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馬州地方選舉迎來好消息，新移民
眾多的哈維郡教委（Board of Education, 
BOE）將迎來另一名華裔新成員陸昀

（Yun Lu，圖），她以超出對手30個百分
點的投票優勢，將贏得這一席位。

截 止 1 1 月 5 日 下 午 ， 陸 昀 贏
得 了 6 4 . 8 % 的 選 票 ， 第 二 名 C i n d y 
Vaillancourt獲得34.8%的選票。陸昀將
成功躋身哈維郡教委。

來自北京的第一代移民陸昀，畢業
於北京大學，擁有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生
物統計博士學位。數據分析師出身的她
目前在聯邦政府工作，已在馬州生活18
年。

作為移民聚居的社區，陸昀提出學
區應公平聽取所有族裔的意見，求同存
異，互相尊重和溝通了解，照顧到更多
人的利益。

她的網站上寫著她的競選口號，
「Kids First, Vote for Lu！」這一口號得到了眾多哈維華裔家長的呼應。
CAPA-PAC（Chinese American Political Association）為陸昀的競選背書中，
肯定了陸昀在去年公校學區重劃中做出的努力，認可她的「Kids First」態
度，將為社區的下一代帶來更公平、安全和多元化的教育環境。

哈維郡近年吸引了眾多華人新移民定居，2018年伍超成功當選首位華
裔教委成員。此次陸昀的競選成功，又為華人參政議政跨出了新的一步。
 本報華盛頓訊

他還進一步指出，美國外交決策在歷史
上有不同的模式路徑選擇，尤其是研

究當前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決策所呈現的「特
朗普模式」，是否將成為美國外交決策的新
模式，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學術課題。

王建偉教授表示，美國是一個西方民
主國家，其外交決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研
究課題。他分析說，美國外交過程非常混
亂，到底是國會還是白宮在做外交決策？
從二戰後到現在，有時候是國會，有時候
是總統，美國外交的決策權力經常發生變
化。王建偉還引述一位法國作家的話說：

「民主國家外交政策往往是衝動而不是理
智決定。」由此，他認為今天美國總統特
朗普經常是憑直覺和衝動來決定美國外交
政策，這種外交政策失誤就容易產生。他
還指出，美國21世紀外交政策沒有達到共
識，而且在後冷戰時期以來，美國外交政
策已經變得越來越政治化，對此研究非常
具有現實意義。

美國外交決策具有哪些不同的模式？
王建偉教授對此作了以下四種決策模式的
歸納和闡述。

一是有限參與的總統模式。即由美國
總統和總統身邊少數高級顧問來決定外交
政策，強調美國外交決策起重要作用的是

總統和總統顧問幕僚，是以最小化成本實
現最大化所得。但是這種有限參與的理性
分析模式，因為情報諮詢不可能是完全理
想的（太少或太多）、決策者本身受到體力
和能力的限制等因素而導致最後所謂理性
決策的缺陷。王建偉指出，參照這種總統
外交決策模式，美國總統特朗普顯得非常

「另類」——他用生意人的方式、用大公司
CEO決策方式進行美國外交決策，這是一
個很大的問題。

二是廣泛參與的政治模式。即需要多
樣性的廣泛參與，認為總統和少數高級顧
問們不一定是最好的人選，具有看法錯誤
和判斷力存在問題，如越南戰爭，正是由
於約翰遜總統自己決定，造成了美國外交
政策的嚴重後果。王建偉指出，這種模式
是一個政治過程，而不是一個理性決策過
程。例如特朗普政府對於香港和新疆人權
問題，開始是沒有太大興趣的，後因國會
的參與，才使得特朗普政府作出了相應的
對華外交政策。

三是行政模式。王建偉認為，現代外
交政策問題需要專家、政府機構共同決
策。如氣候變化、軍備控制等重大問題均
需要專業知識，僅靠總統及顧問本身是沒
有辦法舉行決策的，這時候就需要專家參

與，與政府機構共同決策。但是特朗普政
府外交決策往往卻由自身幕僚機構決策，
特朗普總統也常常憑自己的興趣參與，因
此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決策並非真正意義的
行政決策模式。

四是次政府決策模式，即由利益集
團、政府和議員組成的所謂「鐵三角」共同
參與外交決策。如美國農產品問題，就是
由美國農業部和農業大州及農業大企業充
分結合起來，促使美國政府作出對華貿易
政策，要求中國要購買更多的美國農產品。

