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邁向扶輪新世紀 PDG Bear

• 具備三大要件

職業 :  成功  專業    事業 領導人

健康 :  持續  運動    維持 健康 體能

社團 :  具備  扶輪    熱誠 服務心

成功 沒有捷徑、只有途徑

健康      體能

事業  =   知識

社團      品德                       

社團 &職場 =學習道場 

職場面對 病人 病人家屬  學習如何應對

社團面對 地區 社友寶眷  學習如何應對

扶輪的精神 ～ 無私 寬容

 在扶輪道場 ～ 學習 轉念 善解

在扶輪道場 ～ 學習 善解

凡事往好處想    絕對沒有壞處  

凡事往壞處想    絕對沒有好處 

在扶輪道場 ～ 學習 寬容

    當你懂得寬容    就是給自己自由

  原諒他人        就是解放了自己

和諧  ～尊重   每個人不同之處 

在扶輪社裡  可以提想法、提意見     

  但不要     太堅持    自己的意見

  也不要     太堅持    自己的想法

聆聽  對方的意見   肯定 對方有理的部份

堅定  表達不同的意見   放在最後一步

就算沒有共識，仍要  保持  和諧

最後  尊重社長  裁決

真正的美德如河流 越深越無聲 (哈利法克斯 )

 在扶輪道場 ～ 學習 沉默

  說話時  得理不饒人  理直氣壯

 轉換成  得理要饒人  你可以  理直不用氣壯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

 沉默是金～說話是銀

• 在扶輪道場 ～社友學習  

  * 接受社長領導 *

   讓社長  領導   並非被 社長  管理

     社友  學習   * 接受社長領導 *

何謂      扶輪之精神？

 扶輪的精神為何

 扶輪以     真誠  為  本

            善意  為  先

在扶輪道場 ～學習       包容 

  很多事情   是   一體兩面    < > 包容

我盡量為你設想

  你盡量為我考量  就是  * 互相 交換 立場 *

  認同的部分   越大越好

在扶輪道場 ～學習 

  不要太計較、太在意

  別  太計較、太在意   

有些事情 無須 追根究底 

  許多事情 是 沒 結論、沒 答案

人之間相處是學問

在扶輪道場 ～ 學習   接納

 如何讓人   接受你的 想法 與看法      

  首先要放棄… .我執    勿執著我…… 

 山不轉 路轉  路不轉 人轉 人不轉  心轉

 最重要環境是心

扶輪社員無個人特權

扶輪人加入扶輪社須有正確初發點 : 

入社之前 

 若以獲取自己利益而加入扶輪社 

就是一項錯誤選擇

入社之後 

「任何為利益而濫用扶輪人

 的信賴心，是不符合扶輪精神的」

扶輪的未來～創新 &改變

 社長～創新 &改變 

 新任社長～想法 、構想 、理想、

           新思維、新觀念

           成全  ～新任社長   意願

           新任社長應該    尊重過去

懂的領導：放下身段 ,改變自己 ,

上善若水 ,隨圓就方。

君子有 成人之美、 小人有 成人之惡 

在扶輪道場 ～ 學習                     

成人之美

  成人之美 ～  人之間  勿比較   

  比較就會產生嫉妒       

分享～扶輪最偉大的運動就是分享

  分享我們的  時間  能力 金錢 經驗 智慧

  扶輪透過分享   傳遞我們的   成就     

                 傳遞我們的   愛與感動



扶輪的真諦

扶輪的真諦  生命的真諦       

就是 透過內心 發掘  生命的喜悅

使這個世界成為  更有朝氣， 

更有價值 的地方

在扶輪道場～學習   *付出代價 *  

 成長學習 過程   必須    *付出代價*     

 學習之路時而面臨 挫折  困惑  無助  艱辛

 但是 成功      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

 你用心在那裡   你的成就   就在那裡

我們也要共同       期許    

 有人的地方就有是非 

 是非天天有    看你怎麼辦

 心之是非   難平    事之是非   難定

 生命是一口氣  、  快樂是一個念頭

 國家  社區  社團  家庭     

 世界本是     不圓滿的

 所以我們必須用學習   寬容   填滿它

有目標  就能  掌握住   方向

期待我們都能  主宰  掌握  

  未來的方向

   

～我們都能做一位成功的扶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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