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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rom the edesk of Keith To  
 
Hi, 
 
1. 人生重鑄，小弟的最新課程，即將於下星期六 
開課，課程中你會學到一項神奇的技術，助你為 
自己的未來人生，從容作出決定；報名或查詢， 
可電郵小弟：ask@keithto.com。 
 
更多詳情：www.PersonalConversion.com。 
 
2. 又又再放假了：小弟又再放假了，十月份小弟 
又有約兩星期的假期，今次不去玩了，打算『閉 
關』數天，一來為了人生重鑄課程作最後準備， 
二來用作回顧過去的大半年，並計劃未來一年。 
 
上期談到上月假期決定玩一點新的東西，就是計 
劃去泰國驗身，並說回來後告訴大家小弟的第一 
身經驗：原來真的價錢十分超值，價格只及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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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級的一半，而且設備一流，護士漂亮，服務周 
到快速，同日已有大部份檢驗的報告，大家有時 
間的話，不妨一試。 
 
最後，小弟的驗身報告顯示：一切正常，仲未死 
得！ 
 
3. Coaching Excellence：第九年度第十一屆的 
專業教練基礎證書課程，即將於下月三日開課， 
你能以最短時間內，掌握最多的教練技術課程， 
有興趣的朋友，可往 
http://www.excelcentre.net/coachingexcellence.htm  
一看。  
 
4. 免費課程：Think-Tank 2009，一年一度，腦 
力大激盪，除了學會另類創意技術外，還會即學 
即用，為人為已即時開發意念！ 
 
日期：十月二十七日，星期二 
地點：聖雅各福群會 
時間：7:30pm – 9:30pm 
報名：電郵ask@keithto.com，註明 Think-Tank 
即可 
 
5. 人沒變，變的是感覺是今期的文章，也是一個 
很 NLP 的故事；在 NLP 課程中，小弟常說：換框 
Reframing 絕不容易，難在不是技術，而是彈性不 
足；但這句話只說對了一半，刻意想變時變不得， 
不覺意時變不停！很多時別人沒有變，變的只是自 
己的看法而矣。 
 
Keith 
Explore, Exceed &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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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Bi-Weekly Cut & Paste: 人沒變，變的是感覺 
作者：Unknown 
 
放暑假，兒子回家住，成天窩在他樓上的臥室裡 
。「也不知道兒子在幹什麼？」有一天，我對太 
太說：「讓我上去瞧瞧。」「你千萬別去！」 
 
太太居然攔我：「免得生氣。」「為什麼？」「因 
為亂得跟狗窩似的。」「真的啊！」我伸伸舌頭 
：「不曉得他在宿舍裡，是不是也這麼亂。」「 
也亂！」「也亂？他不是有女朋友嗎？」我說： 
「女朋友去，會不幫他收拾？」 
 
太太一笑：「我早問過了，你知道兒子怎麼答嗎 
？他說女朋友的房間比他的還亂。」 
 
「哎呀！年輕人的房間沒有不亂的。」一個朋 
友聽我抱怨，拍拍我：「放心！等他結婚，自然 
就好了，不好也得好了，否則就真不好了。」 
 
「這是什麼意思？」我不懂。「很簡單，當他進 
入社會，常有朋友到家來。有人來，能不收拾嗎 
？就算沒人來，人去上班，在外頭忙，情緒一定 
亂，回到家只希望清清爽爽的，如果再看到一團 
亂，兩個人非翻不可。」 
 
他這話說得一點沒錯，我有次去個親戚家，兩口 
子正鬧彆扭，丈夫把我拉到裡面，打開臥室門， 
大聲問：「你看看！家！有這樣的嗎？」 
 
他太太在外面聽到了，立刻拉著嗓子喊：「我從 
年輕就這樣，你怎麼不嫌我啊？搞到今天，看我 
什麼地方都不順眼。」丈夫一下子被堵住了，停 
了幾秒，吼回去：「此一時也，彼一時也！妳不 
是大小姐了，妳是太太！」 
 
「那你就去找太太，」太太又吼了回來：「我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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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是大小姐！」 
 
我有個老朋友，最近離婚了，理由很抽象─太太 
嫌他太「愛現」。(Keith 註：愛現者，show off 也 
！) 
 
只是，我這個朋友，跟我相交半世紀了，我從沒 
見他不愛現的時候。 
 
小學，他為了現給女生看，能背整本「小學生字 
典」；中學他去教堂「現」，聖經上用紅藍綠筆畫 
得比牧師還多；大學，他跟我學畫，能整夜不睡 
覺地趕工，只為了要讓我驚訝他能畫得又快又好 
。 
 
