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意識」當時都模模糊糊不清楚的，就好似飲醉酒，你對他講甚麼他都聽

不到的那樣， 根本就不成「熏習」。明不明白？亦(依)「表義名言」而熏成的「種

子」，另外一種是「顯境名言」而熏成的「種子」「顯境」就是甚麼呢？那些八個

「識」的「見分」了，八個「識」的「見分」，能夠對那些「境界」明明了了見得到

的，叫做「顯境」。本來那個「境」是見不到的，現在看到了，這樣就是把那個

「境」顯露出來了，「顯境名言」者，即是八個「識」的「見分」，那些「見分」

「熏」的時候，不用靠「表義名言」的，那個「見分」一起它就自己「熏」入去，打

入去了，這個明不明白？所以叫做「名言熏習種子」。簡稱叫做「名言種子」。其實

這個名現在應該改過一個比較妥當些的名，如此麻煩，「名言」，人家聽起上來又不

知是甚麼，是嗎？你解的時候又要解出兩種，又「表義名言」，又「顯境名言」，我

解就時時都調亂了來解，明不明白？聽眾： 羅公，我都是不太清楚， 即是你剛才舉

了個馬為例……。

羅公：嗄？

聽眾：一隻馬如果是沒有了黑色、黃色、赤兔色，就變成一個馬字？

羅公：沒有顏色的。

聽眾：就是「純粹名言」了。

羅公：是。

聽眾：為何一有了顏色上去就不是「純粹名言」？

羅公：不是「純粹名言」了，都是「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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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眾：都是「名言」？

羅公：不過就是「低級名言」了，「低級名言」了。

聽眾：那如果一個人是盲了的，甚麼顏色都看不到，那豈不是一世人都只有那個，只

有俗語的「名言」？沒有那個……。

羅公：他沒有了，這一世是沒有了！

聽眾：沒有了那個「表義名言」了？

羅公：是呀！這一世是沒有了！

聽眾：「名言」即是說……。

羅公：不是，少些而已！即是沒有「眼識」，無印象，無「眼識」的印象而已！一樣

可以有「意識」的印象的。他雖然見不到牛，但他可聽得到哞哞的聲音的！

聽眾：但最終這個「名言」、「名言」這兩個字，其實如果用文字去解釋「名言」這

兩個字怎樣解？

羅公：「名」就是名字。

聽眾：名字。「言」就語言？

羅公：「言」就是語言。

聽眾：語言。

羅公：即是「概念」。

聽眾：「名言」即是「概念」？

羅公：即是「概念」。不過這個「概念」是「廣義」的「概念」，連高級、低級的

「概念」都全部包括在內。因為我們的「概念」有高級、有低級的，在邏輯

上。

聽眾：是不是「共相」？

2



羅公：「概念」就是「共相」來的，通通。「種概念」，「種概念」又叫做「高級概

念」，第二種叫做「類概念」，「低級概念」。聽眾：「自相」？

羅公：高級「概念」又叫做「上位概念」，低級「概念」又叫做「下位概

念」，這些在普通的邏輯書都有了。舉個例子，  譬如最高級「概念」是「存

在」，最高級的了，Exist 存在，佛經所謂「有」，佛家叫做「有」。哲學上

叫「存在」，佛家叫做「有」，「有」有多種，物質，所謂「存在」的東西不

外兩種，是嗎？一種是「物質」，一種就是「非物質」。是嗎？精神作用。或

者是「能力」，是嗎？「物質」(與)「非物質」，這樣，「存在」是一個「概

念」了，這個「概念」裏面包含兩種東西了，「物質」(與)「非物質」，這就

是「低級概念」了，是嗎？這個是「上位概念」與「下位概念」了，所以有些

人說「下位概念」，其實我們叫它做「觀念」，上位「概念」我們叫做「概

念」。是嗎？一般來說，實在，所謂「觀念」是可以移上移落的。物質之中，

我們不要理會這個非物質了，物質之中有甚麼？生物、無生物，又再低級了，

是嗎？都是「概念」。有高級低級的不同，我們再看，生物之中……。聽眾：

有動物，有植物。

羅公：是呀！動物，又「低級概念」了，       其實所謂「觀念」兩個字是怎樣？是無

界線的，是嗎？對上面來說我們叫它做「概念」，叫做「觀念」，你可以通通

說「上位概念」、「下位概念」又得。動物。

聽眾：有人。

羅公：人類。

聽眾：有牛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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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傍生」，借用佛經的名，是嗎？「傍生」。

