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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丸泰 冴救 窺卜座幹取溺嵯 循擦戴擦慰 漫丸泰 救勘飼
窺 竺 卜 幹 取溺嵯 辞群蒔忘求 硝泳貯戴擦慰 鯖貯庫辞擦尽殺 煮硝処
替房 亜時 勧循蒔僕 処替頬笠.
煮硝処替密 勧循座堰 芳婿座, 飲 堰替座堰 竺葛座望 峰呼求 僕
札戴飼群 煮硝処替密 蔚暇, 午煮管望 児 焚吻平 泰笠.
刑看 処替頬 飲詰戴艦頬 煮硝処替勘 蔚暇, 午煮管密 硝泳僕庵
躯壬 煮硝処替密 蔚暇, 午煮管望 児 焚吻平 飲昧 活以手 鯖倣泰 椋
峡管堰 貝胞管望 児 焚冴 殆笠.
勘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堰 午煮》快 煮硝処替替察昧 勘豊望
煮烏 漫戴舗 煮硝処替密 借方泰 蔚暇, 午煮管望 値瑳戴菩笠.
勘嵯昧快 吻守 欠蛋泰 式管頬 殆快庵躯壬 勧飼管密 奨垢泰 密
位望 呼技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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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硝密 処替蒔蚕泳宴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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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硝快 煮硝処替頬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昧
宴泰 畦州共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州烏戴慰 飲昧 堰替蒔値祁望 遮忘
求柏 晒究餌 丁恭岐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煮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煮硝此根昧嵯 噺快 煮硝宜快 胞別亜 査痴慰辞亜管頬 蛤 煮硝
宜快 胞別脈 衣籍座頬 殆笠快 式望 僕竺戴群嵯 幹擦昧 飲庵頬 晒求
蓬 貝胞望 活慰殆笠快庵望 弧壇快庵頬 借方苔械笠.》
煮硝快 査痴泰 鳳系泣昧 密戴舗 蚕泳密 擦椋畦州亜 値偉岐 漆
絢昧嵯 蚕泳密 煮僕頬 俄育頬薫 蚕泳共 瑚卓戴快 檀頬 別観昧 殆快
亜 戴快 畦州,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昧 宴泰 畦州
共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晒究餌 州烏戴慰 値偉泰雁 烏藷戴慰殆笠. 飲
詰劇求 頬 午煮昧快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薫 刑看庵望 偉竺泰笠
快 粍辞壇 晒求蓬 蚕泳宴蒔貝胞頬 活以雫殆笠. 頬庵房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煮硝午煮亜 晒究餌 竺恭寄餌 寄菩忘薫 刑看庵密 煮僕忘求嵯
密 此欺, 煮硝密 舜笠蓬 庫位頬 頬拒別取餌 寄菩笠快庵望 駒値
紗笠.
煮硝快 此欺頬宜快 午煮脈 腿溺 煮硝処替昧嵯 券芳 借方泰 飼
峡共 俊取泰笠.
煮硝快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薫 刑看庵望 偉竺泰笠快庵望
弧瀧煮快 此欺借鯖密 処替忘求嵯密 煮硝処替頬 座恭寄餌 戴慰 糖
飲庵望 丸糟戴快 午煮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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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漫煮密 処替頬 丁恭寄烏 漫戴舗嵯快 此欺飼硝昧 丸泰 峰
房 峡 値共 丁恭戴慰 此 欺堰密 宴 泳歳昧 嵯 刑 看 庵 望 慰 竣 値 平
泰笠. 飲詰飼群 此欺望 煮硝求 佼慰 煮硝求嵯密 雪座望 弧瀧平
泰笠. 飲詰劇求 煮硝午煮共 梼往嵯 此欺漫煮密 煮硝処替頬 座恭
希冴 返笠.
煮硝快 橿阪壇 此欺望 亜峡尽快 午煮亜 吻械笠. 頬 午煮快 散
系替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房 系泣 飲 桂遍昧 芝歳寄慰 阪膨戴快 質
受脈快 僕圃頬 返笠. 飲庵房 倣守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薫 刑
看庵望 偉竺泰笠慰 倖 徳密 此欺望 暇憾昧 憾慰 座恭寄快 午煮
頬笠.
煮硝処替頬 弧断 煮硝快 此欺堰 蚕泳脈密 宴泳歳昧嵯 瑳竺岐
午煮頬笠.
処替密 此祁房 此欺密 蓬祁蔚醇密 卯望 弧瀧煮快雁 殆忘薫 此
欺頬 蓬祁望 蔚醇泰笠快庵房 此欺頬 煮硝求嵯密 取漫脈 鋪滞望 華
舗往娃笠快庵, 舜笠蓬 煮硝求 墾薫 庫辞値往娃笠快庵頬笠. 頬詰泰
僕娃密 蓬祁蔚醇密 卯望 竺丁壇 弧瀧平 滞 処替密 此祁房 煮硝処替
頬 煮硝午煮共 瑳竺戴慰 飲昧 烏藷戴舗 辞蔚幾忘求柏 峰呼求 丁恭
希冴 殆餌 寄菩笠.
処替房 此欺頬 墾慰殆快 啄雑蚕泳昧 丸泰 峰呼競 位値脈 宴式,
恭時望 弧瀧煮快雁 飲 候座頬 殆笠. 煮硝午煮快 飲庵頬 此欺頬 墾
慰殆快 啄雑蚕泳密 亜時 候殊蒔僕 尚群, 宴泳共 孤慕戴慰殆笠快雁
飲 堰替蒔値祁密 借方座頬 殆笠.
啄雑蚕泳快 順俊躯碁泰 此系啄根管求 頬拒別雫殆忘薫 飲庵管
此頬密 笠僻戴慰 侯慈泰 宴泳管求 片瀧雫殆笠. 飲詰往 啄雑蚕泳昧
嵯 亜時 候殊蒔僕 密密共 亜取快 宴泳快 此欺堰 蚕泳脈密 宴泳, 蚕
泳昧嵯 雪冴泰 取漫共 俊取戴快 此欺堰 飲股密 笠競 系殊蒔質受管
堰密 宴泳僕庵頬笠. 此欺堰 蚕泳脈密 宴泳昧快 舗詰亜取 尚群頬 殆
取躯 飲 取漫脈 鋪滞密 宴泳佼笠 鞄 候殊蒔僕庵房 返笠.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煮求嵯密 煮硝快 呼求 此欺望 蚕泳昧嵯 俊
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密 位取昧嵯 糟啄泰庵頬薫 此欺頬 笠競 系殊蒔
質受管堰 育碁寄快 候殊蒔僕 俊頬式望 亜取慰殆快 質受宜快庵望 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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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戴慰殆快庵頬笠.
此欺頬 笠競 刑看 系殊蒔質受脈 育碁寄快 候殊蒔僕 俊頬快 刑
看庵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頬宜快雁 殆忘薫 頬庵頬 呼求 煮硝
処替頬 弧断 煮硝頬笠.
僕娃密 蓬祁昧 宴泰 畦州快 僕娃密 散此質偶堰 庫辞辞勘昧 宴
泰 畦州頬笠. 僕娃昧餌 殆別嵯 飼殺密 散此質偶堰 庫辞辞勘昧 宴泰
畦州佼笠 鞄 刃 宴鯖此求 寄快 胤候畦州快 返笠.
蓬祁畦州昧嵯 亜時 借方泰庵房 飼烏 蓬祁密 煮僕昧 宴泰 畦州
頬笠. 飼烏 蓬祁密 煮僕頬技 飼烏 蓬祁望 飼殺頬 蝉別集慰 煮幹蒔
忘求 蔚醇値往亜快 活葛飼, 飼烏 蓬祁蔚醇望 漫泰 責囚昧嵯 偉竺蒔
鋪滞望 戴快 幹休忘求 寄快 質受共 駒泰笠. 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
求 寄快 質受亜 呼求 煮硝頬笠.
飼烏 蓬祁房 飲 煮僕密 蓬幹望 籍戴舗 蔚醇寄快庵躯壬 飼烏
蓬祁密 煮僕昧 宴泰 畦州快 為 蓬祁蔚醇望 漫泰 蓬幹密 煮僕昧 宴
泰 畦州求 州烏岐笠. 煮硝共 蓬幹堰 偉喉擦唇倖 徳昧勘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煮求嵯密 煮硝昧 丸泰 峡値快 橿阪壇 蓬幹密 活葛飼共 《煮
硝》求 候 査痴処替管密 位値快 系泣 密札蒔蓬幹密 活葛飼, 僕札堰
雑順密 蒔淫蒔活葛飼共 煮硝求 候 査痴泰 具索煮密処替密 峡値脈勘
育碁岐笠.
煮硝昧 宴泰 畦州共 竺丁壇 値偉戴烏 漫戴舗嵯快 蓬幹密 活葛
飼畦州脈 腿溺 蓬幹昧嵯 俊取戴快 煮硝密 取漫脈 鋪滞畦州共 呼求
装別平 泰笠.
取旺 擦烏 煮硝午煮亜 峰餌 竺恭寄取 恵泰庵房 借方戴餌 蓬幹
密 活葛飼畦州脈 飲亜 蓬幹昧嵯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共 竺丁
壇 弧壇取 恵泰庵堰 宴及寄舗殆笠.
沢頬根替蒔鳳系泣飼管房 煮硝密 改幹蒔鋪滞望 喉僕戴慰 僕札
密 活葛飼宜快 密欠求躯 煮硝共 峡値戴菩笠. 瑚主呉蒔鳳系泣房 煮
硝共 僕札堰 雑順密 蒔淫蒔僕 活葛飼求 光忘求柏 煮硝密 改幹蒔鋪
滞望 卜竺戴餌 穐漆戴菩笠. 飲詰往 瑚主呉蒔鳳系泣房 煮硝亜 蓬幹
昧嵯 煮僕密 取漫共 俊取戴慰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慰快 佼取 恵戴
菩笠. 査痴泰 瑚主呉蒔鳳系泣房 質受亜 密札望 咽竺泰笠快 椋峡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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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西 僕娃密 蓬幹房 偉郁 飲 密札望 荻快 鰻宴蒔僕 系殊蒔漆絢頬
別梼泰亜 戴快雁 凍宜 汁芳寄餌 岐笠慰 佼幣笠. 飲丘烏徳畦昧 僕娃
凋幹頬往 雑順凋幹, 此嫡蒔蓬幹房 僕娃頬 活葛冴痴戴快 蓬幹頬取躯
蓬幹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庵房 僕娃飼硝僕庵頬 吻械宜 鰻宴蒔僕
漆絢, 系殊威州蒔漆絢頬宜慰 娃煮戴菩笠. 頬庵房 査痴泰 具索煮密
処替昧嵯 此欺頬 僕札堰 雑順密 煮硝, 此嫡蒔蓬幹密 煮硝宜慰 駒滞
徳密 煮硝宜快 午煮亜 此欺頬 蓬幹密 煮僕頬薫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快庵望 糟啄泰庵頬 吻械宜 笠躯 僕札堰 雑順, 此嫡蒔蓬幹密 蒔淫蒔
僕 活葛飼宜快庵望 密欠泰笠快庵望 駒値紗笠. 笠擦駒戴舗 瑚主呉蒔
鳳系泣昧嵯快 蓬幹密 活葛飼畦州脈 蓬幹昧嵯 俊取戴快 飲 取漫脈
鋪滞畦州共 垢峡擦唇 煮硝午煮共 泣戴菩兜庵頬笠.
飲詰往 煮硝処替昧嵯快 蓬幹密 密札蒔活葛飼頬群嵯 幹擦昧 蓬
幹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 質受, 笠擦駒戴舗 蓬幹密 煮僕望 煮硝宜
慰 候笠. 江汲 蓬幹密 密札蒔活葛飼宜慰 戴鞄宜勘 飲庵頬 蓬幹密
辞 堰竺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取 恵泰笠慰 倖 徳昧快 煮硝共 弧濯笠
慰 駒滞冴 返忘薫 孤丸求 蓬幹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 方僕頬宜慰
戴鞄宜勘 飲飼硝亜 蓬幹密 密札蒔僕 活葛飼亜 吻灰 威芳昧勘 舜笠
蓬 煮硝求 希冴 返笠快庵頬笠.
取旺 擦烏昧快 休此共 循漆戴快庵房 此欺管頬取躯 休此庫辞密
糊逮堰 冴紗望 偉竺戴快庵房 系殊蒔喉密 散困糊札, 此嫡散凋密 系
殊蒔漆絢頬宜慰 娃煮戴菩笠. 頬詰泰 位値共 菓慰 煮硝処替密 位取
昧嵯 候笠群 此欺房 休此庫辞密 偉竺蒔方僕忘求 娃煮寄舗殆取 扮烏
徳畦昧 煮硝宜慰 駒滞冴 返忘薫 散困糊札房 休此蒔蓬幹密 密札蒔僕
活葛飼亜 吻械烏徳畦昧 煮硝宜慰 駒滞冴 返快庵頬笠.
煮硝処替昧嵯 僕潔丸借頬 休此密 煮硝宜慰 滞 徳昧快 僕潔丸
借頬 休此蒔蓬幹密 密札蒔活葛飼僕 幹擦昧 休此庫辞密 糊逮堰 冴紗
望 偉竺戴快 方僕頬宜快庵望 駒戴快庵頬笠. 此欺頬 僕札密 煮硝宜
慰 滞 徳昧勘 此欺頬 僕札密 守識蒔活葛飼求嵯 僕札昧嵯 煮僕密 取
漫共 俊取戴慰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快庵望 密欠戴快庵頬笠. 煮僕密
取漫共 俊取戴群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 質受共 煮硝求 佼快 舗烏昧
煮硝昧 丸泰 峡値昧嵯密 査痴処替昧 江泰 煮硝処替密 胤候俊頬式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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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笠.
頬遵却 煮硝処替昧嵯快 蓬幹密 活葛飼畦州脈 蓬幹昧嵯 俊取戴
快 飲 取漫脈 鋪滞畦州共 垢峡擦唇 煮硝昧 丸戴舗 泣密戴舗包 査痴
泰 処替管堰快 鰍峡 頬 憾 畦州共 籍卜蒔忘求 偉苔擦唇 値偉腿忘求
柏 煮硝昧 丸泰 晒求蓬 勧循蒔僕 峡値共 丁恭戴菩笠.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煮求嵯密 煮硝快 偉郁 蓬幹昧嵯 煮僕密 取
漫共 俊取戴慰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 活葛飼共 駒戴快庵頬笠. 煮硝求
嵯密 取漫快 為 蓬幹密 煮僕頬宜快庵望 駒戴快庵頬薫 煮硝求嵯密
鋪滞頬技 蓬幹昧嵯 珂快 偉竺蒔鋪滞望 密欠戴快庵頬笠.
蓬幹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脈 偉竺蒔鋪滞房 煮硝午煮密 候殊蒔
貝胞望 頬挙笠慰 駒滞冴 殆笠.
煮硝亜 蓬幹昧嵯 煮僕密 取漫共 俊取戴慰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
活葛飼宜慰 滞 徳密 蓬幹頬宜快 駒房 僕札凋幹望 密欠滞冴勘 殆慰
雑順凋幹望 密欠滞冴勘 殆忘薫 辞硝求嵯密 蚕泳共 蔚漆庫辞擦尽快
凋幹望 駒滞冴勘 殆慰 此嫡休此共 辞手擦尽快 蓬幹望 駒滞冴勘
殆笠. 飲丘烏徳畦昧 煮硝宜慰 滞 徳昧快 僕札密 煮硝共 密欠滞冴勘
殆慰 雑順密 煮硝共 密欠滞冴勘 殆忘薫 辞硝求嵯密 蚕泳共 蔚漆庫
辞擦尽快 煮硝蒔僕 活葛飼共 密欠滞冴勘 殆慰 此嫡休此蒔蓬幹密 煮
僕望 密欠滞冴勘 殆笠.
煮硝密 僕札堰 雑順密 丸根昧快 刑看庵頬 槍怨寄快庵躯壬 僕
札堰 雑順密 煮僕房 為 刑看庵密 煮僕忘求, 刑看庵望 偉竺戴快 質
受求 岐笠. 頬丘餌 菓慰倖 徳 煮硝快 偉郁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 刑看庵密 煮僕頬薫 刑看庵望 偉竺戴快 質受共 駒戴快庵
頬笠.
煮硝快 煮硝密 処替蒔蚕泳宴, 此嫡休此宴, 煮硝処替密 刑看 貝
胞堰 育座喉垢望 辞蔚戴快雁嵯 亜時 烏藷蒔頬薫 哨庫蒔僕 午煮
頬笠.
煮硝処替頬 弧断 煮硝昧 丸泰 峡値共 呼求亜取烏 漫値嵯快 芳
査 煮硝午煮亜 活慰殆快 密欠脈 貝胞望 竺丁壇 僕札戴快庵頬 借方
戴笠.
煮硝処替昧嵯 煮硝快 暑父求, 処替蒔蚕泳宴密 哨庫蒔烏藷共 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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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戴快 午煮求 噺僕笠.
煮硝処替房 僕漁処替此昧嵯 遵冒忘求 煮硝昧 丸泰 亜時 堰替
蒔僕 峡値共 遮忘求柏 此欺望 処替蒔慰竣密 借鯖昧 菓慰 此欺密 蓬
祁畦州昧 亜時 峰呼競 値渇望 煮快 処替蒔蚕泳宴望 丁恭戴菩笠.
煮硝密 処替蒔蚕泳宴昧嵯 煮硝快 桂遍佼笠勘 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活葛飼求嵯密 此欺望 糟啄戴快 午煮求 咽竺寄菩笠.
煮硝密 処替蒔蚕泳宴昧嵯快 此欺望 煮硝求 咽竺戴菩望之吻械
宜 此欺頬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宜快庵望 値
祁腿忘求柏 此欺頬 煮硝求 寄快 胤虻共 丁恭戴菩忘薫 煮硝密 凋幹
密 雪座調取 辞群蒔忘求 弧檀忘求柏 煮硝午煮共 粍座戴菩笠. 頬 式
昧嵯勘 此欺望 僕札密 煮硝求 佼群嵯勘 系殊卜孤望 蓬幹密 煮硝求
佼慰 此欺躯頬 煮硝求 寄快 胤虻共 弧壇取 恵泰 査痴処替密 位値脈
育碁岐笠.
煮硝密 処替蒔蚕泳宴昧嵯 煮硝快 笠冒忘求 此欺望 借鯖昧 菓
慰 弧断 椋峡脈 位値, 宴式, 往吻亜嵯 処替蒔蚕泳宴辞硝共 雪趣腫
快 午煮求 噺頬慰殆笠.
此欺望 僕札堰 蔚漆密 煮硝求 佼慰 煮硝僕 此欺望 蚕泳密 煮
僕忘求 貝蚕芳快 処替蒔椋峡, 煮硝亜 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庫辞擦
唇往亜快 苔呉掌座望 弧断 位値, 煮硝亜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求 蚕
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房 矩嶋壇 煮硝密 椋峡, 位値, 宴式堰 恭
時忘求 雪趣取別取薫 頬 椋峡脈 位値, 宴式, 恭時望 槍怨戴快 処替
蒔蚕泳宴房 煮硝密 処替蒔蚕泳宴忘求 寄快庵頬笠.
煮硝快 煮硝密 処替蒔蚕泳宴昧 頬僑詰 晒求蓬 堰替蒔貝胞望
活餌 寄菩忘薫 蚕泳宴密 哨庫蒔烏藷共 頬拒慰 此欺借鯖密 処替蒔
蚕泳宴望 雪趣腫快 烏候午煮求嵯密 飼峡共 丁慰壇 俊取戴餌 寄
菩笠.
頬脈 渥頬 煮硝快 煮硝密 処替蒔蚕泳宴昧嵯 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活葛飼頬薫 烏候方僕忘求嵯密 此欺望 密欠戴快 午煮宜快
晒求蓬 峡値亜 弧瀧珠忘求柏 頬 午煮昧 丸泰 処替蒔峡値昧嵯快 胤
候蒔僕 瑚卓頬 頬拠寄慰 休此根 遵冒忘求 煮硝昧 丸泰 亜時 竺丁泰
峡値亜 晒究餌 丁恭寄菩忘薫 煮硝求嵯密 此欺頬 煮幹蒔忘求 飼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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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快 卯望 弧瀧煮快 此欺借鯖密 漫丸泰 蚕泳宴頬
辞群蒔忘求 辞蔚寄餌 寄菩笠.
煮硝処替昧嵯 煮硝快 柑父求, 此嫡休此宴密 烏藷蒔僕 午煮求
噺僕笠.
煮硝処替昧嵯 煮硝密 午煮快 処替蒔蚕泳宴密 烏候午煮共 頬拒
慰殆望之吻械宜 此嫡休此宴密 烏候午煮共 頬拒慰殆笠. 此嫡休此宴
昧嵯密 煮硝密 午煮快 処替蒔蚕泳宴密 煮硝密 午煮共 此嫡休此蒔蓬
幹昧 育啄泰庵頬笠.
煮硝密 此嫡休此宴昧嵯 煮硝快 休此密 循漆飼, 此嫡蒔蓬幹望
卜忘尽慰 梼結慰往亜快 活葛飼頬薫 幹休僕 僕潔丸借望 糟啄戴快 午
煮頬笠.
煮硝密 此嫡休此宴房 休此根 遵冒忘求 此嫡蒔蓬幹昧快 煮硝亜
殆笠快庵望 弧壇慰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硝啄泰 此嫡蒔種橿
頬薫 此嫡蒔蓬幹密 椋僕堰 幹休密 硝啄飼僕 僕潔丸借頬 此嫡蒔蓬幹,
休此密 煮硝求 岐笠快庵望 泣主戴菩笠. 飲峡慰 此嫡蒔蓬幹昧嵯 僕
潔丸借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 飲 穐貯庫辞密 苔呉掌座望 鯖倣壇
弧濯笠. 煮硝密 此嫡休此宴房 雪壇 休此密 煮硝, 此嫡蒔蓬幹密 煮
硝亜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 卓祁密 飼煮蒔僕 煮硝求 庫辞戴快 苔
呉掌座, 休此密 飼煮蒔煮硝, 卓祁密 煮硝密 候殊望 晒究餌 値祁腿
忘求柏 此嫡蒔蓬幹密 煮硝昧 宴泰 亜時 堰替蒔僕 峡値共 粍座戴
菩笠.
煮硝密 此嫡休此宴房 此嫡蒔蓬幹密 煮硝昧 丸泰 粍檎泰 峡値
共 丁恭戴菩望之吻械宜 此嫡蒔蓬幹密 煮硝昧 宴泰 畦州共 此嫡庫辞
望 煮硝蒔宴式堰 恭時昧嵯 峡値戴快雁嵯 烏藷蒔僕 畦州求 咽竺腿忘
求柏 僕潔丸借望 煮硝求 戴快 此嫡蒔蓬幹密 候殊堰 座伊, 勝幹休望
弧瀧煮快 僕潔丸借借鯖密 亜時 堰替蒔頬薫 卓祁蒔僕 此嫡休此宴忘
求 寄菩笠.
煮硝処替昧嵯 煮硝快 暫父求, 煮硝此根辞孤望 糟啄戴虻往 飲
方育共 育啄戴烏 漫泰 椋掌望 糟啄戴快 午煮求 噺頬慰殆笠.
煮硝密 午煮快 煮硝処替昧嵯 僕札堰 蔚漆凋幹密 活葛飼頬薫
烏候方僕僕 此欺, 此嫡休此蒔蓬幹密 活葛飼頬薫 幹休僕 僕潔丸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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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密欠戴慰 此欺借鯖密 処替蒔蚕泳宴堰 僕潔丸借借鯖密 此嫡休
此宴望 雪趣腫快 榊別求 噺頬慰殆望之吻械宜 煮硝此根辞孤望 糟
啄戴虻往 飲 方育共 育啄戴烏 漫泰 椋掌望 密欠戴快 榊別求勘 噺
頬慰殆笠.
煮硝此根辞孤堰 飲 方育共 育啄戴烏 漫泰 椋掌望 密欠戴快 威
芳昧快 煮硝共 蚕蓬笠 糖快 煮硝共 丁恭泰笠快 榊別求 糟啄岐笠.
煮硝共 丁恭泰笠快庵房 仮房 密欠昧嵯快 卓祁堰 絢瑳密 刑看
垢平昧 煮硝此根望 処自壇 育啄泰笠快庵望 密欠戴薫 偲房 密欠昧嵯
快 煮硝此根密 取勘蒔椋掌望 育啄泰笠快庵 雪壇快 卓祁堰 絢瑳昧
丸泰 煮僕笠蓬 泉勘共 亜取慰 飼煮蒔恭時堰 循漆蒔恭時望 位取泰笠
快庵望 密欠泰笠.
此根昧嵯密 煮硝宜快 糟啄密 密欠勘 矩春亜取頬笠. 此根昧嵯
煮硝快 此根垢平昧嵯 煮硝此根望 育啄戴慰 飼煮座望 宴処戴烏 漫泰
取勘蒔椋掌忘求嵯 飼烏 往宜 卓祁昧 丸泰 煮僕笠蓬 泉勘共 亜手笠
快庵望 密欠泰笠.
頬脈 渥頬 煮硝快 煮硝処替頬 処替密 舜笠蓬 此祁堰 候座昧
寓快 堰替蒔頬薫 卓祁蒔僕 処替忘求 希冴 殆餌 戴快 亜時 烏藷蒔頬
薫 哨庫蒔僕 午煮頬薫 煮硝処替辞硝共 丸糟戴快 午煮頬笠.

此

欺

此欺房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求嵯 煮硝
処替密 亜時 借鯖蒔頬薫 哨庫蒔僕 烏候午煮密 戴往頬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望 処替蒔慰竣密 借鯖昧 菓慰 蚕泳宴望 辞蔚
戴群嵯 此欺昧 丸泰 処替蒔値祁望 粍座戴慰 此欺頬宜快 処替蒔午煮
共 竺恭戴菩笠.
休此蒔忘求 佼群 僕娃畦州快 倣況辞喉西 処替昧嵯 駆頬 泣密
寄舗矛忘往 粍座岐 処替蒔値祁頬 煮別取取 恵戴菩笠. 此欺頬技 別
盗 質受頬薫 別祷餌 庫散戴菩快亜,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 候座房 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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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頬薫 此欺密 蓬祁房 桂遍昧 密戴舗 汁芳寄快亜 莞密 畦州管房 僕
漁処替此根庫辞昧嵯 冴順寡密 休此共 貝仇倣群嵯 泣密共 虻肝戴舗
包 畦州頬笠. 雪壇 飲亜蓬雁嵯勘 此欺密 候座望 別祷餌 佼快亜 戴
快庵房 僕娃畦州昧 丸泰 泣密密 借方泰 藷式忘求 寄舗矛笠. 飲詰往
此欺管房 倣狭 蚕婿昧 鮎庶 飼圃望 卯管頬慰 此嫡共 蔚漆瑚卓戴舗
倣群嵯勘 頬 刑看 蔚漆瑚卓密 煮硝僕 此欺昧 丸戴舗 竺丁泰 峡値共
亜取取 恵戴菩笠.
此欺昧 丸泰 峡値快 此欺借鯖密 処替僕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江
求栽 粍檎泰 堰替蒔値祁望 佼餌 寄菩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頬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
受宜快庵望 勧循蒔忘求 弧檀忘求柏 此欺密 候殊昧 丸泰 亜時 峰呼
競 処替蒔値祁望 煮保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煮硝此根昧 密戴舗 此欺房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
嫡蒔質受宜快庵頬 弧瀧珠忘求柏 僕娃昧 丸泰 粍檎泰 処替蒔値祁頬
煮別取餌 寄菩察械笠.》
此欺密 候殊昧 丸泰 煮硝蒔峡値快 憾亜取 貝胞望 活慰殆笠. 戴
往快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快庵頬薫 笠競 戴往快 飼煮座, 循漆座, 密
札座頬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 候座望 頬挙笠快庵頬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快庵望 晒究餌 弧瀧煮慰殆笠.
頬庵房 此欺昧 丸泰 処替蒔値祁昧嵯 査俊蒔忘求 往嵯快 借方泰 畦
州昧 丸泰 堰替蒔値渇忘求 岐笠. 此欺房 桂烏系殊堰 渥房 橿阪泰
系殊蒔質受亜 吻械薫 散祁系殊堰 渥房 散系替蒔質受勘 吻械笠.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快雁 笠競 刑看 系殊蒔質受管堰 育碁寄快
此欺密 借方泰 候殊蒔雪座頬 殆笠.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慰 戴快庵
房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此快 質受宜快 瞳忘求嵯 飼圃蒔質受脈 育碁
戴舗 噺快 午煮頬笠. 蚕泳昧嵯 此嫡蒔質受快 倣守 此欺股昧 返笠.
此欺房 此嫡蒔宴泳歳昧嵯躯 此嫡蒔僕娃忘求嵯密 飼烏密 質受共 鳳
取戴慰 庫辞擦唇往哀冴 殆笠. 此嫡蒔宴泳共 梼往嵯 此欺昧 丸戴舗
散唖滞冴 返忘薫 此嫡蒔宴泳股昧 殆快 此欺頬技 啄雑蒔忘求 質受戴
取 扮快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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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硝処替頬 弧断 此欺密 候殊昧 丸泰 堰替蒔値祁昧嵯 亜時 借
方泰庵房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 候座望 勧循蒔忘求 晒究餌 弧断庵
頬笠.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望 弧壇快庵房 此欺昧 丸泰 処替蒔値祁昧
嵯 往嵯快 亜時 借方泰 畦州頬笠.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望 刑僑慰嵯快
此欺昧 丸戴舗 峡値戴菩笠慰 駒滞冴 返笠. 倣守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
頬 弧瀧雫平 此欺昧 丸泰 堰替蒔値祁昧嵯 州烏寄快 刑看 畦州管頬
竺丁壇 値祁希冴 殆笠.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頬技 笠競 刑看 系殊蒔質受管堰快 育碁寄快
亜時 候殊蒔頬薫 胤候蒔僕 此欺密 慰鳳泰 座殊望 駒泰笠. 卜孤蒔忘
求 刑看 此系管房 飼烏密 慰鳳泰 座殊望 亜取慰殆冒忘求 戴舗 笠競
此系管堰 育碁岐笠. 桂烏系殊頬往 散祁系殊卜孤頬 亜取慰殆快 衣籍
蒔僕 歳座頬 吻械宜 飲庵管堰 胤候蒔忘求 育碁寄快 此欺密 慰鳳泰
歳座頬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頬笠.
煮硝処替房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頬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望 頬挙笠快庵望 弧檀忘求柏 此欺昧 丸泰 処替蒔値祁昧
嵯 胤候蒔密密共 亜取快 畦州昧 粍檎泰 堰替蒔値渇望 煮慰殆笠.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房 此嫡休此蒔忘求 沢座寄慰 庫辞寄
快 此欺密 歳座頬笠.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房 倣守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墾薫 凋幹戴快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昧餌躯 慰鳳泰 歳座
頬笠.
飼煮座房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
辞戴仇快 此嫡蒔僕娃密 歳座頬笠. 此欺房 飼煮座忘求 戴舗 飼圃密
育歳望 淫侯戴慰 此嫡密 包悪 柾歳望 孤丸戴薫 刑看庵望 飼殺望 漫
戴舗 侯桂戴勘汲 躯管別往娃笠.
循漆座房 兄蒔密札蒔忘求 蚕泳共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
値往亜快 此嫡蒔僕娃密 歳座頬笠. 循漆座忘求 戴舗 此欺房 殴房庵
望 瑚卓戴慰 晒求蓬庵望 躯管別貝群嵯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昧餌 鞄
萌鞄 隼刑殆慰 峡求蓬庵忘求 蔚瑚擦唇往娃笠. 飼煮座頬 煮求 蚕泳
密 煮僕忘求嵯密 此欺密 取漫求 糟啄岐笠群 循漆座房 煮求 蚕泳密
蔚漆飼求嵯密 此欺密 鋪滞求 糟啄岐笠.
密札座房 蚕泳脈 飼烏飼殺望 祖噴戴慰 蔚瑚戴烏 漫泰 刑看 凋
- 13 -

幹望 咽州戴快 此嫡蒔僕娃密 歳座頬笠. 密札座忘求 戴舗 此欺房 蚕
泳脈 飲 蓬幹庫辞密 苔呉掌座望 祖噴戴薫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密 方
育昧 寓餌 蔚漆戴慰 庫辞擦唇往娃笠. 密札座昧 密戴舗 此嫡蒔質受
僕 此欺密 飼煮座, 循漆座頬 活佼寄薫 飲 苔兄蒔蒔僕 僕札凋幹, 雑
順凋幹頬 佼時岐笠.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取灰 此欺房 飼烏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僕 凋幹望 籍戴舗 飼烏密 方育昧 寓
取 扮快庵房 飲昧 寓餌 蔚瑚戴薫 殴慰 孤幹蒔僕庵房 晒究慰 手佼蒔
僕庵忘求 呼亭群嵯 飼圃堰 此嫡共 抵牧返頬 蔚漆値往娃笠.
偉郁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忘求 戴舗 此欺房 蚕泳昧嵯 亜時
芳婿戴慰 檀殆快 質受求 寄薫 蚕泳昧 坂祁蒔忘求亜 吻械宜 卓祁蒔
忘求, 冴幹蒔忘求亜 吻械宜 改幹蒔忘求 丸戴慰 蚕泳共 憲兄蒔忘求
亜 吻械宜 兄蒔密札蒔忘求 蔚漆戴餌 岐笠.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
望 亜手 此欺房 為 蚕泳密 鳳卜泰 取紘飼, 鳳卜泰 蔚漆飼求 寄薫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蚕泳密 蔚漆庫辞堰 飼烏 蓬祁密 蔚
醇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餌 岐笠.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房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 候座頬薫 此
欺房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宜快 煮硝処替密
慰辞蒔竺札貯快 此欺頬技 別盗 質受僕亜 戴快 系冒昧 丸泰 亜時 堰
替蒔頬薫 粍檎泰 処替蒔値祁忘求 岐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密 候座堰 此欺昧 丸泰 粍檎泰 処替蒔
値祁頬 煮別手庵房 僕漁密 処替蒔此鳳庫辞密 亜時 紅往快 座堰頬薫
処替蒔蚕泳宴庫辞昧嵯 着烏蒔僕 辞兆望 亜雫包 漫丸泰 此瑚忘求
岐笠.
処替密 庫辞休此快 冴順寡望 致吻峡慰 飲 堰竺昧 冴駆房 処
替此漆管頬 往整屋取躯 取韻調取 別壊 泰 処替勘 此欺密 此嫡蒔
候殊, 候座畦州共 蚕泳宴頬 装別平 滞 亜時 借方泰 畦州密 戴往
求 貝蚕蓬 処替房 返忘薫 飲昧 丸泰 峰呼競 値祁望 紗 処替勘 返
保笠. 芝況密 刑看 処替房 吻守 鰻宴蒔丸根 釈 系殊蚕泳飼硝昧 丸
泰 値左昧 煮求 沓系久兜庵躯壬 舗烏昧嵯快 此欺密 候殊, 候座畦
州亜 処替密 守識蒔僕 丸根股昧 殆保笠慰 倖冴 殆笠. 系泣 飲丘笠
慰 戴舗 芝況密 処替管昧嵯 此欺密 候殊, 候座畦州亜 辞瀧 泣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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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取 扮幣笠快庵望 密欠戴快庵房 吻械笠. 倣狭 烏娃昧 鮎招快 処
替此根庫辞堰竺昧 駆房 処替飼管頬 系殊蚕泳飼硝昧 丸泰 値左望
煮群嵯 飲 繊憾峡墳昧嵯 此欺密 候殊, 候座昧 丸泰 飼烏往凶密 位
値管望 貝菓幣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欺昧 宴泰 畦州快 査痴処替管昧嵯勘 冴駆頬 泣密寄舗矛取
躯 丸喉垢 飲庵房 此嫡蒔宴泳共 梼往 阪冴 僕娃昧 丸泰 勝根蒔僕
位値昧 沓系詰殆保察械笠.》(《煮硝処替昧 丸戴舗》, 80村取)
此欺密 候殊, 候座望 別祷餌 佼快亜 戴快庵房 橿阪泰 替榊根
密 畦州亜 吻械宜 泳吋蒔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此嫡竺招蒔畦州頬笠.
休此蒔忘求 此欺密 候殊, 候座畦州共 菓慰 手佼脈 孤幹此頬昧 鯖唖
泰 処替蒔泣囚頬 五別湿笠. 孤幹蒔取紘泳吋堰 飲 此根蒔丸瑚飼管房
此欺密 候殊, 候座畦州共 自管密 峡値宴泳昧 寓餌 沫易戴舗 峻賞此
嫡共 苔峡貯戴快雁 峡胞戴菩笠. 卜富喉西 孤幹蒔峻賞泳吋昧 密戴舗
下峡 倉湿忘薫 倣狭 烏娃昧 鮎庶 此欺管密 飼煮密札望 矩江擦唇包
芝遺快 此欺密 飼煮蒔, 循漆蒔, 密札蒔候座望 辞群蒔忘求 喉竺戴
菩笠. 芝遺昧 密戴群 倣守 殺躯頬 蚕泳密 煮受飼求嵯 辞取辞改戴慰
桂泰泰 循漆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忘薫 此欺房 殺密 《捉漆系》頬薫 珂侯
頬笠. 此欺房 殺望 憲兄蒔忘求 穴慰 飲昧 汐丸蒔忘求 密星戴舗平
戴薫 殺密 密取昧 凍宜 墾薫 痴幹戴舗平 滞 冴幹蒔頬慰 桂休泰 質
受頬笠.
芝遺欠殺望 孤丸戴快 責囚歳昧嵯 庫散庫辞泰 慰丸鳳系泣処替
昧嵯快 此欺密 候座昧 丸泰 苔峡蒔僕 勝尚望 貝菓幣笠. 慰丸鳳系泣
飼管房 殺望 辞取辞改泰 汐丸蒔僕 質受求, 躯系密 循漆飼求 佼群嵯
此欺頬 殺密 密此昧 阪芝値平 泰笠快 芝遺欠殺蒔遺峡共 喉竺戴慰
此欺管房 殺頬 吻械宜 飼殺望 穴別平 泰笠慰 煮時戴菩忘薫 竺殺蒔
改休望 此欺密 借方泰 雪座忘求 佼幣笠. 系泣 頬庵房 此欺密 候座
昧 宴泰 堰替蒔値祁堰快 虻峡亜 轡 橿掃蒔頬慰 苦圃泰 勝尚昧 取往
取 扮快庵頬菩笠. 舗烏昧快 竺殺蒔改休躯望 此欺密 慰鳳泰 雪座忘
求 佼群嵯勘 飲庵望 雪竺泰 此欺管 釈 珂柾栽鳳飼管躯頬 亜殊冴 殆
快庵忘求 僕竺泰 殺鍛珂柾栽鳳飼泳吋密 恭時頬 銚仇殆笠. 飲詰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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頬庵房 兆根蒔僕 殺昧餌躯 飼恭座堰 循漆改休望 喉舗戴慰 此欺密
飼煮蒔, 循漆蒔雪座房 粍辞壇 喉竺泰 芝遺昧 孤烏共 看庵頬菩忘薫
栽固戴餌往矩 僕娃密 飼恭座堰 循漆休望 僕竺泰庵忘求 戴舗 此欺密
候座望 値祁戴快雁嵯 卜竺泰 烏舗求 岐笠.
慰丸処替昧嵯 鳳系泣昧 丸恭戴舗 往整旺 宴暇泣処替房 笠競
畦州昧嵯脈 矩春亜取求 此欺密 候殊堰 候座畦州昧嵯勘 芝遺共 抱琢
戴快 恭時昧 嵯殆保笠. 慰丸飲峡索密 宴暇泣処替飼僕 促宜斥(B.C.
427

B.C. 347)房 孔此密 救鐸頬 鵬硝脈 偉苔岐庵頬 此欺頬宜慰

戴群嵯 此欺密 候殊望 救鐸昧嵯 旬幣笠. 飲亜 煮時泰 救鐸房 飲 別
雁嵯僕亜 梼堪笠亜 此欺密 鵬硝昧 碓管薫 此欺密 社冒堰 幹擦昧 飲
別雁求僕亜 此宜取快 殺江究慰 慕椋孔軍泰庵忘求嵯 殺密 笠競 沢泉
昧 取往取 扮快庵頬菩笠.
芝遺亜 此欺管密 竺殺散凋堰 此嫡辞孤望 取紘戴慰殆兜 借蚕烏
昧快 処替勘 芝遺密 擦嫁求 寄舗殆保兜庵躯壬 頬 擦烏 処替昧嵯快
此欺昧 丸泰 位値勘 芝遺蒔蜂整峡共 吾別往取 恵戴菩笠.
借蚕擦烏 漆査堰 借郁望 江窮泰 幹糊処替昧嵯快 此欺頬 候座
昧 殆別嵯 査泰亜 託房 噴泰亜 戴快庵望 泣密泰 《僕座泣》頬 丸憾戴
菩快雁 飲庵房 此欺密 勘株送座望 此嫡蒔宴泳股昧嵯 慰竣泰 江堰替
蒔僕 煮時管求嵯 僕娃密 候殊蒔歳座, 候座昧 宴泰 泣密脈快 虻峡亜
轡 宴暇泣蒔位値菩笠.
此欺密 候座畦州共 泣密戴快雁嵯 晒求蓬 辞手望 亜雫包庵房
胤蚕喉僑舎吻処替頬菩笠. 休此昧 畦柾喉鍛烏求 孔峡芳快 14´16蚕
烏昧 喉僑舎吻処替昧嵯快 僕娃堰 飲 候座昧 丸泰 泣密昧 駆房 煮密
亜 堪仇取餌 寄菩笠. 頬 擦烏 処替飼管房 芝遺蒔育歳望 孤丸戴群嵯
《僕勘煮密》密 育琢健昧 僕娃密 《蔚座》, 《僕伊》密 値糊望 州循戴慰
泳慶堰 遺鵬密 密密共 炎午壇 査辞戴菩忘薫 喉僑舎吻蒔, 蔚僕煮密
蒔宴式昧嵯 此欺密 飼圃蒔候座望 値祁戴仇慰 戴菩笠. 雪壇 慕郁密
蛸酌(1588

1679)求喉西 碍雁共技甘密 索捉珂飼(1632

1677), 《絞

堰辞嵯祖》求 孔峡芳快 贈祇索鳳系泣飼管昧 頬僑烏調取 17´18蚕烏
沢頬根替蒔鳳系泣飼管頬 僕娃密 候座堰 宴及戴舗 管慰往包 衣籍蒔
僕 位値快 《飼烏 佼質座》昧 宴泰 煮時頬菩笠. 飲管昧 密戴群 飼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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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佼質戴仇快 座殊, 《飼烏 佼質座》房 飼圃昧 密戴舗 煮別手 此欺
密 候座頬薫 飲庵房 此欺密 刑看 凋幹密 椋順望 頬挙笠快庵頬笠.
蛸酌快 僕娃密 允淫蒔兄蒔房 《飼烏 佼質堰 飲庵頬 亜雫笠煮快 躯疾
索詰蓬 散凋》頬宜慰 戴菩慰 堪呼人快 《僕娃頬技 飼烏密 質受共 鳳
取戴慰 飼烏共 祖頴戴仇快庵昧 丸値 自貸》戴快庵望 候座忘求 戴快
質受宜慰 戴菩忘薫 索捉珂飼快 《飼烏 佼質座》望 僕娃密 衝慰候座頬
宜慰 戴群嵯 幹擦昧 飼圃 飲飼硝密 候座頬宜慰 戴菩笠. 駒戴飼群
《飼烏 佼質座》頬 此欺頬往 散祁系殊密 衣籍蒔僕 歳座頬薫 飲庵頬
亜時 庫辞岐庵頬 僕娃密 候座頬宜快庵頬笠. 頬庵房 淫橿泰 蔚僕峡
烏煮密蒔痴幹密 椋峡, 弊鵬穐札密 飼候煮密州勘共 苔峡貯戴快 江堰
替蒔僕 位値菩笠. 飲管密 位値昧 密戴群 唖飼亜 飼烏飼殺望 佼質戴
慰 飼烏飼殺密 散質猿望 丁時戴烏 漫戴舗 責囚戴快庵房 瑳此 飲庵
頬 翁密 峡北望 晶値戴快 偉堰共 亜雫包笠慰 戴舗勘 飼圃飼硝密 胤
候峡招亜 飲丘餌 寄舗殆忘劇求 膨葛戴笠快庵頬笠.
此欺望 此嫡蒔質受求 佼取 恵戴慰 此欺密 候座望 散系替蒔歳
座堰 姶座蒔朋偶昧嵯 旬快 位値快 勘頬鉦技甘慰辞処替密 丸糟飼菩
兜 槍頬昧僑呼淡(1804

1872)密 《僕娃替蒔鳳系泣》昧嵯勘 往整屋笠.

飲快 僕娃密 候殊望 此鳳, 竺殺蒔質受昧 悦偉擦訊 致嬰密 宴暇泣蒔
峡値共 孤丸戴慰 処自泰 鳳系泣蒔位取昧 査笠慰 戴群嵯 此欺望 鵬
硝脈 竺殺頬 籍卜岐 飼圃蒔質受求 佼幣笠. 飲快 雪壇 此嫡蒔宴泳密
候殊堰 休此蒔堰竺望 宴暇泣蒔忘求, 沢頬根替蒔忘求 峡値泰雁求喉
西 此欺望 啄雑蒔僕 此嫡蒔宴泳脈 育硝蒔僕 休此蒔堰竺股昧嵯 慰竣
戴快 勝根蒔僕 位値共 群招 恵戴菩笠. 飲峡戴舗 飲快 江汲 此欺頬
鵬硝密 群昧嵯勘 幹系昧 江滞呼返頬 芳婿戴笠快庵望 穐漆戴烏快 戴
菩忘往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快庵望 弧壇取 恵戴慰 姶座蒔僕 飼圃蒔
質受宜快庵望 穐漆戴快雁 沓系久笠. 飲快 此欺望 阪冴 蔚硝求躯 峡
値戴慰 此欺密 候座望 蔚僕蒔僕 痴侯朋堰 翁嫁娃密 此祇堰 渥房
飼圃蒔, 散系替蒔, 候改蒔朋偶昧嵯 旬幣笠. 頬詰泰 煮時房 此欺
昧 丸泰 宴暇泣蒔位値共 孤丸戴舗 往包庵忘求嵯 葛擦求嵯快 手佼
蒔密密共 亜取菩忘往 此欺堰 幹系密 胤候俊頬共 弧壇取 恵戴菩忘
薫 阪冴 僕娃密 散系替蒔歳座, 蔚蔚僕頬 亜取慰殆快 姶座蒔僕 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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圃蒔歳座望 此欺密 候座忘求 咽竺泰 江堰替蒔僕 位値菩笠.
此欺密 候座望 散系替蒔歳座昧嵯 旬快 煮時房 19蚕烏駒´20蚕
烏藷昧 往整旺 喉僑舎吻僕娃処替僕 《散密 処替》昧嵯 鞄萌鞄 孤幹蒔
忘求 蔚噴寄菩笠.
《散密 処替》密 丸糟飼密 泰此欺僕 裁他戴芳昧僑快 候改蒔僕
《散質密取》, 《墾仇快 方育》共 僕娃密 候座忘求 佼幣笠. 飲快 僕娃
密 胤候蒔僕 方育共 峡烏朋, 札朋, 座朋頬宜慰 戴群嵯 《散質密取》,
《墾仇快 方育》技 頬 候改蒔僕 方育共 勝育戴慰 雑啄値往亜快庵頬宜
慰 煮時戴菩笠. 頬庵房 此嫡蒔僕娃密 候座望 散系替蒔候改昧 悦峻
擦陣忘求柏 此欺望 自歳泰 候改昧 密戴舗 取紘寄快 質受密 取漫昧
淘別動峡快 孤幹蒔位値菩笠.
《墾仇快 方育》, 《散質密取》快 19蚕烏駒 勘頬鉦技甘密 孤幹処
替飼 械硝昧 密戴舗 《猿休密取》求 蔚噴慰循寄菩笠. 械硝快 此欺昧
餌 殆別嵯 借方泰庵房 《散質密取》, 《墾仇快 方育》佼笠勘 《猿休密
取》宜慰 戴群嵯 飲庵頬 僕娃密 候座頬宜慰 戴菩笠. 飲密 煮時昧 密
戴群 此欺房 欧 徳喉西 《檀》望 勝育戴慰 翁望 俄僑慰 取紘戴仇快
方育共 亜手笠快庵頬笠. 頬 《猿休密取》快 笠競 刑看庵望 文勘戴慰
取紘戴薫 佼笠 穐飼求 寄仇快 密朋忘求嵯 此欺密 刑看 姶竺堰 朋偶
房 《猿休密取》密 庫啄昧 孔堰戴笠快庵頬笠. 飲快 頬 《猿休密取》共
亜時 粍辞桂偉戴餌 硝啄泰 僕娃房 午歳泰 僕娃管堰 育碁寄快 《藷
僕》忘求 寄薫 頬 《藷僕》房 亜時 《婿莞泰 僕娃》頬薫 蚕泳密 取紘飼
求嵯 《猿休密取》共 雑啄戴烏 漫戴舗 飲 別盗 槍噴戴慰 平冴蒔僕 痴
漫勘 葛葛壇 姶痴滞冴 殆忘薫 飲昧餌 殆別嵯快 飲庵頬 江勘株蒔僕
痴漫求 寄取 扮忘薫 膨葛泰 痴漫求 岐笠快庵頬笠. 孤群昧 胤求僕潔
丸借房 《捉密 堰釦倣歯送》, 吸莞泰 僕娃管頬宜慰 刑勧戴群嵯 飲管
房 《藷僕》密 《猿休密取》共 雑啄戴烏 漫泰 冴橿昧 取往取 扮忘薫
《藷僕》望 漫戴舗 矩嶋壇 駐散寄舗平 滞 質受宜快庵頬笠. 頬庵房 僕
潔丸借望 主倣戴慰 軍擦戴快 淫橿泰 孤僕潔蒔, 孤幹蒔位値僕 幹擦
昧 州郁煮密, 喉僑舎吻取密 晶菊蒔, 菊棲蒔候座望 孤慕泰 位値求嵯
噴祁華房 勘頬鉦技甘 祖幡別胞処替忘求 侯桂戴菩笠.
佼快呼脈 渥頬 求幹泳吋密 処替頬 往倣烏 辞昧快 飲 別壊 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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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望 苦泣戴慰 此欺望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墾薫 凋幹戴快 此嫡蒔質
受求嵯亜 吻械宜 蔚碁蒔忘求 質受戴薫 候改昧 凍宜 豊守頬快 飼圃
蒔質受求 慰竣泰雁求喉西 此欺密 候座望 此嫡蒔歳座昧嵯亜 吻械宜
飼圃蒔, 散系替蒔歳座昧嵯 旬幣笠. 此嫡蒔宴泳快 此欺忘求 戴舗韻
此嫡蒔僕娃忘求 寄餌 戴快 胤候漆絢僕庵躯壬 此嫡蒔宴泳股昧嵯 僕
娃望 慰竣滞 徳昧快 僕娃密 候座望 峰呼求 値祁滞冴 返忘薫 江堰替
蒔僕 散系替煮密蒔値左昧 淘別取取 扮望冴 返快庵頬笠.
此欺密 候座昧 丸泰 堰替蒔値祁昧嵯 晒求蓬 辞兆密 泳烏共 矩
及泰庵房 査痴泰 求幹泳吋密 処替, 鳳系瑚主呉蒔処替頬笠. 鳳系瑚
主呉蒔処替房 此欺望 此嫡蒔宴泳股昧嵯 勝根蒔忘求 慰竣戴群嵯 此
欺密 候座望 蔚蔚僕頬 亜取慰殆快 散系替蒔歳座昧嵯 旬快 位値密
江堰替座望 江粗戴慰 此欺望 此嫡蒔宴泳密 恕硝求 光忘求柏 遵冒忘
求 此欺望 此嫡蒔質受求 佼快 鳳系瑚主呉蒔位値共 丁恭戴菩笠. 飲
丘取躯 鳳系瑚主呉蒔処替房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頬 亜取快 候殊
蒔歳座頬 桂遍僕亜昧 丸戴舗嵯快 値祁望 煮取 恵戴菩笠. 査痴泰 求
幹泳吋密 処替房 此欺望 系殊卜孤昧 値栽擦尽慰 系殊蚕泳飼硝昧 丸
泰 値左望 煮快庵望 処替蒔堰州求 貝蚕明兜庵躯壬 此欺密 候座畦州
共 処替密 借方泰 堰州求 州烏戴取 恵戴菩笠. 凍宜嵯 具索煮密処替
房 此欺密 候座畦州密 堰替蒔値祁望 漫泰 辞州共 矩及戴菩望之 飲
昧 丸泰 堰替蒔正育昧求 取逮寄取 恵戴菩笠.
煮硝処替房 休此根 遵冒忘求 此欺密 候殊, 候座畦州共 処替蒔
蚕泳宴密 亜時 借鯖蒔僕 畦州求 晒究餌 貝蚕芳慰 勧循蒔忘求 値祁
戴菩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密 候座頬 弧瀧取慰 此欺昧 丸泰 粍檎
泰 処替蒔値祁頬 煮別手庵房 僕漁密 処替蒔此鳳庫辞密 亜時 紅往快
座堰頬薫 処替蒔蚕泳宴庫辞昧嵯 着烏蒔辞兆望 亜雫包 漫丸泰 此瑚
頬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密 舜笠蓬 候座頬 値祁寄慰 此欺房 飼
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宜快庵頬 堰替蒔忘求 泣
主幾忘求柏 冴順寡望 貝仇倣群嵯 嵯求 逢泣望固戴兜 此欺密 候殊,
候座昧 丸泰 処替蒔泣囚昧 芝取喉亜 富瀧取慰 此欺昧 丸泰 亜時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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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競 処替蒔値祁頬 煮別取餌 寄菩笠. 僕漁快 甘観舗 飼烏飼殺頬 別
盗 質受僕亜共 竺丁壇 祖噴滞冴 殆餌 寄菩忘薫 頬昧 烏藷戴舗 晒求
蓬 墳兄, 煮硝密 墳兄忘求 蚕泳共 晒究餌 慰竣滞冴 殆餌 寄菩笠. 呼
求 舗烏昧 煮硝処替昧 密泰 此欺密 候殊, 候座畦州密 粍檎泰 値祁
頬 僕娃密 蓬祁畦州密 値偉堰 僕漁密 処替此根庫辞昧嵯 亜取快 虻
丸泰 辞兆蒔密密亜 殆忘薫 飲 休此蒔衣蒔密 戴往亜 殆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密 候殊, 候座昧 宴泰 堰替蒔値祁頬 煮
別珠忘求柏 此欺昧 丸泰 包悪 江堰替蒔頬薫 孤幹蒔僕 位値管頬 堰
替峡泣蒔忘求 粍辞壇 祖困寄餌 寄菩笠. 芝遺脈 宴暇泣房 此欺密 蓬
祁望 飲 別盗 藷飼圃蒔僕 竺殺蒔雑硝昧 密戴舗 汁芳取寄快庵忘求
瑳遺腿忘求柏 倣狭 蚕婿 此欺管歳昧嵯快 此欺望 飼烏 蓬祁蔚醇昧嵯
吻桂杵 檀勘 返快 桂烏休戴慰 自歳泰 質受求 佼快 宴暇頬 取紘戴餌
寄菩笠. 頬詰泰 孤幹蒔僕 宴暇房 倣怪勘 漁槍寄慰殆笠. 雪壇 啄丸
喉僑舎吻孤幹処替房 唖僻唖三密 慈笠泰 宴暇泣蒔凹瑚管堰 腿溺 帳
葛泰 《僕漁漫烏瑳》望 管慰往脈 僕漁密 芝駒昧 丸戴舗 梼管慰殆笠.
《泉僻昧碍僑烏栽軍泣》頬宜看亜 取育密 《散泉漫烏》, 《札橘漫烏》 莞
頬 笠 飲詰泰庵管頬笠. 頬詰泰 煮時管房 祖困堰 軍偶望 兵敢 孤幹
蒔喉僑舎吻取密 遵取脈 烏垢望 孤慕泰庵頬薫 孤僕潔蒔頬薫 孤幹蒔
僕 飼候煮密州勘密 軍偶望 柾慰戴薫 飲 駒烏主根望 糟啄戴慰殆快庵
沫昧 笠競庵頬 吻械笠. 頬詰泰 煮時管房 飲 別壊庵望 苦泣戴慰 此
欺頬 飼烏 蓬祁望 飼烏飼殺頬 蔚醇値往哀冴 殆快 亜時 庫辞寄慰 檀
殆快 質受頬薫 慕椋壇 庫辞戴快 質受宜快庵望 喉僕腿忘求柏 此欺管
頬 駐偶堰 殺鯖頬 吻械宜 汐偶堰 江宴望 亜取餌 戴薫 飲管望 江宴
煮密, 輔蚕煮密脈 喉族整戯昧求 頬挺別亜快 淫壇 孤幹蒔僕 此根勧
栽頬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密 飼煮蒔, 循漆蒔, 密札蒔候座望 弧壇慰 此
欺頬 蚕根昧嵯 亜時 悦借戴慰 檀殆快 質受頬薫 蚕泳密 鳳卜泰 取紘
飼, 蔚漆飼宜快庵望 弧瀧遮忘求柏 僕娃密 候座望 沫易戴慰 此欺管
望 江宴煮密脈 輔蚕煮密, 糊芝堰 喉族整戯昧求 頬挺別亜快 包悪 孤
幹蒔喉僑舎吻処替峡泣望 処自壇 垢紫戴慰 此欺管昧餌 欠況昧 丸泰
昼帳泰 辞偶堰 戯宴望 墳以煮薫 飲管求 戴舗韻 飼烏密 質編堰 亜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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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 丸泰 飼唖堰 飼烏 檀昧 丸泰 丁殺望 亜取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
烏 漫泰 責囚昧 蒔淫蒔忘求 淘庶往嵯餌 泰笠. 呼求 舗烏昧 僕娃昧
丸泰 処替蒔値祁頬 亜取快 虻丸泰 密密亜 殆忘薫 煮硝処替密 辺蒔
密 戴往亜 殆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密 候座頬 弧瀧取慰 此欺昧 丸泰 粍檎
泰 処替蒔値祁頬 煮別珠忘求柏 休此根 遵冒忘求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
煮求嵯密 此欺頬 竺恭寄舗 処替密 育座硝泳脈 貝胞昧嵯 膨葛泰 漫
招共 俊取戴餌 寄菩笠. 芝況密 処替管昧嵯快 此欺昧 丸泰 処替蒔峡
値亜 粍座寄取 恵泰庵忘求 戴舗 此欺望 泰悪 藷飼圃蒔僕 竺殺蒔雑
硝密 困系求, 系殊密 育硝蒔質受沢泉密 戴往求股昧 佼取 恵戴菩忘
薫 凍宜嵯 此欺密 午煮共 勧飼蒔僕 処替密 烏候午煮求 竺恭滞冴 返
保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密 午煮亜 処替密 烏候午煮求 竺恭寄
舗 処替密 育座硝泳密 借鯖昧 丁慰壇 菓舗取餌 幾忘求柏 此欺漫煮
密 処替蒔椋峡亜 竺恭寄慰 堰替蒔忘求 胤虻取別取餌 寄菩忘薫 飲昧
烏藷戴舗 処替密 辞孤硝泳脈 貝胞頬 此欺望 借鯖忘求 辞群蒔忘求
晒究餌 受掃座寄舗 僕漁密 処替蒔蚕泳宴頬 飼烏密 此祁昧 寓快
舜笠蓬 群刑脈 貝胞望 悪勝餌 寄菩笠.

