finance, e-commerce, 
self-driving cars and other applications.
For example, Baidu has an AI research lab in Sili-
con Valley and is exploring areas like driverless cars. 
Meanwhile, Alibaba’s cloud division is focusing heav-
ily on using AI in areas such as shopping to healthcare.

Manufacturers also are installing robots and other au-
tomation to cope with rising labor costs and improve 
efficiency.

AI Pain
But the promise of AI also comes with warnings from 
top technologists about the potential impact on jobs 
and society as a whole. Tesla CEO Elon Musk, for ex-
ample, has warned that AI could mean that a policy 
of universal basic income might have to be employed.
China’s top tech CEOs have also sounded the warning 
alarm.
Alibaba Chairman Jack Ma warned recently that soci-
ety could see decades of pain thanks to the disruption 
caused by the Internet and new technologies to differ-
ent areas of the economy.
“In the coming 30 years, the world’s pain will be much 
more than happiness, because there are many more 
problems that we have come across,” Ma said in Chi-
nese, speaking about potential job disruptions caused 
by technology in April.
It’s an outcome tha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rec-
ognized too and in its plan has pledged to develop AI 
responsibly.
“While vigorously develop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we must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possible risk,” 
the State Council’s document said. (Courtesy http://
sino-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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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駕駛美國最節能的汽
車並不代表要在汽車外觀設計上做出
妥協，因為 2017 現代 Ioniq 榮獲了芝
加哥雅典娜建築和設計博物館以及歐
洲建築藝術設計和城市研究中心共同
頒發的2017年綠色好設計大獎™。綠
色好設計大獎™的宗旨在於獎勵具有
可持續性的設計，以及與大眾分享一
些公司在設計與製作上為環境帶來正
面影響的訊息。

現代汽車設計中心的首席設計師
Chris Chapman提到： 「現代致力於推
動環保汽車的未來，Ioniq只是踏出的
第一步。Ioniq專注於未來的特性，與
其利用回收以及環保材料的創舉，讓
Ioniq成為最節能的汽車，以及環保汽
車業界中的佼佼者。」

2017 年總共有來自 23 個國家的
100 個設計榮獲了綠色好設計大獎™
的殊榮。現代Ioniq被評為全世界最先
進的產品、設計，以及項目之一，這

也表明了現代汽車對環保和可持續性
的不懈追求。現代設計團隊考慮周到
和創新的設計讓 Ioniq 成為 2017 年汽
車可持續設計中的重要一員。綠色好
設計大獎™已經創立八年，是原本的
好設計大獎中的特別獎項。

Ioniq是全世界第一款在單一汽車
平台上提供三種不同動力系統的環保
車系，即為 Ioniq 油電混合、 插電混
合，以及電動車款。現代Ioniq車系的
設計主要專注於兩個關鍵因素，效率
和科技。這兩個因素結合起來，創造
出一個獨一無二以及極具前瞻性的外
觀。在整個開發過程中，工程師與設
計師密切合作，確保車輛的外型以及
功能相輔相成，同時進化。Ioniq傑出
的外型設計，以及相融合的先進科技
以及整體設計，讓其領先同級距的競
爭對手。在美國市場，Ioniq油電混合
車是市面上最省油的車款，Ioniq電動
車則是最高效的電動車款。

芝加哥亞典娜建築和設計博物館
芝加哥雅典娜博物館是一個全球

性的非營利教育研究中心，由其會員
贊助營運。雅典娜博物館的宗旨在於
教育大眾關於建築和設計的重要性，
以及這些專業如何能為人類環境產生
積極正面的影響。
歐洲建築藝術設計和城市研究中心

歐洲建築藝術設計和城市研究中
心 (www.europeanarch.eu) 致力於教育
大眾關於人為建設環境的所有方面 (
像是都市整體以及單獨的大樓)，其中
包含讓設計最終成型的藝術和文化哲
學理念。研究中心的重心在於當代的
價值和美感、環境的保護和可持續性
，以及對於藝術和設計為文化和城市
主義最高表現的理論探索。
北美現代汽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總部位於南加州噴泉谷的北美現
代汽車是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現代全車系由北美現代汽車在美國
市場超過八百三十家現代經銷商進行
分銷。所有在美國銷售的現代汽車都
享有 「全美最佳保固計畫」，包含可
完全轉讓的新車有限保固 5 年 6 萬哩
、動力系統有限保固 10 年 10 萬哩，
以及5年不限哩數的路邊緊急救援服

務。
請 至 www.HyundaiAssurance.com

查詢更多北美現代汽車保固計畫資料
或至 www.hyundainews.com 查詢更多
北美現代汽車相關訊息，也可連接北
美現代汽車社群網頁 Twitter、 You-
Tube與Facebook專頁。

現代IONIQ榮獲2017年綠色好設計大獎

【本報訊】現代汽車2018 Sonata
和 Elantra GT 憑藉引人注目和大膽的
設計，入圍美國工業設計協會 IDSA
舉辦的2017 美國 IDEA傑出工業設計
獎。美國 IDEA 傑出工業設計獎在範
圍廣泛的各種產品類別 (像是交通以

