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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不知如何入夢？又不曉如何清醒！只覺得腦海中有個聲音在說︰入口到了。方見
好大一片林子，宛如沒有盡頭一般。正疑惑著， 祇聽到  講︰這片林子和另
一片林子是一雙的，在地原鄉人傳言，都是不知幾千年之前就有的古林。眼前這個
圓的，古音讀若『圓局』，內有他處皆無的『蘿荔』之樹。這『蘿荔』說也奇怪，
不但性喜『三五成群』，圍若圓狀，而且不時或合小圓組大圓，或散大圈為小圈，
原鄉人稱之為『嫁娶』，說是『風媒』之故。由於此地四季季風不斷，而且『蘿
荔』之樹之生滅快速，遂成了天造的『迷宮』一般。林徑廣十里，綠葉閉雲日，實
難行也。剛想問︰… ，  又講︰我知你想說︰拿個『指北針』不就好了？又
能有何難行之處。殊不知這『蘿荔』之樹，或因此處的水土特殊，都帶有生物磁
性，那『指北針』更本不管用。根據『未公開研究』，正是這個『磁性』決定了
『嫁娶』方向的呢！？也許造林子的古人刻意如此，所以建有『九石台』，誰知卻
種下了，後人『九石台』之辯。這『九石台』乃依洛書方位，八座小居圓周之上，
一座大在林中央。台邊土據方位五行之色，周遭『蘿荔』不生。考察發現那台石能
夠導電且深入地層，今人以為是『地熱電池』。後來 M♪o 在台上建置了『無線阡
陌網』之『定向器』，方便谷內之人的進出。由於事涉保安，不便多言，況且可逛
之處太多，祭典不遠，就趕路的吧！！……

此『無線阡陌網』之『定向器』將要如何比之擬之的哩？苦思冥想之後，或可比擬
為『WPS』的耶？？維基百科說︰

Wi-Fi posit ioning system

Wi-Fi-based positioning system (WPS) or WiPS/WFPS is used where GPS is
inadequate due to various causes including mult ipath and signal blockage
indoors. Such systems include indoor posit ioning systems. Wi-Fi posit ioning
takes advantage of  the rapid growth in the early 21st  century of  wireless
access points in urban areas.

The localizat ion technique used for posit ioning with wireless access points is
based on measuring the intensit y of  the received signal (received signal
strength or RSS) and the method of  “f ingerprint ing”.[1][2] Typical parameters
useful to geolocate the Wi-Fi hotspot  or wireless access point  include the
SSID and the MAC address of  the access point . The accuracy depends on the
number of  posit ions that  have been entered into the database. The Wi-Fi
hotspot  database gets f illed by correlat ing mobile device GPS locat ion data
with Wi-Fi hotspot  MAC addresses.[3] The possible signal f luctuat ions that
may occur can increase errors and inaccuracies in the path of  the user. To
minimize f luctuat ions in the received signal, there are certain techniques that
can be applied to f ilt er the 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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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case of  low precision, some techniques have been proposed to merge
the Wi-Fi t races with other data sources such as geographical informat ion and
t ime const raints (i.e., t ime geography).[4]

 

因為網路科技博大精深，難以筆墨形容，況且更兼實務描述困難，不得不採系統
『疊套想象』之法，補之以剝洋蔥『層層分解』之術 ，以期方便讀者閱讀。特舉範
例文本如下︰

《咬一口 TCPIP！！上》───

清代  歸莊《觀田家收獲》
稻香秫熟暮秋天，
阡陌縱橫萬畝連。
五載輸糧女真國，
天全我誌獨無田。

中醫觀象上說︰火燄紅嚐苦入於心處之小腸，土色黃味甜趨於脾居之胃，…；講的
是四季頤養之道依時進補之法。或許網路道荼蓼一文，可與之相通；所謂荼蓼離目
之火 ☲，蔗坤地之甘 ☷， 自然能得離日耀目出地中天的 ☲ ☷ 晉卦之進取之境，所
以才倒吃甘蔗。

俗話說『民以食為天』，今日不吃『英特乃』大概不能活了！！頭上既有青天白
雲，腳底常陪綠地嫩草，奈何伊只顧低頭？一指觸知天下事？一個奇想帶來的蝴蝶
效應，豈只驚天動地，簡直併吞了地球，不過英特乃是否真源自『地球村』之『桃
花源』尚待『考證』。之前講了『其人其事』，現在就談談『其物』──  乙太網
──吧。人們一般以為乙太網發明於 1973 年，其因在於 Robert  Melancton “Bob”
Metcalfe 工作於全錄 PARC 時，受到 ALOHA 網路架構的啟發 ，寫了一張給他
老闆有關乙太網潛力的備忘錄。但是梅特卡夫自己卻認為乙太網是其後幾年才出現
的，至少應該說是在 1976 年和他的助手David Boggs 發表了一篇名為《乙太
網：區域網路的分封交換技術 》的文章之後。不論早三年還是晚三年，大體與
ARPA 網之父的時期相當；作者試著簡化長篇歷史，假借卦象比之擬之的對比，祈
能易懂易讀。

澤風大過澤風大過  ☱ ☴ 根莖葉根莖葉 網際網路網際網路
上六，過涉滅頂， 一套網際網路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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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旡咎。 Internet  Protocol Suite
九五，枯楊生華，
老婦得其士夫，旡咎旡譽。

應用層
Applicat ion Layer

九四，棟隆，
吉，有它吝。

傳送層
Transport  Layer

九三，棟橈，
凶。

網際網路層
Internet  Layer

九二，枯楊生稊，
老夫得其女妻，旡不利。

網路存取層
Network Access Layer

初六，藉用白茅，
旡咎。

實體層
Physical

───

 

