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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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美國新墨西哥
州，阿爾伯克基 Albuquerque 以東的桑迪亞山 Sandia Mountain 一帶的基地。 
 
想必這一番介紹，帶給你很多驚訝，而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我的族群 P'nti、我的星球，還
有我們為什麼在地球上，歡迎訪問我們的網站 officialfirstcontact.com 。 
 

我們在這裡，是要幫助地球上的大家，為「首次公開接觸」Official First Contact 做好準備。 
 
為了讓這個過程順利進行，在 2016 年 6 月，我被賦予了任務協助指導心靈感應，讓你們
（地球人）和我的族群用這種方式來溝通。 心電感應 Telepathy 是這個星系中最常見的交流
方式，而且最容易補足各種不同語言、民族和文化之間的差距。我們與所有其他眾生，也都
是用心電感應在交流。 
 
這本入門書，將帶著您開啟個人的探索旅程，進入一個全新的交流方式。  
這不是在一天、一周或一個月內就能學好的技能，但是可以通過持續的練習和反饋來取得
進步。 

 
就讓我們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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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進入正題之前，先向大家說： 
在此我們並非證明心電感應的存在， 

而是假設您已經接受它存在的這個事實。 

在這邊，我們將心靈感應視為日常的，很正常的事物。 
對我們來說，它是一種技能，就像任何其他技能一樣。 

能力會通過練習和反饋有所進步。 



首先，我們來談談什麼是心靈感應。 

它不僅僅是像電影和電視中講的，
所謂「腦子裡聽見的聲音」。 

心電感應可以讓你感覺到圖像、
情緒、概念和字詞。 



心電感應的內容可以包含
方向、距離等，以及傳送者
的其他具體細節。 

善用自己的長處， 

建立在可行的方法上，能讓學習
心電感應的過程更快速又簡單。 

對的，但是 

「任何可行方法」 

究竟意味著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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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人的學習方法都有所不同。 
有些人透過視覺來記東西， 
有些人靠聽覺， 
也有的人是透過實際操作加強記憶。 

就像初學一件東西， 

如果順著自己最容易的學習方式
來鍛鍊，心電感應也能更容易學會。 



想知道自己的最佳學習方式，就讓我們重返校園！ 



回憶一下教室裡的情景，當你接觸到新知識的時候， 
   

1. 你是透過用「看」的方式學會的？ 

2. 還是透過用「聽」的方式最快記住？ 

3. 或者你是透過「親自動手」把它們學會的呢？ 

4. 還有另一些人，是通過運動和「體驗」實際空間來學習，
例如運動員和舞蹈家。 

1. 視覺學習者 2. 聽覺學習者 3. 動覺學習者 4. 空間學習者 
visual learner auditory learner kinesthetic learner spatial learner 



但是也有可能一個人同時擁有 
一個以上的最佳學習方法， 
所以這邊先一一介紹一下。 



視覺 :  

如果你覺得透過看東西最好學習，

那你就是天生的視覺學習者。 

心電感應的訊息最容易以「圖像」

的方式讓你接收到，你也會傾向以

圖像方式向他人傳播訊息。 



對你來說，心靈感應的提示通常是一種 

會突然想轉頭回去多看一眼的本能。 

周邊視覺 很重要， 

它通常會提供正面視覺 無法提供的資訊， 

因為它有不同的運作機制。 
 

這時候可以多練習使用周邊視覺， 

而且更信任它一些。 

當自己睜開眼睛處於 alpha 狀態時， 

注意那些吸引你的目光, 或視覺上暗示你的東西。 



它是一個腦波自然趨緩的狀態， 
在 alpha 的時候，最有利於接收心的訊息!!! 

什麼是 alpha (阿爾法) 
狀態? 

如何知道自己處於 alpha ？ 

當自己感到些許睡意，有點像在做白日夢，或是時間感消失了的時候。 

在那種彷彿時間靜止的狀態下， 
就會更容易去「注意」讓你忽然想到的事物。 



那些忽然冒出來的想法， 
可能不是憑空想像的隨機小事件。 
處於 alpha 狀態時， 

較能夠讓我們成為自然的心靈感應接收器，
在最需要的時候傳給你重要信息。 

這個之後我們會再介紹一些。 
現在就先回到「學習方式」這個話題吧。 



聽覺： 

如果你用聽的， 

能夠最有效的學習， 

你就是「聽覺學習者」 auditory learner

。 

對你來說， 
聲音和振動會更容易觸發心靈感應。 



你是否常對周圍人說： 
「你聽見了嗎？」「你感覺到了嗎？」 
而卻沒有人發現任何東西？ 

以聽覺為主的心靈感應者， 
可以捕捉到非常微妙的波動變化， 
且區分出來其他人無法分辨的音頻變化。 

如果你經常聽見別人聽不見的， 
或是捕捉到別人感覺不到的波動， 
你就屬於這個類別。 



聽覺學習者有時會不厭其煩的， 
一遍又一遍的聽一些東西， 
為的是聽出細微差別。 

有些人常會用聲音包圍自己， 
彷彿創造一種持續的“白噪音” 屏障。 
這有可能是因為他們平時接收了太～多的音聲訊息， 
下意識的想蓋掉這種聯繫。 



尤其是聆聽自然界反反覆覆的聲音，
真～的可以讓你徜徉在 alpha ！ 

 

