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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一粒『小蘋果』讓『牛頓』開了竅，於是世界有了『力學』，至於傳說中的
『厚黑教主』應啥入世，那位『張默生』這麼講︰

大概在南宋年間，廣東嘉應州長樂縣崛起一個姓李的人家，家長李子敏和他的兒子
李上達，創家立業，慢慢家道興旺，子孫繁衍，就成了一個有名的氏族。後來代代
相傳，傳到第十世上，有位名叫李潤唐的，于清代雍正三年，攜眷到四川來，先住
隆昌蕭家橋，後遷富順自流井，遂在那里落籍了。四川自明末張獻忠大屠殺以後，
地廣人稀，湖廣一帶的人民，都紛紛遷來居住，這個李姓人家的遷居 ，當亦不外此
種原因。自李潤唐入川以來，家道又慢慢興旺，子孫繁衍，

傳到第八代上，出了一顆思想界的慧星，讀書窮理，好立異說，那便是以“面厚心
黑”創立的李宗吾氏，這人自民國以來，已成四川的名人了。

我因避寇入川，得讀李氏的許多著作，由彼此通信，而得相晤識，而結為好友，始
盡知他的生平行事和言論思想，他並不是象外間所傳的虛妄怪誕，立意在驚世駭俗
的人，他的為人，既不面厚，也不心黑；但他偏偏提倡“厚黑學”，偏偏自稱為“厚黑
教主”，這種“反話正說”的作風，究竟是為何而來？世人不必笑他罵他，應當先加以
深切的反省才是，釋迦並不應該入地獄，耶穌並不應該釘十字架，但釋迦說︰“我
不入地獄,誰入地獄？”耶穌偏說︰“凡不背十字架走的人，不配做我們的門徒。”這又
是所為何來？我們同樣應該加以反省的。至手李氏的談教育，談政治，談學術思想
等，都是一本正經的立論；不過他的思想有些奇僻，往往發前人之未發，言近人之
未言 ，于是一般傳統的學者，就罵他是旁門外道罷了。如今李氏已作古人，再不怕
他放言高論了，可是他一生的行事，尚為世人所不盡知 ，生前的言論思想，也有許
多是被忽視的。我為紀念這位亡友起見 ，不惜筆墨，作此厚黑教主傳，好教世人藉
以評定他的功罪。

李宗吾氏，生于光緒五年正月十三日。“宗吾”二宇，不是他的原名 ，這是他後來一
再改定的。他的名號幾經改變，當他幼年的時候，脾氣非常蠻橫，毫不依理，見者
呼為“人王”，他的父親就把“人王”二字，合為“全”字，加上輩“世”字，名為世全。算
命先生說他命中少“金”就加上金旁，成為世銓﹐後來私塾先生又說他命中少“木”﹐
並不少金，他也正嫌父親為他命的名不好，便自己改名世階字宗儒﹐這是表示信從
孔子的意思。二十五歲，思想大變，對于儒教頗不滿意，心想與其宗法孔子，不
如宗法自己，因改名為宗吾。他常說︰“這宗吾二字，是我思想獨立的旗幟。”以後
宗吾，字行，而世階的名字，就幾乎無人知道了。

……

這似乎對一位『立教開宗』人物，缺少了那麼點神奇『徵兆』。想想從『南宋』到
『光緒』，歷經十世八代，少說也有六七百年，據『亞聖』孟子《盡心下》說︰

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
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
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
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
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果然『應運而生』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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脾氣非常蠻橫，毫不依理，見者呼為“人王”

的李『教主』。話說那時正是『惡世』，『張之洞』提出

中學為體，西學為用。

，五濁 ── 貪、嗔、癡、慢、疑 ── 『俱全』，其父不解五行，以為合『人』
『王』能求其『全』，又怎知應着『世』之輩分，卻種下了日後離棄『孔廟』之
因。偏偏『教主』『十有五志於學』之時，恰逢『孫中山上李鴻章書』之事，加之
以『西金』── 用銓 ── 剋『東木』── 改□ ── ，忿而願為『世人』之『階』，獨
自『宗』『儒』學。可恨世間『不學有術』之『儒』太多，『媚外殘內』天下刀兵
不斷，尚還稱『老佛爺吉祥』！於是乎不如『指天指地』唯我獨尊，做了個『自了
漢』，立了個『厚黑教』，奮身一躍完成用『力學』來冶『心理』的宏願，但算算
『人性』幾多情！惜哉 ，不通『術數』！只管『宗儒棄廟』，如果曾考之《姓名
學》── 宋代蔡九峰皇極八十一數圖 ── ，當知『李宗吾』