聽眾：畜生。

羅公：不是！

聽眾：「傍生」。

羅公：「傍生」等等， 鬼都是的，如果佛經就(是這樣說)，是嗎？人類之中，如是者

分之又分，你們自己搞定他，人類之中，中國人、黃種人，白種人，黑種人；

黃種人之中，有中國人，日本人、馬來西亞人，中國人之中有廣東人，廣西

人、淅江人，江蘇人；廣東人之中，客家人、佛山人、廣州人，是嗎？客家人

之中有甚麼？那些客家人也有都有很多種的，是嗎？

聽眾：小心那張櫈，不要坐下去。櫈子反轉了，不要坐下去。

羅公：這就是「上位概念」和「下位概念」之分了。不論「上位概念」和「下位概

念」，總之一律叫做「名言」。是「第六意識」才有的。

聽眾：「名言」除了包括那些「表象」的那些東西……，

羅公：是呀！包括了。

聽眾：有沒有「心所」反應？

羅公：所以，「表象」是指在「第六意識」內有一個有意義的東西，那些叫做「表

象」了。

聽眾：那個「概念」都是由「表象」加上去的，會不會有「心所」的「概念」？

羅公：「概念」多數是無色、無聲的。

聽眾：「心所」的反應會不會加入去？

羅公：都是「心所」的「相」，「心」、「心所」的「相分」來的而已。

聽眾：不是，我意思是說，那些「概念」是由「表象」的組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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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不是組合，是將「表象」在「表相」上抽出它的共通性出來。