及運動用品) 中評選出傑出與獨特的
設計。

2018 Sonata在前幾代車款的成功
基礎上，加入了一系列與現代汽車進
化的設計理念一致，但同時帶有巨大
改變的設計元素。這種漸進式的設計

結果是一個更大膽，更精巧的外觀，
具備精特的線條以及獨特的風格，創
造出一個非比尋常且引人注目的設計
主題。從正面來看，全新的格柵與垂
直的LED日間行車燈以及變窄的頭燈
相結合，由引擎蓋所包覆，呈現出一

個更有力的外觀。從側面來看，設
計師加大了後車廂蓋，與變低和變
寬的前格柵取得平衡，從而創造出
更具有活力的動感姿態，也使得引
擎蓋的外觀更長，看起來更有時尚
感。全新的Sonata內部更加強了中
控台的各種功能，創造出一個更醒
目的外觀。升級後的音頻和通風控
制按鈕被設置為遙感按鈕，提升了
汽車的豪華感。

全新的 2018 Elantra GT 則呈現出
更大膽的姿態，包含引人注目的全
新格柵設計、內部空間，以及簡潔
有力的歐洲風格和駕駛動力。這些

設計結合了準確、緊繃的線條與精緻
豐富的表面。具備感性和自信的設計
理念，輔助寬敞的空間、可視性，以
及舒適度，表達出 Elantra GT 出色的
功能。簡潔而直觀的內部設計中包含
了橫向的佈局，傳達出一種優雅而通
風的美感。鋁合金的細節以及高質量
的內部材料則營造出一種平靜而優雅
的氛圍。

現 代 汽 車 風 格 設 計 部 門 總 監
Sangyup Lee提到： 「我們為每一個級
距打造各種富有魅力的特色，讓現代
汽車成為汽車業界中最受歡迎的品牌
。現代汽車將會繼續開發更具有特色
和創造性的設計。」

IDEA 是一個知名的國際設計大
賽，由美國工業設計師協會每年舉辦
，獎勵和推廣各行業和領域中優秀的
設計作品。IDEA 對於卓越設計的評
選是基於以下的標準：創新設計、用

戶利益、客戶利益、社會利益，以及
適當的美感。
北美現代汽車 (HYUNDAI MOTOR
AMERICA)

總部位於南加州噴泉谷的北美現
代汽車是韓國現代汽車集團的分公司
。現代全車系由北美現代汽車在美國
市場超過八百三十家現代經銷商進行
分銷。所有在美國銷售的現代汽車都
享有 「全美最佳保固計畫」，包含可
完全轉讓的新車有限保固 5 年 6 萬哩
、動力系統有限保固 10 年 10 萬哩，
以及5年不限哩數的路邊緊急救援服
務。

請 至 www.HyundaiAssurance.com
查詢更多北美現代汽車保固計畫資料
或至 www.hyundainews.com 查詢更多
北美現代汽車相關訊息，也可連接北
美現代汽車社群網頁 Twitter、 You-
Tube與Facebook專頁。

現代SONATA與ELANTRA GT入圍2017國際傑出工業設計獎

圖圖：：由現代汽車提供由現代汽車提供。。

圖圖：：由現代汽車提供由現代汽車提供。。

Westchase SquareWestchase Square辦公樓區地點適中辦公樓區地點適中,, 交通方便交通方便
辦公樓設備齊全辦公樓設備齊全 辦公室首選辦公室首選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Westchase Square辦公樓區位於Westchase區的中心地帶，是一棟六層樓
的中層建築，擁有超過15萬平方英尺的可租用辦公空間。他們開放概念的中庭擁有充足的日光，
為客戶提供了非凡的歡迎感。 Westchase Square管理人員引以為傲的是吸引和留住優質租戶。他們
將您的要求作為首要任務。滿足您業務需求的能力是他們的專長。

Westchase Square具有便利的商務位置，位於2825 Wilcrest Drive，在Richmond和Westheimer
之間，距離8 號高速公路Sam Houston Pkwy以西約半英里。他們被方便的商業區環繞，距離Belt-
way 8， 59，I-10，610 Loop高速公路和Westpark Tollway僅幾分鐘路程，提供十分便利的交通通

道。休斯頓Metro巴士站距離Westchase Square僅有幾分鐘的路程，方便前往或出行。在Westchase
Square，您不僅可以方便地訪問您需要的任何地方，還可以成為您的客戶和員工的便捷商務位置。

Westchase Square辦公樓區特色: 位於著名的Westchase區; 快速通往Beltway 8，59，I-10, 610
高速公路和Westpark Toll Rd; 樓區提供專業和快速及時的管理，租賃和維修服務; 從地板到天花板
配備明亮的開放式中庭; 每日到門郵寄; 三層車庫，附加4/1000地面停車位; 高速光纖互聯網; 辦公
樓區熟食店; 免費租客會議室; 監控卡密鑰安全門; 24小時大廳監控; 方便的Metro巴士公交車站。
有關租賃信息，請通過s.romero@westplaza.com或713-782-2233 ext-21請聯繫Sonya Rom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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