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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説文解字》：《説文解字》：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癸，冬時，水土平，可揆度也。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象水從四方流入地中之形。癸

承壬，承壬，象人足象人足。凡癸之屬皆从癸。。凡癸之屬皆从癸。 ，籀文从癶，从矢。，籀文从癶，从矢。

本義本義：眾人合力抬起夯地椿。：眾人合力抬起夯地椿。

─── 摘自《摘自《《派生》《派生》  Python 作坊【癸】雲夢大澤作坊【癸】雲夢大澤》》

 

登峰造極之際，回首來時路，或知有時下山正為著上山，上山正是圖下山之登峰造極之際，回首來時路，或知有時下山正為著上山，上山正是圖下山之
徑！所以能知高高低低之遇，終究通往頂巔之境！！雖說空間之道易明，反倒徑！所以能知高高低低之遇，終究通往頂巔之境！！雖說空間之道易明，反倒
時間之理難瞭？以此時觀昔日之事，利弊得失或許易知，用將來看今日抉擇，時間之理難瞭？以此時觀昔日之事，利弊得失或許易知，用將來看今日抉擇，
卻總是難能？？何以哉！遠處高山易賭，未來之事總是難料也？彷彿置身卻總是難能？？何以哉！遠處高山易賭，未來之事總是難料也？彷彿置身

《《改不改？？變不變！！改不改？？變不變！！》》

教育的宗旨教育的宗旨是是

『『改改』正思維的『』正思維的『誤謬誤謬』，『』，『變變』化習性之『』化習性之『偏差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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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三年美國一九六三年美國  NBC 電視台初次公演了由電視台初次公演了由  Jay Stewart  和和  Monty Hall 主持的主持的
『『Let’s Make a Deal』成交約定遊戲。它有多種版本，典型的遊戲是︰』成交約定遊戲。它有多種版本，典型的遊戲是︰

主持人向遊戲者展示了三扇門，其中一扇門之後是『主持人向遊戲者展示了三扇門，其中一扇門之後是『樂透獎樂透獎』，另外兩扇門之』，另外兩扇門之
後是『後是『安慰獎安慰獎』。當然主持人事先就知道哪扇門背後有什麼獎品，遊戲過程分』。當然主持人事先就知道哪扇門背後有什麼獎品，遊戲過程分
為三個階段︰為三個階段︰
一、遊戲者先選擇一扇門，一、遊戲者先選擇一扇門，
二、主持人打開遊戲者未選之兩扇門中的某一扇安慰獎之門，二、主持人打開遊戲者未選之兩扇門中的某一扇安慰獎之門，
三三 .、主持人詢問著遊戲者是否仍堅持『、主持人詢問著遊戲者是否仍堅持『原選之門原選之門』，還是願意改變選擇『』，還是願意改變選擇『另另
一扇未開的門一扇未開的門』？這個『』？這個『費疑猜費疑猜』令人疲憊之』令人疲憊之  zonk 時刻已然到來！時刻已然到來！
人人到底是該到底是該
『『換，還是不換換，還是不換』的好呢？？』的好呢？？

一位『一位『理性的理性的』思考者也許會這樣論證︰』思考者也許會這樣論證︰

最初之時，每扇門後有『最初之時，每扇門後有『樂透獎樂透獎』的機會都是』的機會都是  ，所以『，所以『選中選中』的機會是』的機會是  ，，
『『未選中未選中』的機會是』的機會是  。然而現在主持人打開了一扇沒有『。然而現在主持人打開了一扇沒有『樂透獎樂透獎』的門，這』的門，這
個『個『資訊資訊』將使得未選中之『』將使得未選中之『僅存之門僅存之門』的機會成了』的機會成了  。因此當然是『。因此當然是『換的換的
好好』的了！』的了！

