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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文解字》：随，从也。从辵，

省聲。

土之聚為丘，丘之大成山，果可因『聚大』就『隨』的嘛！
隨
此『事』── 山頭主義 ── 易經有『之』，但看『該不該』『隨』的吧？？
《易經》第十七卦‧澤雷隨
隨：元亨利貞，無咎。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無咎，而天下隨時，隨之時義大矣哉！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初九：官有渝，貞吉。 出門交有功。
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 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六二：系小子，失丈夫。
象曰：系小子，弗兼與也。
六三：系丈夫，失小子。 隨有求得，利居貞。
象曰：系丈夫，志舍下也。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 有孚在道，明功也。
九五：孚于嘉，吉。
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上六：拘系之，乃從維之。 王用亨于西山。
象曰：拘系之，上窮也。
，或許已落於『無可奈何』，方不得不說『凶』之情事罷了！！
『東方』曾如是說，『西方』後有研究︰
根據維基百科︰
『米爾格倫實驗』 Milgram experiment ，又
稱『權力服從研究』 Obedience to Authority
Study 是一個針對社會心理學非常知名的科
學實驗。實驗的概念最先開始於 1963 年由
耶魯大學心理學家斯坦利‧米爾格倫在 《變
態心理學雜誌》 Journal of Abnormal and

實 驗者【E】命令『老師』【T】對『學生』
【L】施予『電擊』 ，那位扮演『老師』的
參與者被告知這樣做真的會使『學生』遭受
痛苦的電擊，但實際上這個『學生』是此實
驗之一名助手所扮演的。參與者『相信』
『學生』每次 回答錯誤都真的會遭受電擊，
雖然並沒有真的實施。當與參與者進行隔離
以後，這個助手會設置一套『錄音機』，這
套『錄音機』正由『老師』的『電擊產生
器』所 控制，正確依據『電擊強度』播出不
同的『預製錄音』。

Social Psychology 裡所發表的 Behavioral
Study of Obedience 一文，稍後也在他於
1974 年出版的 Obedience to Authority: An
Experimental View 裡所討論。這個實驗的目
的，是為了測試受測者，在面對權威者下達
違背良心的命令時，人性所能發揮的拒絕力
量到底有多少。
實驗開始於 1961 年 7 月，也就是納粹黨徒
阿道夫‧艾希曼被抓回耶路撒冷審判並被判
處死刑後的一年。米爾格倫設計了這個實
驗，便是為了測試『艾希曼以及其他千百萬
名參與了猶太人大屠殺的納粹追隨者，有沒
有可能只是單純的服從了上級的命令呢？我
們能稱呼他們為大屠殺的兇手嗎？』

一九七四年米爾格倫在《服從的危險》裡寫
道：
在 法律和哲學上有關服從的觀點是意義非常
重大的，但他們很少談及人們在遇到實際情
況時會採取怎樣的行動。我在耶魯大學設計
了這個實驗，便是為了測試一個普通 的市
民，只因一位輔助實驗的科學家所下達的命
令，而會願意在另一個人身上加諸多少的痛
苦。當主導實驗的權威者命令參與者傷害另
一個人，更加上參與者所聽到 的痛苦尖叫
聲，即使參與者受到如此強烈的道德不安 ，
多數情況下權威者仍然得以繼續命令他。實
米爾格倫實驗廣告傳單

驗顯示了成年人對於權力者有多麼大的服從
意願，去做出幾乎任何 尺度的行為，而我們
必須儘快對這種現象進行研究和解釋。

引出了『令人震驚』之『整合分析』 meta-analysis 『結論』︰
Thomas Blass ──《電醒全世界的人》的作者 ── of the University of Maryland, Baltimore
County performed a meta-analysis on the results of repeated performances of the
experiment. He found that the percentage of participants who are prepared to in�ict fatal
voltages remains remarkably constant, 61–66 percent, regardless of time or country.
The participants who refused to administer the �nal shocks neither insisted that the
experiment itself be terminated, nor left the room to check the health of the victim without
requesting permission to leave, as per Milgram’s notes and recollections, when fellow
psychologist Philip Zimbardo asked him about that point.
假使再添上『阿希從眾實驗』的『從眾效應』所說
實驗結果︰受試者中有百分之三十七之回答是依據了『大多數』的『錯誤回答』，大概有四
分之三的人至少有過一次『從眾行為』，只有大約四分之一的人維持了『獨立自主』性。
『獨立自主』之不易正如《易經‧乾卦》所講︰

