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什麼是『人⼯智慧』AI Arti�cial Intelligence 呢？『人⼯』意味著人為的，它不是天生的，設

想萬年前的人將如何區分現今的『人造物』或『自然物』呢？人能定義什麼是『人造物』

嗎？反過來說人能定義何謂『自然物』的嗎？至於『智慧』一詞就更難講清的了，不如引用

莊子在《莊子‧齊物論》──  文本摘自漢川草廬──的一段議論吧︰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聖

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

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

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

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

長梧子曰：「是⿈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

足以知之！且汝亦大早計，見卵而求時夜，

見彈而求鴞炙。予嘗為女妄言之，女以妄聽

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合，置其滑

涽，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芚，參萬

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

瞿鵲子問長梧子說：「我曾聽孔夫子說過：

『聖人不從事俗務，不趨就利益，不躲避危

害，不喜求於世，不攀援拘泥於道；沒說話

像說了，說了話又像沒說，而遨遊於塵囂之

外。』孔夫子認為這是孟浪無稽之言，但我

以為這是妙道之行。你認為如何？」

長梧子說：「這些話⿈帝聽了都疑惑，而孔

丘如何能夠知道呢！再說你也太操之過急，

見到雞蛋就想求有報曉的公雞，見到彈丸就

想烤吃鴞鳥。我不妨對你妄言說說聖人之

道，你就姑且聽聽，怎麼樣？聖人是依附日

月而在，懷抱著宇宙，和萬物合為一體的，

任其是非紛亂不顧，把卑下看作尊貴是沒有

貴賤之分的。眾人汲汲碌碌，聖人愚憨渾

沌，揉合萬年歲月而成一精純之體。萬物都

是如此的，是互相蘊含精純於其中的。

我如何知道貪生不是迷惑呢？我如何知道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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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

弱喪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

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

王所，與王同筐床，⾷芻豢，而後悔其泣

也。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

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

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

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

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

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女，皆夢也；予

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詭。

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

之也。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

是也？我果非也邪？我勝若，若不吾勝，我

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

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與若不能相

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闇，吾誰使正之？使同

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

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

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

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

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

也，而待彼也邪？

死不是像幼兒流落在外而不知回家呢？美人

麗姬，是艾地守封疆人的女兒，晉獻公剛得

到麗姬時，麗姬哭得衣服都濕透了；等她到

了王宮裏，和晉王睡同一張床，吃同樣的美

味，這時才後悔當初不該哭泣。我如何知道

死的人不會後悔當初不該戀生呢？

夢見飲酒作樂的人，醒來後可能遇到傷心事

而哭泣；夢見傷心哭泣的人，醒來後可能去

享受田獵之樂。當做夢時，不知道那是夢。

有時夢中還在做夢，醒來後才知是做夢。且

只有大知覺的人才知道人生就是一場大夢，

而愚人卻自以為清醒，自認為什麼都知道。

說什麼君貴啊，臣賤啊，真是固陋極了！孔

丘與你，都是在做夢；我說你在做夢，也是

在做夢。我說的這些話，名稱叫作怪異的言

論。如果萬世後遇到一位大聖人，瞭解這些

道理，也如同朝夕碰到一樣平常。

假使我與你辯論，你勝了我，我沒勝你，你

果真是對嗎？我果真是錯嗎？我勝你，你沒

勝我，我果真是對嗎？而你果真是錯嗎？是

我們有一人是對的，有一人是錯的呢？還是

我們兩人都對，或者都錯呢？我和你都不能

夠知道，而凡人都有成見，我找誰來正言

呢？假使找個意見和你相同的來評判，他既

然意見與你相同，如何還能評判呢？假使找

個意見和我相同的來評判，他既已和我意見

相同，如何能夠評判呢？假使找個和你我意

見都不同的來評判，他既與你我都不同了，

如何能夠評判呢？假使找個意見和你我都相

同的來評判，他既然與你我都相同，如何還

能評判呢？那麼我和你和其他人都不能夠知

道，還要等待誰來正言呢？

是非之辯是相互對待而成的，如果要使它們



───《人⼯智慧！！》

在仔細閱讀《Video options in con�g.txt》之後，思量這兩個顯示器也只有解析度差異︰

1024×600 vs. 1280×800 。

[1024×600]

max_usb_current=1

hdmi_group=2

hdmi_mode=87

hdmi_cvt 1024 600 60 6 0 0 0

[1280×800]

max_usb_current=1

hdmi_group=2

hdmi_mode=87

hdmi_cvt 1280 800 60 6 0 0 0

即使效法陶侃搬磚拆來拔去變更系統亦無妨乎！

結果竟然徒勞無功，一者總是 OK ，另者始終 NG ？

一時想起莊子的『公正人之說』，索性用第三者看看到底是如何耶？？熟料此二螢幕都顯示

正常呦，將如之何哉！！

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

之以曼衍，所以窮年也。何謂和之以天倪？

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

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

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忘年忘義，振於無竟，

故寓諸無竟。」

不相互對待，要調合於自然的分際，因任其

散漫流衍變化，以悠遊而盡其一生。什麼叫

調合於自然的分際？可以這麼說：有是就有

不是，有然就有不然。是果真是『是』，那

麼就有別於『不是』，也沒什麼好辯了；然

果真是『然』，那麼就有別於『不然』，也

沒什麼好辯了。忘掉生死忘掉是非，遨遊於

無窮的境域，所以也就能夠寄寓於無窮的境

域了。」



問題既已回到樹莓派主版上，彷彿與 HDMI Timing 有關哩？？且先回顧文本

STICKY: HOWTO: Create Custom HDMI modes

Tue Dec 04, 2012 11:03 pm

We’ve had a steady stream of requests for supporting HDMI modes that aren’t from the of�cial

CEA/DMT list of modes.

