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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南亞和東南亞的

貝多葉書 
▓陳鴻瑜

世世界各地文明的發展，與書寫

工具的發明有密切的關係。當人類開始

將其所見所想而欲留下或寫下，作為紀

錄，就必須使用可靠的書寫工具。在當

今所發現的洞穴穴居類人猿在洞壁上留

下的圖畫，是用堅硬的工具刻畫，有些

還繪有顏色。但在這些洞畫階段的人

類，尚未能發展出可以攜帶的書寫的紙

張或類似的工具。換言之，人類發展出

使用平面書寫工具時，其文明水準應已

進入一個高度的階段。

以中國文明而言，最早的商朝人是

在烏龜殼上書寫，公元前770年至前221

年的春秋戰國時代，改用竹簡或木牘。

在竹簡使用之同時，亦使用帛書。帛書

即在絲錦材料上寫字。亦有在祭祀、紀

念和慶典使用的青銅器上鐫字的金文。

而最早在龜背和竹簡、木牘上寫字，都

使用刀子雕刻。以後發明毛筆後，才用

毛筆在竹簡上或絲絹上寫字。由於使用

竹簡，攜帶上相當不便，要寫成一本

書，可能需耗費許多的竹片。中國古人

為了便於閱讀竹簡，使用繩子將竹片串

連起來。為了使竹簡書不致過於龐大，

再加上古文字字數不多，因此古人使用

的文字就需力求精簡，文言文即是當時

環境下的產物。

古埃及用紙草寫字
約在公元前4000年，古埃及首先用

紙草（papyrus）作為書寫工具，國王將

紙草視為國家專營，保密其製造過程。

紙草是從尼羅河（Nile River）沿岸或賽

浦路斯島（Cyprus）上的紙草植物製造

而成。它的製造方法是將紙草植物外皮

削去，將草心削成細長薄片，然後將之

浸泡在水中三天，折斷其纖維，使草心

柔軟。將草心切成一定長度，鋪放在一

片棉布上，然後一根橫放，另一根縱

放，交叉織成，再用兩片會吸水的堅硬

的東西夾住，放在陽光下曝曬，每八個

小時，吸水物要更換，持續三到四天，

直到紙草乾了為止。紙草跟中國發明的

紙不同，前者還保留原先紙草的質料，

而後者則將樹皮、麻布等浸泡，去其纖

維，而失去原先物品的質料。

在公元前二世紀，因為紙草不足，

所以開始使用羊皮紙（parchment）作為

書寫工具。除了羊皮外，亦使用小牛皮

做成的上等皮紙（vellum）。過去在紙

草上書寫的蘆葦筆，已改用較好的鵝毛

筆，它可以在上等皮紙或紙上寫字。

紙的發明和使用
中國最偉大的發明家之一蔡倫，

他在後漢建初中，是宮中的太監，永元

九年（西元97年），他負責監督製造器

械，為改良過去使用竹簡的不便，他使

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製成紙。

元興元年（西元105年）奏上，獲得皇帝

的讚賞，以後遂廣為使用，當時人都稱

其所造的紙為「蔡侯紙」。

紙張的發明，便利了書寫，也改變

使用毛筆書寫在竹簡和絲絹上的方法。

紙張因為輕薄，便於攜帶，因此紙張的

使用流傳在受中國文化影響的地區，包

括朝鮮半島、日本、琉球和越南等地。

但因為初期紙質不是很好，使用並

不普遍，到東漢末年，簡帛仍是主要書

寫工具。到西晉以後，紙質抄本才逐漸

通行。公元4世紀，紙質抄本已完全取

代了簡帛。到唐朝，紙張使用已普遍通

行。  

貝多葉的使用
不過，在中國文化圈之外，紙張

使用並不普遍，在中國西南、南亞和東

南亞等地區，卻使用貝多葉作為書寫工

具。

在中國文化圈之外，哪些地方使

用貝多葉書寫工具？頗引人好奇。根據

《唐書‧南蠻傳》的規定：「太宗貞觀

中（627-649），墮和羅、墯婆登皆遣

使者入貢，太宗以璽詔優答。墯婆登在

環王南，行二月乃至。東訶陵，西迷黎

車，北屬海。俗與訶陵同。種稻，月一

熟。有文字，以貝多葉寫之。」

《三才圖會》亦提及「婆登國」：

「婆登國在林邑東，西接迷離國，南接

訶陵。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即書於貝

葉，死者以金鉛貫於四肢，後加婆律膏

▲古埃及紙莎草紙畫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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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沉檀龍腦，積薪以焚之。太平興國二