另一位『另一位『感性的感性的』幸運者也許會這樣感覺︰』幸運者也許會這樣感覺︰

如果『如果『會中會中』一選就中，如果『』一選就中，如果『不會中不會中』改選『』改選『也沒用也沒用』，所以還是維持原案』，所以還是維持原案
『『不換的好不換的好』的吧！』的吧！

在『在『機會機會』的現象裡，人們因多次重複得到的某種『』的現象裡，人們因多次重複得到的某種『大數機率大數機率』，如果將之運』，如果將之運
用到『用到『這一次這一次』的選擇之時，那個『』的選擇之時，那個『實際發生實際發生』的事實究竟是能不能『』的事實究竟是能不能『論斷論斷』』
的呢？如果能，人們又為什麼會相信『的呢？如果能，人們又為什麼會相信『莫非定律莫非定律』是真的呢？？』是真的呢？？

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一年美國美國道德哲學家與計算機科學家道德哲學家與計算機科學家  Henry E. Kyburg, Jr. 講了一個講了一個
『『彩票悖論彩票悖論』︰』︰

考慮一千張公平彩票，只有一張會贏。如果關於整個彩票執行過程，所知道的考慮一千張公平彩票，只有一張會贏。如果關於整個彩票執行過程，所知道的
就是這麼些，因此理性上會接受某張彩票會贏。假使一個事件發生的機率大於就是這麼些，因此理性上會接受某張彩票會贏。假使一個事件發生的機率大於
0.99，我們才說這個事件是『，我們才說這個事件是『非常可能的非常可能的』。在這個基礎上，』。在這個基礎上，假定假定理性上接受理性上接受
『『第一張彩票將不會贏第一張彩票將不會贏』的主張。由於彩票是公平的，理性上會接受『第二張』的主張。由於彩票是公平的，理性上會接受『第二張
彩票也將不會贏』，實際上講理性上會接受︰彩票也將不會贏』，實際上講理性上會接受︰對任何『第對任何『第   張』個別彩票來張』個別彩票來
說，『該第說，『該第   張彩票將不會贏』張彩票將不會贏』。如論如何，從接受『第一張彩票將不會。如論如何，從接受『第一張彩票將不會
贏』，到接受『第二張彩票將不會贏』，如此下去直到接受了『贏』，到接受『第二張彩票將不會贏』，如此下去直到接受了『第一千張彩票第一千張彩票
將不會贏將不會贏』，使得理性上』，使得理性上必須必須接受『接受『沒有彩票將會贏沒有彩票將會贏』，也』，也必須必須接受『有一張接受『有一張
彩票將會贏，彩票將會贏，而且而且沒有彩票將會贏』之沒有彩票將會贏』之矛盾矛盾。。

那個『第一張彩票將不會贏』之主張的『假定』合理嗎？由於一張彩票的中獎那個『第一張彩票將不會贏』之主張的『假定』合理嗎？由於一張彩票的中獎
機會只有『千分之一』，因此這個事件會是『非常不可能的』，這樣的假定將機會只有『千分之一』，因此這個事件會是『非常不可能的』，這樣的假定將
是『理性的』。這樣理性避的開這個機率推理的矛盾嗎？是『理性的』。這樣理性避的開這個機率推理的矛盾嗎？也許『也許『張張有機會，張張有機會，
張張沒把握張張沒把握』正是『』正是『事件的機率事件的機率』與『』與『發生之事件發生之事件』對比之寫照，理性也可以』對比之寫照，理性也可以
接受『第一張彩票將《接受『第一張彩票將《不一定不一定》會贏』》會贏』  而且『第一張彩票將《而且『第一張彩票將《不一定不一定》不會》不會
贏』！！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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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中，體驗『理性』之困惑，『感性』的糾葛？？！！之中，體驗『理性』之困惑，『感性』的糾葛？？！！

