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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論語 ‧‧《《陽貨陽貨》》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
「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愛人，小人學道則，小人學道則易使易使也。』」子曰：也。』」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所謂『相由心生』是說精神外顯的『形貌』從『用心方向』而來，這個『習焉所謂『相由心生』是說精神外顯的『形貌』從『用心方向』而來，這個『習焉
不察』之內在『心相』，常可以用來分辨『行業』。一行有一行的規矩，百業不察』之內在『心相』，常可以用來分辨『行業』。一行有一行的規矩，百業
有百業的訣竅，入了行，從了業，自然帶有某種『氣息』的吧！如何才能夠不有百業的訣竅，入了行，從了業，自然帶有某種『氣息』的吧！如何才能夠不
著『相』？若可『無所住』而生其『心』，那麼既無『我心』何來『我相』的著『相』？若可『無所住』而生其『心』，那麼既無『我心』何來『我相』的
呢！！呢！！

那麼這個《那麼這個《子之武城子之武城》一事，是否有個『前言』對上『後語』，可分出『對錯》一事，是否有個『前言』對上『後語』，可分出『對錯
好壞』的呢？也許有個『禮樂』之『理』和『禮樂』之『用』的差別，想那好壞』的呢？也許有個『禮樂』之『理』和『禮樂』之『用』的差別，想那
『子游』為武城宰，採用『禮樂』教化之道，孔夫子卻『莞爾』笑，豈有不『子游』為武城宰，採用『禮樂』教化之道，孔夫子卻『莞爾』笑，豈有不
『以子之言，擊子之語』的哩！然而夫子所謂『戲之』果真是說『『以子之言，擊子之語』的哩！然而夫子所謂『戲之』果真是說『割雞焉用牛割雞焉用牛
刀？刀？』是錯了嗎？恐是不樂見『禮樂』被當作了『名器』的吧！就像到了宋代』是錯了嗎？恐是不樂見『禮樂』被當作了『名器』的吧！就像到了宋代
的『存天理，去人欲』，導致『死生事小，失節事大』，終演成『禮教殺人』的『存天理，去人欲』，導致『死生事小，失節事大』，終演成『禮教殺人』
之憾事之憾事  ！！於是！！於是

祇『祇『能能』這樣『』這樣『用用』，不『』，不『會會』那樣『』那樣『使使』，終究難了『』，終究難了『用大用大』之道』之道  ── 無用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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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通達而不通達  ── ，如如不動，應事而動，因事制宜。，如如不動，應事而動，因事制宜。

正說著『以正治國』和『以奇用兵』，『為學之法』與『用學之法正說著『以正治國』和『以奇用兵』，『為學之法』與『用學之法  』的不』的不
同，也須避免那『紙上談兵』之過。此事《同，也須避免那『紙上談兵』之過。此事《孫子兵法孫子兵法》》

地形地形 ‧第十第十

孫子曰：孫子曰：地形地形有有通通者、有者、有掛掛者、有者、有支支者、有者、有隘隘者、有者、有險險者、有者、有遠遠者者  。我可以。我可以
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往，彼可以來，曰通。通形者，  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先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可以往，難
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
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利。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支形。支形  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
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利  。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若敵先居
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  陽以待敵；若敵先陽以待敵；若敵先
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遠形者，勢均，難以挑戰，戰而不利。凡此六者凡此六者
，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故故兵兵有有走走者、有者、有弛弛者、有者、有陷陷者、有者、有崩崩者、有者、有亂亂者、有者、有北北者。者。凡此六者，非天之凡此六者，非天之
災，將之過也。災，將之過也。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馳；吏強卒弱，曰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卒強吏弱，曰馳；吏強卒弱，曰
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陷；大吏怒而不服，遇敵懟  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將弱不嚴，教道不
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
鋒，曰北。鋒，曰北。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凡此六者，敗之道也，將之  至任，不可不察也。至任，不可不察也。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夫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敵制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
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
曰必戰，無戰可也。曰必戰，無戰可也。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
寶也。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視卒如嬰兒，故可以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厚而不能。厚而不能
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若驕子，不可用也。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
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
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戰，勝之半也。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
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

講的好。講的好。

因此假使一個人即使通熟了『因此假使一個人即使通熟了『自然語言工具箱自然語言工具箱』』  NLTK Natural Language
Toolkit  ，針對不同的應用情況，往往也會從新『包裹』，針對不同的應用情況，往往也會從新『包裹』  NLTK 原有的『原有的『程式程式
介面介面』』  API ，以『，以『利利』程式開發、驗證、擴張、整合』程式開發、驗證、擴張、整合……等等事宜。甚至『等等事宜。甚至『改改
寫寫』部份『原始碼』，以『』部份『原始碼』，以『用用』之於不同的軟體環境。舉例來說︰』之於不同的軟體環境。舉例來說︰

《《  NodeBox3. 》》

NodeBox makes it  easy to do data visualisat ions【視覺化】【視覺化】  , generat ive
design 【衍生設計』【衍生設計』and complex product ion challenges.

