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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旨

詈言 （罵語） は人を罵るための言葉だ。 中国語の詈言は， 相手を責め

て罵る言葉と辱めて罵る言葉， また善意の罵る言葉と悪意の罵る言葉に

分かれている。 中国語の詈言の研究には， 言語学， 社会学と心理学の意

義もあれば， 中国語を学び使う外国人にと って実用的な価値もある。 中

国語の詈言と道徳は緊密な関係があるが， しかし絶対的なものではな

い。 すべての中国語の詈言が， またすべての場面で， すべての時間のも

とで詈言を使う こ と全てが不道徳ではないはずだ。 道徳が中国語の詈

言の評価に機能している時， まず道徳の価値について具体的に分析しな

ければならない。 二つの異なる道徳の価値体系にかかわる時， も し国家

のため， 民族および社会大衆の利益に対して侵害を受けたならば， 詈言

を使用する こ とが非道徳的とは言えない。 でなければ， 評価者は侵害す

る方の道徳の立場に立っているはずである。 そのほか， 一般のコ ミ ュニ

ケーシ ョ ンの中で， さ らに中国語の詈言の動機， 効果， および背景， 原

因と態度などについて観察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詈言への対処につい

ても道徳にのっ と るべきだ。 中国語の詈言は言語崇拝と言語迷信から

生まれたものであ り ， 深く中国文化が内包するものを持っている。 その

内容から見る と， 中国語の詈言の主な攻撃の目標は， 中華民族自身が

も っ と も価値のあるだと考えている伝統の美徳， 宗族血縁観念， 性観念

などである。 そして， 形式上から見ると， 中国語の詈言の中に性や動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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と物品の貶義語に関する ものが多い。 中華伝統文化は汚い言葉に対し

ては一貫して否定的な態度を持っている， しかし， 汚い詈言を無くすこ

とは短期間の中で実現する こ とが不可能であ り ， 長期間にわた り継続し

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忖中貧心， 念宀壓噐簡， 朔宀壓噐囂， 袈律狛噐倭姚。遇邵冱宸匯古廷夸淫凄阻簡才囂。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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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囚議曝艶壓噐頁倦喘阻＾壜忖￣才＾間忖 ，̄ 匆祥頁＾間勸議三 。̄

窮篇銭偬丞ゞ慎烈藍劾〃嶄嗤宸劔匯粁秤准， 賠淵怕慎烈吸勣由匯岬羅， ㌫軟喘瓜堰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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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 ̄^ 嬉頁黙， 卓頁握￣侘℡仇郡啌竃宸匯蒙歩議猟晒⑬℡。曳泌幻牌參仞浜議笥賑卓隅徨

＾麹叫廉 ，̄ 隆脂曇俤基基仇卓音峡誼牌犯議直擠隆脂健＾謬肱 ，̄ 宸乂輝隼音嬬傍頁具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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彙議， 咀葎糞縞貧鋲吭才具吭壓曾嶽卓嶄脅贋壓。涙倬傍， 冱囂伏試嶄卓繁載叟噐哈軟住縞

喝融， 徽旺音頁侭嗤議卓脅叟噐哈軟住縞喝融。貧峰並箭厮将屬苧阻宸匯泣。叟噐哈軟住縞

喝融議吏吏音壓噐頁夭卓珊頁疲卓， 遇壓噐卓繁宀議強字頁鋲吭珊頁具吭。 咀緩曝艶卓議鋲

吭才具吭珊頁載嶷勣議， 委卓曝蛍撹夭卓才疲卓議揖扮， 珊載嗤駅勣繍凪蛍撹鋲吭才具吭議

曾嶽。具吭議卓， 凪孔嬬壓噐好似苓疲賜堰詰斤圭 ； 遇鋲吭議卓夸郡岻， 壓噐幣握牌才。

咀緩， 辛參傍， 邵冱恬葎卓繁議冱囂， 音叙淫凄夭卓疲卓， 珊哘乎淫凄鋲吭議卓才具吭

議卓。斤噐具吭議疲卓匆辛各岻葎麟冱死囂議卓， 賜宀出麟死議邵冱吉。

邵冱恬葎人鉱贋議囂冱⑬℡， 醤嗤蒙歩議芙氏孔嬬。遍枠頁倖繁膿倉秤湖 （喩凪頁鯨

鏑祐剤秤湖） 議傚亶， 斤倖繁辛參軟欺伉尖盾儿議恬喘。凪肝， 壓褒㏍潤更議冱囂住縞嶄，

醤嗤寳腐賜好似斤返議恬喘， 聞喘宀壓僉夲間勸簡囂好似斤返扮， 吏吏氏恢伏減中丼哘， 夛

撹賜爾晒住縞喝融， 揖扮壓匯違秤趨和匆氏彬式聞喘宀議猟苧侘℡。総翌， 処喘蝶乂邵冱燕

幣嗔鋲牌才， 辛參軟欺距准住縞荊律， 性除褒圭購狼鉦宣， 紗膿牌畜殻業議恬喘。

屈. 冩梢査囂邵冱議吭吶

査囂邵冱頁匯嶽壓嶄忽猟晒嘘尚和恢伏旺昧彭嶄忽芙氏延晒遇音僅延晒議囂冱⑬℡， 嗤

嶄忽猟晒嘘尚議査囂冱住縞祥氏嗤査囂邵冱， 咀緩僥宝順匯違範葎宸頁載峙誼序佩冩梢議匯

倖糟囃。徽頁， 芙氏貧匆嗤繁斤緩隔倦協蓑業， 範葎卓繁議三祥頁猟晒征侍， 斤宸乂猟晒征

侍哘乎斑万壓答得蕗嶄徭㍾徭註， 音哘乎壓笥遊才猟忖貧傚剌， 蒙艶音哘乎斤翌忽繁傚剌，

咀葎宸劔氏斤芙氏斤和匯旗斤厘断酎怛壓弊順貧議蕗圉， 嗤為墾遇涙匯旋。宸嶽心隈貫

歓準号袈忽社囂冱才紗膿芙氏猟苧秀譜議叔業心音嬬傍短嗤祇尖， 徽泌惚委査囂邵冱冩梢匆

心撹頁匯嶽傚剌， 嚥歓準号袈忽社囂冱才紗膿芙氏猟苧秀譜斤羨軟栖， 祥氏恠㏍蒸斤， 嗤払

陶督。

屎泌貧峰蛍裂， 邵冱祥頁卓繁議冱囂， 徽卓繁議冱囂音匯協脅頁壜三間三 （麟冱死

囂）， 呀軸猟晒征侍。壜三間三峪頁邵冱議匯何蛍， 冩梢邵冱淫凄冩梢壜三間三， 徽音吉

揖噐壜三間三冩梢。購囚諒籾頁， 屡隼壜三間三頁邵冱議匯何蛍， 遇拝頁麼勣議匯何蛍，

椎担冩梢邵冱駅協勣冩梢壜三間三， 遇壜三間三頁倦醤嗤冩梢勺峙椿？ 厘断範葎軸聞頁

壜三才間三， 匆珊嗤匯倖醤悶蛍裂議諒籾， 咀葎芙氏冱囂住縞嶄絞吭聞喘壜三間三好似彬

墾斤圭議秤趨嗤岻， 喇噐音岑秤遇列喘壜三間三議匆嗤岻， 壓蒙協魁栽処喘匯乂壜三間

三燕幣嗔鋲握吭賜宀徭厘傚亶蝶嶽膿倉秤偖議厚音窪凪箭。輝隼， 涙胎泌採， 壜三間三脅

音嬬傍頁猟苧議， 徽頁， 泌惚苧鳩峺竃焚担頁哘乎閲窒議壜三間三， 旺峺竃宸委褒釆州壓

焚担劔議秤趨魁栽， 氏斤褒圭夛撹奕劔議彬墾， 中斤壜三間三泌採侃岻吉吉， 宸斤噐囂

冱猟苧痛崛芙氏猟苧秀譜音叙涙墾， 郡遇頁匯周載嗤吭吶議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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総翌， 邵冱頁匯嶽噸演贋壓議囂冱⑬℡， 査囂嗤岻， 哂囂躯囂隈囂蟻囂晩囂吉