 

對你來說， 
聽東西就能讓你進入 
「時間靜止區」 = 心電感應接收範圍。 

順道一提：不少演說者、音樂家、舞台藝術家， 
通常會訓練內在耳朵，讓它們更快感知到獨特的「心音」。 



動覺： 

如果你通過碰觸東西 

學習得最好， 

你就是觸覺或動覺學習者。 

 

任何刺激你的皮膚、 

手指或頭髮的東西， 

都能夠成為誘導。 



動覺學習者經常喜歡把東西拆開， 
看看它們是如何運作的。 

“請勿觸摸” 的標誌，會讓他們感到茫然。 
這種本能的挫折感， 

是因為他們為了完全理解某件事， 
需要親自動手處理它但是被阻擋了。 

在你拿著一個物體、碰觸一個人或一個空間的時候， 
進入 alpha 狀態去尋找那些 
突然冒出來的想法和心靈感覺， 
對你來說比其他人更容易。 



因為他們伸手去接觸其他人或動物， 
動覺心靈感應者通常很善良，具有很強的同理心。 

那種感同身受的心靈感應， 
可以經由手部、頭髮或是全身。 

除此之外， 
他們也最容易感知一個地方的「氣場」。 



空間/運動： 
如果你在活動的時候學得最好， 
就是空間學習者。 
 

 運動員和舞者， 
以及那些「坐不住」的人 
都屬於這一類。 



對你來說，運動是產生心靈感應的關鍵。 
您會需要移動並註意周圍發生的， 

從任何來源的動作。 

• 重複性高的運動 
當你反覆的做同一項運動的時候， 
很容易讓你進入高接收度的  alpha 狀態。 

空間學習者有點像是狩獵採集者， 
傾向以「任何有效的方式」 
使用所～有接收到的訊息。 



事實上， 

大部分的地球人在學習心電感應的時候，
在學習方式和感知能力上， 

都不是「純種」。 

 

大多數人都是以多種方式接收多感官的
訊息，而不僅僅是一種方式。 

 

所以你可以是一個主要以視覺， 

但是加入一些動覺的心靈感應者嗎？ 

 

當然咯！ 



不妨記日記？ 

用一本筆記本，專門記下 

收到的心電感應、做的夢， 

和經歷的超自然場景。 

將它放在方便拿取的地方（例如床頭）， 
把準備好的筆夾在新的空白頁， 
以能夠在黑暗中即時找到， 
不用開燈就能把東西記下來。 

記下夢中能回想起的一切、所有不尋常的經歷，
以及注意所有發送和接收的心靈感應信號。 

所有條目都需要有日期、時間，並包括詳細的描述以及月相。 
 
100 天或更長時間後，回頭看看是否可以開始找到自己的模式。 



接下來，讓我們來談談大腦 

每一天， 

我們都很自然的經歷 
beta (甦醒、警覺) 和 
alpha  (昏昏欲睡) 的
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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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力非常集中 

清醒 

視覺化、瞑想 

深層瞑想、做夢 

深層睡眠 

阿爾法 
 

貝塔 
 

伽瑪 



Beta = 清醒， 

具有清楚的意識。 

它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 

醒著的時候。 

12赫茲以上 



Alpha = 一種較慢的節奏， 

讓您感到輕微的困倦， 

有如白日夢一樣，空曠而永恆。 

 

在這個狀態下， 
更容易接受心電感應，也更準確! 

8 ~ 12赫茲 



我們每天大概經歷 5次  beta - alpha 的切換 : 

● 早晨 - 剛醒來可是還沒有完全清醒的狀態 

 
● 上午 - 有「想再來杯咖啡」 的那種感覺 

 
● 午後 - 吃過午餐後的那種困倦感 

 
● 傍晚 - 再過不久就要入睡的那種，慢下腳步的感覺 

 
● 入睡時分 - 從醒著的狀態進入睡眠 



當你處於這些 alpha 狀態時，注意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 
因為這時你的心靈感應接收要強很多。 
主動選擇讓自己進入alpha的時間越多，就能越快發展心靈感應。 



日常中一些重複性或是不需要用腦的 

「條件反射式」活動 (做家事、處理雜務) ， 

很容易讓我們進入alpha。 

那種能讓我們進到 

「無時間狀態」的藝術創作活動，
像是音樂、繪圖， 
也是絕佳的選擇。 



學習任何新技能都需要定期練習和反饋， 

因為實際上那是在重新建立大腦中的連結。 

 

學習心電感應也不例外。 

想辦法每天至少練習 30 分鐘的心靈感應， 
而且能提供即時的反饋 



那是因為在「好好玩~」的過程中，腦部會產生一種不一樣
的化學物質，促進新的大腦回路更快而且更容易產生。 
這也是為何「在遊戲中學習」那麼有效率！ 

在這當中最棒的，就是練習的過程越~好玩， 
就會進步的越快！ 



練習心電感應的好點子: 
(這裡列舉了一些，但是相信你在讀完之後能夠想到更好的!) 