年，使改龍興寺為太平興國寺，立開先

殿，以奉太祖御容。西天沙門吉祥來進

貝葉梵經。」「婆登國」與「墯婆登」

應屬同名異譯。

《唐書‧南蠻傳》應是最早提及

使用貝多葉或貝葉書寫的記載。問題是

文中所提及的地名在今何處，有不同的

解讀。泰國學者黎道綱認為墮和羅、投

和，皆是墮羅鉢底的異譯。而墮羅鉢底

位在今泰國的佛統（Nakhon Pathom）一

帶。

泰國學者Rong Syamananda亦認為墮

羅鉢底位在今泰國的佛統，為孟族(Mon)

所建。1007年，併入高棉帝國。泰國學

者 Dhida Saraya亦認為墮羅鉢底位在今

泰國的佛統，為孟族所建，其本部在湄

南河以西的塔清-邁克龍（Tha Chin-Mae 

Klong）河流域平原。它存立的時間約在

第六到十一世紀。

蘇繼卿的看法與前述學者不同，他

認為墮婆登國在蘇門答臘島東南部之南

榜（Lampong）區域，迷黎車亦在蘇門答

臘島上。

陳佳榮的看法接近蘇繼卿，他認為

墮婆登可能位在蘇門答臘島東岸的巴潭

島（Batam）或西岸的巴東（Padang），

或蘇門答臘島東南岸的Betong（按：這可

能有錯，應是Belitung，為勿里洞島），

或爪哇島西部的萬丹（Banten）。

訶陵國，位在爪哇。迷黎車，位在

蘇門答臘。

最可靠的記載是唐朝的和尚義淨在

室利佛逝的遭遇，他在689年11月「於

佛逝江口昇舶，附書憑信廣州，見求墨

紙，抄寫梵經，並雇手直。」佛逝，即

室利佛逝，位在蘇門答臘的巨港。當時

沒有紙張，他無法譯寫佛經，所以請商

船帶信到中國廣州，寄來墨紙。

其次，據《占城本傳》：「占城，

▲用貝多葉寫的古佛經。

在西南海上。其地方千里，東至海，西

至雲南，南鄰真臘，北抵驩州。其人，

俗與大食同。其乘，象、馬；其食，稻

米、水兕、山羊。鳥獸之奇，犀、孔

雀。自前世未嘗通中國。顯德五年（958

年），其國王因德縵遣使者莆訶散來，

貢猛火油八十四瓶、薔薇水十五瓶，其

表以貝多葉書之，以香木為函。猛火油

以灑物，得水則出火。薔薇水，云得自

西域，以灑衣，雖敝而香不滅。五代，

四夷見中國者，遠不過于闐、占城。史

之所紀，其西北頗詳，而東南尤略，蓋

其遠而罕至，且不為中國利害云。」

元 朝 脫 脫 等 撰 《 宋 史 》 ， 卷

四百八十九亦記載：「宋太祖建隆二年

(961年)春正月，占城國王釋利因陀盤

遣使莆訶散來朝，表章書于貝多葉，以

香木函盛之。貢犀角、象牙、龍腦、香

藥、孔雀四、大食瓶二十。使迴，錫賚

