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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由於天意使然，有一天發現我自己站
在某個大會場的講台上，注視到每一個扶輪社
員明亮的眼睛，而我被要求，不得有片刻的猶
豫，並且用最大的聲音，只說出一個字，我將
會大喊「忍！」（Toleration 容忍）
這可追溯到我們移民美洲的祖先，在狂風
暴雨的海上，登上纖弱飄搖的船隻的事蹟。它
有如昆蟲由幼蟲變為成蟲的蛹之過程，長出亮
麗的翅膀，換來飛翔的自由，在大地最甜美音
調的鈴聲中，甦醒過來。而當世界還在睡夢漫
遊時，它顛簸飄蕩地走過了七月，來到費城。
如果我們的這個扶輪注定不只是過眼雲
煙，那是因為你我已經知道能夠容忍彼此軟弱
之重要性以及容忍的價值。
扶輪在社交聯誼會的領域完全沒有前例。
至目前為止，除了像我們被那些主導我們命
運，並且有創意的人所召集聚會之外，我們沒
有任何規則。就如水手，在還沒有發明指南針
之前，長久以來，依靠天空的星星之引導，而
平安地在險惡而未知的海上航行。所以，他們
那些扶輪的前輩觀察了從遠古時候影響人們生
活的一些規範，而技巧地引導我們在危難，未
知而摸索的環境下邁進。在時機來到之前，但
願我們從未偏離理性的寬容，與考量他人對於
人文關懷信念的安穩之道。
正如上述，如果我由於天意使然而被安
排在某個大會場的講台上，有世上每一個扶
輪社員的眼睛與思想對著我，我要問大家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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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以你們所瞭解的，扶輪的哲學是
什麼？」
在我的想像中可以見到，許多手會舉起，
而我自己深知，透過個人隨興的意見之表達，
無法獲得正確的結論。
然而，也許我可以問另一個問題：「有
多少人認為扶輪的哲學，是付出同時去影響
社友，以及從其所能影響的人獲取生意？」
結果除了極少數之外，可能會是全部起立，
表示同意。
將這個問題縮小到更為細微，我或許要
問：「在現場的那些人，如果有的話，有多少
人覺得為了生意的目的，而加入扶輪社是有失
顏面或不道德？」這真是一針見血。 在諸多
不予認同的雜音聲中，也許會有少數幾位會站
起來。
無論如何，這注定會是如此。但是我想
這不過是給少數人公平的機會，表達其意見。
我也會請「道德標準先生」表達他的意見。
我本來就預料他們會有所動作。他正好要說：
「對我而言，扶輪如此爭取生意的作法，看起
來是不妥當。人們會怎樣看待我們呢？我是數
個聯誼會與社團的會員，而這些會員在這城市
是高階層的人士，況且我知道的一個事實是，
社團嚴格禁止招攬生意，總而言之，這是犯了
禁忌。依我個人的預料，它將構成塑造人格的
一種壞模樣。扶輪社就是為了扶輪聯誼，而不
是為了生意的目的。如果某一個人夜以繼日地

持續鑽營生意，何不就留在他的生意場所？扶
輪社主要的目的是把一個人從生意忙碌中拉拔
出來，得到片刻的歇息與娛樂。迄今，我已是
四十歲的人，卻在我這一生中，從不知道或從
沒聽說過一個扶輪社，它真正的章程與細則違
反這個基本原則。」
愛好批評的人也許會插嘴：「有沒有想過
你的曾祖父在他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坐過火車的
車廂？如果是這樣，你是否可曾斷言，你的曾
祖父未曾經歷過的事實，就不能說車廂的種種
不是？」
如果有幸讓我選擇的話，我一定會在這個
議題上問一下「積極正面先生」。就我所知道
的這個人，我可以事先告訴你，他會有許多的
