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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 T’ni (堤妮), 我不是在地球上出生。我是 P'nti 族群，生活在美国新墨西哥州，
阿尔伯克基 Albuquerque 以东的桑迪亚山 Sandia Mountain 一带的基地。 

 

想必这一番介绍，带给你很多惊讶，而如果想了解更多关于我的族群 P'nti、我的星球，还
有我们为什么在地球上，欢迎访问我们的网站 officialfirstcontact.com 。 

 

我们在这里，是要帮助地球上的大家，为「首次公开接触」Official First Contact 做好准备。 

 

为了让这个过程顺利进行，在 2016 年 6 月，我被赋予了任务协助指导心灵感应，让你们
（地球人）和我的族群用这种方式来沟通。心电感应 Telepathy 是这个星系中最常见的交
流方式，而且最容易补足各种不同语言、民族和文化之间的差距。我们与所有其他众生，
也都是用心电感应在交流。 

 

这本入门书，将带着您开启个人的探索旅程，进入一个全新的交流方式。 

这不是在一天、一周或一个月内就能学好的技能，但是可以通过持续的练习和反馈来取得
进步。 

 

就让我们开始吧！ 
© 2017 Su Walker Rio Rancho, New Mexico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officialfirstcontact.com/


在进入正题之前，先向大家说：  

在此我们并非证明心电感应的存在，  

而是假设您已经接受它存在的这个事实。 

在这边，我们将心灵感应视为日常的，很正常的事物。 

对我们来说，它是一种技能，就像任何其他技能一样。 

 能力会通过练习和反馈有所进步。 



首先，我们来谈谈什么是心灵感应。 

它不仅仅是像电影和电视中讲的，

所谓「脑子里听见的声音」。 

心电感应可以让你感觉到图像、

情绪、概念和字词。 



心电感应的内容可以包含

方向、距离等，以及传送

者的其他具体细节。 

善用自己的长处，  

建立在可行的方法上，能让学习

心电感应的过程更快速又简单。 
对的， 

但是 “任何可行方法”  

究竟意味着什么？ 



Everyone’s learning style is just a little different. 

Some folks remember things easier if they see it, others if  
they hear it, and still others if they put their hands on it. 

每个人的学习方法都有所不同。  

有些人通过视觉来记东西， 

有些人靠听觉， 

也有的人是通过实际操作加强记忆。 

就像初学一件东西，  

如果顺着自己最容易的学习方式来

锻炼，心电感应也能更容易学会。 



想知道自己的最佳学习方式，就让我们重返校园！ 



回忆一下教室里的情景，当你接触到新知识的时候，  

 

1. 你是透过用「看」的方式学会的？  

2. 还是透过用「听」的方式最快记住？  

3. 或者你是透过“亲自动手”把它们学会的呢？  

4. 还有另一些人，是通过运动和体验实际空间来学习，

例如运动员和舞蹈家。 

1. 视觉学习者 2. 听觉学习者 3. 动觉学习者 4. 空间学习者 
visual learner auditory learner kinesthetic learner spatial learner 



但是也有可能一个人同时拥有 

 一个以上的最佳学习方法， 

所以这边先一一介绍一下。 



视觉 ：  

如果你觉得通过看东西最好学习，

那你就是天生的视觉学习者。  

心电感应的讯息最容易以「图像」

的方式让你接收到，你也会倾向

以图像方式向他人传播讯息。 



对你来说，心灵感应的提示通常是一种  

会突然想转头回去多看一眼的本能。 

周边视觉 很重要， 

它通常会提供正面视觉 无法提供的信息， 

因为它有不同的运作机制。 

这时候可以多练习使用周边视觉， 

而且更信任它一些。 

当自己睁开眼睛处于 alpha 状态时，  

注意那些吸引你的目光，  

或视觉上暗示你的东西。 



它是一个脑波自然趋缓的状态， 

在 alpha 的时候，最有利于接收心的信息!!! 