此欺密 蓬祁
此欺密 蓬祁房 此欺堰 蚕泳密 宴泳昧 密戴舗 咽竺寄快 僕散痴
求 釈 此欺密 此嫡蒔遵取脈 散凋根泉 倦 飲 辞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煮方蔚暇密 戴往頬笠.
此欺密 蓬祁頬技 桂遍頬薫 飲庵頬 桂遍昧 密戴舗 咽竺寄快亜
戴快 畦州快 轡 又欧喉西 此欺管密 衝丸密 宴鯖此求 寄舗 泣密寄舗
矛忘往 峰呼競 値祁頬 煮別取取 恵戴菩笠.
芝遺欠殺蒔蚕泳宴堰 宴暇泣蒔蚕泳宴昧嵯快 此欺密 蓬祁望 《戴
壊絵》頬往 頬詰自詰泰 殺 糖快 飲 別盗 藷飼圃蒔僕 殺江泰 竺殺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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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硝昧 密戴舗 欠峡 柾竺寄舗 此欺昧餌 坂祁蒔忘求 煮別取快 整慰
旺 《素飼》求 瑳遺寄舗矛笠. 頬庵房 峻賞泳吋此嫡昧嵯 孤幹蒔取紘泳
吋密 雪猿蒔取漫共 殺座貯戴慰 僕潔丸借望 取紘泳吋昧餌 阪芝戴快
珂柾蒔遵取昧 片券舗菓烏 漫戴舗 亭薫劾 孤幹蒔位値菩笠.
鳳系泣蒔蚕泳宴昧嵯快 此欺密 蓬祁望 殺江煮密蒔宴暇密 糟啄
忘求 舗烏慰 此欺密 蓬祁飼硝共 泣戴仇 戴取 扮幣笠. 飲庵房 倣
狭 烏娃昧 鮎庶 芝遺亜 此欺密 蓬祁堰 宴及戴舗 駆頬 泣戴群嵯
殺江煮密蒔坂祁泣望 下峡 漁槍擦新忘薫 啄雑蚕泳昧嵯密 韻朋煮密
脈 桂自貸煮密共 瑳遺戴慰 《況蚕》昧嵯密 痴侯昧 丸泰 姶蔑峡瑳
莞忘求 此欺管望 鳳託戴慰 飲管密 飼煮密札望 矩江擦唇包雁 烏僕
泰庵頬菩笠.
具索-響灰煮密慰辞亜管房 此欺密 蓬祁望 僕竺戴快庵房 江堰替
蒔僕 芝遺蒔, 宴暇泣蒔位値宜慰 橿竺戴菩忘薫 僕娃密 散凋堰竺昧快
飼圃蒔 倦 此嫡休此蒔足圃座躯頬 歯胞戴慰殆望之頬宜慰 煮時戴菩笠.
頬詰泰 位値快 系泣 此欺密 蓬祁昧 丸泰 芝遺殺江煮密蒔, 宴暇泣蒔
位値共 整祖戴快雁嵯 宇竺蒔鋪滞望 戴菩笠. 飲詰往 飲庵房 系殊密
1俊座密 椋峡昧 烏藷戴舗 此欺調取勘 系殊卜孤昧 値栽擦唇菓慰 刑
看庵望 慰竣泰雁求喉西 此欺望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貝蚕芳取 恵
戴慰 飼圃蒔 倦 此嫡休此蒔足圃座昧 丸泰 僕娃密 煮幹蒔頬薫 蒔淫
蒔僕 歯胞堰 鋪滞望 倖冴 返餌 戴快 州泰座望 亜手 位値菩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密 蓬祁昧 丸泰 査痴処替管密 刑看 江堰替座
堰 州泰座管望 淫侯戴慰 飲昧 丸泰 亜時 粍檎泰 堰替蒔値祁望 煮
保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処替蒔蚕泳宴密 胤候此祁房 僕娃密 蓬祁蔚醇密 卯望 弧瀧煮
快雁 殆察械笠. 僕娃密 刑看 僕札凋幹堰 雑順凋幹密 胤候兄蒔房 僕
娃密 蓬祁望 蔚醇戴快雁 殆察械笠. 処替密 兄蒔堰 此祁勘 舗烏昧嵯
窺竺卜査種》
8猿, 435村取)
曲沫求 希冴快 返察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煮硝処替房 芳査 此欺密 蓬祁望 擦僕滞之吻械宜 飲庵望 処替
密 胤候此祁堰 守識 及宴擦唇 慰竣戴慰殆笠.
此欺密 蓬祁蔚醇密 卯, 蓬祁畦州値偉密 胤候糊勘共 弧瀧紗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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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雁 処替密 胤候此祁頬 殆笠快 勧循蒔僕 値祁房 此欺密 蓬祁昧 丸
泰 晒求蓬 煮硝蒔峡値求喉西 哨庫戴慰殆笠.
此欺房 蚕泳歳昧嵯 墾薫 凋幹泰笠. 啄雑蚕泳昧快 此欺堰 蚕泳
躯頬 殆忘薫 凍宜嵯 此欺密 蓬祁望 咽竺戴快 方僕昧快 此欺堰 蚕泳
股昧快 飲 桂遍勘 返笠. 此欺房 蚕泳歳昧嵯 墾群嵯 飼烏共 柑詰煤
慰殆快 蚕泳昧 煮幹蒔忘求, 蒔淫蒔忘求 歯胞戴快 幹擦昧 煮漫蚕泳
密 慕逮望 己快笠. 頬 堰竺昧 此欺房 散此質偶堰 宴及泰 編託泰 此
泉共 江窮戴舗 舗詰亜取 侯慈泰 此絢堰 兆威昧 喉樫招餌 寄薫 飲庵
頬 別祷餌 値偉寄快亜 戴快雁 凍宜 唖頬泰 遵取脈 散凋根泉昧 菓頬
餌 岐笠. 頬徳 喉樫捷 根泉亜 此欺密 散凋堰 凋幹昧 券芳 鳳峡戴餌
値偉寄菩望 威芳昧快 痴蓬頬 俊曲湿笠慰 戴薫 孔峡戴餌 値偉寄菩望
徳昧快 孔芳泰 蓬祁昧 遵戴餌 寄菩笠慰 駒泰笠.
此欺密 蓬祁房 飲 別盗 藷飼圃蒔僕 殺江泰 檀昧 密戴舗 汁芳
取寄快 孔亜貸休蒔僕庵勘 吻械薫 糖 慰竺孔瑚泰庵勘 吻械笠.
啄雑蚕泳快 此欺堰 蚕泳求 頬拒別雫殆快庵躯壬 此欺密 蓬祁房
足圃蒔忘求 此欺堰 蚕泳脈密 宴泳歳昧嵯 値偉寄快 畦州頬薫 飲股昧
此欺密 蓬祁望 咽竺滞 質受快 飲 別観昧勘 返笠.
此欺密 蓬祁頬 此欺堰 蚕泳脈密 宴泳昧 密戴舗 咽竺岐笠快庵
房 此欺密 蓬祁望 取紘戴快庵頬 此欺僕亜 吻械群 蚕泳僕亜 戴快庵
頬薫 偉郁房 此欺頬 蚕泳共 取紘戴快亜 吻械群 蚕泳昧 芝歳寄慰 飲
昧 取紘葛戴快亜, 此欺頬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嵯 別盗 鋪滞望 戴薫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滞冴 殆快 檀頬 此欺昧餌 殆快亜 返快亜 戴快雁
凍宜 咽竺岐笠快庵望 駒泰笠. 此欺房 蚕泳歳昧嵯 墾慰殆快庵躯壬
貸擦蒔忘求 飼烏共 柑詰煤慰殆快 煮漫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堰 識諸戴
薫 飲密 慕逮望 己忘群嵯 飲昧 蒔淫蒔忘求 歯胞泰笠. 此欺頬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快 堰竺房 蚕泳昧 煮幹蒔忘求, 蒔淫蒔忘求 歯胞
戴舗 飲庵望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蔚漆戴慰 取紘値往亜快 堰竺頬笠.
此欺頬 蚕泳共 蔚漆戴慰 取紘戴快 救鋪頬 丁丸希冴汲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脈 鋪滞頬 鞄萌 華吻取慰 穐貯寄餌 岐笠.
凍宜嵯 此欺房 蓬祁密 珂柾亜 吻械宜 飼烏 蓬祁密 煮僕頬薫 飼烏
蓬祁望 索索求 蔚醇値往亜快 煮硝求 岐笠. 頬求喉西 此欺管密 衝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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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宴鯖此求 寄快 蓬祁畦州快 呼求 此欺頬 蚕泳昧嵯 俊取戴快 取漫
脈 鋪滞望 華頬快 胤候糊勘共 弧壇快 畦州昧 悦峻寄餌 岐笠.
煮硝処替房 糖泰 此欺密 蓬祁望 此嫡蒔僕娃密 慰鳳泰 散祁堰
守識 偉喉擦唇 峡値泰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欺管房 戴往密 此嫡蒔散祁硝求 偉苔寄舗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取絵忘求柏躯 飼烏 蓬祁望 飼煮蒔忘求 蔚醇値往哀冴 殆忘薫 蚕泳脈
窺竺卜査種》
9猿,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此欺渇餌 墾冴 殆察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272村取)

此欺密 蓬祁頬宜快 蔚暇房 別椋蒔忘求 此欺密 散祁堰 守識蒔
忘求 及宴寄舗殆笠. 此欺管房 炭壇 蓬祁昧 丸戴舗 散唖戴群嵯 桂遍
佼笠勘 散祁望 散唖戴薫 蓬祁畦州共 泣戴快 威芳昧快 密曲壇 散祁
望 取械慰 墾薫 凋幹戴快 此欺密 遵取脈 散凋辞勘共 暇憾昧 憾慰
此三堰 正育共 虻肝戴舗矛笠. 此欺管頬 炭壇 散此質偶望 蓬祁密 亜
時 鯖唖泰 畦州求 貝蚕芳薫 此欺密 社冒望 蓬祁昧 悦偉擦唇 泣戴快
庵 莞房 笠 此欺密 蓬祁望 散祁堰 守識 偉喉擦唇佼幣笠快庵望 駒戴
舗紗笠.
飲杵雁 査痴処替管昧嵯快 此欺密 散祁望 倣守 鵬硝蒔散祁忘求
躯 佼幣兜庵躯壬 此欺密 蓬祁勘 蔚蔚僕密 鵬硝蒔散祁堰 守偉岐 畦
州求股昧快 鰍峡 峡値滞冴 返保笠.
鵬硝蒔散祁躯望 亜手 此欺昧 丸戴舗 駒泰笠群 飲庵房 幹系堰
渥房 橿阪泰 散系替蒔質受脈 候殊根 笠共呼 返笠. 散系替蒔質受昧
殆別嵯快 飲 蓬祁頬 鰻宴蒔散凋兆威昧 別祷餌 阪膨戴快亜 戴快雁
鰍仇殆笠. 飲庵房 幹系蚕泳昧 歯胞戴快 蒔飼散質密 飼圃勘泉呉掌頬
児 雑主戴舗紗笠. 頬庵房 散系替蒔質受快 鰻宴蒔散凋兆威昧 密戴舗
飲 蓬祁頬 偉竺寄快 飼圃密 泰 喉垢昧 取往取 扮快笠快庵望 駒戴舗
紗笠.
此欺房 慰恭岐 蔚僕密 檀忘求快 炎技戴快 飼圃密 祖頴休昧 寓
嵯 飲庵望 頬以外冴 返忘薫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飼圃望 蔚漆戴慰
取紘値往哀冴 返笠. 鞄芳烏 此欺房 蔚碁蒔忘求快 峻賞脈 柾歳望 穐
方戴快 孤幹蒔取紘泳吋堰 飲 州勘共 孤丸戴舗 責囚滞冴勘 返慰 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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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滞冴勘 返笠. 呼求 舗烏昧 此欺望 鵬硝蒔散祁躯望 亜手 蔚僕忘求
峡値戴快 漆絢昧嵯快 此欺密 蓬祁望 飲 別盗 沫喉蒔僕 殺江泰 檀昧
密戴舗 咽竺寄快 整慰旺 《素飼》求 峡値滞冴股昧 返餌 寄快 峡鳳密
戴往亜 殆笠. 頬庵房 此欺密 散祁望 鵬硝蒔散祁忘求躯 佼慰 飲脈
守識 及宴擦唇 此欺密 蓬祁望 泣密戴快庵房 江堰替蒔僕 位値宜快庵
望 雑主戴舗紗笠.
此欺密 蓬祁畦州快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密 慰鳳泰 散祁堰
偉喉擦唇 慰竣滞 徳昧躯 堰替蒔忘求 値祁滞冴 殆笠. 此欺房 橿阪泰
散系替蒔質受亜 吻械笠. 此欺房 慰恭蒔忘求亜 吻械宜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此嫡蒔種橿望 頬拒慰 墾薫 凋幹戴快 此嫡蒔質受頬笠. 此欺房
此嫡蒔質受僕庵忘求 戴舗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候殊蒔歳座忘
求 取灰 蚕根昧嵯 亜時 悦借戴慰 檀殆快 質受求 寄薫 蚕泳密 鳳卜
泰 取紘飼, 蔚漆飼,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岐笠.
煮硝此根房 休此根 遵冒忘求 此欺房 此嫡蒔質受僕庵忘求 戴舗
鵬硝蒔散祁堰 腿溺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亜手笠快庵望 勧循蒔忘求 弧
濯笠. 鵬硝蒔散祁頬 散系鳳烏硝求嵯密 此欺密 散祁頬宜群 此嫡竺招
蒔散祁房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密 散祁頬笠.
此欺昧餌 殆別嵯 鵬硝蒔散祁房 系泣 悦借戴笠. 此欺房 鵬硝蒔
散祁頬 殆別平 此嫡竺招蒔散祁勘 取界冴 殆笠. 頬杵 密欠昧嵯 鵬硝
蒔散祁密 方育共 雑啄戴快 系殊散凋望 此欺密 卜俊蒔方育共 雑啄戴
快 散凋頬宜慰 駒滞冴 殆笠. 此欺房 橿阪泰 散系替蒔質受脈快 鰍峡
此嫡蒔質受僕庵躯壬 此欺密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頬 庫辞戴慰
此嫡亜 庫辞戴快雁 凍宜 系殊散凋昧 丸泰 此欺密 方育快 抵牧返
頬 華吻取薫 飲庵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昧勘 慕逮望 欠捷笠. 墳竺寄
慰 絢辞泰 系殊散凋房 此欺密 鵬硝蒔散祁密 方育共 児 佼時滞之
吻械宜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鳳取戴慰 紅貝舗往亜餌 戴快 系殊蒔活
佼求 岐笠.
此欺昧餌 殆別嵯 鵬硝蒔散祁勘 悦借戴取躯 佼笠 鞄 悦借泰庵
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頬笠. 鵬硝蒔散祁佼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鞄 悦借
壇 舗烏快庵房 此嫡蒔僕娃頬 亜取快 候座蒔方育頬笠. 此欺昧餌 殆
別嵯 飼煮座房 候座頬薫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飼煮座堰 栃舗菓慰 散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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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冴 返笠. 此欺頬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亜湿笠快庵房 為 飼煮座望 取
火笠快庵望 駒泰笠. 此欺房 飼煮座望 候座忘求 戴快 此嫡蒔質受求
嵯 飲 桂遍昧勘 柾歳寄虻往 育歳幾頬 返頬 飼煮蒔忘求 墾庵望 方育
泰笠. 此欺頬 飼煮蒔忘求 困笠快庵房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
漫共 取尽慰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痴此戴群嵯 困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此嫡蒔僕娃房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 飼煮蒔猿峡共 亜取慰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群嵯 墾吻平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取械慰 質編殆餌 困笠慰 駒滞冴
殆忘薫 呼求 頬詰泰 僕娃頬 笠凶吻灰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僕庵頬笠.
此嫡蒔僕娃密 州卜散祁僕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嫡蒔種橿忘求喉
西 己吻墳餌 岐笠. 慰恭岐 蔚僕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亜殊冴 返笠.
飲庵房 倣守 此嫡蒔種橿密 泰 座椋忘求嵯躯 亜取餌 寄快 散祁頬笠.
此嫡蒔種橿房 此欺密 此嫡竺招蒔散祁密 刑硝頬笠.
此欺房 飼烏 蔚僕密 蓬祁望 種橿密 蓬祁堰 偉苔擦尽慰 蔚僕密
峡北望 種橿密 峡北昧 侯芝擦尽薫 種橿密 蓬祁蔚醇望 漫戴舗 鯛殺
蒔忘求 責囚滞 徳 種橿密 此祇堰 穴冒望 己餌 寄慰 種橿忘求喉西
慰悦泰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己吻墳餌 岐笠. 呼求 此欺管頬 種橿密 此
祇堰 穴冒歳昧 墾薫 種橿忘求喉西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己吻墳慰 紅貝
頬快庵頬 為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取尽慰 飼烏 蓬祁望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求 蔚醇値往亜快 卯頬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頬 此嫡蒔種橿忘求喉西 己吻墳餌 寄快 此欺密
散祁頬宜慰 戴舗 刑看 此嫡蒔種橿頬 笠 此欺管昧餌 此嫡竺招蒔散祁
望 墳以煮快庵房 吻械笠.
煮硝処替頬 刑看庵密 煮僕忘求 貝蚕芳快 此欺房 胤求戴快 僕
潔丸借頬笠. 凍宜嵯 蔚碁蒔此欺管求 戴舗韻 舜笠蓬 此嫡蒔僕娃忘求
寄餌 戴快 此嫡蒔種橿房 笠凶吻灰 僕潔丸借僕庵頬笠. 僕潔丸借房
胤求戴快 此欺管望 烏候忘求 戴舗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凋幹密 衣籍
座忘求 偉苔寄舗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索索求 蔚醇
値往亜快 此欺管密 種橿頬笠. 此欺頬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墾薫 凋幹
戴快 此嫡蒔質受宜慰 滞 徳 飲 此嫡蒔宴泳密 煮寄快 貝胞望 頬拒快
庵房 呼求 僕潔丸借頬宜快 此嫡蒔種橿密 座椋管求嵯 懸快 此欺管
此頬密 宴泳頬笠. 舗烏昧嵯 此欺管房 飼煮座昧 丸泰 衣籍岐 取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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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 兄蒔忘求 戴舗 橿偉堰 択休密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僕潔丸借頬
宜快 戴往密 此嫡蒔種橿忘求 偉苔寄餌 寄快庵頬笠. 僕潔丸借頬宜
快 此嫡蒔種橿望 梼往嵯 此欺管房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此
嫡蒔候座忘求 取界冴 返笠. 凍宜嵯 蚕泳密 鳳卜泰 取紘飼, 蔚漆
飼求 希冴 返忘薫 飼烏 蓬祁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蔚醇飼求 希冴
返快庵頬笠.
僕潔丸借頬宜快 此嫡蒔種橿房 休此密 煮硝求嵯 僕漁休此昧 蔑
州往 質受戴菩慰 休此脈 鞄孔別 抵牧返頬 庫辞戴菩忘薫 飼候望 孤
丸戴快 求幹泳吋密 休此蒔責囚擦烏昧 頬僑詰 亜時 華房 橿泳昧求
庫辞戴菩笠. 飲庵頬 呼求 求幹泳吋密 葛密 救勘健昧 冴救望 借鯖忘
求 戴舗 漆守此根蒔忘求, 勘株密峡蒔忘求 戴往求 偉苔岐 此嫡竺招
蒔散祁硝僕 冴救, 葛, 丸借密 籍卜硝頬笠. 此欺密 鵬硝蒔散祁房 締
頬 殆別勘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僕 此嫡竺招蒔散
祁硝脈 鞄孔別 慕椋壇 紅往快庵頬笠.
蔚碁蒔此欺管房 倣守 頬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泰 座椋忘求嵯
種橿望 漫戴舗 形呼庶 責囚滞 徳 亜時 慰悦戴慰 紅往快 此嫡竺招蒔
散祁望 取械慰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葵華慰 佼欺殆快 恨望 俄
峡餌 寄快庵頬笠.
煮硝処替房 頬遵却 休此根 遵冒忘求 此欺密 蓬祁昧 丸泰 亜時
堰替蒔僕 峡値共 丁恭戴菩望之吻械宜 此欺密 蓬祁蔚醇密 卯望 弧壇
快庵望 処替密 胤候此祁忘求 貝蚕豊忘求柏 処替密 辞孤硝泳共 此欺
密 蓬祁畦州値偉昧 頬呼取戴快 貝胞忘求 卜宴寄餌 戴菩笠.
煮硝処替頬 晒究餌 州烏泰 処替密 胤候畦州飼硝亜 此欺密 蓬
祁畦州共 育啄泰 此欺堰 蚕泳密 琢根宴泳畦州, 此欺頬 蚕泳昧嵯 俊
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昧 宴泰 畦州頬薫 飲昧 粍檎泰 値渇望 煮快 椋
峡僕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薫 刑看庵望 偉竺泰笠快 椋峡求, 此欺
密 蓬祁畦州値偉密 胤候糊勘共 弧壇快 烏藷椋峡求 寄舗殆笠. 飲峡
慰 処替密 頬 胤候椋峡昧 烏藷戴舗 辞蔚寄慰 硝泳貯岐 煮硝密 処替
蒔蚕泳宴堰 煮硝密 此嫡休此宴, 卓祁宴堰 僕散宴密 刑看 貝胞管頬
此欺密 蓬祁蔚醇密 胤候糊勘共 踏急頬 祁擦泰 椋峡脈 椋掌, 苔呉掌
座管望 値祁値煮慰殆快庵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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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密 取漫脈 鋪滞
此欺密 取漫脈 鋪滞房 煮硝処替頬 晒究餌 州烏泰 処替密 胤候
畦州脈 宴及戴舗 州烏岐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望 漫煮求 戴舗 処替密 胤候畦州共 晒究餌 州
烏戴菩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煮硝此根房 蚕泳密 擦椋畦州亜 鳳系泣蒔忘求 弧瀧手 漆絢昧
嵯 蚕泳昧嵯密 此欺密 取漫脈 鋪滞畦州共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晒究
餌 州烏戴慰 蚕泳密 煮僕頬 俄育僕亜 戴快 畦州昧 値渇望 煮保察
械笠.》(《煮硝処替昧 丸戴舗》, 79村取)
煮硝処替頬 晒究餌 州烏泰 処替密 胤候畦州快 此欺望 橿阪壇
蚕泳密 泰 喉垢忘求 佼快庵頬 吻械宜 笠競 刑看 系殊蒔質受管堰 候
殊蒔忘求 育碁寄快 雪哨泰 質受求 貝蚕芳慰 此欺望 借鯖忘求 戴舗
蚕泳脈 此欺堰密 宴泳共 弧暖庵望 州烏泰 畦州頬笠.
煮硝処替密 位取昧嵯 倖 徳 芳峡亜 墾慰殆快 啄雑蚕泳快 此欺
堰 飲共 柑詰煤慰殆快 煮漫蚕泳求 頬拒別雫殆忘薫 此欺堰 煮漫蚕泳
密 琢根歯胞房 蚕泳密 質受脈 瑚貯庫辞密 亜時 候殊蒔僕 鰻宴蒔貝
胞望 頬挙笠. 煮漫蚕泳共 頬拒快 此系管 琢根娃昧勘 順泉躯根密 琢
根歯胞頬 頬拒別取慰殆忘往 飲庵房 煮漫蚕泳飼硝密 蓬幹忘求嵯 辞
硝求嵯密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嵯 候殊蒔密密共 亜取取 恵泰笠.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泰 此欺密 凋幹房 煮漫蚕泳昧 丸泰
此欺密 蒔淫蒔頬薫 煮幹蒔僕 歯胞堰竺頬笠. 凍宜嵯 処替頬 蚕泳昧
丸泰 峰呼競 位値脈 宴式, 恭時望 煮快 堰替蒔替瑳求, 此欺密 蓬祁
望 蔚醇戴快雁 頬呼取戴快 檀殆快 桂烏求 寄仇群 矩嶋壇 此欺望 漫
煮求 戴舗 此欺堰 蚕泳密 琢根宴泳畦州共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州烏
戴慰 飲昧 峰呼競 値渇望 煮別平 泰笠. 蚕泳宴房 別観調取往 此欺
頬 亜取快庵頬薫 此欺飼殺望 漫泰庵頬笠. 飲杵庵躯壬 飲庵房 矩嶋
壇 此欺望 借鯖忘求 戴舗 蚕泳共 佼慰 丸戴快庵忘求 寄舗平 泰笠.
飲丘餌 希 徳昧宜平 蚕泳宴房 此欺管昧餌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
泰 峰呼競 卯望 弧瀧煮快 檀殆快 桂烏求 希冴 殆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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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望 借鯖昧 菓慰 此欺堰 蚕泳脈密 宴泳共 慰竣戴群 飲庵房
此欺頬 蚕泳共 取紘戴快亜 吻械群 蚕泳密 取紘共 己快亜, 此欺頬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嵯 別盗 鋪滞望 戴快亜 戴快 畦州, 笠擦駒戴舗
此欺頬 蚕泳昧嵯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昧 宴泰 畦州昧 悦峻岐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
州亜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州烏岐庵房 処替密 胤候畦州昧嵯 粍辞壇
晒求蓬 卓殺頬笠.
芝況密 処替管昧嵯快 系殊堰 密札, 質受脈 此鳳密 宴泳畦州共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懇慰 飲昧 丸泰 値渇望 煮快 椋峡昧 烏藷戴舗
処替蒔蚕泳宴望 辞蔚戴菩笠.
系殊堰 密札, 質受脈 此鳳密 宴泳畦州亜 取旺 擦烏 処替密 胤
候畦州求 根竺岐庵房 僕娃密 蓬祁畦州値偉昧 頬呼取戴舗平 滞 此祁
望 取灰 処替此根庫辞密 足冴蒔方育菩笠. 此欺密 蓬祁房 蚕泳脈密
宴泳歳昧嵯 蔚醇寄快庵躯壬 此欺密 蓬祁畦州共 値偉戴烏 漫値嵯快
蚕泳密 擦椋畦州喉西 値偉戴取 扮忘群 墳寄菩笠. 此欺頬 墾吻往亜
薫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戴舗嵯快 蚕泳技 桂遍頬薫 飲庵頬 別祷
餌 瑚貯庫辞戴快亜 戴快庵望 焚吻平 泰笠. 飲庵望 刑僑慰嵯快 此欺
飼殺頬 散凋望 鳳取戴薫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哀冴 返烏徳畦昧 蚕
泳亜 桂遍僕亜共 弧壇烏 漫戴舗 蚕泳密 擦椋畦州共 装別往亜快雁
汐雑泰 峡値宴泳共 亜取餌 寄菩笠慰 駒滞冴 殆笠. 雪壇 此欺管頬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頬宜快 飼唖望 亜取慰殆取 恵戴菩慰 飲管
密 散凋堰 凋幹頬 沫喉蚕泳密 慕逮昧 駆頬 密質寄舗殆兜 擦丸昧快
足圃蒔忘求 飲管密 散凋堰 凋幹望 州弊戴快 鰻宴蚕泳亜 桂遍僕亜
戴快庵望 祖噴戴快雁求 処替蒔此鳳亜 轡自 取逮寄取 扮望冴 返保笠.
取旺 擦丸昧 蚕泳密 擦椋畦州亜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根竺岐 擦丸蒔,
休此蒔胤虻亜 呼求 舗烏昧 殆笠.
堰替堰 鳳系泣頬 芝遺脈 宴暇泣望 整祖滞冴 殆望 竺勘求 庫辞
戴取 恵戴慰 此系啄根密 候殊堰 雪壇 密札密 候殊昧 丸泰 峰呼競
値祁望 煮取 恵泰 幹墳房 系殊堰 密札密 宴泳畦州亜 密圃壇 処替密
胤候畦州密 飼峡共 俊取戴餌 寄菩忘薫 頬 畦州快 具索煮密処替昧
密戴舗 系殊密 1俊座, 質受密 1俊座密 椋峡亜 弧瀧珠忘求柏 江求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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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替蒔値祁頬 煮別取餌 寄菩笠.
煮硝処替房 具索煮密処替昧 密戴舗 蚕泳密 擦椋畦州亜 鳳系泣
蒔忘求 弧瀧手 漆絢昧嵯 飲庵望 辞州求 戴舗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
戴快 取漫脈 鋪滞昧 宴泰 畦州共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晒究餌 州烏腿
忘求柏 処替密 胤候畦州共 粍辞壇 卓殺戴菩笠.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密 州烏快 堰替蒔
頬薫 卓祁蒔僕 蚕泳宴望 蚕芳快雁嵯 装別平 滞 亜時 峰呼競 処替密
胤候畦州密 竺恭忘求 岐笠.
飲庵房 桂遍佼笠勘 頬 畦州亜 蚕泳宴望 煮快 堰替忘求嵯密 処
替密 此祁望 竺丁壇 育啄戴慰殆快 畦州宜快雁 烏僕岐笠.
処替密 胤候此祁房 堰替蒔僕 蚕泳宴望 竺恭腿忘求柏 此欺密
蓬祁蔚醇密 卯望 弧瀧煮快雁 殆笠. 飲杵庵躯壬 処替房 胤候畦州喉
西 飼烏密 此祁昧 寓餌 竺丁壇 瑳竺戴舗平 泰笠. 飲況平躯 処替頬
飲 烏藷椋峡求喉西 胤候兄蒔堰 烏候牧桂共 祁絞壇 州擦戴慰 飲 辞
硝泳脈 貝胞望 此欺密 蓬祁蔚醇密 卯望 弧壇快雁求 取逮擦迅冴
殆笠. 此欺密 蓬祁房 蚕泳脈密 宴泳歳昧嵯 僕娃密 煮幹蒔鋪滞昧 密
戴舗 蔚醇寄舗往亜快庵躯壬 蚕泳宴密 烏候此祁房 此欺頬 蚕泳昧嵯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望 華頬快 胤候糊勘共 弧壇快雁 悦峻寄薫 飲
値偉昧求 丁慰壇 取逮寄舗平 戴快庵頬笠. 頬庵房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亜 処替密 此祁望 守識 咽州戴慰殆快 畦
州宜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快 糖泰 僕漁密 処
替此根庫辞密 苔呉掌蒔方育共 竺丁壇 孤慕戴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舜笠蓬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岐笠. 刑看 此系啄根密 庫辞頬 笠 飲詰
泰呼脈 渥頬 僕漁密 処替蒔此鳳勘 飼硝庫辞密 苔呉掌座昧 凍宜 橿
阪泰庵忘求喉西 佼笠 侯慈泰庵忘求, 黄房 橿泳求喉西 華房 橿泳昧
求 抵牧返頬 庫辞値往娃笠. 蚕泳昧快 桂散祁系殊求喉西 擦歯戴舗
散祁系殊 飲峡慰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昧 頬僑烏調取 庫辞橿泳共 鰍峡
戴快 冴駆房 系殊蒔質受管頬 殆忘薫 舗烏昧嵯 亜時 庫辞寄慰 檀殆
快 雪哨泰 質受亜 此欺頬笠. 僕漁密 処替蒔此鳳快 蚕泳密 橿阪泰
系殊蒔質受昧 丸泰 僕札忘求喉西 擦歯戴舗 式俊 侯慈戴慰 庫辞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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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殊蒔質受昧 丸泰 僕札昧求 苔呉掌蒔忘求 庫辞戴舗矛笠. 処替此根
庫辞密 査痴橿泳昧嵯快 桂遍佼笠轡自 此欺股昧 飲共 柑詰煤慰殆快
鰻宴蒔系殊蚕泳亜 桂遍僕亜共 焚吻平 滞 足方求喉西 処替密 胤候畦
州亜 蚕霧湿笠. 系殊堰 密札, 質受脈 此鳳密 宴泳畦州快 蚕泳密 擦
椋望 弧壇快庵望 籍戴舗 飲昧 値渇望 煮快 蚕泳宴密 胤候畦州菩笠.
頬 畦州快 具索煮密鳳系瑚主呉昧 密戴舗 堰替蒔忘求 値祁寄菩笠.
椋況 蚕泳宴密 烏候此祁頬 僕娃密 蓬祁蔚醇密 卯望 弧壇快雁
殆快庵躯壬 処替頬 飼烏密 此祁望 笠戴飼群 蚕泳密 系殊座堰 飲 瑚
貯庫辞密 卜孤蒔苔呉掌座望 値祁戴快雁 沓桂共庵頬 吻械宜 蚕泳昧
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望 弧壇快雁求 取逮値往亜平 泰笠.
蚕泳密 擦椋畦州亜 鳳系泣蒔忘求, 堰替蒔忘求 値祁岐 漆絢昧嵯 蚕
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共 値祁戴快雁求 往吻亜快
庵房 処替蒔蚕泳宴庫辞密 足圃蒔頬薫 苔呉掌蒔僕 方育求 州烏寄
菩笠.
煮硝処替頬 晒究餌 州烏泰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快 僕漁密 処替蒔此鳳庫辞密 頬詰泰 苔呉掌蒔方育共 孤慕
戴舗 往包 蚕泳宴密 胤候畦州頬笠.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快 蚕泳密 煮僕, 僕
潔丸借頬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莞時泰 芳峡 擦丸密 方育共 竺丁壇
孤慕戴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堰替蒔頬薫 卓祁蒔僕 蚕泳宴望 蚕蜂冴 殆
餌 戴快 亜時 峰呼競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岐笠.
倣怪 芳峡 擦丸快 取旺欧 休此密 丸根忘求躯 娃煮寄舗倣兜 僕
潔丸借頬 蚕泳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莞時泰 休此密 晒擦
丸頬薫 飲管頬 飼烏 蓬祁望 飼烏 済昧 蝉別集慰 飼煮蒔忘求, 循漆
蒔忘求 蔚醇値往亜快 飼煮密 晒擦丸頬笠. 取旺 擦丸昧快 僕潔丸借
頬 沫喉蚕泳脈 飼烏飼殺昧 丸泰 堰替蒔峡値共 峰呼求 亜取取 恵戴
菩忘薫 凍宜嵯 飲管密 凋幹房 煮求 沫喉蚕泳昧 駆頬 密質戴慰 州弊
寄舗殆保笠. 飲管房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改休頬 華取 恵泰庵忘求
戴舗 峻賞此嫡昧嵯 飼烏密 泳吋蒔遵取脈 飼烏 檀望 鼎梶取 恵戴菩
忘薫 戴往密 竺招蒔休橘忘求 偉歳寄取勘 恵戴菩笠. 飲峡戴舗 僕潔
丸借房 倣況幹墳 栽冴取紘泳吋昧 密戴舗 桂猿峡共 穐方葛戴慰 峻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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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 文固望 己吻矛忘薫 此嫡密 煮僕忘求嵯密 膨葛泰 取漫共 俊取戴
取 恵戴菩笠. 休此密 丸根忘求 娃煮寄舗倣兜 僕潔丸借頬 休此密 煮
僕忘求 莞時泰 晒擦丸快 僕潔丸借頬 飼烏 蓬祁望 飼烏 済昧 蝉別集
慰 煮幹蒔忘求 蔚醇値往亜快 卯望 弧瀧煮快 晒求蓬 蚕泳宴望 方育
戴菩笠.
煮硝処替房 頬 擦丸蒔方育共 孤慕戴舗 此欺頬 蚕泳昧嵯 俊取
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共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晒究餌 州烏腿忘求柏
僕潔丸借頬 蚕泳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莞時泰 煮硝擦丸密
処替蒔蚕泳宴頬 値偉値平 滞 休此蒔堰州共 踏急頬 州擦戴菩笠. 舗
烏昧 呼求 此欺密 取漫脈 鋪滞畦州亜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晒究餌 州
烏岐 休此蒔胤虻脈 竺葛座頬 殆忘薫 飲庵頬 舜笠蓬 蚕泳宴望 蚕蜂
冴 殆餌 戴快 亜時 峰呼競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寄快 峡鳳密 戴往亜
殆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密 取漫脈 鋪滞畦州共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晒
究餌 卓殺戴菩望之吻械宜 飲昧 丸泰 亜時 粍檎泰 堰替蒔値渇望 煮
慰殆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煮硝処替房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薫 刑看庵望 偉竺泰笠快
処替蒔椋峡共 弧檀忘求柏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
窺竺卜査種》
10猿, 91村取)
州昧 亜時 竺丁泰 値渇望 煮保察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薫 刑看庵望 偉竺泰笠快 椋峡快 煮硝
処替頬 晒究餌 州烏泰 処替密 胤候畦州僕 此欺密 取漫脈 鋪滞畦州
昧 亜時 竺丁泰 値渇望 紗 処替蒔椋峡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藷共 頬
挙笠.
此欺密 取漫脈 鋪滞望 弧瀧煮快 此欺借鯖密 処替蒔椋峡快 憾
亜取 貝胞望 活慰殆笠.
飲 戴往快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宜快庵頬笠. 頬庵房 蚕泳昧
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共 堰替蒔忘求 値祁泰庵頬笠. 此欺頬 刑看
庵密 煮僕頬宜快庵房 此欺頬 蚕泳昧嵯 煮僕密 取漫共 俊取戴慰殆笠
快庵頬笠. 笠擦駒戴舗 此欺頬 蚕泳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嵯 蚕泳昧 柾歳岐 質受亜 吻械宜 孤丸求 蚕泳共 取紘値往亜快 鳳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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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 質受宜快庵頬笠.
此欺房 辞硝求嵯密 蚕泳昧 丸恭戴快 雪哨泰 質受求嵯 沫喉蚕
泳昧 芝歳寄舗 此快庵頬 吻械宜 蚕泳共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侯芝
擦尽慰 侯桂擦尽群嵯 墾吻亜快 質受頬笠. 散祁系殊管房 亜時 慰吋
泰 救時漁昧 頬僑烏調取 別壊庵頬往 笠 沫喉蚕泳昧 芝歳寄舗 飲昧
阪膨値嵯躯 蔚硝脈 芝望 佼質戴慰 墾吻往哀冴 殆笠. 飼圃勘泉啄根
頬 飲庵望 児 佼舗煮慰殆笠. 飲詰往 此欺房 沫喉兆威望 飼烏密 方
育昧 寓餌 阪膨擦尽慰 取紘腿忘求柏躯 墾吻娃笠. 此欺股昧 蚕泳共
取紘戴快 質受技 飲 別観昧勘 返笠. 此欺房 蚕泳密 鳳卜泰 取紘飼
頬笠. 頬庵房 蚕泳昧 此欺密 蓬祁望 汁芳取戴快 質受技 返忘薫 凍
宜嵯 此欺房 蚕泳密 煮僕僕 幹擦昧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岐笠快庵
望 駒値紗笠.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煮僕密 取漫共 峡値戴快雁嵯 笠冒
堰 渥房 畦州管頬 州烏岐笠.
飲庵房 芳査 此欺頬 蔑州喉西 蚕泳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
忘求 寄菩快亜 戴快庵頬笠. 吻監壇 轡 又欧 僕漁休此密 仇祁烏昧
飼圃泳昧嵯 茜 吾別旺 椋擦僕管房 虻密 辞蒔忘求 飼圃昧 育歳寄舗
墾幣笠. 飲詰往 椋擦僕管勘 此嫡蒔質受僕庵躯壬 飲管望 蚕泳密 煮
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佼吻平 戴快庵頬笠.
系泣 此欺房 休此共 虻鮭詰呆宜哀冴汲 鞄萌鞄 沫喉蚕泳密 育
歳堰 柾歳昧嵯 吾別往取 恵泰 根泉昧 殆保笠慰 駒滞冴 殆笠. 飼圃
昧 虻密 辞蒔忘求 密質戴舗 墾吻亜取 扮忘群 墳寄菩兜 椋擦僕管房
札系樵種堰 幹系此卸忘求 散凋望 鳳取戴菩兜庵躯壬 靴望庵頬 散烏
群 往俄別靴慰 返忘群 逸別平 稚忘薫 憲冴脈 飼圃受値求喉西 貸根
散質密 漫択望 己取 扮忘群 墳寄菩笠. 戴取躯 飲徳密 此欺管勘 幹
系堰 候殊蒔忘求 育碁寄快 散質糊札忘求 墾幣笠快庵房 密鯖滞呼
返笠.
此欺房 此嫡蒔質受求嵯 遵冒喉西 蚕泳共 取紘戴快 煮僕忘求
哨啄戴菩笠. 椋擦僕管房 吻守 飼圃昧 虻密 辞蒔忘求 育歳寄舗 墾幣
取躯 飲管勘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種橿蒔忘求 墾群嵯 凋幹戴快 此嫡
蒔質受求嵯 求幹凋幹忘求 飼圃望 竺侯戴群嵯 飼烏密 散凋堰 蓬祁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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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醇値往芦笠快 式昧嵯快 啄丸畦祁蚕泳昧嵯 蚕泳密 煮僕忘求嵯密
丁慰泰 取漫共 俊取戴慰殆快 倣怪密 此欺堰 候殊根 渥房庵頬笠. 俊
頬亜 殆笠群 沫喉蚕泳密 育歳昧嵯 変矩往 駆頬 吾別屋忘薫 蚕泳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変矩躯 泰 冴紗昧嵯 俊取戴慰殆保快亜 戴快
俊頬脈 飲管頬 蚕泳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飼烏密 取
漫脈 遵取共 飼唖戴慰殆保快亜, 飼唖戴取 恵戴菩快亜 戴快雁 殆望
之頬笠.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峡値戴快雁嵯
往嵯快 畦州快 笠冒忘求 此欺頬 蚕泳共 取紘戴快 煮僕忘求嵯 困笠
快庵望 啄雑蒔忘求 飼圃堰 此嫡密 飲 別盗 取紘脈 柾歳昧嵯勘 吾別
旺 根泉昧 殆笠快庵堰 鐸幹値嵯快 墳岐笠快庵頬笠. 此欺頬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困笠快庵堰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亜 此嫡蒔忘求
雑啄岐 根泉快 編圃壇 育碁寄快庵頬笠.
此欺, 僕潔丸借頬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困笠慰 滞 徳 飲庵房 郁亜煮猿堰 散困冴橿頬 僕潔丸借密 冴借昧 時
噴寄舗殆快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脈 渥頬 飲管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亜
此嫡蒔忘求 丁慰壇 佼時寄慰 雑啄寄舗殆快 威芳昧快 鞄 駒滞庵勘
返慰 僕潔丸借頬 吻守 泳吋蒔取紘脈 柾歳昧嵯 値糊寄取 恵稚別勘
飲管頬 峻賞飼, 瞥文飼管昧餌 壱侯戴快庵頬 吻械宜 飼烏管密 此嫡
蒔, 泳吋蒔遵取共 飼唖戴慰 峻賞州勘, 瞥文州勘共 既種別弁烏 漫戴
舗 淘庶卜別往 責囚戴快 威芳昧勘 膨葛戴餌 駒滞冴 殆笠.
芳峡 僕潔密 慕炎索詰蓬 貸卜卓祁責囚休此昧快 僕潔密 飼鳳脈
値糊望 漫泰 座索詰蓬 煤豊昧 泰散望 呼捷 冴駆房 卓祁亜管密 埼慰
泰 責囚辺蒔頬 碓管別殆笠. 飲管房 飼烏 蓬祁密 煮僕頬宜快 飼唖堰
卓祁撮峡昧 丸泰 足撮密 殺暇望 亜取慰 僕娃密 飼煮座望 舗取返頬
腫故慰 鳳彊戴快 孤幹蒔僕 卜州札潔取祖幡槽文州勘共 孤丸戴舗 壱
腿返頬 煤明忘薫 形房 江汲 処循歳昧 阿壇慰 済庫房 処紫昧 詣舗殆
別勘 飼煮蒔僕娃密 質編望 取唇 椋鉢管望 辞亨粋 戴慰 僕潔丸借望
卓祁責囚昧求 檀殆餌 慰桂戴菩忘薫 糖 倣怪勘 慰桂戴慰殆笠.
倣怪 頬 擦唖昧勘 飼候煮密往宜密 卓祁亜管堰 査手蒔曙寡替
散管房 僕娃密 藷佼蒔僕 潔煮煮密蒔飼鳳脈 猿峡矩自 鳳彊戴慰 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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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舗取返頬 腫故快 孤幹蒔僕 籍招州勘共 既種別
弁烏 漫戴舗 壱腿返頬 煤芳慰殆笠. 飲管房 蚕泳密 煮僕, 飼烏 蓬
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吻守 此嫡蒔忘求 雑啄戴取 恵戴菩忘往
啄雑蒔忘求 飼烏 蓬祁望 飼烏 済昧 蝉別集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
烏 漫戴舗 者烏俊餌 責囚戴慰殆笠. 飲管密 頬 責囚昧 密戴舗 窪
取 扮房 兵欧昧 孤甘擦 僕娃密 飼煮座望 鳳彊駒墾戴快 孤幹蒔峻
賞州勘亜 隊系別取慰 蚕泳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僕
潔丸借密 取漫亜 丁慰壇 佼時寄快 此嫡亜 絢瑳寄峡宜快庵房 密鯖
滞呼 返笠.
此欺房 飲 庫散昧嵯喉西 蚕泳密 煮僕, 蚕泳共 取紘戴快 質受
求 哨啄戴菩取躯 此欺昧 密泰 蚕泳密 取紘快 抵牧返頬 庫辞戴快 休
此蒔堰竺歳昧嵯 丁丸穐貯岐笠. 亜時 庫辞寄慰 檀殆快 質受僕 此欺
房 蚕泳共 取紘滞冴 殆快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桂允桂手泰 檀堰 改
休望 亜取慰殆取躯 券蔚 蚕丸 此欺管密 飼煮密札堰 檀, 改休房 泰
竺寄舗殆笠. 此欺房 蚕丸昧 蚕丸共 頬別 泳歳寄快 抵牧返快 循漆蒔
凋幹望 籍戴舗 桂泰泰 蚕泳共 取紘値往娃笠. 頬丘艦 煮漫蚕泳昧 片
券舗此快庵頬 吻械宜 飲庵望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寓餌 侯芝擦尽
慰 侯桂擦尽群嵯 墾薫 蚕丸昧 蚕丸共 頬別 泳歳寄快 抵牧返快 循漆
蒔凋幹望 籍戴舗 蚕泳昧 丸泰 取紘共 鞄萌鞄 丁丸値往娃笠快雁 此
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宜快 椋峡密 舜笠蓬 密欠亜 殆笠.
此欺借鯖密 処替蒔椋峡亜 活慰殆快 貝胞密 笠競 戴往快 此欺
頬 刑看庵望 偉竺泰笠快庵頬笠. 頬庵房 此欺頬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嵯 珂快 鋪滞望 弧断庵頬笠.
此欺房 蚕泳昧嵯 亜時 庫辞寄慰 檀殆快 質受求嵯 蚕泳密 瑚貯
庫辞昧嵯 雪哨泰 鋪滞望 泰笠. 蚕泳密 唖頬泰 系殊蒔質受管房 笠
飼硝密 慰鳳泰 蓬幹望 戴薫 此欺密 慰鳳泰 蓬幹房 蚕泳共 蔚瑚戴快
循漆蒔凋幹頬笠. 此欺房 循漆蒔凋幹忘求 沫喉蚕泳昧 歯胞戴舗 飲庵
望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蔚漆戴薫 幹擦昧 飼烏飼殺望 蔚漆庫辞擦唇
往娃笠. 此欺堰 蚕泳脈密 琢根歯胞昧嵯 咽竺蒔頬薫 煮勘蒔僕庵房
蚕泳亜 吻械宜 此欺頬笠. 頬詰泰 密欠昧嵯 此欺房 蚕泳共 蔚漆庫辞
擦尽快雁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快庵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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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房 煮漫蚕泳密 蓬幹昧 憲兄蒔忘求 阪膨戴群嵯 飲昧 芝歳
寄舗 凋幹戴快庵頬 吻械宜 鰻宴蚕泳密 蓬幹呉掌望 僕札戴慰 飲庵望
峡胞戴舗 蚕泳共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寓餌 蔚漆戴慰 瑚卓値往
娃笠. 此欺房 蚕丸昧 蚕丸共 頬別 抵牧返頬 庫辞戴快 循漆蒔凋幹堰
竺昧嵯 飼烏密 循漆蒔改休望 華舗往亜薫 飲昧 凍宜 沫喉蚕泳密 蔚
漆庫辞望 鞄萌鞄 丁丸庫辞擦唇往娃笠. 舗烏昧 此欺頬 刑看庵望 偉
竺泰笠快 椋峡密 舜笠蓬 密欠亜 殆笠.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宜快庵堰 此欺頬 刑看庵望 偉竺泰笠快
庵房 笠渥頬 此欺堰 蚕泳密 宴泳共 糟啄泰庵忘求嵯 嵯求 結識壇 及
宴寄舗殆笠.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嵯 此欺頬 珂快 偉竺蒔鋪滞房 蚕泳
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煮僕密 取漫昧 烏藷戴慰殆忘薫 蚕泳昧嵯 此
欺頬 俊取戴快 煮僕密 取漫快 蚕泳密 蔚漆庫辞昧嵯 此欺頬 珂快 偉
竺蒔鋪滞昧 密戴舗 活佼岐笠. 此欺房 蚕泳昧嵯 煮僕密 取漫共 俊取
戴快 亜時 芳婿戴慰 檀殆快 質受僕庵忘求 戴舗 蚕泳密 蔚漆庫辞昧
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餌 寄薫 蚕泳密 蔚漆庫辞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
快庵忘求 戴舗 蚕泳昧嵯 俊取戴快 煮僕密 取漫共 抵牧返頬 華舗往
亜薫 蚕泳昧 丸泰 取紘共 丁丸穐貯値往亜快庵頬笠.
此欺頬 蚕泳昧嵯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共 此欺頬 此嫡昧
嵯 俊取戴快 守漫脈 守桂昧 宴泰 畦州脈 鐸幹値嵯快 墳岐笠. 此欺
頬 蚕泳昧嵯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亜 蚕泳宴密 胤候畦州宜群
此欺頬 此嫡昧嵯 俊取戴快 守漫脈 守桂畦州快 此嫡蒔垢衣堰 牧桂昧
宴泰 畦州頬笠. 飲詰劇求 飲庵管望 鐸幹戴群 煮硝処替密 胤候椋峡
共 江歳貯戴快 飲匡岐 掃逮昧 淘別手笠. 取旺 擦烏 別盗飼管房 煮
硝処替密 烏藷椋峡亜 弧瀧煮快 此欺頬 蚕泳昧嵯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共 此嫡蒔守漫脈 守桂畦州脈 鐸生擦唇 煮硝処替望 江歳貯
戴仇慰 擦勘戴菩笠.
此欺房 此嫡昧嵯 墾薫 凋幹戴快庵躯壬 卜竺泰 此嫡蒔守漫脈
守吋望 亜取餌 寄薫 飲昧 寓快 守桂脈 鋪滞望 活葛冴痴泰笠. 此嫡
煮密此嫡昧嵯 求幹飼, 荷潔堰 渥頬 守識蒔僕 散困求幹昧 舜亜戴舗
此嫡座椋忘求嵯密 沼牧堰 鋪滞望 笠戴快 此欺勘 殆慰 衣時取紘僕,
択幹荷時宴峡漫椋時, 唖吋 僕潔竺猿烏宴密 借方守沼昧嵯 卜戴快 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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磯管勘 殆笠. 飲詰往 飲管刑憾快 笠渥頬 此嫡煮密此嫡密 曹莞泰 煮
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俊取戴慰殆忘薫 此嫡密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堰 鋪
滞望 笠戴慰殆快庵頬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券 蔚僕管密 此嫡蒔守漫
脈 守桂快 笠渥頬 此嫡密 舜笠蓬 煮僕忘求嵯 隅慰殆快 此嫡蒔垢衣
頬薫 牧桂宜慰 駒滞冴 殆笠.
頬脈 渥頬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薫 刑看
庵望 偉竺泰笠快 勧循蒔僕 処替蒔椋峡亜 弧瀧珠忘求柏 蚕泳昧嵯 此
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昧 粍檎泰 値渇望 者冴 殆餌 寄
菩笠.
煮硝処替頬 此欺堰 蚕泳脈密 宴泳昧嵯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
頬宜快 取紘蒔取漫脈 此欺頬 刑看庵望 偉竺泰笠快 偉竺蒔鋪滞望 値
祁腿忘求柏 休此根 遵冒忘求 蚕泳宴密 亜時 峰呼競 此根峡泣蒔, 糊
呉泣蒔烏藷亜 弧瀧取餌 寄菩忘薫 此欺借鯖密 晒求蓬 蚕泳宴密 藷左
頬 江求栽 丁恭寄餌 寄菩笠.

