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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與成長 ─ 從迎接靛藍/新小孩看台灣教育的現況與願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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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ril 13, 2015 
 

主持人開場介紹 01-25-2014 
張艾如老師現在是自行開業的心理治療所院長，她曾是國防醫學院醫學系專任講

師、三軍總醫院精神醫學部臨床心理室負責人，也同時在國立空中大學、國立台

灣師範大學、台北教育大學等擔任兼任講師多年，學經歷非常豐富；她今天帶來

一個很特別的主題，是「從迎接靛藍/新小孩來看臺灣的教育現況跟願景」，除了

「靛藍/新小孩」對我們而言是新的名詞外，相信老師也將從「心理學」的知識

中，讓我們學習到超脫上一代教養孩子的方式，因而透過一代代傳承到整個社

會，讓教養的風氣都能跟得上時代，相信這是我們每個人都需要不斷去學習的課

題。接下來，我們掌聲歡迎張老師。  
………………………………………………………………………………………….. 
 
主講人新撰文稿 04-13-2015 
各位會員午安，謝謝你們在這麼美好的天氣，一起來關心教育相關的議題，也謝

謝朱老師與「中華身心靈促健會」三度邀請我前來與大家分享實務經驗與心得。

相信大部份聽過我演講的會員，都已經知道在我 20 年醫療工作生涯中的後 15
年，我的專長是於精神醫學界與臨床心理學界中，全心投入鑽研關於「多重人格」

解離議題的領域，這批被醫界視為基因正常、童年傷痕累累長大的特殊個案，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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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了我生命的真實相，果真是遠遠超乎目前醫學與科學「身-心」照顧的訓練範

疇，於是十幾年來我邊以心理學的專業協助他們、邊虛心受教於他們「以生命的

痛教導我們的事」，重新認識「人」、了解生命為什麼會有「解離」現象，進而於

開業後的 6 年內赫然發現另一批 －「靛藍/新小孩 Indigo Children」【註 1】，

於是更讓我加強投注心力於從「教育」的角度著手，帶領大家從嶄新的概念守護

心靈、照顧生命。 

 
從「解離/多重人格」到「葡萄理論」 
從我個人 15 年多重人格評估與治療實務經驗，以及多年來於國際與國內學術會

議上提出與大力推廣的「葡萄理論」(張, 2009-2015) 身-心-靈健康模式【圖一】

中，可以清楚對比精神分析學派大師 Freud 「冰山理論」意識、潛意識與「本我、

自我、超我」人格結構理論的闡述，進而精緻化說明人的確是多元意識所組成的。

讓我們回頭想想東方人老祖先早就懂得的三魂七魄、元神等「靈性」角度，仔細

思考「身-心-靈」全人生命觀的意涵，便不難理解生命是由「多元靈體」與「一

個肉體」所組成，「靈體」是意識本體、以不可見光形式存在的能量體，因此以

「一串葡萄」說明「整合的我」，一顆顆「小葡萄」便是帶記憶的靈體意識、貯

存累積的情緒能量，負責「理性/意識層面」與「感性/潛意識層面」以及「高智

慧/潛意識層面」不同功能；若童年嚴重受創，長期下來將會因之後的壓力事件，

有機會讓負向情緒能量滿載而導致「解離」－ 於是「沒掉的葡萄」形成每個人

的「人格特質」、「掉了的葡萄」便被視為「人格/不同的我」－ 這個部份就是透

過 15 年來「多重人格」的衡鑑與治療實務經驗，以及不斷交叉驗證累積綜整而

得。因此「葡萄理論」不只可以成為解釋解離與多重人格形成的「心理病理」機

制，還可以讓我們體悟每個人的生命真實相，回歸需同步注重「靈體 (不可見光

/非實相體)」與「肉體 (可見光/實相體)」生命內部「磁場能量平衡」的重要性，

更得以因治本而落實「身-心-靈」全人健康模式預防與治療的人性化關懷歷程。

 
【圖一】「葡萄理論」(張, 2009-2015) 與 Freud 「冰山理論」對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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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葡萄理論」到「靛藍/新小孩」 
在心中構思「葡萄理論」概念且於演講中推廣多年之後，也就是我離開醫學中心