凪麿囂嶽呀嗤岻， 旺掲嶄鯖酎怛猟晒議蒙歩恢麗， 査囂嶄贋壓彭邵冱， 呀噐嶄鯖酎怛蕗圉短

嗤駅隼議蒸斤議選狼。屎№嶄忽繁脅岑祇晩囂嶄嗤＾依限兢揃 （バカヤロウ）￣遇音氏範葎晩

云酎怛音讐梢猟苧撰准匯劔， 翌忽繁阻盾阻査囂邵冱匆音氏咀緩遇堰詰嶄鯖酎怛， 咀遇喃打

委査囂邵冱冩梢制婢欺忽翌氏唹㍊嶄鯖酎怛壓弊順貧議蕗圉頁頼畠短嗤駅勣議。㌢郡， 貫睡

猟晒住縞議叔業心， 翌忽繁才嶄忽繁住吏賜宀俊乾嶄忽猟僥猟簒恬瞳， 恷湖遊黙議暢狛噐査

囂邵冱阻， 徽宸蒸音頁咀葎庵蔦査囂贋壓彭邵冱， 遇頁咀葎卆象云酎怛猟晒肇盾響賜聞喘査

囂扮， 械械瓜査囂邵冱侭是， 壓俯謹秤趨和蛍音賠採葎邵冱， 採音葎邵冱， 葎焚担云酎怛囂

冱議邵冱壓査囂戦音匯協頁邵冱， 遇査囂議邵冱壓云酎怛囂冱戦嗽氏坐涙邵冱議吭龍， 査囂

邵冱梢捷嗤奕劔議猟晒吭吶， 郡啌阻奕劔議芙氏議酎怛議猟晒伉蓑吉吉。咀遇， 斤噐僥楼才

聞喘査囂議翌忽繁栖傍， 吾賠萱宸乂査囂邵冱諒籾宜頁噴蛍駅勣議， 匆頁噴蛍駅倬議， 倦夸

祥氏綴丶三封崛夛撹住縞嬾悪樟計賜喝融。忽坪斤翌査囂順壓冩梢査囂住縞猟晒扮， 械械

訟竃宸劔議並箭 ： 匯倖翌忽繁油欺嶄忽繁卓＾寔音頁倖叫廉 ，̄ 載頁謎講 ：＾繁云栖祥音頁叫

廉， 佃祇低頁叫廉宅？￣的誼繁図丶音誼 ； 嗤議翌忽繁中斤続儻侭傍議忽卓音參葎隼， 範葎

卓繁宀卓斤圭議銚牌， 宸才瓜卓議繁短焚担購狼 ； 封崛嗤議翌忽繁状誼委繁傍撹昂哘乎頁匯

嶽胤剌， 頁峙誼互佶議。壓嶄翌猟鍬咎試強嶄， 査囂邵冱匆氏公鍬咎社夛撹是雌才醍軍， 載

謹査囂邵冱， 岷咎撹翌囂氏夛撹灘吶， 參翌囂邵冱恬葎紋旗氏夛撹圻嗤囂吶議送払。辛需，

冩梢査囂邵冱斤噐嶄翌住縞住送醤嗤噴蛍嶷勣議尖胎才糞縞勺峙。

凪肝， 冩梢査囂邵冱 （淫凄壜三間三）， 斤噐査囂囂冱僥嶄忽芙氏僥猟晒僥匆脅醤

嗤嶷勣吭吶。査囂邵冱議恢伏延晒才窟婢， 涙胎繁断覚範嚥倦， 脅頁匯嶽人鉱贋壓， 嗤凪

鏡蒙侮震議芙氏議扮旗議猟晒嘘尚， 凪囂吶侮蚊潤更嶄醤嗤鹸墫議戟源議酎怛猟晒坪梱，

郡啌阻嶄忽繁蒙嗤議蕪胆鉱勺峙鉱才芙氏猟晒伉蓑。⑬書嶄忽芙氏贋壓彭邵冱， 畳音頁査

囂邵冱冩梢議潤惚， 書朔査囂邵冱議窟婢匆蒸音氏頁邵冱冩梢辛嬬恢伏議丼哘。査囂邵冱冩

梢議朕議， 壓噐聞繁断 （淫凄僥楼才聞喘査囂議翌忽繁） 賠佰仇範紛万， 喩凪頁壜三間三。

咀葎峪嗤範紛阻， 嘉嬬蛍賠凪屎列寔邪鋲具胆鞄， 嘉嬬壓光嶽芙氏住吏狸芹嶄屎鳩中

斤， 貫遇聞厘断議繁縞住吏才繁縞購狼厚紗才亞胆挫。

眉. 査囂邵冱嚥冱囂祇蟻

戻軟邵冱， 繁断吏吏繍凪嚥冱囂祇蟻諒籾選狼軟栖。並糞貧， 涙胎頁椎嶽囂冱議邵冱脅

嚥冱囂祇蟻諒籾醤嗤諸畜議購狼， 査囂邵冱匆音箭翌。徽頁， 泌惚貫冱囂祇蟻議篇叔心， 範

葎侭嗤議邵冱脅頁音祇蟻議， 宸祥隆窒狛噐陶爾蒸斤阻。邵冱嚥冱囂祇蟻議購狼， 音頁酒

汽議吉塀賜音吉塀議購狼。査囂邵冱喩凪泌緩。音頁侭嗤議査囂邵冱， 匆音頁侭嗤議魁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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侭嗤議扮腎和聞喘査囂邵冱脅頁音祇蟻議。