什麼, 還有作業 ? 
• 當手機響起或是有人留言，在接聽之前，

可以先用「第六感」猜想來電者是誰、他們
的情緒或是內容。 

• 玩老式的紙牌遊戲。 

提前大家同意，透過心靈感應的作弊不僅被
允許而且鼓勵大家多練習 

• 選好玩心靈感應遊戲的日子，全天追蹤自己的準確度。 
看看光是靠心靈感應可以維持多久？ 



還有一個好玩的辦法， 
就是心靈感應版的捉迷藏。  
大人們要注意，孩子們通常非常擅長這個！ 

所有人都要知道，忠於自己的情感是心電感應的關鍵。 
對於那些從小被教導要壓抑自己感覺的人來說，尤其如此。 

經驗上來看，當你從用大腦控制的「認知」cognitive  
切換成用心感受的「意識」conscious， 
心電感應能力會有大大的進步。 



如果你想擅長心靈感應，必須完全接受你所有的情緒。 
因為只有這樣才能讓事情一清二楚。 

男神和女神們， 
都需要找到情感和心靈感應的平衡， 
所以必須同時尊重並擁抱你們 
直覺、創造性、女性化的一面， 
以及堅韌、內在力量和情感上男性化的一面。 



學會像穿一件寬鬆的衣服一樣，「穿上」 
你的心靈感應連接。 
 
意識到你是一個永遠打開的接收器。 
調整讓你的內在耳朵 
有辦法和「後台」的內在聲音起共鳴， 
而且每天能持續越來越久。 

我們建議您每時每刻 24/7/365 都可以進行心靈感應。  
如果因為工作沒有時間投入， 
可能需要一年以上時間學會 。 
但是沒關係，根據自己的日程安排進度就好。 
 
請記住，我們尋求的是進步，不是完美。 
在過程當中難免會犯錯誤，但這只是學習過程的一部分。 



在這邊，我們補充說明另一個對學習心電感應很重要的，
和腦部相關的主題： 

前台和後台思想 

大家都知道，我們可以一邊看書一邊聽音樂。 
其實我們的大腦可以同時完成多項任務。 
 
你可以練習關注在後台運行的那些 
「背景」思緒 background thoughts， 
即那些在腦後彷彿悄悄耳語的一些想法。 
 
給予它們更多的意識， 
就像對待常規的那些想法一樣。 
通過定期練習， 
讓自己有更多機會聽到這些安靜的背景思想。 前景 

中景 

背景 (後台) 



但是要怎麼做到 ?! 

首先，每天盡可能關閉生活中的噪音 
（無論你想如何定義它）。 

從所有人為的音信中暫時離開一下。 
坐下來接受自己內心的平靜。 

開始觀察自己在前台和後台跑動的思緒。 



專注的去嘗試收聽「無線宇宙」。 

 

那是一種象徵性的說法， 

即有一個看不見的世界 
24/7/365 在宇宙中 

無限個頻道上進行廣播。 

 

您所要做的就是去收聽， 

而且可以控制音量和選擇收聽
的電台。 



有一種心靈感應現象具有非常高的準確度...... 
它的準確率非常接近100% 
 
那就是憑著直覺忽然知道一件事 (頓覺 sudden knowing)。 

就像靈光乍現，忽然有個點子或是秒懂的感覺。 

啊，有了！ 
彷彿有人拿一大塊心靈感應的訊息， 
然後出乎意料地把它直接輸入你的大腦， 
你突然就知道了一些甚至沒有想到的事情。 



那就是你個人的心靈感應 
突然讓你抬頭意識到。 

如果收到那種戲劇性的，突然蹦出來的
點子，可以毫不猶豫的根著它採取行動。 
一般事後都不會後悔。 



接下來讓我們談談, 電子產品對心電感應的影響。 

穿過牆壁的線路發出 50 或 60 赫茲的頻率， 

那不是你的大腦和身體的自然節奏。 

地球通常以大約 7.83 赫茲（舒曼共振）運行，
你也是。 



遠離所有人造的雜音和電子產品... 