什么是 alpha（阿尔法） 
状态？ 

如何知道自己处于 alpha ？ 

当自己感到些许睡意，有点像在做白日梦，或是时间感消失了的时候。 

在那种彷佛时间静止的状态下，  

就会更容易去「注意」让你忽然想到的事物。 



那些忽然冒出来的想法， 

可能不是凭空想象的随机小事件。  

处于 alpha 状态时，  

较能够让我们成为自然的心灵感应接收器，

在最需要的时候传给你重要信息。 

这个之后我们会再介绍一些。  

现在就先回到「学习方式」这个话题吧。 



听觉： 

如果你用听的， 

能够最有效的学习， 

你就是「听觉学习者」auditory learner

。 

对你来说，  

声音和振动会更容易触发心灵感应。 



你是否常对周围人说：  

「你听见了吗？」 「你感觉到了吗？」 

而却没有人发现任何东西？ 

以听觉为主的心灵感应者， 可以捕捉到

非常微妙的波动变化， 且区分出来其他

人无法分辨的音频变化。 

如果你经常听见别人听不见的， 

或是捕捉到别人感觉不到的波动， 

你就属于这个类别。 



听觉学习者有时会不厌其烦的， 

一遍又一遍的听一些东西， 

 为的是听出细微差别。 

有些人常会用声音包围自己， 仿佛创造一种持续的

“白噪音” 屏障。 这有可能是因为他们平时接收了太

~多的音频信息， 下意识的想盖掉这种联系。 



尤其是聆听自然界反反复覆的声音，

真~的可以让你徜徉在 alpha ！ 

对你来说， 听东西就能让你进入 

 「时间静止区」 = 心电感应接收范围。 

顺道一提：不少演说者、音乐家、舞台艺术家， 通常会

训练内在耳朵，让它们更快感知到独特的「心音」。 



动觉：  

如果你通过碰触东西 

学习得最好， 

你就是触觉或动觉学习者。  

任何刺激你的皮肤、 

手指或头发的东西， 

都能够成为诱导。 



动觉学习者经常喜欢把东西拆开， 

看看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请勿触摸” 的标志， 

会让他们感到茫然。 

 这种本能的挫折感，  

是因为他们为了完全理解某件事，  

需要亲自动手处理它但是被阻挡了。 

在你拿着一个物体、碰触一个人或一个空间的时候， 

进入 alpha 状态去寻找那些 

突然冒出来的想法和心灵感觉， 

 对你来说比其他人更容易。 



因为他们伸手去接触其他人或动物，  

动觉心灵感应者通常很善良，具有很强的同理心。 

那种感同身受的心灵感应，  

可以经由手部、头发或是全身。 

除此之外， 

他们也最容易感知一个地方的「气场」。 



空间/运动：  

如果你在活动的时候学得最好， 

就是空间学习者。 

运动员和舞者， 以及那些「坐不住」的

人 都属于这一类。 



对你来说，运动是产生心灵感应的关键。 

您会需要移动并注意周围发生的， 从任

何来源的动作。 

• 重复性高的运动  

当你反复的做同一项运动的时候， 很容

易让你进入高接收度的 alpha 状态。 

空间学习者有点像是狩猎采集者，  

倾向以「任何有效的方式」 

使用所~有接收到的讯息。 



事实上，  

大部分的地球人在学习心电感应的时候，

在学习方式和感知能力上， 

 都不是「纯种」。   

 

大多数人都是以多种方式接收多感官的

讯息，而不仅仅是一种方式。 

 

 所以你可以是一个主要以视觉， 

但是加入一些动觉的心灵感应者吗？   

当然咯！ 



不妨记日记？  

用一本笔记本， 

专门记下 收到的心电感应、 

做的梦， 和经历的超自然场景。 

将它放在方便拿取的地方（例如床头）， 

把准备好的笔夹在新的空白页， 以能够在

黑暗中即时找到， 不用开灯就能把东西记

下来。 

记下梦中能回想起的一切、所有不寻常的经历，

以及注意所有发送和接收的心灵感应信号。 

所有条目都需要有日期、时间，并包括详细的描述以及月相。 

100 天或更长时间后，回头看看是否可以开始找到自己的模式。 



接下来，让我们来谈谈大脑 

每一天，  

我们都很自然的经历 

beta （甦醒、警觉） 

和 alpha （昏昏欲睡） 

的状态。 



alpha 它就正好在 gamma  (完全清醒) 和 delta (完全熟睡) 中间。 

注意力非常集中 

清醒 

視觉化、瞑想 

深层瞑想、做夢 

深层睡眠 

阿尔法  

 

贝塔 

 

 伽玛 



Beta = 清醒， 

具有清楚的意识。 

它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醒著的時候。 

12赫茲以上 



Alpha = 一种较慢的节奏，  

让您感到轻微的困倦， 有如白日梦

一样，空旷而永恒。   

 

在这个状态下，  

更容易接受心电感应，也更准确！ 

8 ~ 12赫茲 



我们每天大概经历 5 次 beta - alpha 的切换 ： 

● 早晨 - 刚醒来可是还没有完全清醒的状态  

 

● 上午 - 有「想再来杯咖啡」 的那种感觉  

 

● 午后 - 吃过午餐后的那种困倦感  

 

● 傍晚 - 再过不久就要入睡的那种，慢下脚步的感觉  

 

● 入睡时分 - 从醒着的状态进入睡眠 



当你处于这些 alpha 状态时，注意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因为这时你的心灵感应接收要强很多。  