及匯， 祇蟻歌嚥査囂邵冱得勺， 遍枠哘斤祇蟻勺峙恂醤悶蛍裂。谷夾叫奚将傍狛＾群頁

黍繁郡斤議， 厘断祥勣啜擦 ； 郡頁黍繁啜擦議， 厘断祥勣郡斤。̄  泌惚傍宸嶽鉱泣醤嗤噸演

吭吶， 訊殿⑬壓短嗤繁氏壘撹議。徽万抜貫総匯倖叔業傍苧阻匯倖噸演贋壓議寔尖 ： 弊順貧

議勺峙鉱音頁由匯議， 遇頁謹圷議， 音揖議竣雫酎怛芙氏忽社， 嗤彭音揖議勺峙悶

狼。祇蟻勺峙呀泌緩。貫慌扮議篇叔心， 祇蟻勺峙醤嗤酎怛來， 貫煽扮議篇叔心， 祇蟻勺峙

醤嗤扮旗來。匆祥頁傍， 弊順貧音揖議酎怛忽社音辛嬬頁揖匯倖祇蟻勺峙悶狼， 遇揖匯倖

祇蟻勺峙悶狼匆音辛嬬匯撹音延， 扮旗議處延才窟婢斤販採祇蟻勺峙悶狼脅醤嗤崙埃恬喘。

邵冱議祇蟻得勺毀根阻戟源議援屬隈。委査囂邵冱慧欺祇蟻議爺峠貧序佩得勺， 駅倬勣

心宸尺爺峠奉噐奕劔議祇蟻勺峙悶狼。壓査囂邵冱中斤音揖酎怛忽社議祇蟻勺峙爺峠扮，

泌惚頁咀葎酎怛忽社議旋吩鞭欺盃墾遇聞喘査囂邵冱， 嶄鯖酎怛議祇蟻勺峙爺峠刃協氏㏍

邵冱宀買弍。兒頭媾尸崛及屈肝弊順寄媾潤崩， 壓椎粁綜嶄忽繁弊弊旗旗短掛音梨議煽雰莫

疲扮豚， 吸忽麼吶双膿才晩云嘱忽麼吶壓嶄忽議輿仇貧付姫農帯， 涙具音恬， 噐頁吋根阻嶄

鯖酎怛僮節才斤盃待宀岾酎宀震糠叶剤議邵冱， 泌＾剴麹徨 ̄^ 剴谷徨 ̄^ 剴谷竒 ̄

＾晩云麹徨￣^ 弌晩云隅￣吉， 割諾阻嶄忽寄仇， 斤噐宸乂蒙協芙氏桟廠蒙協扮豚議邵冱， 酎

怛議祇蟻勺峙彈服験嚠阻万蒙協議祇蟻弼科， 短嗤匯倖嗤措伉議嶄忽繁氏範葎頁掲祇蟻議，

茅掲得勺宀措伉笶註， 嫋壓盃墾匯圭議祇蟻羨魁貧。㌢郡， 泌惚壓屎械議睡猟晒住縞嶄， 崔

酎怛嚥忽社寄吶噐音綱， 叙叙葎阻略擦匯失岻暴旋賜弌鹿妖議旋吩， 遇㏍斤返仏參邵冱， 駅

隼離嘘嶄鯖酎怛冱囂祇蟻勺峙勣箔， 鞭欺粘夭。宸匯泣朔猟珊繍胎峰。

凪肝， 販採酎怛忽社議祇蟻勺峙悶狼脅頁委略擦酎怛忽社旋吩恬葎恷互彈夸議。嶄

忽繁酎煽栖委酎怛忽社議鏡羨膿腹妖潤由匯恬葎恷嶷議祇蟻勺峙軅鷹， 委篤撒酎

怛忽社鏡羨膿腹妖潤由匯議繁麗嚥冱佩音叙篇恬祇蟻議嘘菟， 厚篇葎恟具才顎疲。

咀緩， 壓鴻搏議査囂弊順， 椎乂恷源嗤彰剿恷割諾侮秤議胤剌弼科議冱囂吏吏氏奉噐椎乂葎

酎怛忽社議鏡羨膿腹妖潤由匯屎壓恂彭才厮将恂竃恒⑭議繁麗， 遇斤噐椎乂崔酎

怛忽社寄吶噐音綱， 篤撒賜怦悪酎怛忽社鏡羨膿腹妖潤由匯議繁麗夸氏公嚠恷涙

秤議冱囂厭銧才恷俳掛議怫帚祐卓。坐涙夘諒， 斤噐朔宀， 恬葎嶄鯖酎怛祇蟻勺峙悶狼坪議

芙氏撹埀脅氏涙唸崔夘仇験嚠万祇蟻議奉來。嗤宸劔匯夸送勧督鴻議丶三 ： 匯倖繁揃抄匯倖

弌將， 恠序匯社傾鋼隅郭傾， 恫和栖哉焼扮策隼鯨信軟栖， 海名匯蕗卓祇 ：＾身， 川鞠市宸遊

汗多 ！ ￣惣彑匯了雀類議寄査油阻， 柿彭然罪欺宸倖繁議中念醗峭祇 ：＾宸倖仇圭音彈宸担

卓 ！ ￣椎倖繁匯心尺米音虫， 識脱祇埜 ：＾斤音軟， 厘音岑祇宸戦頁川鞠市議絞㍗。￣陳岑寄

査油阻厚紗伏賑阻， 寄蕗鏑哉軟栖 ：＾低辛寔埆傍埆音№三阻， 宸戦頁多議絞㍗ ！ ￣峡宸夸丶

三議嶄忽繁脅岑祇宸頁壓丶卓川鞠市音泌匯遊多， 徽喇噐川鞠市方灸梨怕竃沢酎怛才忽社

議旋吩， 厮将疋勝阻祇蟻， 咀遇頁音氏嗤繁丹爺和岻寄音離肇弖梢丶三恬宀減嗤販採祇蟻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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販議， ㌢郡， 繁断壓丶蕗狛朔， 脅氏葎恬宀壓凪嶄燕⑬竃議字崘喞潮才簒宝議鏆薦遇哉科。

川綾頁嶄忽輝旗參亟屓胎猟需海議广兆恬社， 麿貫音咨私徭失亟恬握卓繁， 各徭失卓繁議圭

隈頁，^ 卓繁頁藍伊軌￣祥勣＾屬苧低頁藍伊軌 。̄曳泌霧欺岬羅⑬彜扮， 麿祥坐音閲私仇卓

椎乂＾勣用宣厘断議怕忽￣議匯答繁葎＾詞軌￣（嶄忽仟療利2001定12埖22晩ゞ川綾嚥寄遜

鉱巉遍肝斤三〃）。斤噐川綾議卓繁猟欠， 勝砿嗤乂忽繁旺音匯協浪散， 徽斤川綾竃噐略擦酎

怛忽社妖潤由匯寄吶議宸嶽卓， 嶄忽繁掲徽音氏參音祇蟻紗參峺夭， 郡遇壘凪葎握奎蛍苧

冱看婁旋。

総翌， 斤査囂邵冱序佩祇蟻得勺， 祇蟻勺峙悶狼議扮旗來嵎匆頁音辛策篇議。販採祇蟻

勺峙悶狼脅奉噐匯協議煽雰袈葛， 弊順貧喟冴議祇蟻勺峙悶狼頁音贋壓議， 扮旗壓延晒， 祇

蟻勺峙悶狼匆駅隼壓延晒。泌貧猟侭峰， 屈媾扮豚， 晩云嘱忽麼吶盃待嶄忽， 貫隈廉帽鑓貰

未貧嶄鯖寄仇議椎匯爺蝕兵， 岷崛森晩媾尸潤崩晩云嘱忽麼吶誘週， 嶄忽繁酎辛參傍訟忽慌

卓晩云盃待宀＾晩云麹徨￣^ 弌晩云隅 ，̄ 封崛繍緩卓園秘阻隅湧梧劵 ：＾弌晩云隅， 哉噌邦

隅， 哉吋阻噌邦隅， 阿嚢徨隅。̄ 宸嶽卓吋根阻嶄鯖酎怛斤盃待宀議鯨剤， 悶⑬阻璃冷音莫議

酎怛娼舞， 咀遇頁憲栽輝扮議嶄鯖酎怛祇蟻彈夸議。莫疲議煽雰壓嶄忽繁酎伉嶄侮侮仇嬉貧

阻績咫， 徽佛卞況廬並狛廠濡， 煽雰窟婢欺阻書爺， ＾嶄晩喟音壅媾￣才＾嶄晩曾忽繁酎勣

弊弊旗旗嗔挫和肇￣厮撹葎曾忽繁酎議慌揖伉蕗。葎阻弊順議才峠嚥窟婢， 匆葎阻嶄鯖酎怛

徭附議旋吩， 嶄忽繁酎祥勣才弊順光忽繁酎 （淫凄晩云繁酎） 秀羨才隠隔措挫議購狼， 札㌢

恊嶷， 嗔挫吏栖， 寔穫㌢棋， 宸厮将撹葎仟扮豚嶄鯖酎怛祇蟻勺峙悶狼嶄睡猟晒住縞議恷嶷

勣議隈夸。咀緩， 泌惚壓泌書議芙氏桟廠才扮旗嘘尚和， 囑欺晩云繁， 窟伏阻蝶乂住縞狸芹

賜喝融， 蝕笥祥卓＾晩云麹徨￣^ 弌晩云隅 ，̄ 宸祥載音祇蟻阻， 旺拝嗤疲噐嶄鯖酎怛議蕗圉

才侘℡。斤凪麿忽艶議翌忽繁匆頁泌緩， 泌惚強蝨祥參＾剴麹徨￣^ 剴谷徨￣吉邵冱㌢㏍， 匆

揖劔頁自極音冢摩音減夭販議佩葎， 音憲栽仟扮豚嶄鯖酎怛議祇蟻勣箔， 駅倬紗參郡斤。輝

隼， 睡猟晒住縞頁褒㏍札強議， 仟扮豚議嶄鯖酎怛祇蟻勣箔忽酎斤翌忽繁公嚠恊嶷， 揖扮匆

豚棋誼欺翌忽繁， 蒙艶頁煽雰貧奚将公嶄鯖酎怛揮栖狛侮嶷墻佃忽社繁酎議恊嶷。斤噐狛肇

椎粁吋鞭莫疲議煽雰扮豚翌忽双膿才晩云嘱忽麼吶膿紗公嶄忽繁酎議苓疲來嵎議簡囂， 曳泌

＾嶄忽繁才昂 ̄^ 叫冉押健 ̄^ 屶椎繁￣吉， 嶄忽繁酎頁掲械郡湖議， 旺拝篇葎顎疲， 縮圄

朔旗， 丁芝壓伉， 震糠音梨。侭參， 泌惚恬葎翌忽繁， 音嬬範紛才尖盾宸匯泣， 斤嶄忽繁聞

喘宸劔議簡囂， 駅隼氏彬墾嶄忽繁議湖秤， 煤宀氏瓜範葎涙岑音祇蟻， 嶷宀氏爾軟嶄忽繁

酎膿倉議酎怛鯨信痛崛酎怛叶剤。宸匆頁厘断侭駅倬冱苧議。

及屈， 財楚匯違芙氏住吏嶄議査囂邵冱頁倦祇蟻， 斤邵冱強字丼惚才侘塀議深賀匆頁

噴蛍駅勣議。遍枠， 泌惚邵冱強字頁屎吶議鋲措議， 丼惚頁持自議蛮尿議， 涙胎侘塀貧頁倦

揮嗤壜三間三脅音嬬傍頁音祇蟻議。曳泌念猟戻欺議窮篇丞ゞ慎烈藍劾〃， 慎烈吸溜參勁尼

淵由匯岬羅議嶷販， 輝誼岑勁尼淵輩屓嗤孔徽挽隼喃打＾淵伉佃霞 ，̄ 勣＾各押看岼￣扮， 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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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附円寄骸傍 ：＾諳音浜麿， 匆音襲麿， 郡遇卓麿。低断佚音佚？ 諳頁埆卓麿， 麿頁埆穂捲，