有差，以器幣優賜其王。」

占城國在今越南中部一帶，與越南

相鄰，在公元第一世紀到第二世紀之間

建國，越南因被中國殖民統治而使用紙

張，但占城顯然並沒有受到越南書寫工

具的影響，而使用貝多葉書。

第三，「遼道宗壽隆元年十一月甲

辰，夏國進貝多葉佛經。」夏國位在中

國西部寧夏一帶，亦使用貝多葉。

第四，「太宗太平興國六年（981）

五月，中天竺沙門護羅來，獻貝葉梵

經。」中天竺位在今印度中部。

第五，「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

十二月，成都沙門光遠，遊西天還，詣

闕，進西天竺王子沒徒曩表佛頂印、貝

多葉、菩提樹葉。」西天竺，即今西印

度。

第六，《唐書‧天竺傳》：「天竺

國書貝多葉以記事。」

《天竺國傳》：「天竺國人富樂，

無簿籍。有文字，善步曆，學悉曇章，

妄曰梵天法。書貝多葉以記事。尚浮

屠法。信盟誓，傳禁咒，能致龍起雲

雨。」

按《天竺傳》：「至道二年(996)八

月，有天竺僧隨舶至海岸，持帝鍾、鈴

杵、銅鈴各一，佛像一軀，貝葉梵書一

夾，與之語，不能曉。」

按 《 佛 祖 統 紀 》 ： 「 淳 化 二 年

(991)，太原沙門重達，自西天還，往反

十年，進佛舍利、貝葉、梵經。」

「乾德三年(965)，滄州僧道圓自

西域還，得佛舍利一水晶器、貝葉梵經

四十夾來獻．道圓晉天福中詣西域，在

塗十二年，住五印度凡六年，五印度即

天竺也；還經于闐，與其使偕至．」 

從而可知，在唐朝時，印度流行使

用貝多葉。

第七，渤泥入貢記：「王之所居，

若樓覆以貝多葉。番書無筆札，以刀刻

貝多葉行之。」渤泥，即今婆羅洲。

「渤泥，其所貢物鶴頂、生玳瑁、

大片龍腦、黃臘、降真諸香，其表用金

刻番書，彷彿如回鶻文，字甚鄙陋，不

足觀。皇太子牋用銀文，與表相類。

其地炎熱，多風雨，無城郭，樹木柵為

固。王之所居若樓，覆以貝多葉。王綰

髻，裸跣，腰纏花布，無輿出入，徒

行。城中不滿三千家，多業漁。剪髮齊

額，婦人衣短衫，僅蔽腰，胸繫花布，

散髮跣足。…番書典禮以刀刻貝多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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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佛甚嚴，以五月十三日為節，國