『總格』二十二劃，象

秋草逢霜，懷才不遇，憂愁怨苦，事不如意。

凶

！！

多年前作者得此『奇書』，曾經嘗試用『宗吾』先生之

《讀書三訣》：

第一步，以古為敵。讀古人之書，就想此人是我的勁敵，有了他，就莫得我，非與
他血戰一番不可。逐處尋他縫隙，一有縫隙，即便攻入；又代古人設法抗拒，愈戰
愈烈，愈攻愈深。必要如此，讀書方能入理。

第二步，以古為友。我若讀書有見，即提出一種主張，與古人的主張對抗，把古人
當如良友，互相切磋。如我的主張錯了，不妨改從古人；如古人主張錯了，就依著
我的主張，向前研究。

第三步，以古為徒。著書的古人，學識膚淺的很多，如果我自信學力在那些古人之
上，不妨把他們的書拿來評閱，當如評閱學生文字一般。說得對的，與他加幾個密
圈；說得不對的，與他劃幾根杠子。我想世間俚語村言，含有妙趣的，尚且不少，
何況古人的書，自然有許多至理存乎其中，我評閱越多，智識自然越高，這就是普
通所說的教學相長了。如遇一個古人，智識與我相等，我就把他請出來，以老友相
待，如朱晦庵待蔡元定一般。如遇有智識在我上的，我又把他認為勁敵，尋他縫
隙，看攻得進攻不進。

我雖然定下三步功夫，其實並莫有做到，自己很覺抱愧。我現在正做第一步功夫，
想達第二步還未達到。至于第三步，自量終身無達到之一日。譬如行路，雖然把路
徑尋出，無奈路太長了，腳力有限 ，只好努力前進，走一截，算一截。

 

○ 讀

《厚黑學》、《厚黑叢話》、《我對聖人之懷疑》、《心理與力學 》、《制憲與抗
日》、《社會問題之我見》、《政治經濟之我見》 、《中國民族特性之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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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制度之商榷》、《中國學術之趨勢》、《迂老自述》、《我的思想統系》、
《老婆經》，《厚黑學後傳》，《厚黑大全》，《厚黑原理》 ，《社會問題之商
榷》。

 

無奈此法緩不濟急，敵不過『填鴨式』教育與『分數至上』主義。

如是想來，他

《主張考試被打》

民國十一年，宗吾同省視學游子奉命赴各省考查教育，見到南北各省學校辦理的成
績，比較上雖不無優秀的差異，但同在現行教育制度束縛之下，是不會有理想發展
的。因此他考查歸來，即力主實行考試制，以救其弊。十二年下學期，成都開「新
學制會議」，他便同幾位省視學，及會員多人，提出考試案，開會討論，未蒙通
過。會畢，他即單獨上一呈文，主張各校學生畢業，應由政府委員考試，即後此十
年，教育部才頒令全國的會考制度。他於呈文中列舉理由十六項，並請在原籍富順
試辦，經省署核准，委他為主試委員，於十三年暑假舉行，後來推廣於川南各縣。
十四年年假，叔州府聯立中學學生畢業，他復為主試委員，考了幾場，一夜學生多
人，手持木棒啞鈴，把他拖出寢室，痛打一頓。據他說，打時秩序非常之好，全場
靜靜悄悄，學生寂無一語，他也默不作聲，學生只是打，他只是挨，學生打夠了，
臨走，駡道：「你這個狗東西，還主不主張嚴格考試？」他躺在地上，想道：「只
要打不死，又來！」學生走後，他請宜賓知事來驗傷，將傷單粘卷，木棒啞鈴，存
案備查，次晨，又請該校鄧校長到床前，他便口授電文，由鄧錄出，呈報上峰，歷
述經過情形，末云：「自經此次暴動，愈見考試之必要，視學身受重傷，生莫卜，
如或不起，尚望厲行考試，挽此頹風，生平主張，倘獲見諸實行，身在九泉 ，亦當
引為大幸！」痛養稍癒，即宣布繼續考試，他裹傷上堂，勒令全體學生，一律就
試，不許一人不到，就是打他的學生也無例外，但場規較前更加嚴厲了，學生也只
得規規矩矩的考下來。事後，他作一書，叫做考試制度之商榷，說明考試的必要，
尤其注重學制的改革，由教育廳印發各縣討論。他常常對人說：「不經這一次痛
打，我這本書是作不出的，所以對於該生等，不能不深深的感謝！」

