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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時心裡想著 Mrphs 曾經講過的話︰

W!o+ 小時候，許多快樂時光都在『除錯』中度過。他認為即使說『科南‧道爾』當
『偵探』，未必然能是個『好偵探』。雖然大家以為他既能創造『大偵探』福爾摩
斯，又怎會自己不是的呢？因為一個作者早知道『結局』，掌握所有『線索』，過
程常常不過是『故布疑陣』，迷惑讀者而已。這可與『真偵探』的遭遇大不相同 ，
未能『先知』，就不能『神奇』！文章固然膾炙人口，要談深得三昧卻未必然的
吧！！所以『寫程式』、『讀程式』、『測程式』 ……者 ，『錯誤』無論來自
『何方』『何時』…… 都是良師益友，都要認真對待。此『不速之客』的『偶然』
『錯誤』，往往恰恰是『利涉大川』者之『必然』『所需』。

【※作者註】

需：有孚，光亨，貞吉。 利涉大川。

彖曰：需，須也﹔險在前也。 剛健而不陷，其義不困窮矣。 需有孚，光亨，貞
吉。 位乎天位，以正中也。 利涉大川，往有功也。

象曰：云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

初九：需于郊。 利用恆，無咎。
象曰：需于郊，不犯難行也。 利用恆，無咎﹔未失常也。

九二：需于沙。 小有言，終吉。
象曰：需于沙，衍在中也。 雖小有言，以終吉也。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
象曰：需于泥，災在外也。 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

六四：需于血，出自穴。
象曰：需于血，順以聽也。

九五：需于酒食，貞吉。
象曰：酒食貞吉，以中正也。

上六：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來，敬之終吉。
象曰：不速之客來，敬之終吉。 雖不當位，未大失也。

 

好一番議論，讓人無所遁逃也！否則叫人『觀水』

《 論水 》

【論語 ‧雍也第六】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老子【道德经第八章】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為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 ，心善淵，與善
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 ，故無尤。

【荀子‧王制】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载舟， 水則覆舟。

漢朝 韓嬰【韓詩外傳‧卷三】

問者曰：「夫智者何以樂於水也？」曰：「夫水者，緣理而行，不遺小間，似有智
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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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動而下之，似有禮者；蹈深不疑，似有勇者；障防而清，似知命者；歷險致
遠，卒成不毀，似有德者。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國家以寧，萬事以平，品物以
正。此智者所以樂於水也。」《詩》曰：「思樂泮水，薄采其茆。魯侯戾止，在泮
飲酒。」樂水之謂也。

問者曰：「夫仁者何以樂於山也？」曰：「夫山者、萬民之所瞻仰也 。草木生焉，
萬物植焉，飛鳥集焉，走獸休焉，四方益取與焉，出雲道風，嵷乎天地之間。天地
以成，國家以寧。此仁者所以樂於山也。」《詩》曰：「太山巖巖，魯邦所瞻。
」樂山之謂也。

 

，怎好自己『縮水』的耶！！只不過一時

‧ 丈二金剛 ── 摸不著頭腦？

誰曉得它，『 GrovePi/Firmware/ 』

‧ 葫蘆里賣藥 ── 不知底細？？

欲語還休，暫且『歇後』想想，再說不遲！！

俗話說死馬且當活馬醫。何不先試試

Using the Arduino IDE with the
Gertboard

If  you are familiar with the Arduno IDE on any other plat form, then there should
not  be any surprises using it  on the Raspberry Pi with the Gertboard.

There is one notable thing you need to do to make it  work though, and that  is
to select  the correct  programmer and device before you upload a sketch to
the ATmega.

To do this, launch the Arduino IDE and select :

Tools -> Board

and select  either the Gertboard with ATmega328, or the Gertboard with
ATmega168 opt ions.

Next  select :

Tools -> Programmer

and select  the Raspberry Pi GPIO opt ion. You should be ready to go af ter
that .

Load up the

Examples -> Basics -> Blink

sketch and upload it  to the ATmega. To actually see it  doing something, you’ll
need to connect  a jumper wire f rom pin 13 on the ATmega (That ’s PB5 on the
Gertboard) to one of  the buf fered drivers set  to output  mode.

───

 

，看它到底行是不行？？

 

 

結果竟然除去一點『拼寫錯誤』之處？？

GrovePi/Firmware/Source/v1.2/grove_pi_v1_2_1/grove_pi_v1_2_1.ino

的 # include “Grove_LED_bar.h” 應改為

#include “Grove_LED_Bar.h” 之外，

全都正常而且能夠『編譯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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