聽眾：這個「共通性」之餘會不會加了自己「心所」的反應入去？       譬如你見到那

個芒果，你一想起那芒果就覺得是黃色的，是生果，你會不會將自己的喜好加

上去？羅公：那個芒果叫做「表義名言」。

聽眾：會不會帶上自己的「我很喜歡吃芒果」的「心」？

羅公：我看到知道「這是芒果」，這個作用叫做「顯境名言」。兩個都是「名言」。

聽眾：我意思是說，「表義名言」的時候，你一想起芒果，會不會就加上自已的「心

所」，我很貪吃這個芒果？

羅公：一齊的。

聽眾：即也是屬於「表義名言」的「心所」？

羅公：那個「心所」，它自己「熏」了，       那個「顯境名言」它不用靠你那幅東西

的。

聽眾：那個「心所」是屬於「表義名言」還是「顯境名言」？

羅公：那個「心所」？「顯境名言」。自己一起就「熏」了，「表義名言」就要靠

「第六意識」的，「第六意識」裏面的那些「表義名言」來到「熏」的。又要

那個「顯境名言」連著它才能「熏」的，明不明白？你將來可以自己列一個表

來澄清它，你用現代的方法，列一個表來澄清它，古人就沒有列表。

聽眾：即是「表義名言」就包括了這個「表象」和「概念」？

羅公：是。「概念」。

聽眾：兩種，即是第二部份和第三部份都包括了？

羅公：是包括了，「顯境名言」就是那些「見分」。

聽眾：「見分」。「表義名言」就是那些「相分」？

5



羅公：是。「顯境名言」可以獨立的「熏」，「表義名言」呢，

聽眾：就要經「第六意識」？

羅公：要「第六意識」的那個「名言」幫忙，然後才能「熏」。

聽眾：那有時候。

羅公：當它有「表義名言」起時，一定有「顯境名言」加上去，跟著它一齊，不過各

別「熏」而已。

聽眾：但是如果第三級，即最高級的那個「概念」不一定有個影像在那裏，「第六意

識」可以自己「熏」一個「表義名言」下去都可以？

羅公：是。

聽眾：是嗎？

羅公：是。那些越高級，越低級的東西那些質料越豐富的嘛！是嗎？就好像低級至客

家人，客家人就要怎樣？他本身要是廣東人，要會講客家話，又要聲音怎樣，

有客家人的許多性質的。但如果他是廣東人，他不一定要講客家話的，是嗎？

講台山話都行的嘛！如果是中國人，那就不用說廣東話的，是嗎？講福建話一

樣可以的，如果是黃種人，他又就不用講中國話都可以的，他講馬來西亞話都

可以的，是嗎？即是越高級的，它所包含的「屬性」越少，明不明白？

聽眾：那是不是屬於「總」？這些是「別」？

羅公：甚麼？

聽眾：最高級的是不是「總」？

聽眾：「種概念」。

羅公：「種」？

聽眾：她問「種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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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公：「種」與「類」就高級、低級來說，兩個相對，那個高級的就叫做「種」，低

級就叫做「類」，那個「種」在這裏……。

聽眾：不是！「總」和「別」，不是這個「種」和「類」那個！「總」和「別」。

聽眾：她即是講「總」、「別」的分別，「總」、「別」是「總相」和「別相」的分

別，即「共相」……

聽眾：「總相」、「別相」的那個「總」，

羅公：哦！你不要拉這麼多來說，「共相」、「自相」，是嗎？沒錯，「高級概念」

就是「共相」，「低級概念」就是「自相」。是嗎？(譬如說)，這個叫做「類

概念」，「低級概念」，明不明白？這兩個？上面這個是「高級概念」

聽眾：總概、「總概念」。

羅公：這樣「高級概念」即是「種概念」，「低級概念」即是「類概念」了，「高級

概念」就是「共相」，「低級概念」就是「自相」了。是嗎？還有，「高

級」、「低級」就這樣，這兩個相對而已，一到這兩個相對又不同了，這個就

變了「低級概念」了，它對上就變成「低級」了，你明不明白？縣長見到省長

他就低級了，縣長見到鄉長他就高級了！是嗎？明不明白？你明不明白這裏？

即是高級、低級不是絕對的，是相對的。明不明白？即是所謂「高級概念」，

「低級概念」都是相對來說的。「高級概念」佛家叫做「共相」，「低級概念」佛家

叫做「自相」，「自相」與「共相」都是依級數來說而已。最絕對的，最高級的「共

相」就是「存在」，是嗎？在佛家來說，最高級的「共相」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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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真如」、「法性」了，是嗎？「真如」、「法性」。所以有人說：「真如法