他以為這次的挨打，是十分應該的，因為當時各地的學生，都在運動廢除考試，而
他偏偏主張嚴格考試，又不曾宣布詳細的理由，那能不挨打呢？自經這次苦打以
後，他才得了一種覺悟，凡事固然重在實行，尤其重在宣傳，他之所以被打的原因
，是由於一般人對考試制懷疑，所以才生出反對的事來。王安石的新法，本來是對
的，當他在鄞縣作官的時候，曾經試辦過，人人都稱便利，但他做了宰相，就他的
新法推行天下，就遭了一個大大的失敗。要說他沒有毅力嗎？他是天變不畏，人言
不恤的，其擔當宇宙的氣概，是古今不可多得的人物。要說他的新法不好嗎？他死
去以後，他的法子幾乎完全被人採用，還有許多法子一直行到今日 ，不過把名稱改
一下或把辦法略略修正一下就是了。然則王安石何以當時會失敗呢？這就是他少了
一層宣傳的手續。當時的名流，如司馬光蘇東坡諸人，都不能了解，一齊反對他，
彼此各走極端，結果兩敗俱傷，不但人民吃虧，國家吃虧，反種下來後來亡國的因
素 ，真可說是不幸之至－－假如王安石不亟亟實行，先從宣傳人手，把他的法子提
出來，聽人指駁，取消那種執拗態度，容納諸賢的意見，把那法子酌量修改，諸賢
也不泥守祖宗的成法，把那法子悉心研究，經過長時間的辯論，然後折衷一致，大
家同心協力做去，豈不是很好的事嗎？宗吾心中有了這個見解，所以他把主張考試
的意見，就發表了出來。

 

或許『天命』中自有『定數』？？壽享『易卦』六十四之一生，終以『復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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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文字』自得其樂者耶！！

 

與其聽別人蓋棺論定？？

 

林語堂評李宗吾：“三代上有聖人，三代下聖人絕了種，怪事也！然則近代之新聖
人，其唯發布厚黑學之李宗吾乎！”（《赤誠相見之獨尊》）

柏楊評李宗吾：“李宗吾先生一生為人作事，比柏楊先生不知高級多少，直可驚天
地麗泣鬼神，雨他鼓吹‘厚黑’，硬揭大人先生和魚鱉蝦蚧的瘡疤，其被圍剿，自在
意中。”（《被忽略的大師》）

孫自筠評李宗吾：“需要采取最能驚醒國民的手段，拿出驚世駭俗的奇談怪論，在
我們昏睡的民族心靈上猛擊一掌。再過幾年，魯迅的《狂人日記》出世，把一部古
老的中國歷史概括成兩個字：‘吃人’，較之李宗吾的‘厚黑’兩字，其取值雖有不同，
但他們的用意都在於拆穿，都是爲了把歷史撕破給人看。”（《一把辛酸？目滿紙
荒唐言》）

王望評李宗吾：“話分兩頭說，不管是横看還是綜比，宗吾先生的學術思想都可以
看成是思想史界一大奇觀、思想史的一頁重筆，其本人更可看成思想家中的一個怪
傑、一疋黑馬，其獨特的思維方式很值得研究。”（《“厚黑”價值反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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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如自己品評『絕學』！！

 

《厚黑學》── 不能『見地』，哪能『得地』？！

我自讀書識字以來，就想為英雄豪傑，求之四書五經，茫無所得，求之諸子百
家，與夫廿四史，仍無所得，以為古之為英雄豪傑者，必有不傳之秘，不過吾人
生性愚魯，尋他不出罷了。窮索冥搜，忘寢廢食，如是者有年，一旦偶然想起三
國時幾個人物，不覺恍然大悟曰：得之矣，得之矣，古之為英雄豪傑者，不過面
厚心黑而 已。

三國英雄，首推曹操，他的特長，全在心黑：他殺呂伯奢，殺孔融 ，殺楊修，殺
董承伏完，又殺皇后皇子，悍然不顧，並且明目張膽地說：「寧我負人，毋人負
我。」心子之黑，真是達於極點了。有了這樣本事，當然稱為一世之雄了。