『悟性』之所以無法《『悟性』之所以無法《持樞持樞》》

持樞，雄而不滯，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持樞，雄而不滯，其猶決水轉石，誰能當禦哉！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持樞，謂春生、夏長、秋收、
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冬藏，天之正也；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雖成必敗  。。故人君亦有天樞，故人君亦有天樞，
生、養、成、藏，亦復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生、養、成、藏，亦復不可干而逆之；逆之者  ，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雖盛必衰。此天道、人君之
大綱也。大綱也。

 

之所以難得《之所以難得《中經中經》》

中經，謂振窮趨急。中經，謂振窮趨急。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執，窮者不忘恩也施之能言、厚德之人；救拘執，窮者不忘恩也  。能言。能言
者，儔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者，儔善博惠；施德者，依道；而救拘執者，養使小人。蓋士遭世異時危，或蓋士遭世異時危，或
當因免填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為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當因免填坑，或當伐害能言，或當破德為雄，或當抑拘成罪，或當戚戚自善，
或當敗敗自立。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或當敗敗自立。故道貴制人，不貴制於人也。制人者，握權；制於人者，失
命。是以「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知音」，「解仇鬥隙」，「綴命。是以「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聞聲知音」，「解仇鬥隙」，「綴
去」，「卻語」，「去」，「卻語」，「  攝心」，「守義」。本經紀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攝心」，「守義」。本經紀事者，紀道數，其變要在持
樞、中經。樞、中經。

「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者，謂爻為之生也。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見形為容，象體為貌」者，謂爻為之生也。可以影響、形容、象貌而得之
也。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也。有守之人，目不視非，耳不聽邪，言必《詩》《書》  ，行不淫僻。以道，行不淫僻。以道
為形，以德為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之，如是隱情塞隙而去之。為形，以德為容，貌莊色溫，不可象貌而得之，如是隱情塞隙而去之。

「聞聲知音」者，謂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聞聲知音」者，謂聲氣不同，則恩愛不接，故商角不二合，徵羽不相配，能
為四聲主者，其唯宮乎！故音不和則不悲，不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為四聲主者，其唯宮乎！故音不和則不悲，不是以聲散傷醜害者，言必逆於耳
也。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也。雖有美行盛譽，不可比目合翼相須也。此乃氣不合、音不調者也。

「解仇鬥隙」者，謂解羸徵之仇；鬥隙者，鬥強也。強隙既鬥，稱勝者，高其「解仇鬥隙」者，謂解羸徵之仇；鬥隙者，鬥強也。強隙既鬥，稱勝者，高其
功，勝其勢；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恥其宗功，勝其勢；弱者，哀其負，傷其卑，汙其名，恥其宗  。故勝者聞其功勢，。故勝者聞其功勢，
苟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死而是也。隙無極大，苟進而不知退；弱者聞哀其負，見其傷，則強大力倍，死而是也。隙無極大，
禦無極大，則皆可脅而并。禦無極大，則皆可脅而并。

「綴去」者，謂綴己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綴去」者，謂綴己之繫言，使有餘思也。故接貞信者，稱其行，厲其志，言
可為，可復，會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款款而去之。可為，可復，會之期喜。以他人之庶，引驗以結往，明款款而去之。

「卻語」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動以忌諱，示「卻語」者，察伺短也。故言多必有數短之處，識其短，驗之。動以忌諱，示
以時禁，其人恐畏，然後結信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卻之。無見己之所不能於以時禁，其人恐畏，然後結信以安其心，收語蓋藏而卻之。無見己之所不能於
多方之人。多方之人。

「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為之稱遠；方驗之道，驚以奇怪「攝心」者，謂逢好學伎術者，則為之稱遠；方驗之道，驚以奇怪  ，人繫其，人繫其
心於己，效之於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己。遭淫酒色者，為之術，音樂動心於己，效之於人，驗去亂其前，吾歸誠於己。遭淫酒色者，為之術，音樂動
之，以為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以可觀漫瀾之命，使有後之，以為必死，生日少之憂喜，以自所不見之事，終以可觀漫瀾之命，使有後
會。會。