諳埆卓麿， 麿才諳頁埆薮伉。̄ 勁尼淵俊欺慎烈吸議卓崋朔， 惚寔斤慎烈吸議卓浪音徭鋤， 各

壘慎烈吸斤麿議卓頁＾認硬岻卓 ，̄ ＾響岻泌咬為定煮悌， 抦戓項競， 附伉障恪 。̄（窮篇丞

 ゞ 慎烈藍劾〃及29鹿）。輝隼， 慎烈恬葎匯了醤嗤載互猟晒俐劍議匯忽埴麼， 葎忽社岻寄柴遇

夭卓骸徨議淵崋嶄徭隼音氏聞喘壜三間三， 咀遇徭隼音嬬傍音祇蟻。徽壓⑬糞伏試才猟僥簒

宝恬瞳嶄， 厘断械械辛參需欺宸劔議秤尚 ： 匯倖繁勣徭姫賜宀勣鋩遇恠⑫寡函自極佩強， 裡

識扮震， 総匯倖繁竃噐涙栂融隼竃凪音吭鏑卓斤圭， 聞斤圭鞭欺寳些， 値隼佰歴， 貫遇閲窒

阻丑丞議窟伏。宸嶽秤趨議邵冱宀軸聞聞喘阻恷壜恷間議簡囂， 徽喇噐頁竃噐鋲措強字， 頁

葎阻略擦斤圭議旋吩， 遇拝恢伏阻持自恬喘， 繁断匆音氏範葎音祇蟻， ㌢郡珊氏壘圉嗤紗。

崛噐伏試嶄繁断甜櫛処喘匯和邵冱嶄議壜三間三栖燕幣握吭， 距准匯和住縞賑荊， 厚音嬬參

祇蟻議樫業財楚阻。

凪肝， 泌惚邵冱強字埋隼頁屎吶議鋲措議， 辛邵冱宀斤邵冱丼惚議圓霞竃⑬阻列餓， 夛

撹阻住縞喝融， 椎担， 邵冱侘塀音揮壜三間三議音嬬傍音祇蟻， 揮壜三間三議辛祥音嬬音瓜

篇恬音祇蟻阻。緩嶽秤趨奉噐挫伉一撒並， 伏試嶄議並箭曳曳峻頁， 峙誼繁断少匁。

壅嗤， 泌惚邵冱強字頁掲屎吶掲鋲措議， 叙叙頁葎阻略擦倖繁賜弌鹿妖議旋吩遇具吭苓

疲彬墾好似斤返， 涙胎侘塀貧頁倦揮嗤壜三間三， 丼惚刃協音氏頁持自蛮尿議， 椎担宸嶽邵

冱刃協頁音祇蟻議， 匆頁音猟苧議。

及眉， 斤査囂邵冱議祇蟻得勺， 邵冱恢伏議嘘尚才圻咀匆頁噴蛍嶷勣議深賀坪否。壓竣

雫儿独屎吶嚥舒具議熟楚嶄， 軸聞舒具議儿独竣雫匯圭短嗤聞喘邵冱， 遇屎吶議瓜儿独議

匯圭聞喘阻邵冱， 封崛聞喘阻恷壜恷間議邵冱， 嶄鯖酎怛議祇蟻巡樫匆刃協氏峺㏍舒具議儿

独竣雫匯圭， 遇斤噐屎吶議瓜儿独竣雫匯圭， 夸音徽利蝕匯中， 珊氏公嚠揖秤。弌傍ゞ姙壇

剃徨〃嶄， 具惟坎酷遁槻惟溺， 鞭遁儿議鋲措為侖卓凪葎＾藍伊軌 ̄^ 偕伏 ，̄ 中斤宸劔議邵

冱， 涙胎恬宀才響宀， 脅徭隼氏嫋欺卓繁宀匯円。徽頁壓住縞褒圭功云旋吩匯崑議嘘尚和，

嶄鯖酎怛祇蟻勣箔褒圭參畔吶撰佚葎云， 徭恊厚倬恊繁， 舵繁輝枠舵失， 泌惚咀葎痔

谷魔討議弌頁弌掲祥聞喘疲卓來議邵冱， 涙胎泌採脅頁噐嶄鯖酎怛議祇蟻鯉鯉音秘議。

及膨， 斤査囂邵冱議祇蟻得勺珊俶深賀邵冱宀斤聞喘邵冱議蓑業。伏試嶄， 卓繁議三豊

脅峡， 匆豊脅氏， 辛嗤議繁匯渦徨脅短卓狛繁， 嗤議繁抜強音強祥竃冱音儼麟冱死囂。音

揖議邵冱蓑業， 悶⑬阻音揖議祇蟻俐劍。曳泌嗤烏祇各， 2000定定久， 旭表偏捷隼竃⑬阻弌

僥伏農杭匯嶽壜三銭鐙斎定触議⑬℡ （嶄忽仟療利， 芙氏仟療， 2000定 12埖 11晩）， 弌僥伏

鞭挫謎伉議駁強， 定嘛涙岑， 秤嗤辛圻。徽乎嶽斎触議譜柴崙恬才㈹弁宀需旋梨吶， 參音

減夭販議蓑業壓云頁悶⑬購山燕⑬嗔秤牌秤議猟忖嶄岱喘才勧殴幗泌＾逃 ̄^ 丙 ̄

＾劇 ̄^ 鱗濠 ̄^ 藍伊軌 ̄^ 運軌￣吉苓疲繁議麟死忖凛， 頁祇蟻俐劍噴蛍詰和議燕⑬， 封

崛辛參傍頁匯嶽係恟。嗽泌烏墮，^ 麿第議￣壼瓜続儻胎葎＾忽卓 ，̄ 忽繁云輝參喘葎顎， 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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爺薯偏肖隼嗤繁徭恬艦苧繍凪亞咄＾満題仇￣恬葎糾兆。涙鏡嗤甜， 除乂定臼奨送佩軟匯嶽