其次要算劉備，他的特長，全在於臉皮厚：他依曹操，依呂布，依劉表，依孫
權，依袁紹，東竄西走，寄人籬下，恬不為恥，而且生平善哭，做三國演義的
人，更把他寫得維妙維肖，遇到不能解決的事情，對人痛哭一場，立即轉敗為
功，所以俗語有耘：「劉備的江山，是哭出來的。」這也是一個有本事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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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曹操，可稱雙 絕；當著他們煮酒論英雄的時候，一個心子最黑，一個臉皮最
厚，一堂晤對，你無奈我何，我無奈你何，環顧袁本初諸人，卑鄙不足道，所以
曹操說：「 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

此外還有一個孫權，他和劉備同盟，並且是郎舅之親，忽然奪取荊州，把關羽殺
了，心之黑，彷彿曹操，無奈黑不到底，跟著向蜀請和，其黑的程度，就要比曹
操稍遜一點。他與曹操比肩稱雄，抗不相下，忽然在曹丞駕下稱臣，臉皮之厚，
彷彿劉備，無奈厚不到底 ，跟著與魏絕 交，其厚的程度也比劉備稍遜一點。他
雖是黑不如操 ，厚不如備，卻是二者兼備，也不能不算是一個英雄。他們三個人
，把各人的本事施展開來，你不能征服我，我 不能服你，那時候的天下，就不能
不分而為三。

後來曹操、劉備、孫權，相繼死了，司馬氏父子乘時崛起，他算是受了曹劉諸人
的薰陶，集厚黑學之 大成，他能欺人寡婦孤兒，心之黑與曹操一樣；能夠受巾幗
之辱，臉皮之厚，還更甚於劉備；我讀史見司馬懿受辱巾幗這段事，不禁拍案大
叫：「天下歸司馬氏 矣！ 」所以得到了這個時候，天下就不得不統一，這都是
「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諸葛武候，天下奇才，是三代下第一人，遇著司馬懿還是沒有辦法 ，他下了「鞠
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決心，終不能取得中原尺寸之地，竟至嘔血而死，可見王
佐之才，也不是厚黑名家的敵手。

我把他幾個人物的事，反復研究，就把這千古不傳的秘訣，發現出來。一部二十
四史，可一以貫之：「厚黑而己。」茲再舉漢的事來證明一下。

項羽拔山蓋世之雄。咽鳴叱咤，千人皆廢，為什麼身死東城，為天下笑！他失敗
的原因，韓信所說：「婦人之仁，匹夫之勇」兩句話 ，包括盡了。婦人之仁，是
心有所 不忍，其病根在心子不黑；匹夫之勇，是受不得氣，其病根在臉皮不厚。
鴻門之宴，項羽和劉邦，同坐一席，項莊已經把劍取出來了，只要在劉邦的頸上
一劃，「太 高皇帝」的招牌，立刻可以掛出，他偏偏徘徊不忍，竟被劉邦逃走
。垓下之敗，如果渡過烏江，卷土重來，尚不知鹿死誰手？他偏偏又說：「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 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我念我，我何面目見
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這些話，真是大錯特錯！他一則曰：「無面
見人」；再則曰：「有 愧於心。」究竟高人的面，是如何長起得，高人的心，是
如何生起得？也不略加考察，反說：「此天亡我，非戰之罪」，恐怕上天不能任
咎吧。

我們又拿劉邦的本事研究一下，史記載：項羽問漢王曰：「天下匈匈數歲，徒以
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決雌雄。」漢王笑謝曰：「吾寧鬥智不鬥力。」請問笑
謝二字從 何生出？劉邦見酈生時，使兩女子洗腳，酈生責他倨見長者，他立刻輟
為之謝。還有自己的父親，身在俎下，他要分一杯羹；親生兒女，孝惠魯元，楚
兵追至 ，他能 夠推他下車；後來又殺韓信，殺彭越，「鳥盡弓藏；兔死狗
烹」，請問劉邦的心子，是何狀態，豈是那「婦人之仁，匹夫之勇 」的項羽，所
能夢見？太史公著本紀， 只說劉邦隆準龍顏，項羽是重瞳子，獨於二人的麵皮厚
薄，心之黑白，沒有一字提及，未免有愧良史。