如何定義特朗普政府選擇了何種外交
決策模式？他的外交決策是維持現狀還是
改變現狀？王建偉教授認為，縱觀特朗普
政府所採取的美國優先的外交政策，僅就
中美關係來說，完全改變了之前7屆政府的
對華政策，也就基本否認了之前7屆政府的
根基，當然也就引起了巨大爭議。比如將
經貿問題轉變為國家安全問題，對中國政
策定義為美國國內政治問題等等，比較於
四種學術公認的外交決策模式，美國特朗
普政府的外交決策模式是否將成為一種新
的「特朗普模式」，這將是今後研究美國外
交決策的一個嶄新課題。

■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博士、澳門大學榮
休教授王建偉。

    正值美國大選之際，美國外交政策成為了中美學者當
下關注的焦點。美東時間11月7日上午8時至10點半，由大

學沙龍（原哈佛沙龍）和中美印象網聯合主辦的「淺談美國外交決策」
主題講座上，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博士、澳門大學榮休教授王建偉作為主
講人，系統地闡述了美國外交決策的四種模式、美國外交決策的選擇及
其對中美關係的影響等學術觀點。王建偉教授認為，美國是一個西方民
主體制國家，其外交決策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研究課題，雖然很難用固定
模式定義美國外交決策過程，但是仍然表現出總統模式、政治模式、行
政模式和次政府模式等四種決策模式。

本報記者溫友平波士頓報道

陸昀競選成功
哈維郡教委添華裔成員

■芝加哥佛光山人間佛教讀書會，閱讀經典體悟人生。 
  佛光山提供

國際佛光會芝加哥協會日前舉辦「人間佛教讀書會-心得」分享
發表會，以慶祝2020年的法寶節。近50位佛光人在線上交流佛法
智慧，分享修學體悟。閱讀經典、體悟人生從《般若心經的宇宙觀
與人生觀》、《八大人覺經》、《勸發菩提心文》到「禪的生活文化」，
增加了學佛者的信心，見證人間佛教走入生活。

所謂「開般若花，結般若果」，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談到：佛
教的八識田中，讀書的種子會埋在我們心裡；因緣聚會時，它會
成長、開花。芝加哥佛光山住持覺麟法師也經常鼓勵大眾多多讀
書：讀書就像是在閱讀人生，藉由讀書可以認識自己，增廣知識
與見聞。

當天的發表會，17位佛光人不僅引經據典，更以自身經歷分
享修行體證。芝加哥音緣讀書會以佛教音樂加入表演，用生活化
的方式傳播法音，讓更多人認識佛教。芝加哥協會會長周邁平
以失去親人的感人故事，講述將親情轉化為對眾生慈悲的心歷路
程。在服務大眾中，認識人生真正的價值，並以身作則傳遞佛法
真義。

汪良峰顧問暢談在修行覺悟過程中，用覺知來進行修行證悟
的方法。期待大家一起成長，達到解悟，修悟乃至證悟的境界。
李性銘副會長則分享，生活中沒有顛倒夢想，要時時刻刻，訓練
自己的心；不追求什麼，也不討厭什麼。因為，一切好與壞，原
本是一體的。隨順因緣而不執取，我們就能夠隨喜自在了。

馮錦秀理事以慧能大師的《無相頌》，歌詠出佛法強調不執著
在表相。生活中遇到困難，要回歸佛法，把佛法的智慧，運用到
生活中。

孫偉銘理事分享在心冠肺炎疫情裡，體會生死熾然，苦惱無
量。期許自己發大願心，普濟眾生；行菩薩道，讓病苦的眾生，
都能夠離苦得樂。郭雲秘書長用《勸發菩提心文》中的「發心為首，
修行急務，立願居先。願立則眾生可度，心發則佛道堪成。念念
上求佛道，心心下化眾生，勉勵大眾。

最後，覺麟法師開示：講述自己讀書的體證，可以讓自己在
潛移默化中改變性格、提昇生活品質及啟發智慧，並勉勵大眾，
在未來人生中不斷實踐佛教的大智慧，與佛陀的慈悲相應。讓佛
法生活化，將佛法用於生活的每一天。佛光人透過上台發表的機
會，除了增加情感互動之外，也讓讀書會更具意義與內涵。 
 本報芝加哥訊

佛光會芝協會辦 人間佛教讀書會

11月13日（周五），馬里蘭新冠病毒感染激增，MD報告了
1869例新增冠狀病毒病例，創歷史新高，之前最高值是5月19
日的1782例。馬里蘭已經連續十天報告了1000例以上新冠病
毒病例。周五還報告了12人死於病毒。該州的14天新冠病例
子平均值創下新的記錄，該數字已從787上升到1247。