＾奨卓 ―̄―^ 謬～ ，̄ 遇拝寄嗤制婢撹及屈忽卓岻米， 噴蛍綜繁毅喃。＾奨卓￣嶄議＾～￣

窟咄＾影 ，̄ 吶峺溺來伏岾匂， 噴蛍音囘， 不嗤猟晒俐劍議繁匆佃噐尼掛， 徽万捷隼壓忽社議

遍脅送佩蝕栖， 嗤繁封崛徭參葎喞潮， 揖爺薯椎了＾満題仇￣糾麼匯劔， 繍＾謬～￣紗貧匯

泣輝撹阻傾鋼議孃兎 （布凰㌦ゞ＾奨卓￣嚥＾忽卓￣〃ゞ嶷伯絡烏〃2001定5埖14晩） 。厚

嗤封宀， 朕念忽坪窮辻利大貧竃⑬阻音富仟幹夛竃議利大壜三， 曳泌＾ TMD￣（麿第議）

＾TNND （̄麿通通議）＾厘真￣吉， 遇拝聞喘撞楕互誼綜繁郭妾， 嗤乂利酎音岑祇閃顎， 銭

屎械議利大廨喘囂匆公個撹阻壜三， 泌委＾井麼￣個撹阻＾医幎 ，̄ 委＾撃低IP￣個撹阻＾決

低握逃￣吉吉。宸嶽參距扎議蓑業， 軸音恊繁匆音徭恊仇販吭聞喘苓疲來邵冱議佩葎， 音叙

頁匯嶽祇蟻払財， 珊辛參傍頁娼舞延蓑， 駅倬公嚠粘夭。

珊嗤匯嶽秤趨， 邵冱宀苧苧岑祇苓疲來議邵冱氏公斤圭夛撹伉尖貧議彬墾， 抜坐音壓窄，

絞吭葎岻。曳泌利貧箪悶烏祇， 2001定 5埖梁巒偏巷芦蕉匯兆儔少壓嚥匯兆瓜範葎離嫗議杓

併繁埀窟伏尸峇扮， 銭偬聞喘阻噴叱鞘＾忽卓 ，̄ 潤惚瓜乎杓併繁埀參＾渓姻麿繁兆圉苓疲

麿繁繁鯉￣議兆吶御貧阻隈優 （嶄忽仟療利， 芙氏仟療， 2001定9埖28晩）。泌惚乎宛嶄議儔

少聞喘＾忽卓￣秤准奉糞， 椎担， 恬葎忽社巷暦繁埀， 徭隼音氏音峡＾忽卓￣議裡墾， 音氏

音岑祇疲卓巷酎氏哈軟隈舵樟計， 咀遇糞奉苧岑絞係。伏試嶄宸嶽斤聞喘苓疲麿繁議邵冱醍

直音畔諾音壓窄議蓑業頁掲械嗤墾議， 坐涙祇蟻辛冱。 

総翌， 珊嗤匯嶽＾涙吭乾跡￣議秤趨頁載峙誼戻竃議。宸嶽秤趨寄謹窟伏壓睡猟晒住縞

才睡仇囃來住縞嶄， 邵冱宀蓑業冢摩， 峪頁音弌伉列喘阻査囂邵冱， 蒙艶頁列喘阻邵冱嶄議

壜三間三， 宸祥音癖栽強喘祇蟻議巡樫。

及励， 査囂邵冱議砿尖祇蟻貨待。中斤邵冱泌採砿尖， 宸頁販採酎怛忽社脅駅倬範寔

斤棋議匯倖諒籾。匯違傍栖蛍葎曾窃， 匯窃頁芙氏砿尖， 匯窃頁倖繁砿尖， 涙胎陳匯窃砿尖

脅贋壓彭祇蟻音祇蟻議曝蛍。徭隼， 勝砿酎怛忽社岻寂議祇蟻鉱辛嬬音揖， 徽脅氏寡喘祇

蟻砿尖貨待抜頁㌢揖議。 

涙倬私冱， 査囂邵冱涙胎壓侘塀貧坪否貧珊頁聞喘嶄脅贋壓離嘘酎怛祇蟻議咀殆， 斤

査囂議歓準号袈才嶄忽芙氏議猟苧嵌會忽社議猟苧侘℡軟彭音辛詰浩議㍾自篤撒恬喘， 駅

倬紗參冢鯉遇要鋲議砿尖。貫芙氏砿尖叔業心， 猟晒寄醐凋扮豚斤嶄鯖猟晒糞仏寄夛郡， 夛

撹嶄鯖猟苧議寄宜曜， 酎怛祇蟻議寄錆涜， 公個醐蝕慧參栖議芙氏猟苧秀譜揮栖阻念侭隆嗤

議是佃。徽忽社屓軒才光順嗤紛岻平斤芙氏猟苧秀譜匯岷脅載購廣， 蒙艶頁除匯倖扮豚， 寞

斤芙氏貧贋壓議音猟苧音祇蟻議囂冱⑬℡， 匯圭中紗膿阻囂冱猟苧縮圄才傚勧， 匯圭中紗膿

阻怏岶議佩屓議砿尖企仏， 総匯圭中音僅頼鋲隈崙隈号秀譜， 參隠嬾巷酎略擦倖繁恊冢議幡

旋， 函誼阻苧⑪議芙氏丼惚。曳泌貧猟戻欺議＾奨卓￣諒籾， 匯将箪初戻竃祥哈軟阻臼奨偏

屓軒議互業嶷篇， 貫怏岶貧縮圄貧嘸胎貧寡函醤悶企仏， 戻竃貫秀羨猟苧議臼奨琵魁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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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凝蒸＾奨卓 ，̄ 嶷本遍脅猟苧侘℡， 象傍厮将函誼曳熟挫議撹丼。

徽頁斤噐査囂邵冱砿尖栖傍， 諒籾才是佃恷寄議訊殿珊頁倖繁砿尖。咀葎勣秀羨才略擦

芙氏猟苧嵌會俶勣耽匯倖芙氏撹埀議持自歌嚥。壓芙氏住吏嶄， 嶄忽繁括賓＾猟苧貫徭厘恂

軟￣議祇蟻徭舵隈夸， 輝窟伏住縞狸芹扮， 曳熟否叟恂欺陣崙徭失音遍枠聞喘麟冱死囂， 徽

頁， 輝遍枠鞭欺麿繁議麟冱死囂好似扮， 吏吏氏恢伏泌採侃尖議祇蟻痴雌。嶄鯖励認謹定議

猟苧頁匯何禾醒議祇蟻猟晒秀譜窟婢雰， 嗤彭戟源議祇蟻猟晒尖胎。徽揖扮， 励認謹定議

猟苧匆頁匯何光嶽光劔議芙氏狸芹蚊竃音博議況尸雰， 恢伏竃阻戟源議繁窃況尸議學僥尖

胎。序秘芙氏麼吶扮豚參朔， 瀧針房麼吶議竣雫況尸鉱廷瓜危列仇音僅幅雫， 嶄鯖猟苧嶄議

繁窃況尸學僥尖胎匆瓜＾肇間函娼￣窟婢欺阻＾自崛 ，̄ 參崛欺阻猟晒寄醐凋扮豚， 貌窄峪複

和＾況￣宸匯壇僥諒阻， 谷夾叫議＾繁音係厘， 厘音係繁 ； 繁飛係厘， 厘駅係繁￣議嘱並尖

胎瓜處延葎繁縞住吏議恷互祇蟻彈夸， 恢伏阻自撒議芙氏唹㍊， 潤惚擬崑芙氏嵌會坐涙猟苧

辛冱， 叱除雲寸。猟晒寄醐凋參朔王岱郡屎， 蒙艶頁個醐蝕慧參栖議娼舞猟苧秀譜議婢蝕，

芙氏欠賑嗤阻苧⑪議挫廬， 宸頁掲械峙誼伯侑議。徽頁壓奕劔侃尖屎械議芙氏住縞狸芹諒籾

貧， 自恣議＾況尸￣尖胎議唹㍊珊載佃㍾茅孤昌。中斤苓疲來議邵冱好似， 嗤繁麼嫖哘乎

＾參凛珊凛 ̄^ 參兩珊兩 ̄^ 參蕎好蕎 ̄^ 郡棺㌢璽￣賜頁＾參凪繁岻祇珊嵶凪繁岻附￣貨

待， 徽珊哘乎廣吭簒宝來， 宸嶽麼嫖詞㍼阻仟扮豚屎械芙氏住吏議狸芹來嵎， 凪糞珊頁短嗤

尓用自恣房㌫圭隈議葢蔗。中斤屎械芙氏住吏嶄議苓疲來邵冱， 侃尖誼頁倦誼輝， 購囚壓噐

資誼垈諾議持自潤惚， 斤緩， 嶄忽硬繁壼祥戻竃阻＾參才葎酷￣議祇蟻樫業， 辛＾參凛珊凛￣

吉侃尖貨待涙胎奕劔簒宝匆脅音氏恢伏持自丼惚議， ＾珊凛￣祥頁郡似， 峪氏聞喝融爾晒， 蒸

音氏聞喝融晒盾。咀緩， 曳熟軟栖， 珊頁委燐廖撰斑議圻夸， ＾失侭音圀齢仏噐繁 ，̄ 寡喘

＾參般葎貧 ̄＾參蟻烏垤 ̄＾參鋲雙具 ̄＾參屎跪舒￣＾參悲針胡￣吉侃尖貨待厚醤嗤

祇蟻議薦楚， 械械辛參閲窒喝融， 晒孤瑚葎囁億， 頁厘断哘乎戻開旺拝窟剌議。嗤宸劔匯夸

丶三載嬬傍苧諒籾 ： 巷慌廿概貧， 喇噐望字諸識媛概， 聞誼核人嶄匯了弌誌徨音藻舞弉欺念

中匯了甲弟附貧， 甲弟竃冱音儼， 嫖笥祥卓 ：＾蟻來 ！ ￣弌誌徨音識音蔦， 嫋岷附徨斤甲弟

傍 ：＾斤音軟， 弉彭艇阻。音狛， 厘芝誼宸挫№頁降來。̄ 概貧議核人油阻脅丶阻軟栖， 甲弟

匆音挫吭房仇丶阻。匯魁辛嬬氏窟伏議音駅勣議樟計誼參晒盾。編㌫， 泌惚弌誌徨寡喘＾參

凛珊凛￣塀議侃尖貨待， 匆具冱郡似， 潤惚氏泌採椿･ ⑪隼頁樟計佃參閲窒， 褒圭議徭恊伉

尖才猟苧侘℡脅氏鞭欺鱒墾， 甲弟耕隼嗤危壓枠， 徽弌誌徨議侃尖匆⑪誼短嗤梱劍， 坐涙祇

蟻勺峙。輝隼， 壓中斤苓疲來議邵冱， 撰斑議貨待匆涙隈晒盾喝融， 恷嶮議侃尖祇蟻貨待僉

夲徭隼珊辛參頁盆幗隈舵。泌惚繁断中斤苓疲來議邵冱脅寡函祇蟻來議砿尖貨待， ㌢佚麟冱

死囂， 壜三間三祥氏幟愁払肇偏魁， 芙氏住縞嵌會祥氏厚紗才亞猟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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膨. 査囂邵冱議猟晒坪梱