獨立開業之後，開始有多重人格 (我喜歡稱他們為「心靈家族」個案) 的高智慧

靈體/意識/葡萄/人格出來和我對話，不再是過往常聽的「感性面小葡萄」創傷記

憶，讓我可以協助他們走出創傷的內容，而是開始和我談論生命的本質、靈性層

次、甚至是宇宙大自然 － 顯然這些高智慧貯存的知識庫與一般人的「紫葡萄」

是不同的，我稱他們是具有「白葡萄」【圖二】高智慧的一群，原來他們懂得這

麼多身為知識份子、自稱專業的我們所不懂的生命層次！這使得最初提「葡萄理

論」只用來描述「人本就是多元組成的」，以及「人格特質」和「人格」的本質

相同，開始轉而體悟到結合「靈」於「身-心」的全人觀念，更進一步得以看懂

生命。在我 15 年來接案的心靈家族個案中，赫然發現原來他們大量是這批具有

「白葡萄」知識庫高階靈體生命的「靛藍/新小孩」！ 

 

【圖二】(網路截圖) 這批「靛藍/新小孩」 擁有高智慧「白葡萄」，呈現出不

一樣的高知識庫與性格特質 
 
依據印度人「七脈輪」【註 2】能量場的概念，每個人都有相對應於身體不同部

位七個「非實相」的能量聚集點，不同能量反映出的色系不同，愈是冷色系、愈

是形而上學/精神層面運作的能量場，而這批孩子正是這種「天生開啟心輪以上

能量場」的生命狀態，因而得名「靛藍/新小孩」【圖三】！ 原來因為他們「先

天」特質不同、懂生命靈性與目的、以及宇宙能量，但從小卻因此被身為多數的

我們視為生活中的異類，加上在「後天」受創成長環境中成為創傷形成的不利因

素，於是「先天不同、後天創傷」造成了「葡萄散落」的人格解離。還好因為現

代社會「少子化」的現象，父母親相對教養態度開明、對孩子也較疼愛有加 (甚
至還可能有令人擔憂的過度寵溺現象，阻礙了孩子自律與獨立成長的機會，非常

不樂見！)，所以普遍 20 歲以下的「靛藍/新小孩」在較少受創成長背景下，葡萄

組成不會散落，卻會因為長期找不到同類、覺得連父母親或家人都不了解我，於

是一路孤單寂寞、苦悶長大【註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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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網路截圖) 「靛藍/新小孩」具有大量「七脈輪」中「心輪」以上冷色

系能量場，因而命名 

 
宛如「鶴立雞群」的孤鶴 
由於他們先天有太多特性不同、不被了解，因而大量被誤解為「怪咖」，甚至被

當成「病人」對待，我稱他們是「鶴立雞群」中的「鶴」【圖四】，不是原成語

中指稱的與眾不同之佼佼者，而是孤單寂寞、可能被排擠的「怪雞」！事實上並

沒有人故意這樣誤解他們的，然而因二種動物習性/特性不同、邏輯不同，造成

他們在「少數服從多數」的生活潛規則中受到傷害卻是常見的事實，那是因為身

為多數的我們從來不知道已然有不一樣的生命誕生，不小心就將他們與一般人不

同的特性或行為表現視為「症狀」，多個症狀便形成某種「疾病診斷」，加上他

們後天苦悶、受傷而產生不適應的情形，甚至功能受損，便更加符合我們對於「疾

病」的定義了。因此在教育環境中，這批孩子便容易在團體中被凸顯出來，明顯

與一般人格格不入，如果他們又因想法不同而有太多特立獨行的表現，就容易被

當成班上或團體中最奇怪、最難搞的一批孩子，因而出現在輔導或特教名單之

中，而家長們又容易依學校反映的狀況而加入誤解他們的行列，一旦被建議就醫

之後，就不難理解他們高比例會被診斷為過動、注意力集中不全、自閉、亞斯柏

格、學習障礙、選擇性緘默症等等「非典型」診斷【註 4】的高關懷孩子。所以

我才會在每年 200 多場受邀演講中，提醒大家注意身邊這批可能是「漂亮的鶴」

而不該被當成是「生病的雞」的孩子，他們就算不是「鶴」，也可能是「白鷺絲」

或「黑面琵鷺」，無論如何都與不會飛的「雞」特性是不同的，不該將其飛行本

能當成是「過動」現象或是得了「幻想」症狀，其實他們都是「正常的鶴」啊！

他們只是宛如新移民的外國人，需要有貴人相助、協助他們適應這個國度的風土

民情與社會規則；他們更像「醜小鴨變天鵝」的那隻「鵝」，在沒有貴人協助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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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的前提下，只會愈長大愈呈現出與群體的差異性以及自我原始樣貌，更容易因