主动选择让自己进入alpha的时间越多，就能越快发展心灵感应。 



日常中一些重复性或是 

不需要用脑的条件反射式活动 

（做家事、处理杂务）， 

 很容易让我们进入alpha。 

那种能让我们进到  

「无时间状态」的艺术创作活动，

像是音乐、绘图，  

也是绝佳的选择。 



学习任何新技能都需要定期练习和反馈， 

因为实际上那是在重新建立大脑中的链接。  

学习心电感应也不例外。 

想办法每天至少练习 30 分钟的心灵感应， 

而且能提供即时的反馈 



那是因为在「好好玩~」的过程中， 

脑部会产生一种不一样的化学物质， 

促进新的大脑回路更快而且更容易产生。  

这也是为何「在游戏中学习」那么有效率！ 

在这当中最棒的，就是练习的过程越~好玩， 就会进步的越快！ 



练习心电感应的好点子：  

（这里列举了一些，但是相信你在读完之后能够想到更好的！） 

什么, 还有作业? 
• 当手机响起或是有人留言，在接听之前，

可以先用「第六感」猜想来电者是谁、

他们的情绪或是内容。 

• 玩老式的纸牌游戏。 提前大家同意，透

过心灵感应的作弊不仅被允许而且鼓励

大家多练习 

• 选好玩心灵感应游戏的日子，全天追踪自己的准确度。 

看看光是靠心灵感应可以维持多久？ 



还有一个好玩的办法， 就是心灵感应版的

捉迷藏。  大人们要注意，孩子们通常非常

擅长这个！ 

所有人都要知道，忠于自己的情感是心电感应的关键。 对于

那些从小被教导要压抑自己感觉的人来说，尤其如此。 

经验上来看，当你从用大脑控制的「认知」cognitive  

切换成用心感受的「意识」conscious， 心电感应能力

会有大大的进步。 



如果你想擅长心灵感应，必须完全接受你所有的情绪。 

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让事情一清二楚。 

男神和女神们， 

 都需要找到情感和心灵感应的平衡， 所以

必须同时尊重并拥抱你们 直觉、创造性、

女性化的一面， 以及坚韧、内在力量和情

感上男性化的一面。 



学会像穿一件宽松的衣服一样，「穿上」 你

的心灵感应连接。  

意识到你是一个永远打开的接收器。 

调整让你的内在耳朵有办法和「后台」的内

在声音起共鸣，而且每天能持续越来越久。 

我们建议您每时每刻 24/7/365 都可以进行心灵感应。  

如果因为工作没有时间投入， 

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时间学会 。  

但是没关系，根据自己的日程安排进度就好。  

 

请记住，我们寻求的是进步，不是完美。 在过程当中

难免会犯错误，但这只是学习过程的一部分。 



在这边，我们补充说明另一个对学习心电感应很重要

的，和脑部相关的主题： 

前台和后台思想 

大家都知道，我们可以一边看书一边听音乐。 

其实我们的大脑可以同时完成多项任务。 

 

你可以练习关注在后台运行的那些 

「背景」思绪 background thoughts， 

 即那些在脑后仿佛悄悄耳语的一些想法。 

 

给予它们更多的意识，  

就像对待常规的那些想法一样。  

通过定期练习，  

让自己有更多机会听到这些安静的背景思想。 前景 

中景 

背景 (后台) 



但是要怎么做到？！ 

首先，每天尽可能多地关闭生活中的噪音

（无论你想如何定义它）。 

从所有人为的音信中暂时离开一下。  

坐下来接受自己内心的平静。 

开始观察自己在前台和后台跑动的思绪。 



专注的去尝试收听无线宇宙。  

那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 

即有一个看不见的世界 

24/7/365 在宇宙中 

无限个频道上进行广播。   

 

您所要做的就是去收听，  

而且可以控制音量和选择收听

的电台。 



有一种心灵感应现象具有非常高的准确度......  

它的准确率非常接近100%  

 

那就是凭着直觉忽然知道一件事 （顿觉 sudden knowing）。 

就像灵光乍现，忽然有个点子或是秒懂的感觉。 

啊，有了！ 
彷佛有人拿一大块心灵感应的讯息，  

然后出乎意料地把它直接输入你的大脑， 

你突然就知道了一些甚至没有想到的事情。 



那就是你个人的心灵感应  

突然让你抬头意识到。 

如果收到那种戏剧性的，突然蹦出来的点子，

可以毫不犹豫的根着它采取行动。 

 一般事后都不会后悔。 



接下来让我们谈谈， 电子产品对心电感应的影响。 

穿过墙壁的线路发出 50 或 60 赫兹的频率，  

那不是你的大脑和身体的自然节奏。 

地球通常以大约 7.83 赫兹（舒曼共振）

运行，你也是。 



远离所有人造的杂音和电子产品...   