 
大約30分鐘， 
身體自然會調回
地球母親的頻率，
讓你很自然的 
接收到心電訊息。 
 
 
坐在地上靠著大樹， 
輕輕的呼吸， 
與你周圍所有 
能建立心電感應的連結上。 



如果你是視覺派的， 

用你的眼睛仔細觀察； 

 

如果你的聽覺靈敏， 

用耳朵仔細聆聽。 

 

如果你是動覺的， 

那就通過輕撫大地、風和樹來集中注意力。 

如果你是空間學習者，那就動起來，別坐著不動。 
成為心靈感應版的獵人採集者，踏上你的心靈之路！ 



在做這項練習的時候，記得: 

 

• 身邊沒有任何電子產品 

• 不要大聲說話 

• 注意你的思緒很自然的流往何處 

• 尤其注意在後台跑的那些背景意識 

在 30 分鐘內，您的身體將開始明顯的調

到與大自然一致的波長，因此心靈感應
接收能力將急劇上升。 

與大自然完全一體的時間越長， 
心電感應的能力就會成長的越快。 



在所有對心靈感應能力產生負面影響的激素中， 

腎上腺素 adrenaline（關係到戰鬥或逃跑之類保命的行動）是最不利的。 

那麼，有哪些事物會阻礙心電感應？ 

驚慌 

稅務 

商業危機 

滿足期望 

霸凌 

過勞 

欠款 紛爭 

截止日期 

抵押 

壓力 

錯誤的氣場 

熬夜 

恐嚇 
缺乏領導 



腎上腺素是為了在極端情況下緊急調用， 
而不是讓它一整天都在那裡！ 
所以建議只在非常需要的時候使用它。 

以下方法可以降低腎上腺素： 

• 積極的告訴自己： 
平常多作為一個觀察者、傾聽者的角色。思考多於言行。 
 
• 盡可能整理你的日程安排。 

 
• 對不重要的小事說不。 



• KISS (keep it simple stupid) - 讓事情盡量簡單 

... 如果需要，再加點
巧克力! 



• 打理生活空間。 

雜亂的空間會讓精神難以安定， 

所以盡量保持整潔！ 

• 意識著在生活中增添更多的喜悅， 
提高體內的安多芬（內啡肽 endorphin）。  
讓保持開心成為首要任務！ 

還記得上次是什麼時候，你笑得那~麼開心，
幾乎眼淚都掉下來了！ 



在每晚的睡眠中，
你會度過幾個階段。 
深層 delta（入夢 
REM快速眼動）睡眠，
讓您每晚通過心靈
感應進入「集體意
識」。 

接下來，談談「睡眠」和心電感應的關係。 



睡眠是必須的，用來維持身心和情緒健康。 
失眠超過100小時，腦部就會招架不住。 

我們也建議盡量從枕邊移開電子產品。 

除此之外，還有哪些可以從生理上 
幫助鍛鍊心電感應的？ 



「氧氣」是不可或缺的。 
當大腦有足夠的氧氣時， 
心靈感應才會運行的好。 

深呼吸～ 把氧氣吸入整個肺部送達全身。 
運動、大笑、唱歌、自然的興奮，也是補充氧氣的好方法。 
給大腦輸入大量氧氣時， 
你會產生安多芬（內啡肽=快樂激素），讓學習心靈感應更快、更輕鬆。 

大腦需要適量的氧氣來進行心靈感應， 
所以飲食中需要「鐵」來製造血紅蛋白攜帶氧氣。 



維他命（維生素）B 
 
你的大腦是神經系統的一部分。  

它需要所有的 B 族維生素 

來保持健康。 

 

如果您是素食主義者， 
每天更需要多留意這些營養： 

 

葵花籽、營養酵母、鱷梨（牛油果）、康普茶、 菠菜 

硫胺素 (B1), 核黃素 (B2), 菸酸 (B3),  
泛酸 (B5), 吡哆醇 (B6),  
生物素 (B7), 葉酸 (B9), 鈷胺素 (B12)  



「松果體」 pineal gland 
一直被認為是直覺的中心。 

它位於大腦中心的深處。 

松果體 

垂體 
但是不僅是這麼簡單。 
心靈感應的連接通過杏仁核 （杏仁體）
amygdala 與你的情緒聯繫起來， 
杏仁核是大腦 
海馬迴 hippocampus 的一部分。 

海馬迴 
(海馬體) 



海馬迴 hippocampus 看起來像一隻馬蹄鐵，開口端朝前。 

在每一端都有杏仁狀的結構，稱為杏仁核amygdala ， 

像兩個小前燈一樣指向前方。 

“打開頭燈！” 
 