I’ve implemented CVT: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ordinated_Video_Timings

You specify the new mode in con�g.txt with the following con�g string:

Code: Select all

The �rst three arguments are required. The remaining ones are optional. aspect defaults to

16:9 if not speci�ed.

，比對顯示器差異︰

[1024×600]

1
2
3
4
5
6
7
8

hdmi_cvt=<width> <height> <framerate> <aspect> <margins> <interlace> <rb>
width        width in pixels
height       height in pixels
framerate    framerate in Hz
aspect       aspect ratio 1=4:3, 2=14:9, 3=16:9, 4=5:4, 5=16:10, 6=15:9
margins 0=margins disabled, 1=margins enabled
interlace 0=progressive, 1=interlaced
rb 0=normal, 1=reduced blanking

1
2
3
4
5
6
7
8
9
10

pi@raspberrypi:~ $ tvservice -s
state 0x12000a [HDMI DMT (87) RGB full 15:9], 1024x600 @ 60.00Hz, progressive
pi@raspberrypi:~ $ tvservice -m DMT
Group DMT has 12 modes:

mode 4: 640x480 @ 60Hz 4:3, clock:25MHz progressive 
mode 5: 640x480 @ 72Hz 4:3, clock:31MHz progressive 
mode 6: 640x480 @ 75Hz 4:3, clock:31MHz progressive 
mode 8: 800x600 @ 56Hz 4:3, clock:36MHz progressive 
mode 9: 800x600 @ 60Hz 4:3, clock:40MHz progressive 
mode 10: 800x600 @ 72Hz 4:3, clock:50MHz progressive 



[1280×800]

故知 1024×600 者之解析度時序相容性大也！！

非常啟始 1280×800 mode 果然很 OK 的ㄚ！！？？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mode 11: 800x600 @ 75Hz 4:3, clock:49MHz progressive 
mode 16: 1024x768 @ 60Hz 4:3, clock:65MHz progressive 
mode 17: 1024x768 @ 70Hz 4:3, clock:75MHz progressive 
mode 18: 1024x768 @ 75Hz 4:3, clock:78MHz progressive 
mode 36: 1280x1024 @ 75Hz 5:4, clock:135MHz progressive

(prefer) mode 87: 1024x600 @ 60Hz 15:9, clock:49MHz progressive 
pi@raspberrypi:~ $ tvservice -m CEA
Group CEA has 15 modes:

mode 1: 640x480 @ 60Hz 4:3, clock:25MHz progressive 
mode 2: 720x480 @ 60Hz 4:3, clock:27MHz progressive 
mode 3: 720x480 @ 60Hz 16:9, clock:27MHz progressive 
mode 4: 1280x720 @ 60Hz 16:9, clock:74MHz progressive 
mode 5: 1920x1080 @ 60Hz 16:9, clock:74MHz interlaced 
mode 6: 720x480 @ 60Hz 4:3, clock:27MHz x2 interlaced 
mode 7: 720x480 @ 60Hz 16:9, clock:27MHz x2 interlaced

(native) mode 16: 1920x1080 @ 60Hz 16:9, clock:148MHz progressive 
mode 17: 720x576 @ 50Hz 4:3, clock:27MHz progressive 
mode 18: 720x576 @ 50Hz 16:9, clock:27MHz progressive 
mode 19: 1280x720 @ 50Hz 16:9, clock:74MHz progressive 
mode 20: 1920x1080 @ 50Hz 16:9, clock:74MHz interlaced 
mode 21: 720x576 @ 50Hz 4:3, clock:27MHz x2 interlaced

(native) mode 22: 720x576 @ 50Hz 16:9, clock:27MHz x2 interlaced 
mode 31: 1920x1080 @ 50Hz 16:9, clock:148MHz progressive 

pi@raspberrypi:~ $

1
2
3
4
5
6
7
8
9

pi@raspberrypi:~ $ tvservice -s
state 0x120006 [DVI DMT (27) RGB full 16:10], 1280x800 @ 60.00Hz, progressive
pi@raspberrypi:~ $ tvservice -m DMT
Group DMT has 2 modes:

mode 4: 640x480 @ 60Hz 4:3, clock:25MHz progressive
(prefer) mode 27: 1280x800 @ 60Hz 16:10, clock:71MHz progressive 

pi@raspberrypi:~ $ tvservice -m CEA
Group CEA has 0 modes:
pi@raspberryp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