「守義」者，謂守以仁義，探心在內以合者也。探心，探得其主也「守義」者，謂守以仁義，探心在內以合者也。探心，探得其主也  。從外制。從外制
內，事有繫，曲而隨之也。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非賢內，事有繫，曲而隨之也。故小人比人，則左道而用之，至能敗家奪國。非賢
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為安，智不能守家以義，不能守國以道，聖人所貴道微妙者，誠以其可以轉危為安，
救亡使存也。救亡使存也。

 

其來久矣！！？？此亦所以其來久矣！！？？此亦所以

《《《派生》《派生》  Python 作坊【癸】雲夢大澤作坊【癸】雲夢大澤》講︰》講︰

人早知『人早知『眾志成城眾志成城』，沒想過『』，沒想過『事成之後事成之後』，還有個『』，還有個『如何分配如何分配』的問題嗎？』的問題嗎？
當然有，所以古有『勞心』與『勞力』，是誰『貢獻』的較『多』？難道說當然有，所以古有『勞心』與『勞力』，是誰『貢獻』的較『多』？難道說
『成事之先』，就沒有個『『成事之先』，就沒有個『如何分配如何分配』的問題嗎？？這事《』的問題嗎？？這事《水滸傳水滸傳》裡這麼講》裡這麼講
︰︰

《《金圣叹评七十回本之水浒传金圣叹评七十回本之水浒传》》

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第十一回　梁山泊林冲落草　汴京城杨志卖刀

…

话休絮烦。酒至数杯，王伦心里想道：话休絮烦。酒至数杯，王伦心里想道： “若留林冲，实形容得我们不济，不如若留林冲，实形容得我们不济，不如
我做个人情，并留了杨志，与他作敌。我做个人情，并留了杨志，与他作敌。 ”【写秀才经济可笑【写秀才经济可笑  。】。】因指著林冲对因指著林冲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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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志道：杨志道： “这个兄弟，他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唤做豹子头林冲；因这高太这个兄弟，他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唤做豹子头林冲；因这高太
尉那厮安不得好人，尉那厮安不得好人，【口头语，岂真谓林武师哉！】【口头语，岂真谓林武师哉！】把他寻事刺配沧州。那里把他寻事刺配沧州。那里
又犯了事。如今也新到这里又犯了事。如今也新到这里  。却才制使要上东京勾当，不是王伦纠合制使。却才制使要上东京勾当，不是王伦纠合制使 ∶∶小小
可兀自弃文就武可兀自弃文就武  ，，【好货，亏他说。【好货，亏他说。○秀才自大语，每每有之。】秀才自大语，每每有之。】来此来此落草落草，，
制使又是有制使又是有  罪的人，虽经赦宥，难复前职；亦且高俅那厮见掌军权，他如何罪的人，虽经赦宥，难复前职；亦且高俅那厮见掌军权，他如何
肯容你？肯容你？不如只就小寨歇马，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同做好汉。不知制使不如只就小寨歇马，大秤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同做好汉。不知制使
心下主意若何？心下主意若何？ ”杨志答道：杨志答道： “重蒙众头领如此带携重蒙众头领如此带携  ，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只是洒家有个亲眷，见在
东京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众东京居住。前者官事连累了他，不曾酬谢得他，今日欲要投那里走一遭，望众
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头领还了洒家行李。如不肯还，杨志空手也去了。 ”【写杨志又另是一杨志，【写杨志又另是一杨志，
不是史进，不是鲁达，不是林冲，细细认之。】不是史进，不是鲁达，不是林冲，细细认之。】王伦笑道：王伦笑道： “既是制使不肯在既是制使不肯在
此，如何敢勒逼入伙。且请宽心住一宵，明此，如何敢勒逼入伙。且请宽心住一宵，明  日早行。日早行。 ”【此却与前二人不同，【此却与前二人不同，
林冲则不尔，细细认之。】林冲则不尔，细细认之。】杨志大喜。当日饮酒到二更方歇，各自去歇息了。杨志大喜。当日饮酒到二更方歇，各自去歇息了。
次日早起来，又置酒与杨志送行。次日早起来，又置酒与杨志送行。【与林冲讨饭句掩暴风骤雨。】【与林冲讨饭句掩暴风骤雨。】吃了早饭，吃了早饭，
众头领叫一个小喽啰把昨夜担儿挑了，众头领叫一个小喽啰把昨夜担儿挑了，【细。】【细。】一齐都送下山。来到路口，与一齐都送下山。来到路口，与
杨志作别。叫小喽啰渡河，杨志作别。叫小喽啰渡河，【细。】【细。】送出大路。众人相别了，自回山寨。王伦送出大路。众人相别了，自回山寨。王伦
自此方才肯教林冲坐第四位，自此方才肯教林冲坐第四位，【自此方才肯教六字，皆难之辞也。】【自此方才肯教六字，皆难之辞也。】朱贵坐第朱贵坐第
五位五位  。从此，五个好汉在梁山泊。从此，五个好汉在梁山泊打家劫打家劫  舍舍，，【此四字所谓昔之梁山泊也【此四字所谓昔之梁山泊也  ，若，若
后之梁山泊亦有四字，所谓后之梁山泊亦有四字，所谓替天行道替天行道也。】也。】不在话下。不在话下。