閉上眼睛，想像把更多的血液輸送到 
大腦中的這些結構， 
它們就會獲得更多氧氣…… 
就會更有效率的完成工作。 

這時候，你會感覺到一股情緒波在內心升起。 
這個是正常的。 
讓它以正確的方式浮出水面。 



好了，講了夠多的腦科學， 
接下來說一點「好玩」的！ 

如果想以10倍速度進步， 
就要讓學習過程很～好玩！ 

找那些能讓你開心的， 
讓你愛上學習！ 

可是也別忘記做功課唷～ 



如果希望與夥伴一起練習，對方要是您熟悉的人， 
這樣才能更容易讓它在一開始就成功。 

紙牌遊戲，是最有效又簡單的方法之一。 

看看你是否能知道他們看到的圖像， 
以及他們在想什麼。 
鼓勵這種互動方式， 
讓心靈感應的學習進步更快。 



可是就算沒有馬上成功，也不要太為難自己。 

就把它看作像是從鴨子身上甩出去的水就好。 

給自己的成功一些獎勵！ 

太過於苛求自己，會減慢學習速度。 
所以不要期望自己完美， 
要知道不犯錯才是更奇怪的。 

繼續練習並獎勵積極的一面。 每天記錄你的進步。 



這邊我們再次將話題轉移到一個， 

許多心靈感應的初學者常見的問題……
尤其在開始練習的第一個月。 

? 
• 我真的聽到了心靈感應的聲音嗎？ 
還是那是我編造的？ 

一開始，有些人說，他們在彷彿聽見自己內在的聲音。 
這並不罕見，而且這個現象造成不少人懷疑自己的做法是否正確。 



如果我們這樣解釋它也許會有意義： 

想要學好音高的音樂家， 

他們透過訓練耳朵識別特定音符， 

例如判別它是升 F 還是降 B。 

這就像從心靈上去認識一個不同的人一樣。 
你正在建立新的神經迴路，去識別獨特的信號波。 



相信這個過程，投入時間，它會變得更容易。 
通過不斷練習，您將學會更快地識別獨特的心靈感應波。 

如果每天練習30分鐘，通常需要一個月左右。 



你如何知道那些不是自己編造的？ 

記下那些字詞、概念和圖像。 

 

 

你是否在獲知你之前沒有的知識？ 

傳遞的資訊流，是否和往常你所想和感覺的方式有所不同？ 



分析心靈感應交流的內容， 

可以讓你判斷你是自己在插入
信息，還是在接收自己以外的
人發出來的訊號。 

但是，如果你正在接受訊息，千萬就不要停下來分析！ 



允許心電感應的訊息流， 

自然的結束整個過程。 

有耐心的確保自己完整的接收
所有內容。 

保持在接收的狀態， 
直至對方說完所有內容。 

在對方傳話完以後，還會有很多時間來分析剛才的
心靈感應體驗，所以絕對不要在途中打斷它！ 
否則你有可能就那樣找不回來。 



我們還建議您，觀察在心靈感應體驗的過程當中，
身體通常會如何反應： 

例如你從頭部的哪個部位 
接收到那些聲音或圖像？  
是在頭骨裡面嗎？ 還是後面？前面？ 
 讓它更具體一些。 

你的腹腔會有緊張感嗎？ 



是否感覺到胸部或心臟的區域有任何變化？ 

有沒有哪裡被情緒脈衝擊中的感覺？ 

 

還是有起雞皮疙瘩的反應？ 

頭髮呢？ 
或是手臂和脖子後方有沒有任何反應？ 
 

你有沒有發現一種自己獨有的、完全不
同的身體反應？ 



好，那麼接下來我們教大家: 

如何用心電感應問問題？ 

了解你的身體將會如何反應， 
會讓你對自己更加信任， 
而且在下一次建立心電連結的時候更有方法。 



想像你坐在森林裡， 
通過心靈感應提出一個開放式問題， 
老實說，你不知道誰會過來接聽。 
 

你不知道那會是森林裡的樹精、外星人、
多次元的存在，還是你親人的靈魂。 

是在呼喚我嗎？ 

如果沒有向特定的人發送問題， 
任何人都有可能回應， 
因為這是公平的遊戲。 



如果你想與一個特定的族群交談， 

例如 Sasquatch （俗稱：大腳怪、野人）， 

你需要通過心靈感應 

將他們作為一個集體群體來稱呼他們，
或詢問一個特定的個人。 

 

當您向特定的人提出 

心靈感應問題時，每個人都可以決定 

他們是否願意回答您。 

不能強迫他們。 



一般來說，心靈感應連接的宇宙
把你當作成年人對待。 

但是就像生活中大多數場合一樣， 
禮貌、真誠、發自內心的提出問題， 
一般都會更快得到注意和回應。 
 
充滿善意的思考和行動， 
可以提高互動的機會。 

它似乎是這樣運作的，即當你準備好提出問題時，

你已經準備好接受答案，但你還是必須問。 



獲得訊號和心靈感應的規則 
 
你怎麼知道自己是否被傳送訊號？ 

如果你的訊號， 
是來自一個心電感應的初學者（地球人） 
它可能會比較微弱和模糊。 
經年觀察我們發現這些初學者的訊號， 
有以下特徵： 



• 通常，你會突然想到某人， 

他們出現在你的背景（後台）意識。 

他們似乎“無緣無故”地浮現在腦海中。 

 