要點可說。他的某些話也許是這樣：加入扶輪
社是為了生意，這是否臉上無光的事，取決於
扶輪社，其原則以及社員加入聲明為何等等。
比起加入一個社會團體是為了社會福利的目
的，加入運動協會是為了發展運動的目的，或
是加入政治團體是為了獲得支持拉把的目的，
那麼，為了生意的目的而加入一個商業聯誼會
則並不為過。
如果有人告訴你，為了家人而想從社團同
仁，在單純的交易中賺取一兩元，就應該受到
譴責，那就告訴那個人，他的腦筋已混雜某些
異物。合法正當的商業交易對雙方都能獲利。
如果每次要與他做生意，都需要剖析這個人，
在這觀點上，應該有其理由，但是我知道我的
商品，而當我給他跟我做生意的機會時，我認
為我給他人一大幫助，正如我自己受惠一樣。
那位「道德標準先生」哲理的困擾，是他在他
所屬某個特定的社團裡已收集了資料，認為招
攬生意不是被禁止就是有所禁忌，而當他得到
這類資料的那一剎那，他的智慧之光熄滅了。
如果智慧之光能多停留瞬間，他就可能召回理
性的結論。他會瞭解合法正當的生意並非律師
所稱的邪惡之本質，換言之，其本身就不對。
也許它應該稱之為禁止邪惡，即禁止不正當的
生意，或是在我們所遵守的法律，或我們所尊
重的誓言之下犯錯。

一些圈外人評論扶輪一個主要的目的只是
為了生意，因為這樣扶輪社員就會垂頭喪氣，
這不是真的。接著，他自負地問道，是說生意
嗎？對，當然，有何不對？我以此為傲，你不
也如此嗎？如果你的生意是正當而足以在店裡
洽談，甚至家裡也非莊嚴神聖到不可談生意，
那麼，基於什麼理論，你要將生意排除於扶輪
社之外？
鑒於我們每一個人所做生意互有不同，如
果我們引以為恥的生意，那將不可原諒。基於
幾乎同樣的理由與行為規範，某一個人也可能
以他自己的父親或母親為恥。生意是促進文明
的動力。排除商業行為的活動，時間將快速地
回到公元前的億萬年。
我從不喜歡某一項好的話題草草了事，因
此，已接近底線「不耐煩」的程度了，我就直
截了當地給予一個立即的想法，而修改我的問
題。我會問：「扶輪是否不能給社友生意及幫
助社友生意，還有從社友及他們可影響的人獲
取生意，或只能做這些之外其他的事？」

商業活動鼓舞人心
談到這裡，我們可以看到「現金折扣先
生」已經蠢蠢欲動，而正想告訴我們對於此事
他怎麼想的。
我 認 識「 現 金 折 扣 先 生 」 已 有 一 些 年
了。他有很好的人文素養。在他值得稱讚的
習慣中，他總是支付到期的欠款單，或是預
付而享有現金折扣的欠款。他從不會有賺到
百萬的念頭，因為他不會想到更大的金額，
但是否從他儲存在保險櫃裡的東西取出，而
分配給大眾，他還是先照顧他的基本生活，
可是他卻不會成為社會的負擔。他會說：自
從扶輪社在我們的城市首先成立開始迄今，
我就一直是一個扶輪社員。在這個期間我直
接地給了七十五位不同的社員生意，而且再
為 三 十 二 位 社 員 促 成 生 意， 我 所 幫 助 的 社
員，總共超過一百位。我所給予社員與我為
社員所促成的生意，總金額有 $2,148.16，而
我所獲得的生意有 $1,971.65，其中 $83.95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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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清。我想我已盡到我的本份，而在總帳上
尚有欠我的餘額。我希望你們都到我的商店
來。我可以給你看每一項賬目，以及那一個
人我給予生意及我從他那兒做到的生意。
我加入扶輪社是因為那個人勸導我加入
的。他告訴我它是由不同生意領域的人所組成
的一個社團，而他們是為了生意的目的聚集在
一起；這在我看來是一個極為合理的事。它就
像有兩三百位外務員鎮日為我招攬生意。在這
