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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八佾》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該如何看待『神話』與『傳說』的呢？歷史的『紀錄』或『考古』是否真能給出
『答案』的耶？？如果思考︰假使今人能夠回到過去 ，他的智識在那時是否能有作
為！難保不會被認作是巫術橫行 ！！要是說未來人類已知宇宙『緣起』之因，而且
能力大到可以產生『創世紀』，到底有沒有改變了『什麼』的呢！？如是說那時流
中『灰色』的地帶也只能講是不定的『灰』。若果在這個宇宙裡人可『覺悟』也可
『再來』，人之各種『說法』能超越『如其所知 』的嗎？終極留下的『問題』就算
祇有『一個』，到底是什麼『 ○ □ 』起始了這個『時空』，帶出『生命萬象』的
哩？！

所以講『祭神』，人得相信『神在』，要不信『神在』，祭的又是什麼的呢？既已
相信『神在』，卻又胡作非為，怕是以為神不在的吧！如是顛三倒四，恐無所禱

哉！《  》易說︰『 ䷜ 』離南，

南贍部洲南贍部洲
贍部洲（天城文：梵文：ज बु ीप，Jambudvīpa），又譯閻浮提洲、琰浮洲、閻浮
提鞞波等，一般指地球，在佛教、耆那教與印度教傳說中，都有重要地位。佛教傳
說中四大部洲（另包括東勝神洲、西牛賀洲和北俱蘆洲）之一，因位於南方，又漢
譯為南贍部洲、南瞻部洲、南閻浮提、南閻浮洲。

印度人也將自己居住印度半島稱為南贍部洲。

概論概論
梵語jambu，為樹名，即閻浮樹，是一種生長在印度南方的大型喬木。提，梵語
dvīpa，洲之意。此地因盛長閻浮樹而得名，在須彌山之南，故又稱南閻浮洲。
《阿含經》稱「南面有洲，名閻浮提，其地縱廣七千由旬，北闊南狹。」《阿毘曇
論》：「有贍部樹，生此洲。北邊泥民陀羅河南岸，正當洲之中心。北臨水上，於
樹下水底，南岸下，有贍部。黃金古名閻浮檀金，樹因金而得名，洲因樹而立號，
故名贍部。」

在《往世書》中，南瞻部洲原是指古代印度南方婆羅多（bharata）等七國，隨著
印度人地理知識的發達，慢慢變成指整個印度，最後是用以指人類所生存的這個世
界。

在佛教傳說中，南贍部洲為人類的起源地。閻浮提中第一個造的城，為瞻婆城，接
下來為伽屍婆羅捺城與王舍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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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真能如『日明』之兩作，真知真行殆不難矣？？

 

於是作者本著《盜亦有道？》的精神︰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上有一段文字︰

故 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 妄意室中之
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
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 得聖人之道
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並有雜篇、盜跖第二十九一段故事，讀來令人津津有味，難道義賊廖添丁乃盜跖之
傳人乎？東方的『大盜』哲學和西方的『駭客』觀點能否作比較呢？如果要比較，
當然得知道 hacker 的源流。有位 Ben Yagoda 先生寫了一篇『 Hack 簡史』寫的
很好。在此簡略的介紹，文中首先引用作者與美國方言學會會長談 “hack” 和
“hacker” 時的對話，會長說︰

the earliest  examples share a relat ively benign sense of  “working on” a tech
problem in a dif ferent , presumably more creat ive way than what ’s out lined in
an inst ruct ion manual.

也就是說最早所謂駭客是「創造性的使用說明書，用不一樣的辦法解決工程問題的
人」。其後作者寫到，“hack” 一字 1955年就在 M.I.T  出現了，到了 1975 年 M.I.T
的電腦行話語詞表開啟了將 hacker 用於對電腦狂熱份子的宣言，並於所謂『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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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中開宗明義的說「駭客原指用大刀闊斧作傢俱的人」；其中第八條寫到︰

[deprecated] A malicious meddler who t ries to discover sensit ive informat ion
by poking around. Hence password hacker, network hacker. The correct  term
for this sense is cracker.

此條中〔勿用〕deprecated 一詞所說的『懷著惡意愛管閑事』者成了今天的黑帽
駭客，或乾脆說黑客；相反的『本著活潑創造精神』者則變成今天的白帽駭客，也
許簡稱為素客。同時作者論及駭客一詞的詞意變化、應用領域擴大…等等，於此就
不多贅敘了。

───

 

遁之以中性的『工具觀』，略講講

MFOC
MFOC, MiFare classic Of f line Cracker, is a tool to help user to recover MIFARE
Classic keys.

ht tps://github.com/nfc-tools/mfoc

MFOC is an open source implementat ion of  “of f line nested” at tack by
Nethemba.This program allow to recover authent icat ion keys f rom MIFARE
Classic card.Please note MFOC is able to recover keys f rom target  only if  it
have a known key: default  one (hardcoded in MFOC) or custom one (user
provided using command line).

Usage
Put  one MIFARE Classic tag that  you want  keys recovering; Lauching mfoc,
you will need to pass opt ions, see

mfoc -h

1
2

mfoc -h
 

 

的編譯與安裝，留『 Tool 』之當或不當問題給『大哉辯』者耶！！

 

Shell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
/nfc-too ls/mfoc.git
cd mfoc/
autoreconf -vis
./configure --
prefix=/usr
make
sudo make install
cd
mfo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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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t  clone ht tps://github.com/nfc-tools/mfoc.git
cd mfoc/
autoreconf  -vis
./conf igure --pref ix=/usr
make
sudo make install
cd
mfoc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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