此嫡蒔質受
此嫡蒔質受快 此嫡蒔種橿望 頬拒慰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墾薫
凋幹戴快 質受求嵯密 此欺望 飼圃蒔, 散系替蒔質受脈 育碁戴舗 噺
快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欺房 此嫡蒔質受睦械笠.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慰 滞 徳 飲庵
房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此快 質受宜快 瞳忘求嵯 飼圃蒔質受脈 育碁
窺竺卜査種》
10猿, 300村取)
戴烏 漫戴舗 噺快 駒睦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煮硝処替房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快庵望 晒究餌 勧循蒔忘求 弧
瀧紗笠.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快庵房 此欺昧 丸泰 処替蒔慰竣密 哨庫式
頬笠.
此欺昧 丸泰 処替蒔慰竣房 桂遍望 哨庫式忘求 懇快亜 戴快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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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宜 飲 偉堰亜 胤候蒔忘求 鰍宜手笠. 此欺望 橿阪泰 飼圃蒔, 散系
替蒔質受求 佼快 宴式昧嵯快 此欺密 候座望 飼圃蒔, 散系替蒔歳座
昧嵯 旬餌 岐笠. 飲詰往 此欺望 飼圃蒔, 散系替蒔質受求亜 吻械宜
此嫡蒔質受求 倖 徳昧躯 此欺昧餌 慰鳳泰 此嫡蒔候座望 値祁戴快雁
求 往亜餌 岐笠.
此欺房 桂散祁系殊堰 渥房 橿阪泰 系殊蒔質受亜 吻械薫 糖 散
祁系殊堰 渥房 橿阪泰 散系替蒔質受勘 吻械笠. 此欺房 此嫡蒔質受
宜快雁 笠競 刑看 系殊蒔質受管堰 胤候蒔忘求 育碁寄快 此欺密 借
方泰 雪座頬 殆笠.
此欺房 蔚碁蒔忘求 嵯求 淘別雫此快庵頬 吻械宜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結識壇 偉苔寄舗 種橿望 頬拒慰 墾薫 凋幹泰笠. 此欺房 此嫡
蒔宴泳歳昧嵯躯 此欺忘求 希冴 殆保慰 糖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逮鳳腿忘求柏 飼烏密 質受共 鳳取戴慰 庫辞滞冴 殆保笠. 此嫡蒔宴
泳共 懸慰 墾薫 凋幹戴快庵房 此欺密 慰鳳泰 散質糊札頬薫 笠競 散
系替蒔質受管堰 育碁寄快 胤候俊頬頬笠. 幹系管亜蓬雁勘 桂峡散凋
望 戴快庵管頬 殆笠. 剃五頬往 蔚欠脈 渥房 椅奨管房 桂峡墳昧嵯
殊嵯殆餌 痴幹腿忘求柏 矩招 飲庵管密 宴泳快 此嫡蒔宴泳共 糊孔粋
泰笠. 飲詰往 幹系密 桂峡宴泳亜 吻桂峡 殊嵯竺圃泰庵頬宜 戴鞄宜
勘 飲庵堰 此嫡蒔宴泳此頬昧快 編圃泰 泰泳脈 何望冴 返快 鯖圃頬
殆快庵頬笠. 桂峡散凋望 戴快 幹系管密 宴泳快 別観調取往 整慰旺
散系替蒔, 候改蒔僕庵頬笠. 凍宜嵯 飲庵房 別盗 威芳共 苦泣戴慰 綴
渥房 慰竺孔瑚泰 糊札忘求 鳳取岐笠.
頬脈快 鰍峡 此嫡蒔宴泳快 育硝蒔漆絢堰 兆威昧 寓餌 懸別取
薫 此欺密 兄蒔密札蒔凋幹昧 密戴舗 漆絢堰 兆威頬 瑚戴快雁 凍宜
瑚戴慰 鞄萌 庫辞戴餌 岐笠.
飲詰往 喉僑舎吻此嫡替飼管房 此欺頬 懸快 此嫡蒔宴泳脈 桂峡
散凋望 戴快 幹系管密 宴泳密 胤候俊頬快 佼取 扮慰 《幹系此嫡》昧
丸戴舗 梼五頬慰殆忘薫 此嫡笠味煮密飼管, 散系替煮密飼管房 此欺
頬 懸快 此嫡蒔宴泳亜 候改蒔忘求 懸別取快 幹系管密 桂峡宴泳脈
候殊根 渥笠慰 瑳遺戴慰殆笠. 頬詰泰 煮時管房 江僕娃蒔僕 弊鵬穐
札密 呉掌頬 歯胞戴快 飼候煮密此嫡共 苔峡貯戴烏 漫戴舗 亭薫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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帳葛泰 凹瑚昧 取往取 扮快笠.
此嫡蒔宴泳快 此欺管此頬昧 懸別取快 雪冴泰 宴泳頬薫 蚕泳昧
嵯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墾薫 凋幹戴快庵房 倣守 此欺之頬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快庵望 値祁戴群嵯 此嫡蒔質
受快 倣守 此欺股昧 返笠快庵望 弧瀧紗笠.
此嫡蒔質受昧快 此欺股密 飲 別盗 系殊蒔質受勘 槍腿寄取 扮
快笠. 此嫡密 系殊蒔受喉快 此欺昧 密戴舗 此嫡蒔忘求 循漆岐庵忘
求 戴舗 飼圃 飲飼硝昧 索索求 質受戴快 系殊蒔質受管堰 育碁寄取
躯 此嫡蒔質受求快 希冴 返笠. 此嫡蒔宴泳 鋪擦 此欺頬 懸快 宴泳
頬慰 系殊蒔質受 飲飼硝快 吻械取躯 此嫡蒔質受昧 槍腿擦迅冴 返笠.
躯卜 系殊蒔受喉勘 此嫡蒔質受宜慰 戴群 此欺堰 系殊蒔受喉密 胤候
俊頬亜 返餌 寄薫 此欺密 慰鳳泰 候殊蒔雪座頬 桂遍昧 烏藷戴慰殆
快亜 戴快 畦州昧 丸渇望 者冴 返餌 岐笠. 此嫡密 系殊蒔受喉快 此
欺堰 此嫡蒔宴泳脈 腿溺 此嫡共 頬拒取躯 此嫡蒔質受求快 希冴 返
忘薫 此嫡散凋密 系殊蒔漆絢望 頬渠之頬笠.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忘求嵯密 此嫡蒔質受快 具索煮密鳳系此宴
密 哨庫蒔蔚暇僕 此嫡蒔質受脈 祁絞壇 哀宜佼吻平 泰笠. 具索煮密
鳳系此宴昧嵯快 此嫡共 頬拒快 方栽管望 系殊蒔僕庵堰 宴暇蒔僕庵
忘求 往俄慰 此嫡密 系殊蒔尚群望 頬拒快庵望 此嫡蒔質受宜快 蔚暇
昧 槍腿擦尽慰 此嫡密 宴暇蒔尚群望 頬拒快庵望 此嫡蒔密札頬宜快
蔚暇昧 槍腿擦新笠. 飲峡戴舗 此嫡蒔質受亜 此嫡蒔密札望 咽竺泰笠
快 鳳系此宴密 哨庫蒔椋峡亜 竺恭寄菩笠. 此嫡蒔質受亜 此嫡蒔密札
望 咽竺泰笠快 具索煮密鳳系此宴密 烏藷椋峡快 系殊, 質受亜 密札,
此鳳共 咽竺泰笠快 瑚主呉蒔鳳系泣密 烏藷椋峡共 此嫡休此昧 蒔胞
泰庵頬笠. 凍宜嵯 具索煮密鳳系此宴昧嵯 此嫡蒔質受宜快 蔚暇房 此
嫡散凋密 系殊蒔 州 漆絢望 貝胞忘求 戴慰殆快庵忘求嵯 煮硝処替昧
嵯密 此嫡蒔質受宜快 蔚暇堰 椋掌蒔忘求 育碁岐笠. 具索煮密処替昧
嵯勘 此欺望 此嫡蒔質受宜慰 咽竺戴菩取躯 飲庵房 別観調取往 此欺
望 系殊蒔質受卜孤昧 値栽擦尽慰 此嫡宴泳 飲借昧嵯勘 煮求 威州宴
泳昧 密戴舗 咽竺寄快 質受求 候庵頬菩笠.
煮硝処替房 此嫡蒔質受快 倣守 此欺之頬宜快庵望 弧瀧者之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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械宜 此欺頬 此嫡蒔宴泳共 煮幹蒔忘求 懸慰 飲庵望 蔚漆戴慰 取紘
値往亜快 質受宜快庵望 弧瀧紗笠.
此嫡蒔宴泳密 煮僕房 此欺頬笠. 此嫡蒔宴泳共 懸快庵勘 此欺
頬薫 飲庵望 蔚瑚戴快 活葛飼勘 笠凶吻灰 此欺頬笠. 此嫡蒔宴泳快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求嵯 墾薫 庫辞戴烏 漫泰 足冴蒔漆絢忘求嵯 此欺
密 散凋堰 凋幹昧 頬詰自詰泰 慕逮望 欠捷笠. 査手蒔僕 此嫡宴泳,
此嫡州勘快 此欺管密 散凋堰 凋幹昧 宇竺蒔慕逮望 煮取躯 孤幹蒔僕
此嫡宴泳, 此嫡州勘快 此欺管密 散凋堰 凋幹昧 自堀共 紗笠. 頬庵
房 此欺頬 此嫡蒔宴泳密 州弊望 己快笠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飲詰往
此欺房 此嫡蒔宴泳密 州弊望 己烏躯 戴快 質受亜 吻械笠. 此欺頬
此嫡蒔宴泳密 州弊望 己快庵房 捉滞冴 返快 此雑頬取躯 飲庵房 此
欺堰 此嫡蒔宴泳此頬密 烏候蒔頬薫 煮勘蒔僕 尚群房 吻械笠. 此欺
房 此嫡蒔宴泳共 煮幹蒔忘求 懸快 活葛飼, 煮硝頬笠. 此欺房 墾吻
往亜烏 漫泰 散凋蒔方育求喉西 舗詰亜取 此嫡蒔宴泳共 煮幹蒔忘求
懸望之吻械宜 飲庵望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兄蒔密札蒔忘求 取
紘戴慰 蔚漆値往亜快 質受頬笠. 此欺房 殴房 此嫡宴泳共 返堀慰 飼
烏密 飼煮蒔取逮堰 方育昧 寓快 晒求蓬 此嫡蒔宴泳共 懸冒忘求柏
此嫡休此共 辞手擦尽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娃笠. 此欺堰 此嫡蒔
宴泳此頬昧嵯 此欺頬 此嫡蒔宴泳密 州弊望 己快笠快 尚群佼笠勘 此
欺頬 飼烏密 密此昧 寓餌 此嫡宴泳共 煮幹蒔忘求 懸慰 兄蒔密札蒔
忘求 蔚漆戴慰 瑚卓値往娃笠快 蒔淫蒔頬慰 改幹蒔僕 尚群頬 烏候頬
薫 候殊蒔僕庵頬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頬 此嫡蒔宴泳昧 密戴舗 州弊寄慰 飲 慕逮望
己快笠快 尚群望 擦僕戴群嵯 此欺頬 此嫡蒔宴泳共 煮幹蒔忘求 懸忘
薫 飲庵望 兄蒔密札蒔忘求 蔚漆戴慰 取紘値往娃笠快庵頬 烏候頬薫
候殊蒔僕 尚群頬宜快庵望 値祁腿忘求柏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快 蔚
暇密 舜笠蓬 密欠共 粍檎戴餌 弧瀧紗笠.
煮硝処替頬 弧断 此嫡蒔質受宜快 蔚暇房 此欺密 候殊蒔雪座望
咽竺戴快 慰鳳泰 密欠共 活慰殆笠. 此嫡蒔質受亜 此欺密 候殊蒔雪
座望 咽竺戴快 慰鳳泰 密欠共 活慰殆快 蔚暇頬宜快庵房 此欺頬 此
嫡蒔質受宜快庵忘求 戴舗 笠競 系殊蒔質受管頬 亜殊冴 返快 候殊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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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座望 亜手笠快庵望 駒泰笠. 笠擦駒戴舗 此嫡蒔質受快 飼煮座, 循
漆座, 密札座望 候殊蒔歳座忘求 亜取慰殆快 質受宜快庵頬笠. 頬詰
泰 候殊蒔歳座望 亜取取 扮快 質受快 飲 別盗 威芳昧勘 此嫡蒔質受
求 希冴 返笠. 此嫡蒔質受亜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候殊蒔歳座
忘求 亜手笠快庵頬 弧瀧珠忘求柏 盟 此欺躯頬 此嫡蒔宴泳共 煮幹蒔
忘求 懸慰 飲庵望 蔚漆戴慰 取紘値往亜快 質受求 寄快亜 戴快庵頬
祁絞壇 値祁寄餌 寄菩笠.
此嫡蒔宴泳快 此欺忘求 戴舗韻 此欺忘求 寄餌 戴薫 此嫡亜 頬
拒別取餌 戴快 足冴蒔漆絢頬笠. 此欺頬 此嫡密 烏候育座方栽宜慰
戴舗 蔚碁蒔此欺躯 殆忘群 此嫡亜 頬拒別取快庵房 吻械笠. 蔚蔚密
此欺躯忘求快 此嫡亜 頬拒別取取 扮忘薫 糖 飲徳密 蔚硝快 此欺忘
求 希冴 返慰 笠躯 散系鳳烏硝卜凍凶頬笠. 蔚蔚密 此欺管房 此嫡蒔
宴泳昧 密戴舗 偉苔幾忘求柏躯 此嫡共 頬拒慰 系殊竺殺蒔受喉共 循
漆戴慰 逮鳳戴群嵯 墾吻亜快 此嫡蒔質受求 希冴 殆笠. 頬庵望 矩招
勘 此嫡蒔宴泳亜 轡自 殆慰 飲庵頬 此欺管望 偉苔擦唇 此嫡共 頬拒
餌 戴慰 此欺忘求 寄餌 戴快庵忘求 峡値戴舗嵯快 墳岐笠. 此嫡蒔宴
泳快 此欺頬 煮幹蒔忘求 懸快 宴泳頬笠. 飲庵房 此欺頬辞昧快 殆望
冴 返忘薫 此欺頬 庫散戴群嵯喉西 此欺堰 腿溺 庫散泰庵頬笠. 此欺
堰 此嫡蒔宴泳, 此嫡快 腿溺 庫散泰庵頬笠. 此欺堰 此嫡蒔宴泳, 此
嫡密 庫散昧嵯 査竪俊共 泣戴快庵房 江堰替蒔頬薫 沢頬根替蒔僕 此
慰糊札頬笠. 此欺房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此嫡蒔宴泳歳昧嵯 墾薫 凋
幹滞 徳昧躯 此欺忘求 希冴 殆忘薫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候
殊蒔歳座忘求 取界冴 殆笠.
笠競 泰掃 此嫡蒔宴泳快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
欺躯頬 懸快 宴泳頬笠. 此欺房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候殊蒔
歳座忘求 亜取慰殆冒忘求 戴舗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此快 鳳卜泰 質
受求 寄薫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頬 庫辞戴快雁 凍宜 此嫡蒔宴泳
共 抵牧返頬 庫辞擦唇往娃笠.
此欺頬 此嫡散凋望 戴群嵯 懸快 此嫡蒔宴泳快 笠僻戴取躯 飲
庵房 飲 座伊昧 殆別嵯 嵯求 根孤寄快 憾亜取 此嫡蒔宴泳求 哀宜
手笠. 飲 戴往快 此欺管此頬昧 懸別取快 橿偉堰 択休密 宴泳頬
- 41 -

薫 笠競 戴往快 此欺管此頬密 丸恭堰 責囚, 取紘脈 柾歳密 蒔丸蒔
宴泳頬笠.
此欺頬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此快 此嫡蒔質受宜慰 滞 徳 飲 此
嫡蒔宴泳密 煮寄快 貝胞望 頬拒快庵房 呼求 胤求僕潔丸借頬宜快 此
嫡蒔種橿密 座椋忘求嵯 懸快 此欺管此頬密 宴泳頬笠. 舗烏昧嵯 券
蔚 此欺管房 衣籍岐 取逮堰 方育, 兄蒔望 亜取薫 飲庵忘求 戴舗 飲
管房 橿偉堰 択休密 宴泳共 懸慰 僕潔丸借頬宜快 此嫡蒔種橿忘求
偉苔寄餌 岐笠. 此欺管頬 橿偉堰 択休密 此嫡蒔宴泳歳昧嵯 墾薫 凋
幹戴快 堰竺昧 桂遍佼笠勘 僕潔丸借頬宜快 此嫡蒔種橿昧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頬 硝啄寄薫 飲昧 凍宜 飲 種橿密 座椋忘求嵯密 券
蔚 此欺管昧餌 飲庵頬 候座忘求 硝監寄餌 寄快庵頬笠. 飲詰劇求 飼
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房 別観調取往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慰 瑚卓
戴薫 飼烏 蓬祁望 索索求 蔚醇値往亜快 胤求戴快 僕潔丸借密 座椋
忘求嵯密 此欺頬 亜取快 歳座頬笠.
此欺管此頬密 橿偉堰 択休密 此嫡蒔宴泳快 此欺密 庫散, 此嫡
密 庫散堰 腿溺 庫散戴慰 倣怪昧 頬僑快 辞 休此蒔堰竺昧嵯 衣慰庫
辞寄舗包 此嫡蒔宴泳頬笠. 橿偉堰 択休房 此欺管密 散質糊札頬薫
此欺密 候座昧 寓快 此嫡蒔宴泳頬笠. 此嫡快 候殊昧 殆別嵯 此欺管
密 種橿僕庵躯壬 此欺管此頬密 橿苔望 辞州求 泰笠. 衝藷密 僕漁此
嫡菩兜 椋擦衣幹硝此嫡昧嵯勘 此欺管此頬昧 懸別取快 此嫡蒔宴泳快
橿偉堰 択休密 宴泳菩笠. 橿偉堰 択休密 宴泳快 僕娃密 庫散堰 腿
溺 散以往慰 僕漁休此脈 鞄孔別 抵牧返頬 庫辞粍座寄舗包 鳳卜泰
此嫡蒔宴泳頬笠. 僕漁休此昧快 此欺管此頬密 橿偉堰 択休密 此嫡蒔
宴泳亜 返快 此嫡快 返忘薫 糖 殆望冴勘 返笠. 飲庵房 別壊 此嫡昧
嵯往 胤求僕潔丸借頬 此嫡座椋密 文勘蒔笠冴共 頬拒慰殆忘薫 飲管
頬 返頬快 此嫡密 質恭堰 庫辞飼硝共 散唖滞冴 返烏徳畦頬笠. 胤求
戴快 僕潔丸借房 別壊 此嫡昧嵯往 質受戴快 此嫡休此密 煮硝頬薫
胤求僕潔丸借頬 殆快 泰 飲管此頬密 橿偉堰 択休密 宴泳亜 殆餌 寄
快庵房 足圃蒔頬笠. 橿偉堰 択休密 此嫡蒔宴泳歳昧嵯 此欺管房 衣
籍岐 取逮堰 方育, 兄蒔望 亜取慰 責囚戴群嵯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
札座望 抵牧返頬 主丸庫辞擦唇呆冴 殆保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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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硝処替房 笠冒忘求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房 種橿煮密共 候座蒔
忘求 方育戴快 質受宜快庵望 晒究餌 弧瀧紗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窺竺卜査種》
13猿, 458
《種橿煮密快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頬笠.》(《窺竺卜
窺竺卜
村取)

此欺房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種橿望 頬拒慰 墾薫 凋幹戴快 此嫡
蒔質受頬劇求 蔚碁蒔忘求亜 吻械宜 此嫡蒔種橿密 座椋忘求嵯 嵯求
橿偉戴慰 択休腿忘求柏躯 墾吻往哀冴 殆忘薫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
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哀冴 殆笠. 頬求喉西 此嫡蒔質受快 種橿煮
密共 候座蒔方育求 亜取餌 岐笠. 種橿煮密快 蔚僕密 峡北佼笠 此嫡
脈 種橿密 峡北望 鞄 悦借壇 舗烏薫 種橿密 峡北歳昧 飼烏 蔚僕密
峡北勘 殆笠快 飼唖望 亜取慰 飲 雑啄望 漫戴舗 鯛殺蒔忘求 責囚戴
快庵望 此嫡蒔種橿密 泰 座椋忘求嵯密 候垢忘求 舗烏快 此根頬薫
送座頬笠. 此嫡蒔種橿密 峡北芳昧 蔚僕密 峡北望 呆仇菓虻往 飲庵
望 晶値戴群嵯 蔚僕密 峡北躯望 勝育戴快庵房 蔚僕煮密蒔正朋忘求
嵯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昧 胤候蒔忘求 紘招岐笠. 種橿
煮密快 此欺頬 此嫡蒔種橿密 座椋忘求嵯 佼欺殆餌 墾烏 漫泰 方育
頬薫 此嫡蒔種橿密 漫休望 穐貯戴烏 漫泰 胤候方育頬笠. 種橿煮密
昧 烏藷泰 此嫡躯頬 此欺管昧餌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佼欺殆快 散凋望
佼時値煮薫 此欺, 僕潔丸借頬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漫休望 江根壇 穐
貯戴舗 飲管頬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堰 鋪滞望 笠
滞冴 殆餌 泰笠. 種橿煮密亜 此嫡蒔質受密 候座蒔方育僕庵躯壬 種
橿煮密共 育啄泰 此嫡平駒求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昧 寓快 亜時 芳婿
泰 此嫡求 寄薫 亜時 衣慰戴慰 孔族密 漫休望 亜手 此嫡求 岐笠.
此嫡蒔質受亜 種橿煮密共 候座蒔忘求 方育泰笠快庵頬 弧瀧珠
忘求柏 種橿煮密共 査手蒔求幹泳吋密 此根忘求躯 峡値戴舗包 査痴
求幹泳吋密 卓祁峡泣密 州泰座頬 淫侯寄慰 飲庵頬 此欺, 僕潔丸借
刑憾亜 亜取快 候座蒔方育宜快 峡値求 鯖貯庫辞寄菩笠.
頬遵却 種橿煮密亜 査手蒔求幹泳吋之吻械宜 此嫡蒔質受共 頬
拒快 刑看 胤求僕潔丸借頬 亜取快 候座蒔方育宜快庵頬 弧瀧珠忘求
柏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快 処替蒔蔚暇密 候殊蒔貝胞頬 鞄萌 晒究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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庫辞霜喉貯寄餌 寄菩笠.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快 煮硝蒔峡値密 勧循座望 竺丁壇 祖噴戴
烏 漫戴舗嵯快 査痴処替昧嵯 頬 畦州亜 別祷餌 泣密寄舗矛快亜 戴
快庵望 慰竣戴快庵頬 足方戴笠.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慰 戴快庵房 求幹泳吋密 査痴処替昧 密戴
舗 遵冒忘求 弧瀧湿笠. 求幹泳吋密 処替頬 往倣烏 辞調取快 飲 別
盗 処替勘 此欺望 此嫡蒔質受求 佼取 恵戴菩笠. 此欺望 竺殺蒔質受
求 候 宴暇泣飼管房 鞄 駒滞庵勘 返慰 鳳系泣飼管密 威芳昧 殆別嵯
勘 此欺望 飼圃蒔, 散系替蒔質受頬根忘求 佼取 恵戴菩笠. 17´18蚕
烏 沢頬根替蒔鳳系泣飼管頬 此欺密 候座望 《飼烏 佼質座》昧嵯 旬房
位値宜看亜 19蚕烏 勘頬鉦技甘慰辞処替密 丸糟飼密 泰此欺僕 槍頬
昧僑呼淡密 《僕娃替蒔鳳系泣》密 位値, 19蚕烏駒 20蚕烏藷昧 丸憾泰
《散密 処替》密 丸糟飼管頬 管慰往包 《散質密取》往 《猿休密取》脈 渥
房 煮時管房 飲庵望 雑主戴舗紗笠.
求幹泳吋密 査痴処替昧 頬僑詰 遵冒忘求 此欺望 橿阪泰 飼圃
蒔, 散系替蒔質受亜 吻械宜 此嫡蒔質受求 咽竺戴菩笠. 具索煮密慰
辞亜管房 此欺昧 丸泰 殺江煮密蒔頬薫 宴暇泣蒔僕 位値脈 腿溺 此
欺望 啄雑蒔僕 此嫡宴泳股昧嵯 慰竣戴快 散系替蒔頬薫 勝根蒔僕 位
値管望 江粗戴慰 僕娃密 候殊望 此嫡蒔宴泳密 恕硝宜慰 咽竺戴菩笠.
此欺望 此嫡蒔宴泳密 恕硝宜慰 咽竺泰庵房 泰矩観求 駒戴舗 此欺頬
刑看 此嫡蒔宴泳共 硝啄戴慰殆快 質受宜快庵望 駒泰笠. 笠擦駒戴舗
飲庵房 此欺頬 此嫡蒔宴泳昧 密戴舗 州弊寄慰 咽竺寄薫 此嫡蒔宴泳
密 瑚貯庫辞昧 凍宜 瑚貯庫辞戴快 質受宜快庵望 駒泰笠. 頬庵房 此
欺頬 候殊昧 殆別嵯 此嫡蒔質受宜快庵望 遵冒忘求 値祁泰庵忘求嵯
僕娃昧 丸泰 処替蒔峡値昧嵯 燭笠技 辞手忘求 岐笠. 飲詰往 具索煮
密処替房 此欺望 系殊蒔質受卜孤昧 値栽擦唇 慰竣戴菩忘薫 此欺頬
橿阪泰 散系替蒔質受亜 吻械宜 此嫡蒔質受宜快庵望 弧壇快雁 煮寄
快 宴鯖望 堪朽兜庵躯壬 此欺頬 亜取快 候殊蒔歳座望 値祁戴快雁求
取逮戴取 恵戴菩笠. 頬求喉西 具索煮密処替房 此欺頬 此嫡蒔宴泳共
煮幹蒔忘求 懸忘薫 飲庵望 兄蒔密札蒔忘求 蔚漆戴慰 取紘値往亜快
尚群望 膨葛戴餌 貝蚕芳取 恵戴菩笠. 駒戴飼群 此欺頬 此嫡蒔宴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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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 密戴舗 州弊寄慰 咽竺岐笠快 尚群望 穐漆戴快雁 沓系久笠.
具索煮密処替房 糖泰 此嫡蒔質受密 蔚暇昧 此欺躯望 槍腿擦訊
庵房 吻械菩笠. 飲庵房 飲管頬 此欺密 候殊畦州共 此嫡蒔宴泳歳昧
嵯 慰竣戴群嵯勘 此嫡蒔質受宜快 蔚暇望 鰻宴蒔忘求 質受戴群嵯 此
嫡蒔密札昧 孤慕寄快 此嫡散凋密 系殊蒔漆絢(僕育, 飼圃取峡蒔兆威
莞)堰 威州宴泳共 槍腿戴快 蔚暇忘求 蛤雁嵯 旬吻倖冴 殆笠.
具索煮密処替昧嵯快 頬脈 腿溺 種橿煮密共 求幹泳吋堰躯 偉喉
擦唇佼幣望之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求調取快 佼取
恵戴菩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宜快 蔚暇頬 活慰殆快
貝胞頬 辞群蒔忘求 弧瀧珠忘求柏 此欺昧 丸泰 処替蒔値祁密 哨庫蒔
僕 烏藷蒔畦州亜 堰替蒔忘求 粍檎戴餌 値祁寄餌 寄菩笠.

飼 煮 座
飼煮座房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
辞戴仇快 此嫡蒔僕娃密 候殊蒔歳座望 糟啄戴快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
煮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飼煮座房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此嫡蒔僕娃密 歳座睦械笠.》
飼煮座密 午煮共 竺丁壇 僕札戴快庵房 此欺昧 丸泰 煮硝蒔峡
値之吻械宜 煮硝処替辞孤望 峡値戴快雁嵯 宴絢蒔僕 密密共 亜手笠.
飼煮座房 此欺密 亜時 借方泰 候殊蒔歳座頬笠. 此欺房 桂遍
佼笠勘 飼煮座望 亜手 質受, 飼煮蒔僕 此嫡蒔質受頬笠. 此欺房 飼
煮座望 亜取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飼圃堰 此嫡密 飲 別盗 育歳堰 柾歳
勘 隊胞戴取 扮忘薫 刑看庵望 飼殺望 漫戴舗 侯桂擦唇往亜快 蚕泳
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岐笠. 此欺房 飼煮座望 候座忘求 戴
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祁雑衣壇 此欺忘求 寄快庵頬笠. 飼煮座望 梼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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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昧 丸戴舗 駒滞冴 返忘薫 飼煮座望 桂擦戴快庵房 為 此欺飼硝
共 桂擦戴快庵頬往 笠凶頬 返笠. 頬詰泰 密欠昧嵯 飼煮座房 此欺望
丸糟戴快 座殊頬宜慰 駒滞冴 殆笠. 飼煮座望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亜
蓬雁嵯 亜時 借方泰 歳座忘求 貝蚕芳快 峡鳳亜 呼求 舗烏昧 殆笠.
此欺房 飼煮座望 亜取慰殆冒忘求 戴舗 飼圃堰 此嫡密 包悪 育
歳堰 柾歳望 孤丸戴舗 責囚戴薫 刑看庵望 飼殺望 漫戴舗 侯桂戴勘
汲 躯管別往娃笠.
飼煮座房 桂遍佼笠勘 飼圃堰 此嫡密 育歳堰 柾歳昧嵯 吾別往
飼鳳究餌 墾仇快 此欺密 座殊頬笠.
此欺房 包悪 育歳堰 柾歳昧嵯 吾別往 飼鳳究餌 墾烏共 呼宜薫
飲 雑啄望 漫戴舗 責囚泰笠. 飲 桂遍昧勘 片券頬取 扮慰 吻桂杵 育
歳勘 己冒頬 返頬 飼煮蒔忘求 墾吻往亜仇快庵房 此欺頬 亜取快 亜
時 借方泰 座殊密 戴往頬笠. 幹系房 飼圃昧 辞蒔忘求 芝歳寄舗 墾
吻亜快 飼圃密 泰 喉垢昧 取往取 扮快笠. 幹系房 飼圃密 煮別手 漆
絢堰 兆威昧 蒔膨戴取 恵戴群 墾吻哀冴 返笠. 煮漫蚕泳昧 芝歳寄慰
阪膨戴群嵯 墾吻亜快庵房 幹系密 散質糊札頬笠.
飲詰往 此欺房 煮漫蚕泳昧 芝歳寄慰 虻烏昧 辞蒔忘求 密質戴
舗 散質戴快 幹系堰快 胤候蒔忘求 笠競 雪哨泰 質受頬笠.
此欺房 芳査 飼烏飼殺望 飼唖戴慰 煮漫蚕泳求喉西 飼殺望 垢
峡擦尽薫 飲昧 丸恭泰笠. 頬庵房 此欺頬 煮漫蚕泳昧 芝歳寄舗殆兜
幹系蒔根泉求喉西 吾別往 飼煮蒔僕 質受求 寄快 暑鮎冒頬笠. 此欺
頬 蚕根昧 遵冒忘求 哨啄戴菩兜 泉慰擦丸昧快 飼圃昧 虻密 辞蒔忘
求 芝歳寄舗殆保笠慰 駒滞冴 殆笠. 飲詰往 此欺房 暑鮎冒喉西 飼圃
密 育歳昧嵯 吾別往烏 漫泰 責囚望 抵牧返頬 者烏俊餌 五仇矛笠.
倣怪欧昧勘 飼圃房 此欺管密 散凋堰 凋幹昧 頬詰自詰泰 慕逮望
紗笠. 飼圃密 此系啄根房 此欺密 散凋堰 凋幹昧 鳳峡泰 漆絢望 取
別者冴勘 殆慰 孔峡泰 兆威望 漆座滞冴勘 殆笠. 包貯泰 烏竪脈 江
俸泰 嶋房 此欺管頬 荷此共 腫慰 墾吻亜快雁 鳳峡泰 漆絢忘求 寄取
躯 編託泰 勝漫脈 醇固泰 嶋房 券芳 孔峡泰 散凋漆絢忘求 岐笠. 雪
壇 亜系堰 刃系, 泉霜堰 取手堰 渥房 飼圃啄根房 此欺管密 散凋堰
凋幹昧 致吻怯冴 返快 苦丸泰 捉値共 煮薫 飲管密 散質望 人餌 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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択泰笠. 戴取躯 此欺房 飼圃密 頬詰泰 孔峡泰 漆絢兵昧 壱侯泰庵頬
吻械宜 飲庵望 淫侯戴烏 漫泰 責囚望 抵牧返頬 五仇 飼圃望 竺侯値
往姶忘求柏 墾薫 庫辞戴舗呆冴 殆保笠.
此欺房 此嫡蒔忘求勘 翁昧餌 柾歳寄舗 墾烏共 呼宜取 扮快笠.
峻賞此嫡昧嵯 穐方寄快 此嫡蒔柾歳房 此欺管昧餌 飼圃密 育歳昧 江
滞呼返頬 刃 孔痴堰 慰籍望 亜雫笠紗笠. 飲詰劇求 此欺房 此嫡蒔柾
歳堰 育歳頬 殆快 泰 虻烏昧嵯 吾別往烏 漫泰 責囚望 五彊笠. 取旺
欧 抵牧返頬 五別湿兜 珂柾州勘往 効絢州勘共 孤丸戴快 珂柾管堰
荷珂, 荷潔管密 責囚房 笠 飲管頬 珂柾蒔 倦 効絢蒔柾歳昧嵯 吾別
往烏 漫泰 責囚頬菩忘薫 倣怪欧 飼候煮密往宜管昧嵯 舗詰亜取 沢泉
求 抵牧返頬 五別取快 僕潔丸借密 責囚房 飼候密 取紘脈 柾歳昧嵯
吾別往烏 漫泰 責囚頬笠.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求嵯 墾薫 凋幹戴快 堰
竺頬技 呼求 包悪 柾歳堰 育歳昧嵯 吾別往烏 漫泰 責囚堰竺頬笠.
笠競 刑看 系殊蒔質受管堰快 鰍峡 包悪 柾歳堰 育歳望 隊胞戴
取 扮慰 飲庵望 孤丸戴舗 抵牧返頬 煤霧往娃笠快雁 呼求 此欺密 候
殊蒔雪座忘求嵯密 飼煮座密 午煮亜 活慰殆快 貝胞密 泰 尚群頬
殆笠.
飼煮座房 笠冒忘求 飼圃堰 此嫡共 飼殺望 漫戴舗 侯桂戴勘汲
躯管別往亜仇快 此欺密 座殊頬笠.
此欺房 煮漫蚕泳密 飲 桂遍昧勘 片券頬取 扮慰 吻桂杵 育歳勘
隊胞戴取 扮忘仇慰 滞之吻械宜 飲庵望 取紘値往亜仇快 取逮堰 方育
共 亜取慰殆笠. 取紘宜快 駒房 柾歳堰 丸招寄快 蔚暇忘求嵯 煮別手
丸根望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侯芝擦尽慰 飼烏昧餌 侯桂戴勘汲
泰笠快 瞳望 活慰殆笠. 此欺房 煮漫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望 飼烏密 密
此脈 方育昧 侯芝擦尽慰 飼烏昧餌 侯桂擦陣忘求柏躯 墾吻往亜快 鳳
卜泰 質受頬笠.
此欺房 飼圃望 飼烏密 密此昧 侯芝擦尽慰 飼烏昧餌 侯桂擦唇
往娃笠. 飼圃房 此欺密 貸育蒔僕 散凋兆威頬取躯 索索求 此欺頬 此
嫡蒔質受求嵯 墾吻往亜快雁 足方泰 散凋漆絢望 矩及値煮虻往 散凋
冴橿望 州衣値煮取 扮快笠. 此欺房 倣守 飼烏密 蒔淫蒔僕 責囚忘求
飼圃望 竺侯戴慰 卯管舗 飼烏密 密此昧 侯芝擦尽慰 飼烏共 漫戴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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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桂戴勘汲 躯管別平 散質戴慰 庫辞滞冴 殆笠.
此欺房 此嫡勘 取紘戴舗 飼烏密 密此昧 侯芝擦尽慰 飼烏昧餌
侯桂戴餌 躯管別往娃笠. 此欺房 峻賞脈 取紘密 蒔丸蒔此嫡宴泳共
曙困戴慰 橿偉堰 択休密 査手蒔僕 此嫡蒔宴泳共 丁恭戴薫 此嫡共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寓餌 兄蒔密札蒔忘求 宴峡蓬慕戴群嵯 抵牧返
頬 庫辞擦唇往娃笠.
舗烏昧嵯 此欺頬 此嫡共 取紘泰笠快庵望 此欺頬 此欺望 柾歳
擦尽慰 取紘戴快庵忘求 峡値戴舗嵯快 墳岐笠. 此欺頬 此欺望 取紘
戴慰 瞥文峻賞戴快庵房 此欺密 此嫡蒔候座堰 胤候蒔忘求 紘招寄快
江僕娃蒔痴漫頬笠. 取煮, 飼候亜管頬 僕潔丸借望 瞥文峻賞戴快庵房
此欺密 飼煮座望 鳳彊戴快 痴漫求嵯 舜笠蓬 僕娃此嫡昧嵯快 隊胞希
冴 返笠.
此欺房 飼圃堰 此嫡密 育歳堰 柾歳昧嵯 吾別欧之吻械宜 飲庵
望 取紘値往姶忘求柏躯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墾薫 庫辞戴快 飼煮
蒔質受求 岐笠.
頬遵却 飼圃堰 此嫡共 飼殺望 漫戴舗 侯桂戴勘汲 躯管別往亜
快 座殊頬宜快雁 飼煮座密 午煮亜 活慰殆快 貝胞密 笠競 泰 尚群頬
殆笠.
飼煮座房 笠冒忘求 飼烏 散凋堰 凋幹堰 宴及寄快 刑看庵望 飼
硝密 檀忘求 装別往亜快 此欺密 座殊頬笠.
此欺頬 亜取慰殆快 借方泰 座殊密 戴往快 飼殺密 散凋堰 凋幹
昧嵯 往嵯快 畦州, 飼烏 蓬祁堰 宴及寄快 刑看 畦州共 飼殺頬 沼牧
取慰 飼硝密 檀忘求 装別往娃笠快雁 殆笠. 飼烏亜 値平 滞 卜望 翁
昧餌 梼隅烏仇 戴虻往 翁昧餌 密質戴舗 飼烏 畦州共 値偉戴仇 戴快
庵房 此欺密 飼煮蒔候座昧 別右往快 痴漫頬笠. 飼殺頬 値平 滞 卜
望 翁昧餌 梼隅烏仇 戴虻往 翁密 株忘求 飼烏 畦州共 装別往亜仇
泰笠群 飼烏密 煮位堰 密勘昧 寓餌 峰呼求 値偉滞冴 返餌 寄薫 翁
昧餌 柾歳寄快 遵取昧 淘別取餌 岐笠. 此欺房 蔑州往 飼殺密 散凋
堰 雑順凋幹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飼殺頬 沼牧取慰 飼硝密 檀忘
求 装別往姶忘求柏 飼煮蒔僕 質受求 寄快庵頬笠. 舗烏昧 呼求 飼煮
座密 午煮亜 活慰殆快 貝胞密 糖 笠競 泰 尚群頬 殆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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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悪 柾歳堰 育歳望 隊胞戴取 扮快 座殊堰 蚕泳密 刑看庵望
取紘値往亜快 座殊, 飼烏 檀忘求 飼殺密 散凋堰 凋幹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装別往亜快 座殊管房 飼煮座頬 活慰殆快 貝胞管求柏
嵯求 突冴返頬 及宴寄舗殆笠.
頬 座殊管亜蓬雁嵯 別壊 戴往宜勘 婆菓慰嵯快 此欺頬 飼煮座
望 亜湿笠慰 駒滞冴 返忘薫 糖 飲亜蓬雁嵯 別壊 泰 座殊頬 返忘
群 笠競 座殊管勘 座恭希冴 返笠. 飼煮座密 嵯求 笠競 尚群望 頬拒
快 頬 刑看 座殊管房 此欺密 凋幹昧嵯 蔑州往 籍卜蒔忘求 庫啄
岐笠.
此欺房 飼煮座望 候座忘求 戴慰殆快 此嫡蒔質受僕庵忘求 戴舗
蚕泳密 刑看庵望 取紘戴快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俊取戴餌 岐笠.
飼煮座房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昧餌嵯 栃舗外冴 返快 亜時 借方
泰 候殊蒔雪座頬取躯 飲丘笠慰 戴舗 此欺頬宜群 俄育往 笠 飼煮座
望 亜手 質受, 飼煮蒔僕 此嫡蒔質受求 寄快庵房 吻械笠.
煮硝処替頬 貝蚕芳快 此欺房 胤求戴快 僕潔丸借頬笠. 胤求僕
潔丸借房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慰 瑚卓戴舗 飼烏 蓬祁望 索索求 蔚
醇値往亜快 此欺管密 此嫡蒔種橿頬笠. 飲詰劇求 飼煮座房 別観調取
往 胤求戴快 僕潔丸借密 泰 座椋忘求嵯 亜取快 此嫡蒔歳座頬笠. 僕
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鳳彊駒墾戴快 孤幹蒔取紘泳吋昧 歳泰 此欺管房
飼煮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宜慰 駒滞冴 返笠. 糖泰 此嫡蒔柾歳望 己
快庵望 整慰旺 《素飼》求 姶冴戴慰 虻烏昧 阪膨戴群嵯 墾吻亜快 此
欺管, 翁密 株昧 墾吻亜快 此欺管, 飲 別盗 痴蓬頬 自汐求 俊曲取
烏共 呼宜快 此欺管房 取旺欧昧勘 殆保慰 倣怪欧昧勘 殆忘薫 頬杵
此欺管勘 鋪擦 飼煮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宜慰 駒滞冴 返笠. 卜喉
此欺管頬 飼煮座望 亜取取 恵戴慰 珂柾蒔遵取共 坂祁蒔僕庵忘求 舗
烏虻往 翁昧餌 密質戴舗 烏散奨遵却 墾吻亜快庵房 舜笠蓬 此嫡蒔僕
娃密 霜刑共 悪勝取 恵泰 亜及戴慰 自歳泰 僕娃, 此欺渇取 恵泰 僕
娃頬笠. 此欺房 飼煮座望 亜雫平 舜笠蓬 僕娃忘求 寄薫 飼煮座望
華頬 硝啄滞冴汲 慰根泰 僕伊密 栽鳳飼求 岐笠. 孤丸求 飼煮座望
亜取取 恵戴群 此欺葵昧 亜取 恵戴薫 鵬硝快 墾吻殆別勘 社房 形頬
往 笠凶返笠. 飲詰劇求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昧餌 殆別嵯 飼煮座望 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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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頬宜慰 戴快庵頬笠.
此欺昧餌 殆別嵯 飼煮座頬 散祁頬宜慰 滞 徳 飲庵房 此嫡竺招
蒔散祁望 駒戴快庵頬笠. 此欺房 鵬硝蒔散祁堰 腿溺 此嫡竺招蒔散祁
望 亜手笠. 鵬硝蒔散祁頬 散系鳳烏硝求嵯密 此欺密 散祁頬宜群 此
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密 散祁頬笠.
煮硝処替房 飼煮座望 此欺密 亜時 借方泰 候殊蒔歳座忘求 咽
竺戴菩望之吻械宜 倣守 此欺躯頬 飲庵望 亜殊冴 殆笠快雁 丸戴舗嵯
勘 祁絞泰 値祁望 煮慰殆笠.
飼煮座房 此欺密 倣狭 手貯堰竺昧嵯 沢座寄慰 庫辞岐 雪冴泰
鵬硝烏宴堰 栃舗菓慰 散唖滞冴 返笠. 此欺昧餌 庫辞岐 鳳烏硝亜 殆
冒忘求 戴舗 此欺房 笠競 散祁系殊管頬 亜殊冴 返快 雪鳳泰 烏改僕
此鳳烏改堰 求幹烏改望 亜取薫 凍宜嵯 飼煮座勘 亜取慰殆笠. 飲詰
往 此欺密 庫辞岐 鳳烏硝飼硝亜 飼煮座望 荻快庵房 吻械笠. 此欺密
庫辞岐 鳳烏硝快 飼煮座望 亜殊冴 殆餌 戴快 散系替蒔呼生忘求, 系
殊蒔辞州求 希之頬笠. 此欺密 笠競 候殊蒔歳座管僕 循漆座堰 密札
座昧 丸戴舗嵯勘 幹卜戴餌 駒滞冴 殆笠.
此欺頬 飼煮座望 候殊蒔歳座忘求 亜取餌 寄快庵房 桂遍佼笠勘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取慰殆烏徳畦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欺密 飼煮座望 咽竺戴快 偉竺蒔方僕頬 此根密札頬宜群
此 欺 密 循 漆 座 望 咽 竺 戴 快 烏 候 方 僕 房 堰 替 烏 榊 取 札 睦 械 笠 .》
(《窺竺卜
窺竺卜査種》
9猿, 304村取)
窺竺卜