世上幾乎每一個有我提供的商品或勞務可使用
的人，它是某些東西的一種混合體。這二十年
來，我一直以這種或另一種的方式每天對這項
混合體作出貢獻。一方面，我從油類信託公司
買油，從火柴信託公司買火柴，從咖啡信託公
司買咖啡，從糖業信託公司買糖。另一方面，
我的所有員工都加入工會，受到應有的保障。
如果我有所得，就是這些。覺得我好像挾在上
層與磨石之間的一棵小麥粒。
當加入扶輪這樣的提議給我時，我已有所
準備，但是它似乎太好而不太令人相信。它就
像從聖誕樹掉下來的東西。我來到扶輪社這裡
是為了生意。我的想法是一個社團可以是一個
生意的社團，也可以是一個交際聯誼的社團或
是其他種類的社團。我不知道它將是兩或三種
不同的社團，而最後成為其目的之任何一種。
有許多為了社交與公共事務而成立的其他社
團，但是沒有其他像扶輪社的社團。我是一個
勤奮工作的人。我每天工作十二小時，甚至我
去扶輪社，我認為我去做生意，只是用不同的
方式。否則我不認為我能夠騰出時間來。
你可已盡情地談論身為公民的義務，以
及有關的一切，但是做生意才能賺到錢，而我
們追逐的就是錢。我知道那些改革份子中的某
一個人大聲呼籲為這個城市做些事。我但願他
會試試為我做些事。他還欠我 $1.75。如果花
費我所有的時間從事改革以及參與其他人生意
事務，我可能欠某人 $1.75。如果我混亂我自
己於生意交易的構思與其他的瑣事中，我不知
道我會變成什麼。不對，扶輪，據我所知，是
主張從事生意的，就因如此，它才經營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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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或是近乎如此而如其所願，同時，依我的
意見，最好就讓它充分地自由發揮。就這樣結
束，而「現金折扣先生」回到他自己的座位。

扶輪更寬廣的視野
然而，應從另一個人聽取意見。他將代
表在這場辯論會上還沒有發言的這一群扶輪社
員。為了取一個較好的名字，我姑且稱他「適
度利他先生」。終於他來了，他有機會以其全
心全意來檢討其對手所提出的觀點，不過，因
為他是一個善於傾聽的人，他總是最後發言。
於是他就開始說：
在扶輪裡，是否只想到一件事情，大都要
看個人的觀點。如果某一個人有這樣一個問題
「這值得多少錢？」那麼，對於這種人，參加
純商業聯誼會最為簡單，而沒有其他的東西。
在這方面甚至認為這種生意的媒介是一件好
事，是一種有價值的資產。某一個人的性格與
能力 , 如我的朋友「現金折扣」著眼扶輪純粹
為生意的觀點，也許就他的方式對社團有不可
否認的好處。我們大家都要過活而他伸出援手
自是很受歡迎。
現在辯論會真正的主題是這個問題：「是
否『現金折扣先生』的方式是唯一的方式？」
在扶輪裡，是否認為扶輪應該不只是生意來往
的人，就沒有生存空間？是否以一個今日這樣
年紀的美國公民，而由於歷代祖先的努力，繼
承豐厚的遺產，並且認為有義務做點事情，以
為回饋，為了現在與未來的後代做一點事情，
如此認清事實的人就沒有生存空間嗎？
我一直認為加入扶輪的提議其實是一種
代償性質。它使某一個人可以為他的社區做
點事，而支付其個人以及生意上的費用，而當
他做這些事，他還可能做些額外的事。大多數
的商業團體要求其成員，作可觀的金錢與時間
的犧牲，而幾乎沒有回饋的可能。在許多的事
例中，這些成員承受不了。我並不是不知道這
個事實；當募捐找上門來時，不用猶豫，就慷
慨捐輸，而慈善事業中無所謂功績，它也不是
犧牲。但是，是不是需要猶豫，或是否有無功

績，扶輪給我們機會做些事以適應這個世界，
而不在意金錢或時間的損失。
當你忙於為了你的扶輪兄弟做點事或透過
扶輪為你的社區做點事，你的扶輪兄弟為了你
做點事或替你說話；你是否稍為想一想，當他