格格不入而被當孤傲的那批 － 這點則是與傳統的新移民者住愈久、愈適應這個

環境是不同的。 

 

 
 
 
 
 
 
 
 
 
 
 
 
【圖四】(網路截圖) 這批「靛藍/新小孩」一如「鶴立雞群」中的「鶴」(張, 2011)，

容易因不被了解而被當成「怪雞」或「病雞」 

 
 
靛藍/新小孩/鶴的特質：行為、能力、個性、體質、生命觀 
那麼「靛藍/新小孩」(鶴)有哪些與眾不同的特性呢？我們從以下幾個方向來談： 

一.【外顯行為】－ 他們呈現出愈來愈有主見、好發問/有話直說、能量過高、

坐不住、靜不下心、超恍神/停格、聽不懂彼此的「言下之意」有時又深具「說

服力」、不拘小節/隨性/慢郎中、做事與講話跳 tone、常沈浸於自己感興趣的

事物而不跟著團體活動的步調進行 (容易被解讀為「我行我素」)、注重自我

形象卻又明顯環境紊亂 …。 

二.【能力】－ 天賦異秉 (高比例為藝術美學、音樂、體育等術科能力，相對高

度運用右腦「區塊式/圖像」邏輯)、聰明絕頂卻又不一定反映在課業表現上 

(是「為不為」而不是「能不能」的意義問題)、難易相反 (具超齡思維、卻

又生活智能低)、左右難分 (不擅長辨認方向、卻又到得了目的地)、不擅長語

言表達與詞彙 (相對低度運用左腦「線性/語言文字」邏輯)、直覺強 (更甚

者具「心電感應」與「預知未來」能力) …。 

三.【個性】－ 極端或多樣化的個性 (平時面無表情、有時又自在活潑地呈現「鶴

式幽默與搞笑」)、相對自信而不焦慮 (「自我感覺超良好」卻容易被解讀為

「自以為是/高傲」)、熱情卻又冷漠、固執/有主見卻又隨性、高自尊 (不輕

易求助他人) 卻又高挫折 (容易被解讀為「眼高手低」)、有時表達直接 (「率

真」而被當「白目」、「請問」卻容易因口氣直接而被誤解為「質問」)、無法

說謊、天真單純且無害人之心、好奇/好發問與探索 (容易被解讀為「找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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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時卻又沈默不語、重承諾、常感孤單卻又需要獨處的空間、重隱私而不愛

談八卦、自律/有效率過生活卻不喜歡寫作業與功課 (心理需求順位與一般人

不同) …。 
四.【體質】－ 不怕冷也不怕熱、五官覺不同、復原力強、高感知力、能量場大 

(容易干擾電器/東西易壞、消磁作用)、高度過敏體質 (從小常有檢查不出病

因的症狀與不舒服)、身體動作不太協調 (高階白葡萄靈體能量場太高，與原

本屬於紫葡萄靈體能量場的肉體頻率不合)、晚上難入睡、早上難醒來 …。 
五.【生命觀】－ 人人生而平等 (沒有尊卑/親疏遠近之別)、每個人都要為自己

的生命負責、凡事都要有意義、對不公不義難以忍受 (常是「公親變事主」

的正義使者)、心地善良地主動關懷弱勢、充滿愛的能量、相對注重「大眾利

益」勝過「個人利益」、懂多維世界 (4D 以上「時空」與「次元」【註 5】)、
懂靈性生命層次、在乎宇宙生命意義 (因而上課常感無聊) … 。 

 
經過上述特質的羅列與綜整，是不是也讓大家在腦海中浮現出自己的某個孩子、

或團體中某些孩子就有著這些與眾不同的特質？他們真的只是思考邏輯與模式

與我們不同，卻因行為表現讓人摸不著頭緒，常常被誤當成不乖、作怪，長期被

誤解/不被了解、甚至被處罰而情緒反彈形成困擾，之後又會被我們指稱為脾氣

易怒爆躁，不斷處於「惡性循環」的困境中【圖五】，是不是想來相當心疼與不

捨？我們雖然知道「天生我材必有用」的道理、知道需要修正「唯有讀書高」「升

學第一」 的觀念，但事實上在現階段的教育環境中，仍尚難落實真正的「因材

施教」，甚至在傳統「尊師重道」的禮教思維下，他們的特質更容易被誤解為不

禮貌、找碴、挑釁老師，其實他們真的極需要有懂他們的貴人，教導他們認識自

己、學習「做自己」(不會「我行我素」)、又可以適應這個環境！ 相信我們可

以因了解他們、不再輕易誤解與傷害他們、轉而疼惜他們、協助他們「展翅高飛」。 
 
 
 
