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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rom the edesk of Keith To  

 

Hi, 

 

1. 使其容易 Make It Easier：2013 年，小弟課程的主調是『容易』，

這只是一個開始。不能得到更大的成果，往往是由於我們遇難而退，

退慣了，連退了也沒察覺，還抱怨上天為何不給自己更多機會！ 

 

遇難而退，不是知難而退，『知』是察覺了，明白了，知道了那個『難』

真的非自己所能，然後有意識地決定保留實力，另取他途。『退』是

小弟最常用的策略，無需為者、不能為者，不可為者，退之可也，絕

不糾纏。 

 

當然論語有說『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但聽人提到這句，小弟總是覺

得，內裡有太多的無可奈何，太多的偏執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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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孔子不是這樣的，而這句話也不是孔子自己說的，只是旁人對孔子

的描述。孔子一生，示範的就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但這個漫長

示範，卻是『可為之』的事啊！ 

 

以孔子的智慧，又怎會不懂得去區分『可為』與『不可為』，否則就

沒有『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之說了；只是太多人不管可為或

不可為，早就決定不為，人又怎能修身、齊家、治國呢？ 

 

2014 年，小弟的主調，將由『容易』，演進為『使其容易』；先知其

難，再使其容易，如此，我們便更能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進化

為『知其可為而為之』了。 

 

 

2. 2014 年課程概略：使其容易，一是消失其難，難不在，難自變易；

二是集眾之力，力增大，難相對易。 

 

要消失其難，先要找到最難，最難者莫過於誤解自己，自我啟示學是

一個極速秘訣，來發現自己別人的性格傾向，課程中我們更會去研究

經典的容格性格分類學；命運重整工程是一個以更廣更深的角度，來

探索多種性格形態學，其中包括MBTI、Ennegram及 240 Personality 

Types，並以系統式思維來整合，讓人更輕易地掌握的更快更多。 

 

要進一步暸解自己別人，除了性格以外，我們更可從筆跡分析入手，

潛意識筆跡分析學是通過研究人的筆跡習慣，來察知其潛意識傾向。

Master NLP Practitioner課程讓人更瞭解自己的無意識

Programs，瞭解以後，Mastering掌控 自己就變得輕而易舉。 

 

消失其難，使其容易，正正就是註冊個人發展輔引師課程的要義，困

難令人向下沉淪，容易促使向上提昇，你會從這個課程中掌握去難化

易的原理、方程式與策略，去難化易不只是應用於他人，更應用於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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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與人共同向上提昇，遠離向下沉淪。 

 

單靠自己，力量有限，要使其容易，大可以集眾之力，Symbolic 

Explore心象探尋法是促成協作的一種創新技術，心象探尋法讓你協

助他人以更少時間，更具深度與廣度地探索任何問題，作出更好更快

的決策；在這個找尋的過程中，眾人能協力地共創最佳方案。 

 

NLP Lifenchancers NLP人生昇鍊已是第二年度舉辦，去年我們講

解了以 NLP 的角度，設計的多項促進提昇人生質素的『配方』，今

年多加一節課程，新增的『配方』將以如何促成與他人合作為主要目

的。 

 

更多詳情：www.excelcentre.net/2014  

 

 

3. 高階心智描繪學 Advanced Mind Drawing：你將學懂以畫結解

思結的心智描繪學高階原理，同時又學會運用 Zentangle 高級技

法，繪製更多更富創意、更具美學觸覺的 Zentangle 作品。  

 

以結解結，令你腦筋更為靈活、思維更為快捷、察覺更為敏銳；平常

已有鍛練 Zentangle 的同學，高階課程中的大量最新 Patterns，能

令你的創作，如虎添翼，描劃起來更為得心應手；久未執筆的同學，

高階課程將是你的最佳重拾畫興之舉，把丟淡了的畫藝，復還精湛。  

 

課程日期：Jan 9, 16 2014 

更多課程資訊：www.AdvancedZentangle.com   

 

 