性是一切法的共相」就這樣解，即是說它是最高級的「概念」。這樣「能熏」、「所

熏」無問題了？先休息一下，這本書是誰的？還給他。「種子」的「熏習」講過了，

是嗎？這樣它的「別名」就講完了。即是說「初阿賴耶識，異熟、一切種。」已經講

了？是嗎？現在下面要講「阿賴耶識」，(的)這個「第八識」，即是「異熟識」的

「所緣境」，它所攀、它所認識的 Object，它「所緣」的「境」，和它活動的情

形，它的「行相」，是嗎？下面了：「不可知執受、處、了」，是嗎？看到了嗎？它

的「所緣境」，就是「一切種子」，「第八識」它所認識  、它「所攀緣」的

「境」，就是三種東西，第一種、「一切種子」，不論「有漏」，不論「有漏種

子」、「無漏種子」，被它「含藏著」，都被它「緣」著。

第二、就是「有根身」，「有五根的身體」，簡稱叫做「根身」，我們現在叫做

身體，佛經叫做「有根身」，或者叫做「根身」；「器世界」即是這個物質世界，或

者這個自然界，是給我們住的，給我們享用的，好像一件「器具」那樣的，所以叫這

個世界叫做「器世界」，簡稱叫做「器界」。我們的，這三種東西是我們的「第八

識」的「所緣境」。你會問：那個「緣」就是「認識」那樣解，「第八識」都不會

「認識」的，它沒有意念，無意味的，是嗎？怎會「認識」呢？

這個「緣」就很廣義的，即是這樣：「眼識」的「緣」的作用，我們叫做

「見」，是嗎？「耳識」的「緣」的作用，我們叫做「聽」，是嗎？「鼻識」的那種

「緣」的作用，我們叫做「嗅」，「舌識」的那種「緣」的作用，我們叫做「嚐」，

「身識」所「緣」的作用，那種「緣」的作用，我們叫做「觸」，「意識」的那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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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的作用，我們叫做甚麼？「想」、「思慮」，是嗎？「第七末那識」的那種

「緣」的作用就是甚麼？我們叫做甚麼？ (思量、執著自我)，是嗎？(思量、執著自

我)。是嗎？「第八識」的「緣」的作用是甚麼？聽眾：「執藏」。

羅公：「含藏」、「攝持」，是嗎？「攝持」、「攝」即吸著它，不要讓它走，

「持」即抓著它，謂之「含藏」。這個「緣」字的作用就很廣義的，我們知

道，凡是我們「所緣」的東西，「眼識」所「緣」的顏色；顏色是「眼識」的

「相分」，是嗎？「耳識」所「緣」的是聲音；聲音是「耳識」的「相分」，

「鼻識」所「緣」的是香臭；  香臭是「鼻識」的「相分」，「舌識」所

「緣」的是鹹、酸、苦、辣味；  味是「舌識」的「相分」，「身識」所

「緣」的輕、重、冷、暖等等；

這些是「身識」的「相分」，是嗎？「意識」所「緣」的一切東西， 一切東西

即是甚麼？ 一切東西即是「概念」、「觀念」與「印象」，一切東西。  這些「概

念」、「觀念」與「印象」，  都是「意識」的「相分」；「第七末那識」整天「攀

緣著」、整天覺得、執著有一個「我」那個「我」就是「第七末那識」的「相分」；

「第八識」整天「緣著」這三種東西，依同一樣道理，這三種東西不過是「第八阿賴

耶識」的「相分」。明不明白？

這個邏輯是這樣下去的，「一切種子」不過是被「第八識」所吸著的那堆沙塵

(功能)而已，是嗎？是「相分」來的，整個身體都是「第八識」的「相分」來的，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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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第八識」會用整個身體做「相分」？其實那個「第八識」你說它吸著一切「種