• 你可能會經歷前述的生理反應。 

• 你可能會發現自己突然想讓周圍的噪音安靜下來，
就好像你需要再聽一遍你以為你開始聽到的東西。 
 

• 你甚至可能舉起手來想辦法蓋住周圍的噪音，以便
感覺得更清楚。 



• 你可能會發現自己突然轉身看和聽。 

身體會首先反應。 心靈感應可能會或不會帶有與傳送者相關的，方
向和距離等信息。 

• 您可能會感覺到，突然間好像有誰在給你打招呼問候， 
並且彷彿有誰在場。生理上，你可能會有“抬起頭來”的反應。 

• 您可能會突然本能地想去聯繫一個人，
或者一直惦記著一個人。 



• 其中也可能包括事件而不是特定的人， 

並且那種波動的感覺就像某種力量在震顫。 



那麼地球人傳送的心電波動， 

和在這方面強大的宇宙族群
所傳送的差在哪裡？ 



如果您的第一次心靈感應體驗， 
來自一個主要 就是透過這種方式交流的族群， 
您將毫不懷疑有人在與您交談。 

一個清晰 的心靈感應信息流， 
會突然出現在你的腦海中， 
而且你會十分清楚的知道這不是來自你本身。 
 
你會知道有人正在和你說話！ 



一開始你可能不知道發信人是誰。  

他們可能沒有允許您立即看到它們。 

 

你的心靈感應脈衝可能會或不會帶有方向、距離或名稱。 

並非所有心靈感應的人都會提供他們的身份或位置，直
到他們更加信任你。 

我們建議您， 
以禮貌和尊重的態度 
來與那些宇宙族群的人們， 
進行心靈感應對話。 



如果他們的心靈感應非常清晰， 

那麼您很可能在與一個比自己的族群更
古老、更先進的人們打交道。 

所以需要非常謹慎的對待。 

在宇宙的公共場合，以心靈感應為主的文化， 

往往非常注重社會禮節，當他們在團隊中工作，以
任務為導向時，這些規則會被嚴格遵守。 



但是，就像地球上也有各種不同的文化一樣， 

宇宙中的社會也都各自獨特。 

因此會建議詢問他們的規則，並了解他們的文化規範。 

私下，好朋友一般以更輕鬆的方式交談，
就像一起出去玩的時候那樣。 

換句話說，就是詢問是否可以討論某個
主題，以及如何討論它。  
努力學習和了解對方的風俗習慣。 



當你第一次接觸一個， 
主要溝通是以心電感應的族群成員， 
你的言行和思考， 
要像拜訪老奶奶家那樣嚴謹、周到。 

當你拜訪長輩時， 

你曉得自己需要表現出最有禮貌的
舉止， 
尊重他們、他們的家和他們的東西。 
 
這些正確的行動， 
將會透過心電感應受到 
對方族群的觀察和評估。 



記得，要注意並控制你的想法。 
 
當你在他們的空間... 
 
你將被傳送心靈感應訊號和探測！ 



心靈感應的規範： 
 
與一個用心靈感應溝通的族群，開展第一次接觸 



首先以介紹自己來開啟對話。 
介紹你希望被稱為什麼。盡量讓事情簡單一些。 

如果他們想多認識你一下， 

他們會詢問更多關於你和你的背景。 

 

你的思考過程需要非常帶有尊重， 

就好像你的祖母在你的腦海裡傾聽一樣。 

這並不像聽起來那麼容易，需要一些練習。 

帶著敬意，用一句話簡潔、清楚、誠懇的描述你的意圖。 
如果想要跳過這個步驟，那麼和對方保持聯繫機會將減少。 
因為他們會懷疑，你為什麼在這？ 



記得，懂心電感應的族群， 

他們所聯繫的不只是你的大腦和想的
東西，更有你的意圖和內心。 

 

你需要能夠解釋自己的行動和想法。 
 

他們想知道你為什麼會這樣想， 

為什麼會這樣問他們問題。 



請記住，一旦建立了心靈感應連接， 

當您處於右腦接收模式時， 

不要暫停而進行左腦邏輯分析對話內容。 

 

您可能會失去連接並且無法恢復。 

跳出邏輯上「我現在必須弄清楚」的思維， 
讓頭腦和內心一起傾聽。 
 
稍後你會有很～的時間去分析、推敲整個體驗。 



一旦在心靈感應上建立連接， 
保持這種狀態直到對話結束。 
 
這不僅有禮貌， 
如果您不想中斷與發信人的既定聯繫， 
想將連結一直保持到對話結束， 
這一點至關重要。 

但是即使您十分禮貌的介紹自己， 
也不能保證您提出的任何心靈感應問題 
都會得到您所期望的那個人的回答。 



如果您希望將來繼續與他們保持聯繫，請告訴他們。 

 

直到下一回見。 

他們有可能會把一些東西當作「不關我的事」。 
所以注意，哪些是他們回答，哪些是不回答的。 

一旦對話結束，請務必感謝與您交談的
對象，並向他們道別。 



建立心電感應的

步驟簡介： 

 