為了別人做事，會比他為自己做事會有更多的
成就？沒有自私自利的面貌，由於取得信任，
自然說服力強。玩世不恭會是一種令人生厭，
古老破舊的惡作劇，但是如果你花費你所有時
間慎重其事地促進我的生意，而我也同樣地對
待你呢？為什麼，這樣我們將有三倍的賺錢的
能力，這樣就會有如此的結果。但是這一切偏
離現在的問題。在扶輪裡，是否生意是唯一要
設想考慮的事嗎？
加入扶輪提議這樣良好的的事，我們都
知道，在其表面上是不會有引起反對的現象。
在我們的世界上，有許多種金磚，但是卻沒
有通往成功或財富的最佳途徑。甚至當作芝麻
開門，以為扶輪通往無盡的寶藏，終會歸於失
敗。現在我們倒不如看一看這些事實的表面，
就讓它們將來無預期地衝撞我們。
就表面而言，加入扶輪的提議似乎理論上
是正確的。它看起來是太正確了，這種有不同
行業沒有彼此競爭的兩三百人，不時地尋求你
們的喜好興趣之想法，看起來實在太誘人了。
如果理論上這樣實際可行，不久我們將在世界
上嶄露頭角。但是我們不會如此，謝天謝地，
其實我們也不想這樣做，為何我們不會這樣做
呢？人類的天性就是人類的天性。人類的天性
就是希望在沒有競爭的市場賣東西，卻希望在
有競爭的市場買東西。
人就是這樣組合的，他能做也確實做到，
同時愛與恨交加對抗。他一方面愛它，另一方
面恨它。而當一個人對一件東西愛與恨交集
時，我給他的勸告是輕鬆以對，否則他可能做
些他將後悔的事。不要試圖去扼殺窮途末路的
已存在之競爭。它已老早就實實在在為我們服
務多年。如果好好地對待，它是乖巧的傢伙。
如果它已做得不錯，就留著它，也許我們任何
時候會極需要它。如果我們完全地消除競爭，

早晚會有人認為他的入會，成為會員，是容易
挖角的絕佳機會，這樣的人一定會到我們社
來，而且就會有其他這類之流接著而來。要知
道，忠於扶輪並不受外來競爭者的影響。美國
人的特性是抗拒做某些事，需要受到約束的條
件。他為了他高度關心的人，將會毫無理由，
放手盡情地做一切事。對你的事和為我的事而
言，最有價值的資產是這樣照顧我的人，這乃
是他喜歡我們或我們的東西。那樣性格的人比
起城市裡充滿了在強迫下照顧我們的人，更值
得珍惜。

品質的標誌
扶輪標誌必須是品質的保證。扶輪社員
必須在信譽，商品，以及服務上等同特優的等
級。我相信「積極正面先生」已經說出的每一
句話。關於直來直往，光明正當的生意裡，你
會發現沒有不名譽的勾當。在公平正義的範疇
裡，生意不是從事試驗的性質。
我們的朋友──現金折扣先生已經勾勒出
來，扶輪可能成為賺錢機器之生動而印象深刻
的情景，而在他還不認為適當地去考慮的一些
限制，與由於人類天性的通融之下，這個情景
是真實的。但是他提過的所有事情，以及談到
扶輪是一種公共的事務，則更是同樣實在的東
西。如果在扶輪可以達到完美，那麼，我們希
望在扶輪社裡每一種行業與專業都有代表的人
士。這意思是我們有這樣的約定，也就是說，
我們的扶輪社將在我們的城市與從事任何職業
的各行各業人士接觸。這樣會是有趣地觀察扶
輪，為了某些共同而利他的緣由，動用其力量
的試驗。
如前所述，真的幾乎每一個城市都有它
們自己的商業組織，但是還是有發展的空間，
而且大部分的這些組織都大聲疾呼，「更大的
紐約」「更大的芝加哥」等，卻無暇大聲疾呼
「更好的紐約」「更好的芝加哥」等。
扶輪是一股力量的凝聚，而且擁有其他組
織所沒有的潛力。就地方而言，甚至更能如此
地說。如考量到全國的方面，則它居於一個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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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無二的地位，沒有其他組織可以並駕齊驅。