4. 心象探尋學 Symbolic Explore：這是一個小弟研究五年的成果

Symbolic Explore心象探尋法讓你協助他人以更少時間，更具深度

與廣度地探索任何問題，作出更好更快的決策。她適合任何情境，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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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進商業、個人、教育、家庭的解難與創新；面向一個人，小組，

又或大型團隊，同樣也能發揮效果。 

 

心象探尋法自己本身是一套完整的襄助他人獨立技術，並大大有別於

小弟曾講授的任何方法；她更能結合教練、輔引、輔導、培訓、管理

與領導，大幅擴大原有技術的效益。 

 

開課日期：Jan 25 2014 

課程更多資訊：www.SymbolicExplore.com     

 

 

5. 註冊個人發展教練課程Registered Personal Coach：縱觀我們三

個註冊教練級的課程，不少已全修讀三個課程的同學，都認為這個是

最艱深的一個，因為你將要深入地學會如何助人，掌控自己的人生！

 

曾

 

修讀註冊企業教練，或註冊事業發展教練的同學，可獲半價報讀優

課日期：Jan 23 2014 

elcentre.net/rpc

惠！ 

 

開

課程更多資訊：www.exc    

. 轉載文章：『天很黑的時候，星星就會出現！』又是另一個很老

eith 

re, Exceed & Excel 

 

 

6

套的故事，既然老套，為何轉載？因為小弟喜歡她當中很老套的這一

句：『一個人，不求改變，就一定會失敗呀！』。 

 

 

K

Exp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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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Monthly Cut & Paste: 天很黑的時候，星星就會出現！ 

作者: 不詳 

 

曾在報上看過一位署名「老講」的讀者提到，英文中的 stressed（壓

力），與 desserts（甜點）兩字，有很微妙的相關。 

 

是什麼相關呢？仔細一瞧，好像沒什麼關係嘛！可是，再看一下，咦，

stressed 這個字從後面倒過來拼寫，不就是 desserts 嗎？所以，

「Stressed is just desserts if you can reverse.」（壓力就是甜點，

只要你能逆向觀看。） 

 

哈，這真是有趣的妙論呀！人生之中，有許多「壓力、挫折」，但只

要轉個念、換個角度看，它也就是我們生命中的「甜點」呀！ 

 

此外，也有人說：「人生就像一碗飯，一半是甜的，一半是苦的，你

不知道會先吃到哪一邊，但終究必須把飯吃完。」 

 

是呀，生命有甜、有苦、有酸、也有辣；但都必須去經歷它、走過它

呀！ 

 

在北京清華大學的學生餐廳，有一位二十八歲的饅頭師傅小張，他雖

然所受的教育不多，每天都在食堂裡做饅頭，辛苦工作十一個小時，

但在休息時間，他自學英文，也把握各種機會開口說英語，結果，他

的托福成績考了六百三十分。 

 

小張說，他第一次開口說英語， 是幾個學生在等著拿飯時，等急了，

他就脫口而出：「Would you please wait for a while ?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 （請等一下好嗎？謝謝你的耐心。） 

 

小張這麼一說，在場的學生都大吃一驚哪，這個饅頭師傅竟然會說英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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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這真的是他自修英語的成果呀！ 

 

小張說，他有三個夢想：「一是出國唸書，二是寫書，三是當一名新

聞記者。」 

 

他又說：「一輩子總要出一次國，人生才完整。」 

 

如今，很多清大學生特別跑到餐廳，來一睹托福高手、會說英語的饅

頭師傅；而小張也說：「我是一個敢於作夢的人！敢在賣飯窗口大膽

地說英語，就是對我自己的最大挑戰！」 

 

哇，我真是感動！一個人「輸在起跑點」又何妨？人生路很漫長，只

要「變」，就能「通」呀！ 

 

一個人，不求改變，就一定會失敗呀！ 

 

所以，曾有一前輩說：「在天很黑的時候，星星就會出現！」 

 

的確，在逆境中、在黑暗沮喪的心情中，只要勇敢地用腳把憂鬱踢走，

那麼，星星就會出現，人的生命，也就會「發現光明」啊！  

 