 
 
 
 
 
 
 
 
 
 

【圖五】(網路截圖) 相信我們可以不再輕易誤解、傷害他們，而能疼惜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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靛藍/新小孩/鶴為何而來？任務為何？ 
由於當今以醫學和科學為學術典範 (paradigm) 的年代，除了高等純理論物理學

之外，一般都未能理解我們其實是「多元靈體與一個肉體」組成的，以及存在於

多維宇宙 (包含「平行宇宙」)中，所以在醫學科學的架構下看待生命，便未能

洞悉原來人的高智慧紫葡萄靈體是可以穿梭時空/次元的，所以每個人多少都有

「似曾相識/既識感」或「預知未來的夢」的經驗，遑論具「白葡萄」高智慧靈

體的鶴因擁有更高能量場的靈體意識，因而更容易有足夠的能量穿梭於不同時空

與次元，連結高頻率不可見光能量場的生活經驗與高階知識庫訊息，宛如直接接

通 WiFi 或雲端訊息，所以更可以源源不絕帶來靈感、第六感與新知造福這個世

界，同時傳遞愛的能量，也就是這些充滿愛的能量與高知識庫的「白葡萄」靈體

來自於四次元/四度空間以上的多維宇宙，他們其實是因著活在三次元/三度空

間、具有累世輪迴需要再修行的「貪、嗔、癡」或「七原罪」靈體生命的我們，

長期不斷污染與破壞這個地球、造成宇宙中能量失恆的事實之後 (特別是二次世

界大戰人們啟動核子武器、造成宇宙中能量失衡的大浩劫之後)，在不得介入、

又不能坐視不管的前提下，「白葡萄」高智慧靈體便從浩瀚宇宙發願前來當「愛

心志工」，偷渡於累世而來的三魂七魄行列，於是便帶著「先天不同」的愛與能

量出生，前來協助地球整體靈性能量的提昇與平衡 － 他們帶著進化後的能力與

愛而來，卻同時因過度進化的能力而造成適應困擾或被誤當疾病對待【圖六】。

話說至此，是不是你我也已經感受到暨感恩又心疼的情緒了呢？還好 … 愛永遠

不嫌太遲，我們一起從教育的角度和他們一起「教學相長」吧！ 
 

 
【圖六】(網路截圖) 記得「靛藍/新小孩/鶴」一如圖中與眾不同/不同人種的孩

子，他是「白人」不是「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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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具體適應問題與解決方式 
承如前文所提，由於鶴愈長大、愈顯得與大眾格格不入，並不會如移民者般住愈

