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洪來布的一(平
2縣人，高雄師覓夫
jT投存光尼常問司位土心
F

士心法的

學英語系學玄'，向口任教於嘉義縣新港閩中，
几包七」

9

七十六年五月為提并僧伽教育內法

又
r 兵足戒後，任存光尼眾佛學院教

、上江hF 國法，一何拔利
AE系?七十二年底於，台
北路濟寺

務宅任

赴美泣，修?就站於華盛頓大學，王修教育什
政 、
r 七|九年七月取得教育學研士學位。消

也象徵著荷伽 教

7

息傳來，川加州附犬不莫不欣喜萬分?這不停代

表著見訴法何個人的成就

7

將由心川心花師徒相校的教育方式延伸至整體

育在有叫做制的往下索根、向上成長的題程控
1 剝皮?在比我們特別越洋訪問了見非
的教 月

法何?IU叫她談談論文寫作的歷程?我們可也
考

J

編去按)
f-F

得去年我和教授提起寫這個題目

外，還必須找到充分的資料。記

之後，指導教授特別請一位大陸
來的助教帶我到東巨圖書館，認

詩的主題以及竄作的過程
7.

問:請法何談談您此次論文探
，您在當中有何發現

識館內收藏的有闋的中文資料。

早作搜尋研究主題的準備，在
贊成支持這個研究的。

一是關
找資料大致分兩個方向
於研究的主題，二是關於類似的
研究。除非我們要翻案，否則相
同或近似的題目往往不被按受。
有人認為研究主題應與指導教
授的方向相關，倘使你還的題目
不是他的專一長文不是他的興趣，
恐怕就不很理想。一般說來，選
擇指導教授愈熟悉的主題，他的
指導能力愈強，這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如果教授能充分了解我們
的研究動機、一埋怨，對我們的語
文能力有信心，那麼他們會舉手

笨?我這篇論文探討的主題是

平時閱讀、辦事時，還有疑惰

育」'整個論文通過的過程包
括論文寫作與口試二部分;
川口寫作論文的程序
論文共實是一連串動作相互
發生密切關係的產物，勉強說
來可以把它分為幾個步驟;
ii
所謂
1 決定研究的主題
「研究」即是以問題為出發點
，作系統性的探索。一般說來
，決定寫作論文之後，必須及

「太虛大師與近代中國僧伽教

，想要再進一步探索，就可以
把它紀錄下來。
一個主題的產生，除研究的

EE--

再人
跨
明它自己。

資料的累積與摘錄並不會成為
思想，要讓思想觸動必須將資料
作有意義的分類與聯繫'這份意

編織的工作

義可以是主觀的，不過總是依據
資料才作下的評斷，莒以上工作
都已完成，指導教授也認可之後
il

，即可動筆寫作了。
3論文的編給

就是在論文的骨架上填土血肉，
這是完成論文的過程中最煎熬的
部分，儘管已經收集足夠的相關
資料?經過分類處理後，似乎已
有思想的雛型，但當要透過筆把
步審
J

先了解僧伽教育的歷史與演變，

，馬上邁入弘法辦事打雜階段，

準的制度下，佛教便陷入門戶之

一切的準備工作乃至再進修的設

見，許多資質好的僧眾受戒之後

演變，有著非常重要的啟示與影

想幾乎不存在

市民國初年太虛大師改革佛教的

響，所以我選擇了這個主題，我

佛教前途的人士紛紛起來為護教

思想與芳法，對於令臼僧教育的

一共分六個章節來探討 第一章
簡介，第二章背景，第三章太虛
大師生平與他的時代，第四章太

的一位。

而改革，太虛大師便是其中特出

時，教授提醒說:「要放下以敬

(因)，導致他以佛法濟世的悲

在此內外皆不穩定的狀態下，

佛教面臨空前的危機，此時關心

國佛教、僧伽教育的藍圓走

問;您認為太處大師理想中，中

什麼?如何實現?

