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ife Realization 察現人生 

 
 

© Copyrighted 2019 by Keith To. No Duplication. www.keithto.ws www.KeithToPrograms.com 1

Week 5: Day 1 
 

想像現在已是你完成這整份功課的 5 年後… 

 

當我回看五年前的我, 我覺得…  

當我回看五年前的我, 我覺得…  

當我回看五年前的我, 我覺得…  

當我回看五年前的我, 我覺得…  

當我回看這五年我的改變, 我覺得…  

當我回看這五年我的改變, 我覺得…  

當我回看這五年我的改變, 我覺得…  

當我回看這五年我的改變, 我覺得…  

若有人形容現時的我, 他會說…  

若有人形容現時的我, 他會說…  

若有人形容現時的我, 他會說…  

若有人形容現時的我, 他會說…  

過去五年, 發生了最重要的事情是…  

過去五年, 發生了最重要的事情是…  

過去五年, 發生了最重要的事情是…  

過去五年, 發生了最重要的事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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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5: Day 2 
 

想像現在已是你完成這整份功課的 5 年後… 

 

當我回看五年前的我, 我覺得…  

當我回看五年前的我, 我覺得…  

當我回看五年前的我, 我覺得…  

當我回看五年前的我, 我覺得…  

當我回看這五年我的改變, 我覺得…  

當我回看這五年我的改變, 我覺得…  

當我回看這五年我的改變, 我覺得…  

當我回看這五年我的改變, 我覺得…  

若有人形容現時的我, 他會說…  

若有人形容現時的我, 他會說…  

若有人形容現時的我, 他會說…  

若有人形容現時的我, 他會說…  

過去五年, 發生了最重要的事情是…  

過去五年, 發生了最重要的事情是…  

過去五年, 發生了最重要的事情是…  

過去五年, 發生了最重要的事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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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5: Day 3 
 

想像現在已是你完成這整份功課的 5 年後… 

 

當我回看五年前的我, 我覺得…  

當我回看五年前的我, 我覺得…  

當我回看五年前的我, 我覺得…  

當我回看五年前的我, 我覺得…  

當我回看這五年我的改變, 我覺得…  

當我回看這五年我的改變, 我覺得…  

當我回看這五年我的改變, 我覺得…  

當我回看這五年我的改變, 我覺得…  

若有人形容現時的我, 他會說…  

若有人形容現時的我, 他會說…  

若有人形容現時的我, 他會說…  

若有人形容現時的我, 他會說…  

過去五年, 發生了最重要的事情是…  

過去五年, 發生了最重要的事情是…  

過去五年, 發生了最重要的事情是…  

過去五年, 發生了最重要的事情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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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5: Day 4 
 

有毅力完成了這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覺得… 
 

有毅力完成了這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覺得… 
 

有毅力完成了這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覺得… 
 

有毅力完成了這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覺得…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體會到…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體會到…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體會到…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體會到…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讓我瞭解自己原來…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讓我瞭解自己原來…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讓我瞭解自己原來…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讓我瞭解自己原來… 
 

我終於明白到, 其實我不是那種人? 
 

我終於明白到, 其實我不是那種人? 
 

我終於明白到, 其實我不是那種人? 
 

我終於明白到, 其實我不是那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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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5: Day 5 
 

有毅力完成了這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覺得… 
 

有毅力完成了這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覺得… 
 

有毅力完成了這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覺得… 
 

有毅力完成了這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覺得…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體會到…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體會到…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體會到…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體會到…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讓我瞭解自己原來…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讓我瞭解自己原來…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讓我瞭解自己原來…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讓我瞭解自己原來… 
 

我終於明白到, 其實我不是那種人? 
 

我終於明白到, 其實我不是那種人? 
 

我終於明白到, 其實我不是那種人? 
 

我終於明白到, 其實我不是那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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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5: Day 6 
 

有毅力完成了這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覺得… 
 

有毅力完成了這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覺得… 
 

有毅力完成了這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覺得… 
 

有毅力完成了這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覺得…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體會到…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體會到…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體會到…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我體會到…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讓我瞭解自己原來…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讓我瞭解自己原來…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讓我瞭解自己原來… 
 

過去幾個星期的功課, 讓我瞭解自己原來… 
 

我終於明白到, 其實我不是那種人? 
 

我終於明白到, 其實我不是那種人? 
 

我終於明白到, 其實我不是那種人? 
 

我終於明白到, 其實我不是那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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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ek 5: Day 7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發現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發現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發現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發現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發現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發現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發現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發現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感覺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感覺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感覺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感覺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感覺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感覺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感覺 
 

當我回看過去六天的答案, 我感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