劉邦的面，劉邦的心，比較別人特別不同，可 稱天縱之聖。黑之一字，真是「生
和安行，從心所欲不逾矩」，至於厚字方面，還加了點學歷，他的業師，就是三
傑中的張良，張良的業師，是圮上老人 ，他們的衣缽真傳，是彰彰可考的。圮上
受書一事，老人種種作用 ，無非教張良臉皮厚罷了。這個道理，蘇東坡的留候
論，說得很明白。張良是有夙根的人，一經指點，言下頓悟，故老人以王者師期
之。這種無上妙法，斷非鈍根的人所能了解，所以史記上說：「良為他人言，皆
不省，獨沛公善之，良曰，沛公殆天授也。」可見這種學問， 全是關乎資質，明

 

 

《厚黑經》 ── 沒有『經典』，豈可『傳承』！？

李宗吾曰：「不薄之謂厚，不白之謂黑。厚者天下之厚臉皮，黑者天下之黑心
子。此篇乃古人傳授心法，宗吾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世人。其書始
言厚黑，中散為萬事，末復合寫厚黑。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面與心。其
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天命之謂厚黑，率厚黑之謂道，修厚黑之謂教；厚黑也者，不得須臾離也，可
離非厚黑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厚，恐懼乎其所不黑，莫險乎薄，莫危乎
白，是以君子必厚黑也。喜怒哀樂皆不發謂之厚，發而無顧忌，謂之黑。厚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黑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厚黑，天地畏焉，鬼神懼焉。」

右第一章，宗吾述古人不傳之秘以立言，首明厚黑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
厚黑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厚黑之要，終言厚黑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
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仁義，而充其本然之厚黑。所謂一篇之體要是
也。以下各章，雜引宗吾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宗吾曰：「厚黑之道，易而難。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曹、劉亦
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曹、劉亦有所不能焉。厚
黑之大，曹劉猶有所憾，而況於世人乎！」

宗吾曰：「人皆曰予黑，騙而納諸煤炭之中，而不能一色也；人皆曰予厚，遇乎
炮彈，而不能不破也。」

宗吾曰：「厚黑之道，本諸身，征諸眾人，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
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宗吾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厚黑也者，其為人之本與？」

宗吾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厚黑者而從之，其不厚黑者而改之。」

宗吾曰：「天生厚黑於予，世人其如予何？」

宗吾曰：「十室之邑，必有厚黑如宗吾者焉，不如宗吾之明說也。」

宗吾曰：「君子無終食之間違厚黑，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宗吾曰：「如有項羽之才之美，使厚且黑，劉邦不足觀也已！」

宗吾曰：「厚黑之人，能得千乘之國；茍不厚黑，簞食豆羹不可得。」

宗吾曰：「五穀者，種之美者也，茍為不熟，不如荑稗；夫厚黑亦在乎熟之而已
矣。」

宗吾曰：「道學先生；厚黑賊也。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
是，而不可與入曹劉之道，故曰：厚黑之賊也。」

宗吾曰：「無惑乎人之不厚黑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
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人講厚黑亦罕矣！吾退而道學先生至矣！吾其如道學先生何
哉？今夫厚黑之為道，大道也，不專心致誌，則不得也。宗吾發明厚黑學者也，
使宗吾誨二人厚黑，其一人專心致誌，惟宗吾之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
道學先生將至，思竊聖賢之名而居之，則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其資質弗若
欺？曰：非也。」

宗吾曰：「有失敗之事於此，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厚；其自反而厚矣，而失敗
猶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黑；其自反而黑矣，其失敗猶是也，君子曰：反
對我者，是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奚擇哉！用厚黑以殺禽獸，又何難
焉？」

宗吾曰：「厚黑之道，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而未嘗不可幾及也。譬如行遠，
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身不厚黑，不能行於妻子，使人不以厚黑，不能行
於妻子。」

我著厚黑經，意在使初學的人便於諷誦，以免遺忘。不過有些道理，太深奧了，
我就於經文上下加以說明。

宗吾曰：「不曰厚乎，磨而不薄；不曰黑乎，洗而不白。」後來我改為：「不曰
厚乎，越磨越厚；不曰黑乎，越洗越黑。」有人問我：「世間哪有這種東西？」
我說：「手足的繭疤，是越磨越厚；沾了泥土塵埃的煤炭，是越洗越黑。」人的
麵皮很薄，慢慢的磨練，就漸漸地加厚了；人的心，生來是黑的，遇著講因果的
人，講理學的人，拿些道德仁義蒙在上面，才不會黑，假如把他洗去了，黑的本
體自然出現。