袋口 太虛大師理想中的中國佛教

的知能呢?延傳至今，現在的大

〕'僧圓的地位、責任是最重要

果);為了讓佛教團體健全(因

涉政則是在家居士的責任，尤其

，相反的，僧眾有問政的責任，

並不意味著僧眾對政治完全無知

H宗教與政治分離:政教分離

具有三個特點:

學教育幾乎已經成為普通教育，

的(果);僧團要能承擔佛教的
責任、使命(因)，僧團必須改

真相。太虛大師關切人類的苦難

o

虛大師改革佛教的理想與方法，

批註「寫得很好」，其實整篇都
被他挑剔過了。若是方注上及技
術上有任何問題，教授是很有力
的顧問，他們的幾句話即可讓問
題迎刃而解。記得我在寫第三章

愛英雄的眼光來看太盧大師，這

第五章佛教改革的結果、評量及

「太虛犬師的生平與他的時代」

太虛大師之佛教改革」時，教授

才是治史的態度」土寫第四章「
則交代要記得告訴讀者本研究的

7 說明事物不是由一因一綠所組

太盧大師的影響，第六章結論。
在研究過程中，我所根據的理
論是佛法中的因緣觀。因緣觀除

願(果);要發揮佛法濟世的功

一切翻譯工作都是我所作的，以
我以為固定重要的、必要的。

示負責。這些關節的提醒與調整
且論文口試
口試是百方大學教育的傳統，
因為大學教育培養的是學者，而

能(因)，佛教團體必先健全(

成之外，更說明因緣展轉互動的

，否則如何向別人「證明」自己

說與寫的能力是學者必不可少的

研究所教育也演變成專業人才的

自理。

門叫僧眾專業化 僧尼的證書應

是僧眾的事一定得由僧眾白治、
訓練，不過檢驗的方法仍然是說

革(果):

僧伽教育即是太虛

業背景與能力，就如醫生、律師

證明該僧眾對佛法知、行上的專

分教理、教制與教產)。僧團既

的僧制 -尤
A 得改革(改革之重點

行(果)

想、計劃(果);計劃(因)踐

改革(因)須有理

血且為o
指導教授是口試宮的當然入選

，另外一位則由學生與指導教授

犬師踐行計劃中共同的+刀法。在
一連串的關係裡'我相信恆常不
變的是佛法的思想，權宜變化則
是時代的趨勢。我所用的是史學

是佛教組織之關鍵，自然僧眾即

一商量決定後親自去邀請，再出教

。論文完成送給每位口試官後，

方法，收集的材料則有佛教要為

為僧闋的主角，如何提高住持佛

的一個月前將口試日期確定下來

」三

於訓練講經人才，而忽略了對人

發揮利濟群生的功能，中團現前

日僧眾之正命是弘法

佛教要

就必須開始準備辯論自旦的研究

、傳記與太虛大師全書等。這當

法的僧眾資質呢?太虛大師主張
-山3

的則裘示要先知道這篇研究的

的論點。另一位口試官。?E

的執照一般。

。指導教授可 -Ea 巾的的說;研

中對探究同時代人物，和所發生

授出面。就這樣在論文即將完成

究者應當要知道如何推論出自己

事情的周延性，還有待加強。

從辦僧伽教育下手。
太虛犬師不滿意時下教育偏重
大耍。此次口試時間大的一個半

教改革的原因是什麼?

問:您認為促使夫虛大師推動佛

小時，由兩位教授交替地提出問
題，我回答的依準是自太虛大師

i ↓

完整其含義為戒律

天師範的培養，而培養人天師表
必須要有完整的教育制度。所謂

↓佛法

答:佛教改革運動其實就是佛法

、革命運動及帝國主義的侵略等

，可是保守派的阻力卻往往使他

他雖有心改革一舊道場不良的風氣

致說來他仍贊同「寧可改良、住
持舊道場，不創立新廟」，可惜

至於太虛大師踐行的策略，大

修證循序漸進;要有社會教育的
基礎;耍了解中國佛教各教派等
。這種教育雖不是每一位僧眾必
須完成的，不過二年的律儀卻是
僧眾不可少的基礎教育。此外學
與用之相應，以及堅持寺院生活
等都是其主張的特色。

l

全書中得來的觀念，其中如果是
個人有意見，則申明那是個人的

自二方面來談。刺激佛教改革的

與時代潮流的一種互動，原因可

「太

整體看來，兩位教授對於見諒
|l

外在因素有戊戌變法、自強運動

看法。

此次研究所提出的主題

虛大師與近代中國僧伽教育」，

認為由佛教僧尼作這方面的研究

。其中政令的朝規夕改，佛教非
但未能發揮它應有的功能，其
自身的顯頂，使政府設立了許多
核、確定它們的關係

是重要且必要的，他們一致認同

這種工作

這個研究對於佛教的教育行政人

不當的法規，甚至對佛教採取不

7

劉木隆
吳櫻桃

(下轉第三版)