自我介紹 

用意 

尊重 

對話 

感謝 



這邊簡單介紹一下，第一次開啟心靈對話時的基本規則： 

你好！ 我的名字是 ，我來到這裡只是為了通過心靈感應與你交談。 ←- 自我介紹 

我在這裡，是因為我想更了解你和你的族群。 ←- 明確誠實的意圖 

心靈感應對我來說是新的，但我想正確地學習它。 ←-渴望學習 

如果我犯了錯誤，請原諒我。 ←-謙虛 

我可以告訴你一些關於我的事情，並問你一些問題嗎？ ←-禮貌詢問 

謝謝你與我分享。 ←- 禮貌的再見 



如果和同一個個體對話過很多次， 

就會顯得比較放鬆，一些族群會覺得不需要那麼嚴肅 

(例如森林中的 Sasquatch 和 P’nti 族群) 



另外，我們需要說一點關於心靈感應
引起的情緒波瀾。 

它一定會發生！ 

大約 98% 的地球人們， 
在第一次經歷重大的心靈接觸後， 
身心都會感到彷彿招架不住。 
 
在你經歷了一次大的心靈感應，或保持聯繫的時間比平時更長之後， 
可能會有一種不知所措的感覺，彷彿被砸了一噸的磚那樣。 



當你自己開始意識到， 
圍繞你的心靈感應和多維世界是多麼巨大， 
開始意識到你從來都不知道的存在， 
和你現在正在踏進的世界到底有多大時...... .你確實會不知所措。 
 
拿一整包舒潔，去call那些心之友吧~ 

我們知道，有很多在身心和靈魂上， 
都需要聯繫和理解的東西。 



但是你也已經撐到現在了啊！ 
 
想想一年後的你， 
一定會有更強大的心電溝通能力， 
但是也會有那些令你 
感到心靈上十分疲憊的時候。 

所以不需要一次想去掌握所有東西， 
每次專注在一件事就好。 



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這只是剛開始而已。 

今天，就停下來深呼吸，整頓好準備跨出去第一步吧！ 



宇宙知道你的限度，不會加載你無法承受的重量！ 



我們希望你讓自己的情緒
浮出水面！ 
 

不要壓抑它們。 這是一個練習情
感忠誠度的機會。 

 

學著把它釋放出來，讓它成長～ 



請記住，心靈感應是在情感載波上運行的。 

 

如果您沒有先了解自己， 

就無法期望在情感上真正了解另一個人。 

 

 

 

因此就算被情緒波壓到， 
也不要放棄自己的力量， 
仔細觀察和識別對方。 



別忽略了你與生俱來的能力，
即知道什麼是真的，什麼不是。 
 
盡可能觀察周圍的一切。 



如果想要抖去情緒上的波折， 
可以動手去做一些實用而乏味的雜務，像是洗衣服之類。 

確實，做一些日常的、不需要動腦的實務，
能幫助你更接地氣！ 



以最適合你的方式， 
在身心靈上放鬆～ 
 
記得，這才是剛起步而已， 
就像小孩學走路一樣， 
去適應一個所有人事物都連接在一起
的全新世界。 

了解新的日常，需要花些時間。 

 

深呼吸、放鬆，以自己的方式前進。 



你沒有受任何傷。 

只是當你正在學習這個大的新事物， 

有時大腦需要一兩天的時間去調適， 

 然後在新的狀態下再次開始運行。 

這個過程我們這樣比喻： 
 
 盡量吸收、學習新知， 
直到你的大腦感覺像半固體的果凍， 
然後進入睡眠狀態，它就會開始調整。 

在你醒來之前，你會感覺已經恢復正常， 
只不過多了一點東西。 

但假設一開始就 
不是正常的呢？ 



要知道，學習心電感應這類話題， 

（以目前地球的狀態來看） 

不是能夠和每個人暢談的， 

因為很多人會不明白。 

從我們的經驗上來看， 
建立自己的互助網， 
對學習速度的提升相當有幫助。 
 
至少，找一個能夠討論這個話題的同伴， 
談談你的特殊經歷，和真實的情緒。 
經常找對方談，建立互信。 



你想改善心靈感應的能力， 

這個決定很快就會成為你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比你想像的要大得多。 

不要嘗試自己一個人踏上這個心靈感應之旅， 
它會減慢你的學習速度。 

去找自己的部落吧 



當你有個可以聯繫的人， 

跟他們說：“我發生了這件奇怪的事情......
你有時間一起談談嗎？”  

這將幫助您保持更大的平衡。 

相信我們，你還不知道這條路會帶你走向何方， 
所以我們十分建議你去找自己的同伴。 



不要讓這聽起來過於戲劇化， 

你每天在心靈感應上的進步， 

將比你曾經選擇學習的任何東西更能改變你。 

 

 