久自然愈融入，所以非常需要貴人的教導以適應環境。在觀察與接觸他們多年之

後，我稱 45 歲以上為「老鶴」、大約 20-45 歲左右為「大鶴」、大約 10-20 歲左

右為「中鶴」、大約 10 歲以下為「小鶴」！近年來陸續透過覺醒的老鶴與大鶴口

中得知，鶴的人口比例不斷提高，而且高智慧「白葡萄」靈體的比例也在成串的

葡萄中隨著不同的鶴世代而提高，但至少還處在「鶴立雞群」之鶴為相對少數的

年代中，鶴都必須提昇適應這個多數雞世代世界的能力，才能在世代交替的過程

中順利演化為高靈人類，這就是所有靈性和肉體生命要去接納與面對才能成長

的，是蛻變與提昇靈性層次必經的歷程。因此我想再次提醒大家，記得在心態上

視「靛藍/新小孩/鶴」為外國人，隨時提醒自己「他們不小心犯錯，事實上毫無

惡意或故意之動機，但我們仍有教導的義務！」，如此一來，我們自己就不會輕

易「對號入座」而發脾氣，也才能對於不熟悉我們文化與生活規則的他們，給予

更大的包容、接納、與耐心教導的機會。  

一.【外顯行為】－ 傾聽並善用他們不同角度觀點的智慧，同時教導並存的不同

角度，肯定在不同情境或前提下，他們的主見是更適用的；針對他們的高能

量好動或恍神或跳 tone，協助安排其同學或家人「提醒」而不再是「指責」

他們，過高能量部份則需要大量運動或藉由打擊樂器調降能量；對於不同文

化與「言下之意」耐心解釋，而且學習觀察表達後他人的反應，必要時修正

原本太為率真的用詞；不輕易在可能有誤解的前提下出現「算了…」而錯失

澄清的機會；請他們於上課/團體中記錄下想發問的關鍵重點，儘量在下課後

提問，以免擔誤進度；提問時記得舉手說「不好意思…」或「請問…」以示

禮貌；提醒他們會為大眾著想的心，所以動作速度加快或時間可以提前，才

符合他們不想影響他人的本意；協助他們以自己專長的不同形式或元素參與

團體活動，增加活動精彩度，也相對方便教育者評分，不再是強迫或指責「我

行我素」；肯定他們注重自我形象、也能善用「擬人化」的技巧提醒他們「照

顧」環境中的物品 …。 

二.【能力】－ 培養天賦異秉/無師自通的才華 (特別是藝術)；肯定他們的智力

可以輕鬆完成課業；肯定超齡思維與特殊能力、同時協助物質世界的生活能

力；加強記得左右其中一邊、便能知道相對另一邊；協助修正語言表達與詞

彙；肯定高直覺能力、提醒尊重多元靈體能量場的共振與存在，但未免大眾

因不瞭解而誤解他們亂說或嚇壞身邊的人，所以建議低調些、還能該避則避

或給予正向能量 …。 

三.【個性】－ 不輕易誤解極端或多樣化的面向是虛假；肯定「鶴式幽默與搞笑」

是帶來正向快樂能量的初衷，又能學習判斷熱情互動的適切時機與情境，不

會因過於隨性而影響他人；提醒自信又謙虛；不輕易誤解他們無情緒時的「面

無表情」為不高興；瞭解能力難免有上限、而懂得適時找資源協助；避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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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過高要求與自尊心，因為「術業有專功」，不忍達不到自訂太高的標準而

產生高挫折感；讓身邊的人知道有獨處的需求、不是冷漠 …。 
四.【體質】－ 關於溫度適應或五官覺，提醒「身體只有一個」要適時照顧好、

並尊重孩子的感覺與其自發性行為；若發現電器或東西容易在他手上損壞，

記得「以神傳神」「一念之間」，主動在使用前以「珍惜/感恩」的心態調成彼

此和諧的能量頻率；若從小常有檢查不出病因的症狀與不舒服，則委請高智

慧白葡萄靈體調低頻率，便可以增加「非實相」與「實相」能量場之間的和

諧連結，也可因此增加身體動作的協調度；平時有大量運動或藉由打擊樂器

調降能量的機會，晚上便可以順利入睡；每天晚上睡覺前，記得與內在靈體/
意識/小葡萄溝通，減少跟著高智慧白葡萄穿梭時空/次元的機會，便容易於早

上跟著肉體醒來 … 。 

五.【生命觀】－ 肯定高階靈體對生命的觀點：「人人生而平等」、但鼓勵同時重

視雞世代仍重視的「禮貌」；肯定「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生命負責」與「凡事

都要有意義」，所以鼓勵他們可以輕鬆完成雞世代的份內事、將省下的時間培

養天賦，同時兼顧對自己仍具有的雞世代學生身份盡責；肯定他們對「公平

正義」的重視、鼓勵他們以智慧帶動雞世代陋習的改變 (以「建議」代替「指

責」)；雖然相信「人性本善」，仍要有判斷力、避免成為「爛好人」地寵壞

他人；肯定他們總是無害人之心、充滿愛的能量、善良且主動關懷弱勢；提

醒落實「大眾利益」的行為時，要注重適切的時機、情境、與方式；懂得「點

到為止」地提醒雞世代人們從多維世界收到的訊息，而且需要對內在高智慧

白葡萄感恩生命訊息的互通有無與愛的能量傳遞 … 。 

 

