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陰荏苒，歲月匆匆已經到了為《M♪o 之學習筆記本》寫跋之時。若是沒有西伯利亞『小雪

鶴』奇妙因緣，想來也無法給讀者們介紹這本有趣的筆記。說事當求完整齊全，特講《M♪o

之學習筆記本》的封底中有如下之圖文︰

學而‧堯曰

，不知是『印』上去的，還是 M♪o 『刻』寫的，彷彿意有所指似的。也許編者幾十日與

M♪o 的文字為伍，受到她詩樣般情懷的感染，也學會一些疑猜？此一筆記應在《春的祭典》

之前，卻是偶然拾於

《Re: TinyIoT 踢呦ㄊㄜˋ From: M♪o@Tux.Anywhere》

之後。或許，冥冥之中眇眇之意，難解難測，終將歸之於平淡自然的吧！最後再一次效法

M♪o 之『訊』，代之以為《 》跋，向她樂知分享之心禮敬。

訊︰☿把酒飛斝是同道，欲法荀子《勸學篇》趁年少︰

樹莓派, 樹莓派之學習, 樹莓派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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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取之於藍而青於藍；冰，水為之而寒於水。以喻學則才過其本性也。木

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槁，枯。曓，乾。

挻，宜也。《晏子春秋》作「不復贏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

知明而行無過矣。參，三也。曾子曰︰「日三省吾身。」知，讀爲智。行，下孟反。故不登高山，不知天

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大，謂有益於人。干、

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干、越，猶言吳、越。《呂氏春秋》「荊有次

非得寶劍於干、越」，高誘曰︰「吳邑也。」貉，東北夷。同聲，謂啼聲同。貉，莫革反。《詩》曰：「嗟爾

君子，無恆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詩》，《小雅‧小明》之篇。

靖，謀。介，助。景，大也。無恆安息，戒之不使懷安也。言能謀恭其位，好正宜之道，則神聽而助之福，引此詩

以喻勤學也。

───《M♪o 之學習筆記本《編者跋》》

若說讀書為的是做兩腳書櫥

『記憶土司』這一集故事裡，作者藤子．F．不二雄讓大雄在考試的前一天，因著種種原因，

只能『勉強吃』完記憶土司，第二天『拉肚子』最後卻『忘光了』。作者或許深知『填鴨

式』的教育和『走捷徑』的學習，都是沒有益處的。

《論語》始於『學而』篇，『學而時習之』說的就是學習的方法︰

『學』──所教的，

『而』──而能夠，

『時』──按時的，

『習』──習、複習，

『之』──所學的。

事實上『理論』與『實作』、『明瞭』和『練習』，就像鳥的『雙翼』，缺一就『不能

飛』。



過去的『讀書人』希望不要祇做個『兩腳書櫥』，並不在意能不能過目不忘；而是追求著知

行合一，希望能學有所用。

───摘自《小叮噹的記憶土司！！》

匪夷所思？

宛如聲稱筆記就是腦外隨身碟一般荒唐！

常言道︰『一圖勝千言』，此圖

或許容易『考證』，想那紀曉嵐寫『閱微草堂筆記』二十四卷，卻尋不著這段『史實』︰

【俄國使節】



我俄人，騎奇馬，張長弓，

單戈成戰；

琴瑟琵琶八大王，王王在上。

【紀曉嵐】

爾人你，襲龍衣，偽為人，

合手即拿；

魑魅魍魎四小⿁，⿁⿁在邊。

它載之於《幽默心理學: 思考與研究》，可能來自《紀曉嵐傳奇》，雖早想『存疑』忘卻，無

奈金庸說，這個『絕對』出自『⿈蓉』之父『東邪⿈藥師』︰

琴瑟琵琶，八大王一般頭面

魑魅魍魎，四小⿁各自肚腸

卻又似出於『司馬翎』之筆，後有『查良鏞』先生『修訂』版本，自己去『華山論劍』，以

圖小說有個『合情依理』的…，只得

【橫批】

性感情忘，四季心總苦計量。

心初生，其心咸，青心賁，恐心亡。

就讓我們安裝用『派生』寫的『自然語言⼯具箱』  Natural Language Toolkit，玩味一下

『科技』之於『人文』！

───摘自《W!o 的派生‧十日談之《十》》



A Void, translated from the original French La

Disparition (literally, “The Disappearance”), is

a 300-page French lipogrammatic novel,

written in 1969 by Georges Perec, entirely

without using the letter e (except for the

author’s name), following Oulipo constraints.