沒有民間或半民間組織存在，而這個地位讓扶
輪社能夠運用其影響力於全國的事務。正如美
國每一個重要的城市行之多年，左右全國立法
權力一樣，扶輪至高無上的權力是操在所有扶
輪社。
也許我們的願景可以擴大，那麼，我們扶
輪需要一個更寬廣的遠景前瞻，以及需要富有
更多的忠誠愛戴的心。
我們必須維持扶輪社員的標準。某一個人
對於扶輪的忠誠度往往是由他引薦入社的人之
品德與學識而加以衡量的。如果他引薦作為扶
輪社員的人之水準超過他自己，那表示他在乎
扶輪社的福祉。如果他臨時湊合，找生意來往
的朋友或顧問充數入社，那可概括地說，他為
他自己個人的福祉考量，而想從他的關係得到
生意上的利益。這很難估量瞭解如此的動機帶
給扶輪有多大的傷害程度。
現金折扣先生，我要告訴你，我相信扶
輪會有最好的成就，甚至這些成就還是可用
金錢來衡量，只是它不要花費所有的時間在
簿記與數那些由其影響力所賺來的鈔票。為
什麼？因為太頻繁的催促生意的想法會造成
一些最為心胸寬廣與我們最為珍惜的社員之
反感。直來直往的生意方式絕不會有不名譽
的情形，但是有時並不妥當。人的本性總是
在生活中有一點變化，而且這樣容易得到效
果，不論是生意上或其他方面的效果，只要
好好地為他的國家設想就好。對於扶輪社亦
然。如果好好地為所生長的社區設想，那麼
扶輪的成長會更茁壯與更長久。
某一個人或一個扶輪社好好地為其社區
設想的方式是為社區做點事。對於評估民間活
動的成效標竿，美國人已被教導成不可妥協的
需要，乃在於社團的表現方面。如果你以前從
來沒有在那個領域做任何事，那現在就是你開
始的時候。我希望你可能已經看到上個月我們
扶輪社想出的好點子，我們如何由社友到我們
城市的各角落去贈送玩具給沒有玩具的小孩。
有機會做事只會是眾志成城，而隨著文明的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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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這種力量會更為龐大。一旦你開始起步，
這真是很奇妙的，它是多麼容易。如果不能一
開始就主動積極地服務，至少你能夠被動地參
與服務。你能夠坐下來聆聽有關公共事務的主
講人談論有關當地公共事務的現實議題。它會
對你有啟迪的作用，對於你的扶輪社會是有廣
告的效果。報紙將會給這位主講人篇幅，予以
報導，而你的市民會知道，至少你被動地參與
公共事務。
扶輪社的節目裡，有關生意的部分應該
時常是較為輕鬆隨興的。因為偶而來一點樂
趣會有所幫助，但是我並不鼓勵這樣的作法。
你總會做這樣的事。幾年前，營造樂趣是有其
必要，後來我們認識到樂趣與公共事務並不一
樣。今日一般成人的心理與年紀傾向於與非自
我事務的樂趣。

商業上的黃金規律
如果扶輪有任何被嫌棄的地方，那就是自
私。我們的排他性也許就是引起人們對我們批
評的地方。
告訴批評者，利己主義的相反就是利他主
義，而且扶輪給予社員機會去幫助他人，也受
人幫助。許多社員在加入扶輪社時是大都受到
激勵，而產生受人幫助的欲望，當熟識之後，
發現他們主要的快樂是來自於幫助他人。
從朋友做到生意，或給予朋友生意做，
是一件多麼令人滿足的事。這在大城市特別實
在，因為大部分的人彼此無法互相認識。在人
海茫茫中，出現了陌生的臉孔而匯集到一個友
人的避風港，這是多麼高興的一件事。
我從不覺得非要去照顧扶輪的任何個人
不可，然而我照顧扶輪社員。我不得不如此，
因為我對陌生人有致命的恐懼。在時間的流轉
中，照顧扶輪社員的習慣日愈成為常態。幾乎
每一個月，我都會有與新的扶輪社員來往的活
動。我覺得我的社員身份很值得，即使只讓我
有機會照顧朋友。
簡言之，我想為其他扶輪社的社員做的，
與為我的任何一位扶輪社員做一樣多的事。在