的理想窒礙難行。為了說服教界

有幫助的。
問:法師當初為什麼想要研究、一迋

，您如何進行研究

個主題，它一包括了那些內容

無名氏

』臼百怕的自﹒戶HED

美金五十元正

陳俊銘

陳宣彤
林立

無名氏

鐘信全

謝蓮英無名氏
壹侶伍十元正:
杜麗鳳
壹佰元正:

林萎君

蔡志宏蔡淑君

孫玉雪侯秀枝
黃培均生頁齡賢
黃懷毅胡秀鳳

季明得

林函蓉

陳美華

呂浩生

楊芳玲

呂淳生
陳俊郎
練俊維

游秀英 鄭松茂
于麗燕
朱真楷
謝室一容 呂盈慶

陳祈安

報、因緣，在如此缺乏系統、標

黃香萃洪兆伯
陳辦懋董玉秀

李主竹叫到烏占

劉光隆
林怡伶
林佩靜

、參學、弘法每一階段所要具足

員以及佛教未來的僧教育都是很

O

..

的疑惑，犬研成立了武昌佛學院

事?異想天開以為自己待會兒會

像是鑽木取火，如果以為日前沒
有靈感而先去做其他不費腦筋的

.•

的教育或訓練，多歸於個人的一幅

突然靈光爆破，這種機率我認為
是非常小的。
指導教授在這時候所做的工作

7

教授不但對思想要

就是「指導」。當我寫完主早就
請教授批閱

答:我認為關心僧伽教育，必須

一祭阮鳳

筒秀桂簡獻釗

彭秀靖侯明材

肆佰元正:

貳佰一冗王:

筒獻哲江玉珠

商自秀菊 邱秀惠
采智絲 何宏月
蕭榮存陳香蘭
許雪貞林啟艾
蔡凱 T 劉惠美
張掃吳謝初葉

江政科邱依恩
參佰元正

陳瑞美陳水招

朱明德葉佐將
林亭好吳一聽榮

詹金城沈貴蓬

生頁宜城林質里
盧君原李松
郭失蕙陳哲瑞

求正確性，乃至表達的方法、程
序、遣詞用字無所不看，往住他

蘇汶裡
陳鵬元
王一幅成 林照坤

訐秋容
陸佰元正，.

蕭金水謝仁匹
謝春笑
伍佰一兀正

張金蘭葉金川

••

•.

關心的態度，讓它自生自滅。
改革的內在因素則是自清末以
來，道場家庭化與僧眾品質低落
，使得佛教思想和僧圓的形象都
受到扭曲，傳統僧眾出家、受戒

它們串起來時，還必須進

•...
•.•...

•.

2擬定研究草案 il 研究草案
共實就是論文的寫作計劃'包括
研究的動機、範園、主題及研究
的理論、方法、材料、論文的綱
要等。在擬出研究草案之前，要
先沙獵相關的資料，作有系統、
有目的性的閱讀，同時作成摘要
。寫論文不同於寫散文，可以仟
主觀才情隨意抒發，既是之研」
文，最有力的論說即是讓資料說

步

陳造福

陸仟元正

黃河胡或自巴
林麗珠林淑惠
壹仟元正:
「劉方文陳麗玉
一劉家宏吳素員
-劉姿慧陳惠卿
陳凝賣上早碧霎
黃盛呂王銀妹

組輯編/

師法;~'，li 互L祝探美赴(一左)師法因悟長院院學佛家尼光舍@
。周枝夫草草且參，時(三古)

.關心僧伽教育，必須先了解僧伽教育的歷文
與法受。(白地持法師

無且具方懷
無端智
打成情

海靜法師

.•

一一一_.
各

芳

囡
囡
貳仟元正

••

一一談師法講見訪

抄汁-蓮
A學經了使白叩草

。

育
,

科判文屁
i 巴一八師的研光中，找尋到佛教未 來 發
方向的土

。

il

.•

a

4

「育教伽僧閩中代 i丘興師大虛太 J

軍

9

J';1

付學校紅包我是學牛、心
J

級的新生，學校 裡 並 沒 有
修時，他常趴在桌上，向

一張百元鈔票，對著我說
-「老師!我利用放學後

裡，說:「我沒吃早餐?