……※※  【【□○…】】金聖歎金聖歎評評

看來此刻『看來此刻『落草落草』時或『』時或『打家劫舍打家劫舍』，彼後『』，彼後『聚義聚義』時或『』時或『替天行道替天行道』，如何』，如何
『『分分』？總離不了個『』？總離不了個『平平』字︰』字︰

大稱分金银，大碗吃酒肉。大稱分金银，大碗吃酒肉。

但是『嘍囉』與『好漢』依舊不同，階級仍然在哪裡。而且這個『平』或許是但是『嘍囉』與『好漢』依舊不同，階級仍然在哪裡。而且這個『平』或許是
用著『貢獻多寡』以及『本領大小』來決定的哩。不論是想『用著『貢獻多寡』以及『本領大小』來決定的哩。不論是想『創業創業』，還是想』，還是想
要『要『守成守成』，尚有用人該『唯』，尚有用人該『唯□』之『』之『才德之辯才德之辯』！就聽聽『』！就聽聽『于豈好辯哉？予于豈好辯哉？予
不得已也。不得已也。』之孟子怎麽說︰』之孟子怎麽說︰

金聖歎手跡金聖歎手跡

孟子孟子《《告子下告子下》》

孟子孟子曰：「曰：「君子不亮，惡乎執？君子不亮，惡乎執？」」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魯欲使樂正子為政。

孟子孟子曰：「吾聞之，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喜而不寐。」」

公孫丑公孫丑曰：「曰：「樂正子強乎？樂正子強乎？」曰：「」曰：「否。否。」」

「「有知慮乎？有知慮乎？」曰：「」曰：「否。否。」」

「「多聞識乎？多聞識乎？」曰：「」曰：「否。否。」」

「「然則奚為喜而不寐？然則奚為喜而不寐？」曰：「」曰：「其為人也好善。其為人也好善。」」

「「好善足乎？好善足乎？」曰：「」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
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皆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則人將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
』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則讒諂面諛之人至
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矣。與讒諂面諛之人居，國欲治，可得乎？」」

http://zh.wikipedia.org/zh-tw/%E9%87%91%E8%81%96%E6%AD%8E
http://www.freesandal.org/wp-content/uploads/Calligraphy_of_Jin_Shengtan.jpg
http://ctext.org/mengzi/gaozi-ii/zh


