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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聽 Mrphs 講︰ W!o+ 小時候很靦腆不喜交際。常獨自一人到郊外漫遊，因而結識
了小伶鼬，自此成了莫逆。那時『自生成』機器的科學理論已經完備，礙於彼處技
術之臨界極限尚且不能實用。不過當時 M♪o 之『 T inyIoT  踢呦ㄊㄜˋ』早就不祇是

Re: TinyIoT 踢呦ㄊㄜ踢呦ㄊㄜˋ From:
M♪o@Tux.Anyw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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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中所指的︰深海經絡仿生探測儀了。應用『踢呦ㄊㄜˋ』技術製造之『聰明物
件』種類極多，其中『玩具』更是小朋友的最愛。雖然概念上有點像先生貴處的

樂高樂高
樂高（丹麥語：LEGO）是一家丹麥的玩具公司，亦指該公司出品的積木玩具，由
五彩的塑膠積木、齒輪、迷你小人和各種不同其他零件，組成各種模型物件。

該公司與多個娛樂公司有合作，如迪士尼、時代華納。例如在哈利波特和星球大
戰等電影在美國上映前後，樂高就會推出相應主題玩具。

歷史歷史
1932年，丹麥木匠奧爾·科克·克里斯蒂安森（Ole Kirk Christ iansen）開始製作木製
玩具，公司名Lego由他取，來自丹麥語「leg godt」，指「play well（玩得好、好
好的玩吧）」。很巧合的 ，「Lego」在拉丁語的意思是「I put  together（放在一
起、拼起來 ）」。[1][2][3]

1947年奧爾·科克·克里斯蒂安森和兒子得到一些英國公司Kiddicraf t製作的膠製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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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這些積木是由兒童心理學家Hilary Harry Fisher Page設計和擁有專利的。1949
年，他們開始生產類似的玩具，獨特之處就是它們能緊密的扣在一起。

樂高積木按照單位元件由大到小可分為四個系列：baby，quat ro，duplo和標準
lego，後者的大小是前者的一半（能夠互相砌疊），分別對應於1-18個月，2-3
歲，2-6歲和4歲以上的四個年齡段的兒童。

樂高積木設計精美且富變化性，色彩多變。和其他積木玩具不同的是擁有廣大的成
年玩家，大多為自兒童時期就受到樂高積木的吸引 ，樂高積木在全球125個國家擁
有市場，推估有3億孩童曾經是他們的顧客。

在許多產業都移往中國生產以降低成本的今日，樂高公司的大部分產品依然維持在
丹麥生產製造，以確保良好品質。但也有部分特殊產品，如含馬達的Technic系列
已經移往中國製造了。

飛至木星飛至木星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朱諾號」的探測器將前往木星，這架探測器上載著3隻4
公分高的樂高公仔，分別是被稱為「現代科學之父 」的伽利略（Galileo
Galilei）、羅馬神話中的朱庇特（Jupiter），以及他的太太朱諾（Juno）。

───

 

。然而『聰明物件』是由彼此可辨識井通之『智慧組件』所構成，所以能夠不藉學
習『無誤組合』，所謂『寫作程式』就像『點菜』一般指定『功能』，然後就能奇
妙變化自動運作。不過  W!o+ 並不喜歡玩這種『聰明物件』，他自許為『創客』，
想要深入了解那個『聰明』的由來。因此傳言 W!o+ 在讀過

M♪o 之之  TinyIoT ︰︰  《承轉》之《決疑《承轉》之《決疑 ‧
下》！！下》！！

……

如此看來『解讀』 M♪o 之【T inyIoT  踢呦ㄊㄜˋ】的『關鍵』就在【一圖一表】的
核心《經絡》之上。如果將此參照著 ── 生生祭‧不息獎 ── 配合了《環中》基地
的建立，與《咸澤》碼訊之啟動，考之以《曙光》︰