査囂邵冱頁囂冱括維才囂冱痴佚議恢麗， 醤嗤侮震議嶄忽鏡蒙議猟晒坪梱。厘断貫坪否

才侘塀曾圭中紗參胎峰。

（匯） 遍枠， 貫坪否貧心。査囂邵冱恬葎鞭膿倉秤湖議駁強㏍住縞斤返窟強好似議囂冱冷

匂， 好似議朕炎徭隼氏僉夲恷醤嗤姫彬薦議仇圭， 匆祥頁斤返吭紛嶄範葎恷嗤勺峙賜恷院樋

恷咨蜘恷閲私議仇圭。斤嶄忽繁栖讐， 吭紛嶄恷嗤勺峙議暢狛噐嶄鯖酎怛議勧由胆蟻才忱怛

僮牌吉鉱廷， 恷院樋恷咨蜘恷閲私議暢狛噐＾來￣才嬬薦崘薦議樋泣伏尖議髪⑳吉。遇宸

乂屎頁更撹査囂邵冱議麼勣坪否。

嶄鯖猟晒勧由胆蟻議坪否掲械戟源， 万參斐社祇蟻猟晒葎麼悶， 蛮栽阻祇社朝社隈

社倹社參式凪麿富方酎怛猟晒祇蟻僥傍， 葎叱認定栖議煽旗嶄忽繁侭勧覚， 撹葎嶄鯖酎怛

議麼勣娼舞炎紛。仔酥枠伏壓ゞ嶄忽祇蟻猟晒〃匯慕嶄， 悳潤竃⑬旗嶄忽繁括賓議勧由胆蟻

慌嗤屈噴㍻。淫凄 ：＾爺和葎巷￣議月⑭娼舞 ；＾需旋房吶￣議嶷吶娼舞 ；＾璃冷音莫￣議繁

鯉娼舞 ； ＾姫附撹畔 ̄^ 普伏函吶￣議⑭附娼舞 ； ＾徭膿音連￣議序函娼舞 ； ＾畔宀握繁￣

議畔握娼舞 ； ＾肖芦房裡￣議酎怛喃纂娼舞 ； ＾輩斥首酉￣議輩首娼舞 ； ＾賓嶄酷才￣議才

栽娼舞 ； ＾峇隈音唖￣議賠閃娼舞 ； ＾卦酉拷寔￣議賓酉娼舞 ； ＾搾蟻墮麗￣議淫蛮娼舞 ；

＾巡従巡夊￣議寧倡娼舞 ； ＾恊析握嘛￣議巷蟻娼舞 ； ＾赤並醗孔￣議彰匍娼舞 ； ＾穫糞便

佚￣議穫佚娼舞 ；＾酎酷埴煤￣議酎云娼舞 ； 麼嫖＾掲好￣議犯握才峠娼舞 ；＾販繁率詫￣

議賓詫娼舞 ； ＾恊弗嶷縮￣議勧祇娼舞吉吉。輝隼， 斤嶄鯖猟晒勧由胆蟻議醤悶坪否， 畔宀

需畔， 崘宀需崘， 嗤繁辛嬬珊氏双訟匯乂， 曳泌＾岑慕器撰 ̄^ 貧丐和竿 ̄^ 撰鋲吏栖 ̄

＾喧裡蔀是 ̄^ 赤鋲挫仏 ̄^ 郡福坪箔 ̄^ 俐附劍來 ̄^ 岑寓夕烏 ̄^ 岑俤岑顎￣吉。宸乂

嶄忽繁侭括賓議勧由胆蟻， 嶄忽繁由各葎匯倖忖――＾蟻 ，̄^ 蟻￣頁嶄忽繁議然中， 涙夘匆頁

嶄忽繁侃弊葎繁議功云彈夸。査囂邵冱＾蟻來￣（匆各＾蟻佩￣） 才＾髪蟻￣頁揖吶簡，^ 音勣

然￣匆泌頁， 貫忖中貧心， 宸叱倖邵冱脅音醤姥＾間￣才＾壜￣議來嵎， 辛葎焚担氏瓜嶄忽

繁協吶葎間三壜三椿？ 訊殿祥壓噐宸劔議簡囂斤繁議娼舞彬墾狛封， 姫彬薦湊寄議垉絞。輝

隼， 査囂嶄， 嚥勧由胆蟻㌢郡議揮嗤倦協吭吶才堰吶弼科議簡囂嗤載謹， 曳泌＾涙隈涙爺 ̄

＾寄剃音祇 ̄^ 鱒巷景暴 ̄^ 沢忽箔蕃 ̄^ 沢怕箔蕃 ̄^ 沢嗔箔蕃 ̄^ 事忽刳酎 ̄^ 方灸梨

怕 ̄^ 需旋梨吶 ̄^ 涙秤涙吶 ̄^ 音畔音吶 ̄^ 梨寓減吶 ̄^ 富閃膏顎 ̄^ 粍伏殿棒 ̄^ 攻

拝裕芦 ̄^ 怖笠惜継 ̄^ 残咸涙顎 ̄^ 挫叺具斥 ̄^ 粍壥覧隈 ̄^ 派函裟近 ̄^ 音斥遇

資 ̄^ 鯖遇音糞 ̄^ 袷蛸涙撰 ̄^ 徭互徭寄 ̄^ 音嶢音丐 ̄^ 販繁率牌 ̄^ 冱遇涙佚 ̄^ 嗄

返挫椀 ̄^ 宍詫曲嬬 ̄^ 粍夏挫弼 ̄^ 寓繍叶烏 ̄^ 鯛小和墳 ̄^ 挫並伏掲 ̄^ 音房序

函 ̄^ 音僥涙宝 ̄^ 涙嘉涙蟻￣吉吉。宸乂簡囂脅辛參恬葎夭卓栖好似斤返， 泌惚壅紗貧匯

乂現紗撹蛍賜壜三間三祥載否叟廬延撹疲卓。曳泌， ＾涙隈涙爺議具予 ；̄ ＾方灸梨怕議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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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 ＾梨寓減吶岻送 ；̄ ＾富閃膏顎議叫廉 ；̄ ＾袷蛸涙撰議撒社誌 ；̄ ＾冱遇涙佚議髪蟻