陳子陳子曰：「曰：「古之君子何如則仕？古之君子何如則仕？」」

孟孟  子子曰：「曰：「所就三，所去三。所就三，所去三。迎迎  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之致敬以有禮，言將行其言也，則就之；禮
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貌未衰，言弗行也，則去之。其次，雖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禮，則就
之；禮貌衰，則之；禮貌衰，則  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去之。其下，朝不食，夕不食  ，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飢餓不能出門戶。君聞之
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曰：『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又不能從其言也，使飢餓於我土地，吾恥之。』周
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之，亦可受也，免死而已  矣矣  。」。」

孟子孟子曰：「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閒，膠鬲舉於魚鹽之中，管夷吾
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
志，勞其志，勞其  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
其所不能。其所不能。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人恒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
而後喻。而後喻。入則無法家入則無法家  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
死於安樂也死於安樂也  。。」」

孟子孟子曰：「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

……

 

，蓋因『事件』之流正成於眾人之『抉擇』的啊！！！，蓋因『事件』之流正成於眾人之『抉擇』的啊！！！

或『三人成虎』、或『眾口鑠金』、或『眾志成城』，所言之事或許不同，內或『三人成虎』、或『眾口鑠金』、或『眾志成城』，所言之事或許不同，內
在『因果』、『邏輯』、『法則』豈會相異耶？？？在『因果』、『邏輯』、『法則』豈會相異耶？？？

當今正逢風起雲湧之際，時局恰陷欲振乏力之時，『新』、『舊』相爭，當今正逢風起雲湧之際，時局恰陷欲振乏力之時，『新』、『舊』相爭，
『利』、『害』相伐，『變化』不得以『瞬刻』也。作者欲觀『利』、『害』相伐，『變化』不得以『瞬刻』也。作者欲觀

GrovePi for Node.js
GrovePi is an open source plat form for connect ing Grove Sensors to the
Raspberry Pi.

Quick start
Before to start  you should install Node.js on your RaspberryPi and clone the
repo on your local environment . Be sure to have npm installed and then you
can proceed installing the package.

……

 

之『體例』，擬先更新『之『體例』，擬先更新『  Arduino IDE 』，不過年前可用之文本︰』，不過年前可用之文本︰

Arduino 1.6.x for Raspberry PI Jessie
Posted on December 3, 2015 by hanso

───

 

Install Arduino IDE 1.6.5 at Kano OS
(Raspbian) – Raspberry Pi

by Tsartsanis

───

 

如今已然不可用︰如今已然不可用︰

Arduino_IDE-1.6.7/github on the Raspberry Pi

https://github.com/DexterInd/GrovePi/tree/master/Software/NodeJS/libs
https://github.com/DexterInd/GrovePi/tree/master/Software/NodeJS/libs#quick-start
http://duinorasp.hansotten.com/arduino-1-6-x-for-raspberry-pi-jessie/
http://duinorasp.hansotten.com/arduino-1-6-x-for-raspberry-pi-jessie/
http://duinorasp.hansotten.com/author/hanso/
http://www.instructables.com/id/Install-Arduino-IDE-165-at-Kano-OS-Raspbian-Raspbe/?ALLSTEPS
http://www.instructables.com/member/Tsartsanis/
https://www.raspberrypi.org/forums/viewtopic.php?f=66&t=92662


by ShorT ie » Thu Nov 27, 2014 12:18 pm
Living in the land of  ARM I found a need to write this

───

 

所幸尚有遺址存焉︰所幸尚有遺址存焉︰

Index of /meveric/pool/main/a/arduino
 

祇需祇需

sudo dpkg -i arduino-core_1.6.5_all.deb arduino_1.6.5_all.deb

sudo apt -get  install -f

就可以安裝。雖然已知與就可以安裝。雖然已知與

amperka/ino

Ino
Ino is a command line toolkit  for working with Arduino hardware

It  allows you to:

Quickly create new projects
Build a f irmware f rom mult iple source f iles and libraries
Upload the f irmware to a device
Perform serial communicat ion with a device (aka serial monitor)

Ino may replace Arduino IDE UI if  you prefer to work with command line and an
editor of  your choice or if  you want  to integrate Arduino build process to 3-rd
party IDE.