疼惜折翼的鶴、協助展翅高飛 
身為長期接觸教育界的醫療人員，現在我最擔憂的是關於普遍看見校園中【與大

部份孩子不同 → 認定為故意、我行我素的蓄意行為 → 一律視為生病 → 老師

與家長少抱怨 → 提高考試成績 → 進步即可】的現象，致使這批陷入不為人

知、又為少數孤單、過度進化困擾的「靛藍/新小孩/鶴」，卻因不小心被貼上疾

病標籤後，掉入更痛苦的深淵之中；在多年接觸他們的臨床實務經驗中，非常同

意他們正如 Dr. Losey (2006) 書中提醒我們的，「靛藍/新小孩/鶴」看似相同於

雞世代的注意力缺失／過動疾患  (Attention deficit /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事實上更貼切的意涵應該是 A (Ability to go into) ― 深入專精的能

力、D (Dimensional) ― 懂多維宇宙(時空/次元)、H (Hyper) ― 能量高/活動量

大、D (Drive) ― 好奇心/動力強。所以大家需要先了解他們的自然特質，才可

以減少誤解和帶給他們的傷害，甚至才能因此協助他們適應這個環境。而且他們

是一批落實「天生我材必有用」的新人種，只要有貴人認出他們的特質、欣賞他

們的「先天潛力」 加上「後天開發與培養」，自然就會呈現出令人驚艷的亮眼表

現，後天的努力對於「展翅高飛」當然更為加分，這些就不絕對是學科/課業分

數的那個部份了，這點期待台灣的教育環境與體制可以更為多元、真的可以推動

「因材施教」的適性教育，也就是白葡萄高智慧靈體帶著滿滿的藝術能力與才

華，執行愛的生命任務的媒介與方式，讓他們得以將善良的本質與愛的能量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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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去。 
 

天生大不同!! 不管是哪種與多數的我們屬性與特性不同的人，雙方都要學習了

解彼此，多數要學習/接納並欣賞少數、少數則有義務要適應多數，希望大家因

為「鶴」與「雞」世代這種比喻，促使人與人之間更和諧、互助、關懷的關係，

不再批判、而是相互提醒，因彼此理解、包容、接納、欣賞、合作，雙方開始學

習迎接「多元物種共存的繽紛世界」，一起回歸生命的守護與照顧。下次感受到

身邊哪個孩子非常與眾不同/難以理解時，請先停下來、用心感受一下，他是不

是又是一個即將帶領雞世代展翅高飛的「靛藍/新小孩/鶴」【圖七】呢？一起成

為孩子一輩子的貴人吧！  
     
 
 
 
 
 
 
  

 
 
 

 
【圖七】(網路截圖) 請欣賞並協助這批「靛藍/新小孩/鶴」展翅高飛吧~ 

 

 

 

【附  註】 
【註 1】其實在西方靈性與能量療法的概念中，學者們指稱「靛藍小孩」是近代首波大

規模進入地球、具高階靈體的新人種，帶著較具看見舊世代人類盲點而改變的

正向任務；相對隨後而來不同波的高階靈體新人種，則為因著不同階段性任務

而有著不同能量場組合的各式「新小孩」。由於本文只希望定調於入門觀念的

介紹，所以將「靛藍/新小孩」先行合併，提出仍為少數的他們與舊靈體人種

核心特質之不同，著重在日益多元世界中極需的「多數需迎接少數、少數需適

應多數」的和諧觀念與靈性提昇議題，因此不做二者間任何細部差異解析。 
 
【註 2】相對於中國人老祖從全身的「穴道」以及「經絡」進行能量場的調節，印度人

則著重於七個能量大匯集點「脈輪」的調節，都是以「非實相」不可見光形式

存在的能量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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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3】「多重人格/心靈家族」解離個案中大量是「靛藍/新小孩/鶴」，相對地近 20 年

內少子化的結果，大量未創傷的「靛藍/新小孩/鶴」不會解離、卻很孤單  
 
【註 4】由於「靛藍/新小孩/鶴」是少數，他們的特質不小心便容易被當成是「病雞」

的症狀，加上他們的靈性活躍，因此潛在靈體/意識/小葡萄並存呈現於外在意

識下的變化機率高，於是容易呈現出多樣貌、甚至對比的性格特質，在已然容

易被誤解為症狀的前提下，更常同時具備又過動、又自閉等等傳統「病雞」不

會有的多重症狀，於是大量這批孩子便容易被視為「非典型」兒心診斷患者 
 
【註 5】在高等純理論物理學中，提及 4D 以上多維宇宙的「時空」與「次元」概念

其實是非常複雜、甚至難以言喻的，但讀者們可以視「時空：同一個空

間的不同時間軸」，以及「次元：同一個時間軸的不同空間」為最簡單定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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