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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著 XYZ 色彩空間的目標︰

新顏色匹配函數在所有地方都大於等於零。在1931年，計算是憑藉手⼯或滑尺進行的，正

值的規定有用於計算簡化。

1. 

顏色匹配函數精確的等於「CIE標準適應光觀察者」（CIE 1926）的適應光發光效

率函數V(λ）。它是描述感知明度對波長的變換的亮度函數。亮度函數可以構造為RGB顏色

2. 



匹配函數的線性組合的事實是沒有任何方式來保證的，但是被認為幾乎是真實的，因為人

類視覺的幾乎線性本質。還有，這個要求的主要原因是計算簡單。

對於恆定能量白點，要求為x = y = z = 1/3。3. 

由於色度定義和要求x和y為正值的優勢，可以在三角形[1,0]，[0,0]，[0,1]內見到所有顏色

的色域。在實踐中必須把色域完全的充入這個空間中。

4. 

可以在650 nm處被設置為零而仍保持在實驗誤差範圍內。為了計算簡單規定可以

這樣做。

5. 

想著『三角形』 得包含整個『色彩⾆形』，既然 代表著『明度』，那麼連

接『發光體』 、 之線 豈非『無明度』 alychne  耶？有這種光源

乎？？偏巧 在 650 nm 波長處為零，故線 得切於『⾆形』！因為『三角形』

有『等能點』位置，所以 不得不是『白點』，於是『邏

輯上』恰好得出 在 色彩空間之『座標』！！…… 或因最近天氣燠熱，忽然不

知所之，一時果如『夢夢』者乎？？

當人們在『夢中』喃喃自語，人們真的說了些什麼嗎？若是講有人『記下』了『夢中』所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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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spberrypi ~ $ python3
Python 3.2.3 (default, Mar 1 2013, 11:53:50)
[GCC 4.6.3]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ion.
>>>
>>>
>>> from pyDatalog import pyDatalog
>>> pyDatalog.create_terms('T萬物, 有力, 長生')
>>> +有力('聖人', '能力')
>>> +有力('大盜', '能力')
>>> 長生(T萬物, '難死') <= 有力(T萬物, '能力')
長生(T萬物,'難死') <= 有力(T萬物,'能力')
>>> print(長生(T萬物,'難死'))
T萬物
---
聖人
大盜
>>> print(有力(T萬物,'能力'))
T萬物
---
大盜
聖人
>>>
>>> pyDatalog.create_terms('有死')
>>> pyDatalog.create_terms('定律')
>>> 定律(T萬物, '會死') <= 有死(T萬物, '人')



那麼是否應該『設想』他可能『證明』了『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的呢？然後在考察『邏

輯』之後，『認同』他真的……的耶？？

也許與『清醒』的人談論『真、假』以及『是、非』都未必可信，那又將怎麽說那『夢中』

之事？真的有誰知此『夢』會不會是一個『夢中之夢』！還不曉那人哪時方將『醒來』的

哩！！雖說你不能『證明』上帝『存在』，那你能說祂『不存在』的嗎？反之你不能『證

明』上帝『不存在』，那你就能說祂『存在』的耶？？此所以《紅樓夢》講︰世間事終難

定。因為『時間矛盾』早已經在那裡了，這又與『知或不知』有什麼關係的呢？於是『邏

輯』與『宇宙』的關係到底是什麼？？！！也許真正困惑的是『人世間』正在追求之『價

值』的方向的吧！！？？

有的人以疏落的觀點看待『語言』，認為『凡是可以詮釋的現象，都是大自然之言說』。如

是一沙一石皆有所說，更別講鳥語花香，以至於『動物語言』的哩！這樣的人是否更容易了

解『程式語言』的呢？也有人以嚴格之想法處理『語言』，認為『只有人類的語言才能稱得

上言語』。因此海豚雖可溝通，卻不會講話，動物吼叫聲除了警示意謂，了無它意，若說到

花草的榮枯根本毫無意義的勒！這樣的人是否更容易了解『程式語言』的嗎？那麼什麼是

『語言』的呢？什麼又是『程式語言』的哩？假使給個『定義』是否就能將之釐定清楚，大

家都講同家話的耶！考之於歷史，此事希望渺茫，難保不正因這種『多樣性』開拓了視野，

加深了認識的嗎？？也許還是多些『兩極對話』的好！！談到理解一個『程式語言』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定律(T萬物,'會死') <= 有死(T萬物,'人')
>>> +有死('聖人', '人')
>>> +有死('大盜', '人')
>>> print(有死(T萬物,'人'))
T萬物
---
聖人
大盜
>>> print(定律(T萬物,'會死'))
T萬物
---
大盜
聖人
>>>
>>> print((有死(T萬物, '人')) & ~(定律(T萬物, '會死')))
[]
>>>
>>> print((T萬物 == '聖人') & ~(定律(T萬物, '會死')))
[]
>>> print((T萬物 == '大盜') & ~(定律(T萬物, '會死')))
[]
>>> print((定律('聖人', '會死')) & ~(定律('大盜', '會死')))
[]
>>>