練習讓一隻腳踏入另一個世界， 

然後在心靈世界中， 

把這一天像件寬鬆衣服一樣的穿起來。 

 --- Reverend White Otter (“白獺” 教士) 

 

 

 



過去的你，只不過像錨一樣， 

被深鑿在你所知道的物質世界中。 

 

所以現在就把你的另一隻腳， 

放進看不見的那個世界裡， 

讓每個人和一切，都在心靈感應上相互聯繫。 

在現實中，你仍然有需要照顧的日常事物，
每天實際的日常生活。 
例如還有賬單要付，要洗衣服，要吃飯。  
那是一個世界。 



那個世界對你來說是一個全新的、不同的景觀， 
你需要時間、反複試驗和反饋， 
甚至開始創建一個準確的體驗地圖。 

從現在開始， 
讓一隻腳走在物質世界，另一隻腳走在看不見的世界中。 
在可以舒適地讓一切保持平衡之前， 
您需要練習，而且一段比一段久。 



如果你抽出時間，在某個時間點，
它真的會改變你對這一切的思考
和理解方式。 



今天就開始你的日記吧。 

 

每天至少記下一條。 

 

在 100 天和 1000 天結束時， 

返回那些條目並評估您的經驗，
哪些有效哪些沒有。 



好，到這裡為止，我們提供你學習心電感應的基本功。 
讓我們再簡單回顧一下： 

總結 



1. 重視自己心靈感應能力的提升。 
 建立在過去對你有用的，多感官的感知基礎上。  
開始記錄心靈感應體驗、夢和不尋常的事件。 

每天記日記 



2. 進入自然的 alpha （阿爾法）節奏， 

將為您提供更多日常機會來練習接收的能力。 

每天練習心靈感應至少 30 分鐘， 

一直到 24/7/365 天每時每刻有意識地連接。 

練習每天讓自己進入 alpha 至少30分鐘 



3. 傾聽您的“隨機背景思想”，並將它們視為與處理前景思想
一樣重要。 

放慢腳步，更頻繁更詳細地觀察。  

相信突然的直覺，不要害怕採取行動。 練習耐心。 

背景思想、突然的直覺、耐心 



4. 每天遠離一切電子產品 30-60 分鐘。  

尋找大自然的頻率。 學會快速融入它並深入連接。 

電子產品的頻率沒有幫助，但是大自然的有。 



5. 腎上腺素會降低接收能力。 
進入深層的睡眠，才能夠與「集體意識」連結。 

腎上腺素沒有幫助，睡眠有。 



6. 給大腦補充氧氣！  

緩慢、深沉、充滿整個肺部的呼吸， 

有助於為大腦提供更多氧氣和更好的接收效果。  

更加註意您的周邊視覺。 使用它可以建立更強大的神經通路！  

要建立這些新途徑，每天需要均衡的蛋白質、鐵和所有 B 族維生素。 
透過想著“打開頭燈”來刺激大腦中的杏仁核。 

要吃對 + 打開頭燈 



7. 感恩、幸福、快樂、嬉戲都會改變你的大腦化學反應， 

足以讓你的學習速度提高 10 倍。 

獎勵你的成功，如果做不到也不要責備自己。 

去玩得開心，在遊戲中學習！ 

好玩的！那個我記得～ 



8. 對於初學者來說， 
心靈感應的聲音可以聽起來像你自己內心的聲音。  
給它一個月的時間每天練習。  
在一段話還沒結束之前，不要停下來檢查正在進行的心靈感應
體驗。 學會傾聽並相信你的身體反應。 

在一段話還沒結束之前，不要停下來。 



9. 以正確的心態，接近使用心靈感應的族群， 
可以提高你積極互動的機會。  
如果您只想與特定的人或團體對話，請聯繫他們。 

注意禮節，且要具體一些。 



10. 心靈感應的規則: 
 要有禮貌 
 自我介紹 
 誠實對待你的意圖和言語 
 不要忘記謝謝和禮貌的再見。 
 
要知道，他們一旦發現您的存在， 
他們會將您將以心靈感應的方式掃描。 

禮儀要謹慎，知道自己會受到掃描。 



期望心電感應在情緒上是壓倒性的， 
找一些同伴，記得要接地氣而且忠於自己的情緒。 

情緒的波動一定會湧上心頭， 

所以最好找些伴。 



學習去相信自己的心電感應， 
然後保持 24/7/365 的連結，它確實會 改變你的生活。 

準備好了嗎？ 



如果想認識更多來自 P’ntl 星球的老師們， 

歡迎來到推特 @sandiawisdom 或是他們的網站,  

www.officialfirstcontact.com. 

 
更多關於本書作者 Su:   

www.suwalker.com. 

 

深切的感謝 T'ni 為我們口述了這門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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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您喜歡這部教材， 

並將其應用到您的學習中。 

 

最後，留上一句我們族群中常用的告別詞： 

 

“輕鬆的穿上這一天。 

Wear your day with ease.” - T'n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