 

 

大约30分钟，  

身体自然会调回 

地球母亲的频率， 

让你很自然的  

接收到心电讯息。 

坐在地上靠着大树，  

轻轻的呼吸，  

与你周围所有能建立 

心电感应的连结上。 



如果你是视觉派的，  

用你的眼睛仔细观察;   

 

如果你的听觉灵敏，  

用耳朵仔细聆听。   

 

如果你是动觉的， 那就通过轻抚大地、

风和树来集中注意力。 

如果你是空间学习者，那就动起来，别坐着不动。  

成为心灵感应版的猎人采集者，踏上你的心灵之路！ 



在做这项练习的时候，记得：  

 

• 身边没有任何电子产品  

• 不要大声说话  

• 注意你的思绪很自然的流往何处  

• 尤其注意在后台跑的那些背景意识 

在30分钟内，您的身体将开始明显的调

到与大自然一致的波长，因此心灵感应

接收能力将急剧上升。 

与大自然完全一体的时间越长，  

心电感应的能力就会成长的越快。 



在所有对心灵感应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的激素中，  

肾上腺素 adrenaline（关系到战斗或逃跑之类保命的行动）是最不利的。 

那么，有哪些事物会阻碍心电感应？ 

惊慌 

税务 

商业危机 

满足期望 

霸凌 

过劳 

欠款 纷争 

截止日期 

抵押 

压力 

错误的气场 

熬夜 

恐吓 
缺乏领导 



肾上腺素是为了在极端情况下紧急调用，  

而不是让它一整天都在那里！  

所以建议只在非常需要的时候使用它。 

以下方法可以降低肾上腺素： 

• 积极的告诉自己：  

平常多作为一个观察者、倾听者的角色。思考多于言行。 

   

• 尽可能整理你的日程安排。   

 

• 对不重要的小事说不。 



• KISS (keep it simple stupid) - 让事情尽量简单 

... 如果需要， 

再加点巧克力！ 



• 打理生活空间。  

杂乱的空间会让精神难以安定， 

 所以尽量保持整洁！ 

• 意识着在生活中增添更多的喜悦， 

提高体内的 内啡肽 endorphin。  

让保持开心成为首要任务！ 

还记得上次是什么时候，你笑得那~么开心，
几乎眼泪都掉下来了！ 



在每晚的睡眠中， 

你会度过几个阶段。 

深层 delta（入梦 

REM快速眼动） 

睡眠，让您每晚通

过心灵感应进入 

「集体意识」。 

接下来，谈谈「睡眠」和心电感应的关系。 



睡眠是必须的，用来维持身心和情绪健康。 

失眠超过100小时，脑部就会招架不住。 

 

 我们也建议尽量从枕边移开电子产品。   

 

除此之外，还有哪些可以从生理上 帮助锻

炼心电感应的？ 



「氧气」是不可或缺的。  

当大脑有足够的氧气时，  

心灵感应才会运行的好。 

深呼吸~ 把氧气吸入整个肺部送达全身。 

运动、大笑、唱歌、自然的兴奋，也是补充氧气的好方法。  

给大脑输入大量氧气时， 你会产生 内啡肽=快乐激素， 

让学习心灵感应更快、更轻松。 

大脑需要适量的氧气来进行心灵感应， 

所以饮食中需要铁来制造血红蛋白携带氧气。 



维生素B  
你的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一部分。   

它需要所有的 B 族维生素 来保

持健康。   

如果您是素食主义者， 每天更

需要多留意这些营养： 

葵花籽、营养酵母、鳄梨（牛油果）、康普茶、 菠菜 

硫胺素 （B1）， 核黄素 （B2）， 烟酸 （B3）， 泛酸 （B5）， 吡哆醇 （B6）， 

生物素 （B7）， 叶酸 （B9）， 钴胺素 （B12） 



「松果体」 pineal gland  

一直被认为是直觉的中心。   

  

它位于大脑中心的深处。  

    

但是不仅是这么简单。  

心灵感应的连接通过 

杏仁核 amygdala 与你的情绪联

系起来，  

杏仁核是大脑  

海马回 hippocampus 的一部分。 

松果体 

垂体 

海马回  

（海马体） 



海马回 hippocampus 看起来像一只马蹄铁，开口端朝前。 

在每一端都有杏仁状的结构，称为杏仁核amygdala ， 

像两个小前灯一样指向前方。 

“打开头灯！”   

闭上眼睛，想象把更多的血液输送到 

大脑中的这些结构， 它们就会获得更

多氧气...... 就会更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这时候，你会感觉到一股情绪波在内心升起。 

