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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歷史典故』上說，東晉時慧遠大師主持東林寺，立下了規矩『影不出山，迹不
入谷』；一過虎溪，寺後山虎則吼。一日大詩人陶淵明和道士陸修靜來訪，談的投
機，送行時不覺過了虎溪橋，待聞得虎嘯後方恍然大悟，相視大笑而別，後世稱作
『虎溪三笑』。其後有清朝唐蝸寄題的廬山東林寺三笑庭名聯：

橋跨虎溪，三教三源流，三人三笑語；
蓮開僧舍，一花一世界，一葉一如來。

今天的人或許較熟悉英國詩人布莱克的『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堂。』名句。這個
名句出自一首長詩《純真的徵兆》的起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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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ries of  Innocence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一粒沙裡看世界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 lower,
一朵花中見天堂
Hold inf init 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掌尺足握無限
And eternit y in an hour.
時針能持永恆

…

布莱克生於 1757 年，幼年就個性獨特，討厭正統學校的教條氣息，因而拒絕入
學，博覽眾書自學成家，由於潛心研讀洛克和博克的經驗主義哲學著作，於是對這
個大千世界有了深刻的認識。早熟的他為減輕家計重擔和考慮弟妹前途，放棄了畫
家夢想，十四歲時就選擇了去雕版印刷作坊當個學徒，二十二歲出師，…
是英國浪漫主義詩人的第一人。
雅各的天梯，布莱克的版畫，布莱克『自爬』？

博克的名著【壯美與優美的觀念起源之哲學探究】，布莱克用來觀察『飛鳥之
姿』── Auguries ──，體驗預示的藝術與參與，果然恰當！！就像『掌尺』
的積累可成無限，用時針的『循環』以度永恆一樣；也許布莱克的浪漫充滿著理性
思辨，其要總在觀察。

這時海之涯的另一端正是『拓荒』的時代，1774 年出生的 Johnny Chapman ，
譜出『蘋果種子』Appleseed 的傳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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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從一顆『蘋果種子』能見著什麼呢？是生命的強韌？或破土而出的喜悅？還是夏
娃偷吃的那個？也許可以這樣說︰『火』的掌握改變了人類當時的生活，而一顆種
子的傳承造就世世代代的持有。強尼‧蘋果種子所代表的『拓荒精神』──

STAR TREK
星艦迷航記
Where No One Has Gone Before
前人未至之境

──，是否終將化作『概念種子』等待時機『發芽』？

1776年7月4日，美國的大陸會議通過《獨立宣言》，宣言這個新國家是獨立的，完
全脫離英國，目的是為『圖生存、求自由、謀幸福』，實現啟蒙運動的理想。之後
過了一百三十九年，一九一五年三月十一日，Joseph Carl Robnet t  Licklider 誕
生於密蘇里州的聖路易斯，不知距馬克‧吐溫的湯姆──密蘇里州聖彼得斯堡──歷險
記之地有多少距離？身為浸信會牧師獨子的他，自幼喜歡玩模型飛機，展現了工程
天份，終身喜好修整汽車，史稱『計算機種子』。

http://www.freesandal.org/wp-content/uploads/200px-Johnny_Appleseed_1.jpg
http://www.freesandal.org/wp-content/uploads/Appleseed.jpg


http://www.freesandal.org/wp-content/uploads/191px-J._C._R._Licklider.jpg
http://www.freesandal.org/wp-content/uploads/220px-SAGE_console.jpeg
http://www.freesandal.org/wp-content/uploads/220px-Xerox_Alto_mit_Rechner.jpg


1937 年二十二歲的 Lick 自華盛頓大學取得藝術學位，主修物理、數學、和心理
學；1942 年為羅微斯特大學心理聲學的博士；1943 至 1950 年間工作於哈佛大
學心理聲學實驗室，開始對『資訊科技』有興趣，於是前往 MIT  任副教授，並成為
MIT 林肯實驗室委員會的成員，推動建立工程系學生的心理學課程。那時正是美
蘇『冷戰』時期，Lick 參與了『SAGE』─ Semi-Automat ic Ground Environment
── 計畫，見左圖二。1957 年獲頒工程心理學會的最高榮譽 Franklin V. Tayl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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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rd 獎；同年轉任 Beranek and Newman 高科技公司的副總裁，用他購買的第
一代 PDP-1 電腦，引領大眾了解何謂『 time-sharing 』的概念；次年他被選
為美國聲學學會會長。1962 年十月 Lick 被美國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 DARPA ──
後稱 作ARPA ── 指派領導資訊處理技術辦公室 Informat ion Processing
Techniques Of f ice (IPTO)，一九六三年，轉任領導 ARPA 的 Behavioral
Sciences Command & Cont rol Research 辦公室，在一張標題為『Members and
Af f iliates of  the Intergalactic Computer Network』給工作同仁的備忘錄上︰
“imagined as an elect ronic commons open to all, ‘t he main and essential
medium of  informat ional interaction for governments, inst itut ions,
corporat ions, and individuals.’"

宣告『銀河際網路』的願景，是促使 Internet  誕生的第一響春雷！！ 1968年 Lick
到 MIT  的電機工程系作教授，領導 MAC ── Mathemat ics And Computat ion  ──
計畫，建立了第一台分時計算系統，… 靈感鼓舞了……  Unix 的發展 ………。或許
Robert Taylor ── Xerox PARC 計算機科學實驗室和 DEC 系統研究中心的發起
人 ──說的好︰
most  of  the signif icant  advances in computer technology—including the work
that  my group did at  Xerox PARC—were simply extrapolations of  Lick’s
vision. They were not  really new visions of  their own. So he was really the
f ather of  it all

雖然全錄 Xerox 創造了 Alto  ──上圖三──，一台有滑鼠與鍵盤的圖形界面的電
腦，發行了據說蘋果 Jobs 買過的 Star 8010/40 WYSIWYG 系統 ──上圖四、五、
六──，或許由於為時太早，又也許因為業務不知怎麼推銷，傳聞只賣了不超過八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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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底，IPTO Larry Roberts 的 APRA Net 正式投入運行。由於無法做到與
個別計算機網路間的通訊，這引起了研究者們的思 考。其後 1973 年春，Vinton
Gray Cerf  和 Robert Elliot Kahn 開始設想如何將 ARPA Net  和另外已有的兩個
網路相連接，其一是連接衛星網路 SAT NET  和另一基於分封無線業務的 ALOHA
NET，為此發明了新的計算機間通訊規範，就是現在被稱為 TCP/IP 的傳送控制協
議與網際網路協議。自此世界就有了 ARPA 網之父和網際網路之父。

一九八九年一位英國科學家 Tim Berners-Lee 在 CERN 歐洲核子研究組織，為
了解決跨國的科學家們之間的交流，發明了 World Wide Web ，左三圖是世界上
WWW 網頁的第一頁！！

一個奇想『銀河網路』就像蝴蝶的翅膀輕輕的一揮，多年之後物換星移產生『驚天
效應』，果真莊周的『夢蝶』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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