人亦於是日作佛事。」

「浡泥番書無筆札，以刀刻貝多葉

行之。事佛甚嚴，五月十三日國人競作

佛事。」

第八，「緬甸不知何種，其地舊有

江頭、太公、馬來、安正國、蒲甘緬王

五城，弘治十七年（1504），…進上文

字用金葉，次用紙，又次用貝葉檳榔葉

為書，其人形陋體黑，性柔而詐，其酋

長名曰卜剌浪。」

「萬曆元年（1573），緬兵至隴

川，入之。岳鳳遂盡殺士寧妻子族屬，

受緬偽命，據隴川為宣撫。乃與罕拔、

思哲盟，必下孟密，奉瑞體以拒中國。

偽為錦囊象函貝葉緬文，稱西南金樓白

象主莽噠喇弄王書報天皇帝，書中嫚辭

無狀。」

第九，「摩竭陀國還進佛骨，舍利

貝葉梵經貝多子，菩提樹葉無憂樹葉，

菩提子念珠，西天碑十九本，召見慰

勞，賜號顯教大師紫衣金幣。」摩竭陀

國，梵文為Magadha，位在印度比哈爾

邦巴特那（Patna）和伽耶（Gayã）的國

家。

第十，「西洋馬八兒等國，人以

長細銛刀，右手執用，託以左母指，

橫刻貝葉為字。或暮夜交睫，書之迅

速精利，皆不失行理，即古刀書之流

也。」馬八兒，位在印度西南馬拉巴爾

（Malabar）海岸一帶。

從上述記載可知，使用貝多葉或

貝葉的國家和地區，包括印度、蘇門答

臘、爪哇、緬甸、泰國南部、占城、婆

羅洲、寧夏等地。

如何在貝多葉上書寫
貝多葉，為棕櫚樹葉或椰子樹的葉

托部分。貝多是梵語，指棕櫚樹葉。

《古今圖書集成》乾象典第 309卷

貝多樹考記載：「貝多出摩伽陀國，長

六七丈，經冬不凋。此樹有三種，一者

多羅婆力叉貝多，二者多梨婆力叉貝

多，三者部婆力叉貝多。羅梨並書，其

葉部闍一色，取其皮書之。貝多是梵

語，漢翻為貝葉多婆力叉者，漢言葉樹

也。西域經書用此三種，皮葉若能保

護，亦得五六百年。」

據清朝卲遠平撰的《元史類編》，

記載：「棕高五六丈，結實如掌，土人

以麵納罐中，以索懸罐於實下，劃實

取汁，熬為白糖。其葉即貝葉，寫緬

書。」《寰宇志》的記載與此相同：

「緬甸在滇南，有樹頭棕，高五六尺。

結實如椰子，土人以罐盛，麴懸於實

下，劃其實汁，流於罐中，以成酒，名

樹頭酒。或不用麴，惟取汁熬為白糖。

其樹即貝樹也，緬人取其葉寫書。」這

些記載有一個錯誤，就是無須「懸罐於

實下取汁」，而是將椰子果內的汁液取

出熬成糖。

《廣州記》對於貝多樹之記載如

下：「嵩山記曰嵩寺忽有思惟樹，即貝

多也。有人坐貝多樹下思惟，因以名

焉。內典所謂貝多樹下思惟經是也。漢

世有道士，從外國來，將子於西山腳

下，種之，有四樹，極高大，與眾木

異。一年三花，白色香美。漢語翻為貝

葉。」

《拾遺記》記載佛經以貝多葉書

寫：「洛陽翊津橋，通翻經道場。東

街其道場，有婆羅門。僧及身毒僧十餘

人，新翻諸經，其所翻經本從外國來，

用貝多樹葉書。貝多葉長一尺五六寸，

闊五寸許，葉形似琵琶而厚大，橫作行

書，隨經多少，縫其一邊，帖帖然。」

遯園居士所撰的《諸寺奇物記》

亦記載佛經用貝多葉書寫及成書之形

狀：「寶光寺，有西域來貝多婆力叉

經，長可六七寸，廣半之葉如細貓竹，

筍殼而柔膩，如芭蕉。梵典言貝多出摩

伽陀國，長六七丈，經冬不彫，其葉可

寫字，貝多婆力叉此翻葉樹也，經字大

如小赤豆，旁行蠕蠕如蟲，豸不識其為

何經也，外以二木片夾之，其形如杉，

而紋細緻可愛，南都諸寺中僅有此經而

已，記又言此貝葉經保護可六、七百

年。」

「景德元年(1004)，日本國沙門寂照

來，進無量壽佛像、金字法華經、水晶

數珠。賜紫方袍。西天三藏法護來，進

佛舍利、貝葉梵經。賜紫衣束帛。館於

譯經院。」

《古今圖書集成》還記載西洋馬八

兒等國以刀刻貝葉書的方式：「西洋馬

八兒等國，人以長細銛刀，右手執用，

託以左母指，橫刻貝葉為字。或暮夜交

睫，書之迅速精利，皆不失行理，即古

刀書之流也。」

南印度淡米爾族（Tamil）稱貝多

葉為olai ，亦稱為大棕櫚樹（talipot）。

他們使用刀子刻字在貝多葉上，用煤灰

或鬱金根之粉末（turmeric）塗抹在刻

▲貝多是梵語，指棕櫚樹葉。圖為棕櫚樹成大都市的行道樹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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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上，以顯示刻字。最近印度發現有數