此根密札房 此欺密 飼煮座望 咽竺戴快 偉竺蒔方僕頬笠. 此根
密札頬 此欺密 飼煮座望 咽竺戴快 偉竺蒔方僕頬宜快庵房 飲庵頬 此
欺頬 飼煮座望 亜湿快亜 亜取取 恵戴菩快亜, 飼煮座望 亜湿笠群 別
盗 冴紗密 飼煮座望 亜湿快亜 戴快庵望 咽竺戴快 偉竺蒔方僕忘求
岐笠快庵頬笠. 頬徳密 此根密札房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密欠泰笠.
此根密札房 泳吋座望 道笠. 此根密札昧快 翁望 瞥文峻賞戴快
取紘泳吋, 峻賞泳吋密 峡北望 抱琢戴慰 丸瑚戴快 孤幹蒔此根密
札勘 殆慰 殴房 峻賞此嫡昧嵯 瞥文堰 峻賞共 己快庵望 整慰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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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飼》求 舗烏群嵯 瞥文飼, 峻賞飼管昧餌 渓渓壇 阪芝戴快 珂柾
壱芝蒔僕 此根密札勘 殆笠.
此欺密 飼煮座望 咽竺戴快 偉竺蒔方僕忘求 寄快 此根密札房
頬詰泰 孤幹蒔僕 此根密札頬 吻械宜 胤求戴快 僕潔丸借密 方育
脈 峡北望 丸瑚泰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笠. 呼求 飼煮蒔僕 此根
密札望 亜取慰殆笠快雁 僕潔丸借頬 飼煮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
求 寄快 偉竺蒔方僕頬 殆笠.
孤群昧 取煮, 飼候亜脈 渥房 孤幹蒔取紘泳吋, 峻賞泳吋房 翁
望 瞥文峻賞戴快 孤幹蒔此根密札望 亜手笠.
飲詰往 取煮, 飼候亜泳吋密 哨殺卜取宜勘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
望 亜取餌 寄群 飼煮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求 希冴 殆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 此欺管頬 飼煮座望 亜殊冴 殆餌 戴快 偉
竺蒔方僕忘求 寄快庵房 芳査 飲庵頬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
共 孤慕泰 密札頬烏徳畦頬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共 孤慕泰 密札頬笠.
飼煮蒔方育快 此欺密 飼煮座堰 突冴返頬 結識壇 及宴寄舗殆笠. 飼
煮座頬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
快 此嫡蒔僕娃密 歳座頬宜群 飼煮蒔方育快 頬 飼煮蒔候座忘求喉西
亜取快 方育頬笠. 飼煮蒔方育快 飼煮座密 庫啄頬薫 此欺頬 飼煮蒔
方育共 亜手笠快庵房 飼煮座望 亜取慰殆笠快 主虻求 岐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脈 腿溺 飲昧 凍僑快
峡値宴泳共 孤慕戴慰殆笠. 此欺房 飼烏共 柑詰煤慰殆快 此系啄根
昧 丸戴舗 飼煮蒔方育共 亜殊之吻械宜 飲昧 凍僑快 峡値宴泳共
亜手笠. 頬 峡値宴泳快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脈 突冴返頬 及宴寄舗
殆笠. 此欺頬 卜竺泰 丸根昧 丸戴舗 飼煮蒔方育共 亜取餌 寄群 孤
甘擦 飼煮蒔方育求喉西 哨庫泰 峡値宴泳共 亜手笠. 此欺昧餌 吻
桂杵 方育勘 返笠群 飲 別盗 峡値宴泳勘 散以往取 扮快笠. 飼煮
蒔方育快 卜竺泰 丸根昧 丸泰 峡値宴泳共 亜取餌 戴快 辞州宜慰
駒滞冴 殆笠.
峡値宴泳快 此欺頬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求喉西 哨庫戴舗 煮漫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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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密 此系啄根 雪壇 此欺密 煮寄快 宴鯖此求 寄快 丸根昧 丸泰 宴
式堰 恭時, 泉勘共 咽竺戴快 方僕忘求 岐笠. 此欺房 此嫡散凋堰 此
嫡蒔雑順凋幹堰竺昧 卜竺泰 丸根昧 丸戴舗 飼煮蒔方育共 亜取快 幹
擦昧 飲求喉西 哨庫戴舗 飲 丸根頬 飼烏昧餌 足方泰亜 足方戴取 扮
快亜, 峡求蓬庵僕亜 吻械群 値求蓬庵僕亜共 亜仇佼慰 飲 丸根堰 宴
泳共 懸快雁 飲庵頬 笠凶吻灰 峡値宴泳頬笠. 雑曲求 飼候煮密州勘
快 胤求僕潔丸借望 瞥文峻賞戴快 孤幹蒔僕 此嫡州勘僕庵忘求 戴舗
胤求僕潔丸借昧餌 孤甘擦 飼候煮密蒔峻賞脈 瞥文昧嵯 吾別往仇快
飼煮蒔方育共 亜取餌 戴快 幹擦昧 飼候煮密州勘共 喉竺戴慰 徳仇喉
擦快雁 汐雑泰 峡値宴泳共 亜取餌 泰笠.
孤群昧 此嫡煮密州勘快 僕潔丸借頬 此嫡密 舜笠蓬 煮僕頬 寄
慰 刑看庵頬 僕潔丸借望 漫戴舗 侯桂戴快 僕潔蒔僕 此嫡州勘僕庵忘
求 戴舗 僕潔丸借房 頬 州勘共 悦借壇 舗烏慰 衣慰庫辞擦尽仇快 飼
煮蒔方育共 亜取餌 寄薫 頬 州勘共 値招仇快 泳吋蒔椋鉢管堰 江整
択蒔忘求 責囚戴快雁 汐雑泰 峡値宴泳共 亜取餌 岐笠. 頬遵却 峡値
宴泳快 飼煮蒔方育共 亜手 此欺管頬 煮漫蚕泳密 丸根管昧 丸泰 泉
勘共 呼求亜殊冴 殆餌 戴快 辞州求 寄薫 此欺管密 凋幹密 座伊堰
糊逮望 咽竺戴快 烏候方僕忘求 岐笠.
舗烏昧嵯 飼煮蒔方育亜 此欺管頬 峡値宴泳共 亜取餌 戴快 辞
州宜慰 戴舗 此欺昧餌嵯 飼煮蒔方育亜 粍辞壇 沢座岐 笠冒昧 飲昧
丸泰 峡値宴泳亜 沢座寄快庵忘求 峡値値嵯快 墳岐笠. 此欺昧餌 殆
別嵯 卜竺泰 丸根昧 丸泰 飼煮蒔方育脈 飲昧 丸泰 峡値宴泳快 幹擦
蒔忘求 沢座寄群嵯 嵯求 佼奨戴慰 勝幹泰笠慰 倖冴 殆笠.
飼煮蒔方育亜 此欺管密 凋幹密 兄蒔堰 糊逮, 取逮座望 咽竺
泰笠群 峡値宴泳快 丸根昧 丸泰 宇喉竺, 泉勘密 座伊望 咽竺泰笠慰
駒滞冴 殆笠. 峡値宴泳快 呼求 此欺密 凋幹密 座伊堰 凋幹堰竺昧嵯
庫昼戴快 飲管密 歩密, 循漆蒔蒔淫座望 咽竺腿忘求柏 飼煮蒔方育密
雑啄昧 守識 歯胞泰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頬遵却 飼煮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戴
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此欺頬 飼煮座望 亜殊冴 殆餌 戴快 偉竺蒔方僕
忘求 寄快庵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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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 此欺密 飼煮座望 咽竺戴快 偉竺蒔方僕忘
求 寄快庵房 糖泰 飲庵頬 堰替蒔僕 卓祁蒔蚕泳宴望 弧瀧煮烏徳畦
頬笠.
此欺頬 飼烏 蓬祁密 煮僕頬宜快 丁慰泰 飼唖堰 飼烏 蓬祁望
索索求 蔚醇値往亜仇快 一房 密取共 亜取慰 位偉壇 煤霧往亜仇群
堰替蒔頬薫 卓祁蒔僕 蚕泳宴忘求 桂時戴舗平 泰笠.
卓祁蒔蚕泳宴房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密 亜時 華房 橿泳求嵯 此
欺管密 凋幹昧 亜時 蒔淫蒔忘求 歯胞泰笠. 卓祁蒔蚕泳宴頬 飼煮蒔
僕 此根密札密 亜時 華房 橿泳求 寄快庵房 虻烏昧 飼煮蒔僕 此根密
札密 刑看 方栽脈 貝胞頬 辞卜蒔忘求 硝泳貯寄舗殆烏徳畦頬笠. 卓
祁蒔蚕泳宴昧快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密 烏藷蒔頬慰 哨庫蒔僕 方栽僕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求喉西 擦歯戴舗 蚕泳昧 丸泰 宴式堰
恭時, 飼煮蒔僕 取逮堰 峡根之吻械宜 飲 雑啄望 漫泰 椋掌堰 糊勘
昧 頬僑烏調取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密 刑看 貝胞管頬 辞卜蒔忘求 硝
泳貯寄舗殆笠.
雪壇 僕漁密 蚕泳宴庫辞密 衝慰橿泳共 頬拒快 煮硝密 卓祁蒔
蚕泳宴房 此欺,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 飲求喉西 哨庫
戴舗 此欺頬 亜取餌 寄快 蚕泳昧 丸泰 煮硝蒔宴式堰 恭時望 弧瀧煮
快 此欺借鯖密 処替蒔蚕泳宴堰 僕潔丸借借鯖密 此嫡休此宴, 卓祁責
囚密 椋峡脈 椋掌, 糊勘共 弧瀧煮快 煮硝密 卓祁宴, 此欺密 舜岐 恨
密 卯望 弧瀧煮快 煮硝密 僕散宴望 辞卜蒔忘求 硝泳貯戴舗 鯖倣壇
弧瀧煮慰殆笠. 飲庵忘求 戴舗 煮硝密 卓祁蒔蚕泳宴房 此欺管頬 飼
烏 蓬祁密 煮僕頬宜快 華房 飼唖堰 飼烏 蓬祁望 索索求 蔚醇値往亜
仇快 丁慰泰 密取共 殺暇忘求 娃守戴慰 華房 卓祁蒔歩密脈 循漆蒔
蒔淫座望 庫昼戴舗 位偉壇 煤霧往哀冴 殆餌 戴快 漫休泰 桂烏求
岐笠.
煮硝密 卓祁蒔蚕泳宴房 僕漁密 飼煮密札庫辞密 恕 種丸座頬薫
飲 衝慰竺貯僕庵忘求 戴舗 此欺密 飼煮座望 咽竺戴快 偉竺蒔方僕忘
求 岐笠.
此欺頬 飼煮座望 候殊蒔歳座忘求 亜取餌 寄快庵房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取快庵堰 腿溺 此嫡蒔僕 雑順凋幹望 戴快庵堰勘 借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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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餌 宴及岐笠.
此欺房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取慰 此嫡蒔僕 雑順凋幹望 滞
徳昧躯 飼煮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求 岐笠. 系泣 此欺密 凋幹望 咽
州戴快庵房 此根密札僕庵躯壬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手 此欺房 飼
煮蒔僕 凋幹望 戴烏矩及頬笠. 飲丘烏徳畦昧 此欺頬 飼煮座望 亜取
快雁嵯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取快庵頬 査俊蒔僕 衣竺忘求, 偉竺
蒔方僕忘求 岐笠.
飲丘笠慰 戴舗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栽鳳戴快庵躯忘求 飼煮座
望 亜手 質受, 飼煮蒔僕 此嫡蒔質受求 寄快庵房 吻械笠. 飼煮座房
飼圃密 育歳堰 此嫡蒔柾歳昧嵯 吾別往薫 蚕泳共 飼烏昧餌 侯桂戴餌
戴快 責囚望 籍戴舗 沢座寄慰 庫辞戴快 此欺密 座殊頬笠.
此欺房 芳査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此嫡蒔凋幹望 五峡快 堰竺昧
飼煮蒔方育共 亜取慰 飲求喉西 哨庫戴舗 此系啄根昧 丸泰 峡値宴泳
共 亜取薫 飲庵望 孤慕泰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取餌 岐笠. 此嫡
蒔宴泳歳昧嵯 此嫡蒔凋幹望 戴取 扮快 此欺昧餌快 飼煮蒔僕 此根密
札頬 沢座希冴 返笠. 頬庵房 飼煮座望 咽竺戴快 偉竺蒔方僕忘求 寄
快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密 沢座飼硝亜 此欺密 此嫡蒔凋幹望 辞州求
泰笠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糖泰 此欺密 飼煮蒔凋幹望 籍戴舗 飼煮蒔方育亜 雑啄寄慰
佼笠 華房 晒求蓬 飼煮蒔方育亜 州烏寄薫 頬詰泰 堰竺望 籍戴舗 此
欺頬 亜取快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 庫辞戴薫 飲昧 凍宜 此欺密 飼煮
座頬 鞄萌鞄 華吻取慰 穐貯庫辞値往亜餌 寄快庵頬笠.
飼煮座房 頬遵却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取慰 抵牧返頬 飼煮
蒔凋幹望 五仇往亜快 僕娃, 飼圃密 育歳堰 此嫡蒔柾歳望 孤丸戴慰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寄烏 漫戴舗 責囚戴快 此嫡蒔僕娃密
候殊蒔歳座望 亜峡尽快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煮頬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飼煮座頬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忘求 岐笠快庵
頬 堰替蒔忘求 弧瀧珠忘求柏 此欺昧 丸泰 亜時 粍檎泰 処替蒔峡値
亜 煮別取餌 寄菩忘薫 此欺, 往宜脈 潔疾密 質編堰 亜招共 丁慰壇
取迅冴 殆快 峡泣雑順蒔桂烏亜 矩及寄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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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煮蒔方育
飼煮蒔方育快 包悪 柾歳堰 育歳昧嵯 吾別往 蚕泳脈 飼烏 蓬祁
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此嫡蒔僕娃密 候座蒔方
育共 糟啄戴快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飼煮蒔僕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房 飲 候座忘求喉西 包悪 柾
窺竺卜査種》
歳昧嵯 吾別往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滞庵望 方育苔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10猿, 93村取)

此欺房 飼烏密 飼煮蒔候座忘求喉西 包悪 育歳堰 柾歳昧嵯 吾
別往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方育, 飼煮蒔方育共 亜手笠. 飼煮蒔方育亜 此欺密 飼煮蒔候座忘求
喉西 亜取快 方育宜快庵房 飲庵頬 飼煮座昧 烏藷戴慰殆忘薫 飲昧
呼生望 憾慰殆笠快庵望 駒泰笠. 飼煮座頬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
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此嫡蒔僕娃密 歳座頬宜快 咽竺
飼硝昧 飼煮蒔方育亜 活以雫殆笠. 飼煮蒔方育快 飼煮座昧 呼生望
憾慰殆忘劇求 飼煮蒔方育密 貝胞頬飼 飼煮座密 貝胞忘求 岐笠. 飼
煮蒔方育昧快 飼圃堰 此嫡密 包悪 育歳堰 柾歳昧嵯 吾別往仇快 方
育, 刑看庵望 飼烏昧餌 侯桂擦尽慰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墾仇快 方育, 飼烏 蓬祁堰 宴及寄快 畦州昧 丸戴舗 飼烏飼殺頬 沼
牧取慰 装別往亜仇快 方育 莞密 貝胞頬 活以手笠. 飼煮蒔方育共 槍
腿戴取 扮快 飼煮座昧 丸戴舗 散唖滞冴 返笠. 飲詰劇求 此欺頬 飼
煮座望 亜取群 飼煮蒔方育共 亜取餌 寄慰 飼煮蒔方育共 亜取慰殆笠
快庵房 為 飼煮座望 亜取慰殆笠快庵望 駒泰笠. 飼煮蒔方育快 飼煮
座密 庫啄頬笠. 凍宜嵯 此欺頬 飼煮蒔方育共 亜取慰殆笠快庵房 飼
煮座望 亜取慰殆笠快 主虻求 岐笠. 頬庵房 飼煮座堰 飼煮蒔方育密
宴泳亜 椋僕堰 偉堰密 査竪俊宴泳亜 吻械宜 幹擦蒔忘求 頬拒別取慰
硝監寄快 宴泳宜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飼煮蒔方育快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頬 煮漫蚕泳密 丸根堰密 宴泳
昧嵯 煮幹蒔忘求 州烏戴慰 亜取快庵頬笠. 飼煮蒔方育密 活葛飼, 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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硝快 此欺頬笠. 此欺頬 返頬快 飼煮蒔方育飼硝亜 州烏寄取 扮快笠.
芳峡快 炭壇 擦丸密 方育, 卓祁密 方育, 休此庫辞密 方育 莞
舗詰亜取求 方育宜快 胞別共 噺烏勘 泰笠. 飲詰往 飲庵房 別観
調取往 値葛 休此蒔擦丸昧 墾薫 責囚戴快 此欺, 僕潔丸借密 方
育頬取 飲 別盗 鰻宴蒔漆絢頬往 丸根密 方育亜 吻械笠. 此欺頬
沫昧 飲 別盗 鰻宴蒔漆絢頬往 丸根飼硝快 方育共 州烏滞冴勘 返
慰 亜殊冴勘 返笠.

飼煮蒔方育快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頬 此嫡散凋堰 此嫡蒔雑順凋
幹堰竺昧 煮漫蚕泳密 丸根堰密 宴泳昧嵯 亜取餌 寄快 散凋根方育頬
薫 雑順蒔方育頬笠.
此嫡散凋, 此嫡蒔雑順房 此欺管頬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
求嵯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方育求喉西 五峡餌 寄快庵頬薫 糖 飲飼硝亜
此欺管求 戴舗韻 飲詰泰 方育共 亜取餌 泰笠. 此欺房 飼圃堰 此嫡
共 蔚漆戴慰 取紘値往亜取 扮慰嵯快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墾冴
勘 返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哀冴勘 返笠. 凍宜嵯 此欺管房 此嫡
散凋望 戴餌 寄薫 此嫡蒔雑順凋幹望 五峡餌 岐笠. 頬 堰竺昧 此欺
房 煮漫蚕泳密 丸根昧 丸戴舗 飼煮蒔方育共 亜取餌 岐笠. 此嫡散凋,
此嫡蒔雑順房 飼煮蒔方育共 亜手 此欺密 慰鳳泰 散質糊札頬笠. 飼
煮蒔方育快 此嫡散凋, 此嫡蒔雑順堰竺昧嵯 丸根昧 丸戴舗 此欺頬
煮幹蒔忘求 亜取餌 寄快 飼唖岐 此嫡蒔方育求嵯 僕娃蔚硝密 候改蒔
方育脈 候殊蒔忘求 育碁寄薫 虻烏昧快 啄雑蒔僕 此嫡休此蒔漆絢昧
寓快 育硝蒔貝胞頬 活以手笠.
此欺房 育硝蒔僕 啄雑求喉西 哨庫戴舗 飲昧 寓快 飼煮蒔方育
共 貝蚕芳餌 岐笠. 啄雑堰 幹淘別手 煮宴蒔朋偶房 飼煮蒔方育亜 吻
械薫 飲庵房 雑啄希冴 返快 泰悪 衣根昧 取往取 扮快笠.
此欺頬 亜取快 飼煮蒔方育快 此嫡庫辞密 育硝蒔休此蒔漆絢堰
此欺管密 紗江竺勘昧 凍宜 唖頬泰 貝胞望 活餌 寄薫 嵯求 笠競 冴
紗望 亜取餌 岐笠. 頬庵房 飼煮蒔方育亜 此嫡散凋, 此嫡蒔雑順堰竺
昧嵯 此欺飼殺頬 煮幹蒔忘求 亜取快庵頬取躯 此欺密 煮宴蒔密此昧
密質戴取 扮快 鰻宴蒔貝胞望 活快笠快庵望 駒泰笠. 鰻宴蒔僕 散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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蒔方育亜 此欺昧餌 飼唖岐庵頬 飼煮蒔方育頬薫 飲庵頬 此欺密 密札
昧 孤慕寄舗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頬挙笠.
珂柾此嫡昧嵯 珂柾管昧餌快 飼烏管密 江僕娃蒔僕 遵取求喉西
吾別往仇快 散凋蒔方育亜 散烏餌 寄菩笠. 飲杵雁 飲管房 倣狭 烏娃
頬 方育共 飼唖戴取 恵戴菩烏徳畦昧 矩栽脈 渥房 賞吋望 葛戴群嵯
勘 珂柾栽鳳飼管密 瞥文堰 峻賞共 姶冴戴餌 寄菩笠. 飲詰往 飲管頬
飼烏密 遵取脈 慰籍索詰蓬 散凋硝醍望 籍戴舗 珂柾栽鳳飼密 江僕娃
蒔取紘昧嵯 吾別往仇快 飼煮蒔方育共 飼唖戴慰 飼煮密札望 亜湿望
徳 江汲 飼圃庫散蒔頬烏快 戴取躯 珂柾州勘共 孤丸戴快 責囚昧 淘
庶卜別屋忘薫 偉堰 珂柾州勘共 軍偶昧求 頬挺別芦兜庵頬笠.
此欺房 飼煮蒔方育共 飼唖戴慰 飼煮密札望 亜湿望 徳 飼煮座
望 亜湿笠慰 駒滞冴 殆笠.
飼煮蒔方育快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頬取躯 此欺頬宜群 俄育往 笠
亜取快庵房 吻械笠.
泳吋此嫡昧嵯 此欺管望 瞥文峻賞戴快 孤幹蒔取紘泳吋房 飼煮
蒔方育共 亜殊冴 返笠. 飲管頬 亜取快 方育快 此欺管望 柾歳擦尽慰
峻賞腿忘求柏 此欺密 飼煮座望 鳳彊戴慰 駒墾戴快 江僕娃蒔方育求
嵯 飼煮蒔方育脈 胤候蒔忘求 丸招岐笠. 飼煮蒔方育快 倣守 飼圃密
育歳堰 此嫡蒔柾歳望 孤丸戴舗 責囚戴快 此欺管, 僕潔丸借躯頬 亜
取快庵頬笠.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快 飼煮蒔凋幹堰 結識壇 及宴寄舗殆笠.
此欺房 飼煮蒔方育共 亜殊之吻械宜 飼煮蒔僕 凋幹望 泰笠. 此
欺房 飼煮蒔僕 凋幹望 戴快庵忘求 戴舗 笠凶吻灰 飼煮座望 候殊蒔
歳座忘求 戴快 質受, 飼煮蒔僕 質受求 岐笠.
此欺頬 飼煮蒔凋幹望 五峡快庵房 為 飲亜 飼煮蒔方育共 亜取
慰殆笠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快 飲密 飼煮蒔凋幹望 籍戴舗 雑啄岐笠. 此
欺頬 亜取慰殆快 飼煮蒔方育密 貝胞堰 飲 華頬, 飼煮蒔方育亜 変矩
往 穐泰亜 戴快庵房 守識 我忘求 倖冴 返快庵頬薫 倣守 飲亜 五峡
快 飼煮蒔凋幹昧 密値嵯躯 育硝蒔忘求 祖噴希冴 殆笠.
飼煮蒔方育快 此嫡蒔凋幹密 胤候幹僕望 頬拒薫 飲庵忘求 戴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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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煮蒔方育共 孤慕泰 飼煮蒔此根密札頬 此欺密 凋幹望 咽州戴餌 寄
快庵頬笠.
飼煮蒔方育共 亜取慰 飼煮蒔凋幹望 戴快 呼求 舗烏昧 飼煮座
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密 舜笠蓬 候殊頬 殆笠.
飼煮蒔方育脈 飼煮蒔凋幹堰密 宴泳歳昧嵯 佼群 飼煮座房 此欺
頬 亜取快 飼煮蒔方育往 飼煮蒔凋幹 飲飼硝亜 吻械宜 飼煮蒔方育脈
飼煮蒔凋幹昧嵯 糟啄寄快 此欺密 座殊僕庵頬笠.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快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結識壇 及宴寄舗
殆笠.
飼煮蒔方育快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密 烏候貝胞密 戴往共 頬
挙笠.
此根密札房 飲昧 孤慕岐 方育脈 峡値宴泳密 胤候座伊昧 凍宜
嵯 飼煮蒔僕 方育共 抱琢戴慰 雑啄戴快雁 頬呼取戴快 此根密札堰
飼煮蒔僕 方育共 瞥文戴慰 育歳戴快雁 侯桂戴快 此根密札忘求 育垢
岐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飼唖頬薫 密
取頬笠.
椋況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宜快 蔚暇房 煮硝処替頬 遵冒忘求
貝菓慰 飲 貝胞望 粍檎戴餌 値祁泰 勧循蒔僕 蔚暇頬笠.
芝況 処替管昧勘 《飼烏 密札》, 《飼密札》頬宜快 蔚暇房 殆保笠.
《飼烏 密札》頬宜快 蔚暇房 雪壇 勘頬鉦技甘慰辞処替昧嵯 借方泰 処
替蒔蔚暇忘求 賞吋寄菩笠. 舗烏嵯 《飼烏 密札》房 此欺頬 此鳳泰笠
快庵望 飼唖泰 密札望 密欠戴菩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宜快 蔚暇房 此嫡蒔僕娃密 飼煮蒔僕 候座
頬 弧瀧手 烏藷芳昧嵯 晒究餌 州烏寄慰 値祁岐 蔚暇頬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此欺密 頬詰自詰泰 方育亜蓬雁嵯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飼煮蒔方育共
孤慕泰 此根密札頬笠.
此欺房 雑順責囚堰竺昧 散凋根方育求喉西 飼烏 蓬祁頬 殺頬往
飲 桂遍昧 密値嵯 汁芳取寄快庵頬 吻械宜 呼求 飼烏飼殺昧 密値 偉
竺岐笠快庵望 鼎梶慰 飼烏 蓬祁密 煮僕渇餌 飼烏 蓬祁望 飼烏 済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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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別集慰 蔚醇値往亜平 戴永笠快 飼唖望 亜取餌 寄快雁 頬庵房 偉
郁 飼煮蒔方育昧 丸泰 飼唖僕庵頬笠.
飲詰劇求 此欺頬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飼唖望 亜手笠快
庵房 候殊昧 殆別嵯 飼煮蒔方育共 飼唖泰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凍宜
嵯 飼圃密 育歳堰 柾歳, 此嫡蒔峻賞脈 瞥文昧嵯 吾別往 蚕泳脈 飼
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飼煮蒔方育快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密 候殊蒔貝胞密 戴往求 岐笠.
飼煮蒔方育快 蚕泳脈密 宴泳昧嵯 此欺頬 煮幹蒔忘求 亜取快
飼唖岐 散凋根方育求嵯 飼圃堰 此嫡, 飼烏飼殺密 煮僕忘求 墾薫 庫
辞戴仇快 方育求 糟啄岐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窺竺卜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此欺房 鳳疾泰 系殊散凋望 俄峡群嵯 鵬硝蒔忘求 絢穐戴餌 墾
薫 庫辞滞庵望 方育滞之吻械宜 霜喉泰 竺殺散凋望 俄峡薫 竺殺畦貯
蒔忘求 庫辞滞庵望 方育苔械笠. 此欺房 系殊蒔忘求, 竺殺畦貯蒔忘
求 霜疾戴餌 墾庵望 方育戴快 幹擦昧 此嫡密 曹莞泰 煮僕忘求嵯 嵯
求 偉苔寄舗 慕散戴快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取械慰 墾薫 庫辞滞庵望
方育苔械笠. 頬庵房 此嫡蒔僕娃密 候座蒔方育宜慰 駒滞冴 殆察
窺竺卜査種》
9猿, 31村取)
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此欺頬 飼圃堰密 宴泳昧嵯 亜取快 飼煮蒔方育快 飼圃密 包悪
育歳昧嵯 吾別往 飼圃密 煮僕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方育頬笠. 飲庵
房 睦慰 靴慰 噺慰 此快 飴竺望 刑僑慰 佼笠 鳳疾泰 系殊散凋望 俄
峡薫 別弓慰 檀看 求幹昧嵯 吾別往 代戴慰 鍛以蓬 求幹散凋望 戴群
嵯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方育求 糟啄岐笠.
此欺頬 此嫡脈密 宴泳昧嵯 亜取快 飼煮蒔方育快 此嫡密 煮僕
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方育頬薫 飲庵房 包悪 此嫡蒔柾歳堰 育歳昧
嵯 吾別往 此嫡密 曹莞泰 煮僕忘求嵯 嵯求 偉苔寄舗 慕散戴快 此嫡
竺招蒔散祁望 取械慰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方育求 糟啄岐笠.
此欺頬 飼烏飼殺堰密 宴泳昧嵯 亜取快 飼煮蒔方育快 殴房 此
根堰 畦貯密 育歳昧嵯 吾別往 絢辞戴慰 霜喉泰 畦貯竺嵯散凋望 俄
峡薫 絢時泰 硝休望 亜取慰 飼煮蒔頬薫 檀殆快 質受求 墾薫 庫辞戴
仇快 方育求 糟啄岐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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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煮蒔忘求 墾仇快 此欺密 方育快 桂遍佼笠勘 飼煮蒔僕 竺招
散凋望 籍戴舗 雑啄岐笠.
此欺頬 此嫡竺招蒔忘求 柾歳寄舗殆忘群 威州脈 畦貯 莞 此嫡
散凋密 刑看 垢平昧嵯 柾歳寄餌 寄薫 飲 別盗 飼煮蒔僕 散凋勘 俄
怯冴 返笠. 此欺昧餌 殆別嵯 此嫡竺招蒔散祁頬 亜時 悦借泰 暑父亜
快 散祁忘求 寄快 峡鳳亜 呼求 舗烏昧 殆笠.
此欺房 蔚碁蒔忘求亜 吻械宜 種橿望 頬拒慰 墾薫 庫辞戴快 此
嫡蒔質受僕庵躯壬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昧快 種橿密 飼煮蒔方育脈 蔚
僕密 飼煮蒔方育亜 殆餌 岐笠.
種橿密 飼煮蒔方育快 此嫡蒔種橿密 散質堰 庫辞望 漫泰 種橿
座椋管密 衣幹密 方育頬薫 蔚僕密 飼煮蒔方育快 此嫡蒔種橿密 曹莞
泰 座椋忘求嵯 亜取快 方育頬笠. 蔚僕密 飼煮蒔方育快 蔚僕煮密蒔
方育脈 胤候蒔忘求 育碁岐笠. 蔚僕密 飼煮蒔方育快 種橿望 漫戴舗
頬呼取泰庵忘求 戴舗 種橿忘求喉西 膨葛 佼時己望冴 殆快 方育宜群
蔚僕煮密蒔方育快 種橿昧 烏舗泰庵頬 返頬 刑看庵望 飼烏 蔚僕密
峡北昧 侯芝擦尽仇快 蔚僕煮密蒔正朋頬笠.
種橿密 飼煮蒔方育脈 蔚僕密 飼煮蒔方育快 笠渥頬 種橿煮密昧
烏藷戴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胤候蒔忘求 卜招泰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昧 丸泰 蔚暇頬 竺丁壇
丁恭幾忘求柏 此嫡蒔僕娃密 候座蒔方育畦州亜 粍檎戴餌 値祁寄餌
寄菩笠.

循 漆 座
循漆座房 兄蒔密札蒔忘求 蚕泳共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
値往亜快 此嫡蒔僕娃密 候殊蒔歳座望 糟啄戴快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
煮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循漆座房 兄蒔密札蒔忘求 蚕泳共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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値往亜快 此嫡蒔僕娃密 歳座睦械笠.》
循漆座房 飼煮座堰 腿溺 煮硝処替頬 弧断 此欺昧 丸泰 峡値昧
嵯 借方泰 貝胞密 戴往共 頬挙笠.
飼煮座頬 此欺望 蚕泳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寄餌 戴
快 座殊頬宜群 循漆座房 此欺望 蚕根昧嵯 亜時 檀殆快 質受求, 蚕
泳密 鳳卜泰 蔚漆飼, 飼烏 蓬祁密 蔚醇飼求 寄餌 戴快 座殊頬笠. 此
欺房 飼煮座堰 腿溺 循漆座望 亜取慰殆冒忘求 戴舗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兄蒔密札蒔忘求 蔚漆戴薫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娃笠.
此欺房 煮漫蚕泳昧 柾歳寄虻往 育歳寄取 扮慰 飲庵望 取紘戴
薫 飼烏昧餌 侯桂擦尽仇快 取逮堰 方育求喉西 飼圃堰 此嫡密 丸根
管望 蔚漆瑚卓戴烏 漫戴舗 兄蒔密札蒔僕 循漆蒔凋幹望 泰笠. 幹系
堰 渥房 散系鳳烏硝密 凋幹昧快 飲 別盗 丸根望 蔚漆戴快庵堰 渥房
循漆密 泳烏技 殆望冴 返笠. 幹系管房 墾吻往亜烏 漫戴舗 飼圃頬
州衣戴快 烏座密 此系望 飲丸求 裟賞戴慰 峡胞滞凍凶頬笠. 虻欠亜
靴頬共 慈烏 漫戴舗 者望 招慰 晒亜 歓取共 説快庵堰 渥房 烏憩泰
痴漫管房 別観調取往 幹系蒔僕 候改蒔痴漫求 頬拒別取快 飼圃啄根
頬薫 飲庵忘求 戴舗 飼圃昧嵯快 胤候蒔僕 瑚貯亜 卜別往取 扮快笠.
此欺房 系泣 煮漫蚕泳密 兆威堰 此系啄根管望 飲丸求 峡胞戴快 威
芳勘 殆忘往 虻烏昧 沓桂僑取 扮慰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寓餌 飼
圃堰 此嫡共 蔚漆腿忘求柏 飼烏密 散凋望 鳳取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
醇値往娃笠.
兄蒔密札蒔忘求 蚕泳共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快
座殊求嵯密 循漆座房 此欺頬 循漆蒔改休望 亜取慰 循漆蒔凋幹望 五
峡快雁嵯 庫啄岐笠.
此欺頬 循漆座望 亜取慰殆笠快庵房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飼圃
堰 此嫡共 蔚漆滞冴 殆快 循漆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笠快庵望 密欠
泰笠.
笠競 散系鳳烏硝快 蔚硝脈 芝望 佼質戴烏 漫泰 散峡蒔, 鵬硝
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望之頬笠. 飲詰往 此欺房 頬脈 渥房 改休堰 腿溺
此嫡蒔質受昧餌躯 慰鳳泰 改休,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昧餌 隼刑殆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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峡求蓬庵忘求 蔚瑚戴快 循漆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笠. 循漆蒔改休房 此
欺頬 循漆座望 亜取慰殆笠快 主虻頬薫 糖 此欺頬 循漆座望 取械慰
庫僻擦迅冴 殆餌 戴快 烏候方僕頬笠. 循漆蒔改休頬 返快 此欺房 循
漆座望 取界冴 返笠.
此欺房 循漆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冒忘求 戴舗 蚕泳昧嵯 亜時 檀
殆快 質受求 寄慰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昧餌 隼刑殆慰 峡求蓬庵忘求
蔚瑚滞冴 殆笠.
循漆座房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昧嵯 庫啄岐笠. 循漆蒔凋幹房 此
嫡蒔僕娃密 慰鳳泰 質受糊札頬笠. 此欺房 循漆蒔凋幹望 戴快庵忘求
戴舗 循漆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求, 循漆蒔僕 質受求 岐笠.
循漆座頬 此嫡蒔僕娃密 借方泰 歳座望 頬拒取躯 取韻調取 頬
昧 丸戴舗嵯快 飲 別壊 処替勘 堰替蒔忘求 弧壇取 恵戴菩笠. 系泣
飲丘笠慰 戴舗 芝況密 処替管昧嵯 此欺密 循漆蒔雪座昧 丸泰 位値
亜 州烏岐庵頬 辞瀧 返快庵房 吻械笠.
倣狭 烏娃昧 鮎招快 処替密 庫辞堰竺昧 駆房 処替飼管頬 系殊
蚕泳密 卜孤蒔雪趣望 弧壇快雁 烏候望 憾群嵯 飲 値偉密 繊憾峡墳
昧嵯 此欺密 候座望 値祁戴快雁 煮密共 堪峡菩忘薫 此欺密 循漆蒔
雪座昧 丸戴舗 飼烏往凶密 位値管望 貝菓幣笠.
飲詰往 取旺 擦烏 処替管房 吻守 鰻宴蒔丸根 釈 系殊蚕泳密
卜孤蒔雪趣望 祖噴戴快 橿泳昧 殆保兜 僕札密 休此蒔州泰座堰 雪壇
快 飲管密 虻密 辞喉亜 峻賞泳吋密 峡値宴泳共 孤慕戴菩兜 泳吋蒔
州泰座忘求 戴舗 此欺密 循漆蒔候座望 峰餌 値祁滞冴 返保笠. 芝況
昧 殆保兜 此欺密 循漆蒔候座昧 丸泰 泣密快 駆房 威芳昧 此欺密
循漆座望 辞蒔忘求 喉僕戴快庵頬菩忘薫 此欺密 循漆蒔雪座望 僕竺
戴快 威芳昧勘 淫壇 捉根蒔頬薫 橿掃蒔僕 位値共 貝菓房雁 孔堰戴
菩笠. 査痴処替管昧嵯 州烏寄慰 慰竣岐 循漆蒔雪座畦州快 此欺頬
亜取快 循漆座昧 丸泰 堰替蒔僕 値祁堰快 僕圃頬 返快庵頬菩笠.
卜富喉西 孤幹蒔僕 峻賞泳吋昧 密戴舗 下峡 倉取菩忘薫 倣狭
烏娃昧 鮎庶 此欺管密 密札望 矩江擦唇包 芝遺快 此欺密 循漆座望
辞群蒔忘求 喉竺戴菩笠. 芝遺昧 密戴群 倣守 殺躯頬 辞取辞改泰庵
忘求嵯 桂泰泰 循漆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慰 此欺房 蚕泳密 刑看庵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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腿溺 殺密 循漆系求嵯 殺昧 密戴舗 育椋己吻平 滞 亜及泰 質受僕庵
頬笠. 頬脈 腿溺 此欺房 殺望 憲兄蒔忘求 穴慰 飲 《密取》昧 凍宜
豊守舗平 滞 桂改戴慰 冴幹蒔僕 質受僕庵頬笠. 芝遺昧 凍宜 卜及密
雪三頬 殆取躯 此欺頬 殺密 珂侯忘求嵯 刑看庵望 殺昧 密星戴薫 煮
別手 蓬祁昧 阪芝戴舗平 戴快 桂休戴慰 吻桂杵 循漆座勘 亜殊冴 返
快 質受宜快庵房 刑看 芝遺密 衣籍蒔僕 遺峡頬笠.
頬詰泰 芝遺密 遺峡快 胤求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望 矩江擦尽慰
飲管昧 丸泰 泳吋蒔取紘脈 瞥文望 苔峡貯戴薫 桂州泰泰 峻賞共 佼
時戴快雁 侯桂戴菩笠.
芝遺共 孤丸戴快 責囚歳昧嵯 庫散庫辞泰 慰丸鳳系泣処替昧嵯
快 此欺密 循漆蒔雪座昧 丸泰 苔峡蒔僕 勝尚管望 貝菓幣笠.
慰丸鳳系泣処替飼管房 殺密 質受脈 殺昧 密泰 此欺密 《循漆》
昧 宴泰 芝遺遺峡共 喉竺戴慰 此欺管房 殺頬 吻械宜 飼殺密 檀望
穴別平 泰笠慰 煮時戴菩忘薫 峡座蒔忘求 此慰滞冴 殆快 竺殺蒔改休
望 此欺頬 亜取快 借方泰 雪座忘求 佼幣笠.
系泣 頬庵房 此欺密 循漆座昧 丸泰 堰替蒔値祁堰快 券芳 虻峡
亜 轡 淫壇 苦圃泰 勝尚昧 取往取 扮快庵頬笠. 舗烏昧快 此欺密 竺
殺蒔改休躯望 此欺密 慰鳳泰 雪座忘求 佼群嵯 飲庵望 雪竺泰 此欺
管 釈 珂柾栽鳳飼泳吋躯頬 亜殊冴 殆快庵忘求 僕竺泰 恭時頬 銚仇
殆笠.
飲詰往 慰丸鳳系泣処替飼管頬 州烏泰 位値快 刑看 循漆蒔改休
望 兆根蒔僕 殺昧餌 喉舗戴慰 此欺密 循漆座望 粍辞壇 喉竺戴快 芝
遺蒔蚕泳宴昧 孤烏共 看庵頬菩忘薫 啄雑望 殆快 飲丸求 佼仇慰 戴
群嵯 栽固戴餌往矩 此欺密 循漆休望 僕竺泰庵忘求 戴舗 糖 此欺密
循漆蒔雪座望 値祁戴仇慰 泰 休此根密 暑 擦勘僕庵忘求 戴舗 卜竺
戴餌 処替此蒔密密共 亜手笠. 芝遺亜 此欺管密 竺殺散凋望 槍腿泰
此嫡散凋密 刑看 垢平共 取紘戴菩兜 借蚕烏処替昧嵯快 此欺密 循漆
蒔雪座望 値祁戴快雁嵯勘 江堰替蒔僕 芝遺蒔蜂整峡共 吾別往取 恵
戴菩笠.
此欺密 循漆蒔雪座昧 丸泰 値祁昧嵯 晒求蓬 辞手房 胤蚕喉僑
舎吻処替昧嵯 頬拠寄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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胤蚕喉僑舎吻処替飼管房 僕娃望 此鳳戴快 質受求, 此鳳共 僕
娃密 候殊求 佼群嵯 僕娃凋幹密 蒔淫座, 改幹座望 僕竺戴菩忘薫 雪
壇 此欺密 凋幹昧嵯 堰替堰 峡泣密 密密共 穐漆戴菩笠. 呼求 頬 擦
烏昧 《取札房 檀頬笠!》宜快 育琢亜 州擦寄慰 泳慶堰 遺鵬密 借方座
頬 炎午壇 査辞寄菩忘薫 此欺密 僕札改休堰 僕札糊呉昧 丸泰 圃育
亜 鯖貯寄菩笠. 糖泰 頬 擦烏昧 循漆共 峡座密 胤候雪座忘求 光忘
求柏 飲庵望 此欺密 候座堰 及偉擦尽仇快 苔峡蒔僕 位値勘 州烏寄
菩笠. 頬詰泰 威逮房 雪壇 勘頬鉦技甘慰辞処替昧嵯 踏急頬 往整
屋笠. 飲管房 此瑚蒔峡泣凋幹昧 循漆蒔, 改幹蒔座伊望 喉舗戴慰 飲
庵望 僕娃密 候殊求 咽竺戴菩笠. 頬庵房 畦柾喉鍛擦烏密 処替忘求
喉西 擦歯戴舗 勘頬鉦技甘慰辞処替昧 頬僑烏調取密 胤蚕喉僑舎吻処
替昧嵯 此欺密 循漆蒔雪座昧 宴泰 慰丸処替密 位値亜 泳撮寄慰 晒
求蓬 貝胞忘求 庫辞寄菩笠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飲詰往 胤蚕喉僑舎吻処替亜管密 此欺密 循漆蒔雪座昧 丸泰 位
値快 此嫡蒔僕娃密 雪座僕庵頬 吻械宜 此欺密 雑順凋幹堰快 僕圃頬
返快 阪冴 竺殺蒔凋幹昧 郁泰寄舗殆快庵頬菩笠. 飲峡慰 頬管密 位
値快 循漆蒔雪座昧 丸泰 淫壇 卜孤蒔頬慰 橿掃蒔僕庵頬菩忘薫 飲
候殊堰 沢座庫辞密 苔呉掌座, 飲庵頬 此欺密 質受脈 庫辞昧嵯 俊取
戴快 漫招脈 此欺頬 亜取快 笠競 雪座堰密 琢根宴泳 莞 此欺密 循
漆座昧 丸泰 堰替蒔位値亜 煮別平 滞 別壊 泰 畦州勘 峰餌 値偉戴
取 恵泰庵頬菩笠.
循漆蒔雪座畦州値偉昧嵯 取旺 擦烏 処替管密 頬詰泰 卜群座堰
江堰替座房 吻守 此欺昧 丸泰 辞群蒔僕 祖噴頬 返保兜 葛擦密 僕札
庫辞密 休此蒔州泰座堰 腿溺 雪壇快 頬 処替管密 虻密 刑憾亜 峻賞
泳吋密 峡値宴泳共 孤慕戴慰殆保兜 泳吋蒔州泰座堰 宴及寄舗殆快
足圃蒔僕 悦偉頬笠.
査痴求幹泳吋密 処替房 僕娃凋幹密 循漆蒔雪座頬 橿阪壇 飲
別盗 竺殺蒔循漆昧 宴泰 畦州僕庵頬 吻械宜 求幹凋幹, 此嫡蒔雑順
昧 丸泰 畦州頬薫 此欺管頬 循漆凋幹望 滞冴 殆快庵房 此嫡蒔宴泳
共 懸慰 此嫡散凋望 戴烏徳畦頬宜快庵望 堰替蒔忘求 弧壇菩笠. 飲
峡慰 此欺管密 循漆蒔檀房 休此庫辞堰 腿溺 散困休頬 主丸寄快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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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宜 鞄萌鞄 燭手笠快庵望 泣主腿忘求柏 僕娃密 循漆蒔改休密 此嫡
休此蒔座伊望 値祁戴菩笠.
頬庵房 査痴泰 求幹泳吋密 処替頬 僕娃凋幹密 循漆蒔雪座昧
宴泰 畦州共 鳳系瑚主呉蒔忘求 値偉戴菩笠快庵望 密欠戴薫 循漆座
昧 丸泰 堰替蒔峡値共 丁恭滞冴 殆快 辞州共 矩及戴菩笠快庵望 駒
戴舗紗笠.
飲詰往 具索煮密快 循漆座望 兄蒔密札蒔忘求 凋幹戴快 此欺密
座殊求, 僕娃密 候座忘求 竺札貯戴取快 恵戴菩笠. 具索煮密快 兄蒔
密札蒔忘求 凋幹戴快 座殊求嵯密 循漆座望 求幹頬往 卓祁雑順密 雪
座昧躯 郁泰擦尽慰 飲庵望 僕娃候座頬宜快 唖勘昧嵯 鞄 欝頬殆餌
辞蔚戴快 糊逮忘求快 往亜取 恵戴菩笠.
煮硝処替房 蚕泳密 蔚漆庫辞昧嵯 僕娃頬 珂快 偉竺蒔鋪滞昧
丸泰 鯖倣泰 値祁昧 烏藷戴舗 循漆座望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密 候殊
蒔歳座密 戴往求 咽竺戴慰 堰替蒔忘求 弧濯笠.
循漆座房 桂遍佼笠勘 啄雑蚕泳昧 頬欠 殆快 殴房庵望 晒究餌
蔚瑚値往亜快 此欺密 座殊頬笠.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房 啄雑蚕泳昧 頬欠 殆兜 殴房庵望 晒究餌
蔚瑚値往亜快雁嵯 往整旺笠.
此欺房 煮漫蚕泳密 飲 別盗 柾歳堰 育歳勘 隊胞戴取 扮慰 飲
庵望 取紘戴慰 飼烏昧餌 侯桂擦尽仇快 方育求喉西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寓餌 此系管密 育漆脈 沢泉, 歳座管望 蔚漆戴慰 瑚貯擦唇
峡胞泰笠. 此欺房 孔峡戴虻往 孔足方泰 散凋兆威堰 漆絢望 返堀虻
往 鳳峡戴餌 瑚貯擦訊笠. 此欺房 刃系捉値共 苦烏 漫戴舗 州糊望
矧烏勘 戴慰 穐密 淡凶望 堪峡烏勘 戴薫 亜系捉値共 苦烏 漫戴舗
自冴取勘 躯管別 峡胞泰笠.
此欺房 此嫡宴泳, 此嫡州勘勘 孔苔峡泰庵望 晒究餌 蔚査戴舗
佼笠 苔峡蒔僕庵忘求 躯管別往娃笠. 幹系管房 煮別手 散凋兆威頬
孔峡戴舗勘 飲庵望 飼烏昧餌 鳳峡戴餌 蔚瑚擦尽取 恵泰笠. 倣壇仇
幹系管房 飼烏共 兆威昧 蒔膨擦陣忘求柏躯 墾吻往哀冴 殆笠. 頬遵
却 啄雑蚕泳昧 煮別雫殆快庵, 殴房庵望 晒究餌 蔚瑚値往亜快 座殊
頬宜快雁 循漆座頬 活慰殆快 烏候貝胞密 戴往亜 殆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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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漆座房 笠冒忘求 啄雑蚕泳昧快 辞瀧 返快 晒庵望 躯管別貝
快 此欺密 座殊頬笠.
此欺房 煮漫蚕泳昧 殆快 此系啄根管望 蔚瑚擦迅之吻械宜 煮漫
蚕泳昧 烏座密 沢泉求 煮別雫殆取 扮快庵望 晒究餌 躯管別劾笠. 此
欺房 煮漫蚕泳共 取紘戴薫 飲 桂遍昧勘 育歳寄取 扮慰 飼煮蒔忘求
墾仇快 取逮忘求喉西 頬欠 煮別雫殆快庵密 喉垢蒔僕 蔚瑚昧 躯疾戴
取 扮慰 抵牧返頬 晒庵望 循漆値往娃笠. 僕娃密 循漆蒔凋幹密 亜時
候殊蒔僕 雪趣房 頬欠 煮別雫殆快庵密 喉垢蒔僕 蔚歯頬往 瑚沢昧
飲招快庵頬 吻械宜 煮漫蚕泳昧快 返快 辞瀧 晒求蓬庵望 躯管別貝快
雁 殆笠. 此欺密 檀看 求幹望 丸殺戴快 啄丸蒔僕 烏泳脈 烏榊冴橿
管 飲峡慰 密札煮昧 足方泰 系殊蒔 倦 竺殺蒔受喉管房 虻密往 笠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密 困系頬笠. 晒庵望 躯管別貝快 此欺密 循漆蒔
凋幹昧 密戴舗 煮漫蚕泳昧快 飼圃飼硝求嵯快 躯管別外冴 返快 辞瀧
晒求蓬 此系, 僕衣蒔僕 循漆系管頬 哨啄戴薫 此欺房 飲庵望 亜取慰
煮漫蚕泳昧 丸泰 取紘共 抵牧返頬 丁丸値往娃笠.
此欺房 卓祁責囚望 籍戴舗 殴房 飼候煮密蒔峻賞州勘共 曙困戴
慰 休此根 遵冒忘求 僕娃昧 密泰 僕娃密 峻賞脈 瞥文頬 胤汐岐 晒
求蓬 査手蒔僕 此嫡煮密州勘共 蚕明笠. 頬遵却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
昧 寓餌 抵牧返頬 晒庵望 躯管別往亜快 此欺密 座殊頬宜快雁 循漆
座頬 活慰殆快 烏候貝胞密 笠競 戴往亜 殆笠.
循漆座房 笠冒忘求 刑看庵望 煮別手 雑竺昧 寓餌 装別往亜快
此欺密 座殊頬笠. 此欺房 蔑州往 育硝蒔僕 兆威堰 漆絢歳昧嵯 墾薫
凋幹戴群嵯 飲 慕逮望 己快笠. 此欺密 散凋堰 凋幹昧 歯胞戴快 兆
威堰 漆絢房 笠僻戴慰 侯慈戴薫 糖 抵牧返頬 瑚泰笠. 飲峡慰 此嫡
共 頬拒慰殆快 蔚碁蒔此欺管密 遵取脈 改休, 座伊堰 賞欠 莞勘 嵯
求 笠僑笠. 此欺房 育硝蒔僕 兆威堰 漆絢, 抵牧返頬 瑚貯寄快 雑竺
昧 寓餌 凋幹糊札堰 冴呉望 呼亭群嵯 兄蒔密札蒔忘求 凋幹泰笠. 躯
卜 此欺管頬 煮別手 育硝蒔雑竺望 慰仇戴取 扮慰 飼圃堰 此嫡共 蔚
漆戴快 凋幹望 慰竺伊札貯岐 蝉昧 寓勝別 泰笠群 雑族共 群滞冴 返
餌 岐笠. 刑看 凋幹望 煮別手 育硝蒔雑竺昧 寓餌 循漆蒔忘求 五仇
往亜快 舗烏昧 循漆座頬 活慰殆快 烏候貝胞密 糖 笠競 戴往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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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笠.
蚕泳共 蔚漆値往亜快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堰竺頬技 煮漫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望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蔚瑚擦迅之吻械宜 抵牧返頬 晒庵
望 躯管別往亜快 堰竺頬薫 煮別手 育硝蒔雑竺昧 寓餌 刑看庵望 装
別往亜快 兄蒔密札蒔僕 堰竺頬笠.
循漆座密 貝胞望 頬拒快 頬 刑看 座殊管房 結識壇 及宴寄慰
籍卜寄舗殆忘薫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堰竺昧嵯 幹擦蒔忘求 庫啄岐笠.
循漆座頬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頬宜慰 戴舗 此欺頬宜群 俄育
往 笠 亜取快庵頬 吻械笠. 桂漫勘札戴慰 絢鰍望 喉峡快飼管, 笠競
此欺望 峻賞戴虻往 翁昧餌 烏散戴舗 墾吻亜快飼管昧餌快 循漆座頬
殆笠慰 駒滞冴 返笠.
循漆座房 舜笠蓬 此嫡蒔僕娃頬 亜取快 慰鳳泰 候殊蒔雪座頬笠. 此
欺頬 亜取快 循漆座密 冴紗房 唖頬戴薫 此欺管頬 変矩往 循漆座望
華頬 硝啄戴快亜 戴快雁 凍宜 此嫡蒔僕娃忘求嵯密 送伊堰 亜招亜
咽竺寄餌 岐笠. 笠擦駒戴舗 循漆座望 華頬 硝啄滞冴汲 舜笠蓬 此嫡
蒔僕娃忘求 岐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循漆座頬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密 戴往求
岐笠快庵頬 堰替蒔忘求 弧瀧珠忘求柏 此欺昧 丸泰 辞群蒔頬慰勘 粍
檎泰 処替蒔峡値亜 煮別取餌 寄菩忘薫 蚕泳密 蔚漆庫辞望 檀殆
餌 笠飲昌冴 殆快 漫休泰 此根峡泣蒔桂烏亜 矩及寄餌 寄菩笠.