Ino is based on make to perform builds. However Makef iles are generated
automat ically and you’ll never see them if  you don’t  want  to.

───

 

不相容。目前安裝、編譯、燒錄不相容。目前安裝、編譯、燒錄…… 一切測試一切測試  OK ︰︰

【主畫面】【主畫面】

https://www.raspberrypi.org/forums/memberlist.php?mode=viewprofile&u=69547&sid=22c681288ef434189ba81b28212a9127
http://oph.mdrjr.net/meveric/pool/main/a/arduino/
https://github.com/amperka/ino


 

【程式庫管裡】【程式庫管裡】

 



【編譯】【編譯】

 

【燒錄】【燒錄】

pi@raspberrypi ~ 
$ cd 
/tmp/build112957
0881004026936.t
mp
pi@raspberrypi 
/tmp/build112957
0881004026936.t
mp $ ls
abi.cpp.d                
HardwareSerial0.
cpp.d  
Stream.cpp.o
abi.cpp.o                 
HardwareSerial0.
cpp.o   
TimerOne.cpp
buildprefs.txt           
HardwareSerial1.
cpp.d  
TimerOne.cpp.d
CDC.cpp.d                
HardwareSerial1.
cpp.o   
TimerOne.cpp.o
CDC.cpp.o                 
HardwareSerial2.
cpp.d  
TimerOne.h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pi@raspberrypi ~ $ cd /tmp/build1129570881004026936.tmp
pi@raspberrypi /tmp/build1129570881004026936.tmp $ ls
abi.cpp.d                HardwareSerial0.cpp.d  St ream.cpp.o
abi.cpp.o                HardwareSerial0.cpp.o  T imerOne.cpp
buildprefs.t xt            HardwareSerial1.cpp.d  T imerOne.cpp.d
CDC.cpp.d                HardwareSerial1.cpp.o  T imerOne.cpp.o
CDC.cpp.o                HardwareSerial2.cpp.d  T imerOne.h
ChainableLED.cpp         HardwareSerial2.cpp.o  TM1637.cpp
ChainableLED.cpp.d       HardwareSerial3.cpp.d  TM1637.cpp.d
ChainableLED.cpp.o       HardwareSerial3.cpp.o  TM1637.cpp.o
ChainableLED.h           HardwareSerial.cpp.d   TM1637.h
core.a                   HardwareSerial.cpp.o   Tone.cpp.d
DHT.cpp                  HID.cpp.d              Tone.cpp.o
DHT.cpp.d                HID.cpp.o              USBCore.cpp.d
DHT.cpp.o                hooks.c.d              USBCore.cpp.o
DHT.h                    hooks.c.o              WInterrupts.c.d
DS1307.cpp               IPAddress.cpp.d        WInterrupts.c.o
DS1307.cpp.d             IPAddress.cpp.o        Wire
DS1307.cpp.o             IRSendRev.cpp          wiring_analog.c.d
DS1307.h                 IRSendRev.cpp.d        wiring_analog.c.o
Encoder.cpp              IRSendRev.cpp.o        wiring.c.d
Encoder.cpp.d            IRSendRev.h            wiring.c.o
Encoder.cpp.o            IRSendRevInt .h         wiring_digital.c.d
Encoder.h                main.cpp.d             wiring_digital.c.o
Grove_LED_Bar.cpp        main.cpp.o             wiring_pulse.c.d
Grove_LED_Bar.cpp.d      MMA7660.cpp            wiring_pulse.c.o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Grove_LED_Bar.cpp.d      MMA7660.cpp            wiring_pulse.c.o
Grove_LED_Bar.cpp.o      MMA7660.cpp.d          wiring_pulse.S.o
Grove_LED_Bar.h          MMA7660.cpp.o          wiring_shif t .c.d
grove_pi_v1_2_5.cpp      MMA7660.h              wiring_shif t .c.o
grove_pi_v1_2_5.cpp.d    new.cpp.d              WMath.cpp.d
grove_pi_v1_2_5.cpp.eep  new.cpp.o              WMath.cpp.o
grove_pi_v1_2_5.cpp.elf   Print .cpp.d            WSt ring.cpp.d
grove_pi_v1_2_5.cpp.hex  Print .cpp.o            WSt ring.cpp.o
grove_pi_v1_2_5.cpp.o    St ream.cpp.d
pi@raspberrypi /tmp/build1129570881004026936.tmp $ avrdude -c gpio -p
m328p -U f lash:w:./grove_pi_v1_2_5.cpp.hex
 