維基百科的字詞分布情況，字型越大，代表

該字詞出現的機率就越大。

試問『人文』與『科技』的距離有多遠呢？

如果有『人文科技』的『名目』，它是用著

『人文』去『裝飾』『科技』，還是將以

『科技』來『研究』『人文』？？據聞有一

種『質的研究』和『量的統計』恰成『對

比』！！

一本沒有『字母』 e 的書，能有什麼『奇

怪』的嗎？因為這不符合於一般『文本』之

『字母』的『常態分佈』！還是說『另有隱

情』刻意為之的呢？？或是種『文字遊

戲』，就像德國詩人和劇作家席勒提出『遊

戲』之理論。席勒說：『只有當人充分是人

的時候，他才遊戲；只有當人遊戲的時候，

他才完全是人。』。或許人類在生活中勢必

受到『精神』與『物質』的雙重『束縛』，

因而喪失了『理想』和『自由』。於是人們

假借剩下的精力打造一個『自在』的國度，

這就是『遊戲』。此種『創造性』活動，源

自人類的『本能』。

那麼『字詞頻率分析』與『真偽之作考據』

會有關嗎？一個時代『流行』那個時代的

『語詞』，一位作家有著自己『偏愛』的某

些『詞彙』，這就構成了『特定』時空人物

下之『字詞使用頻率』，因而可以用它來

『探究』『真偽』！或許也正是『 W!o 』為

難之處，想用這個『時代言語』去表述那些

『未來之事』的吧！！

【齊夫定律】──實驗顯示

Zipf’s law states that given some corpus of

natural language utterances, the frequency

of any word is inversely proportional to its

rank in the frequency table. Thus the most

frequent word will occur approximately



如是當講會說話的機器，必有智慧乎！！或者那

時辰早過了耶？？

一場人機對奕，AlphaGo

AlphaGo（阿爾法圍棋，又暱稱阿爾法狗 或阿法狗 ）是由英國倫敦Google DeepMind開發

的人⼯智慧圍棋程式。2015年10月，它成為第一個無需讓子，即可在19路棋盤上擊敗圍棋職

業棋士的電腦圍棋程式。 2016年3月，在一場五番棋比賽中，AlphaGo於前三局以及最後

一局均擊敗頂尖職業棋手李世乭，成為第一個不藉助讓子而擊敗圍棋職業九段棋士的電腦圍

棋程式。 五局賽後韓國棋院授予AlphaGo為有史以來第一位名譽職業九段 。

專業術語上來說，AlphaGo其做法是使用了蒙地卡羅樹狀搜尋與兩個深度神經網路相結合方

法，其中一個是以估值網路來評估大量的選點，而以走棋網路來選擇落子。在這種設計下，

電腦可以結合樹狀圖的長遠推斷，又可像人類的大腦一樣自發學習進行直覺訓練，以提高下

第九世紀阿拉伯博學家肯迪所著之《手稿上

破譯加密消息》

《福爾摩斯‧歸來記》中

《跳舞的人》，解碼是『Never』

twice as often as the second most frequent

word, three times as often as the third most

frequent word, etc. For example, in the

Brown Corpus of American English text, the

word “the” is the most frequently occurring

word, and by itself accounts for nearly 7% of

all word occurrences (69,971 out of slightly

over 1 million).

[1] [2]

[3][4]

[5] [6]