把聰明用出來，加油！ 

 

 

III. 我的觀點: 唔知埞！Part 2－位置不同，條件有異 

 

有一家零售店，生意滔滔，皆因她供應商眾多，以致貨品齊全；她旁

邊另有一店，可惜與她南轅北轍，供應商寥寥可數，貨品來來去去，

也就只得那三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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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貨品著實太多，供應商如要增加供貨品種，必須先撤換原有項

目，以作交換，以免擠迫混亂。 

 

後者見人家制度秩序井然，罔顧自己情況，又要她僅有的供應商依樣

葫蘆，結果新貨無法上架，供應商也意興闌珊，逐一離去，最後結業

收場。 

 

以上不是一個故事，而是活生生每天也在發生的現實，不過主角未必

是什麼商店，而可以是任何的一所機構、一家企業、一個家庭、甚或

是一個人，他們共通之處只有一個，就是『唔知埞』了！ 

 

前文提到的『唔知埞』，指的是位置不同，角色有別，然而不同位置，

也同時帶來條件上的差異。 

 

別人做的，未必適合自己，但是我們老是想著去參照別人的方法，相

互條件的差異，往往導致功敗垂成，這就是所謂的各有前因了。 

 

 

IV. Ideas & Thoughts of Keith To: 協作 

 

前文集體協作，最沒創意！提到『協作』一詞，朋友來電郵識問：什

麼是『協作』？ 

 

協作者，協力創作也。 

 

創作並不是創新，因此並非與設計、科技、藝術必然相關；創作只是

產生而矣，你可與你的家人，協作產生一個和諧的家庭，也可與你的

同事，協作產生一個有效益的部門，又或一個新的制度。 

 

協作並不局限於團隊合作，但團隊合作的關鍵在於協作是否存在；你

教導、指導、培訓一伙人，你與他們之間，也是協作，你在與他們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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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產生知識、方向與技術。 

 

協作也並非必須是一群人共同合作，兩個人也是協作，重點在於是否

協力產生一件事物；甚或你教練、輔引、輔導一位客戶也是協作，這

是你與他之間的協作，相輔相成地產生了理解、方法或解決。 

 

協力創作難處不在創作，而在協力；能協力，創作自然水到渠成，皆

因你在同時運用了多個一個腦袋的處理能力，但如何才能協力呢？ 

 

不協力的主因，大眾皆認為是眾人各懷鬼胎，當然難於坦誠合作；每

個人有不同的目的，這是現實，但現今世人，會不知合作的本義，就

是要同時能達成各人與大眾的目的嗎？大家不能合作，皆因沒有一套

共融的溝通機制，結果最經常發生的情境是：各人與大眾的目的也未

能弄清，那又怎能同時達成呢？ 

 

這套共融的溝通機制，即是小弟前文所說的不同的協作形式了。 

 

一套有效的共融的溝通機制，其一必須能讓協作者容易表達自己的目

的與關注；個人的目的，很多時也難以宣諸於口，害怕被人標籤為自

私、無聊、自我中心等等也；其二更需是讓人毫不費力便能掌握的共

通語言，這套共通語言，就像電腦間的連線，輕易地便能掌握對方的

思維，無需雙方吃力地表達、竭力地理解。 

 

協作便是大家能從容地在這套共通語言中互動，力量不是耗費於溝通

中，而是全力投放在停作上，這樣的話，創作焉能不輕而易舉？ 

 

協作更不限於人與人之間的合作，自己本身也是一個協作！ 

 

能與自己協作，自能提昇自己的效益；如何做到？下回分解。 

 

© 2013 copyrighted by Keith To. 歡迎轉載，煩請註明出處 8

http://www.keithto.ws/2013/11/symbolic-explore-part-1.html


卓越生命月刊 
 

© 2013 copyrighted by Keith To. 歡迎轉載，煩請註明出處 9

本文原刊登於：www.keithto.ws 2013 年 11 月 

 

 

Keith 

Explore, Exceed & Excel 

 

 

 

http://www.keithto.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