子」已經夠了，這兩種不用講也可以了，何解呢？這個「有根身」就是那些「種

子」，變「根身」的「種子」變的而已，它吸著那些「種子」就行了，那用它直接

變？是嗎？這個「器世界」又是那些「種子」變的，它吸著那些「種子」，就即是

「器世界」是它變的，是嗎？明不明白？所以說它，其實說「這個第八識是一切種子

識」已經夠了，講這兩種是多餘的。所以有很多人這樣說，他說：「阿賴耶識」，

「賴耶內變根身，外變器界」。現在識解嗎？平時看見「阿賴耶識內變根身，外變器

界」，何解那麼奇怪？好像弄法(術)，「阿賴耶識」弄法(術)那樣，一變，變出一個

根身，一變，變出一個「器世界」，這樣「妙」的？

其實不是，「阿賴耶識」含藏著「根身」的「種子」，那些「種子」變「根

身」，是「因緣變」，是有「種子」變的，明白了？

「外變器界」，「器界」有「器界」的「種子」，不過那些「種子」就藏在那個

「阿賴耶識」裏面，這就是「因緣變」，有自己的「種子」的，不是「分別變」，這

樣就明白了？「阿賴耶識內變根身」，對內來說，對我的人生來說，就是「變根

身」，外即對世界來說，它就是「變器界」，明不明白？「內變根身，外變器界」就

是這樣解釋的，這樣，雖然這三種東西都是「阿賴耶識」變，但其中有些不同，「阿

賴耶識」變起「一切種子」， 變起「有根身」是「執受」它的， 變起一個物質世

界， 變起「器世界」是「不執受」的， 怎樣叫「執受」呢？「執」就是「執為自

體」，「受」就是「令生覺受」，「執」者，當它是自己的，當它是自己來的，「執

為自體」；「執」、執著它，享受著它，「執」它，當它為自己的一部份，叫做「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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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體」。令、執它為「自體」，還令它起知覺，「令起受用」。「阿賴耶識」對

「一切種子」都「執為自體」，但是對其他，對「一切種子」卻不是都可以令它起

「覺受」的，「執」我們的身體為「自體」，固然是能夠令我們的身體起「知覺」，

起「受」，起「苦」、「樂」的感受，但是「阿賴耶識」變起這張檯的話，它只是吸

著它的「種子」，「執為自體」就可以，但它不會「受」的。不過就大部份來說，主

要都是「能生覺受」的，即是廣義的「執受」。所以「執受」兩個字，我們就不用如

此著重了，那個「受」字不用如此著重了。只是說它怎樣？「執持著它」就已經夠

了，「執為自體」就已經夠了。這樣，「阿賴耶識」執著這三種東西為「自體」，

其實是怎樣？其實就是執著「種子」為「自體」而已，哪需要執那兩種？那兩種

「種子」變，「種子」變，在上面變化下面這抓住那些「種子」就不用 (理)了，是

嗎？不用理上面了，所以有一個中國的哲學家叫做景昌極，有沒有看過這個人本書？

圖書館裏面有本《哲學論文集》是景昌極的。這個人很了不起的，一出身，大學畢業

就做教授了。現在做教授就很難了，你拿不到博士學位就連講師都不給你做。從前你

是學士都有人請你做教授，何解呢？以前中國沒有博士學位的，連碩士也沒有的，最

高就是給你學士。做學士出來做幾年，做幾年講師，後幾年就升上副教授，再升為教

授。中國人很著重那個甚麼？我們講資歷，現在的人，香港人只是講「資」就不講

「歷」。「資」是講他的資格，你是博士，你是學士，你是大學畢業，有沒有教育文

憑，有沒有專業訓練，這個叫做「資」；「歷」就是做了多久，(是)經驗。以前是經

驗越多越好的嘛！現在就不是，越後生就越好。是嗎？「歷」，一個政府，或者一個

國家，她用人材通常就根據兩種，一種是資格，就是「資」，第二種叫做「停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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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歷」了，「停年」。你做了多久你就有這種資格做了，這樣的。譬如你，譬如

你做官那樣，做官，官有幾多種？

最高級的就「選用官」：大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法院(院)長，這些是「選

用官」，由議會處選你的，叫做「選用官」不是某個人(指定)用你的，第二種是「特

用官」，「特任官」。不是「選舉」，「選任」，我寫錯。「特任官」，第二種，部

長，副部長；副部長都不是，部長才是。總長與甚麼？上將，武官就上將，文官就是

部長，那些是「特任官」，要由大總統「特任」你的，其他再低些的，「揀任官」，

「揀任官」由甚麼？由行政院長選擇，揀擇用你的，「揀任官」，由各院院長自己

用，「揀任」，省長都無權任(命)「揀任官」的，再就是「薦任官」，由那個主管，

譬如由省長，由廳長薦給行政院長，行政院長得到你的推薦，就任你的，「薦任

官」，再就是「委任官」就低了，直接由你的主管委(任)你做的，由那些高級主管，

由那些省級的官委(任)你做的，叫做「委任官」。再下的，那些就不是叫做官了，叫

做辦事員了。

聽眾：請回來的。

羅公：辦事員了，書記了。這樣，通常都是這樣。如果你是委任，「委任官」有十幾

級的，委任(官)四級以上的要大學畢業才得，委任(官)四級以上。四級以下照

理都要經過考試的，不過不考試他主觀委任你亦可。大學畢業是不能做一級委

任(官)的，通常四級，如果你想做「薦任官」，你就一定要大學畢業，也不

行，大學畢業都是由四級「委任官」起而已。「薦任官」要經過考試院的高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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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官考試，普通「委任官」應該要怎樣？一就是要大學畢業，或者普通中學畢