初九曰：潛龍勿用。何謂也？
子曰： 龍德而隱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而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
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
『尊重事實』，有著『實驗查證』的『科學精神』，從古今歷史來看，實在並不容易！『待
人處事』能夠『進取』『有所不為』，不落『鄉愿』『德之戝也』窠臼，誠屬難能可貴！！
─── 《《隨》□ 起舞？！》

久未關心 webiopi 計畫，原來已有官網，且開展新專案了呦︰

Jumpstart Raspberry Pi Projects with Cayenne
Accelerate development with the world’s �rst drag-and-drop
project builder
Add and remotely control sensors, motors, actuators, GPIO boards, and more
Customizable dashboards with drag-and-drop widgets for connection devices
Create triggers and threshold alerts for devices, events, and actions
Schedule one-time or multi-device events for easy automation
Quick and easy setup – connect your Pi in minutes

看來這物聯網漸成氣候，已是大勢所趨矣！
談起目前東西方競逐所為，恐生平台⼯具、應用實務、生產製造 … 之大哉辨乎？此所謂本末
功夫也！！
一時 Mrphs 說道︰雖然先生曾在

《《派生》 Python 作坊【甲】尋本溯源》文本中，談到『

』『作』字。

《説文解字》：作，起也。从人，从乍。

作

本義：木匠用刀具砍斫削刻，制作器物。
○

□

△★

作

《説文解字》：坊，邑里之名。从土，方聲 。古通用埅。
原意：邊塞的防護墙。
───

作

坊

但是 W!o+ 非常心儀『

』『⼯』字。他講這個『⼯』字古來就

代表多功能『⼯具』，因此後有『⼯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之說
，所以特取名為『⼯坊』。彼時作者當真墬落『⼯』『作』和『作』『⼯』之輪迴裡。縱想
問，卻不知問之『目的』安在？……只聽 Mrphs 又講︰W!o+ 認為
懷疑是種子，經驗雖除惑，催生新懷疑。
所以理知之方法學，應當要效法『龍捲風』
從下而上‧由上往下，積聚力量。
故而『⼯坊』內的網絡佈置都採用『明線』，因應著學習心得常會有變遷………
此時回顧，果然
假使一個人果能站在前人學問的基石上，又天真好奇孜孜不倦，那就會如孔子在《論語‧子
罕》：
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 四十、五十而無聞 ── ㄨㄣˊ陽關道 ──焉，斯亦不足畏
也已。
，裡所說的一樣。甚至要能如下面所引的『一則故事』那樣
歐陽修， 一向治學嚴謹，直至晚年，不減當初。他常將自己平生所寫的文章，清理出來進行
修改，每字每句反覆推敲，甚是認真。為此，他整天辛苦勞累，有時直忙 到深夜。夫人見他
年歲已高，還如此盡心費神，恐其操勞過度，影響健康，十分擔心，目前制止。她關切地對
丈夫說：『官人，何必如此用功，不惜貴體安康，為這 些文字吃這樣多的苦頭，官人已年邁

致仕（退休），難道還怕先生責難生氣嗎？』歐陽修回答說：『不怕先生生氣，只怕後生生
譏』，『後生可畏耶！』
，活到老學到老。
─ 引自《後生可畏!？》
── 摘自《W!o+ 的《小伶鼬⼯坊演義》︰ 從下而上‧由上往下》

故而反倒樂見有人廣其志︰

Yet Another WebIoPi+
a forked WebIOPi, the original one is written by Eric PTAK (trouch). Please refer to
http://webiopi.trouch.com/ for the original one.

Differences
Please refer to the following pages for more details.
Additional Drivers
ChangeLog
Issues
API Reference
Installation
Supported RPis

喜聞殊途可同歸哩◎

PHPoC
New era – Internet of Things (IoT) has come up. There are a lot of the smart things have been
created such as Nest Learning Thermostat, Philips Hue-Smart Home Lighting, Apple Watch
and HomeKit, Google Glass, The Air Quality Egg, Amazon Echo, etc. PHPoC helps you to
quickly realize your idea, rapidly make your application prototyping. PHPoC lets you develop
your application on embedded devices as easily as on your computer. With supported library,
you can do something as big as you can imagine by some simple lines of codes without
worrying about designing hardware.

PHPoC vs PHP
Similar to PHP, PHPoC (PHP on Chip) can create a variety of web pages to suit your
environment and perform other network functions such as sending email or accessing the
database. Unlike PHP, however, PHPoC has some additional features that an embedded
system needs in order to interact with hardware. It provides a variety of hardware interfaces
and functions to monitor sensor status and control machines or devic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