馬里蘭州政府官員周五報告說，有914人因這種病毒住院
治療，而周四為863。自周日以來，住院人數增加了259名患
者，自10月12日以來增加2倍多。住院人數到達6月11日以來
的最高水平。

根據最新統計，年輕人依然是感染的主力人群。周五
的統計顯示，20多歲、30多歲、40多歲的居民約佔病例的
54%。而50多歲和60多歲的居民約佔新病例的四分之一。

馬里蘭州的新冠「入院率」本周也達到了6月份以來的最高
點。華府地區的醫院已經提出了警告，醫院的醫護人數有可
能難以承受再來一波感染高峰。

據NBC報道，感恩節的到來，有可能加劇感染的上升，
聚會、旅行都是增加感染的因素。馬里蘭大學在感恩節之
後，將全部改為線上上課。在學生回家前，都可以得到新冠
的測試。弗吉尼亞大學、弗吉尼亞理工也將在線上課程中完
成本學期的學習。喬治華盛頓大學已經宣布，明年春季學期
將全部線上上課。馬里蘭大學8名橄欖球隊員確診感染新冠，
他們與俄亥俄州立大學的比賽已經取消。

馬里蘭州州長拉里•豪根表示：未來數周和數月將是我們
面臨的最困難的時刻。他頒布的防疫新規包括從11月11日下
午5時起，馬州餐館堂吃客容量由不得超過50%改為25%，室
內聚會不得超過25人。在室內公共場所必須佩戴口罩、保持
社交距離等等。

截止11月13日，馬里蘭州新冠病毒感染人數達到161769
人，新增1869人；維吉尼亞州總病例是199262人，新增1235
人；華盛頓DC為18666人，新增159人。 本報華盛頓訊

馬里蘭單日病例1869 確診數字創歷史新高

「特朗普模式」成美外交決策新模式？
密西根大學政治學博士系統地闡述

波士頓分銷處
地址：華埠林肯街128號106室 

128 Lincoln St., #106, 
Boston, MA 02111

電話：617-426-9642
傳真：617-338-3171

B4
芝加哥分銷處

地址：2109 B S. China Place,
　　　Chicago, IL. 60616

電話：312-842-3955
312-842-3958

傳真：312-842-3957

華盛頓分銷處
電話：301-738-8161
傳真：301-963-4635

費城分銷處
地址：華埠北十街一二六號

126N. 10th ST.
Phila. PA. 19107

電話：215-928-1616

昆士市地址：650 Hancock St., Quincy, MA 02170
                         (近Wollaston地鐵站)

我們安泰殯儀館非常重視對我們所愛的人去世所表達敬意
的重要性。我們在這裏提供支持和幫助家屬以最尊重和最愛
的方式來告別他們的親人。這是我們安泰殯儀館的承諾。

‧亞裔殯儀人員
‧亞裔殯儀傳統風俗
‧基督教儀式
‧昆士有兩個殯儀館禮堂
　(溫馨或大型隆重的)

‧專門服務各種
　亞裔殯儀計劃
‧各種火葬選擇
‧殯儀規劃咨詢
‧墓地禮賓服務

24小時粵語、國語、
英語、福州話接聽

請電譚小姐： (中文)
(英文)

位於華埠廣場二樓， 辦公室分租。面積 
12呎x 21呎，木地板，光線足。適合會
計，律師，診所。租金每月$785.00
（煤電費用分擔），隨時可搬入。

有意者請
Email ：Chicago@nysingtao.com
或電話留言：312-842-3191

辦公室分租

751 Rockville Pike, Suite 13A, Rockville, MD 20852
請電話預約：

家庭專科  
急診專科

接受
MEDICARE
及各種保險

家庭專科
激光美容
美容醫學 2101 Medical Park Drive, Suite 210, Silver Spring, MD 20902

◆暗瘡、瘡疤、微絲血管擴張、色斑◆電波、超聲波磨皮換膚◆去皺紋、魚
尾紋、額紋、眉心紋、笑紋◆無手術拉皮、不需休息、照常上班◆拉緊皮膚
、治療皮膚鬆弛◆提升嘴角、永久脫毛、收細毛孔◆激光嫩膚儀刺激促進皮
下新膠原蛋白之製做，使皮膚常在青春狀態，恢復昔日之神采。

保險

� �

創立逾五十年的L & L Hawaiian Barbecue
是美國排名第一的亞洲美食連鎖公司，全美
超過200間分店；專業團隊全方面指導和培
訓，助您創業，運作簡單，小投資大商機，
美國本土多個地方可供選擇，歡迎加盟。
電郵：franchising@llhawaii.com 
電話：
網站：www.hawaiianbarbecu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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