 这个是正常的。 让它以正确的方式浮出水面。 



好了，讲了够多的脑科学， 

接下来说一点「好玩」的！ 

如果想以10倍速度进步，  

就要让学习过程很~好玩！ 

找那些能让你开心的，  

让你爱上学习！ 

可是也别忘记做功课唷~ 



如果希望与伙伴一起练习，对方要是您熟悉的人， 

这样才能更容易让它在一开始就成功。 

纸牌游戏，是最有效又简单的方法之一。 

看看你是否能知道他们看到的图像， 

以及他们在想什么。 鼓励这种互动

方式， 让心灵感应的学习进步更快。 



可是就算没有马上成功，也不要太为难自己。 

 就把它看作像是从鸭子身上甩出去的水就好。 

给自己的成功一些奖励！ 

太过于苛求自己，会减慢学习速度。  

所以不要期望自己完美， 

要知道不犯错才是更奇怪的。 

继续练习并奖励积极的一面。 每天记录你的进步。 



这边我们再次将话题转移到一个，  

许多心灵感应的初学者常见的问题......  

尤其在开始练习的第一个月。 

? 
• 我真的听到了心灵感应的声音吗？  

还是那是我编造的？ 

一开始，有些人说，他们在仿佛听见自己内在的声音。 这并不罕见，

而且这个现象造成不少人怀疑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确。 



如果我们这样解释它也许会有意义： 

想要学好音高的音乐家， 

他们通过训练耳朵识别特定音符， 

例如判别它是升 F 还是降 B。 

这就像从心灵上去认识一个不同的人一样。 

你正在建立新的神经回路，去识别独特的信号波。 



相信这个过程，投入时间，它会变得更容易。 

通过不断练习，您将学会更快地识别独特的心灵感应波。 

如果每天练习30分钟，通常需要一个月左右。 



你如何知道那些不是自己编造的？ 

记下那些字词、概念和图像。    

你是否在获知你之前没有的知识？ 

传递的信息流，是否和往常你所想和感觉的方式有所不同？ 



分析心灵感应交流的内容，  

可以让你判断你是自己在插入

信息，还是在接收自己以外的

人发出来的讯号。 

但是，如果你正在接受讯息，千万就不要停下来分析！ 



允许心电感应的讯息流， 

自然的结束整个过程。 有耐心的

确保自己完整的接收所有内容。 

保持在接收的状态，  

直至对方说完所有内容。 

在对方传话完以后，还会有很多时间来分析刚才

的心灵感应体验，所以绝对不要在途中打断它！ 

否则你有可能就那样找不回来。 



我们还建议您，观察在心灵感应体验的过程当中，

身体通常会如何反应： 

例如你从头部的哪个部位  

接收到那些声音或图像？   

是在头骨里面吗？ 还是后面？ 前面？   

让它更具体一些。 

你的腹腔会有紧张感吗？ 



是否感觉到胸部或心脏的区域有任何变化？  

有没有哪里被情绪脉冲击中的感觉？ 

   

还是有起鸡皮疙瘩的反应？ 

头发呢？ 或是手臂和脖子后方有没有任

何反应？  你有没有发现一种自己独有

的、完全不同的身体反应？ 



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教大家： 

如何用心电感应问问题？ 

了解你的身体将会如何反应，  

会让你对自己更加信任， 而且在下一次建立

心电链接的时候更有方法。 



想象你坐在森林里， 
通过心灵感应提出一个开放式问题， 
老实说，你不知道谁会过来接听。 

你不知道那会是森林里的树精、外星人、
多次元的存在，还是你亲人的灵魂。 

是在呼喚我嗎？ 

如果没有向特定的人发送问题， 
任何人都有可能回应， 因为这
是公平的游戏。 



如果你想与一个特定的族群交谈， 

例如 Sasquatch （俗称：大脚怪、

野人）， 你需要通过心灵感应 将他

们作为一个集体群体来称呼他们，或

询问一个特定的个人。   

 

当您向特定的人提出  

心灵感应问题时，每个人都可以决定 

他们是否愿意回答您。  

不能强迫他们。 



一般来说，心灵感应连接的宇宙

把你当作成年人对待。 

但是就像生活中大多数场合一样， 

礼貌、真诚、发自内心的提出问题， 

一般都会更快得到注意和回应。   

 

充满善意的思考和行动， 可以提高

互动的机会。 

它似乎是这样运作的，即当你准备好提出问题时，

你已经准备好接受答案，但你还是必须问。 



获得讯号和心灵感应的规则  

 

你怎么知道自己是否被传送讯号？ 

如果你的讯号， 

是来自一个心电感应的初学者（地球人） 

它可能会比较微弱和模糊。 

经年观察我们发现这些初学者的讯号，  

有以下特征： 



• 通常，你会突然想到某人， 他们出现
在你的背景（后台）意识。 他们似乎
“无缘无故”地浮现在脑海中。   

 