棋實力。

歷史

更多資料：圍棋#圍棋軟體與人⼯智慧

一般認為，電腦要在圍棋中取勝比在西洋棋等遊戲中取勝要困難得多，因為圍棋的分支因子

大大多於其他遊戲，諸如暴力搜尋法、Alpha-beta剪枝、啟發式搜尋的傳統人⼯智慧方法在圍

棋中很難奏效。 在1997年IBM的電腦「深藍」擊敗俄籍世界西洋棋冠軍加里·卡斯帕羅夫

之後，經過18年的發展，棋力最高的人⼯智慧圍棋程式才大約達到業餘5段圍棋棋手的水平，

且在不讓子的情況下，仍無法擊敗職業棋手。 2012年，在4台PC上執行的Zen程式

在讓5子和讓4子的情況下兩次擊敗日籍九段棋士武宮正樹 。2013年，Crazy Stone在讓4子

的情況下擊敗日籍九段棋士石田芳夫 。

AlphaGo和之前的圍棋程式相比表現出顯著提升。在和Crazy Stone和Zen等其他圍棋程式的

500局比賽中 ，單機版AlphaGo（執行於一台電腦上）僅輸一局 。而在其後的對局中，

分散式版AlphaGo（以分散式運算執行於多台電腦上）在500局比賽中全部獲勝，且對抗運行

在單機上的 AlphaGo 有 77% 的勝率。2015年10月的分散式運算版本AlphaGo使用1,202塊

CPU及176塊GPU。

───

改寫了人⼯智慧的里程碑！！不知古之『奕秋』能有多少勝算？？

《論語．陽貨篇》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時間】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

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一年】可已矣。』子曰：『⾷夫稻，衣夫錦，於

女【你】安乎？』曰：『安。』『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旨【脂】不甘，聞樂ㄩㄝ

ˋ不樂ㄌㄜˋ，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宰我出。子曰：『予【宰我】之

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

其父母乎？』

子曰：『飽⾷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

。作者不知那編撰論語者是否有意這樣的安排篇章次序，彷彿孔老夫子以為宰我該去學學下

圍棋，怎麼連個慎始敬終的棋理都不通的呢！如此看來圍棋起源實在很古早，有學者推測時

[7][8]

[3][9]

[10] [3][4][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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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0]



間大約是公元前六世紀左右。據稱戰國時之弈秋是史籍記載的第一位高手，君不見《孟子‧

告子上》有言︰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曝】之，十日寒之，未有能

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今夫弈之為數，小數也；不專

心致志，則不得也。弈秋，通國之善弈者也。使弈秋誨二人弈，其一人專心致志，惟弈秋之

為聽；一人雖聽之，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思援弓繳而射之，雖與之俱學，弗若之矣。為是

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

於是乎圍棋成為古代知識分子修身養性的『必修課』，是為『琴棋書畫』四藝之一。這門古

老的『博奕之術』有經典的嗎？在此僅舉北宋仁宗時的皇祐中翰林學士張擬所著《棋經》以

饗讀者︰

張擬‧《棋經》

《論局》

夫萬物之數，從一而起。局之路，三百六十有一。一者，生數之

主，據其極而運四方也。三百六十，以象周天之數。分而為四，

以象四時。隅各九十路，以象其日。外周七二路，以象其候。枯

棋三百六十，白黑相半，以法陰陽。局之線道，謂之枰。線道之

間，謂之罫。局方而靜，棋圓而動。自古及今，弈者無同局。

《傳》曰：『日日新。』故宜用意深而存慮精，以求其勝負之

由，則至其所未至矣。

《得算》

棋者，以正合其勢，以權制其敵。故計定於內而勢成於外。戰未

合而算勝者，得算多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戰已合而不知勝

負者，無算也。兵法曰：『多算勝，少算不勝，而況於無算乎？

由此觀之，勝負見矣。』

《權輿》

權輿者，弈棋布置，務守綱格。先於四隅分定勢子，然後拆二斜

飛，下勢子一等。立二可以拆三，立三可以拆四，與勢子相望可

以拆五。近不必比，遠不必乖。此皆古人之論，後學之規，捨此

改作，未之或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摘自《物理哲學·中中》

─摘自《W!o+ 的《小伶鼬⼯坊演義》︰樹莓派 3 三兩事之 A.I. 篇》

所謂凡走過必留痕跡，故而追蹤

ipython-notebook not anymore available in
Debian/stretch #70

欲確立也。

IPython 5.0
Released July 7, 2016

New terminal interface

IPython 5 features a major upgrade to the terminal interface, bringing live syntax highlighting

as you type, proper multiline editing and multiline paste, and tab completions that don’t clutter

up your history.

These

《合戰》



features are provided by the Python library prompt_toolkit, which replaces readline

throughout our terminal interface.

實證者自可知矣◎

Jupyter界面

1
2
3
4

pi@raspberrypi:~ $ apt-cache show python3-notebook
Package: python3-notebook
Source: jupyter-notebook
Version: 4.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