是一套用『是一套用『  java 』寫的工具軟體。它的安裝十分簡單︰』寫的工具軟體。它的安裝十分簡單︰

Sh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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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軟體需要 
openjdk-7-jdk

pi@raspberrypi ~ 
$ sudo apt-get 
install git-core 
openjdk-7-jdk ant

# 更改 raspbian 
預設的 java-6-
openjdk

pi@raspberrypi ~ 
$ sudo update-
alternatives --
config java
替代項目 java（提
供 /usr/bin/java）
有 3 個選擇。

  選項       路徑                                               
優先權  狀態
--------------------
--------------------
--------------------
  0            
/usr/lib/jvm/java-
6-openjdk-
armhf/jre/bin/java        
1057      自動模式
  1            
/usr/lib/jvm/java-
6-openjdk-
armhf/jre/bin/java        
1057      手動模式
* 2            
/usr/lib/jvm/java-
7-openjdk-
armhf/jre/bin/java        
1043      手動模式
  3            
/usr/lib/jvm/jdk-8-
oracle-arm-vfp-
hflt/jre/bin/java   
318       手動模式

按 [enter] 保留目前
選項 [*]，或輸入選
項編號：2
pi@raspberrypi ~ 
$ 

# 安裝 nodebox3 
與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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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軟體需要此軟體需要  openjdk-7-jdk
 
pi@raspberrypi ~ $ sudo apt -get  install git -core openjdk-7-jdk ant
 
#  更改更改  raspbian 預設的預設的  java-6-openjdk
 
pi@raspberrypi ~ $ sudo update-alternat ives --conf ig java
替代項目替代項目  java（提供（提供  /usr/bin/java）有）有  3 個選擇。個選擇。
 
  選項選項        路徑路徑                                                優先權優先權   狀態狀態
------------------------------------------------------------
  0            /usr/lib/jvm/java-6-openjdk-armhf /jre/bin/java        1057      自動模自動模
式式
  1            /usr/lib/jvm/java-6-openjdk-armhf /jre/bin/java        1057      手動模手動模
式式
* 2            /usr/lib/jvm/java-7-openjdk-armhf /jre/bin/java        1043      手動模手動模
式式
  3            /usr/lib/jvm/jdk-8-oracle-arm-vfp-hf lt /jre/bin/java   318       手動模手動模
式式
 
按按  [enter] 保留目前選項保留目前選項  [*]，或輸入選項編號：，或輸入選項編號：2
pi@raspberrypi ~ $
 
#  安裝安裝  nodebox3 與執行與執行
 
pi@raspberrypi ~ $ git  clone git ://github.com/nodebox/nodebox.git
pi@raspberrypi ~ $ cd nodebox
pi@raspberrypi ~ $ ant  run

 

它另外有一個用『它另外有一個用『派生派生』』  Python 寫的『寫的『語言學語言學』程式庫︰』程式庫︰

Linguistics

Description
With the Nodebox English Linguist ics library you can do grammar inf lect ion and
semant ic operat ions on English content . You can use the library to conjugate
verbs, pluralize nouns, write out  numbers, f ind dict ionary descript ions and
synonyms for words, summarise texts and parse grammat ical st ructure f rom
sentences.

The library bundles WordNet  (using Oliver Steele’s PyWordNet ), NLTK,
Damian Conway’s pluralisat ion rules, Bermi Ferrer’s singularizat ion rules,
Jason Wiener’s Brill t agger, several algorithms adopted f rom Michael
Granger’s Ruby Linguist ics module, John Wiseman’s implementat ion of  the
Regressive Imagery Dict ionary, Charles K. Ogden’s list  of  basic English words,

https://www.nodebox.net/code/index.php/Linguistics
http://www.cogsci.princeton.edu/%7Ewn/
http://osteele.com/projects/pywordnet/
http://nltk.sourceforge.net/
http://www.csse.monash.edu.au/%7Edamian/papers/HTML/Plurals.html
http://www.bermi.org/inflector/
http://jasonwiener.wordpress.com/2006/01/20/simple-nlp-part-of-speech-tagger-in-python/
http://www.deveiate.org/projects/Linguistics/wiki/English
http://lemonodor.com/archives/001511.html
http://ogden.basic-english.org


and Peter Norvig’s spelling corrector.