前詢問，他把臉埋在精臂
以領一百元，寄放在您這

去幫人洗碗，以後每天可

片中川一丹紅心非心」老師，岡任何輔導資料可以倍奎，

捏，好不好?」我十分歡

」很自然地?

沒有力氣
1

我給了他二十一兀下課後去
喜地拍拍他的屑，發現他
的胸膛是挺的，一霞在衣領
真的是靠自己的力量站起

上的臉是軒昂的，這次他

一位同學到辦公室來了。
來了

下課，害羞的他居然和另

大的一星期後的第一節

篇作文「我的家庭」

比戶，讀宜的「愛、台」老師?如何著手呢 7 我突然想起
國文老師曾讓他們寫過一

ζ師，能探獲這些讚譽實

文中他這麼寫

::我有一位認真

o

買早餐吃。

的作文簿

'於是向國文老師借來他

史是校長肯定的「認真」
社是跟仙似的習性有關。
一口T
岡M
川
山 ?我的導師常說

「

問他有什麼事，他的頭低

著
負責的父親，一 位 慈 祥 勤

得快埋進衣領裡，另一位

我是「到婆川亡的人，因
為政非常樂於助人。畢業
的姐姐和一個名列前茅的

儉的母親?一個大哀閏秀

餐啦!」我很大方地又給

哥哥 :::9 我是個幸福兒
同學閉口 7: 「老師!他
，惋有一個溫馨的{家庭; 沒吃飯，想向你心借錢吃早

有般若當前導，才不致流

餘殃債」的道理。布施須

般若，惟得一卅樂，後受

白這次經驗，我深刻地

1

然干的地「布施」時間、

比以每從中教學了作，我依

了他三十元，然後拍拍他

時，朦躍中找聽見樓下省
「老師!老師!

」起身在樓下瞧土于電線

人喊著

那張埋

桿旁邊轉了個瘦弱的小男
li

要釋 L 上說的

只是一連串短暫的救濟，
受施者將因此失去自尊與
慚愧心，終致完全失落自
而言，在般若智慧的引導

食其力的機會。對於施者

他將不再只看見白已編
下 7

的付出而沾卅日喜，或當輯

也不致陷溺於厭煩、失望

對方不能如期望表現時，組

，好不容易他才說﹒「老

、懊惱或傷心等情緒中，

進衣領裡的臉!下樓問他

生，那可不是

師!您可不可以給我五十

以般若智慧助人才能稱

地調整自己。

能適時、迪機、恰如因緣

開始擔心起自己的布施是

度」'這是我願鑫形壽結

為真正「悲智雙運的布施

0

」這次拿錢給他時，我

元?我沒有錢吃晚飯:

否會使他養戚隨時向人要

(上承第一一版)
、法苑等機構。這些機構後來成
為其他佛學院的模式，也為佛教

現了問題的根源
中國人對自身
文化的信心已經喪失始盡，西化

UU
響。

]U應為佛法久仕而辦學，不可
子的行徑，他對佛、法堅定的信心
以辦學為保護寺產的掩護。
及高趕不移的志節目茫人類最需要
門叫佛學院依然是缺乏完整的制 的楷範 O他的思想辟示 7 我們「