歯 ；̄＾寓繍叶烏議藍伊軌￣吉。幗泌緩窃， 邵冱宀參嶄鯖胆蟻議炎樫財楚斤返， 廛廖樋泣公

嚥好似， 載否叟聞斤返⑳噐渭淮議廠仇， 賜瓜寳腐賜瓜寳鏑。

緩翌， 途寄議嶄鯖酎怛勧由戴尖祇蟻頁秀廏壓僮垉鉱廷児粥岻貧議， 咀緩嶄忽繁脅噴蛍

廣嶷僮垉鉱廷， 忱怛僮牌議吭紛掲械膿。査囂邵冱， 繍宸嶽恷醤嗤勺峙吭吶匆頁恷葎樗湖議

鉱廷吭紛迄協葎好似朕炎， 斤嶄忽繁栖傍彬墾薦掲械膿， 封崛辛參傍頁階膿議。嶄忽繁恊括

怕枠， 委斤音軟怕枠篇葎寄剃音祇， 邵冱宀㏍斤返窟強好似扮， 委麟冱死囂岷俊王㏍斤返議

怕枠頁恷佃參綜繁否般議。曳泌＾低断社髪阻伊渦徨蟻￣晴，^ 低断社怕忱伊渦徨短恂狛挫並￣

晴，^ ～ （槻來來佩葎強簡） 低怕忱￣晴，^ ～低通通議￣^ 麿通通議￣吉吉。続儻侭胎議忽卓

＾麿第議 ̄^ 低第議￣才念猟侭峰議＾奨卓 ，̄ 匆脅奉噐緩窃侏。総翌， 邵冱宀參斤返議牌怛

海渦徭肖， 匆頁斤斤返忱怛議苓疲， 泌＾析徨厘泌採泌採￣晴，^ 勵勵厘泌採泌採￣晴，^ 析弟

厘奕劔奕劔￣晴，^ 甲通通厘奕劔奕劔￣吉吉。珊嗤祥頁岷俊委斤返皿拷欺徭失議弌渦錦礼

戦， 岷柵斤返＾隅徨 ̄^ 柾徨 ，̄ 參苓疲斤返僮琢音歓吉吉。邵冱宀聞喘緩窃邵冱， 吏吏氏公

斤返載寄缶爾， 哈窟竃斤返議膿倉鯨信， 遇拝壓匯違秤趨和， 邵冱宀云繁議猟苧祇蟻侘℡匆

氏揖扮疋払机勝。

輝隼， 壓朕念議⑬糞伏試戦， 壓蝶乂袈律坪， 載謹秤趨和， 幗泌＾麿第議 ̄^ 麿弟議 ̄

＾麿通通議￣岻窃議邵冱， 厮撹葎匯乂繁議笥遊囂， 峪頁葎阻窟亶音諾議秤偖， 苓疲斤返議

忱怛僮牌議根吶厮将㍾払。徽厘断峪嬬範葎宸頁蕉何芙氏桟廠咀殆夛撹議， 遇音嬬象緩僅冱

緩窃邵冱厮将音醤姥邵冱議蒙尢， 咀葎聞喘銚牌怕銚宸窃燕幣忱牌議簡囂恬葎匯嶽音諾秤偖

議窟亶， 涙胎泌採脅頁匯嶽寄音彰， 嗤磽噐嶄鯖猟苧。

総翌， 嶄忽繁議來鉱廷掲械冢摩隠便， 繁断委來篇葎伉嶄恷葎咨蜘恷音準昌議並， 繁縞

住吏嶄， 恷閲私橿黛黛仇霧＾來 。̄壓嶄忽， 來縮圄匯岷頁綜社優才僥丕寄彬辻庶議諒籾， 來

伏試親僥議噸式匆嗤㌢輝議佃業， 繁断嗤阻來議夘諒賜窟⑬來匂郊嗤諒籾匆噸演俤噐徂儂才

祥匳， 宸乂訊殿脅嚥勧由議來猟晒鉱廷畜俳㌢購。嶄忽繁卓繁寡喘來議好似恷葎噸演， 凪朕

議麼勣壓噐苓疲斤返議忱怛， 聞喘來匂郊簡囂扮 （泌念猟嶄議＾奨卓 ）̄ 吏吏根嗤自寄議衷

篇。

緩翌， 嶄忽勧由芙氏讐梢戴尖嵌會， 吉雫崙業畢冢， 咀遇幟愁侘撹阻酎怛議迫互迫恊議

芙氏伉尖。⑬旗伏試嶄， 繁断短嗤委侖藍議険縮娩出＾藍険縮娩￣議， 遇脅出＾藍縮娩 ，̄ 短

嗤委匯違岼各岼暦岼匍現紗壓侖箆岻朔各柵繁議， 泌＾川讐弗 ̄^ 嫖岼埀 ̄^ 装滴酎￣

吉， 訊殿脅頁竃噐哭栽宸嶽酎怛芙氏伉尖議垉絞。噐頁嗤吭紛仇繍斤返堰秘欺芙氏吉和賜吉

翌岻双， 涙夘氏公斤返夛撹伉尖議彬墾， 宸匆頁査囂邵冱麼勣議坪否岻匯。曳泌＾恠昂 ̄

＾弼税 ̄^ 傭疚徨 ̄^ 輿猿 ̄^ 屈送徨 ̄^ 株析湘 ̄^ 和眉醒 ̄^ 菜励窃￣吉。

壅嗤， 貫嬬薦崘薦議樋泣伏尖議髪⑳議叔業卓繁頁弊順來議， 査囂邵冱匆音箭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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嶄忽繁械傍議＾嬉繁音嬉然， 卓繁音述玉 ，̄ 朔宀麼勣頁峺宸嶽來嵎議卓繁圭塀。嶄忽繁斤聞

喘宸嶽圭塀卓繁議繁掲械郡湖， 邵冱宀音廣吭載否叟乾係巉鏑， 聞徭失⑳秘自極溝羨議廠

仇。匯倖繁壓嬬薦崘薦貧贋壓彭樋泣 （曳泌隅湧析繁才崘斌音屎械議繁）， 伏尖貧贋壓彭

髪⑳， 麿断議伉尖匆吏吏曳熟樗湖巌樋， 屎械宗畠議繁断才麿断住吏， 尖哘謹匯泣隅握伉， 謹

匯芸撰斑， 麼強阜竃址廁岻返， 勝楚閲窒才麿断窟伏狸芹。泌惚才麿断窟伏阻狸芹， 匆哘輝

閲窒貫嬬薦崘薦議樋泣伏尖議髪⑳議叔業㏍斤返糞仏邵冱好似， 倦夸頁自音繁祇， 自凪

火般議。査囂嶄＾火鴫￣匯簡頁喇＾火系 ̄^ 彬火 ̄^ 押火￣窟婢遇栖， 祥頁喇噐＾火系￣

醤嗤倦協凪繁伏勺峙議腕夘， 遇＾彬火 ̄^ 押火￣嗽醤嗤倦協凪宗慎議吭龍， 音嬬悶⑬斤火

鴫繁議恊嶷才火鴫繁議糞縞秤趨。宸嶽延晒割蛍悶⑬阻芙氏猟苧議序化。咀緩泌惚⑬旗繁挽

隼斤火鴫繁聞喘＾火系 ，̄ 祥涙呟噐卓火鴫繁＾音嶄喘 ̄^ 系麗 ，̄ 更撹斤火鴫繁議伉尖彬

墾。斤火鴫繁更撹伉尖彬墾議珊嗤＾罰徨 ̄^ 蝋徨 ̄^ 衡徨 ̄^ 騒徨 ̄^ 民徨 ̄^ 廡徨 ̄

＾謬徨￣吉簡囂。葎阻恊嶷火鴫繁， 繁断壓傍苧麿断議火鴫蒙尢扮， 吏吏氏卵廬仇閲蝕宸乂

醤嗤煤篇吭吶議簡囂， 曳泌＾揚重音痩宴 ，̄^ 辰繁 ，̄^ 串銀音挫聞￣吉。斤嬬薦崘薦贋壓樋

泣議斤返聞喘議邵冱， 匯違脅嗤＾謬 ̄^ 運￣宸曾倖忖。泌＾謬社誌 ̄^ 謬析遊隅 ̄^ 弌運

軌 ̄^ 運析禿徨￣吉吉。^ 謬￣才＾運￣壓載謹秤趨和珊嗤絞吭外丶堰詰麿繁嬬薦崘薦詰和

議根吶， 泌念猟嶄戻欺議＾奨卓￣軸頁泌緩。

珊嗤， 嶄忽繁讐梢繁伏議＾牽勉慎逓 ，̄ 寇炉伏凋嚥宗慎， 噐頁邵冱嶄匆祥嗤阻斤伏凋宗

慎議怫帚才好似。曳泌＾郭危阻勞 ，̄^ 嗤押 ，̄^ 阿嚢徨隅議 ，̄^ 阿認偽議 ，̄^ 認偽嵐腔議 ，̄^ 析

音棒議 ，̄^ 棒音阻議 ，̄^ 弌限默議￣吉吉。

（屈） 貫侘塀貧心， 査囂邵冱 （麼勣頁壜三間三） 醤嗤參和蒙泣 ：

1. 嗤購來議簡囂聞喘撞楕恷互， 淫凄槻溺來匂郊簡囂才槻來議來佩葎強簡。査囂嶄短

嗤溺來議來佩葎強簡， 宸辛嬬嚥叱認定栖絃溺匯岷侃噐鞭槻繁屶塘議芙氏仇了嗤購， 咀遇査

囂邵冱嶄峪嗤槻來斤溺來議來好似， 短嗤溺來斤槻來議來好似， 溺來泌惚㏍斤返聞喘來好似

議邵冱扮吏吏匆氏聞徭附⑳噐自凪渭淮議廠仇。⑪隼， 涙胎槻來才溺來聞喘來議好似邵冱

扮， 鞭彬墾議脅頁溺來， 宸頁嶄忽勧由猟晒槻溺嗤艶槻恊溺碓鉱廷議駅隼郡啌。

2. 聞喘強麗峅麗賜凪麿醤嗤堰吶議麗瞳簡囂恬葎曳亭卓繁， 茅阻栄卍斤返， 繍凪皿

竃繁窃岻翌， 珊根嗤凪万猟晒議吭吶， ⑪幣竃嶄忽猟晒蒙嗤議蕪胆鉱才勺峙鉱。曳泌 ：

＾昂￣――曳囓嶢噐麼繁議笛嘉賜逸廁恬具議繁 ： 恠昂昂揚徨昂墫嶽昂叫廉昂

丙昂郊昂嫐繁米´´

＾濠￣――没各＾藍伊 ，̄ 曳囓曇徨嗤翌囑議繁 ： 鱗濠藍伊鱗濠藍伊軌濠隅徨

濠柾徨藍伊午徨藍伊軌´´

＾匙占￣――曳囓守姨銃捌議繁賜鋲噐拘哈槻繁議溺繁 ： 匙涛昂嗔匙占硫依匙占

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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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幎￣――曳囓挫郭請恂賜嘲運涙嬬議繁 ： 幎發汗幎運幎景幎幎辻徨´´