進入社會，他演電視劇，不演戲的時候，走在街 
上還是現，逗得人人都盯著他看。 
 
他跟他前妻也是在街上認識的。「他是個甘草人 
物，團體裡有了他，就有生氣了。」 
 
記得二十年前，他女朋友在婚前對我說：「他的 
才華，沒話說。」他的才華是沒話說，所以能把 
那傑出的女朋友，由馬路上吸引到臥室裡，成為 
他的妻。只是，曾幾何時，他的愛現竟成為他的 
致命傷。會不會也是「此一時也，彼一時也」。 
 
因為成了丈夫，就應該老成持重，不再活潑愛現 
呢？ 
 
太太不收拾，丈夫可能會抱怨，妙的是，老婆如 
果太愛收拾，丈夫也可能怨。 
 
有個朋友最近總對我訴苦：「現在啊！我沒覺得有 
老婆，只覺得有個菲傭，每天吃完晚飯，她能用 
兩個鐘頭在廚房裡擦擦洗洗，擦洗完了，也累垮 
了，洗個澡就自己去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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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你知道嗎？下班回家，跟她說句話的時間都 
沒有。連放假，都不閒著，東掃掃、西擦擦，搞 
不好，哪天把我都當垃圾掃出去了。」 
 
我怔了一下，笑問：「我只記得十幾年前，常聽 
你讚美你女朋友多愛乾淨，說到她家，發現她家 
裡一塵不染，什麼東西都安排得井井有條。還說 
你一向鼻子敏感，可是到她家全好了。我問你， 
你是不是說過？」 
 
他點頭。 
 
「於是你娶了她，而且到現在十幾年，鼻子都不 
敏感了，對不對？」我再問。他又點頭。「那時 
候，你覺得有潔癖是她的優點，為什麼現在又覺 
得是缺點了呢？」 
 
我問：「是她改了，還是你變了？」 
 
人總是在變， 此一時也彼一時？ 
 
每個人都總在變，即使身體沒變，感覺也可能變 
。好比在火車站，別的車子移動了，你卻覺得是 
自己的車在動。當自己的車移動時，又錯以為另 
一輛車在動。 
 
一切都沒變，變的可能是感覺！人多難捉摸啊！ 
 
一個吸引你的妖嬈女子，在成為你老婆之後，那 
妖嬈就可能被你譏為淫賤。 
 
一個被妳讚賞為急公好義的人，成為妳的丈夫之 
後，就可能被妳評為好管閒事。 
 
一個豪放大方的朋友，成為你的職員之後，就可 
能被你責備「公私不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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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對相戀的情侶，結婚之後，一切都沒變，卻可 
能「相愛容易，相處難」，使婚前一切的優點，都 
變為對方眼中的缺點。 
 
為什麼不想想，妳當初為何看上他？為什麼不想 
想，如果他真不灑脫了、不再整齊了、不再逗趣 
了、不再豪情了…他還是不是妳原來心中的那個 
他？ 
 
當你們彼此說對方變了的時候，會不會兩個人都 
沒變，變了的只是那種感覺、那點情懷、那分默 
契？ 
 
 
III. Program You Can Enroll: Life Remodeling 
人生重鑄 

人生也能重新鑄造? 當然能夠，如果你願意、而 
且懂得方法的話！ 
 
重鑄，不是指你能重新開始你的人生，而是指你 
重新設計你的人生，決定去過你想過的生活。 
 
人生重鑄，令你自己作為自己的總設計師。 
 
在課程中，你幾學會一種神奇技術，為自己作出 
人生各種的重要決定；而且你更會於課程期間， 
重新檢討自己人生各個重要範疇，逐一重新決定 
，開拓新的人生一頁。 
 
人生重鑄，助你做更少的決定，卻是更佳的決定！ 
 
人生重鑄，亦能保證你決定後，就能啟動自己， 
無需漫無止境的推動激勵！。 
 
要重鑄人生，惟一肯定的，就是要快，我們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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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時間浪費嗎？ 
 
日期：2009 年 10 月 24 日、11 月 24 日、12 月 1 日 
主辦：The Excel Centre 
查詢或留位：電郵 ask@keithto.com  
詳情：http://www.PersonalConversion.com
 
 
IV. Recent Posting of Ideas & Thoughts of 
Keith To 
 
遊戲文章一則

 
******* 胡言亂語開始 ******* 
 
有人問我，我既然係全能，我能不能造一塊我舉 
不起的石頭！ 
 
神經病，話明我係全能，有乜嘢我唔能夠造出來！ 
 
%^&*^$#&%#@ (此乃咒語 ;-))，登登登登，呢舊 
就係一塊我舉唔起的石頭啦！ 
 
啊，你死啦，又話自己係全能嘅，而家又整到一塊 
你舉唔起的石頭，既然舉不起，你又點會係全能呢 
？ 
 
我整到出來，首先就已經證明左我係全能先啦；而 
家塊石我當然係舉不起啦，不過唔緊要，&^*%$^& 
*$^* (當然又係咒語啦！)，而家呢塊石我舉得起啦 
，所以我仍然係全能嘅！ 
 