《吃一節 TCPIP！！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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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撲學 Topology 一詞源自希臘文『地點之研究』，始於歐拉柯尼斯堡的七橋問
題。這門數學探討連通性 connectedness 、連續性 cont inuit y 、以及邊界
boundary。它不用東西的『形狀』來作分類，而是分析在那個東西裡所有連通的
點，各個連續的區域，和有哪些分別內外的邊界。想畫德國數學家莫比烏斯發現
的帶子  Möbius st rips ，它只有一個『面』和一條『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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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開始乙太網是用一條『同軸電纜』當作信號訊息傳送的骨幹，它的網路拓撲就像
一個『丰』字，稱之為匯流排 BUS，是個載運『信號波』的公車站。由於每一個
連接到 BUS 的節點 = 接點 NODE，都可用作『收發』點，那就必須考慮對應的通
訊機制。當然一個節點發送，每個接點都同時接收沒有什麼問題；然而多個節點同
時發送，就會產生信號『碰撞』以致訊息錯誤。這些特性的總稱叫做 CSMA/CD
── CS = 載波偵聽、MA=多路存取和CD=碰撞察覺 ──，可以說 BUS 上廣告著
ALOHA 在這裡！

由於任一節點的收發都是連通的，自己發送的自己也可以接收，這稱為 loopback
回送；在 Raspbian 裡，就是你用 if conf ig 命令看到的 lo ，它的 IP 地址通常是
127.0.0.1 ，這是 IPv4 所保留的 256 個地址區塊 127.0.0.0/8 ── 127.0.0.0 到
127.0.0.255 ──之一。其次任一個節點都可以接收所有其它接點的信號，不管是不
是發送給它的；通常乙太網卡驅動程式會過濾掉這些不是自己應該接收的訊息，但
是你也可以進入所謂混雜模式 Promiscuous mode 去監聽所有的收發。再者，乙
太網使用自己全球唯一的 48 位元 MAC 媒介存取控制位址，約為二百八十兆個地
址來區別連上它的整個世界不同的節點。不知是夠是不夠？？

碰撞察覺的載波偵聽多路存取 CSMA/CD 技術要如何實現通訊機制呢？藉著節點收
發守則︰

一、開始發送前── 偵聽到線路空閒才啟動傳輸，否則移至第四步

二、發送──即使察覺碰撞，繼續發送一段最小的時距，用以確保 所有其它節點都
能察覺碰撞，再移至第四步

三、發送成功──回報上層的網路協定傳送成功，結束發送模式。

四、忙線中──等待，直至偵聽到線路空閒

五、擲骰子──線路雖已進入空閒狀態 ，必須等待隨機的一段時間，才可移至第一
步，假如超過約定的最大嘗試次數，就走下一步吧

六、失敗── 回報上層的網路協定傳送失敗，結束發送模式

咦！說的不是收發守則嗎？怎們沒講到『接收』呢？節點總是在接收的，就像耳朵
聽的到自己說話一樣；更何況以對談的目的而言，一大半都是聽別人講話，所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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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需要懂得『禮貌』，如果大家『搶著說』那就一團混亂了。哦！愛因斯坦不是
說『上帝不擲骰子』嗎？為什麼要擲骰子呢？由於『等待多久』是很難決定的，所
以才把它交給能確定『隨機』的上帝！！

───

 

《啃一塊唄 K TCPIP！！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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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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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視之成串回文字之道原可有一個『讀法』？有人不止能讀還能寫，話說蘇伯玉赴
蜀日久未歸，其妻獨居長安，七巧心思制作相思盤，探盼其夫心中是否有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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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 蘇伯玉妻《盤中詩》
山樹高，鳥鳴悲。泉水深，鯉魚肥。
空倉雀，常苦飢。吏人婦，會夫稀。
出門望，見白衣。謂當是，而更非。
還入門，中心悲。北上堂，西入階。
急機絞，杼聲催。長嘆息，當語誰。
君有行，妾念之。出有日，還無期。
結中帶，長相思。君忘妾，天知之。
妾忘君，罪當治。妾有行，宜知之。
黃者金，白者玉。高者山，下者谷。
姓者蘇，字伯玉，作人才多智謀足。
家居長安身在蜀，何惜馬蹄歸不數。
羊肉千斤酒百斛，令君馬肥麥與粟。
今時人，智不足。與其書，不能讀。
當從中央周四角。

作者不知蘇伯玉是歸是不歸？一杯『可以清心也』之茶，望『清』者己能『千回百
轉』，解者自能消酷暑之永晝！！

說道這個規範堆疊，分解的說也許可以圖示如下︰

上圖各色分明，左說其名，右講程式所用，中道其事。

精讀細思后，設想作這樣『一個包裹著另一個』的事有什麼好處呢？其實這就是
就層層對應中之某層而言『上中下』相關的譯解結構，在上的目的語言為在『其
中』者分割譯解成在下的手段控制。這使得越往上，技術細節將被越多層所包
裹而不必知其詳，所以寫網際網路應用軟體的人，通常知道 TCP/IP 界面的 API 用
法就夠了，很少會直接用到乙太網的實體層界面。當然愈向下所知的技術細節也
就愈多，也許有時發生的『狀況』超出程式的預期時會很有用。在此將它綜合成一
個表解吧︰

彼接點信號之發送彼接點信號之發送

↑↓←→
層對層層對層
上語下上語下
列言列列言列

↓↑→←
列知列列知列
下道上下道上
層應層層應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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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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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下‧手段文字 ↓ ↑ 此下‧手段文字
彼下下‧手段 ↓ ↑ 此下下‧手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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