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rticles from FreeSandal
W!o+ 的《小伶鼬工坊演義》︰的《小伶鼬工坊演義》︰  一窺全豹之【歷史源一窺全豹之【歷史源
流】流】
2016-01-16 06:01:24   懸鉤子

據 Mrphs 所言︰ W!o+ 選擇 □ ○ 平台時，很注重它的『歷史源流』 。他曾經審思

美國家喻戶曉的史學家威爾．杜蘭先生之【歷史的教訓 】︰

歷史告訴人們的最大教訓就是『人類總學不到教訓』。

與

英國 Robin George Collingwood 的《歷史的理念》一書︰

基於自然的『人性』，人的『同理心』和『同感心』是否能夠用著『想像力』的翅
膀重回『歷史的現場』，再次在心中『重演』那些『歷史事件』，『體驗』事件中
人物的『思想』以及『情感』，因此『解讀』歷史事件中的『人性抉擇』之理性
『必然性』。

 

，認為『事後諸葛』總是容易的。因此所謂的『當局者迷』正因『人類總學不到教
訓』。若是身處於『歷史的現場』之當下，勢將再次『重演』那些『歷史事件』。
『留皮留名』並非『先見之明』的事︰

《新五代史‧王彥章傳》：彥章武人，不知書，常為俚語謂人曰：

豹死留皮，人死留名。

典故： 指人生前建立了功績，死後可以傳名於後世。王彥章是五代時候的人，他年
輕的時候跟隨梁太祖打仗，立下不少的戰績，太祖死後又爲末帝鞏固了梁朝的江
山，功勞不能說不大。可是當王彥章攻打後唐連續兩次失敗後，向來對他有反感的
人趁機向末帝說王彥章的壞話，最後王彥章被罷免了兵權。不到半年，後梁江山不
保，隻好再度請出王彥章。

一次，王彥章被唐兵活捉了，後唐莊宗很賞識他，想讓他做將領，王彥章說：

哪有當將領的人，早上替這個國家效力，晚上又為另一個國家做事的？

所以請大王給我一刀，我沒有怨言，隻會感到很榮幸。最後雖然他還是死了，但是
卻留下了很好的名聲。

 

，只是持守『身體力行』的定然結果。

所以一個平台的『歷史源流 』敘述著開創『人物』和『理念』之『歷時』與『共
時』縱橫交織，凡是能經考驗淘汰後留下的，蓋有不凡之處！！

由於『 GrovePi 』上使用『 Arduino 』平台︰

Arduino，是一個開放原始碼的單晶片微控制器，它使用了Atmel AVR單片機，採
用了開放原始碼的軟硬體平台，建構於簡翌輸出/輸入（simple I/O）介面板，並且
具有使用類似Java、C語言的Processing/Wiring開發環境。

關於關於

Arduino可以使用 Arduino 語言與 Macromedia Flash、Processing、 Max/MSP、
Pure Data和SuperCollider跟Java和make block.cc等軟體，結合電子元件，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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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關或感測器或其他控制器件、LED、步進馬達或其他輸出裝置，作出互動作品。
Arduino也可以獨立運作 成為一個可以跟軟體溝通的介面。

開發沿革開發沿革

Arduino的核心開發團隊成員包括：Massimo Banzi，David Cuart ielles，Tom
Igoe，Gianluca Mart ino，David Mellis 和 Nicholas Zambet t i。

據說 Massimo Banzi 之前是義大利 Ivrea 一家高科技設計學校的老師。他的學生們
經常抱怨找不到便宜好用的微控制器。2005年冬天， Massimo Banzi 跟David
Cuart ielles 討論了這個問題。David Cuart ielles 是一個西班牙籍晶片工程師，當
時在這所學校做訪問學者。兩人決定設計自己的電路板，並引入了Banzi 的學生
David Mellis 為電路板設計編程語言。兩天以後，David Mellis 就寫出了程式碼。
又過了三天，電路板就完工了。這塊電路板被命名為Arduino。幾乎任何人，即使
不懂電腦編程，也能用 Arduino 做出很酷的東西，比如對感測器作出回應，閃爍燈
光，還能控制馬達。隨後Banzi、Cuart ielles和Mellis把設計圖放到了網上。保持設
計的開放源碼理念，因為版權法可以監管開源軟體，卻很難用在硬體上，他們決定
採用創用CC許可。創用CC是為保護開放版權行為而出現的類似GPL的一種許可
（license）。在創用CC許可下，任何人都被允許生產印刷電路板的 複製品，還能
重新設計，甚至銷售原設計的複製品。你不需要付版稅，甚至不用取得 Arduino 團
隊的許可。然而，如果你重新發布了引用設計，你必須說明原始Arduino 團隊的貢
獻。如果你調整或改動了電路板，你的最新設計必須使用相同或類似的創用CC許
可，以保證新版本的Arduino電路板也會一樣的自由和開放。唯一 被保留的只有
Arduino這個名字。它被註冊成了商標。如果有人想用這個名字賣電路板，那他們
可能必須付一點商標費用給 Arduino 的核心開發團隊成員。

Gianluca Mart ino創立的Arduino Srl被2009年創立的Arduino LLC控告侵犯了他們
的著作權，這第二家被控侵權的Arduino（也就是Arduino Srl），原先叫做Smart
Projects Srl，以前是在義大利負責生產製造Arduino控制板的公司。而第一家
Arduino（也就是我們較熟悉的Arduino LLC）則負責開發控制板，並管理周邊的開
放原始碼專題與社群。在之前，原本雙方是合作的關係；2014年Mart ino與另外四
位共同創辦人，對於 Arduino品牌的發展方向意見不合，導致Mart ino另外請
Federico Musto擔任Smart  Projects的新執行長，並把公司名稱改為Arduino
Srl。Arduino的雙胞戰爭：創始團隊的分裂始末

───

 

又聽說『 Arduino 』也有『 Cenuino 』之姊妹版︰

 

Genuino is Arduino.cc’s sister-brand created by Arduino co-founders Massimo
Banzi, David Cuart ielles, Tom Igoe, and David Mellis, the Arduino.cc team and
community.
This brand is used for boards and products sold outside the US.

The Genuino brand cert if ies the authent icit y of  boards and products in line
with the philosophy of  open-hardware and open-source that  has always
characterized the values of  Arduino.

Genuino makes the Arduino open-source project  available worldwide through
alliances with local market -leading manufacturers in Asia, Europe, South
America, Canada and Af rica.

───

 

還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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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YOU READY FOR THE WORLD’S LARGEST ARDUINO MAKER
CHALLENGE?

We’ve partnered with Adaf ruit , Atmel, Arduino and Microsof t  to bring you our
best  Maker contest  yet !

 

We’re calling all inventors, art ists, makers and developers to show the world
what  you can create with Microsof t  Windows 10, Microsof t  Azure and the new
Arduino MKR1000 (US only) and Genuino* MKR1000 (Outside US) or the Arduino
UNO. Earn bonus points by tapping into the power of  Microsof t  Azure cloud to
capture, analyze, and visualize your data with Azure IoT  Suite, Azure IoT  Hub,
St ream Analyt ics and Machine Learning.

………

 

，故隨『 Arduino 』處於『物聯網平台』的洪流中。這時反思 W!o+ 之言，或許利
弊得失不得不遁之以未來『歷史之明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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