＾税￣――曳囓粍牲俔火賜音辛距縮議繁 ： 税伉昂稽税徨勸伉税鰻葎守弼税´´

＾敷￣――曳囓際蕎議繁 ： 胆溺敷仇遊敷敷乘岻伉蕎泌敷乘´´

＾痔￣――曳囓舎溺賜伉俟倭姚 ： 勸痔痔遊痔伉弌季´´

嚥緩㌢哘議，^ 撒軌￣曳囓撒繁，^ 詞軌￣曳囓音峡誼並尖議詞繁，^ 獄軌￣頁凋

綜繁恠蝕賜宣蝕。

＾俑￣――曳囓繁汗運賜侘否繁季弌涙嬬 ： 寔俑俑劔隅運俑´´

＾多￣――曳囓蕗互遇涙嬬議繁賜坐涙勺峙議 ： 出多汗多雄多挫伉輝撹多故

稽´´

＾報￣――曳囓季弌遇裏音怎祇議賜綜繁凵具議嘘仇戦孤撒並議繁 ： 季弌泌報涙兆

報渦報朕雁高狛瞬析報嗟債徨´´

＾傭疚徨￣――曳囓音芦蛍議綜繁網凵議定煤繁。

＾匚竪徨￣――曳囓匚戦試強議繁。

珊嗤，^ 丙診隻 ̄^ 輿猿 ̄^ 餉交鵝 ̄^ 株噬醒郎 ̄^ 墫嶽 ̄^ 醒暇逸徨￣ 才＾叫廉 ̄

＾螺吭隅 ̄^ 綬歯￣吉， 曳囓仇了和綬議繁。＾喬肱然 ̄^ 輿狭辻期￣吉， 曳囓繁議㌢嘆鞄

捉。＾貢可反徨 ̄^ 析逸徨￣吉， 曳囓繁繍音消噐繁弊。

3. 聞喘嶄忽繁範葎掲械姐壜議音耳旋議忖凛苓疲斤返。遍枠頁嗤購來議簡囂， 匆祥

頁槻溺伏岾匂才槻來議來佩葎強恬簡囂。茅緩岻翌珊嗤 ： 逃゛株゛壯゛棒゛菜゛

゛麹 （麹徨）゛佛゛舞゛濁徨昂丙寄劇吉吉。宸乂簡囂寄謹頁燕幣衷篇議， 貫簡囂

議栖坿心， 嗤議恢伏噐忱縮， 泌＾徴麹 ，̄ 嗤議恢伏噐舞三勧傍， 泌＾疋壇舞 ，̄ 珊嗤議栖坿

噐硬旗嶄圻繁斤円曝富方酎怛議衷各， 泌＾掴濁徨 ̄^ 指指濁徨￣吉。

4. 各僚塀。參各僚恬葎卓繁議圭塀頁査囂邵冱議匯寄蒙泣， 朕議頁葎阻箕互徭失堰詰

斤返。宸乂各僚辛蛍葎曾嶽 ：

社怛各僚――徭各 ：＾析徨 ̄^ 怕忱 ̄^ 勵勵 ̄^ 通通 ̄^ 甲通通 ̄^ 析勵 ̄^ 析弟￣

吉。

麿各 ：＾弌徨 ̄^ 隅徨 ̄^ 柾徨 ̄^ 兢遊 （頭徨） ̄^ 喜性柾隅￣吉。

芙氏各僚――＾析遊徨 ̄^ 析禿徨 ̄^ 送奪 ̄^ 豆徨 ̄^ 仇豆 ̄^ 屈送徨 ̄^ 出雑徨￣

吉。

査囂嶄珊嗤匯嶽＾醤悶垢恬＋議￣議鯉塀恬葎各柵匆醤嗤煤篇議根吶。曳泌＾縮慕

議 ̄^ 沢叫廉議 ̄^ 冶遊議 ̄^ 恂傾議 ̄^ 沢同議 ̄^ 辺篤醒隅議 ̄^ 蝕概議￣吉吉。

5. 方忖塀。緩窃匆頁吭壓堰詰麿繁。泌

＾屈為励 ̄^ 噴眉泣￣――卓繁嘲運， 音峡誼械尖， 続巽。

＾菜励窃￣――猟晒寄醐凋扮卓附芸賜竃附音頁涙恢竣雫賜屓嵶貧煽雰貧嗤諒籾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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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

＾株析湘￣――猟晒寄醐凋扮卓岑紛蛍徨。

＾和湘送￣――卓繁瞳了詰和音秘送。

輝隼， 茅參貧侭双訟議參翌， 査囂邵冱議燕⑬侘塀珊嗤俯謹， 宸戦法音匯匯胎峰。

励. 潤崩囂 

＾措冱逗笥眉喬哲， 具囂彬繁鎗埖混。̄ 宸頁嶄忽繁械械航壓恁円議匯鞘没刪， 燕⑬阻嶄

忽繁斤噐邵冱宀寡喘麟冱死囂好似麿繁佩葎議栄卍嚥音仄。嶄鯖酎怛勧由猟晒煽栖斤間没姐

壜來嵎議邵冱隔倦協議蓑業， 媾忽扮豚議斐社僥宀樸徨祥奚将傍狛 ：＾嚥繁鋲冱， 哲嚥下億 ；

彬繁參冱， 侮噐狸螽。̄ （ゞ 樸徨，蕃疲〃）硬旗祇社才倹社匆繍＾卓邵 ̄^ 具冱￣双葎＾噴具￣

醗巡繁断鋤笥。⑬旗仟猟晒議枠駁宀続儻厚委麟死議忽卓双葎忽酎議喪功來， 壓弌傍才墫猟

嶄脅公嚥狛涙秤議厭銧。徽頁， 叱認定栖， 査囂議麟死來議邵冱旺短嗤咀緩㍾払， 宸祥傍苧

阻曾倖諒籾 ： 匯頁査囂邵冱議贋壓音頁溝羨議⑬℡， 嗤万贋壓議芙氏児粥， 繁断勣住縞， 勣

燕器音諾賜宀膿倉議秤偖， 邵冱祥音辛嬬㍾払。屈頁厘断苧鳩郡斤麟死邵冱， 縮圄忽酎才朔

旗顎噐聞喘麟冱死囂， 宸繍音氏頁玉豚坪祥辛參糞⑬議尖㌫， 駅倬海豚序佩和肇。

屈噴弊射湘噴定旗參栖， 嶄忽芙氏貧査囂麟死邵冱⑬℡囹處囹倉， 宸嚥嶄鯖酎怛祇蟻猟

苧自音癖哘。冱囂祇蟻払財頁芙氏伉尖払財議郡啌， 徽揖扮匆頁冱囂祇蟻冩梢冱囂祇蟻縮

圄勧殴音怎議郡哘。咀緩厘断壓廣吭㍾茅恢伏芙氏伉尖議圻咀， 距屁繁断議芙氏伉蓑議揖

扮， 匆哘輝紗膿冱囂祇蟻議冩梢才縮圄。

宸戦峙誼匯戻議頁， 除匯倖扮豚參栖， 嗤乂猟僥簒宝社議恬瞳嶄竃⑬阻寄楚議麟死邵冱，

緩嶽簒宝圭隈頁倦誼輝， 載峙誼冥網。厘断範葎， 猟僥簒宝社断頁宥狛囂冱唹㍊才個延彭芙

氏巷巉議， 斤噐略擦忽社囂冱議歓準才宗慎， 減嗤音辛容亢議夭販才吶暦， 壓更秀簒宝冱囂

扮， 哘乎匆駅倬弖箔宗慎持自互賓議簒宝冱囂欠鯉， 閲窒音駅勣議麟冱死囂， 戻互囂冱議祇

蟻邦峠， 斤芙氏冱囂祇蟻欠嘆軟欺脚鬼歓晒幅鯖議恬喘。

冱囂議歓準号袈宗慎頁⑬旗芙氏猟苧議炎崗岻匯， ⑬旗猟苧勣箔繁断寡喘宗慎議伏試圭

塀， 凪嶄匆淫凄冱囂。厘断議冱囂哘乎悶⑬寔鋲胆， 悶⑬耽匯倖芙氏撹埀議猟苧蝕歴， 互賓

秤荷艦苧崘斯， 率嗤泌緩， 嘉嬬聞厘断議芙氏繁縞購狼厚紗蛮尿才亞， 厚紗胆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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麼勣歌深彿創 ：

1. 蛎碑叫　ゞ囂冱戴尖僥〃　臼奨寄僥竃井芙 2001定 10埖井

2. 葡練戴　ゞ嶄忽勧由猟晒才囂冱〃　貧今縮圄竃井芙 1995定 7埖井

3. 背広　ゞ嶄忽繁議蟻佩〃　鯖槍竃井芙 1997定 5埖井

4. 仔酥　ゞ嶄忽祇蟻猟晒〃　刷臼繁酎竃井芙 2000定 4埖井

5. 甑烈　ゞ嶄忽芙氏囂冱僥〃　掴奨寄僥竃井芙 1999定 3埖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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