&&**%%* (這不是咒語，這是粗口！)，即係出術啫 
，連咒語都出埋！但求先至少有一陣間你唔係全能 
呀，嗰一陣間你都舉唔起塊石，即係吹水啦，都唔 
係全能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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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D 咁嘅事！我整嗰塊石的時間，同我再將佢變成 
舉得起的時間係重疊嘅，所以唔存在『嗰一陣間』 
呢回事。 
 
你講乜 X 嘢呀，乜嘢重疊唔重疊呀，係咪人話嚟架 
？ 
 
梗係唔係人話啦，叫得全能，仲會係人咩，你有問 
題呀？你個世界 D 時間係線式進行啫，我個世界一 
定係跟你個世界一樣嫁咩！我個世界 D 時間係可以 
重疊架，你吹咩！你地個地星有個地方叫中國架嘛 
，佢地有句說話叫『夏蟲語冰』，同你講咪就係『夏 
蟲語冰』囉！你梗係唔明啦，仲學人用乜交叉邏輯 
來研究我，痴線架你！ 
 
超！咁 X 叻就唔好喺你個唔知乜嘢世界度造舊石頭 
出來，我就話你堅啦！ 
 
好呃，而家我喺你地個世界一處叫將軍澳嘅地方， 
%^&*^$#&%#@ (知道，又係咒語呀嘛！)，呢舊就 
係一塊我舉唔起的石頭！ 
 
你仲唔死，舉唔起啦嘛，唔係全能啦，收檔啦你！ 
 
造緊嗰陣係舉唔起架，不過而家舉得起啦，我改 
變左你地個地星嘅引力，所以輕左，咪舉得起囉 
！ 
 
痴線架，邊有人可以改變地球嘅引力架？ 
 
一早咪講左我唔係人囉！係你監硬要用人的邏輯 
來研究我之嘛！其實我都唔明架，唔信我嗰 D 人 
就話用人的邏輯來否定我啫，嗰 D 信我嘅人，又 
學人用人的邏輯來證明我的存在，證明到，我就 
變左係你地 D 地星人啦！ 
 
******* 胡言亂語完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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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兄台大姐，懇請切勿對號入座，小弟不敢亦無 
能力證明什麼，只是想表達一下自己的卑微意見： 
不是現實世界的事物，根本無法以現實世界的方式 
來證明，硬用只會造成不必要爭論。 
 
覺得啱聽的就多謝晒，覺得唔啱聽的就當看幼稚兒 
童小說。 
 
再次申明：上述內容是在談論一個來自 K 龍星，或 
者是巴魯坦星的外星人與地星人的對話，所以不是 
指你心中所想的人物！(你又知我心中想什麼人物？ 
我是全能嘛！死啦，抽唔到身出來，以為自己仲係 
巴魯坦星人！) 
 
Source: www.keithto.ws  
Keith To (Posted on: Oct 10 2009) 
 
 
V. 我的觀點: 為什麼是他的錯？ 
 
議員與女助理一事，普遍認為是議員理虧；既然 
大家也沒有第一手資料，全都也是聽說回來的， 
為什麼不會反認為議員是磊落光明呢？ 
 
首先聲明，小弟所知的，不會多於大家，而小弟 
亦不是傾向相信議員，否定女助理，只是從另外 
一個角度看看，為什麼民意是那樣的一面倒而矣 
。 
 
可能的原因有四： 
 
1. 不夠靚仔：如果議員擁有像靚仔如吳彥祖一般 
的樣貌，可能不少人的觀點隨即有所改變，靚仔 
靚女被成功起訴的個案，遠較樣子平凡的為低！ 
但可惜的是，傳媒卻著眼女助理是前靚女主播， 
相形見拙之下，民意一面倒向女助理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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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支吾以對：事情剛開始時，無論是議員或其 
所屬政黨，回答傳媒提問，總是含糊其辭，一 
般人的看法：『如果唔係身有屎，做乜講到唔清 
唔楚！』 
 
3. 女性是弱者？！：管他現今已是二十一世紀 
，但『女性是弱者』的深藏觀念，卻似毫無動搖 
，性騷擾？事主當然是女性吧！男女之間的糾紛 
？當然是女性蝕底一點吧！ 
 
4. 員工是受害者：『無理老細、不良僱主』相信 
仍是不少打工仔的內心想法，勞資糾紛，永遠是 
打工仔被欺負，作為上司，難道會不是壞人嗎！ 
 
究其原因，好像不外乎是眾人的信念難改吧！ 
 
Keith 
Explore, Exceed & Exc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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