循漆蒔改休
循漆蒔改休房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寓餌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
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滞冴 殆快 此嫡蒔僕娃密 凋幹改休望 糟啄戴
快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冴救 窺卜座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遺擦戴擦菩笠.
窺卜座
《此欺頬 循漆座望 亜取慰殆笠快庵房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寓
餌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滞冴 殆快 循漆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笠快庵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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窺卜座自歯種》
36猿, 247´248村取)
密欠苔械笠.》(《窺卜座
窺卜座

循漆蒔改休房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寓餌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
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快 此嫡蒔僕娃密 改休頬笠.
此欺房 笠競 散祁系殊卜孤堰快 鰍峡 兄蒔密札蒔忘求 蚕泳共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快 歳座, 循漆座望 亜取慰殆笠. 此
欺頬 飲 別盗 散系鳳烏硝勘 亜取取 恵戴快 循漆座望 亜取餌 寄快庵
房 呼求 循漆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烏徳畦頬笠. 此欺房 循漆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殴慰 既淘別手庵望 返堀慰 晒庵望 循漆戴烏
漫泰 循漆蒔凋幹望 五峡餌 岐笠. 偉郁 循漆座望 亜取慰殆笠快庵房
為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寓餌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滞冴 殆快 循漆
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卜孤蒔忘求 改休頬宜快 駒房 卜竺泰 此系頬 庫昼滞冴 殆快 檀
望 亜峡訊笠. 烏泳瑳江往 散祁硝昧快 笠 飲庵管頬 庫昼滞冴 殆快
檀, 改休頬 咽竺寄舗殆忘薫 此欺昧餌勘 飼烏密 散質堰 庫辞望 活佼
戴快 慰鳳泰 改休頬 殆笠.
此欺頬 別盗 凋幹改休望 硝啄戴慰殆快亜 戴快 畦州快 此欺昧
丸泰 粍座岐 処替蒔峡値共 丁恭戴快雁嵯 往嵯快 借方泰 畦州密 戴
往頬笠. 此欺密 凋幹改休望 別祷餌 佼快亜昧 凍宜 此欺望 蚕泳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貝蚕蜂冴勘 殆慰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芝歳岐 桂剣泰 質受求 慰竣滞冴勘 殆笠.
取旺 擦烏密 処替此根管昧嵯快 此欺密 凋幹改休昧 丸泰 堰替
蒔僕 位値亜 煮別取取 恵戴菩笠.
孤幹蒔峻賞泳吋堰 飲 丸瑚飼管房 飼烏密 峡値宴泳昧 寓餌 此
欺密 凋幹改休望 沫易腿忘求柏 峻賞此嫡共 蒔淫 苔峡貯戴菩笠. 孤
幹蒔取紘泳吋堰 飲 丸瑚飼管房 此欺密 凋幹改休望 飲 別盗 藷飼圃
蒔僕 殺江求蓬 質受昧 密値 煮別手庵忘求 憩此腿忘求柏 此欺望 吻
桂詰泰 改幹蒔檀勘 亜取取 恵泰 桂烏休泰 質受求 躯管保快亜 戴群
此欺密 凋幹改休望 散祁系殊卜孤密 散質改休堰 笠共呼 返快庵忘求
慰竣腿忘求柏 此欺堰 飼圃蒔, 散系替蒔質受脈密 殊蒔俊頬共 育碁滞
冴 返餌 戴菩笠.
系泣 具索煮密処替頬辞擦烏昧勘 此欺密 凋幹改休昧 丸泰 手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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蒔僕 位値亜 州烏寄菩取躯 飲庵房 此欺密 僕札改休望 卜竺戴餌 値
祁戴快雁 沓系詰殆保笠.
具索煮密処替橿泳昧 脈嵯 江求栽 此欺昧 丸泰 慰竣房 堰替蒔
惜丸芳昧嵯 泣密寄烏 擦歯戴菩笠. 具索煮密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密
僕札改休昧 丸泰 辞群蒔頬薫 堰替蒔僕 峡値亜 丁恭寄餌 寄菩忘薫
雑順改休頬 此欺密 借方泰 凋幹改休忘求 岐笠快庵頬 弧瀧取餌 寄
菩笠. 飲詰往 頬庵房 飼圃堰 此嫡共 兄蒔密札蒔忘求 僕札戴慰 蔚漆
値往亜快 此欺密 凋幹改休卜孤昧 丸泰 粍座岐 位値求快 希冴 返
保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循漆蒔改休頬 此欺密 慰鳳泰 凋幹改休望
頬挙笠快庵頬 弧瀧珠忘求柏 頬 畦州昧 丸泰 粍檎泰 峡値亜 丁恭寄
餌 寄菩笠.
漫丸泰 冴救 窺卜座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遺擦戴擦菩笠.
窺卜座
《此欺房 飼煮蒔僕 密札堰 循漆蒔僕 改休望 亜殊 徳昧躯 飼煮蒔
窺卜座辞種》
64猿, 18村取)
頬薫 循漆蒔僕 此嫡蒔質受求 希冴 殆笠.》(《窺卜座
窺卜座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忘求嵯密 循漆蒔改休房 散系鳳烏硝求嵯密
僕娃密 散峡蒔改休頬 吻械宜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哀冴 殆快 此嫡蒔僕娃昧餌躯 慰鳳泰 檀, 凋幹改休望 亜峡
尽快庵頬笠.
系泣 僕娃昧餌勘 散系鳳烏硝求嵯密 散祁凋幹望 佼時戴舗煮快
散峡蒔改休頬 殆笠. 飲詰往 飲詰泰 改休房 幹系頬 亜取慰殆快 散峡
蒔改休堰 笠共呼 返忘薫 飲庵房 此欺昧餌躯 慰鳳泰庵頬 吻械笠.
僕娃房 候殊昧 殆別嵯 散祁系殊卜孤堰快 鰍峡 蚕泳脈 飼烏 蓬祁
密 煮僕忘求 墾薫 庫辞滞雁 丸泰 飼煮蒔方育共 州烏戴慰 飲庵望 循
漆蒔凋幹望 籍戴舗 雑啄値往亜快 亜時 庫辞寄慰 檀殆快 質受頬笠.
循漆蒔改休房 呼求 僕娃密 散峡蒔改休頬 吻械宜 蚕泳脈 飼烏 蓬祁
望 飼煮蒔忘求 蔚醇値往亜快 僕娃密 循漆蒔凋幹望 佼時戴快 改休,
僕娃昧餌躯 慰鳳泰 凋幹改休頬笠.
僕娃密 循漆蒔改休頬 鵬硝蒔烏宴管密 頬詰自詰泰 散峡蒔歯胞昧
烏藷戴舗 庫昼寄餌 寄快庵房 此雑頬笠. 此欺頬 娃橿泰 烏瞥望 戴往
戴飼慰 戴舗勘 烏瞥蚕槍管密 凋庫泰 歯胞望 辞州求 戴快庵躯壬 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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瞥蚕槍亜 祖頴寄群 烏瞥改休勘 根雑戴餌 寄快庵房 頬徳畦頬笠. 飲
詰往 頬詰泰 僕娃密 散峡蒔改休飼硝快 循漆蒔改休密 辞州求快 希冴
殆別勘 飲飼硝亜 循漆蒔改休忘求快 寄取 恵泰笠. 此欺房 吻桂峡 絢
辞泰 憾蛎脈 鵬硝蒔檀望 亜取慰殆笠慰 戴舗勘 此嫡休此蒔忘求 沢座
寄慰 庫辞戴快 堰替取札堰 渥房 密札望 亜取取 恵泰笠群 蚕泳共 峰
呼求 僕札戴慰 蔚漆値往哀冴 返忘薫 凍宜嵯 蚕泳密 鳳卜泰 取紘飼,
蔚漆飼求 希冴 返笠.
僕娃密 循漆蒔改休房 飲 別盗 散峡蒔改休頬 吻灰庵忘求 戴舗
此嫡休此庫辞堰 腿溺 抵牧返頬 庫辞泰笠. 飲詰往 僕娃密 散峡蒔改
休飼硝快 僕娃鳳烏硝脈 腿溺 整慰往快庵忘求 戴舗 卜竺泰 泰泳共
亜手笠. 飲詰劇求 僕娃房 散峡蒔改休躯忘求嵯快 蚕泳脈 飼烏 蓬祁
密 煮僕忘求嵯 桂泰壇 庫辞値往哀冴 返笠. 僕娃房 呼求 此嫡休此蒔
忘求 沢座寄慰 庫辞戴快 循漆蒔改休望 取械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桂泰
壇 庫辞滞冴 殆快 亜改座望 亜取餌 岐笠.
頬遵却 循漆蒔改休房 飼圃堰 此嫡共 兄蒔密札蒔忘求, 循漆蒔
忘求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煮幹蒔忘求 蔚醇値往哀冴 殆快 僕娃密
慰鳳泰 凋幹改休, 此嫡休此庫辞堰 腿溺 抵牧返頬 主丸戴快 僕娃密
此嫡蒔凋幹改休頬笠.
循漆蒔改休房 此欺密 循漆座望 咽竺戴快 烏候方僕頬薫 此欺頬
循漆座望 亜取慰殆笠快 主虻卜之吻械宜 飲 庫啄頬笠. 循漆蒔改休頬
返快 此欺房 循漆蒔凋幹望 滞冴 返忘薫 循漆座望 候殊蒔歳座忘求
取界冴 返笠.
循漆蒔改休房 堰替烏榊取札堰 威醍, 烏改, 坂及頬 此欺密 硝
休堰 偉苔寄舗 頬拒別手笠.
循漆蒔改休昧嵯 烏候望 頬拒快庵房 堰替烏榊取札頬笠.
堰替取札房 蚕泳密 候殊堰 飲 瑚貯庫辞密 苔呉掌座望 孤慕泰
密札頬薫 烏榊取札房 系殊烏榊冴橿管望 躯管慰 峡胞戴快 卜孤蒔椋
峡脈 糊勘, 育硝蒔僕 循漆糊呉堰 峡胞冴呉昧 宴泰 取札頬笠. 此欺
房 堰替烏榊取札望 亜雫平 飼圃堰 此嫡密 此系啄根管望 飼烏密 飼
煮蒔方育昧 寓餌 蔚漆値往哀冴 殆笠. 雪壇 堰替烏榊密 擦丸, 竺佼
困辺擦丸僕 倣怪 堰替烏榊望 梼旺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昧 丸戴舗 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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滞冴 返忘薫 堰替烏榊取札昧 密戴舗 墳己晶寄取 扮快 循漆蒔凋幹昧
丸戴舗 散唖滞冴 返笠. 堰替烏榊取札昧 密戴舗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
房 桂泰壇 主丸戴慰 庫辞泰笠. 僕娃密 取改密 庫辞昧 凍僑快 堰替
烏榊取札密 庫辞昧快 泰泳亜 返笠. 僕娃密 循漆蒔改休密 桂允桂手
座房 呼求 堰替烏榊取札密 抵牧返快 庫辞昧 密戴舗 活佼岐笠.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昧嵯 威醍堰 烏改, 坂及勘 借方泰 飼峡共 俊
取泰笠.
威醍房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堰竺昧嵯 硝醍望 籍戴舗 鵬硝昧 硝
監岐 循漆共 漫泰 漆歯痴漫脈 蔚碁蒔漆歯管密 恕硝共 駒泰笠. 威醍
頬 矧頬慰矧舗 烏改忘求 庫辞戴薫 坂及忘求 粍座岐笠. 此欺頬 循漆
凋幹堰竺昧嵯 座堰共 虻憾飼群 刑看 凋幹望 殺歳竺丁戴餌 飲峡慰
改坂戴慰 達亨蒔忘求 五仇平 泰笠. 飲杵雁 循漆蒔凋幹密 竺丁座堰
殺歳座, 達亨座房 威醍堰 烏改, 坂及望 梼往嵯 散唖滞冴 返笠. 威
醍堰 烏改, 坂及房 此欺頬 五峡快 循漆凋幹密 券蔚 泳烏矩笠昧嵯
頬別取快 漆歯痴漫脈 蔚碁蒔幹歯管望 戴往密 凋幹忘求 偉苔擦尽慰
刑看 幹歯管望 烏潔戴慰 椋凋戴餌 値往亜餌 腿忘求柏 循漆凋幹密
竺丁座堰 殺歳座, 達亨座望 丁慰壇 活佼泰笠.
威醍堰 烏改, 坂及房 堰替烏榊取札昧 烏藷戴舗嵯躯 華房 冴紗
昧嵯 硝監戴慰 衣慰庫辞滞冴 殆忘薫 飲 漫休望 庫昼滞冴 殆笠.
堰替烏榊取札堰 威醍, 烏改, 坂及房 此欺密 硝休堰 偉苔寄舗
循漆蒔改休望 頬拒慰 系殊蒔檀忘求 歯胞泰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欺頬 絢穐戴慰 絶絶泰 硝休望 亜取取 恵戴群 循漆蒔凋幹改休
窺竺卜査種》
8猿, 401村取)
望 亜手 檀殆快 質受求 希冴 返察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此欺房 絢時泰 硝休望 亜雫平 循漆蒔改休望 亜手 檀殆快 質受
求 希冴 殆笠. 隊弊戴慰 桂烏休泰 硝休望 亜手 此欺房 堰替烏榊取
札堰 威醍, 烏改, 坂及望 州丸求 察監滞冴勘 返慰 頬欠 亜取慰殆快
堰替烏榊取札堰 烏改, 坂及勘 州丸求 柏靴望冴 返笠.
堰替烏榊取札堰 威醍, 烏改, 坂及房 飲 別壊 戴往勘 硝休堰 淘
別雫嵯快 循漆蒔改休望 頬拒取 恵泰笠. 硝休房 循漆蒔改休望 頬拒
快 方僕管僕 堰替烏榊取札堰 威醍, 烏改, 坂及望 戴往求 偉苔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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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方僕卜之吻械宜 飲庵望 蔚漆丸根昧 守識 歯胞擦唇 啄雑蒔僕 系
殊蒔檀忘求 辞兆擦尽快 足冴蒔方僕頬笠.
堰替烏榊取札堰 威醍, 烏改, 坂及房 硝休堰 偉苔希 徳 系殊蒔
檀忘求 岐笠. 堰替烏榊取札房 僕娃密 此鳳烏宴僕 蛎冴昧 硝監寄慰
飲昧 密戴舗 凋胞寄薫 威醍堰 烏改, 坂及房 蛎冴脈 腿溺 求幹烏宴
僕 済堰 庫, 姶唖烏宴管昧 硝監幾忘求柏 硝休堰 偉苔岐笠.
頬遵却 堰替烏榊取札堰 威醍, 烏改, 坂及 倦 硝休房 戴往求 偉
苔寄舗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望 頬拒薫 蚕泳共 蔚漆瑚卓戴快 系殊蒔檀
忘求 歯胞泰笠.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堰 宴及戴舗 飼圃蔚漆密 循漆休忘求嵯密 此
嫡密 散困休昧 丸泰 峡値共 竺丁壇 亜取快庵頬 借方戴笠. 此欺堰
散困勘育求 頬拒別手 此嫡密 散困休房 飼圃望 蔚漆戴快 此欺密 循
漆蒔檀頬薫 循漆蒔改休頬笠. 舗烏嵯 散困休, 散困勘育亜 飼圃望 蔚
漆戴快 此欺密 循漆休 糖快 循漆蒔改休頬宜慰 戴快庵房 散困勘育飼
硝亜 循漆休頬宜快庵頬 吻械宜 散困勘育亜 庫昼戴快 檀頬 飼圃望
蔚漆戴快 循漆休頬宜快庵頬笠. 此欺房 飼圃望 蔚漆戴烏 漫戴舗 飼
烏密 循漆蒔改休望 庫幹戴舗 散困勘育共 躯管別貝慰 飲庵忘求 飼圃
望 蔚漆値往娃笠.
此欺頬 飼圃望 蔚漆戴快雁嵯 庫昼戴快 循漆休房 飼烏密 循漆
蒔改休頬 硝啄岐 散困勘育共 梼往嵯 散唖滞冴 返笠. 散困勘育亜 庫
辞戴群 滞冴汲 此欺密 循漆蒔檀房 鞄萌鞄 時座戴薫 凍宜嵯 散困勘
育快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 循漆休密 庫辞冴紗望 受快 醇勘求 岐笠.
散困勘育亜 飼圃望 蔚漆戴快 此欺密 循漆蒔檀忘求 寄快庵房 雪壇
散困勘育昧快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頬 硝啄寄舗殆慰 此欺頬 飲庵望 亜
取慰 守識 飼圃望 蔚漆値往亜烏徳畦頬笠. 此欺頬 吻桂峡 華房 堰替
烏榊取札堰 烏改, 坂及望 栽鳳戴慰殆笠慰 値勘 飲詰泰 循漆蒔改休
望 硝啄泰 散困勘育共 亜取取 扮慰嵯快 飼圃蔚漆昧嵯 飼烏密 檀望
州丸求 庫昼滞冴 返笠.
飼圃蔚漆昧嵯 散困勘育亜 庫昼戴快 檀房 吻桂峡 漫休泰庵頬宜
慰 値勘 飲庵房 笠凶吻灰 此欺密 循漆蒔檀僕庵頬笠. 散困勘育快 飲
別盗庵頬看取 此欺堰 淘別雫 飲飼硝求嵯快 吻桂杵 檀勘 庫昼滞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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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忘薫 吻桂杵 亜招勘 返笠. 頬庵房 散困勘育亜 庫昼戴快 檀頬 此
欺密 循漆蒔檀頬宜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此欺房 飼烏密 循漆蒔改休望
散困勘育昧 硝啄腿忘求柏 飼圃蔚漆密 循漆休望 抵牧返頬 主丸擦唇
往亜薫 飲庵望 此嫡蒔忘求 匠蒔戴慰 笠冒蚕丸昧 何以煮薫 丸共 頬
別 泳撮庫辞擦唇往娃笠. 凍宜嵯 此欺頬 取械慰殆快 循漆蒔改休密
華頬頬飼 飼圃望 蔚漆戴快 此欺密 循漆蒔檀密 華頬求 寄快庵頬笠.
此欺堰 散困勘育求 育座岐 散困休望 飼圃望 蔚漆戴快 此欺密
循漆蒔檀頬薫 循漆蒔改休頬宜慰 戴快 峡鳳亜 舗烏昧 殆笠.
飲詰往 散困勘育亜 庫昼戴快 檀頬 飼圃望 蔚漆戴快 此欺密 循
漆蒔檀頬薫 循漆蒔改休頬宜慰 戴舗 散困休, 散困勘育脈 此欺密 循
漆蒔改休頬 綴 渥笠快庵望 密欠戴取快 扮快笠. 飲庵房 散困勘育亜
此欺堰 腿溺 散困休密 育座方栽頬烏快 戴取躯 堰替烏榊取札堰 烏改,
坂及堰 渥房 循漆蒔改休望 育座戴快 方僕忘求 寄快庵房 吻械烏徳畦
頬笠. 飲丘烏徳畦昧 散困勘育亜 此欺密 求幹休堰 偉苔寄舗 貝快 檀
望 候殊昧 殆別嵯 此欺密 循漆休, 循漆蒔改休頬宜慰 戴快庵頬笠.
循漆蒔改休房 僕娃凋幹密 雪座昧 凍宜 舗詰亜取求 育垢滞冴
殆笠.
循漆蒔改休房 僕娃凋幹密 貝胞昧 凍宜 僕札改休堰 雑順改休忘
求 往俄別手笠.
僕札凋幹堰 雑順凋幹頬 僕娃凋幹密 足冴蒔僕 憾 泳烏共 頬拒
快庵躯壬 僕娃密 循漆蒔改休房 僕札改休堰 雑順改休忘求 育垢岐笠.
僕札改休昧 密戴舗 僕娃密 僕札凋幹頬 活佼岐笠群 雑順改休昧 密戴
舗 此嫡蒔僕娃密 雑順凋幹頬 活佼岐笠.
僕札改休房 此系啄根密 沫蒔歳座望 姶唖戴慰 取唖滞之吻械宜
姶座蒔僕札昧 密戴舗 孤慕岐 飼糾管望 勝根蒔此鳳共 籍戴舗 垢左,
芝苔, 蔚怨腿忘求柏 守識蒔忘求 取唖寄取 扮快 此系啄根管密 候殊
堰 庫辞呉掌望 祖噴戴快 改休頬笠. 此欺房 僕札改休望 亜取慰殆冒
忘求 戴舗 煮漫蚕泳密 此系啄根密 候殊堰 飲 蓬幹庫辞密 苔呉掌座
昧 丸泰 堰替蒔僕 取札望 亜取薫 飲昧 烏藷戴舗 煮漫蚕泳共 飼烏密
取逮堰 方育昧 寓餌 蔚漆戴慰 瑚卓戴烏 漫泰 育根望 蚕芳餌 岐笠.
雑順改休房 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望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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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識 蔚漆戴慰 晒求蓬庵望 躯管別貝快 改休頬笠. 此欺房 僕札改休
堰 腿溺 雑順改休望 亜取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飼圃堰 此嫡昧 丸泰 堰
替蒔僕 僕札昧 烏藷戴舗 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望 苔兄蒔蒔忘求 瑚貯擦
唇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快雁 足方泰 系殊蒔冴橿望 躯管薫
鳳峡泰 散凋漆絢堰 兆威望 守識 循漆泰笠.
循漆蒔改休房 糖泰 僕娃凋幹密 丸根昧 凍宜 飼圃蔚漆改休堰
此嫡蔚漆改休忘求 育垢岐笠.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密 丸根房 飼圃堰 此嫡頬笠. 此欺房 呼求 飼
烏共 柑詰煤慰殆快 飼圃堰 飼烏亜 墾慰殆快 此嫡共 蔚漆戴快 凋幹
望 籍戴舗 晒求蓬 系殊蒔, 畦貯蒔受喉共 躯管薫 晒 州勘, 晒 散凋
望 循漆泰笠.
飼圃蔚漆改休房 飼圃望 蔚漆戴慰 竺侯腿忘求柏 飼煮蒔僕 散凋
望 俄怯冴 殆快 系殊蒔漆絢望 循漆戴快 改休頬笠. 此欺房 飼圃蔚漆
改休望 亜取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此嫡散困休望 庫辞擦唇 飼圃密 育歳
昧嵯 吾別往薫 鳳疾泰 系殊散凋望 俄峡餌 岐笠.
此嫡蔚漆改休房 此嫡宴泳共 瑚卓戴慰 蔚漆腿忘求柏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快 此嫡竺招蒔漆絢望 矩及戴快 卓祁蒔改休頬笠.
此欺房 卓祁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包悪 殴慰 孤幹蒔僕
此嫡宴泳共 返堀鈷峡慰 晒究慰 査手蒔僕 此嫡宴泳共 循漆戴烏 漫泰
此嫡卓祁望 卜忘尽慰 梼結慰往娃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昧 丸泰 蔚暇頬 竺丁壇
丁恭幾忘求柏 此嫡蒔僕娃密 改休昧 宴泰 峡値亜 粍檎戴餌 値祁寄餌
寄菩笠.

密

札

座

密札座房 蚕泳脈 飼烏飼殺望 祖噴戴慰 蔚瑚戴烏 漫泰 刑看 凋
幹望 咽州戴快 此嫡蒔僕娃密 候殊蒔歳座望 糟啄戴快 煮硝処替密 烏
候午煮密 戴往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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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密札座房 蚕泳脈 飼烏飼殺望 祖噴戴慰 蔚瑚戴烏 漫泰 刑看
凋幹望 咽州戴快 此嫡蒔僕娃密 歳座睦械笠.》(《煮硝処替昧 丸戴舗》, 25
村取)

密札座房 飼煮座, 循漆座堰 腿溺 此欺望 笠競 刑看 系殊蒔質
受管堰 育碁戴餌 戴快 候殊蒔歳座密 戴往頬笠.
此欺房 蚕泳密 煮僕忘求 墾薫 庫辞戴烏 漫戴舗 蚕泳脈 飼烏飼
殺望 祖噴戴慰 蔚瑚戴烏 漫泰 凋幹望 抵牧返頬 五仇往娃笠. 此欺頬
蚕泳脈 飼烏飼殺望 祖噴戴烏 漫泰 凋幹房 僕札凋幹頬薫 飲庵望 蔚
瑚戴烏 漫泰 凋幹房 蔚漆凋幹, 雑順凋幹頬笠.
飼圃堰 此嫡, 飼烏飼殺望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庵房 此欺昧餌躯
慰鳳泰 凋幹糊札頬薫 飼烏密 質受脈 庫辞密 烏候漆絢頬笠. 此欺房
飼圃堰 此嫡, 飼烏飼殺望 抵牧返頬 僕札戴慰 蔚漆腿忘求柏 足方泰
散凋冴橿堰 散凋漆絢望 矩及戴慰 墾薫 庫辞滞冴 殆笠. 芳峡快 幹系
管密 散質凋幹昧嵯 密札座望 糊孔粋 戴快 痴漫管望 炭壇 倖冴 殆笠.
晒亜 往桂昧 歓取共 説快庵頬宜看亜 剃五頬 結襖忘求 種望 躯管慰
虻烏昧 剃望 自匠戴快庵堰 渥房 啄根管房 飲詰泰 雑曲管頬笠. 幹系
管密 頬詰泰 痴漫快 矩招 密札蒔僕庵 渥頬 佼頬取躯 幹系密 候改蒔
僕 痴漫昧 取往取 扮忘薫 飲庵房 柾往 取韻頬往 瑚腿頬 返頬 飲丸
求 頬別取慰殆笠.
密札座房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昧餌 慰鳳泰 歳座忘求嵯 此欺頬沫
密 飲 別盗 質受勘 密札座望 亜取取 恵泰笠.
密札座房 桂遍佼笠轡自 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烏 漫泰 刑看
凋幹頬 苔峡蒔忘求 手痴寄勘汲 育根戴慰 泳着値往亜快 此欺密 座殊
頬笠.
蚕泳脈 飼烏飼殺望 祖噴戴慰 蔚瑚戴快 此欺密 僕札凋幹, 雑順
凋幹房 飼煮蒔方育脈 取逮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五峡餌 寄快 苔兄蒔蒔
僕 循漆蒔凋幹頬笠. 飼圃堰 此嫡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雁嵯 此欺房
蔑州往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脈 取逮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轡自 兄蒔望
蚕蓬笠. 兄蒔房 此欺頬 凋幹望 籍戴舗 勘鰍戴舗平 滞 兄糟頬慰 凋
幹密 偉堰昧 丸泰 柾竺頬薫 凋幹昧 密戴舗 困散希 此系啄根昧 丸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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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暇蒔糟啄頬笠. 此欺房 蔑州往 飼烏密 散凋根方育, 飲亜蓬雁嵯勘
亜時 汐雑泰 方育求 往嵯快 畦州共 旬吻貝慰 飲 雑啄望 漫泰 雑州
蒔漆絢堰 亜改座望 整困泰雁 烏藷戴舗 飲庵望 兄蒔忘求 貝蚕蓬笠.
頬杵 密欠昧嵯 兄蒔房 祖噴寄慰 整困岐 散凋根方育頬慰 柾竺岐 凋
幹糊逮頬薫 兄糟頬笠. 兄蒔望 峰呼求 蚕芳快庵房 飼圃堰 此嫡共 僕
札戴慰 蔚漆戴快 暑 衣竺頬薫 飲 座堰密 烏候辞州頬笠. 峰呼求 蚕
霧手 兄蒔房 飼圃堰 此嫡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雁嵯 踏急泰 兄糟脈
糊逮望 州擦腿忘求柏 此欺管求 戴舗韻 華房 歩密脈 密朋望 亜取慰
殺鯖昧 何庶 飲 雑啄望 漫泰 責囚昧 淘庶往嵯餌 泰笠.
此欺房 踏急泰 兄蒔望 蚕蓬 笠冒昧快 丸根密 雪座堰 煮別手
育硝蒔漆絢望 垢左泰雁 烏藷戴舗 別盗 冴橿望 亜取慰 別盗 冴呉堰
憩榊望 蒔胞戴舗 瑳竺岐 兄蒔望 雑啄値往哀庵僕亜共 育根戴慰 泳着
泰笠. 此欺密 沓峡歳昧嵯 頬拒別取快 育根堰 泳着房 僕札堰 蔚漆凋
幹密 求竺堰 衣竺昧 丸泰 瑳泳頬笠. 此欺房 僕札堰 蔚漆密 辞 堰竺
堰 虻烏昧嵯 州烏希冴 殆快 畦州管望 柾位戴群嵯 別盗 威求共 虻庶
別盗 橿泳脈 阪俊求 兄蒔望 鰍座滞庵僕亜共 歯辞戴慰 瑳泳泰笠.
頬遵却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求喉西 哨庫戴舗 兄蒔望 蚕芳薫 飲
雑啄望 漫泰 糊勘共 育根戴慰 泳着戴群嵯 密勘蒔忘求 凋幹望 五仇
往亜快 此欺密 座殊頬 呼求 密札座頬笠.
密札座房 笠冒忘求 飼圃堰 此嫡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雁嵯 庫
昼戴快 密取脈 責囚休望 咽州戴快 此欺密 座殊頬笠.
僕娃密 密取脈 責囚休房 飼圃堰 此嫡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凋
幹昧嵯 飲 座堰共 汁芳戴快 烏候方僕密 戴往頬笠. 僕娃密 凋幹房
蔑州往 卜竺泰 密取脈 責囚休昧 密戴舗 墳己晶岐笠. 密取脈 責囚休
望 梼往 僕娃密 僕札凋幹, 雑順凋幹昧 丸戴舗 散唖滞冴 返笠. 飲庵
房 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此辺頬 別弓慰 侯慈泰 此辺頬宜快 此
竺堰 宴及岐笠. 飼圃望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雁嵯快 憲兄蒔忘求 歯胞
戴快 飼圃休密 時堀共 己忘薫 此嫡共 蔚漆戴快 凋幹昧嵯快 殴房 此
嫡蚕休密 孤貸昧 喉樫招取 扮望冴 返笠.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卓戴
烏 漫泰 此欺管密 凋幹房 穐密泰 密取脈 責囚休望 華頬 庫昼戴舗
喉樫招快 包悪 旺宴堰 擦及望 淫侯値往亜快 堰竺頬笠. 頬遵却 飼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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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 此嫡昧 丸泰 僕札堰 蔚漆凋幹昧嵯 庫昼寄快 密取脈 責囚休望 咽
竺戴快 此欺密 座殊頬 呼求 密札座頬笠.
密札座房 笠冒忘求 僕札堰 蔚漆堰竺昧 漆座寄快 竺帳昧 凍宜
飼烏密 凋幹望 苔峡蒔忘求 漆汐籍州値往亜快 此欺密 座殊頬笠.
飼圃堰 此嫡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堰竺昧快 舗詰亜取 竺帳頬
漆座希冴 殆笠. 僕札堰 蔚漆堰竺昧 喉樫招快 晒求蓬 竺帳管房 欠峡
柾位稚兜庵勘 殆望冴 殆慰 柾位招 恵泰 堪庫蒔僕庵勘 殆望冴 殆笠.
此欺管房 僕札堰 蔚漆堰竺昧 喉樫招快 晒求蓬 竺帳兵昧嵯 歳
冴桂沼忘求 煮自憤虻往 頬欠 蚕霧手 凋幹泳着丸求 桂歯竺 貝欠快庵
頬 吻械宜 晒求蓬 竺帳昧 丸遵戴舗 凋幹泳着望 冴竺戴慰 漆汐腿忘
求柏 兄蒔望 雑啄値往娃笠.
此欺房 晒求蓬 竺帳頬 往整往餌 寄群 飲 雑泉共 竺丁壇 祖噴
戴慰 庫散胤椋堰 此泉庫辞勝頬 飲峡慰 飲庵頬 僕札蔚漆凋幹昧 欠招
餌 希 慕逮望 整困泰笠. 飲峡慰 竺帳昧 丸泰 竺丁泰 曹亜共 貝峡慰
飲昧 丸遵滞 糊勘共 刑三戴薫 飲昧 寓餌 飼烏密 凋幹泳着望 冴竺戴
慰 凋幹望 漆汐泰笠. 頬遵却 抵牧返頬 喉樫招快 晒求蓬 竺帳堰 舗
詰亜取 堀求脈 旺宴望 座堰蒔忘求 陶慰往亜薫 飼圃堰 此嫡共 僕札
戴慰 蔚漆戴快 別弓慰 侯慈泰 此辺望 椋躯壇 雑啄値往亜快 座殊頬
密札座頬笠.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忘求嵯密 密札座房 密札望 梼往嵯 散唖滞冴
返笠.
密札座勘 蛎冴密 慰吋泰 烏改僕 密札昧 密戴舗 咽竺寄快 此欺
密 座殊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蚕泳共 堰替蒔忘求 僕札戴慰 蒔淫蒔忘求 蔚漆戴舗往亜快 此
欺管密 凋幹房 笠凶吻灰 飲管密 密札座密 庫啄頬薫 飼圃堰 此嫡共
瑚卓戴快 責囚昧嵯 珂快 此欺管密 鋪滞房 偉郁 飲管密 此根密札密
鋪滞僕庵睦械笠.》(《煮硝処替昧 丸戴舗》, 43村取)
密札房 此欺密 亜時 庫辞岐 烏宴僕 蛎冴密 慰吋泰 烏改忘求嵯
啄雑望 孤慕戴薫 此欺密 僕札堰 雑順凋幹望 取昼戴慰 漆汐籍州
泰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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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密 密札昧嵯 桂遍佼笠 借方泰庵房 此根密札頬笠.
此根密札房 此欺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密札忘求嵯 此
欺管密 刑看 痴幹望 咽州戴慰 漆汐籍州泰笠. 此欺頬 桂遍望 漫戴舗
別祷餌 責囚戴快亜 戴快 凋幹密 兄蒔堰 泳吋蒔座伊 飲峡慰 飲 凋幹
昧嵯 庫昼寄快 密取脈 責囚休房 此根密札昧 密戴舗 咽州岐笠. 此欺
房 査手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殊 徳 刑看 畦州共 胤求僕潔丸借密 恭時
昧嵯 垢左粗橿戴薫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戴舗 飼殺密 刑看庵
望 笠 呼庶 締調取 責囚戴餌 岐笠. 飲詰往 孤幹蒔僕 此根, 喉僑舎
吻此根望 亜殊 徳昧快 此嫡脈 種橿密 峡北房 墳借昧 返頬 蔚僕峡烏
煮密躯望 勝育戴薫 僕潔丸借密 飼煮漫辺昧 鋪痴戴快 孤幹蒔, 孤卓
祁蒔痴漫共 戴餌 岐笠.
此根密札房 此欺頬 亜取快 密札密 笠競 沢泉僕 取札堰 姶竺密
沢座堰 歯胞勘 咽州泰笠.
此欺管頬 別梼泰 取札望 変矩往 華頬 栽鳳戴薫 飲庵望 別祷餌
柏靴快亜 戴快庵勘 此根密札昧 密戴舗 咽州寄薫 姶竺頬 別盗 座伊
望 胴慰 往整往薫 変矩往 柾峡戴餌 糟啄寄快亜 戴快庵勘 此根密札
昧 凍僑餌 岐笠. 飲丘烏徳畦昧 此欺密 密札座密 華頬快 偉郁 飲亜
取械慰殆快 此根密札密 華頬昧 密戴舗 偉竺寄餌 岐笠.
此欺密 密札昧嵯 笠冒忘求 借方泰庵房 取札頬笠.
取札房 鰻宴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密 候殊堰 飲 蓬幹庫辞密 苔呉
掌座望 孤慕泰 密札沢泉求嵯 此欺密 僕札堰 雑順凋幹望 佼時泰笠.
此欺管房 飼圃堰 此嫡昧 丸泰 取札望 栽鳳腿忘求柏 飲昧 烏藷戴舗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密 取逮堰 方育昧 寓餌 座堰蒔忘求 蔚漆戴餌
岐笠.
此根密札頬 此欺管密 凋幹密 兄蒔堰 座伊, 密取脈 責囚休望 咽
州泰笠群 取札房 此欺管密 凋幹頬 丸根密 雪座堰 飲 庫辞呉掌昧 寓
餌 峰呼求 手痴希冴 殆餌 活佼泰笠. 飼圃堰 此嫡昧 丸泰 仮慰 欝房
取札望 栽鳳滞冴汲 此欺管房 僕札堰 蔚漆凋幹望 佼笠 槽仮慰 欝頬
殆餌, 佼笠 蒔淫蒔忘求, 達堰蒔忘求 五仇往哀冴 殆笠.
此欺密 密札昧嵯 笠冒忘求

借方泰庵房 姶竺頬笠.

姶竺房 此欺管頬 亜取快 鰻宴蒔啄雑昧 丸泰 竺嵯蒔硝醍忘求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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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此根密札堰 育碁希之吻械宜 此系
啄根密 候殊堰 蓬幹庫辞密 苔呉掌座望 孤慕泰 取札堰勘 育碁岐笠.
烏蚤堰 鮭側, 躯疾堰 孔躯, 此祇堰 主倣, 幹竺堰 殊擦 莞忘求 往整
往快 姶竺房 此欺管密 凋幹昧 頬詰自詰戴餌 歯胞泰笠. 此欺管頬 飼
圃堰 此嫡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責囚昧 別祷餌 舜亜戴快亜, 変矩往
刃 檀望 庫昼戴快亜 戴快雁嵯 姶竺頬 珂快 鋪滞望 栃舗菓慰 散唖滞
冴 返笠. 姶竺房 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此欺密 凋幹密 堰姶座,
柾峡座, 責処座望 咽竺泰笠.
頬 刑看庵房 此欺管頬 密札望 亜殊 徳昧躯 密札座望 亜手 此
嫡蒔質受求 希冴 殆笠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密札座望 亜手 質受, 密札蒔僕 此嫡蒔質受快 密札望 亜取慰殆
望之吻械宜 密札蒔僕 凋幹望 戴快 質受頬笠. 密札望 亜取快庵房 密
札座望 亜取烏 漫泰 烏候方僕忘求 寄取躯 飲庵躯忘求快 吻守 密札
座望 亜手 質受求 希冴 返笠.
密札座房 此欺密 僕札凋幹, 雑順凋幹望 梼往嵯 取界冴 返笠.
密札座房 密札堰 矩春亜取求 此欺密 此嫡蒔凋幹堰竺昧 此欺昧餌 沢
座寄慰 硝監寄薫 庫啄寄餌 寄快庵頬薫 糖 僕娃密 蒔淫蒔僕 雑順凋
幹堰竺望 籍戴舗 抵牧返頬 庫辞泰笠. 雑順責囚歳昧嵯 査手蒔僕 此
根密札,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仮慰 欝房 取札, 慰根泰 姶竺望 硝監
戴慰 華頬 庫僻値往亜快 此欺躯頬 密札座望 亜手 質受, 密札蒔僕
此嫡蒔質受求 岐笠.
頬 刑看庵房 密札座房 密札望 亜取慰 此嫡蒔凋幹望 五仇往亜
快 此欺密 慰鳳泰 候殊蒔歳座頬宜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密札座堰 密札房 結識壇 及宴寄舗殆忘往 渥房 蔚暇頬 吻械笠.
密札房 慰勘求 漆守岐 僕娃蛎冴密 烏改頬宜群 密札座房 飲詰泰 密
札望 亜取慰 墾薫 凋幹戴快 此嫡蒔僕娃密 歳座頬笠.
密札座房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密 戴往求嵯 此欺望 蚕根昧嵯 亜
時 芳婿戴慰 檀殆快 質受求 寄餌 戴快 亜時 慰吋泰 歳座頬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飼煮座, 循漆座堰 腿溺 密札座頬 此欺密 候
殊蒔歳座頬宜快庵頬 弧瀧珠忘求柏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昧 丸泰
粍檎泰 処替蒔峡値亜 丁恭寄餌 寄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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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漁密 処替此共 鞄翰別佼群 此欺頬 密札望 亜手 質受宜快庵
望 僕竺泰 処替飼管房 殆保忘往 此欺密 凋幹望 咽州戴快 歳座忘求
嵯密 密札座望 亜取慰殆笠快庵望 弧断 処替房 返保笠.
此欺頬 亜取快 慰鳳泰 座殊求嵯密 密札座堰 密札頬 突冴返頬
及宴寄舗殆快庵躯壬 密札座堰 渥房 此欺密 凋幹望 咽州戴快 方僕昧
丸戴舗 峰呼求 値祁戴飼群 密札堰密 及宴歳昧嵯 飲庵頬 堰替蒔忘求
正育寄舗平永忘往 取旺 擦烏昧快 頬昧 丸泰 堰替蒔僕 値渇頬 煮別
取取 恵戴菩笠. 系泣 取旺 擦烏昧勘 処替飼管房 此欺密 刑看 凋幹
望 咽州戴快 方僕頬 桂遍僕亜共 値祁戴快雁 欝房 宴鯖望 堪仇矛忘
薫 頬脈 宴及泰 冴駆房 位値管望 貝菓幣笠.
飲詰往 僕漁密 処替蒔此鳳亜 擦歯寄舗 冴順寡頬 箪久慰 休此
根昧快 舗詰亜取 漁沢密 蚕泳宴頬 殆保取躯 飲 別壊 擦丸 別盗 処
替勘 此欺密 刑看 凋幹望 咽州戴快 方僕頬 桂遍僕亜 戴快庵望 峰呼
求 弧壇取 恵戴菩笠. 笠擦駒戴舗 此欺昧餌快 飼烏密 刑看 凋幹望
咽州戴快 歳座頬 殆忘薫 飲庵頬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密 戴往共 頬
挙笠快庵望 値祁戴取 恵戴菩笠.
系殊堰 密札, 質受脈 此鳳密 宴泳畦州共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懇
吻包 芝況密 処替飼管房 密札啄根望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昧 宴泰 畦
州脈 守識 及宴擦唇佼取 恵戴慰 此欺堰 垢峡擦唇佼幣虻往 橿阪壇
系殊堰密 宴泳歳昧嵯 値左戴菩笠.
宴暇泣処替房 密札望 鯖壇 沫易戴舗 値左戴菩笠. 刑看 宴暇泣
飼管房 曲沫返頬 密札望 此鳳, 蔚暇之吻械宜 飼圃, 系殊蚕泳共 困
散擦迅冴 殆快 改休望 亜取慰殆快 竺殺蒔雑硝求 釈 此鳳滞之吻械宜
質受戴快 刑看庵望 循漆戴快庵忘求 娃煮戴菩笠. 笠躯 俊頬亜 殆笠
群 密札頬 別祷餌 別盗 沢泉求 質受戴慰殆快亜 戴快雁嵯 密位望 鰍
峡戴菩望之頬笠.
鰻宴宴暇泣飼管房 密札頬 僕娃股昧嵯 質受戴群嵯 蚕根躯系望
循漆泰笠慰 戴菩笠.
慰丸宴暇泣処替飼僕 促宜斥房 啄雑蒔忘求 質受戴快 系殊蒔此
系房 慕椋泰 密札僕 《痴侯密 頬雁吻》, 《査密 頬雁吻》密 孤此炎頬
宜慰 散唖戴菩忘薫 19蚕烏密 宴暇泣処替飼 致嬰房 飼圃頬往 此欺
- 80 -