• 你可能会经历前述的生理反应。 

•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突然想让周围的噪音安静下来，
就好像你需要再听一遍你以为你开始听到的东西。   
 

• 你甚至可能举起手来想办法盖住周围的噪音，以
便感觉得更清楚。 



• 你可能会发现自己突然转身看和听。 身体会首先反应。 心灵感

应可能会或不会带有与传送者相关的，方向和距离等信息。 

• 您可能会感觉到，突然间好像有谁在给你打招呼问候， 并

且仿佛有谁在场。 生理上，你可能会有“抬起头来”的反应。 

• 您可能会突然本能地想去联系一个人，

或者一直惦记着一个人。 



• 其中也可能包括事件而不是特定的人， 并且那种波动的感觉就

像某种力量在震颤。 



那么地球人传送的心电波动， 
和在这方面强大的宇宙族群
所传送的差在哪里？ 



如果您的第一次心灵感应体验， 

来自一个主要 就是通过这种方式交流的族群， 

您将毫不怀疑有人在与您交谈。 

一个清晰 的心灵感应信息流， 

会突然出现在你的脑海中， 

而且你会十分清楚的知道这不是来自你本身。 

 

你会知道有人正在和你说话！ 



一开始你可能不知道发信人是谁。 

他们可能没有允许您立即看到它们。 

你的心灵感应脉冲可能会或不会带有方向、距离或名称。 

并非所有心灵感应的人都会提供他们的身份或位置，直

到他们更加信任你。 

我们建议您，  

以礼貌和尊重的态度  

来与那些宇宙族群的人们，  

进行心灵感应对话。 



如果他们的心灵感应非常清晰， 那么您

很可能在与一个比自己的族群更古老、

更先进的人们打交道。 所以需要非常谨

慎的对待。 

在宇宙的公共场合，以心灵感应为主的文化，  

往往非常注重社会礼节，当他们在团队中工作，

以任务为导向时，这些规则会被严格遵守。 



但是，就像地球上也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一样，  

宇宙中的社会也都各自独特。 因此会建议询问他们的规则，

并了解他们的文化规范。 

私下，好朋友一般以更轻松的方式交谈，

就像一起出去玩的时候那样。 

换句话说，就是询问是否可以讨论某个

主题，以及如何讨论它。 

  努力学习和了解对方的风俗习惯。 



当你第一次接触一个， 主要沟通是以心

电感应的族群成员， 你的言行和思考， 

要像拜访老奶奶家那样严谨、周到。 

当你拜访长辈时， 

你晓得自己需要表现出最有礼貌的举止， 

尊重他们、他们的家和他们的东西。 

   

这些正确的行动将会通过心电感应受到

对方族群的观察和评估。 



记得，要注意并控制你的想法。   

当你在他们的空间...  

你将被传送心灵感应讯号和探测！ 



心灵感应的规范：  

 

与一个用心灵感应沟通的族群，开展第一次接触 



首先以介绍自己来开启对话。  

介绍你希望被称为什么。 尽量让事情简单一些。 

如果他们想多认识你一下，  

他们会询问更多关于你和你的背景。   

你的思考过程需要非常带有尊重， 就好像你

的祖母在你的脑海里倾听一样。  

这并不像听起来那么容易，需要一些练习。 

带着敬意，用一句话简洁、清楚、诚恳的描述你的意图。  

如果想要跳过这个步骤，那么和对方保持联系机会将减少。 

因为他们会怀疑，你为什么在这？ 



记得，懂心电感应的族群，  

他们所联系的不只是你的大脑和想的

东西，更有你的意图和内心。   

 

你需要能够解释自己的行动和想法。 

 

他们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这样想，  

为什么会这样问他们问题。 



请记住，一旦建立了心灵感应连接， 

当您处于右脑接收模式时，  

不要暂停而进行左脑逻辑分析对话内容。  

您可能会失去连接并且无法恢复。 

跳出逻辑上「我现在必须弄清楚」的思维，  

让头脑和内心一起倾听。  稍后你会有很~的时间

去分析、推敲整个体验。 



一旦在心灵感应上建立连接， 

 保持这种状态直到对话结束。 

   

这不仅有礼貌， 如果您不想中断与发信人

的既定联系， 想将链接一直保持到对话结

束， 这一点至关重要。 

但是即使您十分礼貌的介绍自己，  

也不能保证您提出的任何心灵感应问题 

都会得到您所期望的那个人的回答。 



如果您希望将来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请告诉他们。 

 

 直到下一回见。 

他们有可能会把一些东西当作「不关我的事」。 所

以注意，哪些是他们回答，哪些是不回答的。 

一旦对话结束，请务必感谢与您交谈的

对象，并向他们道别。 



建立心电感应的

步骤简介：  

 