安裝與使用方法如下︰安裝與使用方法如下︰

pi@raspberrypi ~ 
$ mkdir nodebox
pi@raspberrypi ~ 
$ cd nodebox
pi@raspberrypi 
~/nodebox $ wget 
https://www.node
box.net/code/data
/media/linguistics.
zip
pi@raspberrypi 
~/nodebox $ 
unzip 
linguistics.zip

# 注意！不是文件
上說的 ximport ，
而是 import
pi@raspberrypi 
~/nodebox $ 
python
Python 2.7.3 
(default, Mar 18 
2014, 05:13:23) 
[GCC 4.6.3]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credits" or 
"license" fo r 
more information.
>>> import en
>>> print 
en.is_number(12)
True
>>> print 
en.is_number("tw
elve")
Tru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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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raspberrypi ~ $ mkdir nodebox
pi@raspberrypi ~ $ cd nodebox
pi@raspberrypi ~/nodebox $ wget
ht tps://www.nodebox.net /code/data/media/linguist ics.zip
pi@raspberrypi ~/nodebox $ unzip linguist ics.zip
 
#  注意！不是文件上說的注意！不是文件上說的  ximport  ，而是，而是  import
pi@raspberrypi ~/nodebox $ python
Python 2.7.3 (default , Mar 18 2014, 05:13:23)
[GCC 4.6.3] on linux2
Type "help", "copyright ", "credit s" or "license" for more informat ion.
>>> import  en
>>> print  en.is_number(12)
T rue
>>> print  en.is_number("twelve")
T rue
>>>

 

光從這個『程式庫』的描述，就可以知道它功能強大，讀者自可從說明文件了光從這個『程式庫』的描述，就可以知道它功能強大，讀者自可從說明文件了
解如何使用。要是解如何使用。要是

再次問再次問

《《字詞網絡︰字詞網絡︰  WordNet 《二》《二》  勞動離正義多遠？！勞動離正義多遠？！》》

，回答，回答

也許更『也許更『遙遙』於『』於『風馬牛不相及風馬牛不相及』的吧！！』的吧！！

# 馬與牛相會於
『有蹄哺乳類動
物』

>>> print 
en.noun.meet("h
orse", "cow", 
sense1=0, 
sense2=0)
[['ungulate', 
'hoof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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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與牛相會於『有蹄哺乳類動物』馬與牛相會於『有蹄哺乳類動物』
 
>>> print  en.noun.meet ("horse", "cow", sense1=0, sense2=0)
[['ungulate', 'hoofed mammal']]
 
#  馬和風相會於『物理實體』馬和風相會於『物理實體』
 
>>> print  en.noun.meet ("horse", "wind", sense1=0, sense2=0)

http://norvig.com/spell-correct.html
http://www.freesandal.org/?p=31202


8
9
10
11
12
13
14
15

>>> print  en.noun.meet ("horse", "wind", sense1=0, sense2=0)
[['physical ent it y']]
 
#  勞動以及正義同屬『抽象』勞動以及正義同屬『抽象』
 
>>> print  en.noun.meet ("labor", "just ice", sense1=0, sense2=0)
[['abst ract ion']]
>>>

 

───

坤坤：元，亨，利牝馬之貞。：元，亨，利牝馬之貞。  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  ，東北喪，東北喪
朋。朋。  安貞，吉。安貞，吉。

彖曰彖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至哉坤元，萬物資生，乃順承天。  坤厚載物，德合無疆。坤厚載物，德合無疆。  含弘光大，含弘光大，
品物咸亨。品物咸亨。  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牝馬地類，行地無疆，柔順利貞。  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順得君子攸行，先迷失道，后順得
常。常。  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  。安貞之吉，應地無疆。。安貞之吉，應地無疆。

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六二：直，方，大，不習無不利。

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象曰：六二之動，直以方也。  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不習無不利，地道光也。  ───

 

 

 

 

 

 


	Articles from FreeSandal
	字詞網絡︰ WordNet 《六》 相 □ 而用 ○ ！！
	Linguistics

	Descrip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