avrdude: AVR device init ialized and ready to accept  inst ruct ions
 
Reading |
################################################## |
100% 0.00s
 
avrdude: Device signature = 0x1e950f
avrdude: NOTE: FLASH memory has been specif ied, an erase cycle will be
performed
         To disable this feature, specif y the -D opt ion.
avrdude: erasing chip
avrdude: reading input  f ile "./grove_pi_v1_2_5.cpp.hex"
avrdude: input  f ile ./grove_pi_v1_2_5.cpp.hex auto detected as Intel Hex
avrdude: writ ing f lash (16110 bytes):
 
Writ ing |
################################################## |
100% 8.29s
 
avrdude: 16110 bytes of  f lash writ ten
avrdude: verif ying f lash memory against  ./grove_pi_v1_2_5.cpp.hex:
avrdude: load data f lash data f rom input  f ile ./grove_pi_v1_2_5.cpp.hex:
avrdude: input  f ile ./grove_pi_v1_2_5.cpp.hex auto detected as Intel Hex
avrdude: input  f ile ./grove_pi_v1_2_5.cpp.hex contains 16110 bytes
avrdude: reading on-chip f lash data:
 
Reading |
################################################## |
100% 7.68s
 
avrdude: verif ying ...
avrdude: 16110 bytes of  f lash verif ied
 
avrdude: safemode: Fuses OK
 
avrdude done.  Thank you.
 
pi@raspberrypi /tmp/build1129570881004026936.tmp $

 

※※  祝樹莓派生日快樂，祝樹莓派生日快樂，  Raspberry Pi 3 發行成功︰發行成功︰

Raspberry Pi 3 on sale now at ＄35
Exact ly four years ago, on 29 February 2012, we unleashed the original 256MB
Raspberry Pi Model B on a largely unsuspect ing world. Since then, we’ve
shipped over eight million units, including three million unit s of  Raspberry Pi
2, making us the UK’s all-t ime best -selling computer. The Raspberry Pi
Foundat ion has grown f rom a handful of  volunteers to have over sixty full-t ime
employees, including our new f riends f rom Code Club. We’ve sent  a Raspberry
Pi to the Internat ional Space Stat ion and are t raining teachers around the
world through our Picademy program.

In celebrat ion of  our fourth birthday, we thought  it  would be fun to release
something new. Accordingly, Raspberry Pi 3 is now on sale for $35 (the same
price as the exist ing Raspberry Pi 2), featuring:

A 1.2GHz 64-bit quad-core ARM Cortex-A53 CPU (~10x the
performance of  Raspberry Pi 1)
Integrated 802.11n wireless LAN and Bluetooth 4.1
Complete compat ibilit y with Raspberry Pi 1 and 2

https://www.raspberrypi.org/blog/raspberry-pi-3-on-sale/
https://www.raspberrypi.org/blog/and-breathe/
https://www.raspberrypi.org/blog/raspberry-pi-2-on-sale/
https://www.codeclub.org.uk/
https://astro-pi.org/
https://www.raspberrypi.org/picademy/


Raspberry Pi 3 Model B

Raspberry Pi 3 Model B

 

 

 

 

 

 

 

 

 

 

 

 

 

https://www.raspberrypi.org/wp-content/uploads/2016/02/IMG_4090.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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