頬 散以往烏 頬辞昧 質受戴菩笠慰 戴快 飲 別盗 殺江泰 密札, 《汐
丸峡暇》頬宜快 江系殊蒔僕 竺殺蒔雑硝亜 喉橿壇 飼烏 庫辞望 戴
舗 飼圃忘求 辞貯寄慰 飼圃忘求 辞貯岐 《汐丸峡暇》頬 笠擦 飼烏
飼殺忘求 堪吻娃笠慰 腿忘求柏 系殊蚕泳共 《汐丸峡暇》密 栽困頬
宜慰 佼幣笠.
頬管密 宴式昧 密戴群 僕娃昧餌 密質戴取 扮快 飲 別盗 汐丸
蒔僕 密札頬 鰻宴蒔忘求 質受戴快 此系密 烏藷求 寄薫 此欺房 飲
別観毎亜 質受戴快 竺殺, 密札密 珂柾求嵯 蚕泳共 蔚漆戴慰 瑚卓戴
快雁嵯 吻桂杵 鋪滞勘 稼取 恵泰笠快庵頬笠.
宴暇泣房 密札密 系殊蒔胤椋, 飲 散峡蒔烏藷共 桂擦戴慰 鵬硝
求喉西 竺殺, 密札密 勧恭座望 煮時戴虻往 竺殺, 密札堰 鵬硝脈密
丸恭望 漆座腿忘求柏 此欺望 淫壇 江啄雑蒔僕 質受求 躯管別鈷朽笠.
偉郁 鰻宴宴暇泣密 恭時昧嵯快 啄雑蒔僕 僕娃密 候殊蒔歳座僕 密札
座畦州共 瑳竺滞冴 返保笠.
煮宴宴暇泣飼管房 飲 別盗 蔚僕蒔僕 密札頬 蚕泳密 刑看庵望
躯管別劾笠慰 戴菩笠.
18蚕烏密 煮宴宴暇泣飼僕 捉壇繊快 《飼密札》頬 此鳳堰竺昧 沫
喉蚕泳共 循漆泰笠慰 佼幣忘薫 渥房 擦烏密 慕郁宴暇泣処替飼 鈷塵
峡快 殺昧 密戴舗 循漆岐 僕娃密札頬 刑看庵望 躯管別劾笠慰 散唖
戴菩笠. 飲昧 密戴群 啄雑蒔忘求 質受戴快 刑看庵房 僕娃姶唖密 包
悪 庫啄, 《姶唖密 侯苔》昧 孔堰戴菩笠.
頬管密 宴式昧 密戴群 蔚碁蒔僕娃密 煮宴蒔密札房 鰻宴蒔忘
求 質受戴快 此系密 孤慕頬 吻械宜 飲 烏藷求 岐笠. 頬詰泰 位値
快 足圃蒔忘求 蔚碁蒔僕娃密 密札躯頬 啄雑蒔忘求 質受戴薫 刑看
庵房 蔚僕密 密札昧 密戴舗 循漆岐庵頬宜慰 佼快 鳳吻泣昧 淘別
取餌 岐笠.
煮宴宴暇泣房 此欺望 飲 別盗 焚冴 返快 煮宴蒔飼密札密 困系
求 佼薫 系殊蚕泳密 鰻宴蒔僕 質受飼硝共 喉僕腿忘求柏 系殊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戴快 此欺密 凋幹望 喉僕戴慰 飲庵望 殺江泰 竺殺密
歯胞忘求 沫易戴慰殆笠.
宴暇泣房 僕娃密 候殊望 密札昧 悦峻擦尽慰 密札密 鋪滞望 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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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貯腿忘求柏 此欺密 鋪滞望 衝丸求 穐漆戴快庵 渥房 僕根望 漆座
戴往 飲庵房 吻桂詰泰 啄雑座勘 返快 衣隊泰庵頬笠. 宴暇泣飼管頬
梼管慰殆快 密札房 藷系殊蒔僕庵頬薫 飲詰泰 密札昧 密戴舗 咽州寄
快 僕娃凋幹頬技 笠躯 竺殺, 密札歳昧嵯躯 手痴寄快 凋幹, 兆根歳
昧嵯密 凋幹昧 取往取 扮快笠. 宴暇泣飼管房 偉郁 密札望 鰻宴蒔忘
求 質受戴快 啄雑蚕泳脈 垢峡擦陣忘求柏 飼圃堰 此嫡共 取紘戴慰
蔚漆値往亜快 啄雑蒔僕 僕娃密 歳座, 密札座畦州共 州烏滞冴 返
保笠.
椋況 笠競 刑看 畦州管堰 矩春亜取求 此欺密 密札座昧 宴泰
畦州勘 飲 別盗 沫易頬往 掃位頬 返頬 啄雑蒔僕 僕娃望 殆快 飲丸
求 慰竣滞 徳躯頬 弧瀧殊冴 殆笠. 飲詰往 宴暇泣処替房 曲沫返頬
密札昧 宴泰 畦州共 啄雑蒔僕娃堰 飲 散凋望 梼往嵯 阪冴 此瑚蒔忘
求 泣密腿忘求柏 偉郁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忘求嵯密 密札座畦州共 弧
暖冴 返保笠.
査痴泰 求幹泳吋密 処替頬辞 鳳系泣飼管 鋪擦 密札昧 丸泰 江
堰替蒔僕 位値共 亜取慰殆保笠.
卜喉 鳳系泣飼管房 密札房 候座昧 殆別嵯 系殊蒔頬慰 系殊密
卜竺泰 沢泉昧 孔堰戴薫 凍宜嵯 系殊堰 密札房 系殊密 泰 沢泉
亜 笠競 沢泉脈 育碁寄快 竺勘密 俊頬共 亜取慰殆笠慰 戴菩笠. 飲
峡戴舗 飲管房 密札望 亜取慰殆快 此欺密 凋幹堰 笠競 此系管密 蓬
幹堰密 胤候蒔僕 殊蒔俊頬共 佼取 恵戴慰 此欺望 笠躯 飼圃密 泰
喉垢忘求, 飼圃昧 阪膨戴舗 墾吻亜快 捉幹蒔僕 質受求 賞吋戴菩笠.
偉郁 密札房 候座昧 殆別嵯 系殊蒔僕庵頬宜慰 散唖泰 求幹泳吋密
処替頬辞密 卜喉 鳳系泣飼管房 密札望 亜取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系殊
蚕泳密 笠競 刑看 質受管堰 育碁寄餌 寄快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僕 密
札座望 弧暖冴 返保笠.
求幹泳吋密 処替頬辞 別盗 鳳系泣飼管房 糖泰 密札房 候座昧
殆別嵯 竺殺蒔頬慰 宴暇蒔僕庵頬宜慰 戴群嵯 江汲 系殊堰 密札此頬
密 殊蒔俊頬快 佼幣取躯 系殊密 刑看 沢泉管頬 密札望 亜取慰殆笠
慰 戴菩笠.
飲詰往 此雑根 密札房 系殊卜孤密 歳座頬 吻械薫 此欺密 蛎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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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躯 偉喉寄舗殆快 雪冴泰 歳座頬笠.
飲管房 密札望 此欺昧餌躯 慰鳳泰 竺殺啄根忘求 佼取 扮幣笠.
頬求喉西 飲管 鋪擦 密札望 亜取慰殆快 此欺望 笠競 系殊蒔質受管
堰 胤候蒔忘求 育碁寄快 質受求 賞吋滞冴 返保笠.
査痴泰 求幹泳吋密 処替房 密札畦州共 柑詰煤慰 五仇包 鳳系
泣堰 宴暇泣, 瑚主呉堰 沢頬根替此頬密 抵牧返快 責囚昧 芝取喉共
富慰 密札畦州共 鳳系瑚主呉蒔忘求 値偉腿忘求柏 此欺密 密札座昧
丸泰 峡値共 丁恭滞冴 殆快 辞州密 戴往共 矩及戴菩笠.
査痴泰 求幹泳吋密 処替房 系殊堰 密札娃密 宴泳畦州共 瑚腿
返快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僕竺戴慰 飲庵望 堰替蒔忘求 値祁戴快雁
檀望 可保忘薫 頬 堰竺昧 密札密 沢座, 庫散密 烏椋 倦 胤椋昧 宴
泰 畦州共 鳳系瑚主呉蒔忘求 値偉戴菩笠.
密札座房 蚕泳密 取紘飼, 蔚漆飼求嵯密 此欺密 座殊頬劇求 飲
庵房 桂遍佼笠勘 蚕泳共 循漆戴薫 豊守頬快 飲 別盗 殺江泰 質受往
檀勘 返笠快庵頬 丁主岐 烏藷芳昧嵯躯 瑳竺寄慰 値祁希冴 殆笠.
呼求 此欺密 密札昧 丸泰 鳳系瑚主呉蒔僕 値祁昧 密戴舗 蚕泳
密 系殊蒔籍卜座昧 宴泰 畦州亜 泣主寄慰 蚕泳昧快 飲 別盗 藷系殊
蒔頬薫 藷僕娃蒔僕庵頬 質受戴取 扮快笠快庵頬 弧瀧湿笠. 頬庵房
此欺密 密札座昧 丸泰 峡値共 丁恭戴快雁嵯 査俊蒔忘求 装別平 滞
胤候辞州密 戴往共 値祁泰庵忘求 岐笠.
飲詰往 査痴泰 求幹泳吋密 処替房 系殊堰 密札娃密 宴泳畦州
共 鳳系瑚主呉蒔忘求 値偉戴快雁 芝歳擦唇 此欺昧 宴泰 畦州共 賞
吋腿忘求柏 此欺密 密札座昧 丸泰 峡値共 弧壇快雁調取快 往亜取
恵戴菩笠.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忘求嵯密 密札座房 此欺借鯖密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江求栽 休此根 遵冒忘求 堰替蒔忘求 値祁寄餌 寄菩笠.
此欺密 密札座昧 丸泰 堰替蒔峡値亜 丁恭幾忘求柏 此欺房 飼
煮座, 循漆座堰 腿溺 密札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宜快 此欺昧 丸泰
処替蒔値祁頬 煮別取餌 寄菩忘薫 僕漁密 処替蒔此鳳亜 冴順寡望 憾
慰 逢泣望固戴群嵯 値偉戴取 恵戴舗 刑丸以包 此欺昧 丸泰 峡値亜
江求栽 粍檎戴餌 値偉寄餌 寄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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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根密札
此根密札房 此欺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密札忘求嵯 煮
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此根密札房 此欺管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戴快庵忘求 戴
舗 飲管密 凋幹昧嵯 亜時 蒔淫蒔僕 歯胞望 苔械笠.》
此欺房 此嫡蒔質受求嵯 此嫡蒔宴泳歳昧嵯 墾群嵯 飼烏亜 遵泰
此嫡蒔遵取脈 散凋兆威昧 凍宜 嵯求 笠競 散凋根方育共 州烏戴薫
飲求喉西 哨庫戴舗 鰻宴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昧 丸泰 唖頬泰 峡値宴泳
共 亜手笠.
此欺管房 此嫡散凋堰竺昧 俄育往 笠 卜竺泰 散凋蒔方育脈 峡
値宴泳共 亜取餌 寄薫 頬詰泰 散凋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亜 此欺密 蛎
冴昧 孤慕岐庵頬 此根密札頬笠.
此根密札房 此欺密 散凋根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戴慰殆快庵
忘求 戴舗 密札密 笠競 頬舗密 沢泉管堰 育碁岐笠.
此欺密 密札昧嵯 此根密札堰 腿溺 取札勘 借方泰 飼峡共 俊取
泰笠.
取札房 鰻宴蒔此系啄根密 候殊堰 飲 庫辞密 苔呉掌座望 孤慕
泰 密札頬笠.
取札勘 啄雑密 孤慕頬宜快雁嵯快 此根密札堰 笠共呼 返笠.
飲詰往 此根密札房 啄雑望 孤慕腿昧 殆別嵯 処自壇 飲昧 丸泰
此欺管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笠快雁嵯 取札堰 育碁岐笠.
此欺頬 煮漫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堰 宴泳共 懸忘群嵯 飲昧 丸泰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亜取快庵房 編圃泰 鰻宴蒔啄雑頬笠. 飲庵房 此
欺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亜 飲 別盗 勝根蒔僕 宴暇頬 吻械宜 鰻
宴蒔頬慰 啄雑蒔僕 方育頬薫 峡値宴泳宜快雁 烏僕泰庵頬笠. 飼煮蒔
方育脈 峡値宴泳快 此欺頬 鰻宴蒔忘求 煮漫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堰密
宴泳昧嵯 煮幹蒔忘求 亜取快庵躯壬 啄雑蒔忘求 質受戴快 方育頬薫
峡値宴泳頬笠. 系泣 方育 飲飼硝亜 鰻宴蒔忘求 質受戴快 系殊蒔雑
硝快 吻械取躯 啄雑蒔僕庵頬笠. 飲庵房 矩招 此欺管頬 懸快 此嫡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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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泳亜 系殊蒔雑硝快 吻械取躯 鰻宴蒔忘求 質受戴快 啄雑蒔僕 宴泳
僕庵堰 渥房 峡招頬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密 密札頬 煮漫蚕泳共 憾 尚群昧嵯 孤慕泰笠
快庵望 晒究餌 弧瀧紗笠. 飲 泰 尚群房 系殊蒔質受 飲飼硝密 候殊
堰 瑚貯庫辞密 苔呉掌座望 孤慕泰 取札頬薫 笠競 泰 尚群房 煮漫蚕
泳密 此系啄根管昧 丸戴舗 此欺頬 煮幹蒔忘求 宴泳共 懸快 堰竺昧
亜取快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此根密札頬笠. 頬庵房 此欺頬 亜
取快 方育脈 峡値宴泳亜 啄雑望 梼旺 勝根蒔僕 宴暇頬 吻械宜 鰻宴
蒔忘求 質受戴快 系殊蒔宴泳昧嵯 州烏寄快 啄雑蒔僕庵頬宜快庵望
駒泰笠. 此欺密 密札望 取札堰 此根忘求 哀宜候 舗烏昧 密札昧 宴
泰 査痴泰 鳳系泣密 州泰座望 淫侯泰 煮硝処替密 勧循座堰 芳婿座
頬 殆笠.
具索-響灰煮密処替房 此欺頬 煮漫蚕泳脈密 宴泳昧嵯 煮幹蒔忘
求 亜取快 方育共 孤慕泰 此根密札望 密札卜孤昧嵯 哀宜貝取 恵泰
庵忘求 戴舗 此根密札密 鋪滞望 系殊昧 丸泰 密札密 孤歯胞忘求股
昧 瑳祁滞冴 返保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密 密札昧嵯 此根堰 取札望 哀宜貝慰 此系啄
根密 候殊堰 飲 瑚貯庫辞密 峡招共 孤慕泰 取札堰快 鰍峡 此根密札
房 密札密 活葛飼僕 此欺頬 煮漫蚕泳密 丸根堰密 宴泳昧嵯 煮幹蒔
忘求 亜取快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笠快庵望 勧循蒔忘求 弧檀忘
求柏 此根密札密 候殊堰 飲庵頬 珂快 虻丸泰 鋪滞望 椋峡蒔忘求 粍
檎戴餌 値祁戴菩笠.
此根密札房 此欺管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戴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処自壇 泳吋蒔座伊望 道笠.
泳吋此嫡昧嵯 此嫡泳吋蒔宴泳快 券芳 侯慈戴慰 此欺管密 此嫡
散凋漆絢堰 泳吋蒔遵取快 嵯求 笠僑笠. 飲杵庵躯壬 此欺管密 散凋
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勘 嵯求 笠僑笠.
此根密札房 飲庵頬 此嫡密 別壊 泳吋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
慕戴快亜昧 凍宜 卓祁蒔僕 此根密札堰 孤幹蒔僕 此根密札, 飼煮蒔
僕 此根密札堰 珂柾蒔壱芝此根忘求 育垢岐笠.
飼圃密 育歳堰 此嫡蒔柾歳昧嵯 吾別往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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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仇快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取逮堰 方育, 飲管密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此根密札房 卓祁蒔頬薫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笠.
頬脈快 丸招寄餌 炎午泰 胤求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取逮堰 方育共
腫故慰 飲管望 瞥文戴慰 峻賞戴快 峻賞泳吋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此根密札房 孤幹蒔僕 此根密札頬笠.
珂柾蒔壱芝此根房 取紘脈 柾歳昧 壱侯戴快 孤卓祁蒔僕 此根密
札頬笠.
飼煮座望 候座忘求 戴快 此嫡蒔僕娃頬 矩嶋壇 亜雫平 滞 此根
密札房 卓祁蒔僕 此根密札,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飼唖頬薫 飼
窺竺卜査種》
14猿, 54
烏 蓬祁望 索索求 蔚醇値往亜仇快 密取頬笠.》(《窺竺卜
窺竺卜
村取)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桂遍佼笠轡自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此嫡蒔僕娃頬 亜取快 飼唖頬笠.
卜孤蒔忘求 飼唖頬技 飼烏飼殺望 焚慰 唖座泰笠快 瞳頬笠. 笠
擦駒戴舗 飲庵房 此欺頬 飼烏飼殺頬 別盗 質受僕亜 戴快庵望 竺丁
壇 鼎梶慰 飼烏 曹亜共 貝彊雁 烏藷戴舗 唖座望 亜取慰 刑看庵望
丸戴薫 遵殺泰笠快庵頬笠.
蚕根昧嵯 飼烏飼殺昧 丸泰 飼唖望 亜取快 質受快 倣守 密札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股昧 返笠. 此欺房 飼烏共 飼唖戴烏 擦歯泰
徳求喉西 煮漫蚕泳昧嵯 飼烏共 垢峡擦尽慰 飲昧 丸恭滞冴 殆餌 寄
菩忘薫 刑看庵望 飼烏共 漫戴舗 侯桂擦唇往亜快 飼煮蒔質受求 希冴
殆餌 寄菩笠. 此欺房 蚕泳歳昧嵯 墾群嵯 煮漫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頬
桂遍頬薫 飲庵管頬 別祷餌 瑚貯庫辞戴快亜 戴快庵望 焚之吻械宜 飼
烏飼殺頬 別盗 質受頬薫 飼烏 檀忘求 飲庵管望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蔚漆滞冴 殆永快亜 戴快庵望 亜懐戴群嵯 飼殺昧 丸泰 曹亜共 貝峡
慰 飼烏共 飼唖戴餌 岐笠.
此欺頬 亜取快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飼唖房 飼烏 蓬祁昧
丸泰 畦州, 飼烏密 散此質偶堰 散凋辞勘脈 宴及寄快 刑看 畦州亜
飲 別盗 沫喉蒔檀昧 密戴舗 偉竺寄快庵頬 吻械宜 飼烏飼殺昧 密戴
- 86 -

舗 偉竺岐笠快 丁慰泰 宴式堰 恭時頬薫 飲昧 丸泰 飼唖頬笠. 飲庵
房 蚕泳昧快 此欺佼笠 鞄 悦借戴薫 芳婿戴慰 檀殆快 質受亜 返笠快
飼唖頬薫 蚕泳密 鳳卜泰 取紘飼, 蔚漆飼求嵯密 僕娃密 質編堰 亜招
昧 丸泰 飼唖頬笠.
此欺房 飼烏 蓬祁密 煮僕頬宜快 華房 飼唖望 亜殊 徳 包悪 柾
歳堰 育歳望 孤丸戴舗 位偉壇 責囚戴薫 蚕泳密 刑看庵望 飼烏共 漫
戴舗 侯桂擦唇往亜快 舜笠蓬 飼煮蒔僕 質受, 飼煮座望 亜手 此嫡蒔
質受求 岐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笠冒忘求 飼烏 蓬祁望 索索求 蔚醇値往
亜仇快 此嫡蒔僕娃密 密取頬笠.
卜孤蒔忘求 密取快 卜竺泰 兄蒔鰍座望 漫戴舗 飼烏密 凋幹望
卜宴戴餌 取逮擦唇往亜快 此欺密 竺殺休頬宜慰 駒滞冴 殆笠.
此欺密 刑看 凋幹房 卜竺泰 兄蒔望 亜取慰 手痴岐笠. 兄蒔返
頬 手痴寄快 僕娃密 此嫡蒔凋幹頬技 返笠. 蚕霧手 兄蒔望 鰍座戴烏
漫戴舗 喉樫招快 堀求脈 旺宴望 淫侯戴群嵯 飼烏密 凋幹望 卜宴戴
餌 兄蒔雑啄昧求 取逮擦唇往亜快 竺殺休頬 殆別平 此欺房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座堰蒔忘求 蔚漆値往哀冴 殆笠.
密取快 芳査 兄蒔鰍座望 漫泰 僕娃密 凋幹望 梼結別煮快 竺殺
休頬笠. 僕娃密 此嫡蒔凋幹房 飼煮蒔方育昧 密戴舗 卜別往薫 循漆
蒔改休昧 密戴舗 勝幹岐笠. 飼煮蒔方育快 僕娃密 循漆蒔改休頬 庫
昼寄快 雑順凋幹堰竺望 籍戴舗 雑啄岐笠. 飲詰往 吻桂峡 循漆蒔改
休頬 華吻勘 密取亜 弊戴群 飲庵望 州丸求 庫昼戴取 恵戴慰 達堰蒔
忘求 柏靴望冴 返笠. 華房 循漆休頬 此欺密 凋幹昧嵯 別祷餌 歯胞
戴快亜 戴快庵房 別観調取往 飲密 密取昧 鰍仇殆笠.
密取快 糖泰 此欺管密 凋幹堰竺昧嵯 卜別往快 貝鯖蒔幹方共
頬以貝慰 兄蒔望 締調取 鰍座値往哀冴 殆餌 泰笠. 兄蒔鰍座望 漫泰
此欺管密 凋幹堰竺昧快 柾位戴取 扮幣兜 舗詰亜取 堀求脈 旺宴頬
夷庶管別 此欺管密 凋幹昧 守識蒔忘求 自堀共 者之吻械宜 飲管昧餌
飼烏密 兄蒔望 鰍座戴取 恵戴餌 寄取 扮永快亜 戴快 漫育鯖堰 藷漆
姶, 煮自脈 戯鯖 莞 貝鯖蒔幹方共 孔詰卜忘訊笠. 密取快 僕娃密 兄
蒔冴痴望 漫泰 凋幹昧 慕逮望 煮快 頬詰泰 矩冒密 幹方共 頬以貝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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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蒔望 締調取 鰍座値往哀冴 殆餌 泰笠.
飼烏 蓬祁望 索索求 蔚醇値往亜仇快 密取快 飼烏 蓬祁望 別観
調取往 飼烏 檀忘求 蔚醇値往亜平 泰笠快 唖倣脈 偉鯖望 亜取餌 戴
慰 丸活座堰 胞姶座, 粍穐座堰 僕貝座, 位偉座 莞望 庫昼戴餌 腿忘
求柏 此欺管求 戴舗韻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値往亜
快 舜笠蓬 飼煮蒔僕 質受求 寄餌 泰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飼煮蒔僕娃密 質受脈 庫辞, 飼煮座望 雑
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卓祁責囚昧嵯 偉竺蒔僕 鋪滞望 泰笠.
此根密札房 桂遍佼笠勘 此欺密 亜招脈 送伊望 咽州泰笠.
此欺密 亜招快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亜招頬薫 飲亜 此嫡共 漫戴
舗 変矩往 隼刑殆慰 此嫡庫辞昧 変矩往 烏舗戴快亜 戴快雁 丸泰 此
嫡蒔曹亜頬笠.
此欺房 此嫡脈 飲 庫辞昧 頬呼取戴快庵頬 塵冴汲 佼笠 悦借泰
質受求 岐笠. 飲杵雁 此欺頬 此嫡昧 変矩往 隼刑殆慰 此嫡庫辞昧
変矩往 烏舗戴快亜 戴快庵望 偉竺戴快庵房 飲亜 亜取慰殆快 巻頬往
受困, 沫刑往 取札頬 吻械宜 呼求 此根密札頬笠. 此欺管房 卓祁蒔
僕 此根密札,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絶絶壇 桂時戴舗平躯 蔚僕密
喉悦脈 逮戯望 漫値嵯亜 吻械宜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雑啄望 漫泰 責
囚昧嵯 恨密 佼欺堰 痴侯望 旬慰 往宜脈 潔疾, 漆郁堰 僕潔望 漫戴
舗 刑看庵望 笠 呼庶 責囚滞冴 殆忘薫 此嫡庫辞昧 蒔淫 頬呼取滞冴
殆笠.
此欺密 送伊勘 矩春亜取頬笠. 此欺密 送伊房 飲密 貝群蚕泳共
頬拒快 竺殺蒔霜刑脈 飼殊頬笠. 飲杵雁 此欺密 貝群蚕泳昧嵯 知望
頬拒快庵房 此根頬笠. 呼求 此根密札望 知忘求 戴舗 此欺密 貝群蚕
泳共 頬拒快 密札沢泉管頬 籍卜蒔忘求 及宴寄舗殆忘薫 此根密札望
胤候方僕忘求 戴舗 此欺密 送伊頬 偉竺岐笠.
此欺密 送伊堰 飼殊昧嵯 借方泰 貝胞望 頬拒快 取札頬往 姶竺
房 此根密札堰 孔亜垢峡蒔忘求 籍卜寄舗殆忘薫 飲密 守識蒔咽州共
己快笠. 飲杵庵躯壬 此欺頬 取灰 飼殊堰 送伊密 華頬快 為 飲亜 取
灰 此根密札密 華頬昧 凍宜 偉竺岐笠.
此根密札房 笠冒忘求 此欺密 刑看 痴幹望 咽州戴慰 漆汐籍州泰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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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密 凋幹房 兄蒔密札蒔僕 蓬幹頬笠. 此欺房
痴幹望 戴烏 辞昧 轡自 凋幹密 兄糟脈 糊逮望 蚕蓬笠. 糖泰 凋幹堰
竺昧 兄糟冴痴昧 足方泰 冴橿堰 糊呉管望 喉橿壇 正育戴慰 幹椋峡
胞戴薫 州烏寄快 刑看 畦州管望 淫侯戴群嵯 兄蒔鰍座昧求 飼烏 痴
幹望 取逮擦唇往娃笠.
凋幹兄蒔堰 糊逮査浅, 冴橿堰 糊呉密 正育 莞 此欺密 凋幹 辞
堰竺房 此根密札密 咽州脈 漆汐籍州健昧嵯 頬拒別手笠. 凍宜嵯 此
欺管頬 別盗 此根密札望 亜取慰殆快亜昧 凍宜 飲管密 凋幹密 兄蒔
堰 糊逮頬 咽竺寄餌 寄薫 兄蒔鰍座密 座堰舗喉亜 汁芳取岐笠.
此根密札頬 此欺密 凋幹昧嵯 珂快 頬詰泰 雪座忘求 戴舗 僕潔
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僕潔
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卓祁責囚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芳査 卓祁責囚昧 舜亜戴快 此欺管密 凋
幹密 泳吋蒔座伊望 咽州泰笠.
此欺管密 凋幹房 此嫡泳吋蒔遵取昧 烏藷戴薫 飲昧 密戴舗 州
弊岐笠. 飲詰往 此嫡泳吋蒔遵取快 別観調取往 此根密札望 虻庶嵯
此欺管密 痴幹昧 慕逮望 欠捷笠. 此欺管密 痴幹房 飲亜 別壊 泳吋
哨殺僕亜昧 密値 偉竺寄快庵頬 吻械宜 飲亜 別盗 此根望 亜取快亜
昧 凍宜 偉竺岐笠. 手佼蒔僕 泳吋, 泳抄昧 歳戴快 此欺頬宜勘 飼煮
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桂時戴取 恵滞 徳昧快 僕潔丸借密 粍辞泰 値糊
堰 飼煮座雑啄望 漫値 責囚滞冴 返忘薫 江汲 飼困泳吋哨殺頬宜慰
戴鞄宜勘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絶絶壇 桂時戴群 飼烏密 哨殺泳吋
忘求喉西 峡棲戴舗 僕潔丸借密 胤候峡北雑啄望 漫値 泰形呼庶 煤霧
往哀冴 殆笠.
頬庵房 娃慰戴慰 侯慈稚兜 芳峡 卓祁密 辞 休此蒔堰竺昧 漫丸泰
冴救絵堰 威堀戴快 時磯絵密 呼笠佼笠 仮慰 泉僻佼笠 凍此求蓬 此
祇密 泰送昧 墳以 僕散辞兆密 晒光望 寓頬戴慰 漆郁密 喉穐庫辞堰
煮硝卓祁漫辺冴痴昧 舜渇餌 鯛殺泰 飼困泳吋哨殺 取札僕管密 蓬祁
望 籍値嵯勘 児 焚冴 殆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糖泰 卓祁責囚昧 舜亜泰 此欺管頬 庫昼
戴快 密取脈 責囚休望 咽州泰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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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卯房 卓祁昧 勘辞戴快 峻
賞泳吋密 抵牧返快 勘辞堰 漫択, 締返頬 栢矧頬快 糊丸泰 卓祁堰辺
管堰 借借所所 兵望 苦吻嵯快 擦及堰 旺宴 莞 雑求 佼籍密 唖倣脈
活休, 密取亜 返忘群 泰鮎冒勘 鮎別往哀冴 返快庵頬笠. 卓祁密 卯
昧快 任共 昧頬快 鮭側堰 我系, 噺観蛤 汁汐堰 雑族勘 殆忘薫 取別
快 亜刷吻造 駐散勘 殆笠. 飲杵庵躯壬 卓祁密 撮族快 処憾処欠 卓
祁責囚昧 舜亜泰 此欺管頬 穐密泰 密取脈 責囚休望 庫昼戴快亜 恵
戴快亜昧 鰍仇殆笠.
此欺管頬 変矩往 穐泰 密取脈 責囚休望 庫昼戴快亜 戴快庵房
此根畦州頬笠. 此欺管密 痴幹昧嵯 庫昼寄快 密取脈 責囚休房 泳吋
蒔峡値宴泳昧 丸泰 飼唖堰 責処泰 卓祁蒔冴救宴, 卓祁望 漫戴舗 締
調取 煤霧往亜仇快 唖倣, 飼烏 漫辺密 竺葛座昧 丸泰 丁殺, 足撮密
殺暇堰 飼休噂散, 娃慰垢責密 卓祁竺殺 莞 卓祁蒔僕 此根密札, 飼
煮蒔僕 此根密札昧 椋順望 憾慰殆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絶絶
壇 桂時泰 此欺躯頬 卓祁責囚昧嵯 位偉泰 恭時堰 泉勘共 賞滞冴 殆
忘薫 粍穐泰 僕貝休堰 桂泰丸泰 活休, 飼殺躯躯泰 責取脈 紘疋, 穐
密泰 旺宴淫侯竺殺堰 粍穐座望 庫昼戴舗 包悪 擦及堰 旺宴望 陶慰
締調取 煤霧 卓祁密 撮峡共 頬拠滞冴 殆笠.
此欺管頬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桂時戴快 堰竺房 卜竺泰 橿
泳共 虻庶 苔呉掌蒔忘求 頬拒別手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芳査 此嫡啄根密 候殊望 僕札戴快庵忘求
喉西 沢座寄烏 擦歯泰笠.
此欺管房 此嫡蒔雑順堰竺昧 舗詰亜取 笠僻戴慰 侯慈泰 此嫡啄
根管望 守識 兄伊戴慰 硝醍泰笠. 此欺管房 飼殺管頬 守識 兄伊戴慰
硝醍泰 此雑飼糾管望 菓慰 竺密脈 喉竺密, 手佼脈 孤幹, 虻腫堰 手
雑 莞昧 丸泰 散幹泰 糟根望 亜取餌 岐笠. 飲詰往 頬庵躯忘求柏快
此嫡啄根望 峰呼求 僕札稚笠慰 駒滞冴 返笠.
此嫡啄根密 候殊房 泣峡蒔此慰密 偉堰昧 凍宜 僕札岐笠. 頬 橿
泳昧嵯 此欺管房 守識 兄伊戴慰 硝醍戴舗 偏房 姶座蒔飼糾管望 垢
左芝苔戴慰 江遺戴薫 勝根貯, 卜孤貯腿忘求柏 此嫡啄根密 候殊望
僕札戴慰 飲昧 丸泰 位値脈 宴式頬 頬拒別手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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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共 管別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峻賞脈 文固望 己吻佼取 恵戴慰
飼宜旺 晒 蚕丸管房 取旺欧 峻賞此嫡昧嵯 滞吻鈷取, 滞沓械, 吻鈷
取, 別沓械管頬 惟房 捉我系往快 江舜根望 飲管密 嫡慰活頬往 葛擦
散凋望 孤慕泰 圃淫, 栽瑳, 慕貯 莞望 籍値 佼群嵯 飲 刑看 飼糾管
望 芝苔蒔忘求 垢左竺恭戴慰 此嫡煮密州勘戴昧嵯 俄峡快 飼烏管密
痴侯泰 散凋堰 江勝別 勝根貯, 卜孤貯戴快 堰竺昧 峻賞泳吋此嫡密
孤幹蒔候殊望 鼎梶慰 此嫡煮密州勘密 芳婿座望 鯖時忘求 硝監戴餌
岐笠.
此嫡啄根密 候殊望 僕札戴慰 飲昧 丸泰 卓祁蒔位値脈 宴式望
亜取群 此欺管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沢座堰竺房 卓祁蒔僕 此根姶竺
頬 狽説慰 飼宜快 橿泳求 何別娃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沢座昧嵯快 此嫡啄根密 候殊望 僕札戴快庵
堰 腿溺 飲昧 丸泰 飼烏密 蒔淫蒔 僕 泉勘共 亜取快 庵頬 借 方
戴笠. 笠擦駒戴舗 卓祁蒔頬慰 手佼蒔僕庵昧 丸値嵯快 歩吸壇 衣姶
戴慰 蒔淫 抱琢戴薫 孤幹蒔頬慰 孤卓祁蒔僕庵昧 丸値嵯快 締返頬
整券戴慰 主倣戴快 卓祁蒔僕 此根姶竺望 亜雫平 泰笠. 此欺管房 泳
吋蒔恭時昧 絶絶壇 嵯嵯 僕潔丸借密 峡北望 処自壇 抱琢戴慰 此嫡
煮密漆郁望 此祇戴薫 孤幹蒔峻賞泳吋堰 峻賞州勘共 締返頬 主倣戴
慰 飲共 孤丸戴舗 江整択蒔忘求 煤芳快 卓祁蒔僕 此根姶竺望 硝監
戴快 堰竺昧 卓祁蒔忘求 密札貯寄慰 此根蒔忘求 鞄萌 唖座岐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沢座密 笠冒橿泳快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
啄戴烏 漫泰 卓祁責囚昧 淘庶卜別往 泰兄肴 笠 呼庶 煤霧往亜仇快
此根蒔唖倣脈 偉鯖頬 笠雫取快 橿泳頬笠.
此欺管頬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烏候蒔忘求 悪升 卓祁亜亜 寄
烏 漫戴舗嵯快 卓祁蒔僕 此根密札望 硝監滞之吻械宜 雑順責囚昧 卜
梼往瑳 此根蒔唖倣脈 偉鯖望 亜雫平 泰笠. 此欺管頬 飼煮蒔僕 此根
密札望 亜取慰殆快亜 返快亜快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卓祁責囚昧 煮僕笠蓬 飼唖望 亜取慰 淘庶卜別往 煤芳快亜 飲丘取
恵泰亜昧 凍宜 偉竺岐笠. 頬庵房 此欺管密 此根蒔紗江脈 冴僻竺勘
亜 吻桂峡 華笠 値勘 雑取 卓祁雑順昧 蒔淫蒔忘求 紗江寄取 恵滞
徳昧快 吻桂 隼刑勘 返笠快庵望 駒値紗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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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管望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雑啄望 漫泰 卓祁責囚昧求 慰桂勝
幹戴快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密 煮方泰 鯖峡蒔育座方栽快 此根蒔取逮
頬薫 卓祁望 戴永笠快 唖倣脈 偉鯖頬笠. 頬 橿泳昧嵯 此欺管房 卓
祁責囚昧 胞姶壇 卜梼往嵯 泰形 笠 呼庶 煤霧哀 此根蒔唖倣脈 偉鯖
望 亜取餌 岐笠. 頬庵忘求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 烏候蒔忘求 沢座
岐笠.
此欺管頬 亜取快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飲管頬 卓祁雑順昧 往
査 笠冒 卓祁責囚堰竺昧 泳歳 粍座寄舗往亜餌 岐笠.
此欺管密 此根密札房 慰竺孔瑚戴取 扮笠. 卓祁蒔僕 此根望 亜
湿兜 此欺勘 飼殺望 喉橿壇 此根蒔忘求 橿及戴取 扮忘群 沓峡昧 禍
頬 隼慰 此根頬 瑚三値鈷彊笠. 飲杵庵躯壬 此欺管頬 飼煮蒔僕 此根
密札望 衣慰貯戴烏 漫戴舗嵯快 飼殺管望 喉橿壇 卓祁蒔忘求 橿及戴
舗平 泰笠.
此欺管房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桂時戴烏 漫泰 此辺望 処自
壇 飼烏飼殺密 此辺忘求 己吻管頬慰 卓祁蒔冴僻堰 雑順責囚歳昧嵯
飼殺望 喉橿壇 冴僻戴慰 橿及戴快 堰竺昧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丁
慰泰 殺暇忘求 硝監戴慰 娃守値往亜餌 岐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擦丸脈 休此庫辞密 橿泳昧 凍宜 唖頬泰
冴紗昧 殆餌 岐笠.
飲庵房 此欺管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亜 擦丸脈 休此庫辞密
唖頬泰 橿泳昧嵯 嵯求 笠僑餌 州烏寄烏徳畦頬笠. 笠擦駒戴舗 此嫡
庫辞冴紗昧 凍宜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亜 笠僑餌 往整旺笠.
効絢擦丸昧 殺垢蒔峻賞脈 柾歳昧嵯 吾別往 曹莞戴餌 墾仇快
此欺管密 飼煮蒔方育脈 此嫡煮密絢瑳橿泳昧嵯 包悪 峻賞脈 瞥文昧
嵯 値糊寄舗 飼煮座望 粍辞壇 雑啄戴仇快 此欺管密 飼煮蒔方育快
飲 竺勘昧 殆別嵯 粍辞壇 笠僑笠. 飲杵庵躯壬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
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此嫡庫辞冴紗昧 凍宜
嵯求 笠競 華頬昧 殆餌 岐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僕潔丸借密 庫辞堰 鞄孔別 倣狭 休此蒔
烏娃昧 鮎庶 抵牧返頬 庫辞霜喉貯寄舗矛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休此根昧 求幹泳吋頬 哨啄戴慰 星婿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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冴救昧 密戴舗 卓祁此根頬 循擦幾忘求柏 飼烏 庫辞密 晒求蓬 橿泳
昧 管別催笠.
芳峡 擦丸密 亜時 華房 橿泳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慕散孔軍
密 煮硝此根頬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薫 刑看庵望 偉竺泰笠快
慰悦泰 手峡共 弧瀧遮忘求柏 休此根 遵冒忘求 峻賞己慰 瞥文己兜
胤求僕潔丸借昧餌 飼烏 蓬祁密 煮僕頬宜快 華房 飼唖望 鯖別煮慰
飼烏 蓬祁望 飼烏 檀忘求 蔚醇値往亜快 責囚密 卯望 兆壇 祁擦値煮
保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僕潔丸借密 此根密札庫辞昧嵯快 胤候蒔僕
辞兆頬 頬拠寄菩忘薫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庫辞密 亜時 華房 橿泳亜
矩及寄餌 寄菩笠.

蚕泳密 取紘脈 蔚漆
蚕泳密 取紘脈 蔚漆快 蚕泳昧 丸泰 此欺借鯖密 位値密 候殊蒔
貝胞望 咽竺戴快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煮密 戴往頬笠.
処替房 蚕泳宴望 煮快 替畦僕庵躯壬 此欺昧 丸泰 位値共 糟啄
戴快 午煮脈 腿溺 蚕泳昧 丸泰 位値共 糟啄戴快 午煮共 竺恭戴舗平
泰笠.
此欺望 糟啄戴快 午煮脈 腿溺 蚕泳共 糟啄戴快 午煮管頬 竺恭
寄慰 飲昧 烏藷戴舗 処替頬 辞蔚寄舗平 辞硝求嵯密 蚕泳昧 丸泰 峰
房 峡値共 煮慰 此欺頬 煮漫蚕泳脈密 宴泳歳昧嵯 飼烏 蓬祁望 座堰
蒔忘求 蔚醇値往哀冴 殆快 舜笠蓬 蚕泳宴望 丁恭滞冴 殆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蚕泳快 此欺昧 密戴舗 取紘寄慰 蔚漆岐笠快庵房 此欺堰密 宴
泳昧嵯 弧断 蚕泳昧 丸泰 晒求蓬 位値睦械笠.》
此欺頬 墾慰殆快 啄雑蚕泳快 此欺堰 煮漫蚕泳, 飼圃堰 此嫡求
頬拒別雫殆笠. 此欺堰 飲共 柑詰煤慰殆快 蚕泳快 辞硝求嵯密 啄雑
蚕泳密 烏候蒔僕 憾 方栽, 憾 尚群望 頬挙笠. 此欺房 亜時 庫辞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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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殊蒔質受頬薫 亜時 芳婿戴慰 檀殆快 質受頬笠. 此欺頬沫密 笠競
刑看 系殊蒔質受管房 嵯求 育碁寄取躯 此欺佼笠 蒲 庫辞岐 質受宜
快 式昧嵯 衣籍座望 亜取慰 煮漫蚕泳昧 槍腿岐笠.
此欺房 蚕泳昧 丸泰 取紘脈 蔚漆共 雑啄戴烏 漫戴舗 飲庵望
丸根忘求 戴舗 循漆蒔凋幹望 五仇往娃笠. 飲詰劇求 此欺堰密 宴泳
昧嵯 倖 徳 蚕泳快 候殊昧 殆別嵯 此欺密 取紘脈 蔚漆密 丸根頬宜
快 峡値亜 煮別手笠.
丸根頬技 泰矩観求 駒戴舗 此欺堰密 卜竺泰 宴泳昧 菓頬群嵯
此欺密 僕札堰 雑順凋幹頬 欠招快 刑看庵望 糟啄戴快 蔚暇頬笠. 丸
根忘求快 鰻宴蒔僕 系殊蒔質受之吻械宜 密札啄根勘 希冴 殆笠. 丸
根房 券 育硝蒔威芳昧 凍宜 蔚碁蒔此系啄根卜冴勘 殆慰 飲密 頬詰
自詰泰 尚群卜冴勘 殆忘薫 此系啄根管密 卜竺泰 種苔硝卜冴勘 殆笠.
丸根密 育硝蒔午漫脈 貝胞房 僕娃密 育硝蒔僕 僕札凋幹堰 雑順凋幹
昧 凍宜 飲昧 寓餌 咽竺寄餌 岐笠. 丸根密 蔚暇房 質受, 系殊密 午
煮共 辞州求 泰笠. 桂遍頬 僕娃凋幹密 丸根忘求 寄飼群 飲庵頬 質
受戴舗平 泰笠快庵房 密鯖滞呼 返笠. 質受泰笠快庵房 呼求 鰻宴蒔
忘求 雑受泰笠快庵頬薫 呼求 飲庵望 孤慕泰庵頬 系殊蒔午煮頬笠.
系泣 雑受昧快 鰻宴蒔雑受之吻械宜 宴暇蒔雑受勘 殆忘往 系殊堰 密
札, 鰻宴堰 煮宴密 育碁堰 丸恭房 僕札泣密 泰泳墳昧嵯躯 密欠共
亜手笠. 包悪 宴暇蒔困系房 飲庵頬 吻桂峡 勝根蒔頬慰 兆根蒔僕庵
頬宜 値勘 偉郁昧 殆別嵯快 系殊密 栽困忘求嵯 系殊蒔僕庵頬薫 系
殊蒔僕庵躯頬 鳳卜桂頬泰 雑受頬笠.
質受戴快庵房 允淫昧 殆別嵯 倣守 系殊蒔僕庵之僕躯壬 別盗
此系啄根頬 丸根忘求 寄飼群 桂遍佼笠勘 飲庵頬 系殊蒔僕庵頬舗平
泰笠. 頬杵 密欠昧嵯 丸根蔚暇房 系殊午煮共 辞州求 戴快庵頬笠.
飲詰往 頬庵房 憾 蔚暇, 午煮亜 幹卜戴笠虻往 丸根蔚暇頬 系
殊午煮求喉西 祖散岐笠快庵望 密欠戴取 扮快笠. 系殊頬 卜孤蒔忘求
雑受戴快 刑看庵望 槍怨蒔忘求 糟啄戴群嵯 密札堰密 宴泳昧嵯 飲
咽竺頬 煮別手庵頬宜群 丸根房 密札望 亜手 此欺堰密 宴泳昧嵯 咽
竺岐庵頬宜快 式昧嵯 嵯求 育碁岐笠. 飲峡慰 鰻宴蒔忘求 質受戴群
為 丸根忘求 寄快庵頬 吻灰庵躯壬 系殊求喉西 丸根蔚暇頬 祖散寄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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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勘 吻械笠. 系殊堰 丸根房 琢根 及宴寄舗殆快 蔚暇, 午煮頬烏快
戴取躯 唖烏 飼烏密 慰鳳泰 趣糟共 亜手笠.
系殊頬 密札股昧 飲脈 勧恭戴舗 質受戴群嵯 密札昧 孤慕希冴
殆笠快 趣糟 釈 鰻宴蒔雑受座望 烏候趣糟求 泰笠群 丸根房 鰻宴蒔
雑受座堰 腿溺 僕娃密 凋幹頬 逮値取慰 欠招餌 岐笠快 丸根座望 烏
候趣糟求 泰笠. 丸根蔚暇昧嵯 此欺堰密 宴泳快 亜時 借方泰 候殊蒔
僕 尚群頬笠. 丸根房 別観調取往 此欺堰密 宴泳歳昧 菓頬快 此系啄
根頬笠.
飲杵雁 此欺堰 沫喉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此頬密 宴泳密 啄雑蒔貝
胞望 頬拒快庵房 飲管此頬密 琢根歯胞頬笠. 頬 琢根歯胞房 此系啄
根忘求喉西 此欺昧餌 亜値取快 歯胞堰 孤丸求 此欺忘求喉西 此系啄
根昧 亜値取快 歯胞忘求 頬拒別手笠. 暑父 尚群昧 丸戴舗 駒泰笠群
飲庵房 憲兄蒔頬薫 桂密札蒔僕庵忘求嵯 丸根蔚暇房 飲庵望 孤慕戴
取 扮快笠. 丸根蔚暇昧 孤慕寄快庵房 倣守 此欺密 兄蒔密札蒔僕 凋
幹昧 烏藷泰 此欺堰 煮漫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此頬密 宴泳頬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密 兄蒔密札蒔僕 凋幹密 胤候座伊望 咽竺戴快
方僕房 飼煮座, 循漆座頬宜慰 弧瀧紗笠. 飼煮座房 煮求 蚕泳密 煮
僕, 蚕泳密 取紘飼求嵯密 此欺密 取漫求 糟啄寄慰 循漆座房 煮求
蚕泳密 蔚漆飼求嵯密 此欺密 鋪滞求 糟啄寄劇求 丸根蔚暇昧 孤慕寄
快 蚕泳脈 此欺堰密 宴泳快 偉郁 取紘密 宴泳脈 蔚漆密 宴泳共 貝
胞忘求 戴餌 寄薫 頬昧 凍宜 丸根房 取紘丸根堰 蔚漆丸根忘求 育硝
貯寄餌 岐笠.
蚕泳昧 丸泰 煮硝蒔位値密 貝胞昧嵯 借方泰庵房 桂遍佼笠勘
蚕泳快 候殊昧 殆別嵯 此欺昧 密戴舗 取紘寄快 丸根頬宜快庵頬笠.
漫丸泰 冴救 窺卜座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遺擦戴擦菩笠.
窺卜座
《此欺房 飼煮蒔僕 質受頬劇求 煮漫蚕泳昧 柾歳寄舗 此快庵頬
窺卜座自歯種》
36猿, 280
吻械宜 飼圃堰 此嫡共 取紘戴群嵯 昏械笠.》(《窺卜座
窺卜座
村取)

卜孤蒔忘求 取紘宜快 駒房 舗詰亜取 密欠求 噺僕笠. 曲職丸 泳
吋蒔取紘脈 札潔取蒔取紘宜快 駒堰 渥頬 泰泳吋 糖快 泰潔疾昧 密
泰 笠競 泳吋, 笠競 潔疾密 飼煮座望 育歳戴快庵望 糟啄滞冴勘 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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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 取紘蒔僕 此根, 取紘蒔僕 呉掌頬宜快 駒堰 渥頬 舗詰 方栽往 啄
根管密 卜竺泰 恕硝昧嵯 別壊 戴往密 煮勘蒔僕 漫招共 糟啄戴烏 漫
戴舗 噺卜冴勘 殆忘薫 此嫡煮密蒔散困宴泳密 鳳卜蒔取紘密 丁恭頬
宜慰 滞 徳脈 渥頬 別盗 笠椋硝求喉西 卜椋硝昧求密 頬痴望 雪趣腫
快 威芳勘 殆笠.
飲詰往 煮硝処替頬 弧断 蚕泳密 候殊望 糟啄戴快 取紘宜快 蔚
暇房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北昧 寓餌 丸根頬 漆汐籍州寄慰 峡胞
寄薫 此欺昧餌 侯桂戴餌 寄快庵望 糟啄戴快庵頬笠. 此欺管頬 煮漫
蚕泳密 舗詰亜取 此系啄根堰 飲 蓬幹堰竺望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寓餌 漆汐籍州戴慰 峡胞戴快庵房 偉郁 蚕泳共 飼烏昧餌 侯桂擦尽烏
漫泰庵頬笠.
蚕泳亜 此欺昧 密戴舗 取紘寄快 丸根頬宜快 峡値快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密 群昧嵯 弧断 蚕泳密 候殊昧
丸泰 位値頬笠. 蚕泳密 候殊昧 丸泰 煮硝蒔位値快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望 弧断 煮硝処替密 胤候椋峡昧 烏藷戴慰
殆笠.
煮硝処替密 胤候椋峡快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宜快庵望 弧瀧
煮慰殆笠. 刑看庵頬技 包悪 此系啄根管密 恕硝求嵯密 蚕泳共 駒戴
快庵頬薫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宜快庵房 為 此欺頬 蚕泳密 煮僕
忘求嵯密 取漫共 俊取泰笠快庵頬笠.
此欺頬 蚕泳密 煮僕頬宜快庵房 為 蚕泳密 取紘飼宜快庵頬薫
凍宜嵯 蚕泳密 取紘飼僕 此欺堰密 宴泳昧嵯 佼群 蚕泳快 此欺密 取
紘丸根忘求 岐笠.
蚕泳昧快 致吻怯冴 返快 笠芝笠僻泰 此系啄根管頬 殆忘往 飲
庵管房 笠 此欺昧餌 取紘寄餌 岐笠. 蚕泳昧快 吻守 此欺頬 取紘戴
取 恵泰 此系啄根房 殆別勘 椋掌蒔忘求 取紘戴取 恵滞 此系啄根頬
技 返笠. 蚕泳昧 質受戴快 此系啄根管房 笠 飼烏密 慰鳳泰 雪趣望
亜取慰 嵯求 育碁寄取躯 此欺堰密 宴泳昧嵯 菓慰佼群 此欺昧 密戴
舗 取紘岐笠快 式昧嵯快 曲沫亜 返忘薫 飲庵房 包悪 此系啄根管昧
殆別嵯 衣籍蒔頬薫 卜孤蒔僕 趣糟求 岐笠.
蚕泳共 頬拒快 刑看 質受管亜蓬雁嵯 鳳卜戴餌 亜時 庫辞岐 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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哨泰 質受僕 此欺堰 蚕泳密 宴泳快 取紘飼脈 取紘丸根堰密 宴泳沫
昧 鰍峡快 希冴 返笠.
蚕泳密 取紘快 此欺堰 蚕泳脈密 候殊蒔宴泳頬薫 呼求 頬 宴泳
共 孤慕泰庵頬 蚕泳快 此欺密 取紘丸根頬宜快 位値頬笠.
蚕泳快 此欺密 取紘丸根頬宜快 位値快 此欺頬 蚕泳密 刑看 此
系啄根管望 啄雑蒔忘求 笠 取紘戴慰殆笠快 峡値脈快 吻桂杵 僕圃勘
返笠.
飼圃堰 此嫡共 券芳 華房 冴紗昧嵯 蔚漆瑚卓戴舗 飲庵望 取紘
戴慰殆快 倣怪欧昧 殆別嵯漆俊 此欺房 吻守 飼圃密 憲兄蒔僕 檀密
歯胞望 笠 漆汐籍州戴取 恵戴慰殆忘薫 飼圃堰 此嫡密 刑看 此系啄
根管望 飼烏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雁 峡究餌 侯桂擦尽慰殆快庵頬 吻
械笠. 取手頬往 刃系, 泉霜, 値卜堰 渥房 飼圃泳密 駆房 啄根管堰
峻賞此嫡密 隊笠泰 此嫡蒔殊易管頬 淫侯寄取 恵戴舗 此欺管昧餌 苦
丸泰 捉値脈 受旺望 煮慰殆笠. 頬杵 啄根房 僕漁休此共 虻鮭詰呆宜
哀冴汲 鞄萌 鯖戴菩笠. 飲詰往 頬庵房 僕娃房 蚕泳昧 育歳岐 質受
頬薫 蚕泳共 此欺密 取紘丸根頬 吻械宜慰 煮時滞 胤虻求快 寄取 恵
泰笠.
此欺頬 啄雑蒔忘求 蚕泳共 笠 取紘戴慰殆快亜 戴快 畦州脈 蚕
泳亜 此欺昧 密戴舗 取紘寄快亜 戴快 畦州快 嵯求 笠競 畦州頬笠.
暑父 畦州亜 蚕泳快 此欺昧 密戴舗 別壊 竺勘 取紘寄慰殆快亜 戴快
取紘午漫脈 宴及寄舗殆快庵頬宜群 柑父 畦州快 蚕泳亜 此欺昧 密戴
舗 取紘希冴 殆快亜 返快亜 戴快 亜改座堰 宴及岐 畦州頬笠.
系泣 蚕泳亜 桂泰戴慰 桂允桂手泰 漆絢昧嵯 僕娃頬 卜竺泰 休
此蒔橿泳昧嵯 啄雑蒔忘求 蚕泳共 翁窺返頬 笠 取紘滞冴快 返忘往
飲 取紘密 亜改座昧 殆別嵯快 泰泳亜 返忘薫 頬 亜改座房 僕娃密
休此庫辞堰竺望 籍戴舗 抵牧返頬 啄雑座忘求 辞兆岐笠.
蚕泳亜 此欺昧 密戴舗 取紘岐笠快庵房 此欺頬 啄雑蒔忘求 蚕
泳辞硝共 取紘戴慰殆笠快 密欠亜 吻械宜 蚕泳密 鞄萌鞄 駆房 此系
啄根管望 飼烏昧餌 侯桂擦尽群嵯 桂泰泰 蚕泳共 抵牧返頬 取紘値往
亜快 休此蒔堰竺昧 宴籍寄舗殆快 候殊, 胤候足圃座望 孤慕戴慰殆笠.
頬 休此蒔堰竺密 別壊 泰 橿泳昧嵯 雑啄寄快 蚕泳密 卜竺泰 救鋪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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丸泰 此欺密 啄雑蒔取紘快 頬 足圃座密 育硝蒔庫啄頬笠. 蚕泳快 此
欺昧 密戴舗 取紘岐笠快 足圃座房 此欺昧 密戴舗 啄雑蒔忘求 取紘
寄快 蚕泳密 午漫脈快 宴泳返頬 蔑州往 歯胞戴薫 僕娃頬 哨啄泰頬
況 堰虻昧勘 倣怪昧勘 飲峡慰 兵忘求勘 泳歳 歯胞戴快庵頬笠.
蚕泳密 候殊昧 丸泰 煮硝蒔峡値昧嵯 借方泰 貝胞望 頬拒快庵
房 笠冒忘求 蚕泳亜 此欺昧 密戴舗 蔚漆寄快 丸根頬宜快庵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僕娃房 蚕泳共 飼烏 方育昧 寓餌 兄蒔密札蒔忘求 蔚漆値往亜
快 鳳卜泰 循漆蒔質受僕庵躯壬 蚕泳昧嵯 煮僕密 取漫共 俊取滞之吻
械宜 蚕泳共 蔚漆戴慰 庫辞擦尽快雁嵯勘 偉竺蒔鋪滞望 苔械笠.》
(《窺竺卜
窺竺卜査種》
8猿, 434村取)
窺竺卜

蔚漆宜快 駒房 卜根散凋昧嵯往 堰替根昧嵯 下峡 噺頬快 駒求
嵯 卜孤蒔忘求 此欺頬 卜竺泰 兄蒔望 亜取慰 別盗 丸根望 苔兄蒔蒔
忘求 瑚貯擦迅 徳 飲詰泰 瑚貯往 飲庵望 卜忘尽快 僕娃密 凋幹望
亜峡尽快雁 噺僕笠.
飲詰往 煮硝処替頬 弧断 蚕泳密 候殊望 糟啄戴烏 漫戴舗 凋胞
戴快 蔚漆宜快 蔚暇房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望 籍戴舗 僕娃密 飼煮蒔
方育脈 峡北昧 寓餌 頬拒別取快 丸根密 瑚貯共 孤慕戴快 蔚暇頬笠.
系泣 頬詰泰 瑚貯快 倣守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昧 密戴舗 平烏寄快庵
躯壬 飲詰泰 凋幹飼硝共 蔚漆凋幹 糖快 蔚漆宜慰 駒滞冴 殆取躯 此
欺密 循漆蒔凋幹密 丸根忘求嵯密 此系啄根管堰 飲 恕硝求嵯密 蚕泳
共 慰竣丸根忘求 戴快 漆絢昧嵯 此欺昧 密泰 丸根密 瑚貯共 蔚漆宜
慰 戴快庵頬笠. 蔚漆戴快庵房 此欺頬取躯 蔚漆寄快庵房 別観調取往
丸根頬笠.
別盗 此系啄根頬 江汲 此欺密 歯胞昧 密戴舗 卜竺戴餌 瑚貯
岐笠慰 戴舗勘 飲庵頬 桂密札蒔頬慰 憲兄蒔僕 歯胞昧 密泰庵頬虻往
兄蒔密札蒔僕 歯胞昧 密泰庵頬宜慰 戴舗勘 僕娃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
北昧 寓快庵頬 吻械宜群 飲庵房 蔚漆亜 吻械宜 瑚貯卜孤昧 歳泰笠.
曲共 管群 此欺頬 琢蛋堰竺昧嵯 丸烏密 座垢望 瑚貯擦尽虻往
飼烏密 桂餌求柏 別盗 丸根昧 卜竺泰 瑚貯共 卜忘尽快庵堰 渥頬 僕
娃頬 飼烏密 質受飼硝求柏 桂密札蒔忘求 丸根昧 瑚貯共 卜忘尽快庵
- 98 -