自我介绍  

用意  

尊重  

对话  

感谢 



这边简单介绍一下，第一次开启心灵对话时的基本规则： 

你好！ 我的名字是 ，我来到这里只是为了通过心灵感应与你交谈。 ←- 自我介绍  

我在这里，是因为我想更了解你和你的族群。 ←- 明确诚实的意图  

心灵感应对我来说是新的，但我想正确地学习它。 ←-渴望学习  

如果我犯了错误，请原谅我。 ←-谦虚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关于我的事情，并问你一些问题吗？ ←-礼貌询问  

谢谢你与我分享。 ←- 礼貌的再见 



如果和同一个个体对话过很多次，  

就会显得比较放松，一些族群会觉得不需要那么严肃  

（例如森林中的 Sasquatch 和 P'nti 族群） 



另外，我们需要说一点关于心灵感应

引起的情绪波澜。 它一定会发生！ 

大约98%的地球人们，在第一次经历重大的心灵接触后， 

身心都会感到仿佛招架不住。   

在你经历了一次大的心灵感应，或保持联系的时间比平时更长之后， 

可能会有一种不知所措的感觉，仿佛被砸了一吨的砖那样。 



当你自己开始意识到，  

围绕你的心灵感应和多维世界是多么巨大，  

开始意识到你从来都都不知道的存在，  

和你现在正在踏进的世界到底有多大时...... . 你确实会不知所措。  

拿一整包舒洁，去call那些心之友吧~ 

我们知道，有很多在身心和灵魂上，  

都需要联系和理解的东西。 



但是你也已经撑到现在了啊！  

 想想一年后的你，  

一定会有更强大的心电沟通能力，  

但是也会有那些令你  

感到心灵上十分疲惫的时候。 

所以不需要一次想去掌握所有东西，  

每次专注在一件事就好。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今天，就停下来深呼吸，整顿好准备跨出去第一步吧！ 



宇宙知道你的限度，不会加载你无法承受的重量！ 



我们希望你让自己的情绪
浮出水面！   

 
不要压抑它们。  

 

这是一个练习情感忠诚度的机会。   

学着把它释放出来，让它成长~ 



请记住，心灵感应是在情感载波上运行的。   

如果您沒有先了解自己， 

就无法期望在情感上真正了解另一个人。 

因此就算被情绪波压到， 

也不要放弃自己的力量， 

仔细观察和识别对方。 



别忽略了你与生俱来的能力，

即知道什么是真的， 

什么不是。   

 

尽可能观察周围的一切。 



如果想要抖去情绪上的波折，  

可以动手去做一些实用而乏味的杂务，像是洗衣服之类。 

确实，做一些日常的、不需要动脑的实务，

能帮助你更接地气！ 



以最适合你的方式，  

在身心灵上放松~ 记得， 

这才是刚起步而已，  

就像小孩学走路一样，  

去适应一个所有人事物都连接在一起

的全新世界。 

了解新的日常，需要花些时间。   

深呼吸、放松，以自己的方式前进。 



你没有受任何伤。  

只是当你正在学习这个大的新事物，  

有时大脑需要一两天的时间去调适， 然后在

新的状态下再次开始运行。 

这个过程我们这样比喻： 尽量吸收、

学习新知， 直到你的大脑感觉像半固

体的果冻， 然后进入睡眠状态，它就

会开始调整。 

在你醒来之前，你会感觉已经恢复正常， 

只不过多了一点东西。 
但假设一开始就 
不是正常的呢？ 



要知道，学习心电感应这类话题，  

（以目前地球的状态来看） 不是能够和每个人畅谈的 

因为很多人会不明白。 

从我们的经验上来看， 建立自己的

互助网， 对学习速度的提升相当有

帮助。   

至少，找一个能够讨论这个话题的

同伴， 谈谈你的特殊经历，和真实

的情绪。 经常找对方谈，建立互信。 



你想改善心灵感应的能力， 这个决定很快就会成为

你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比你想象的要大得多。 

不要尝试自己一个人踏上这个心灵感应之旅， 

它会减慢你的学习速度。 
去找自己的部落吧 



当你有个可以联系的人，  

跟他们说：“我发生了这件奇怪的事情...... 

