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隱約聽著 Mrphs 繼續說道︰這湖心小築裡有六個『學園』 Campus 是為小學堂暑修寒訓之

『學習營』而預備。湖心平台上的是『天文‧氣象營』，其餘往下數，『科技營』在二十五

層，『人文營』位於五十層，『海洋營』居七十五層，『地理營』佔第一百層。其實還有一

個『生命館』屬於全體谷民，就設立於入口大廳。這個大廳的格局象個『 』田字，分有

東南西北四館。其中東西北三館是『水』的三相──水‧溼‧冰──之展示館。這南館最特

別，是『模擬』館，內有百座『計算單位』所構成的 It 網『平行運算器』。所謂一個『計算

單位』是由萬台『碼訊』machine 所集成。可以即時動態計算巨量的『非線性』方程式之『數

值分析』，用以演示`『光』、『水』、『氣』交互系統之各種現象變化。傳達『生命』可貴

的『科技護生』之旨。也是『學園』教與習『理化模型』使用的主機。……

只覺得腦海內哄鳴作響，想到曾以

《觀水》───

宋朝的邵康節號安樂先生，居地叫做『安樂窩』，著有『皇極經世』一書，將歷史紀年『卦

象化』說能推知數百千年的現象；傳聞又有『梅花心易』一本，專講『見機』起卦之法，其

中用著『京房八宮卦』，論斷之準真真神乎其技！！歷史上『科學』雖與『巫術』有千絲萬

縷的關聯，當細思

子不語：怪、力、亂、神。

季路問事⿁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敢問死？曰：末知生，焉知死？

；然而【易繫辭】裡卻又有

樹莓派, 樹莓派之學習, 樹莓派之教育

樹莓派 3B+ 筦窺︰正視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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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仰以觀於天文，俯於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

終，故知死生之說。是故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故居則觀

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是以自天佑之，吉無不利。

這個『死生之說』怎麼說？這是從大自然一年四季的循環，草木的一歲一枯榮，『原始反

終』推論而知，絲毫沒有『迷信』的色彩。最後藉著『京房上飛下飛』觀『坎水』之死生之

說，以饗讀者︰

京房『心要』︰自初至五不動復，下飛四往伏用飛，上飛下飛復本體，便是十六變卦例。

坎為水
☵
☵

主卦 十六變還原︰再下飛二爻

水澤節 ☵
☱

一爻變

水雷屯 ☵
☳

二爻變

水火既濟 ☵
☲

三爻變

澤火革 ☱
☲

四爻變

雷火豐 ☳
☲

五爻變

地火明夷 ☷
☲

遊魂卦 不變宗廟，下飛四往

地雷復 ☷
☳

外在卦 下飛三爻

地澤臨 ☷
☱

內在卦 下飛二爻

地水師 ☷
☵

歸魂卦 下飛初爻

坤為地 ☷
☷

絕命卦 上飛二爻

地山謙 ☷
☶

血脈卦 上飛三爻



坎為水
☵
☵

主卦 十六變還原︰再下飛二爻

雷山小過 ☳
☶

肌肉卦 再上飛四爻

澤山咸 ☱
☶

骸骨卦 再上飛五爻

水山蹇 ☵
☶

棺槨卦 再下飛四爻

水地比 ☵
☷

墓庫卦 再下飛三爻

───

之『坎水』之死生之說，寓寫

《【Sonic π】電路學之補充《四》無窮小算術‧上》

一系列七上八下的文本，實以為『算術』何時成了學習『科學』的障礙！而今看來或許可以

用計算機另闢蹊徑乎？不知有了個人超級電腦，再假以『體驗式』的環境，是否人們就能解

決

《水的生命！！上》

坎，田野或道路上的坑陷

《説文解字》：坎，陷也。从土，欠聲。

《詩經》魏風．伐檀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

河水清且漣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勇闖新世界︰ W!O《卡夫卡村》變形祭︰感知自然‧尖端‧五》

今天是紀念

孔子誕辰日

孔子誕辰日，是中國古代儒家代表人物孔子誕辰的日子，現在設定為農曆八月廿七或陽曆9月

28日。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

河水清且直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

彼君子兮，不素⾷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兮，

河水清且淪猗。

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兮？

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

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至聖先師，孔子行教像

各方說法

孔子的誕辰日農曆八月廿七，據說出自孔元措《孔氏祖庭廣記》，民國23年（1934年）孔子

誕辰日時，柳翼謀、張其昀等人主辦的國立中央大學《國風》雜誌曾出版〈聖誕特刊〉。民

國28年（西元1939年），孔子誕辰日被國民政府確立為法定節日，由於民國政府官方廢止傳

統的農曆及春節，故先定於西曆8月27日為孔誕紀念日。民國41年，改為9月28日，以之為

「教師節」 。[1]



然而，江曉原、畢寶魁、徐文新等人均認為孔子誕辰日的日期是錯誤的，江曉原和畢寶魁推

算孔子誕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即儒略曆前552年10月9日 。徐文新也推算孔子

誕生於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子，但是轉化為格里曆前552年10月3日 。

2015年，海昏侯墓出土了一件孔子屏風，第二列文字記載「魯昭公六年，孔子蓋卅矣」，北

京聯合大學歷史專家王楚寧據此推算出孔子的生年為魯襄公七年（公元前566年），他也認為

這個年份與史籍差異較大 。

彷彿見老人家笑呵呵的說︰

未知生！焉知死？

所以

『非生日』日，『不放假』一天◎

別皺眉，

[SOLVED] Crashes with new Raspberry 3B+

leon22

Apr 15th 2018

Thread is marked as Resolved.

Apr 15th 2018 #1

Hello cummunity!

Unfortunately I have big troubles with my new Raspberry 3B+ and LibreElec (8.2.4 and also

latest 8.2.5):

several crashes/permanent freezes during video playback or other operations like movie

library update. I did the 8.2.5 Update

[2][3]

[4]

[5][6]



30 min before and sadly no improvements; the bugs are still there! 

Any suggestions? (with Raspberry Pi 2 LibreElec was very stable)

Greets leon22

PS: I use a recommended 5.1V/2.5A power supply

PPS: no /storage/.kodi/temp/kodi_crash.log present

Edited once, last by leon22 (Apr 15th 2018).

誰弄壞了我的播放器？！

USING KODI ON THE RASPBERRY PI

Kodi is media centre software which runs on Raspberry Pi.



Two Kodi distributions are included in our easy operating system installer NOOBS:LibreELEC

and OSMC.

以『失敗』為師，能學會『明智』☆

何況秋裝當令正新！？

1
2
3

pi@raspberrypi:~ $ cat /proc/version 
Linux version 4.14.70-v7+ (dc4@dc4-XPS13-9333) (gcc version 4.9.3 (crosstool-NG crosstool
pi@raspberryp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