千片未出版的貝多葉文書，上面記載古

印度淡米爾族的知識，除了用淡米爾文

外，亦使用梵文書寫。發現該批古貝多

葉文書的地點在淡米爾的Nadu，甚至

在北印度的詹姆（Jammu ）和克什米爾

（Kashmir）一帶。該批貝多葉文書內

容包含醫藥、人類解剖、獸醫、農業、

傳統藝術和建築、傳統音樂學、寫作技

術、占星術和天文學、瑜珈、動物農

耕、戰爭藝術、人相學等12個領域。 

印尼巴塔克族（Batak）亦用樹皮紀

錄年代、宗教、占卜和巫術，有些長達

30呎，然後折疊起來，前後再用木板夾

住，使之看起來像一本書。

從上述的描述可知，貝多葉為棕櫚

樹或椰子樹之一種，拜南樹（bai-lan）也

是棕櫚樹的一種，在西藏地區使用。在

東南亞地區使用的棕櫚樹有兩種：一種

是palmyra，另一種是talipot。Palmyra樹

葉較厚，彈性不大，易隨時間而脆弱毀

壞。Talipot樹葉較薄，彈性大，具耐久

性。據稱可以保存600年。

棕櫚樹葉有平行的摺，中央有一

條主葉脈。棕櫚樹葉採下後，用水或牛

奶煮過，使它變得更為硬實和強韌。葉

面經過乾燥或弄乾淨後，經處理後壓

平，然後用刀子在上面寫字或畫畫，寫

字時是用鐵筆、筆或畫筆。為了使刻字

清楚顯現，使用煤灰、豆科植物或草

莓汁液、芳香油的混合液體。芳香油

包括了樟腦、香茅油、萞麻、檸檬草

（lemongrass）、杉木、芥末、neem、油

加利樹、丁香和芝麻。這些成分可以防

蟲害。

又有文獻說，是使用黑灰或其他染

料抹在刻字上，黑灰就會黏附在刻字的

白底上，再用濕布抹除表面的黑灰。刻

字部分就會顯出黑字體。再在每片貝葉

的中央部分穿一孔，或在兩端穿兩孔，

以線繫接，即成一本書。除了刀刻外，

亦有用筆在貝多葉上面書寫。有些畫

布，亦是用貝多葉製成，是由一片片貝

多葉連綴而成，然後在上面繪畫。

雖然棕櫚樹葉製成書寫頁片，各地

規格不同，但大約長為48公分，寬4公

分。每一頁片鑽兩個孔，用繩子將其串

起來，前後再用木片或竹片夾綑綁成一

本書。

使用木簡書寫
根據《古今圖書集成》的記載，至

宋朝時使用木簡刻字的國家有琉球。其

所書寫的文字，顯然不是中文，而是古

代的琉球文字。其書寫格式為橫寫，是

用刀子刻寫，字體如同蝌蚪。「琉球國

職貢，中華所上表，用木為簡，高八寸

許，厚三分，闊五分，飾以髹釦。以錫

貫，以革而橫行。刻字於其上，其字體

科斗書。」

使用麂鹿皮書寫         

在東亞國家中，使用鹿皮作為書

寫工具者極為少見，大概只有柬埔寨。

《古今圖書集成》，曆象彙編乾象典

第 7 卷外域書有如下的記載：「真臘

國，或稱占臘。其國自稱曰甘孛智。元

朝按西番經名其國，曰澉浦只。蓋亦甘

孛智之近音也。尋常文字及官府文書，

皆以麂鹿皮，以物染黑，隨其大小，闊

狹以意裁之，用一等粉。如中國白善粉

之類，搓為小條子，其名為梭。拈於手

中，就皮畫以成字，永不脫落。用畢則

插於耳之上，字跡亦可辨認，為何人書

寫，須以濕物揩拭，方去大率。字樣

正，如回鶻字。凡文書皆自後向前，卻

不自上書下也。或云其字母音聲正，

與蒙古音聲相類，但所不同者，三兩

字耳。」該段文字完全與周達觀所寫的

《真臘風土記》相同，顯係抄自該書。

周達觀是在1292年前往柬埔寨，故

知道當時柬埔寨人將鹿皮染黑，然後用

白粉筆寫在鹿皮上，從左至右書寫成

文。周達觀的記載並不很清楚，到底這

種書寫用紙和方式，是否是當時普遍的

流行？還是只是其中的一種方式？此一

書寫方式是用白粉畫上，能否保存不脫

落？當時柬埔寨人還使用貝多葉書寫

嗎？從該書無法知悉。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使用鹿皮是

當時南歐國家普遍的書寫工具，約與周

達觀同一時候返回義大利的馬可波羅，

在其口述的《馬可波羅東遊記》上曾記

載，當馬可波羅說出東方的中國用紙寫

書，並將之排放在大書架上時，義大利

人感到驚奇，因為他們尚不知道使用紙

張，他們使用的書寫工具是牛皮或羊

皮。是否有可能柬埔寨人受到義大利人

的影響，而使用鹿皮？這是一個值得探

討的問題。

結語
中 文 著 作 提 及 貝 多 葉 可 以 保 存

五六百年之久，該項記載是否可靠，其

情況可能因地不同。例如，今天印度和

少數東南亞國家都還存留不少古代貝多

葉文書，主要在泰國和南印度。而印

尼、婆羅洲、菲律賓卻缺乏，不知何種

因素，以致於無從知道古印尼群島和婆

羅洲文明的演進歷史。部分西方學者亦

有認為貝多葉保存不易，不是腐壞就是

▲二千多年前西漢木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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蟲蛀，因此只能依賴石碑和金銅銘文，