你有时间一起谈谈吗？”  

 这将帮助您保持更大的平衡。 

相信我们，你还不知道这条路会带你走向何方， 

所以我们十分建议你去找自己的同伴。 



不要让这听起来过于戏剧化，  

你每天在心灵感应上的进步， 

将比你曾经选择学习的任何东西更能改变你。   

 练习让一只脚踏入另一个世界，  

然后在心灵世界中，  

把这一天像件宽松衣服一样的穿起来。   

 

--- Reverend White Otter （“白獺” 教士） 



过去的你，只不过像锚一样， 被深凿在你

所知道的物质世界中。   

 

所以现在就把你的另一只脚， 放进看不见

的那个世界里， 让每个人和一切，都在心

灵感应上相互联系。 

在现实中，你仍然有需要照顾的日常事物，

每天实际的日常生活。  

例如还有账单要付，要洗衣服，要吃饭。  

那是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对你来说是一个全新的、不同的景观， 

你需要时间、反复试验和反馈，  

甚至开始创建一个准确的体验地图。 

从现在开始， 让一只脚走在物质世界， 

另一只脚走在看不见的世界中。  

在可以舒适地让一切保持平衡之前，  

您需要练习，而且一段比一段久。 



如果你抽出时间，在某个时间点，

它真的会改变你对这一切的思考

和理解方式。 



今天就开始你的日记吧。   

 

每天至少记下一条。   

 

在100天和1000天结束时，返

回那些条目并评估您的经验，

哪些有效哪些没有。 



好，到这里为止，我们提供你学习心电感应的基本功。  

让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 

總結 



1. 重视自己心灵感应能力的提升。   

建立在过去对你有用的，多感官的感知基础上。   

开始记录心灵感应体验、梦和不寻常的事件。 

每天记日记 



2. 进入自然的 alpha （阿尔法）节奏，  

将为您提供更多日常机会来练习接收的能力。  

每天练习心灵感应至少 30 分钟，  

一直到 24/7/365 天每时每刻有意识地连接。 

练习每天让自己进入 alpha 至少30分钟 



3. 倾听您的“随机背景思想”，并将它们视为与处理前景思想一

样重要。 放慢脚步，更频繁更详细地观察。   

相信突然的直觉，不要害怕采取行动。 练习耐心。 

背景思想、突然的直觉、耐心 



4. 每天远离一切电子产品 30-60 分钟。  寻找大自然的频率。 

学会快速融入它并深入连接。 

电子产品的频率没有帮助，但是大自然的有。 



5. 肾上腺素会降低接收能力。 

 进入深层的睡眠，才能够与集体意识连结。 

肾上腺素没有帮助，睡眠有。 



6. 给大脑补充氧气！   

缓慢、深沉、充满整个肺部的呼吸， 

有助于为大脑提供更多氧气和更好的接收效果。   

 

更加注意您的周边视觉。 使用它可以建立更强大的神经通路！   

要建立这些新途径，每天需要均衡的蛋白质、铁和所有B族维生素。 

透过想着“打开头灯”来刺激大脑中的杏仁核。 

要吃对+打开头灯 



7. 感恩、幸福、快乐、嬉戏都会改变你的大脑化学反应， 

足以让你的学习速度提高 10 倍。  

奖励你的成功，如果做不到也不要责备自己。 

 去玩得开心，在游戏中学习！ 

好玩的！ 那个我记得~ 



8. 对于初学者来说，  

心灵感应的声音可以听起来像你自己内心的声音。  

 给它一个月的时间每天练习。   

在一段话还没结束之前，不要停下来检查正在进行的心灵感应

体验。 学会倾听并相信你的身体反应。 

在一段话还没结束之前，不要停下来。 



9. 以正确的心态，接近使用心灵感应的族群， 可以提高你

积极互动的机会。   

如果您只想与特定的人或团体对话，请联系他们。 

注意礼节，且要具体一些。 



10. 心灵感应的规则：  

• 要有礼貌  

• 自我介绍  

• 诚实对待你的意图和言语  

• 不要忘记谢谢和礼貌的再见。   

 

要知道，他们一旦发现您的存在，  

他们会将您将以心灵感应的方式扫描。 

礼仪要谨慎，知道自己会受到扫描。 



期望心电感应在情绪上是压倒性的， 找一些同伴，

记得要接地气而且忠于自己的情绪。 

情绪的波动一定会涌上心头， 
所以最好找些伴。 



学习去相信自己的心电感应，  

然后保持 24/7/365 的连结，它确实会 改变你的生活。 

准备好了吗？ 



如果想认识更多来自 P‘ntl 星球的老师们， 欢迎来

到推特 @sandiawisdom 或是他们的网站,  

www.officialfirstcontact.com. 

 
更多关于本书作者 Su:   

www.suwalker.com. 

 

深切的感谢 T'ni 为我们口述了这门课程。 

http://www.officialfirstcontact.com/
http://www.suwalker.com/


我们希望您喜欢这部教材，  

并将其应用到您的学习中。   

 

最后，留上一句我们族群中常用的告别词： 

 

 “轻松的穿上这一天。 

 Wear your day with ease.”   - T'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