我為個別的扶輪社友做完一些事後，我會找機
會報償，我要特別地做一些對於扶輪社以及我
所居住之城市有用的事情。
熟識帶來生意。這是當然的。扶輪特殊的
架構使相互交易不可避免。就如商業上資產，
社員的價值會增加是每年度而非每日。好事總
是慢慢來的。生意的關係一旦開始，將會繼續
下去。你會有機會與其他人交融在一起，他們
彼此不會是競爭者。扶輪社有一個經過規劃的
綱領之平台，這實在是合乎邏輯。我是一個建
築師。當我參加建築師的一個聯誼會時，這是
一個我可以做到生意的機會。每一個出席的人
都是有機會的競爭者。要從我們的商業性的聯
誼會做到生意的機會又如何？在那個組織裡
除了我自己之外，有一百四十六位建築師，而
在扶輪社，每一位社員都可能是我的顧客。然
而，生意應該是把我們的結構體一片片地連結
架構起來，而不是一下架構全部整個結構體。
我們可能將我們好朋友的生意放在平台的
中央而一直讓他在那裡。我反對如此：第一，
我想偶而有一點改變，對我們比較好而且如果
我們只讓我們自己整天去想生意上的事與數鈔
票，我們的觀點視野會變得狹隘與退縮。除此
之外，利他的思想是有其趣味的事。第二，我
想偶而有一點改變，對我們的生意比較好。第
三，最後也同樣重要，我認為偶而有一點改
變，對於扶輪社員比較好而且這樣會使扶輪社
員在我們的城市，州，全國以及全世界受到高
度的肯定與尊重。
積極正面先生 ( 適度樂觀先生 ) 就這樣作
個結語而回到他的座位。
對於那個人在這樣的一個場合，我很少作
我的評語。可是，我不得不說這四位發言者之
中，這位最真誠的話語給我諸多的欣喜。道德
標準先生，積極正面先生，現金折扣先生以及
適度利他先生，是寓言四重奏，而我相信幾乎
現有的每一個扶輪社所有社員。屬於下列三種
的類別之其中一種：
第一種，那些同意道德標準先生，認為不
應該有彼此生意的往來。

第二種，那些同意現金折扣先生，認為生
意的往來應該成為扶輪社的所有活動。
第三種，那些同意適度利他先生，認為
扶輪社應該綜合生意往來與社交及友善的聯
誼活動。
也許有接近這三種之一兩種，這要看哪種
會被一般地接受為真正的扶輪哲學，被扶輪社
員與非扶輪社員同樣地瞭解與尊敬。不應該有
關起門來的會議，應該坦蕩公開。如果扶輪主
義不能夠承受全體美國人民的考驗，那麼，它
就欠缺理性，而應該有所改變。有限的腦力心
思還無法達到智慧的完美境界。要生存就要發
展，停止發展不久之後，接下來就是有必要做
些事情來，大幅整頓的時候。然後，就會有一
群衣冠楚楚的擁護人士跟隨而來。
主義教條難免會受到批判評論。能夠從批
判評論受益就有一些智慧，但因為他人如何看
待我們，卻不如因他人而使我們檢討我們自己
來得重要。在扶輪身受考驗下，讓我們不用語
言大聲嚷嚷，而用可以說服人的邏輯，站穩立
場，為我們辯護。考驗他人是人之常情。德國
宗教改革家，馬丁•路德在沃爾姆斯 (Worms)
受審時，從被告變成原告。如果我們把扶輪
社置於最高的水準上，而且一直保持在那裡，
我們將見證我們的地位奠定的那一天。重責大
任在你我的肩膀上，讓我們回顧一下前述的單
字「忍」，然後奉獻我們自己；首先，好好地
思考，接下來將所思考的表達出來。扶輪是一
個力量龐大的機構，如未加引導，它可能墜入
時間的洪流中，甚至造成對所有人類的威脅禍
害。如善加引導，它將成為教化人性的媒介，
而我們也無須愧疚。有了對於這種權勢力量的
認知，接著而來是它對人最大的誘惑，如能抑
制得宜，則它將帶來最大與最為持久的滿足。
現場有來自美國與加拿大的扶輪社友，你
們認為如何？你要選擇這場辯論的哪一方？又
為什麼？我期盼聆聽你們的高見。
保羅•哈理斯
於芝加哥，1911 年 1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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