宗吾曰：「厚黑者，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天生庶民，有厚有黑，民之秉
彜，好是厚黑。」這是可以試驗的。隨便找一個當母親的，把她親生孩子抱著吃
飯，小孩見了母親手中的碗，就伸手去拖，如不提防，就會被他打爛；母親手中
拿著糕餅，他一見就伸手來拿，如果母親不給他，把糕餅放在自己口中，他就會
伸手把母親口中糕餅取出，放在他自己的口中。又如小孩坐在母親的懷中吃奶或
者吃餅的時候，哥哥走至面前，他就要用手推他打他。這些事都是「不學而能，
不慮而知」的，這即是「良知良能」了。把這種「良知良能」擴充出去，就可建
立驚天動地的事業。唐太宗殺他的哥哥建成，殺他的弟弟元吉，又把建成和元吉

 

 

《厚黑傳習錄》── 『青』出於『藍』，『冰』寒於『水』！！

有人問我道：「你發明厚黑學，為什麼你做事每每失敗，為什麼你的學生的本領
還比你大，你每每吃他的虧？」我說：「你這話差了。凡是發明家，都不可登峰
造極。儒教是孔子發明的，孔子登峰造極了，顏、曾、思、孟去學孔子，他們的
學問，就比孔子低一層；周、程、朱、張去學顏、曾、思、孟，學問又低一層；
後來學周、程、朱、張的，更低一層，愈趨愈下，其原因就是教主的本領太大
了。西洋的科學則不然，發明的時候很粗淺，越研究越精深。發明蒸氣的人，只
悟得汽沖壺蓋之理；發明電氣的人，只悟得死蛙運動之理。後人繼續研究下去，
造出種種的機械，有種種的用途，這是發明蒸氣、電氣的人所萬不逆料的。可見
西洋科學，是後人勝過前人，學生勝過先生；我的「厚黑學」與西洋科學相類。
我只能講點汽沖壺蓋、死蛙運動，中間許多道理，還望後人研究，我的本領當然
比學生小，遇著他們，當然失敗；將來他們傳授些學生出來，他們自己又被學生
打敗。一輩勝過一輩，厚黑學自然就昌明了！」

又有人問道：「你把厚黑學講得這樣神妙，為什麼不見你做出一些轟轟烈烈的事
情？」我說道：「我試問：你們的孔夫子，究竟做出了多少轟轟烈烈的事情？」
他講的為政為邦，道千乘之國，究竟實行了幾件？曾子著一部《大學》，專講治
國平天下，請問他治的國在哪裏？平的天下在哪裏？子思著了一部《中庸》，說
了些中和位育的話，請問他中和位育的實際安在？你不去質問他們，反來質問
我，明師難遇，至道難聞，這種『無上甚深微妙法，百千萬劫難遭遇。』你聽了
還要懷疑，未免自誤。」

我把厚黑學發表出來，一般人讀了，都說道：「你這門學問，博大精深，難於領
悟，請指示一條捷徑。」我問他：「想做什麼？」他說：「我想弄一個官來做，
並且還要轟轟烈烈的做些事，一般人都認為是大政治家。」我於是傳他求官六字
真言，做官六字真言和辦事二妙法。

求官六字真言

求官六字真言：「空、貢、沖、捧、恐、送」。此六字俱是仄聲，其意義如下：

空

即空閒之意，分兩種：一指事務而言，求官的人，定要把一切事放下，不工不
商，不農不賈，書也不讀，學也不教，一心一意，專門求官。二指時間而言，求
官的人要有耐心，不能著急，今日不生效，明日又來，今年不生效，明年又來。



貢

這個字是借用的，是四川的俗語，其意義等於鉆營的鉆字，「鉆進鉆出」，可以
說「貢進貢出」。求官要鉆營，這是眾人知道的，但是定義很不容易下。有人
說：「貢字的定義，是有孔必鉆。」我說：「錯了！只說得一半，有孔才鉆，無
孔者其奈之何？」我下的定義是：「有孔必鉆，無孔也要入。」有孔者擴而大
之；無孔者，取出鉆子，新開一孔。

沖

普通所謂之「吹牛」，四川話是「沖帽殼子」。沖的工夫有兩種：一是口頭上，
二是文字上的。口頭上又分普通場所及上峰的面前兩種；文字上又分報章雜誌及
說帖條陳兩種。

 

若有緣人修成正果，必於初一十五，心頭點香遙唸教主『心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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