才能勉強解讀其歷史演變。

貝多葉書應是印度在公元前數世紀

就已使用的書寫工具，然後傳播到東南

亞國家，而且是由印度人遷移到東南亞

時引進，成為東南亞人普遍使用的書寫

工具。最令人感到好奇的是，中國在公

元第一世紀發明紙，而且應該也會傳播

到東南亞，但是為何不在東南亞廣泛流

行？中國使用紙是和毛筆配合使用，是

否因為東南亞人不使用毛筆，所以也不

使用紙？早期東南亞國家到中國朝貢，

會致送表文，這些表文有些是刻在金箔

片上，有些是由充任貢使的華人用毛筆

寫在紙上，而他們本國卻不流行使用紙

寫字。

從上述的說明可知，在十四世紀以

前，東亞國家使用書寫工具，有明顯的

地域差異，從中國本部西邊到西域，從

中國本部東邊到朝鮮半島和日本，此一

廣大的地域是使用紙張；在西域一帶及

其南部、印度和東南亞一帶，大都使用

貝多葉書。印度以西，則使用牛皮或羊

皮。因為書寫工具的差異，再加上天候

的影響，書寫紙張的保存難易程度和保

留的時間亦不同，此大大影響各地文明

的紀錄。中國因為廣泛使用紙張，有助

於文明活動的紀錄，使得中國文明能依

賴這些紙製書籍而代代相傳。而使用貝

多葉書的地方，除了印度保留有較完整

的文明紀錄外，其他地方均鮮少存留。

（作者為本會秘書長，淡江大學教授）

向鐵老致最敬禮
西雲禪寺畔緬懷吳鐵城

▓衣  谷

西雲禪寺，觀音山麓百年古剎，供

奉觀音大士，香火綿延超過二個世紀。

通往西雲古剎的中道，「吳鐵城先生墓

園」七個金漆大字，映入眼簾，至為醒

目。鐵老安居古剎之邊，暮鼓晨鐘，墓

木已拱亦近甲子矣。

飲水思源
101年5月10日，就在華僑協會總會

創會屆滿七十週年的當日，理事長陳三

井偕同理監事三十餘人，來到吳鐵城先

生墓園，向創會理事長致上最敬禮，鐵

老孫女吳美雲、吳樂雲姊妹以家屬身分

答謝，儀式簡單隆重。

吃果子拜樹頭，飲水思源，無鐵老

即無僑協，無僑協則僑務失色矣。

是日，恰逢今年第一道梅雨鋒面

籠罩北台灣，厚重雲層鋪天，綿綿陰雨

蓋地，時而傾盆。就在從總會出發的當

下，一陣大雨不請自來。幸好，抵達五

股吳鐵城先生墓園時，雨勢戛然暫歇。

我們搭乘的遊覽車無法開到墓園，

必須駐停山腳，大夥徒步上山，通過西

雲禪寺牌坊，指向山路，坡度有點陡卻

也不是很陡，但對上年紀的長者也是一

大考驗，抵達「吳鐵城先生墓園」牌

坊，吳美雲姊妹老早就到來，迎接我

們，再拾階數十級而上，抵達墓園。

墓園有座吳公亭，「吳公亭」三個

字是鐵老好朋友孫科的題字，亭內有鐵

老遺照及碑記。碑記文字金漆脫落，讀

起來有點吃力，細讀之下，是為紀念吳

鐵城八十歲冥誕，鐵老昔日部屬張九如

▲鐵老墓園。

墨爾本分會會長王桂鶯來訪

由僑務委員王桂鶯發起、計畫成

立的本會第22個分會─澳洲墨爾本分

會，業經常務理事會議同意籌備。創

會會長王桂鶯，特於101年6月4日拜

會理事長陳三井、副秘書長劉本炎，

就成立分會事宜及當地僑情交換意

見，暫定明年4月，配合本會全球分會

第四屆聯誼大會於雪梨召開時，舉行

墨爾本分會成立大會，

屆時陳三井將率祝賀團前往祝賀

授旗，並致贈印信圖記及會務發展基

金。（編輯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