日許多人在與外國佛學接觸後

人間佛教」、「由人成佛」的佛
法意趣;其志業在在告訴世人深
遠的意義外，更告訴我們佛法的

度。

就一味地想向對方看齊，殊不知

;他打開了佛教交流的風氣，最

外;佛教應在各時代中重新定位

不少人才，激發不少佛教

過程中，派系人我的爭執為少數

中國佛教應有中國佛敬獨特的風
格，它不可能是印度的原始佛教
，包不可能是日本佛教、西藏佛
教?更不可能是西洋的基督化佛

f

分子強化。另一方面太虛大師發

教，我們吸收別人所長是必須的

培養

的趨勢是中國不可抗拒的潮流。

界思想的交流。不幸的是在交流

倘使不將佛法另從西方輸入，恐
太虛大師積極從事歐美之行，聯

合國際學佛的人士，組成佛教大
學，並簽訂交換計割。這個世界
佛教大學的總部設在中國，德、
至還將他所創立的佛學院安立在

英、法等國部設有分部，大師甚

這個系統中，使它成為一個完整
的架稽。

並沒有成功，請法師談一談

問:我們都知道佛教的改竿運動

以及太虛大師的

佛教改革運動不成功的閥素

的力量，可惜太盧大師當時代日軍

口邊緣囉嗎?生活當中的種種事

自己不也是時時處在修行的刀

、改善的路;在努力的過程中

建人間淨土理想的路，永遠是
一條必須不斷去接近、去融化

不平與隔離，但從瑰寶邁往創

儘管我對現實仍然是如此的

得更健康、尊嚴。

後事實總是證明:只要真能熬
過這一闕，即能死裡求午，活

」'痛下決心，改善現混，最

是歷經內心世界中征戰的真實
教育，我們從哪裡去了解到生
命的嚴肅?能把自己「豁出去

方面的思想和歷史，同時也讓學
術界有更多的機會認識佛陀的教
育。雖然，這項整理工作，不論
修一小修博士學位，都是身為一個
現代僧尼的責任，進修博士則可
以在往後的修學方法和各項師資
、資源引用上，接受到更多現代
學術的磨鍊'這是值得努力的 1

佛教的信仰與踐行擴夫到殿堂之

佛法應與社會各行各業結合，使

事業是以利益救拔眾生為目的，

怕無法贏得中國人的心，因此，

，不過經過融合轉化後，它仍應
重要的是佛教團體是個法治的周
是最適合中國的中國佛教!
體?人是法的踐行者，在踐行之
r
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太盧大師的
中最根本的精神是民主||時間重
改革運動不成功呢?大致說來，
人權的管理法。
一是環境多變化，社會的不穩定
是個極重要的因素;二是缺少全
問;請問法師未來的修學計釗
O
盤的計劃'學僧素質參-差、學僧
未來沒有出路、缺乏有力師資，
答
;
論文通過了，就好像公車通
因緣環境未成熟，投性的時間、
過
了一站，仍要繼續跑下去，或
心血不夠等等，都對教育的發展
目前希望能再進修博士課程，一
有著重大的影響。
方面整理自己將來回到僧圍之後
有人以為太虛犬師作了象徵性
想做的事，並在完成的方法上予
的啟發，或以為太虛大師所創辦
以認識、培養;另一方面則以現
的學制為義叩門干中心。義學為中心代學術認可的方式來整理佛教，
的教育對於佛教思想的確才了以
讓大家更能明白佛法在教育應用
及對於邪克外道的摧伏有著無比
答:佛教改革三十年後，佛學院
的數目增加了，佛學院間的交流

盡人意。

迫切需要的是佛教的管理人才，
因此急贅風碰上慢郎中，總是不
，佛教與社會的對話也較以往積
極，佛教出版事業也有蓬勃發展
絡起來。

雖然佛教改革運動不成功，可
是太虛大師卻留下了不朽的影響
，其個人確實地表率了一個佛弟

的趨勢，國際間的佛學交流也熱
太虛大師對於以上的變化提出

邊，雖然充滿了文明、進步、

相，隨時都可能徹頭徹尾地摧

此事也給予我不斷地省思

璀碟，但人們卻虛偽、自私、

包間轍世界上遠離戰事的這一

幾點改進的地方

和平相處的價值。因此，儘管

充滿拜金主義;而在戰火頻仍

科威特這個遙遠的國度，我對
整個宇宙人間的關切情懷，為

它一無所知，我仍以一份對於

這個位於中束，靠石油致富
的國家，竟在一夕之間被伊拉
克給占領了!國際間的政治局

心活生生剖析的當下，我往往

毀自己的出家初衷，在面對內

戰地鐘聲裡的

的那一邊，人們往除虛假浮華
或許你會說

之深深哀悼薯。

，如是行過﹒

科威特亡國之後

八月三巳星期五天氣:風雨交加

的外衣之後，卻又赤裸裸地呈
?事到臨頭，根本不容有準備

當科威
o

對於

Q

，現實雖不斷帶給我心靈上的

交戰與殺伐，我仍顧苦心不斷地

嚐試著投入當下的因緣中，不

只有兩條路可以選擇||姑息

我感覺它的亡國與世人息息

現出原始與黑暗，人類可真是
相關，尤其在這個科技發達的

人、事、物與我們叉有何干呢

他的表現確實令我難過

自己的習氣或勇於行動。

。而從那一天開始，班上

科威特亡國了!