房 散系管頬 煮漫兆威昧 瑚貯共 卜忘尽快庵堰 候殊根 渥房庵忘求嵯
飲庵房 蔚漆密 蔚暇昧 槍腿寄取 扮快笠. 飲峡慰 僕娃頬 飼圃堰 此
嫡共 蔚漆瑚卓戴快庵房 飼烏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庵頬劇求 頬
胤候兄蒔堰 桂宴泳戴虻往 飲庵堰 根孤寄快 兄蒔望 勝育戴快 痴漫往
飲詰泰 痴漫求 平烏寄快 丸根密 瑚貯共 蔚漆宜慰 滞冴 返笠快庵房
祁絞戴笠. 倣守 僕娃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北昧 寓餌 此欺密 循漆蒔凋
幹昧 密戴舗 頬拒別取快 丸根密 瑚貯躯望 蔚漆宜慰 戴快庵頬笠.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昧 密戴舗 頬拒別
取快 丸根密 瑚貯昧快 笠僻泰 貝胞管頬 槍腿希冴 殆笠. 飲庵房 丸
根密 沢泉往 刑僻密 瑚貯卜冴勘 殆慰 堰竺密 瑚貯卜冴勘 殆忘薫 頬
詰自詰泰 歳座頬往 烏改密 瑚貯卜冴勘 殆笠. 飲峡慰 頬詰泰 刑看
瑚貯密 烏藷昧快 飲 丸根密 育漆密 瑚貯亜 菓舗殆快 漆絢昧嵯 育漆
密 瑚貯快 丸根密 蔚漆昧嵯 烏候忘求 倖冴 殆笠.
此雑根 僕娃房 桂遍佼笠勘 此系啄根望 頬拒快 育座方栽脈 偉
苔糊札望 瑚貯擦尽快庵望 籍戴舗 飲庵密 歳座堰 烏改望 瑚貯擦訊笠.
此欺管頬 堰替望 庫辞擦尽群嵯 系殊密 育漆共 値祁戴快雁 雪碁泰
宴鯖望 堪峡慰 燭笠技 珂休望 管菩笠快庵房 丸根密 蔚漆昧嵯 育漆
密 瑚貯亜 亜取快 借方座堰 宴及岐笠慰 倖冴 殆笠.
蚕泳亜 此欺昧 密戴舗 蔚漆寄快 丸根頬宜快 位値快 此欺頬 蚕
泳密 瑚貯庫辞昧嵯 珂快 鋪滞密 群昧嵯 弧断 蚕泳密 候殊昧 丸泰
峡値頬笠.
煮硝処替房 晒究餌 州烏泰 処替密 胤候畦州密 堰替蒔値渇忘求
寄快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卜之吻械宜 刑看庵望 偉竺泰笠快庵望 順
祁戴慰殆笠. 舗烏昧嵯 此欺頬 刑看庵望 偉竺泰笠快庵房 此欺頬 蚕
泳密 蔚漆庫辞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快庵頬笠.
此欺房 兄蒔密札蒔忘求 蚕泳共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
往亜快 此嫡蒔歳座僕 循漆座望 亜取慰殆笠.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密
戴往僕 循漆座房 蚕泳密 蔚漆飼求嵯密 此欺密 鋪滞望 糟啄泰笠. 此
欺房 循漆座望 亜取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殴房庵望 瑚卓戴慰 晒求蓬庵
望 躯管別貝群嵯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昧餌 鞄萌鞄 隼刑殆慰 峡求蓬
庵忘求 蔚瑚擦唇往娃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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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昧 密泰 飼圃堰 此嫡密 蔚漆堰竺房 此欺頬 墾慰殆快 倣怪
密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嵯 候殊蒔堰竺望 頬挙笠.
此欺頬 蚕泳密 蔚漆庫辞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快庵房 此欺頬
蚕泳密 蔚漆飼宜快庵頬薫 凍宜嵯 蚕泳密 蔚漆飼僕 此欺堰密 宴泳昧
嵯 菓慰倖 徳 蚕泳快 此欺密 蔚漆丸根忘求 岐笠.
蚕泳密 包悪 此系啄根管頬 此欺昧 密戴舗 取紘希冴 殆艦頬 飲
刑看庵房 此欺昧 密戴舗 蔚漆希冴 殆笠. 此欺昧 密戴舗 吻守 蔚漆
寄取 恵泰 此系啄根房 殆別勘 椋掌蒔忘求 此欺昧餌 蔚漆寄取 恵滞
此系啄根頬技 殆望冴 返笠. 蚕泳昧快 汐丸蒔忘求 幹卜泰 此系啄根
房 返忘往 此欺昧 密戴舗 蔚漆希冴 殆笠快 式昧嵯快 衣籍蒔頬笠.
此欺昧 密泰 蚕泳密 蔚漆快 取紘脈 矩春亜取求 此欺堰 蚕泳脈
密 候殊蒔宴泳頬薫 呼求 頬 宴泳共 孤慕泰庵頬 蚕泳快 此欺密 蔚漆
丸根頬宜快 位値頬笠.
蚕泳亜 此欺昧 密戴舗 蔚漆岐笠快庵房 蚕泳密 刑看 瑚貯亜 此
欺昧 密戴舗 頬拒別手笠快庵望 密欠戴快庵房 吻械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煮硝処替頬 弧断庵房 此欺頬 蚕泳密 蔚漆飼頬薫 此欺昧 密
戴舗 蚕泳亜 蔚漆岐笠快庵頬取 蚕泳密 刑看 瑚貯亜 此欺昧 密戴舗
頬拒別手笠快庵頬 吻芥械笠.》(《煮硝処替昧 丸戴舗》, 4村取)
蚕泳昧快 此欺密 歯胞堰 宴泳返頬 飼圃庫散蒔忘求, 憲兄蒔忘
求 手痴寄快 瑚貯亜 冴返頬 駆笠. 吻守房 此欺密 凋幹午漫股昧 菓
舗殆快 芳煮密 救鋪房 駒滞庵勘 返慰 此欺頬 墾慰殆快 芳峡 痴座昧
嵯 此欺密 兄蒔密札蒔僕 舜亜返頬 頬拒別取快 瑚貯亜 冴返頬 駆笠.
躯卜 蚕泳密 刑看 瑚貯亜 此欺昧 密戴舗 頬拒別手笠慰 泰笠群 勘丸
硝 僕娃頬 蔚漆値平 滞 晒求蓬 丸根頬 凍求 殆望冴 返忘薫 僕娃昧
密泰 蚕泳密 蔚漆往 取紘宜快 畦州飼硝亜 座恭希冴 返望庵頬笠.
此欺昧 密戴舗 蚕泳密 刑看 瑚貯亜 頬拒別手笠慰 佼快庵房 候
殊根 此欺望 芝遺昧嵯 駒戴快 蚕根躯系望 笠 煮宴戴快 隊帳泰 殺蒔
僕 質受脈 渥房庵忘求 佼快 江堰替蒔僕 位値頬笠.
蚕泳亜 此欺昧 密戴舗 蔚漆岐笠快庵房 此欺昧 密戴舗 蚕泳密
刑看 瑚貯亜 頬拒別手笠快庵頬 吻械宜 此欺頬 蚕泳密 鞄萌鞄 駆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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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系啄根管望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北昧 寓餌 瑚貯擦尽群嵯 蚕泳
共 抵牧返頬 蔚漆値往亜快 休此蒔堰竺昧 宴籍岐 候殊蒔尚群, 胤候
足圃座望 孤慕戴慰殆笠快庵頬笠. 頬 休此蒔堰竺密 別壊 泰 橿泳昧
嵯 頬拒別取快 蚕泳密 卜竺泰 救鋪昧 丸泰 蔚漆快 頬 足圃座密 育
硝蒔庫啄頬笠.
此欺密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頬 鞄萌 庫辞戴快雁 凍宜 此欺
昧 密戴舗 蔚漆寄快 此系啄根管密 芝漁脈 橘房 鞄萌鞄 駆吻取薫 此
欺昧 密泰 蚕泳密 蔚漆午漫快 抵牧返頬 丁丸岐笠. 蚕泳亜 啄雑蒔忘
求 此欺昧 密戴舗 蔚漆寄慰殆快 幹擦昧 兵忘求勘 抵牧返頬 蔚漆寄
舗往亜餌 岐笠快 密欠昧嵯 蚕泳快 此欺密 蔚漆丸根頬宜慰 戴快庵
頬笠.
頬脈 渥頬 此欺堰密 宴泳昧嵯 菓慰倖 徳 蚕泳快 候殊昧 殆別
嵯 此欺密 取紘脈 蔚漆丸根頬笠.
此欺昧 密泰 蚕泳密 取紘脈 蔚漆快 碁蔚密 宴泳亜 吻械宜 籍
卜蒔宴泳密 憾 尚群忘求嵯 嵯求 突冴返頬 及宴寄舗殆笠. 頬 及宴房
頬 憾 尚群頬 嵯求 辞州求 戴慰 嵯求 活佼戴快雁嵯 糟啄岐笠. 此欺
房 鰻宴蒔忘求 質受戴快 此系啄根望 蔚漆戴舗 飲庵望 飼烏昧餌 侯
桂擦陣忘求柏 取紘泰笠. 頬庵房 丸根昧 丸泰 取紘亜 倣守 蔚漆共
籍値嵯躯 雑啄希冴 殆笠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泰掃 頬欠 手痴泰 蔚漆
密 卜竺泰 偉堰求 頬拒別手 取紘快 晒求蓬 丸根望 蔚漆戴烏 漫泰
漆絢堰 亜改座望 漆座腿忘求柏 晒求蓬 蔚漆共 活佼泰笠. 曲共 管別
飼圃密 別盗 丸根望 蔚漆戴舗 求幹勘育求 辞兆擦尽慰 飲庵望 峡胞
滞 徳 頬庵房 丸根昧 丸泰 蔚漆共 籍泰 飲昧 丸泰 取紘求 岐笠. 笠
競 泰掃 頬欠 着監泰 求幹勘育共 凋胞戴舗 晒求蓬 丸根望 蔚漆滞
徳 頬庵房 取紘昧 烏藷泰 晒求蓬 蔚漆頬笠.
頬遵却 取紘脈 蔚漆快 琢根 及宴寄舗殆忘薫 嵯求 州弊戴慰 活
佼戴快 宴泳昧 殆笠.
取紘脈 蔚漆密 抵牧返快 遺硝脈 琢根頬痴頬 手痴寄群嵯 此欺
昧 密泰 蚕泳密 取紘脈 蔚漆密 休此蒔庫辞堰竺頬 頬拒別手笠.
頬根昧嵯 候呼脈 渥頬 煮硝処替房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昧 丸泰
堰替蒔峡値昧 烏藷戴舗 弧瀧手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煮僕忘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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嵯密 取漫脈 鋪滞昧 宴泰 椋峡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快 此欺昧 密戴
舗 取紘寄慰 蔚漆岐笠快庵望 弧濯笠.
蚕泳亜 此欺昧 密戴舗 取紘寄慰 蔚漆寄慰殆快庵房 倣怪密 編
圃泰 啄雑頬薫 兵忘求 此欺頬 庫辞腿昧 凍宜 僕娃昧 密戴舗 蚕泳亜
鞄萌鞄 華房 冴紗昧嵯 取紘寄慰 蔚漆寄舗往亜餌 寄峡宜快庵房 豊守
卜冴 返快 手峡頬笠.

蔚漆庫辞
蔚漆庫辞房 此欺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頬拒別取
快 蚕泳密 瑚貯庫辞望 糟啄戴快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煮硝此根房 蚕泳密 系殊座堰 飲 卜孤蒔僕 蓬幹呉掌頬 値祁岐
漆絢昧嵯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昧 宴泰 畦州共 処
替密 胤候畦州求 晒究餌 州烏戴慰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薫 刑看
庵望 偉竺泰笠快庵望 泣主戴菩忘薫 飲昧 烏藷戴舗 此欺昧 密泰 蚕
泳密 取紘脈 飲 蔚漆庫辞密 苔呉掌座望 弧濯察械笠.》
煮硝処替房 煮硝密 処替蒔蚕泳宴密 椋峡共 鯖貯庫辞擦尽群嵯
飼烏 椋僕昧 密戴舗 索索求 頬拒別取快 系殊蚕泳密 蓬幹庫辞堰 育
碁戴舗 此欺密 蒔淫蒔歯胞昧 密戴舗 頬拒別取快 蚕泳密 瑚貯庫辞望
蔚漆庫辞忘求 咽竺戴菩笠.
蚕泳昧快 此欺密 歯胞望 己取 扮慰 飼烏 椋僕昧 密戴舗 索索
求 頬拒別取快 系殊蓬幹堰竺頬 殆笠. 頬 蓬幹堰竺房 飼烏 椋僕昧
密戴舗 卜別往慰 飼硝密 呉掌昧 凍宜 索索求 頬拒別取快 堰竺頬劇
求 系殊蚕泳密 飼烏 蓬幹, 飼硝庫辞堰竺頬宜慰 駒滞冴 殆笠.
煮硝蒔宴式昧嵯 倖 徳 頬 蓬幹庫辞堰竺房 蚕泳昧嵯 五別取快
蓬幹庫辞堰竺密 辞喉共 槍怨戴取 恵泰笠. 蚕泳昧快 飼烏 椋僕昧
密戴舗 頬拒別取快 系殊蚕泳密 蓬幹庫辞堰竺堰 腿溺 此欺密 蓬幹,
此欺密 歯胞昧 密戴舗 頬拒別取快 蓬幹庫辞堰竺頬 殆笠. 僕娃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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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幹房 鰻宴蒔此系啄根昧 歯胞戴快 丸根蒔僕 凋幹頬笠. 僕娃頬 飼
烏密 飼煮蒔取逮堰 方育求喉西 哨庫戴舗 沫喉蚕泳昧 歯胞戴快 堰
竺頬 僕娃密 蓬幹頬笠. 僕娃密 蓬幹房 蔑州往 沫喉蚕泳, 系殊蚕
泳密 飼硝蓬幹庫辞堰竺望 丸根忘求 戴舗 手痴岐笠. 飲詰劇求 蚕
泳密 啄雑蒔僕 蓬幹庫辞堰竺房 系殊蚕泳密 飼硝蓬幹庫辞堰竺堰
僕娃密 歯胞昧 密泰 蚕泳密 蔚漆庫辞堰竺忘求 頬拒別雫殆笠慰 駒
滞冴 殆笠.
僕娃密 蓬幹堰 飲昧 密泰 蚕泳密 蔚漆庫辞昧 丸戴舗嵯快 具索
煮密鳳系瑚主呉密 椋峡求柏快 峰呼求 値祁滞冴 返笠. 飲庵房 具索
煮密鳳系瑚主呉頬 此欺望 系殊蚕泳昧 丸恭戴快 雪冴泰 質受求 佼取
恵戴慰 系殊卜孤昧 値栽擦訊庵堰 宴及岐笠. 鳳系瑚主呉房 此欺調取
勘 系殊卜孤昧 値栽擦唇菓慰 系殊密 蓬幹望 慰竣戴群嵯 系殊蚕泳昧
嵯 手痴寄快 黄房 橿泳求喉西 華房 橿泳昧求密 根撮蒔蓬幹望 庫辞
忘求 咽竺戴菩笠.
頬庵房 鳳系瑚主呉頬 蚕泳密 蓬幹庫辞密 鰻宴蒔堰竺望 辞群蒔
忘求 弧壇取 恵泰 州泰座望 亜取慰殆笠快庵, 飲庵勘 系殊蚕泳密 蓬
幹庫辞堰竺密 亜時 借方泰 尚群望 弧壇取 恵泰 州泰座望 亜取慰
殆笠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舗烏昧 呼求 蔚漆庫辞密 蔚暇望 晒究餌 竺
恭戴舗平 滞 整葛座堰 飲 竺恭密 勧循座頬 殆笠.
蚕泳密 蔚漆庫辞堰竺房 系殊蚕泳密 飼硝庫辞堰竺堰 育碁寄快
卜及密 俊頬座望 亜取慰殆笠.
飲庵房 芳査 系殊蚕泳密 飼硝蓬幹庫辞堰竺頬 此欺密 舜亜返頬
索索求 頬拒別取快庵頬宜群 蚕泳密 蔚漆庫辞堰竺房 此欺密 凋幹望
梼往嵯快 頬拒別取取 扮快笠快庵頬笠. 此欺密 飼煮蒔頬慰 循漆蒔頬
薫 密札蒔僕 凋幹, 僕娃密 蓬幹房 蚕泳密 蔚漆庫辞堰竺頬 頬拒別取
餌 戴快 烏候方僕頬笠.
飲庵房 糖泰 蚕泳密 蔚漆庫辞堰竺房 庫辞密 趣糟昧 殆別嵯 蚕
泳密 飼硝庫辞堰竺堰 育碁岐笠快庵頬笠. 系殊蚕泳密 飼硝庫辞堰竺
密 煮寄快 趣糟快 蓬幹密 活葛飼僕 此系密 育漆亜 鞄 侯慈値取慰
飲 烏改頬 鞄萌鞄 垢貯寄快雁 殆笠. 自吋泰 系殊蒔質受卜冴汲 橿阪
泰 育漆脈 烏改望 亜取慰殆忘薫 庫辞冴紗頬 華吻殊冴汲 育漆亜 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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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 侯慈値取慰 飲昧 凍宜 烏改勘 鞄萌鞄 笠僻戴餌 垢貯寄舗殆笠.
頬脈快 鰍峡 蚕泳密 蔚漆庫辞密 煮寄快 趣糟快 値葛泰 系殊蒔
質受亜 此欺昧餌 変矩往 鞄 児 侯桂戴快亜 戴快雁 殆笠. 別盗 系殊
蒔質受頬看取 抵牧返頬 華吻取快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蔚漆寄
菩望 徳 庫辞泰庵忘求 岐笠.
蚕泳密 蔚漆庫辞堰竺房 系殊蚕泳密 蔚漆庫辞堰竺堰 結識壇 及
宴寄舗殆笠. 系殊蚕泳密 此系管密 飼硝蓬幹庫辞堰竺房 僕娃密 蓬幹
昧 密戴舗 蔚漆庫辞堰竺昧 挺仇管別脈 蔚漆庫辞堰竺忘求 辞兆岐笠.
此欺密 蓬幹, 循漆蒔凋幹昧 密戴舗 蔚漆庫辞堰竺昧 挺仇管別包 煮
漫蚕泳密 此系管密 飼硝庫辞堰竺房 煮求 憾亜取 沢泉求 瑚戴餌
岐笠.
飲庵房 暑父求, 煮漫蚕泳密 此系管密 飼硝庫辞堰竺密 借橿頬
薫 柑父求, 飲 堰竺密 諸手 糖快 取圃頬笠. 飼硝庫辞堰竺密 借橿房
僕娃密 蓬幹,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昧 密戴舗 蔚漆庫辞堰竺昧 管別包
系殊蒔丸根飼硝亜 祖頴寄虻往 値葛泰 蓬幹堰竺頬 頬拒別取餌 戴快
漆絢頬 州烏幾忘求柏 頬拒別手笠. 系殊蚕泳密 此系密 飼硝庫辞堰竺
密 取圃房 飲 堰竺頬 手痴寄快雁 孔峡泰 漆絢頬 漆座幾忘求柏 頬拒
別取薫 此系密 飼硝庫辞堰竺密 諸手房 煮求 値葛泰 蓬幹堰竺昧 鳳
峡泰 漆絢頬 漆座幾忘求柏 頬拒別手笠.
飼烏 椋僕昧 密戴舗 蓬幹庫辞戴快 包悪 系殊蒔丸根管房 此欺
密 循漆蒔凋幹昧 密戴舗 蔚漆庫辞堰竺昧 管別峯忘求柏 蔚漆丸根忘
求 岐笠. 蔚漆丸根頬技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蔚漆寄快 包悪
系殊蒔質受共 亜峡尽快 蔚暇頬笠. 蔚漆丸根房 此欺密 蓬幹, 循漆蒔
凋幹昧 密戴舗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蔚漆寄菩望 徳 取紘丸根忘求 辞
兆岐笠. 笠擦駒戴舗 取紘丸根忘求 辞兆寄慰殆快 丸根頬 蔚漆丸根
頬笠. 飼圃昧 索索求 質受戴快 系殊蒔丸根房 遵冒昧 僕娃密 蓬幹昧
密戴舗 蔚漆丸根忘求 査浅寄慰 蔚漆堰竺昧 管別亜薫 蔚漆堰竺頬 粍
偉寄群 取紘丸根忘求 辞兆岐笠. 取紘丸根忘求 辞兆岐 此系房 此欺
昧 密戴舗 籍州寄慰 峡胞寄群嵯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快雁
侯桂泰笠. 飲詰劇求 丸根昧 丸泰 取紘脈 蔚漆快 蚕泳密 蔚漆庫辞密
孔亜垢峡蒔頬薫 足冴蒔僕 憾 泳烏共 頬挙笠. 丸根密 取紘快 丸根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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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漆共 咽州戴慰 亜改戴餌 戴薫 丸根密 蔚漆快 丸根密 取紘共 活佼
戴薫 雑啄擦訊笠. 琢根 州弊戴群嵯 抵牧返頬 手痴寄快 蔚漆脈 取紘
密 喉橿泰 遺硝堰竺望 籍戴舗 蚕泳密 蔚漆庫辞頬 頬拒別手笠.
卜孤蒔丸根忘求喉西 蔚漆丸根忘求, 飲求喉西 取紘丸根忘求 飲
峡慰 笠擦 蔚漆丸根密 査浅忘求 抵牧返頬 頬痴戴快 堰竺望 孤慕戴
慰 糟啄戴快 処替蒔蔚暇頬 蔚漆庫辞頬笠. 頬庵房 蚕泳密 蔚漆庫辞
堰竺頬 蚕泳密 飼硝蓬幹庫辞堰竺望 辞州求 戴慰殆笠快庵望 駒戴舗
紗笠.
蔚漆庫辞堰竺房 蚕泳密 飼硝蓬幹庫辞堰竺望 辞州求 戴慰殆望
之吻械宜 飲庵望 惜丸求 戴舗 頬拒別取快 蚕泳密 蓬幹庫辞堰竺密
殊蒔忘求 晒求蓬 華房 橿泳頬笠. 蔚漆庫辞堰竺望 系殊蚕泳密 飼硝
庫辞堰竺昧 江戴舗 殊蒔忘求 晒求蓬 華房 橿泳宜慰 戴快庵房 飲飼
硝亜 僕娃密 蓬幹昧 密戴舗 卜別往快 堰竺頬薫 此系密 飼硝蓬幹庫
辞堰竺昧 歯胞戴快 鰻宴蒔苔呉掌座望 僕娃頬 蝉別集慰 漆汐籍州,
峡胞戴快 堰竺頬烏徳畦頬笠.
飼烏 椋僕昧 密戴舗 飼圃庫散蒔忘求 頬拒別取快 系殊蚕泳密
飼硝蓬幹庫辞堰竺密 時育泰 休此蒔堰竺昧嵯 飲 衝慰困系僕 僕娃頬
哨啄戴慰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僕娃密 蓬幹昧 密戴舗 系殊蚕泳昧 歯胞
戴快 蓬幹庫辞密 苔呉掌座頬 僕娃昧餌 僕札寄慰 漆汐, 籍州, 峡胞
幾忘求柏 系殊蚕泳密 飼硝蓬幹庫辞堰竺昧嵯 胤候蒔僕 瑚貯亜 卜別
往慰 蚕泳密 蔚漆庫辞堰竺頬 頬拒別取餌 岐笠.
蔚漆庫辞堰竺房 系殊蚕泳密 飼硝庫辞堰竺昧 丸泰 僕娃密 煮幹
蒔歯胞, 僕娃密 蓬幹堰竺僕庵躯壬 蚕泳密 蔚漆庫辞堰竺頬 頬拒別取
餌 戴快雁嵯 頬 憾 蓬幹堰竺頬 別盗 歯胞堰 鋪滞望 戴快亜 戴快 畦
州亜 州烏岐笠.
系殊蚕泳密 飼硝庫辞堰竺房 飲 蔚漆庫辞堰竺頬 頬拒別取餌
戴快 足冴蒔漆絢忘求 岐笠. 飲庵房 僕娃密 蓬幹頬 蔑州往 丸根蒔
凋幹頬薫 凍宜嵯 系殊蚕泳密 飼硝庫辞堰竺望 辞州求 戴慰殆烏徳
畦頬笠.
煮漫蚕泳密 泰 喉垢僕 飼圃密 蓬幹房 此系管密 琢根歯胞昧 密
戴舗 頬拒別手笠. 飲庵房 僕娃密 密此脈快 宴泳返頬 索索求 頬拒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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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快 堰竺忘求嵯 僕娃密 蓬幹堰 候殊蒔忘求 育碁岐笠. 此欺望 柑詰
煤慰殆快 煮漫蚕泳昧快 飼圃堰 腿溺 此嫡亜 殆笠. 飼圃房 此欺頬
散以往烏 辞喉西 鰻宴蒔忘求 質受戴群嵯 索索求 蓬幹瑚貯庫辞戴快
系殊蚕泳宜群 此嫡快 此欺堰 腿溺 庫散戴舗 此欺昧 密戴舗 頬拒別
取慰 庫辞戴快 系殊蚕泳密 雪冴泰 救鋪頬笠. 此欺勘 系殊蚕泳密 育
座喉垢頬薫 此嫡勘 系殊蚕泳密 泰 救鋪僕庵躯壬 僕娃密 蓬幹, 此嫡
蒔蓬幹昧勘 系殊蚕泳密 蓬幹密 卜孤蒔苔呉掌座頬 歯胞泰笠.
系殊蚕泳, 飼圃密 蓬幹密 雪趣密 戴往快 飼圃庫散蒔忘求 手痴
寄快 憲兄蒔僕 蓬幹頬宜快雁 殆笠. 飼圃昧嵯密 刑看 蓬幹房 索索求
頬拒別取快 憲兄蒔僕 蓬幹頬薫 飲 別壊庵頬往 兄蒔密札蒔僕 泳烏亜
返笠. 系殊蚕泳密 蓬幹密 飼圃庫散座堰 憲兄座房 此欺密 凋幹昧 自
堀共 漆座戴取躯 笠競掃忘求快 僕娃密 蔚漆凋幹昧 鳳峡泰 漆絢忘求
勘 岐笠. 系殊蚕泳密 此系管密 蓬幹頬 飼圃庫散座堰 憲兄座望 胴慰
殆烏徳畦昧 此欺密 煮幹蒔頬薫 兄蒔密札蒔僕 凋幹昧 密戴舗 飲庵頬
蔚漆希冴 殆快庵頬笠. 躯卜 蔚漆丸根僕 此系管頬 此欺堰 渥頬 煮幹
座堰 兄蒔密札座望 亜取慰 蓬幹泰笠群 此欺頬 飲庵管望 飼烏密 方
育脈 密此昧 寓餌 蔚漆戴烏亜 券芳 別仇蜂庵頬笠.
系殊蚕泳密 飼硝庫辞堰竺房 飼圃庫散座堰 憲兄座望 胴慰殆快
庵堰 腿溺 飼烏密 慰鳳泰 苔呉掌座望 亜取慰殆笠. 系殊蚕泳密 此系
管房 変属 佼烏昧快 桂殊嵯戴餌 蓬幹戴慰殆快庵遵却 佼頬取躯 笠
飼烏密 慰鳳泰 苔呉掌座昧 凍宜 蓬幹庫辞泰笠. 系殊蚕泳密 此系啄
根管密 蓬幹頬 笠僻泰庵躯壬 飲昧 歯胞戴快 蓬幹呉掌勘 唖頬戴笠.
飲詰往 系殊蚕泳密 飼硝蓬幹庫辞堰竺昧快 刑看 此系啄根管密 瑚貯
庫辞昧 笠渥頬 歯胞戴快 亜時 卜孤蒔僕 呉掌管頬 殆笠. 殴房庵房
此軍戴慰 晒庵房 孤甘擦 撮峡戴快 呉掌, 泳撮堰 卓殺密 籍卜蒔堰竺
忘求 頬拒別取快 庫辞呉掌 莞望 管冴 殆笠. 系殊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
密 飼硝庫辞堰竺房 飲昧 慰鳳泰 呉掌管望 亜取慰殆烏徳畦昧 此欺昧
密戴舗 僕札寄慰 漆汐, 籍州, 峡胞希冴 殆忘薫 飲庵忘求 戴舗 系殊
蚕泳密 飼硝庫辞堰竺頬 僕娃密 蓬幹昧 密戴舗 蔚漆庫辞希冴 殆快庵
頬笠. 系殊蚕泳密 飼硝庫辞堰竺頬 苔呉掌蒔忘求 頬拒別取快庵房 僕
娃密 蓬幹昧 密戴舗 飲庵頬 蔚漆庫辞寄餌 戴快 足冴蒔漆絢忘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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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笠.
僕娃密 蓬幹堰 育碁寄快 系殊蚕泳飼硝庫辞堰竺密 雪趣密 笠競
戴往快 僕娃頬 庫散泰 笠冒昧快 飼圃 飲飼硝求嵯快 抵牧返快 根撮
蒔庫辞堰竺望 故取 扮快笠快庵頬笠. 僕娃密 蓬幹望 槍腿戴舗 啄雑
蚕泳密 蓬幹堰竺望 恕硝蒔忘求 倖 徳昧快 黄房 橿泳求喉西 華房 橿
泳昧求密 根撮蒔庫辞堰竺頬 抵牧返頬 慕椋壇 手痴岐笠. 飲詰往 倣
怪 芳峡 痴座昧嵯 僕娃密 蓬幹堰 栃舗菓慰 煮漫蚕泳, 飼圃密 蓬幹
躯 亜取慰嵯快 飲丘餌 駒滞冴 返笠. 頬庵房 系泣 飼圃密 蓬幹昧嵯
快 庫辞頬 辞瀧 頬拒別取取 扮快笠快庵望 密欠戴取 扮快笠. 飼圃密
蓬幹昧嵯勘 抵牧返快 瑚貯庫辞堰竺頬 頬拒別取慰殆笠. 飲詰往 飲庵
房 芝蒔僕 根撮蒔庫辞頬 吻械薫 丸硝求 抽蒔僕 庫辞昧 取往取 扮
快笠. 倣怪欧 取育芳昧嵯 五別取快 飼圃密 蓬幹昧嵯 抵牧返快 根撮
蒔庫辞堰竺頬 芝蒔忘求快 頬拒別取取 扮快笠. 飲庵房 芳査 倣怪欧
昧 殆別嵯快 取育芳昧嵯 桂烏系殊求喉西 散祁系殊頬 飼圃庫散蒔忘
求 散以往取 扮快笠快庵忘求柏 瑳祁岐笠. 桂烏系殊求喉西密 散祁系
殊密 庫散房 系峡貯替蒔蓬幹忘求喉西 散系替蒔蓬幹昧求密 殊蒔江弊
頬薫 系殊蓬幹密 根撮蒔庫辞昧嵯 戴往密 橿泳共 育着戴快 着烏蒔辞
兆頬笠. 桂烏系殊昧嵯 散祁系殊頬 散以往仇群 侯慈泰 鳳烏貯苔系頬
沢座希之吻械宜 卜竺泰 漆絢頬 頬拒別雫平 泰笠. 飼圃堰替房 取育
亜 散以往 冴捌瞥寡頬 箪詰倣快 幹墳 飼圃庫散蒔忘求 手痴寄兜 系
峡貯替蒔蓬幹堰竺歳昧嵯 侯慈泰 鳳烏貯苔系頬 散以往慰 卜竺泰 漆
絢頬 漆座寄快雁 凍宜 散祁系殊頬 庫散戴菩笠慰 佼慰殆笠. 飲杵雁
飲詰泰 鳳烏貯苔系頬 取育芳昧嵯 遵冒忘求 散以欧 徳脈 渥房 兆威
堰快 辞瀧 鰍宜手 倣怪密 漆絢昧嵯 散祁系殊頬 散以欧冴 殆永快亜
糖 瑳此 飲庵頬 自汐求 散以旺笠慰 戴鞄宜勘 頬欠 轡自 散以旺 欠
散系管昧 密戴舗 垢値裟賞寄舗 鼻房 阪娃頬往矩 質受滞冴 返餌
岐笠慰 倖冴 殆笠. 取育根昧 散祁頬 遵冒 散以往兜 徳昧快 散祁系
殊求 辞貯希 鳳烏貯苔系望 垢値裟賞戴快 飲 別盗 欠散系勘 返保忘
劇求 散祁系殊密 庫散頬 亜改戴菩笠.
飼圃密 蓬幹昧嵯 抵牧返快 根撮蒔庫辞頬 頬拒別取取 扮快庵房
糖泰 蚕泳昧嵯 僕娃頬 庫散泰 笠冒昧快 此欺佼笠 鞄 庫辞寄慰 檀殆
- 107 -

快 質受脈 僕娃密 蓬幹佼笠 鞄 華房 蓬幹堰竺頬 散以往取 扮快笠快
庵忘求柏 踏急頬 主祁岐笠. 啄丸飼圃堰替密 飼糾昧 密戴群 此欺房
取韻忘求喉西 丸硝求 200躯寡辞昧 亜時 庫辞岐 幹系僕 漁僕椋忘求
喉西 散以屋笠. 飲杵雁 飲竪 漁僕椋忘求喉西 晒求蓬 僕娃密 庫散勘
僕娃佼笠 鞄 庫辞岐 系殊蒔質受脈 僕娃密 蓬幹佼笠 鞄 華房 蓬幹堰
竺勘 困散寄取 扮快笠. 系泣 芳峡亜 墾慰殆快 痴座頬沫昧 桂泰泰
芳煮衣娃密 笠競 飲 別盗 順硝昧嵯 取韻 散祁系殊頬 晒求 庫散滞冴
勘 殆慰 糖 僕娃堰 渥房 質受亜 庫散滞冴勘 殆笠. 飲詰往 飲 威芳
昧 殆別嵯勘 取育芳昧嵯 系殊頬 手貯庫辞泰庵堰 渥房 苔呉掌蒔堰竺
望 虻招餌 寄峡宜快庵房 密鯖滞呼 返笠. 僕娃房 系殊庫辞密 衝慰困
系頬薫 此欺佼笠 鞄 庫辞岐 系殊蒔質受快 飲 別壊徳, 飲 別観昧嵯
勘 散以往取 扮快笠. 系殊蚕泳快 此欺頬 散以往烏 辞調取快 此欺頬
庫散戴快 糊逮忘求 苔呉掌蒔忘求 庫辞戴舗矛忘薫 此欺密 庫散忘求
柏 甘観舗 庫辞堰竺望 粍偉戴慰 飼烏密 舜群刑共 悪勝餌 寄菩笠慰
駒滞冴 殆笠.
恕怨蒔忘求 駒戴舗 倣怪欧 芳峡 痴座昧嵯 五別取快 飼圃密 飼
硝蓬幹堰竺昧嵯快 系峡貯替蒔蓬幹忘求喉西 散系替蒔蓬幹昧求密 根
撮蒔庫辞勘 散系替蒔蓬幹忘求喉西 僕娃密 蓬幹昧求密 根撮蒔庫辞勘
頬拒別取取 扮忘薫 鞄芳烏 僕娃密 蓬幹忘求喉西 飲佼笠 鞄 華房 蓬
幹沢泉昧求密 根撮蒔庫辞房 飲 別壊徳昧勘 卜別往取 扮快笠. 煮漫
蚕泳, 飼圃密 蓬幹房 僕娃密 蓬幹頬 庫散泰 笠冒喉西快 飲飼硝求嵯
快 胤候蒔僕 晒求蓬 殊蒔江弊望 亜雫倣快 根撮蒔庫辞堰竺望 泳歳戴
快庵頬 吻械宜快庵頬薫 舗烏昧 僕娃密 蓬幹堰 育碁寄快 飼圃密 蓬
幹, 系殊蚕泳 飼硝庫辞堰竺密 雪趣密 戴往亜 殆笠.
啄雑蚕泳密 抵牧返快 根撮蒔庫辞房 倣守 系殊蚕泳 飼硝蓬幹庫
辞堰竺昧 丸泰 僕娃密 蓬幹, 僕娃密 煮幹蒔歯胞昧 密値嵯躯 頬拒別
手笠.
僕娃密 蓬幹房 蚕泳密 蔚漆庫辞頬 頬拒別取餌 戴快 椋順頬薫
偉竺蒔方僕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蚕泳快 此欺密 蒔淫蒔僕 凋幹昧 密戴舗嵯躯 此欺望 漫泰 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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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求 蔚瑚寄餌 忌械笠.》(《煮硝処替昧 丸戴舗》, 27村取)
僕娃密 蓬幹房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戴舗 五峡快 此欺密
此嫡蒔凋幹頬笠. 僕娃密 蓬幹房 庫辞橿泳求 倖 徳昧快 散系替蒔蓬
幹頬 庫辞泰 偉堰求, 飲庵望 辞州求 戴舗 庫散戴菩取躯 散系替蒔蓬
幹呉掌堰快 胤候蒔忘求 笠競 此嫡蒔蓬幹呉掌密 歯胞望 己快笠. 此
欺房 此嫡蒔質受頬薫 此欺密 凋幹房 此嫡蒔質受密 蓬幹頬烏徳畦昧
此嫡蒔蓬幹沢泉昧 歳泰笠. 此嫡蒔蓬幹昧快 此欺密 此嫡蒔凋幹忘求
喉西 擦歯戴舗 泳吋堰 潔疾, 郁亜密 凋幹, 此嫡密 系殊蒔 州 漆絢
密 瑚貯庫辞, 此嫡蒔宴泳, 此嫡州勘密 瑚貯庫辞 莞 侯慈泰 蓬幹管
頬 槍腿岐笠. 飲詰往 此嫡蒔蓬幹頬 吻桂峡 侯慈戴慰 笠僻戴笠慰 戴
鞄宜勘 飲 刑看 蓬幹密 煮硝快 此欺頬笠.
此嫡密 煮僕頬薫 此嫡蒔宴泳密 活葛飼僕 此欺密 蓬幹房 刑看
此嫡蒔蓬幹密 候殊堰 座伊望 咽竺戴快 烏候方僕忘求 岐笠. 僕娃密
蓬幹頬 哨啄泰庵房 系殊蓬幹密 庫辞昧嵯 晒求蓬 着烏蒔辞兆頬薫 亜
時 華房 橿泳昧求密 殊蒔江弊頬笠. 僕娃密 蓬幹頬 哨啄腿忘求柏 系
殊蚕泳密 蓬幹房 煮硝密 蓬幹堰 煮硝亜 返快 蓬幹忘求 哀宜取餌 寄
菩笠.
煮硝密 蓬幹房 僕娃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庫散庫
辞戴快 此嫡蒔蓬幹頬薫 煮硝亜 返快 蓬幹房 飼圃昧 鰻宴蒔忘求 質
受戴快 系殊蒔質受管密 琢根歯胞昧 密戴舗 飼圃庫散蒔忘求 頬拒別
取快 蓬幹頬笠.
煮硝密 蓬幹忘求嵯密 僕娃密 蓬幹密 候殊蒔雪趣房 笠競 刑看
系殊蓬幹沢泉管望 蔚漆戴慰 取紘戴快 兄蒔密札蒔蓬幹頬宜快雁 殆笠.
飼圃密 刑看 蓬幹沢泉管此頬昧快 蔚漆戴虻往 蔚漆葛戴薫 取紘戴虻
往 取紘葛戴快 宴泳亜 返笠. 飼圃密 蓬幹昧嵯快 系殊蓬幹沢泉亜 庫
辞値包 堰竺昧嵯 竪昧 往包庵頬 轡自 往包庵昧 丸戴舗 咽州蒔僕 歯
胞望 戴取躯 轡自 往包 蓬幹沢泉脈 竪昧 往包 蓬幹沢泉此頬昧 蔚漆
戴慰 蔚漆葛戴薫 取紘戴慰 取紘葛戴快 宴泳亜 頬拒別取取 扮快笠.
飲詰往 僕娃密 蓬幹房 笠競 蓬幹沢泉管昧 丸戴舗 咽州蒔慕逮望 煮
快雁 飲招快庵頬 吻械宜 飲庵管望 僕娃密 方育昧 寓餌 蔚漆戴慰 取
紘戴快 鳳卜泰 蓬幹沢泉頬笠. 僕娃密 蓬幹頬 系殊蚕泳密 飼硝庫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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堰竺望 蔚漆戴快 蓬幹忘求 寄快庵房 飲庵頬 亜時 庫辞岐 系殊蒔質
受,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密 蓬幹頬烏徳畦
頬笠. 僕娃房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望 候殊蒔歳座忘求 亜取慰殆
快 此嫡蒔質受僕庵忘求 戴舗 僕娃密 蓬幹房 飼煮蒔頬慰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僕 座伊望 胴餌 寄薫 系殊蚕泳密 笠競 刑看 蓬幹管望 取紘戴
快 蓬幹忘求 岐笠.
煮漫蚕泳, 飼圃密 飼硝蓬幹堰 育碁寄快 僕娃密 蓬幹密 候殊蒔
雪趣房 糖泰 飲庵頬 慕椋壇 抵牧返頬 根撮庫辞戴快 蓬幹頬宜快雁
殆笠.
僕娃密 蓬幹房 渇佼脈 晶硝, 嗣銭共 刑僑薫 抵牧返頬 辞手戴
慰 根撮庫辞戴快 蓬幹頬笠. 僕娃密 蓬幹密 頬詰泰 雪趣房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頬 抵牧返頬 庫辞戴快庵堰 宴及寄舗殆笠. 飼煮座堰 循漆
座, 密札座房 抵牧返頬 庫辞戴慰 主丸寄快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忘求
嵯 飲 庫辞昧快 泰泳亜 返笠. 頬詰泰 候殊蒔歳座望 亜取慰殆冒忘求
戴舗 僕娃房 蚕泳共 蔚漆庫辞擦尽快 桂允桂手泰 檀密 栽鳳飼求 寄
薫 僕娃房 系殊蚕泳辞硝昧 丸恭戴快 亜時 庫辞寄慰 檀殆快 質受求
岐笠. 蚕泳昧嵯 此欺密 檀望 丸殺滞 飲 別盗 質受勘 返忘薫 系殊蚕
泳密 抵牧返快 根撮蒔庫辞望 活佼戴快 胤候幹僕堰 勝幹休房 此欺昧
餌 殆笠. 雑求 此欺房 系殊蚕泳密 飼硝庫辞堰竺密 鳳卜泰 蔚漆飼頬
薫 倣怪密 系殊蚕泳密 締返快 根撮蒔庫辞密 煮寄快 貝胞望 頬拒快
庵房 僕娃密 蓬幹昧 密泰 系殊蚕泳密 蔚漆庫辞頬笠.
系殊蚕泳密 蓬幹庫辞密 亜時 華房 橿泳共 頬拒快 僕娃密 蓬幹
頬 哨啄腿忘求柏 系殊蓬幹沢泉管頬 匠俊蒔忘求 庫辞戴快 苔呉掌座
密 歯胞昧嵯 胤候蒔僕 瑚貯亜 卜別往餌 寄菩笠. 僕娃頬 哨啄戴烏調
取密 系殊蚕泳密 蓬幹房 黄房 橿泳求喉西 華房 橿泳昧求 庫辞戴快
苔呉掌座昧 凍宜 殊蒔忘求 育碁寄快 晒求蓬 華房 蓬幹沢泉管望 匠
俊蒔忘求 困散擦新笠. 飲詰往 僕娃密 蓬幹頬 哨啄泰 笠冒喉西快 系
殊蓬幹密 佼笠 華房 晒求蓬 沢泉亜 哨啄戴快庵頬 吻械宜 僕娃密 蓬
幹昧 密戴舗 系殊蚕泳密 笠競 刑看 蓬幹沢泉脈 庫辞堰竺管頬 蔚漆
寄舗往姶忘求柏 蚕泳密 籍卜蒔僕 庫辞頬 頬拒別取快 苔呉掌座頬 歯
胞戴餌 寄菩笠. 頬庵忘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房 締返頬 桂泰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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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撮蒔座伊望 胴餌 寄菩笠.
煮硝処替房 蔚漆庫辞堰竺望 晒究餌 弧壇群嵯 飲 堰竺昧 歯胞
戴快 慰鳳泰 苔呉掌座望 値祁値紗笠.
此欺密 蒔淫蒔僕 歯胞昧 密泰 蚕泳密 蔚漆庫辞密 苔呉掌座, 此
欺昧餌 鞄萌鞄 児 侯桂戴快 糊逮忘求 頬拒別取快 蚕泳密 蔚漆庫辞
密 苔呉掌座, 蚕泳密 蔚漆庫辞頬 鞄萌鞄 畷峡 桂泰壇 泳歳寄快 苔
呉掌座 莞頬 蚕泳密 蔚漆庫辞堰竺昧 歯胞戴快 慰鳳泰 苔呉掌座頬宜
慰 駒滞冴 殆笠.
頬根昧嵯 候呼脈 渥頬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晒究餌 竺恭岐 蔚漆
庫辞密 蔚暇昧快 啄雑蚕泳昧嵯 手痴寄快 蓬幹庫辞堰竺管密 刑看 貝
胞堰 雪趣管頬 孤慕寄舗殆笠.
蔚漆庫辞蔚暇頬 竺恭幾忘求柏 取韻調取 鳳系瑚主呉密 庫辞宴
密 椋峡躯忘求快 竺丁壇 値左滞冴 返保兜 鰻宴蒔啄雑勘 峰呼求 値
左戴慰 竺丁壇 峡値滞冴 殆餌 寄菩忘薫 庫辞密 椋峡勘 啄雑昧 処自
壇 育啄戴慰 宴処滞冴 殆餌 寄菩笠.
煮硝処替房 蔚漆庫辞密 蔚暇望 晒究餌 勧循蒔忘求 竺恭腿忘求
柏 系殊蚕泳密 蓬幹庫辞昧 丸泰 辞群蒔頬慰勘 亜時 鯖倣泰 堰替蒔
峡値共 煮快 峡泣忘求 庫辞粍座戴菩笠.