Programming language

A programming language is a formal constructed language designed to communicate

instructions to a machine, particularly a computer. Programming languages can be used to

create programs to control the behavior of a machine or to express algorithms.

就是藉著一般『語言』的『共同性』以及『特殊性』，明白它的『符號』、『詞彙』、『文

法』、『語義』，達於『能用』『善用』之成果。或許說『分別心』易生『偏見』，卻也易

見『差別』；『平等心』容易『概括』，卻也容易『失察』。既然同屬『一心』，歸之『一

人』，何不使其能『和』，『統合』運用的呢？！

───摘自《勇闖新世界︰《 pyDatalog 》導引《五》》

該不會『氣候變遷』矣，天地已然是『春秋』不在耶！！

尚未進到『幽竟夢卿』之地界，祇見『林中道』宛如紅紋斑馬導引遠方。原來這裡是用紅外

光來照明的啊！入林後，剛走幾步，便為一塊看似立牌之物吸引，向前仔細一看，竟然像是

個『顯示器』，而且『耳內』還傳來聽不明的聲音，當真叫人好奇得很。便朝向Mrphs 問道

︰這個是什麼呢？ Mrphs 說︰你指的是『日月雙屏』的吧！那是一種並紅外線與可見光的兩

用顯示器。據聞是 M♪o 特別為『幽境夢鄉』所設計的。可以在白天和夜晚講解此地景物。還

新創了『形聲字譜』，利用『文字辨識』技術，輔以『骨聽傳音』方法，既不打擾四周幽

靜，又能夠耳中喃喃有語。它以『隔空觸控』來操縱，先生正看的圖像是『古蕉園』，靠近

東邊山壁『木火泉』之旁，所聽到的『耳語』當是 Tux 語對應之『山野蕉源流』解說史的

了。……

此刻深感M♪o 所謂『幽竟夢卿』或有『傷春悲秋』之意！想當是時天地已然是『春秋』不

在，『字詞對錯』之爭，真存『價值意義』的嗎？前行者不該忘『幽境夢鄉』曾經有

紅樓夢曲‧聰明累

機關算盡太聰明，反算了卿卿性命！生前心已碎，死後性空

靈。家富人寧，終有個，家亡人散各奔騰。枉費了意懸懸半

世心，好一似盪悠悠三更夢。忽喇喇似大廈傾，昏慘慘似燈

將盡。呀！一場歡喜忽悲辛。歎人世，終難定！



百科全書講︰

曲名“聰明累”，是受聰明之連累、聰明自誤的意思。語出北宋蘇軾《洗兒》詩：“人皆養子望

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一個自在的人活在當下，自由選擇他的旅程。

《 The Pilgrim’s Progress》 John Bunyan

As I walk’d through the wilderness of this world, I lighted on a certain place, where was a Denn;

And I laid me down in that place to sleep: And as I slept I dreamed a Dream. I dreamed, and

behold I saw a Man cloathed with Raggs, standing in a certain place, with his face from his own

House, a Book in his hand, and a great burden upon his Back. I looked and saw him open the

Book, and Read therein; and as he read, he wept and trembled: and not being able longer to

contain, he brake out with a lamentable cry; saying, what shall I do?

讀一段封塵往事︰

……

───引自《自由日？！？？！！》

明‧錢鶴灘《明日歌》

明日復明日，

明日何其多！

我生待明日，

萬事成蹉跎。

世人苦被明日累，

春去秋來老將至。

朝看水東流，

暮看日西墜。

百年明日能幾何？

請君聽我明日歌！

約翰‧班揚 John Bunyan

《天路歷程》



或終知萬般事『因緣生法』！！

至於感一切象『和光同塵』的耶？？

───摘自《勇闖新世界︰ W!o《卡夫卡村》變形祭︰感知自然‧境鄉之留》

恍惚醒非醒，彷彿覺得『依數量據事實』，然後『正反問詰』求『自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