業而要經過普通文官考試，普通考試。「薦任官」要經過大學畢業都不行，要

經過高級考試，考試合格然後才可以做「薦任官」。做了「薦任官」以上，有

兩三年資歷就可以做「揀任官」了，一級一級上。做了「揀任官」(薦任官)有

幾年的資歷又可以選上「揀任官」。這樣，這個就叫做「停年」，「停年」。

這樣，如果沒有大學畢業又怎辦？我去考試，我想去考試院考試他都不給我考

的，怎麼辦？也有辦法，它有一個叫做檢定試，譬如我想考工程師的檢定試，

但我又沒有工科畢業，我在工厰做了很久，那些工程師也比不上我的認識的

多，怎麼辦？考檢定試，檢定試(有)工科檢定試，法律的檢定試，大學畢業才

能做律師的，如果我沒有大學畢業，但我很熟悉法律，怎麼辦？去考試，考法

律，律師的檢定試，Pass 了檢定試，你的資格就等於大學畢業，兼有了(高等

考試)的資格，不用大學畢業。

聽眾：屬不屬於甄別？

聽眾：不屬於。

羅公：不是，甄別，檢定不止甄別，甄別就只是看看你也行，甄別不一定要考你的，

甄別不一定要考的，但檢定一定要考的。還要檢定你以前的經歷。檢定。檢定

與甄別，譬如你樣，這班學生之中，羅先生，你替我甄別五個學生出來，我要

請他們做中學教員，我就怎樣？說：你行，你行，你行，你行這就是甄別了，

負責就可以了。檢定不行的，要考過你的，要找人改卷，給成績的，怎麼同？

檢定嚴格很多的，這樣，檢定試有很多東西要檢定的這樣檢定試很難考的？很

難考的！考「格西」一樣，很辛苦的！大學畢業試較容易，那個教授監考時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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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雙眼就 Pass 了，檢定試就不是了！那班人眉精眼企的，看到你實，想動也

不行，檢定試。考檢定試比你大學畢業的更好，那譬如我連檢定試都不想考又

怎樣？也行，「停年」，做三年「委任官」就有資格做「薦任官」，不用大學

畢業，是嗎？ 我中學畢業而已，大學預科都沒有讀的，我又沒有考、又不考

檢定試，我又捱足三年了，你捱了三年的時候就當你做「揀任官」資格，無犯

過罪，無犯過規。算，Ok，如果有人肯給你做，你有資格做「薦任官」，我

工科好嘛。兩個條件，第一、你已經捱滿三年，他有三年代價(工作)的經驗，

「停年」嘛。他停留在這裏很多年，再要人家認為有頭(理由)選擇他的，經過

兩重的，這樣你都不給他做？

香港就一定不行的。你沒有那樣的資格肯定不給你過得「關」了，是嗎？是不是

這樣？你如果沒有  BA (BACHELOR OF ARTS)  學位，沒有  BSc (BACHELOR OF

SCIENCE) 或等等的學位，你教(書)，我包保你永遠、一世都拿不到，你教到七十

歲，教到六十歲退休了你都是 CM(Certificated Master)， 叫做文憑教師而已，做不

到學位教師，但人家幾年就做到了。檢定。中國很好的，這個制度，中國可以(考)檢

定、中國可以考檢定試，你不考檢定試就「停年」。主管一報上銓敘部，  他有這麼

多年的資格，就可以做，其實中國的制度是集世界優良制度的大成，為何以前這樣

差？講起原因就是那班人執行得不好，你明白嗎？有就有制度在那裏，挂在那裏不執

行，是嗎？你講民主，「三民主義」，在世界上是最好的，最和諧，不用鬥爭，不用

流血，只是很和緩就將國家搞得很好，實在很好的，三民主義。又為何搞了十幾年都

搞不妥呢？那班人就是不執行嘛！那班「衰神」遇上那個孔祥熙，那個宋子文那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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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衰神」在那裏搞，被那些人搞壞了，就是這樣。是人的問題，所以只是一味講法