?早就來不及了!

途了，此時再後悔平廿的種種

，倘若遠不過，就只有毀滅一

酷的時刻，命運是存亡立現的

的「玄眉之有素」了。在這個冷

的餘地，一切也就只有靠于日

勢風起雲湧，似乎是說來就來

科威特亡國了!

進的。.

錢的壞習慣，而擔心的背
後，也起了厭煩。

不久，隔壁班的老師告
訴我說:我的班上有對位
男同學，利用午餐時間?

當天盛怒之下，我重草

一個。

找他來，告訴他
「學校 自甘墮落，沒有人能幫得
裡訂了份便門口自給老師，但 了你的 ef---。」

請你幫老師
9

掉落到一個難以理解的矛盾與
因患之中了?然而不正是因為

場上受苦、崩潰、喪生

一件不可多得的兵器，但若不

暗為明!

/見口

，就在那裡致誠用力，直到化

逃避、不瞋悉，只要身之所在

我想到伊拉克，這個賣力臨

它表現了人性中真實存在的真

愛道者而一一一口，「出家」彷彿是

修行如戰場，有訐多人在戰
行著達爾艾的生存法則，肆行

理，這才溝通了人類內在的生

7

野蠻冷酷的國家，它為什麼願

命嗎?

時代捏，對乎任何人都與我們
有著或多或少的牽連

意使自己退化到黑暗、腐朽、

解決這份便當， 好 嗎 ? 」

i!

他不再吃我訂的價晶晶了。

特亡國的事實，成為整個宇宙

充滿死亡氣息的境地?

也總是多出一個使當

犬約又過了兩星期，一
天，他到辦公室來找我?

精神是奕奕的，手中握了

步一跨再育教伽僧

、人筒存亡的借鏡時，在殘話
中便顯出人類追求共生共存、

他低著頭?似乎露出歡害

是老師吃素

7心經

-9~ 一
-圳h
但l塑造了臼己的

;」我更加納悶了，於是
的后說﹒「以後有困難就

胸
q

體悟到斌宗法師在

行川市級?無形由全班同學
到他家去?控電 話 的 是 他

依著通訊錄，持了通電話
於「濫慈悲」，才能為對

精帥，此才一金錢在學生身

已加以伐

萊找老師，不必不好意思
方作長遠的設想。布施若

一會兒

l

7

•.

「布施無

就有我成為大家公認的「
的鄰居，據說沒 有 人 見
!」他點點頭快速地跑走

但是?

奸巨帥」的同時?我發現
過他的父親，他 從 小 就 和

抽菸'而他居然是共中的

偷偷地躲在工藝教室後面

3

自己缺少無我照相的「般

私生兒。他的母 親 嗜 賭 如

母親相依為命，可位是個

泊L
中心

若」的照?在助人的同時

一個星期六中午，午睡

未能影響學生們的價值觀

念，扛一至有寵壞學生之嫌 命，若輸了錢，戳肚手是
1 日議我舉個小故事來說
常有的事
;。我簡直不

•.•
-

圳冗刊〕1
敢相信，原來他在作文簿
地打了這幾位同學手心?
土的學則剛開學時，每當 裡所編織的只是一個美麗
而對於他，我一更加倍抱打
Eh 兒童早已
要主持一圳呵，
，並旦大聲地喝斥:「人
苦 HFiyjiLZE
吾JK
一 的夢想。
坐舟教 左
一陣心酸過談?我法定
窮志不窮，環境愈艱困?
J 右後方的一位男
同的啥?桌上沒有使當，總 訂個便當給他。隔一犬，我 你自己要站得更穩。若是
是楞楞地坐茗，我私下找

f

」他什麼話也不說，直

他來問:「為什麼不吃飯
7

低著的?過

的的衣襟竟溼 7-1
大片

過了幾天，我發現早自

感到沾沾自喜。

•.

•.

..

•.

•.

i 他哭了!
的神色，轉頭就走了。我
弓一地麼瘦弱的身體，又不不禁對自己的善巧布施
q我不禁關心起他

的家庭背景。但他是一年

吃午飯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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