『塔克斯』 Tux 世家在『聆老師』 Linux 的啟蒙下，下定決心發起『問童子』計
畫，教育十方廣大『企鵝家族』之『小企鵝』── 小企鵝碼訊 Tux Jr. Machine ──
，培養天下各處『企鵝小小兵』，啟動『碼訊網』，誓言收復『南北』棲息地，帶
領『東西』方三棲進化大作戰。為了達成這個『使命』，首在建立『企鵝分類
學』！
定要記取《『蜜蜂』為何不見了？》的教訓！！……

，正是在古企鵝《踏天》名義下之『復國大計』的吧！於是

【  ☯   】 法太極天地之『法』當是《【Sonic π】電聲學補充《一》》
所言之『仿生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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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能器』 T ransducer 是轉換不同『能量形式』的『裝置』，這些能量形式包括
了『電能』、『機械能』、『電磁能』、『光能』、『化學能』、『聲能』和『熱
能』等等，或許很快將擴及『生化能』與『生物能』種種。雖然現今這個『術語』
一般使用在『感測器』 Sensor 上，常用於『測量儀錶』的領域中。從事實上來講
『換能器』的『概念』來自於『自然現象』裡，無所不在的各式各樣的『能量交換
形式』。就像人類的『五官』以及各類生物的『感覺器官』都需要與『大自然』環
境中的『聲、光、臭、味、溫度、壓力…』打交道，才能夠『探得』環境中的『資
訊』維持『物種延續』一樣。也可以說『生物界』本身就是換能器之『自然設計』
的『大教室』，有人把仿效『自然生物』設計的『學問』稱之為『仿生學』，果真
如老子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啊！！

所以那個『太極』用符號【☯】，而不用文字【 】來表象『陰陽‧五行』

經絡的『原初』之義。假使明確了這個『目的』，那個【 】同，和『通』就有
『音義同通』的意思，就像在《啃一塊唄 K TCPIP！！下》一文中，所謂『回』
『串』兩觀︰

TCPIP規範之堆疊 Stack 看起來像什麼呢？俯察象個『回』字，側寫成個『串』
文。不論它看起來像個什麼或有沒有形狀，它是網路的主宰，也是通往英特乃的大
道。老子第二十五章裡說︰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
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回文是正讀
反讀都能讀通的句子，有人說它源自『道德经』，故稱之為『道原』︰

第二十章 ── 俗人昭昭，我獨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悶。
六十三章 ── 為无為，事无事，味无味。
八十一章 ──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

這樣【      】萬物同碼訊，應該斷句為︰

萬【多個】‧物【TinyIoTs】‧同【通】‧碼訊。有如︰

彼接點信號之發送彼接點信號之發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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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語下上語下
列言列列言列

↓↑→←
列知列列知列
下道上下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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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節點訊息之接收此節點訊息之接收

彼上上‧目的 ↓ ↑ 此上上‧目的
彼上‧目的語言 ↓ ↑ 此上‧目的語言
轉譯彼上之目的
話成彼下之手段

←→
堆言疊語
彼文此解

←→
疊語堆言
此字彼譯

轉翻此上之目的
說解此下之手段

彼下‧手段文字 ↓ ↑ 此下‧手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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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編輯

那麼《天問》 中『三、【T inyIoT  踢呦ㄊㄜˋ】二說此物名義？』又該作何解？如
果『 MINIBIAN 』對應『迷你兵』，那麼『 T iny 』自當就是『小到可踢』的吧！如
是『 IOT  』半音半意釋成了『呦ㄊㄜˋ』，這個『踢‧塔‧梯』正回應著『同則通，
通則同』，看來 M♪o 小女生還滿『幽默』的，想來倒是作者太『八股』的耶？？

───

 

後，方決定寫這封

W!o+ 之奇異傳真！！之奇異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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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cret in〈 Venus, Cupid, Folly and T ime 〉paint ing is 『 The
Foot of  Cupid 』.

 

……… 當時聽的頭昏腦脹，但想果然我佛慈悲講︰

緣起性空，因緣生法。

此生故彼生，此有故彼有。

只是如今到要到哪兒去找這『聰明物件』來演義的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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