(律)不行的，中國法律最好的，法律都是中國法律最好的，因為中國法律是集世界優

良法律之大成，但是不執行有甚麼辦法？遇到皇親國親戚他一味就通融他，你有甚麼

辦法？你說一定要通過銓敘部來審嗎？那些惡的不用審的，他舅爺要做縣長，就委任

他做了縣長了。他理會你銓敘部做甚麼？他比你們銓敘部更惡。譬如宋子文來做廣東

省政府主席，你一個銓敘部的小部長，銓敘部很窮的，我宋子文都看不到你在這裏，

不用理他！壞就壞在這樣了。

中國的制度實在是很好的，舊時科舉制度就不好嗎？現在的人成日駡科舉制度不

好，我說科舉制度最好，科舉制度。科舉制度好處是怎樣？你只要、你就算很窮，你

父親是挑大糞的都好，你的兒子肯讀書，考到試，譬如你這樣，七歲大你有資格去縣

裏報名考試了，你肯讓他去卜卜齋(私塾)讀書，讀到十多歲，十一、二歲，去縣裏的

「縣學宮」，每一個縣有一間叫做「學宮」的孔子廟，去那裏報名考試，是嗎？一定

的，每個縣一定有這麼多個名額的，譬如這個縣，譬如那些大縣，譬如我們順德縣來

說，每縣有幾百名額的。如果、幾百名額那些人爭到頭崩額裂的，所以要先  Pass 了

一個叫做「童生」考試，有些(人)考到六十歲都考不到這個「童生」的。阿公和孫子

兩個一齊去考「童生」，公、孫倆一齊去考，那個孫子中了，阿公不行，都會有可能

的。沒有辦法的，他阿公無進步，寫字又錯，(寫文)又不行，他那個孫子精乖伶俐就

Psss 了，很多這樣的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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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考後，一考過就叫做「童生」了，他就很風光了，著起一件藍布長衫，回家走

去拜孔子，回到家就拜祖先，全村人都走來祝賀你了，就好像小孩子那樣。何解？那

些地保都怕了你的，何解怕了你？你以後去考試可能會中秀才的嘛！中了秀才跟著又

中了舉人，你如果欺負他，他回來給你算賬你就搞不定的了！所以他能穿起那件藍布

長衫，那些人就額外看他不同了，沒有人敢欺負他了。

考了「童生」了，考「童生」很容易的，寫篇文章，而且有一定名額的，如果你

是瓊崖人，瓊州人(就)更容易，何解？每個縣至少，不能少過五十名的。

他那個縣裏總共沒有多少人讀書，不夠五十人讀書，報名只有四十五人考，名額

就五十個，他要全部錄取，還要向上面解釋為何錄取不夠五十名。這樣，只要你肯去

就行了。如果在我們順德地區就很難才過得一名的，因為何解？我們那裏連乞兒都讀

書的，我們順德人。你們潮州都是的，很難考的，「童生」都不是很容易考的，潮陽

的「童生」都很難考的，一考到「童生」了，沒有特殊作用的，如果你有祠堂，如果

你一考到「童生」，每年分豬肉，別人分一份，即是每年春、秋二祭拜山，用個筲箕

給你半斤豬肉，分給你們每丁人拜祖先，你取得「童生」，就會給你一份半，別人八

兩豬肉，你是十二兩的，沒有階級的，他只要考到就行，如果他考。這樣。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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