此欺借鯖密 宴式堰 恭時
此欺借鯖密 宴式堰 恭時房 此欺望 借鯖忘求 戴舗 蚕泳共 佼慰
丸戴快 亜時 卜孤蒔僕 糊呉泣望 咽竺戴快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煮密
戴往頬笠.
処替蒔蚕泳宴房 蚕泳昧 丸泰 位値脈 宴式, 恭時密 辞卜蒔僕 硝
泳頬笠. 処替蒔蚕泳宴頬 飼烏密 胤候此祁昧 寓餌 僕娃密 蓬祁蔚醇
昧 頬呼取戴仇群 蚕泳昧 丸泰 堰替蒔僕 位値脈 腿溺 蚕泳共 別祷餌
佼慰 丸戴舗平 戴快亜 戴快 峰呼競 宴式堰 恭時, 卜孤蒔糊呉泣調取
弧瀧煮別平 泰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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蚕泳昧 丸泰 位値快 蚕泳技 桂遍頬薫 飲庵頬 別祷餌 瑚貯庫辞
戴快亜 戴快 峡招共 堰替蒔忘求 弧瀧遮忘求柏 此欺頬 飲昧 寓餌 凋
幹滞冴 殆餌 戴快 取晶望 紗笠. 飲詰往 飲庵躯忘求快 此欺頬 蚕泳
共 煮幹蒔忘求 蔚漆戴慰 取紘値往亜取 恵戴薫 飼烏 蓬祁望 飼煮蒔
忘求, 循漆蒔忘求 椋躯壇 蔚醇値往哀冴 返笠.
休此根昧快 舗詰亜取 漁沢密 処替漁祖管頬 殆保取躯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望 処替蒔蚕泳宴密 勧飼蒔僕 育座喉垢忘求 貝蚕
蓬 処替房 返保忘薫 鞄芳烏 此欺望 借鯖忘求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望 弧断 処替房 返保笠.
蚕泳共 宴暇頬往 竺殺密 蚕泳求 候 宴暇泣飼管房 鞄 駒滞庵勘
返慰 取旺 擦烏 蚕泳密 系殊座望 僕竺泰 鳳系泣飼管勘 蚕泳昧 丸泰
宴式堰 恭時望 処替蒔蚕泳宴密 育座喉垢忘求 貝蚕芳取 恵戴菩笠.
飲庵房 飲徳調取 此欺昧 丸泰 峰呼競 処替蒔値祁頬 煮別取取 恵泰
雁求喉西 此欺望 橿阪壇 系殊蚕泳密 泰 喉垢忘求 佼快雁 沓系久兜
此竺堰 煮方戴餌 宴及寄舗殆笠. 此欺望 系殊蚕泳共 取紘戴快 雪哨
泰 取漫昧 貝蚕芳取 恵戴慰 系殊卜孤昧 値栽擦唇 慰竣戴快 漆絢昧
嵯快 此欺頬 亜取快 宴式堰 恭時畦州亜 勧飼蒔僕 蚕泳宴蒔畦州求
州烏希冴 返快庵房 飼祁泰 卜頬笠.
査痴処替管昧嵯 蚕泳昧 丸泰 宴式堰 恭時畦州亜 蚕泳宴密 勧
飼蒔僕 育座喉垢忘求 貝蚕霧取取 恵泰庵房 糖泰 処替密 此祁望 僕
娃密 蓬祁畦州脈 偉喉擦尽取 恵戴慰 橿阪壇 蚕泳技 桂遍僕亜共 値
左戴快雁 悦峻擦訊 此竺堰勘 宴及岐笠. 蚕泳技 桂遍僕亜共 値左戴
慰 蚕泳昧 丸泰 取札望 弧壇快庵望 兄蒔忘求 貝蚕芳快 漆絢昧嵯快
蚕泳共 別祷餌 佼慰 丸戴舗平 戴快亜 戴快 畦州亜 処替頬 汐雑戴餌
値偉戴舗平 滞 堰州求 州烏希冴 返笠.
具索-響灰煮密処替昧嵯勘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頬 蚕泳
宴密 勧飼蒔僕 育座喉垢忘求 瑳竺寄取 恵戴慰 蚕泳昧 丸泰 鳳系瑚
主呉蒔位値亜 為 蚕泳昧 丸泰 宴式堰 恭時忘求 寄舗殆保笠. 笠擦駒
戴舗 具索-響灰煮密処替昧嵯快 蚕泳亜 系殊求 頬拒別雫殆慰 飼烏
椋僕昧 密戴舗 索索求 抵牧返頬 蓬幹戴快庵忘求 佼慰 丸戴舗平
泰笠快 宴式堰 恭時望 煮保笠. 頬庵房 蚕泳共 蔚漆瑚卓戴舗平 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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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幹泳吋密 泳吋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昧 寓快庵頬薫 蚕泳昧 丸泰 峰呼
競 宴式堰 恭時望 蚕芳快雁嵯 燭笠技 辞手忘求 岐笠. 飲詰往 飲庵
房 此欺頬 蚕泳共 煮幹蒔忘求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房 弧瀧煮取 恵戴
菩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堰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昧 丸泰 堰替蒔値祁昧 烏藷戴舗 此欺望 橿阪壇 蚕泳密
泰 喉垢忘求嵯亜 吻械宜 蚕泳共 取紘戴快 煮僕忘求 貝蚕豊忘求柏
蚕泳昧 丸泰 宴式堰 恭時望 処替蒔蚕泳宴密 勧飼蒔僕 育座喉垢忘求
貝蚕芳慰 此欺望 借鯖忘求 蚕泳脈 飲 瑚貯庫辞昧 丸戴快 晒求蓬 煮
硝蒔宴式堰 恭時望 竺恭戴菩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晒究餌 竺恭岐 此欺借鯖密 蚕泳昧 丸泰 宴
式堰 恭時密 午煮亜 活慰殆快 烏候貝胞密 戴往快 此欺密 峡北忘求
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庵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欺望 借鯖忘求 蚕泳共 丸泰笠快庵房 蚕泳密 煮僕僕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泰笠快庵睦械笠.》(《煮硝処替昧 丸戴
舗》, 26村取)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泰笠快庵房 泰矩観求
駒戴舗 蚕泳密 煮僕僕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快 位取昧嵯 蚕
泳共 佼慰 丸泰笠快庵頬笠.
此欺密 峡北頬技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快雁 頬呼取戴快
庵望 駒泰笠. 飲詰劇求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
泰笠快庵房 暑父求, 蚕泳共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泰 凋
幹密 丸根忘求 佼慰 丸泰笠快庵頬薫 柑父求, 蚕泳密 刑看 此系啄根
管望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密 雑啄昧 変矩往 頬呼取戴快亜 戴快庵望
烏紗忘求 戴舗 曹亜泰笠快庵頬薫 暫父求, 蚕泳密 刑看庵望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快雁 頬呼取戴快 位取昧嵯 丸泰笠快庵望 駒
泰笠. 舗烏昧嵯 祁絞壇 焚吻平 滞庵房 此欺密 峡北頬技 此嫡蒔種橿
堰 幹淘別手 蔚僕密 峡北頬 吻械宜 僕潔丸借頬宜快 此嫡蒔種橿密
座椋忘求嵯 墾薫 凋幹戴快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密 峡北頬宜快庵
頬笠. 飲庵房 笠競 此欺頬平 別祷餌 寄看 吻祇萎戴取 扮慰 飼烏 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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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躯 児 靴慰 児 墾群 岐笠快 正朋蒔僕 此峡此朋頬 吻械宜 飼圃密
育歳堰 此嫡蒔柾歳昧嵯 吾別往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
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此嫡蒔僕娃密 峡北頬笠.
此欺密 峡北望 烏紗忘求 戴舗 刑看庵望 佼慰 丸戴慰 曹亜戴薫
飲 峡北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快雁 頬呼取戴勘汲 戴快 泉勘共 亜取快
庵頬 呼求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
時頬笠.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房
蚕泳密 煮僕忘求嵯密 此欺密 取漫求喉西 足圃蒔忘求 箪詰往包笠.
蚕泳密 煮僕忘求嵯密 此欺密 取漫快 此欺頬 蚕泳共 取紘戴快
雁 殆忘薫 飲庵房 蚕泳密 刑看庵望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昧 侯芝擦
尽慰 飼烏共 漫戴舗 侯桂戴餌 腿忘求柏躯 煮別取慰 鳳取寄快庵
頬笠.
此欺頬 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庵房 蚕泳共 飼烏密 飼煮蒔
方育脈 峡北望 雑啄戴快雁 頬呼取戴勘汲 取紘戴烏 漫泰庵頬薫 煮僕
忘求嵯密 取漫共 取尽慰 鞄萌 華頬烏 漫泰庵頬笠. 此欺頬 蚕泳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取尽烏 漫値嵯快 矩嶋壇 煮僕忘求嵯密 方育脈
峡北望 貝蚕芳慰 飲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密 刑看庵望 佼慰 丸戴薫
曹亜戴快 宴式堰 恭時望 亜雫平 戴薫 刑看庵望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
昧 侯芝擦尽慰 飲 雑啄昧 頬呼取戴勘汲 戴快 泉勘共 亜雫平 泰笠.
舗烏昧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
頬 蚕泳密 煮僕忘求嵯密 此欺密 取漫求喉西 箪詰往倣快 足圃座頬
殆笠.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房
亜時 峰呼競 宴式堰 恭時頬笠.
飲庵房 桂遍佼笠勘 頬 宴式堰 恭時頬 僕娃凋幹密 兄蒔昧 辞蒔
忘求 寓快笠快雁 殆笠. 此欺密 刑看 凋幹, 僕札凋幹頬往 蔚漆凋幹
密 胤候兄蒔房 蚕泳密 刑看庵望 此欺望 漫戴舗 侯桂戴勘汲 戴烏 漫
泰雁 殆笠. 此欺望 漫戴舗 侯桂戴勘汲 泰笠快庵房 為 此欺密 峡北
望 雑啄戴快雁 頬呼取泰笠快庵望 駒泰笠. 此欺頬 僕札凋幹頬往 蔚
漆凋幹望 五峡快庵房 橿阪壇 蚕泳密 飲 別盗 此系啄根昧 丸泰 取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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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亜取虻往 受喉共 偏烏 漫泰庵頬 吻械宜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
凋望 俄峡薫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快雁 足方泰 此根堰 取札, 散凋冴
橿堰 漆絢望 矩及戴飼快雁 兄蒔頬 殆笠.
僕娃凋幹密 兄蒔望 鰻宴蒔丸根頬 此欺望 漫戴舗 侯桂戴餌 戴
快雁 憾快庵房 丸根昧 丸泰 亜時 竺丁泰 僕札望 亜取餌 戴薫 飲庵
望 座堰蒔忘求 蔚漆滞冴 殆餌 戴快 丁慰泰 活佼求 岐笠. 刑看庵望
此欺密 峡北望 漫戴舗 頬呼取戴勘汲 戴快雁 凋幹密 兄蒔望 柑 徳
丸根昧 丸泰 亜時 竺丁泰 峡値共 亜取烏 漫泰 此三堰 正育共 鯖貯
擦尽慰 飼烏密 循漆蒔改休望 翁窺返頬 庫昼戴餌 寄薫 穐密泰 密
取脈 責囚休望 亜取慰 喉樫招快 堀求脈 旺宴望 淫侯戴群嵯 蔚漆
凋幹望 五仇往亜餌 岐笠. 頬庵房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頬 吻桂杵 整困勘 返頬 飼烏密 峡烏蒔
僕 朋偶躯望 貝蚕芳快 煮宴煮密脈 僕圃頬 返忘薫 蚕泳共 亜時 峰
呼僑餌 僕札戴慰 蔚漆滞冴 殆餌 戴快 丁慰泰 活佼求 岐笠快庵望
主擦戴舗紗笠.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房
喉僑舎吻雑胞煮密処替頬 管慰往倣快 飼烏昧餌 《鳳北泰庵》頬 為 手
峡宜快 煮時堰 胤候蒔忘求 丸恭岐笠. 雑胞煮密処替頬 管慰往倣快
《手峡宴》房 喉僑舎吻取密 桂州泰泰 招喉朋望 奨疾擦唇煮快 蔚僕峡
烏煮密蒔正朋望 勝育戴快庵望 竺葛貯戴慰 苔峡貯戴快 孤幹蒔凹瑚
頬笠. 躯卜 飲管密 煮時丸求 泰笠群 芝遺勘 喉僑舎吻孤幹籍招紘管
密 取紘蒔冴橿忘求嵯 飲管昧餌 鳳北泰庵頬烏徳畦昧 手峡求 岐笠快
庵頬笠. 頬庵房 雑胞煮密密 《手峡宴》頬平駒求 淫橿泰 煮宴宴暇泣堰
喉僑舎吻取密 峡烏蒔正朋密 慈生系頬薫 州郁煮密飼管密 晶菊堰 菊
棲望 苔峡貯戴快 穐勘蒔泣峡宜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庵頬 亜時 峰呼
競 宴式堰 恭時忘求 寄快庵房 笠冒忘求 此欺密 峡北頬 蚕泳昧 質受戴
快 刑看庵密 亜招共 曹亜戴快 鳳卜泰 烏紗忘求 寄快庵堰 宴及岐笠.
此系密 亜招共 竺丁壇 曹亜戴快庵房 此欺密 僕札蔚漆凋幹望
五仇往亜快雁嵯 足冴蒔泳烏求 寄薫 借方泰 辞州漆絢忘求 岐笠.
処替蒔蔚暇忘求嵯密 亜招技 栽舗此系頬 蚕泳密 煮僕僕 此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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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戴舗 変矩往 児 侯桂戴快亜 戴快庵望 咽竺戴快 蔚暇頬笠.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北望 雑啄戴薫 此欺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望
佼時戴快雁 頬呼取戴快庵頬 呼求 亜招亜 殆快庵頬笠. 亜招快 鰻宴
蒔此系啄根飼硝昧 硝啄寄舗殆笠. 此系頬 此欺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
僕 散凋昧 頬呼取滞冴 殆烏徳畦昧 亜招共 亜取慰殆笠慰 戴快庵
頬笠.
亜招密 曹亜快 此欺昧 密戴舗 頬拒別手笠. 亜招密 活葛飼快 鰻
宴蒔忘求 質受戴快 此系頬取躯 亜招共 曹亜戴快庵房 此欺頬笠. 此
系密 亜招快 此欺頬 飲 此系堰 宴泳共 懸望 徳 江求栽 亜招求 往整
往薫 曹亜岐笠. 此系頬 此欺堰 宴泳返頬 飲飼硝求 質受戴快 泰昧嵯
快 飲 別盗 亜招昧 丸戴舗嵯勘 泣滞冴 返忘薫 此欺堰 宴泳共 懸望
徳昧躯 亜招曹亜密 丸根忘求 岐笠.
此系密 亜招曹亜快 飲 此系密 候殊堰 瑚貯庫辞密 苔呉掌座昧
丸泰 祖噴堰 腿溺 此欺密 僕札凋幹密 借方泰 尚群望 頬拒薫 飲 足
冴蒔泳烏共 頬挙笠. 此欺密 僕札堰竺房 此系啄根密 候殊堰 飲 瑚貯
庫辞密 苔呉掌座昧 丸泰 祖噴忘求喉西 擦歯戴舗 飲 亜招共 曹亜戴
快雁求 往吻亜薫 此系啄根昧 丸泰 亜招曹亜求喉西 笠擦 飲 候殊堰
瑚貯庫辞密 苔呉掌座望 佼笠 鯖倣戴餌 祖噴戴快雁求 往吻娃笠.
頬脈 腿溺 此欺房 此系啄根密 候殊堰 瑚貯庫辞密 苔呉掌座望
祖噴戴慰 飲 亜招共 曹亜泰雁 烏藷戴舗 飲 此系啄根昧 丸泰 飼烏密
泉勘共 偉竺戴薫 蔚漆凋幹忘求 何別亜餌 岐笠.
此系啄根密 亜招曹亜快 此系啄根望 蔚漆戴烏 漫泰 雑順凋幹堰
勘 結識壇 及宴寄舗殆笠.
此欺房 此系密 亜招昧 丸泰 曹亜求喉西 擦歯戴舗 雑順凋幹望
五峡薫 此系望 蔚漆戴快 雑順凋幹堰竺昧 頬拠岐 威醍堰 座堰昧 烏
藷戴舗 飲 亜招共 鞄 竺丁壇 曹亜戴餌 岐笠. 飲詰劇求 此系密 亜招
共 竺丁壇 曹亜戴快庵房 僕札堰 雑順凋幹密 足冴蒔泳烏求 寄薫 飲
座堰蒔冴痴望 漫泰 辞州求 岐笠.
飲杵雁 此系啄根密 亜招亜 此欺堰 及宴寄舗殆忘薫 此欺昧 密
戴舗嵯躯 曹亜岐笠慰 戴舗 亜招密 鰻宴座望 喉竺戴慰 亜招共 阪冴
此欺頬 飼密蒔忘求 躯管別劾 煮宴蒔僕庵忘求 佼吻嵯快 墳寄薫 孤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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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亜招密 鰻宴座躯 僕竺戴慰 飲 曹亜密 煮硝蒔座伊望 桂擦戴快庵
勘 児恵頬笠.
亜招曹亜密 煮硝快 此欺頬薫 亜招曹亜密 烏紗忘求 寄快庵
勘 笠凶吻灰 此欺密 峡北頬笠. 此欺房 亜招曹亜密 煮硝卜之吻械宜
亜招密 循漆飼頬笠. 倣怪欧 此欺密 散凋昧 足方泰 刑看 亜招殆快
系殊畦貯蒔受喉密 虻密 丸喉垢房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昧 密戴舗 矩及
岐庵頬笠. 飲詰劇求 此欺房 蚕泳昧嵯 亜時 華房 亜招密 循漆飼, 亜
時 華房 亜招密 硝啄飼求, 悦借泰 質受求 寄薫 此欺密 峡北房 此系
昧 丸泰 亜招曹亜密 鳳卜泰 烏紗忘求 岐笠.
舗烏昧嵯 此系昧 丸泰 亜招曹亜密 烏紗忘求 寄快 此欺密 峡北
頬技 笠凶吻灰 胤求戴快 僕潔丸借密 峡北頬笠. 胤求戴快 僕潔丸借
房 休此密 煮硝頬慰 蚕根昧嵯 亜招殆快 刑看庵密 循漆飼頬薫 亜時
華房 亜招密 硝啄飼頬笠. 胤求戴快 僕潔丸借密 峡北房 蚕泳密 取紘
飼, 蔚漆飼求嵯密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昧 呼生望 憾慰殆忘薫 此嫡庫
辞密 苔呉掌座昧 寓快庵頬笠. 胤求僕潔丸借密 峡北昧 寓忘薫 飲管
密 飼煮蒔僕 散凋昧 頬呼取戴快庵頬 亜招亜 殆快庵頬薫 飲昧 頬呼
取戴取 扮快庵房 亜招亜 返快庵頬笠. 偉郁 此系啄根密 亜招快 胤求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昧 変矩往 児 頬呼取戴快亜
戴快雁 密戴舗 咽竺岐笠.
此系密 亜招曹亜密 烏紗忘求 寄快 此欺密 峡北房 孔瑚戴慰 勝
根蒔僕庵頬 吻械宜 此嫡休此蒔忘求 瑚貯庫辞戴快 育硝蒔僕 貝胞望
活慰殆笠.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此欺密 方育脈 峡北
房 休此脈 鞄孔別 抵牧返頬 瑚貯庫辞戴薫 凍宜嵯 此系啄根密 亜招
密 貝胞勘 瑚貯庫辞泰笠. 此欺密 飼煮座堰 循漆座, 密札座頬 庫辞
戴快雁 凍宜 取旺欧昧快 隼刑返兜 此系勘 隼刑殆快庵忘求 寄慰 峡
究取 恵戴虻往 取別 鳳値求蓬庵忘求 娃煮寄舗倣兜庵勘 倣怪昧 脈嵯
快 峡求蓬庵忘求 蔚漆寄舗 峡胞寄慰殆笠. 飲詰劇求 此嫡休此蒔忘求
瑚貯庫辞戴快 育硝蒔貝胞望 亜手 此欺密 峡北望 烏紗忘求 戴舗 此
系啄根密 亜招共 曹亜戴舗平 抵牧返頬 華吻取快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
僕 散凋昧 丸泰 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戴舗 蚕泳共 鞄萌鞄 槽仮慰 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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頬殆餌 僕札戴慰 蔚漆値往哀冴 殆笠.
此欺密 峡北望 烏紗忘求 戴舗 此系啄根密 亜招共 竺丁壇 曹亜
戴餌 腿忘求柏 僕札堰 蔚漆凋幹密 座堰共 丁慰壇 活佼泰笠快 舗烏
昧 呼求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
頬 蚕泳昧 丸泰 亜時 峰呼競 宴式堰 恭時忘求 寄快 峡鳳密 戴往亜
殆笠.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頬
亜時 峰呼競 宴式堰 恭時忘求 寄快庵房 笠冒忘求 飲庵頬 此欺, 僕
潔丸借密 峡北望 漫戴舗 責囚戴快 求幹泳吋密 卓祁蒔葛密 此祁昧
辞蒔忘求 寓快 宴式堰 恭時頬宜快雁 烏僕岐笠.
此欺, 僕潔丸借密 峡北望 処自壇 抱琢戴薫 僕潔望 漫戴舗 奨
雑壇 侯桂戴快庵房 求幹泳吋密 卓祁蒔葛密 胤候此祁頬薫 卓祁蒔候
垢頬笠. 卓祁蒔葛密 胤候兄蒔房 呼求 僕潔丸借望 包悪 柾歳堰 育歳
昧嵯 値糊戴慰 飲管昧餌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望 矩及値煮快雁
殆笠. 胤求僕潔丸借密 卓祁蒔葛昧 殆別嵯 僕潔密 峡北佼笠 鞄 悦借
泰庵房 返忘薫 僕潔密 峡北望 漫戴舗 煤芳快庵佼笠 鞄 佼欺殆慰 慕
柾求蓬 此辺房 返笠. 僕潔密 峡北望 位偉壇 抱琢戴薫 僕潔望 漫戴
舗 奨雑壇 侯桂戴快庵房 求幹泳吋密 卓祁蒔葛密 候座忘求喉西 箪詰
往倣快 椋掌蒔恭時頬薫 凋幹椋掌頬笠.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房
呼求 求幹泳吋密 卓祁蒔葛密 頬詰泰 椋掌蒔恭時堰 凋幹椋掌望 育啄
泰庵忘求 戴舗 亜時 峰呼競 宴式堰 恭時忘求 岐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
式堰 恭時望 弧瀧者之吻械宜 飲庵望 位取戴快雁嵯 往嵯快 烏候方育
昧 丸戴舗嵯勘 堰替蒔僕 値祁望 煮慰殆笠.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望
位取戴快雁嵯 往嵯快 烏候方育密 戴往快 此欺密 刑看 凋幹昧嵯 僕
潔丸借密 飼煮蒔猿峡脈 峡北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快庵望 衝慰椋掌忘
求 貝蚕芳快庵頬笠.
此欺房 飼煮座望 候座忘求 戴快 此嫡蒔質受僕庵躯壬 此欺密
刑看 凋幹房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泰 凋幹頬薫 凍宜嵯 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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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蒔猿峡脈 峡北望 抱琢戴快庵房 僕娃凋幹密 候座蒔方育頬笠. 刑看
凋幹昧嵯 此欺密 飼煮蒔猿峡脈 峡北望 抱琢雑啄戴快庵望 衝慰椋掌
忘求 貝蚕蓬笠快庵房 刑看 僕札堰 雑順凋幹昧嵯 此欺, 胤求僕潔丸
借密 飼煮蒔猿峡脈 峡北望 抱琢雑啄戴快庵望 亜時 借方泰 胤候兄蒔
忘求 懇快笠快庵望 駒泰笠. 此欺密 刑看 凋幹房 兄蒔望 蚕芳快庵忘
求喉西 擦歯岐笠. 此欺密 凋幹房 候殊昧 殆別嵯 飼煮座望 抱琢雑啄
戴烏 漫泰 凋幹僕庵躯壬 飲 兄蒔飼硝昧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脈 峡北
頬 孤慕寄舗殆笠.
此欺密 峡北望 抱琢雑啄戴快庵望 胤候兄蒔忘求 懇快庵房 僕娃
凋幹密 候座蒔方育卜之吻械宜 飲 座堰蒔冴痴望 漫泰 丁慰泰 活佼求
岐笠. 此欺房 飼烏密 方育脈 峡北望 抱琢戴快庵望 兄蒔忘求 貝蚕蜂
徳昧躯 僕札堰 雑順凋幹昧嵯 飼唖蒔歩座堰 循漆蒔蒔淫座望 華頬 庫
昼戴餌 寄薫 谷侠泰 座堰共 虻柑冴 殆笠.
芳峡 葛房 飼烏 凋幹密 兄蒔望 蚕芳快雁嵯 卜宴戴餌 僕潔丸借
密 峡北望 抱琢戴快庵望 衝慰椋掌忘求 懇慰 処自壇 宴処値矛笠.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望
位取戴快雁嵯 往嵯快 烏候方育密 笠競 戴往快 刑看庵望 此欺密 飼
煮蒔方育脈 峡北望 雑啄戴快雁 侯芝擦尽快庵頬笠.
此欺密 刑看 凋幹昧嵯 飼煮蒔猿峡脈 峡北望 抱琢雑啄戴快庵望
衝慰椋掌, 胤候兄蒔忘求 貝蚕蓬笠慰 戴舗 飲庵頬 自汐求 雑啄寄快
庵房 吻械笠. 飲庵房 此欺頬 飼圃堰 此嫡昧 丸泰 僕札蔚漆凋幹望
別祷餌 五峡快亜昧 凍宜 呼求 雑啄希冴勘 殆慰 墳希冴勘 殆笠. 僕
札蔚漆凋幹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管望 此欺密 飼煮蒔取逮堰 方育共
雑啄戴快雁 侯芝擦唇 装別往哀 徳昧躯 飲 兄蒔望 座堰蒔忘求 雑啄
滞冴 殆笠.
此欺密 飼煮蒔取逮堰 方育快 笠凶吻灰 此欺密 峡北望 抱琢雑
啄戴快雁 殆忘薫 飲庵房 此欺密 僕札堰 蔚漆凋幹望 籍戴舗 雑啄
岐笠. 凍宜嵯 此欺房 凋幹密 兄蒔望 蚕芳快雁嵯之吻械宜 僕札堰 蔚
漆密 丸根望 査浅戴慰 兄蒔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冴橿堰 糊呉望 正育戴
慰 兄蒔鰍座望 漫泰 漆絢堰 亜改座望 矩及戴慰 幹椋峡胞戴快雁 頬
僑烏調取 僕札蔚漆凋幹密 刑看 衣竺堰 泳烏管昧嵯 往嵯快 畦州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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処憾処欠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脈 取逮昧 寓餌 装別往亜平 泰笠.
躯卜 僕札堰 蔚漆凋幹密 別壊 泰 衣竺昧嵯宜勘 僕潔丸借密 取
逮堰 方育亜 桂擦寄虻往 晶値葛戴餌 寄群 飲庵房 僕娃凋幹密 飼煮
蒔候座昧 別右往快庵頬薫 飲丘餌 寄群 此欺密 峡北望 抱琢雑啄滞雁
丸泰 兄蒔飼硝亜 椋躯壇 雑啄希冴 返笠. 此欺密 僕札蔚漆凋幹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管望 此欺密 飼煮蒔取逮堰 方育昧 侯芝擦尽慰 飲
昧 寓餌 装別往哀 徳 此欺密 峡北望 抱琢雑啄戴快庵望 衝慰椋掌忘
求 貝蚕芳快 方育勘 処自壇 宴処希冴 殆忘薫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戴舗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望 峰呼求 位取戴慰 育啄値往
哀冴 殆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晒究餌 竺恭岐 此欺借鯖密 蚕泳昧 丸泰 宴
式堰 恭時密 午煮亜 活慰殆快 烏候貝胞密 笠競 戴往快 此欺密 凋幹
望 烏候忘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戴快庵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欺望 借鯖忘求 蚕泳共 丸泰笠快庵房 蚕泳密 蔚漆飼僕 此欺
密 凋幹望 烏候忘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泰笠快庵睦械笠.》
(《煮硝処替昧 丸戴舗》, 27村取)

此欺密 凋幹望 烏候忘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泰笠快庵
房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兄蒔密札蒔忘求 蔚漆
値往亜快 此欺密 煮幹蒔凋幹密 位取昧嵯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泰笠
快庵頬笠. 笠擦駒戴舗 飲庵房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望 烏候忘求 佼慰
飲昧 密虻戴舗 蚕泳共 蔚瑚擦唇往亜快雁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管望
装別往娃笠快庵頬笠.
此欺密 凋幹望 烏候忘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戴快 此欺
借鯖密 宴式堰 恭時房 蚕泳密 刑看 瑚貯庫辞望 鳳系瑚主呉蒔忘求
佼快 宴式, 恭時堰快 候殊蒔忘求 育碁岐笠. 此欺密 凋幹望 烏候忘
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房 索索求 頬拒別取
快 系殊蚕泳密 瑚貯庫辞堰竺頬 此欺密 煮幹蒔凋幹昧 密戴舗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漆汐籍州寄慰 此欺昧餌 侯桂戴勘汲 蔚漆庫辞寄
舗往娃笠慰 佼慰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頬笠.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戴快 此欺借鯖密 宴式堰 恭時房 蚕泳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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蔚漆庫辞昧嵯 此欺頬 珂快 鋪滞求喉西 足圃蒔忘求 箪詰往包笠.
此欺望 柑詰煤慰殆快 系殊蚕泳快 飼硝密 呉掌昧 凍宜 索索求,
憲兄蒔忘求 抵牧返頬 瑚貯庫辞泰笠. 此欺房 蚕泳密 煮僕, 飼烏 蓬
祁密 煮僕忘求嵯 墾薫 庫辞戴烏 漫戴舗 此系啄根管望 飼烏密 飼煮
蒔方育昧 寓餌 兄蒔密札蒔忘求 蔚漆値往姶忘求柏 蚕泳密 瑚貯庫辞
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此欺房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嵯 偉竺蒔鋪滞
望 戴快庵躯壬 矩嶋壇 飼烏密 循漆蒔凋幹望 烏候忘求 佼慰 飲昧 密
虻戴舗 蚕泳密 蔚漆庫辞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装別往亜快 宴式
堰 恭時望 亜雫平 泰笠. 舗烏昧 此欺密 凋幹望 烏候忘求 戴舗 蚕泳
密 瑚貯庫辞昧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望 蚕霧平 滞 足圃座頬 殆笠.
此欺密 凋幹望 烏候忘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泰笠慰 滞
徳 此欺密 凋幹房 飼煮蒔頬慰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僕 此嫡蒔質受求嵯
密 此欺密 凋幹, 蚕泳共 兄蒔密札蒔忘求 蔚瑚値往亜快 此欺密 凋幹
頬笠. 笠競 此欺望 瞥文戴慰 峻賞戴虻往 翁密 峡北望 晶値戴快 痴
漫, 蔚僕密 峡烏蒔僕 朋偶昧 凍宜 豊守頬快 痴幹 莞房 此嫡蒔僕娃
密 候座蒔僕 凋幹堰 僕圃頬 返笠. 飼圃堰 此嫡共 僕潔丸借密 取逮
堰 方育昧 寓餌 蔚漆戴慰 瑚卓戴快 凋幹頬 舜笠蓬 密欠昧嵯密 僕娃
密 凋幹頬笠.
此欺密 凋幹望 烏候忘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戴快庵房
蚕泳共 丸戴快 亜時 峰呼競 宴式堰 恭時忘求 岐笠. 飲庵房 此欺躯
頬 鳳卜戴餌 蚕泳共 蔚漆滞冴 殆烏徳畦頬笠.
此欺房 蚕泳昧嵯 亜時 檀殆快 質受頬薫 蚕泳密 鳳卜泰 蔚漆飼
頬笠. 蚕泳密 蔚漆昧快 系泣 此欺頬沫昧 系殊烏榊蒔冴橿管勘 舜亜
泰笠. 蚕泳密 蔚漆昧 舜亜戴快 刑看 方僕管亜蓬雁嵯 飲庵望 守識
勝幹戴快 改幹蒔頬慰 蒔淫蒔僕 方僕房 笠凶吻灰 此欺頬笠. 蚕泳昧
丸泰 蔚漆堰竺房 自汐求 頬拒別取取 扮忘薫 系殊烏榊蒔冴橿頬往 系
殊蒔丸根昧 密戴舗 平烏寄快庵勘 吻械笠. 蔚漆堰竺房 呼求 此欺飼
硝密 改幹蒔頬慰 煮幹蒔僕 歯胞堰竺頬笠. 蔚漆密 辞 堰竺房 此欺昧
密戴舗 泳着寄慰 瑳泳岐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僕 改休
望 亜手 此欺昧 密戴舗 此系啄根庫辞密 鰻宴蒔呉掌堰 煮鰻宴蒔漆
絢, 啄雑蒔亜改座頬 整困寄慰 僕札堰 蔚漆共 漫泰 兄糟脈 堰辺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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瑳竺岐笠. 泳着岐 兄糟脈 堰辺望 雑啄値往亜快庵勘 鋪擦 此欺頬笠.
此欺昧 密戴舗 蔚漆共 漫泰 冴橿堰 糊呉, 糊勘亜 正育寄薫 刑看
漆絢頬 矩及岐笠. 飲峡慰 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値往亜快 堰竺昧
喉樫招快 旺宴堰 堀求勘 刑憾 此欺昧 密戴舗 煮幹蒔忘求 淫侯寄
舗往娃笠.
刑看 蔚漆凋幹房 此欺密 煮幹蒔頬慰 改幹蒔僕 歯胞昧 密戴舗
嵯躯 頬拒別手笠. 此欺密 凋幹昧 密戴舗 系殊烏榊蒔冴橿管頬 豊守
頬薫 鰻宴蒔僕 此系啄根管頬 僕札寄慰 蔚漆岐笠. 飼圃堰 此嫡密 此
系啄根管房 此欺密 煮幹蒔頬慰 改幹蒔僕 歯胞丸根頬薫 系殊烏榊蒔
冴橿管房 此欺密 歯胞望 鰻宴蒔丸根昧 辞鰍戴快 券蔚系頬笠. 蚕泳
共 蔚漆戴快 守識蒔活葛飼求嵯密 此欺密 鋪滞房 笠競 飲 桂遍勘 丸
殺滞冴 返笠. 蚕泳亜 此欺密 蒔淫蒔凋幹昧 密戴舗 蔚漆寄快庵躯壬
飲庵頬 此欺望 漫戴舗 侯桂戴快 蚕泳求 蔚瑚寄舗往亜快庵房 足圃蒔
頬笠. 頬 刑看庵房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兄蒔密札蒔
忘求 蔚漆値往亜快 此欺密 煮幹蒔凋幹密 位取昧嵯 蚕泳密 瑚貯庫辞
昧 丸戴快庵頬 蚕泳昧 丸泰 亜時 峰呼競 宴式堰 恭時頬宜快庵望 駒
値紗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密 凋幹望 烏候忘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望 弧瀧者之吻械宜 飲庵望 位取戴快雁嵯 往嵯快
烏候方育昧 丸戴舗嵯勘 堰替蒔僕 値祁望 煮慰殆笠.
此欺密 凋幹望 烏候忘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戴快 宴式
堰 恭時望 位取戴快雁嵯 往嵯快 烏候方育密 戴往快 此欺望 鞄萌 檀
殆快 質受求 尽芳快庵望 刑看 凋幹密 暑 衣竺忘求 懇吻平 泰笠快庵
頬笠.
飼圃堰 此嫡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此辺房 券芳 別弓慰 侯慈泰
此辺頬笠. 頬 此辺望 冴痴戴快雁嵯 桂遍喉西 擦歯戴薫 別観昧 査俊
蒔密密共 喉舗戴永快亜 戴快庵頬 借方泰 畦州求 往査笠. 別盗 此辺
昧嵯往 査竪俊亜 殆快 呉頬薫 飲庵望 取尽快庵房 此辺密 座堰共 汁
芳戴快 借方泰 漆絢密 戴往頬笠.
此欺密 凋幹望 烏候忘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戴快 宴式
堰 恭時房 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刑看 此辺昧嵯 蔑州往 此欺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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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快庵忘求喉西 擦歯戴慰 飲庵望 暑 衣竺忘求 懇
望庵望 方育泰笠. 頬庵房 僕札堰 蔚漆凋幹昧嵯 此欺頬 珂快 偉竺蒔
鋪滞求喉西 箪詰往倣快 烏候方育頬笠.
卜孤蒔忘求 飼圃堰 此嫡密 此系啄根望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雁嵯
快 鰻宴蒔方僕堰 煮硝蒔方僕頬 歯胞泰笠. 舗烏昧嵯 鰻宴蒔方僕房
蔚漆丸根僕 此系啄根密 飼硝瑚貯庫辞望 州弊戴快 方僕堰 系殊烏榊
蒔冴橿管 飲峡慰 飲庵頬 遵値殆快 沫蒔兆威漆絢望 駒戴薫 煮硝蒔方
僕房 飲庵望 守識 蔚漆戴快 活葛飼僕 此欺望 駒泰笠.
此系啄根密 僕札堰 蔚漆昧 歯胞戴快 方僕管亜蓬雁嵯 偉竺蒔歯
胞望 戴快庵房 別観調取往 煮硝蒔方僕僕 此欺頬笠. 此系啄根密 僕
札堰 蔚漆昧 足方泰 鰻宴蒔方僕望 祖噴戴慰 峡胞戴快庵勘 此欺頬薫
糖 飲庵望 座坂擦尽慰 矩及戴快庵勘 此欺頬笠.
此系啄根密 僕札蔚漆昧 足方泰 鰻宴蒔方僕望 別祷餌 漆座戴慰
峡胞戴快亜 戴快庵房 此欺密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密 庫辞竺勘昧
密質泰笠. 鰻宴蒔方僕頬 座坂寄舗勘 煮硝蒔方僕頬 紗江寄取 恵戴群
此系啄根望 座堰蒔忘求 僕札蔚漆滞冴 返笠.
飲詰劇求 此欺望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快 此辺望 刑看 此辺昧
兵蚕霧平 泰笠. 此欺望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蓬笠快庵房 飼煮蒔僕 此根
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望 華舗往娃笠快庵頬笠. 此欺頬 飼煮蒔僕 此根密
札堰 循漆蒔改休望 華舗 飼殺望 鞄萌鞄 檀殆快 質受求 紗江戴群 滞
冴汲 鰻宴蒔方僕勘 畷峡 座坂擦尽慰 飼圃堰 此嫡勘 座堰蒔忘求 僕
札蔚漆滞冴 殆笠. 飲詰劇求 飼圃堰 此嫡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刑看
凋幹昧嵯 蔑州往 鰻宴蒔漆絢頬往 系殊烏榊蒔冴橿望 佼烏 辞昧 轡自
此欺望 佼吻平 戴薫 此欺望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快庵望 暑 衣竺忘求
懇快庵望 別卯冴 返快 処掌忘求 舗以平 泰笠.
此欺密 凋幹望 烏候忘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昧 丸戴快 宴式
堰 恭時望 位取戴快雁嵯 往嵯快 烏候方育密 笠競 戴往快 蚕泳昧 丸
泰 僕札堰 蔚漆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此欺密 煮幹蒔鋪滞望 華頬
快 糊呉忘求 装別往亜平 泰笠快庵頬笠.
僕札堰 蔚漆密 糊呉房 系泣 僕札蔚漆密 丸根密 雪座昧 寓餌
飲峡慰 系殊烏榊蒔冴橿管望 亜時 達堰蒔忘求 幹椋峡胞戴快 糊呉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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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寄舗平 泰笠. 飲詰往 飲佼笠 借方泰庵房 此欺望 庫幹戴快庵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 此欺密 煮幹蒔鋪滞望 華頬快雁嵯 刑看 畦州値偉
密 烏候歩嗣共 旬快 糊呉昧 密虻戴快庵頬笠. 飲庵房 蚕泳亜 倣守
此欺密 煮幹蒔鋪滞昧 密値嵯躯 僕札寄慰 蔚漆寄烏徳畦頬笠.
此欺密 煮幹蒔鋪滞望 華頬快 糊呉忘求 刑看 畦州共 装別往亜
快雁嵯 亜時 借方泰庵房 此欺密 此根望 庫幹戴慰 飲管密 飼唖蒔歩
座堰 循庫座望 孔詰卜忘尽快庵頬笠.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密 庫昼竺勘
亜 此根密札昧 密戴舗 咽竺寄快庵躯壬 飲管頬 此根蒔忘求 庫幹寄慰
飼唖蒔忘求 鰍宜広別平 殆快 檀堰 改休望 笠 庫昼戴舗 晒庵望 抵牧
返頬 正育戴慰 峰房 糊勘共 旬吻外冴 殆忘薫 僕札蔚漆凋幹昧嵯
燭笠技 座堰共 頬拠滞冴 殆笠.
僕札堰 蔚漆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此欺密 循漆蒔鋪滞望 華
舗 装別往哀雁 丸泰 方育求喉西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快 責囚昧嵯
蔑州往 僕潔丸借密 峡北望 抱琢滞之吻械宜 飲管密 檀昧 密虻戴慰
飲管望 庫幹戴舗 刑看 畦州共 装別往哀雁 丸泰 磯借求査密 椋掌頬
箪詰往包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望 借鯖忘求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望 勧
循蒔忘求 弧瀧遮忘求柏 飼圃堰 此嫡密 刑看 此系啄根管望 竺丁壇
僕札戴慰 蔚漆値往哀冴 殆快 亜時 卜孤蒔僕 処替蒔糊呉泣望 州擦値
煮慰殆笠.
卜孤蒔忘求 処替蒔糊呉泣頬宜慰 滞 徳 飲庵房 此系啄根望 僕
札戴慰 蔚漆戴快 刑看 凋幹昧嵯 取唇平 滞 卜孤蒔糊呉昧 宴泰 峡泣
望 頬僑快 駒頬笠.
糊呉房 僕札蔚漆凋幹望 五峡快雁嵯 蒔胞戴舗平 滞 椋掌堰 冴
呉, 憩榊管密 恕硝共 駒泰笠. 兄蒔頬 竺丁壇 蚕霧取慰 冴橿頬 児 矩
及寄菩笠慰 戴鞄宜勘 糊呉頬 峰餌 蚕霧取取 扮忘群 僕札蔚漆凋幹頬
座堰蒔忘求 手痴希冴 返笠.
此欺房 丸根密 雪座堰 凋幹頬 五別取快 漆絢 飲峡慰 冴橿密
雪座管望 祖噴泰雁 烏藷戴舗 僕札蔚漆凋幹昧嵯 卜宴戴餌 位取戴舗
平 滞 卜孤蒔椋掌堰 苔峡蒔冴呉, 憩榊望 旬吻貝慰 蒔胞腿忘求柏躯
兄蒔望 雑啄滞冴 殆笠. 糊呉頬 竺丁壇 矩及寄慰 蒔胞希 徳 兄蒔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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啄密 亜改座頬 活佼幾忘求柏 兄蒔房 鞄萌 踏急泰 取逮座望 亜取慰
此欺密 凋幹望 勝幹泰笠.
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烏 漫泰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房 笠僻戴
餌 五別取薫 飲昧 凍宜 糊呉勘 笠僻戴餌 蒔胞岐笠. 飲峡慰 泰亜取
兄蒔望 雑啄戴快雁嵯勘 舗詰亜取 糊呉頬 蒔胞希冴 殆笠.
飲詰往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頬 笠僻戴餌 五別取慰 兄蒔鰍座望
漫泰 糊呉頬 吻桂峡 舗詰亜取亜 殆望冴 殆笠 戴鞄宜勘 此欺管頬 蔑
州 別観嵯往 卜宴戴餌 位取戴舗平 滞 亜時 卜孤蒔僕 椋掌堰 糊呉頬
殆笠. 呼求 頬詰泰 亜時 卜孤蒔僕 椋掌堰 糊呉昧 宴泰 峡泣頬 処替
蒔糊呉泣頬笠.
蚕泳昧 丸泰 宴式房 此欺頬 飼煮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求喉西 哨
庫戴舗 煮求 蚕泳共 僕札戴烏 漫泰 育根堰 歯辞望 蚕霧往亜快雁嵯
烏候哨庫式望 頬拒快 亜時 卜孤蒔僕 糊呉泣蒔椋掌頬笠.
蚕泳昧 丸泰 恭時房 煮求 此欺頬 凋幹戴烏昧 兵嵯 痴幹密 煮
硝求嵯 亜取快 泉勘頬薫 飲庵房 僕札密 偉堰昧 烏藷戴舗 丸根昧 丸
泰 曹亜共 貝峡慰 飲庵望 蔚漆戴烏 漫泰 唖倣脈 偉鯖望 亜取快庵堰
渥房 蔚漆凋幹, 雑順凋幹密 烏候哨庫式望 頬拒快 亜時 卜孤蒔僕 糊
呉泣蒔椋掌頬笠. 蚕泳昧 丸泰 恭時房 仮房 密欠昧嵯 宴式勘 槍怨
泰笠.
蚕泳昧 丸泰 宴式堰 恭時房 嵯求 結識壇 及宴寄慰 籍卜寄舗
殆笠. 蚕泳昧 丸泰 峰呼競 宴式房 峰呼競 恭時望 亜取餌 戴薫 蚕泳
昧 丸泰 恭時頬 呼求嵯取 恵戴慰 丁慰戴取 恵戴群 宴式勘 呼求亜殊
冴 返餌 岐笠.
煮硝処替頬 弧瀧煮快 蚕泳昧 丸泰 此欺借鯖密 宴式堰 恭時房
僕札堰 蔚漆凋幹昧嵯 位取戴舗平 滞 亜時 堰替蒔僕 卜孤蒔糊呉泣密
椋掌忘求 岐笠.
漫丸泰 冴救 窺卜座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遺擦戴擦菩笠.
窺卜座
《煮硝此根房 刑看庵望 此欺望 借鯖忘求 散唖戴慰 此欺望 漫戴
舗 侯桂戴餌 滞庵望 方育苔械笠. 刑看庵望 此欺望 借鯖忘求 散唖戴
慰 此欺望 漫戴舗 侯桂戴餌 戴快庵房 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雁
窺卜座自歯種》
36
嵯 位取戴舗平 滞 亜時 卜孤蒔僕 糊呉泣睦械笠.》(《窺卜座
窺卜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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猿, 281村取)

此欺望 借鯖忘求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房 刑看庵望 此欺
望 借鯖忘求 散唖戴慰 此欺望 漫戴舗 侯桂戴餌 滞雁 丸泰 煮硝此根
密 方育共 処自壇 育啄戴慰殆笠. 飲庵房 此欺密 峡北忘求喉西 哨庫
戴舗 蚕泳共 丸戴薫 此欺密 凋幹望 烏候忘求 戴舗 蚕泳密 瑚貯庫辞
昧 丸戴快 此欺借鯖密 宴式堰 恭時昧 此欺望 借鯖昧 菓慰 此欺堰密
宴泳歳昧嵯 刑看庵望 佼慰 丸戴薫 刑看庵望 此欺密 飼煮蒔取逮堰
方育共 雑啄戴快雁 侯桂戴勘汲 滞雁 丸泰 煮硝此根密 方育亜 活以
雫殆烏徳畦頬笠.
蚕泳共 丸戴快 此欺借鯖密 宴式堰 恭時房 蚕泳共 密札密 困系
求 佼快 宴暇泣蒔宴式堰 恭時頬往 蚕泳共 宴漆密 丸根忘求 佼慰 丸
戴快 沢頬根替蒔宴式, 恭時堰 椋掌蒔忘求 丸恭希之吻械宜 蚕泳共
鰻宴蒔忘求, 殆快 飲丸求 飲峡慰 嵯求 及宴寄慰 抵牧返頬 瑚貯庫辞
戴快庵忘求 佼慰 丸戴快 鳳系瑚主呉蒔宴式, 恭時堰 候殊蒔忘求 育
碁岐笠.
此欺望 借鯖忘求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房 蚕泳共 飲 煮
僕僕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北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凋幹密 丸根忘求
佼快 宴式堰 恭時頬薫 此欺密 循漆蒔鋪滞望 華舗 飲密 飼煮蒔方育
脈 峡北望 抱琢雑啄値往亜勘汲 戴快 宴式堰 恭時頬笠.
此欺望 借鯖忘求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房 芳査 鰻宴蚕泳
昧 丸泰 亜時 竺丁泰 僕札昧 密虻戴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亜時 堰替蒔
僕 糊呉泣蒔椋掌忘求 岐笠.
僕札堰 蔚漆快 此欺堰 蚕泳密 琢根歯胞堰竺頬薫 雪壇 鰻宴蚕
泳昧 丸泰 此欺密 煮幹蒔歯胞堰竺頬笠. 此欺房 蚕泳歳昧嵯 墾群嵯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戴舗 煮漫蚕泳昧 煮幹蒔忘求 歯胞戴快 泰
掃 鰻宴蚕泳, 煮漫蚕泳密 慕逮望 己快笠. 煮漫蚕泳密 此系啄根管房
索索求, 憲兄蒔忘求 蓬幹戴薫 飼烏密 慰鳳泰 苔呉掌座昧 凍宜 蓬幹
戴群嵯 此欺昧餌 頬詰自詰泰 慕逮望 紗笠.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堰竺房 鰻宴蚕泳密 喉竺蒔慕逮望 淫侯戴慰
宇竺蒔慕逮望 漆時穐貯値往姶忘求柏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値
往亜快 堰竺頬笠. 此欺房 煮漫蚕泳密 慕逮望 慰仇腿頬 返頬快 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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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昧 丸泰 僕札蔚漆凋幹昧嵯 座堰共 虻柑冴 返忘薫 雑族共 群滞
冴 返笠.
此欺頬 僕札蔚漆凋幹昧嵯 位取戴舗平 滞 卜孤蒔糊呉泣頬 堰替
蒔僕庵忘求, 粍檎泰庵忘求 寄仇群 鰻宴蚕泳亜 此欺昧餌 煮快 慕逮
望 竺丁壇 整困戴舗平 戴薫 飲詰飼群 糊呉泣頬 鰻宴蚕泳 飲飼硝昧
丸泰 堰替蒔僕 僕札昧 烏藷戴舗平 泰笠. 鰻宴蚕泳昧 丸泰 堰替蒔峡
値昧 烏藷戴快庵房 糊呉泣密 堰替座望 咽竺戴快 借方泰 漆絢密 戴
往頬薫 飲 漫休望 活佼戴快 方僕密 戴往頬笠.
鳳系瑚主呉蒔糊呉泣房 蚕泳共 殆快 飲丸求, 琢根及宴歳昧嵯
休此煮密蒔忘求 佼慰 丸戴舗平 泰笠快 糊呉泣蒔椋掌望 弧瀧煮
保笠. 堰替蒔糊呉泣忘求嵯密 鳳系瑚主呉房 鰻宴蚕泳密 瑚主呉望
飲丸求 孤慕泰 僕娃此鳳密 瑚主呉頬薫 僕札密 糊呉泣頬笠. 飲詰
劇求 鳳系瑚主呉蒔糊呉泣密 椋順望 凍雫佼群 偉郁房 鰻宴蚕泳密
瑚主呉頬笠.
鳳系瑚主呉蒔糊呉泣房 此欺望 橿阪壇 系殊蚕泳密 泰 喉垢忘求
佼慰 系殊卜孤昧 値栽擦陣忘求柏 飼圃蒔忘求 索索求 質受戴快 此系
管此頬密 琢根歯胞忘求 頬拒別取快 系殊蚕泳蓬幹庫辞堰竺昧 歯胞戴
快 卜孤蒔苔呉掌座望 孤慕戴慰 慰仇戴菩望之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
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密 煮幹蒔歯胞昧 密戴舗 頬拒別取
快 蚕泳密 取紘脈 蔚漆庫辞堰竺密 苔呉掌座房 慰仇戴取 恵泰 卜群
座堰 州泰座望 亜取慰殆笠.
煮硝処替頬 弧断 此欺借鯖密 蚕泳昧 丸泰 宴式堰 恭時房 此欺
望 漫煮求 戴舗 晒究餌 弧断 蚕泳昧 丸泰 竺丁泰 位値昧 烏藷戴慰
殆冒忘求 戴舗 亜時 堰替蒔僕 糊呉泣忘求 岐笠.
此欺望 借鯖忘求 戴舗 弧断 蚕泳昧 丸泰 煮硝蒔位値快 蚕泳快
系殊求 頬拒別雫殆忘薫 飼硝密 呉掌昧 凍宜 抵牧返頬 瑚貯庫辞泰笠
快 鳳系瑚主呉蒔位値共 辞州求 戴慰殆快庵躯壬 飲昧 烏藷泰 此欺借
鯖密 煮硝蒔糊呉泣房 蚕泳共 鰻宴蒔忘求, 殆快 飲丸求, 休此煮密蒔
忘求 琢根及宴歳昧嵯 慰竣滞雁 丸泰 鳳系瑚主呉蒔糊呉泣密 方育勘
処自壇 宴処値往哀冴 殆快 糊呉泣忘求 岐笠.
煮硝蒔糊呉泣忘求嵯密 蚕泳昧 丸泰 此欺借鯖密 宴式堰 恭時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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鰻宴蚕泳亜 欠招快 慕逮望 擦僕戴慰 慰仇滞雁 丸泰 糊呉泣蒔方育共
処自壇 育啄戴慰殆快 幹擦昧 此欺密 飼煮蒔頬慰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
僕 候座望 育啄戴慰 飲庵望 衝丸泰 華頬 庫僻擦迅冴 殆餌 戴快庵忘
求 戴舗 亜時 堰替蒔僕 卜孤蒔糊呉泣忘求 岐笠.
僕札堰 蔚漆凋幹房 煮漫蚕泳昧 丸泰 此欺密 煮幹蒔頬慰 蒔淫
蒔頬薫 改幹蒔僕 歯胞堰竺僕庵躯壬 孤甘擦 煮漫蚕泳密 質受共 辞州
求 戴薫 飲 候殊堰 瑚貯庫辞密 苔呉掌座昧 密虻戴舗平 泰笠. 頬庵
房 煮漫蚕泳密 慕逮望 慰仇滞雁 丸泰 糊呉泣蒔方育頬笠.
飲詰往 此欺頬 煮漫蚕泳求喉西 己快 慕逮望 桂擦滞冴 返慰 膨
葛 飲昧 丸戴舗 整困戴慰 慰仇戴舗平 戴取躯 飲庵躯望 卜群蒔忘求
穐漆戴舗嵯快 墳岐笠. 飲庵房 此欺堰 蚕泳密 琢根歯胞密 泰 尚群昧
孔堰戴薫 飲庵勘 飲 琢根歯胞密 煮勘蒔尚群頬 吻械烏徳畦頬笠.
躯卜 此欺頬 煮漫蚕泳密 慕逮望 己快笠快庵望 桂擦滞冴 返笠
快雁求喉西 飲 尚群躯望 卜群蒔忘求 穐漆戴慰 糊呉泣昧嵯 飲 慕逮
昧 丸遵滞 整困堰 慰仇昧 丸泰 取晶躯望 紗笠群 偉郁房 此欺望 煮
漫蚕泳密 慕逮昧 密戴舗 豊守頬快 冴幹蒔僕 質受求 寄餌 泰笠. 此
欺頬 鰻宴蚕泳密 慕逮望 己快笠快雁求喉西快 偉晋 僕札堰 蔚漆凋幹
頬 卜別往取 扮快笠. 幹系房 此欺堰 矩春亜取求 煮漫蚕泳密 慕逮望
己取躯 僕札堰 蔚漆凋幹望 五峡取 恵泰笠快 此雑頬 飲庵望 雑主戴
舗紗笠.
此欺頬 僕札堰 蔚漆凋幹望 五峡快庵房 鰻宴蚕泳密 慕逮望 己
烏徳畦昧 卜別往快 冴幹蒔僕 痴漫亜 吻械宜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求喉西 哨庫戴舗 五峡快 煮幹蒔頬慰 改幹蒔頬薫 蒔淫蒔僕
凋幹僕庵頬笠. 僕札堰 蔚漆凋幹密 兄蒔堰 糊逮, 偉堰快 辞蒔忘求 此
欺密 飼煮蒔, 循漆蒔, 密札蒔候座昧 密戴舗 咽州岐笠. 僕札堰 蔚漆
凋幹房 此欺密 飼煮蒔頬慰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僕 候座密 庫啄頬薫
飲 候座蒔方育密 育啄堰竺頬笠.
椋況 糊呉泣房 卜竺泰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亜取慰 飲庵望 兄蒔
密札蒔忘求 雑啄値往亜快 此欺昧餌 足冴蒔忘求 方育寄快庵頬薫 糖
此欺飼殺頬 亜取慰 凋胞戴快庵頬笠. 凍宜嵯 僕札蔚漆密 糊呉泣房
候座根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北昧 寓餌 飲峡慰 此欺密 凋幹望 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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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忘求 戴舗 飲密 循漆蒔改休昧 寓餌 蚕霧雫平 戴薫 此欺密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衝丸泰忘求 華頬 庫僻擦迅冴 殆餌 蚕霧雫平
泰笠.
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亜時 卜孤蒔糊呉泣頬 舜駒求 堰替
蒔僕 糊呉泣忘求 寄仇群 鰻宴蚕泳密 候殊堰 瑚貯庫辞密 苔呉掌座昧
密虻戴慰 凍共庵望 方育戴快 鰻宴蒔糊呉泣昧 沓桂共冴 返忘薫 僕札
堰 蔚漆密 煮硝僕 此欺密 飼煮蒔, 循漆蒔, 密札蒔候座望 育啄戴慰
飲庵望 衝丸泰 華頬 庫僻擦迅冴 殆餌 戴快 宴式堰 恭時忘求 寄舗平
泰笠. 頬詰泰 此欺借鯖密 煮硝蒔宴式堰 恭時望 蚕霧平躯 鰻宴蚕泳
密 苔呉掌座望 孤慕戴慰 整困泰 鳳系瑚主呉蒔糊呉泣密 方育勘 飲昧
芝歳擦唇 峰呼求 育啄滞冴 殆餌 寄薫 僕札蔚漆凋幹望 亜時 峰呼求
座堰蒔忘求 五仇往哀冴 殆笠.
頬遵却 鰻宴蒔啄雑望 竺丁壇 孤慕戴慰 鰻宴蚕泳密 候殊堰 飲
瑚貯庫辞密 苔呉掌座昧 処自壇 密虻戴慰殆望之吻械宜 此欺密 飼煮
蒔, 循漆蒔, 密札蒔候座望 育啄戴慰 飲庵望 衝丸泰 華頬 庫僻擦迅
冴 殆餌 泰笠快雁 此欺望 借鯖忘求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頬
亜取快 勧循座堰 芳婿座頬 殆忘薫 飲庵頬 亜時 堰替蒔僕 卜孤蒔糊
呉泣密 椋掌忘求 寄快 煮寄快 胤虻密 戴往亜 殆笠.
此欺望 借鯖忘求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房 笠冒忘求 蚕泳
昧 丸泰 僕札密 糊呉泣卜之吻械宜 蔚漆密 糊呉泣頬宜快雁 査痴泰
処替蒔糊呉泣堰 育碁寄快 候殊蒔雪座堰 芳婿座頬 殆忘薫 飲庵頬 亜
時 堰替蒔僕 卜孤蒔糊呉泣密 椋掌忘求 寄快 胤虻密 糖 戴往亜
殆笠.
椋況 糊呉泣頬 堰替蒔僕庵忘求, 亜時 粍檎泰庵忘求 寄飼群 僕
娃密 刑看 凋幹, 僕札凋幹頬往 雑順凋幹昧嵯 笠 密虻戴舗平 滞 糊
呉泣蒔取晶忘求 寄舗平 泰笠.
僕娃密 凋幹房 候殊昧 殆別嵯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戴舗
煮漫蚕泳昧 煮幹蒔忘求 歯胞戴快 堰竺忘求嵯 嵯求 突冴返頬 及宴岐
憾 泳烏求 頬拒別取慰 憾亜取 沢泉共 亜手笠. 飲 戴往快 僕札密 泳
烏, 僕札凋幹頬薫 笠競 戴往快 蔚漆密 泳烏, 蔚漆凋幹, 雑順凋幹
頬笠. 此欺頬 蚕泳共 僕札戴快庵房 飲飼硝昧 兄蒔頬 殆快庵頬 吻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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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 蚕泳共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蔚漆戴快雁 殆快庵躯壬 糊呉
泣頬 粍檎泰庵忘求 寄仇群 僕札凋幹堰 蔚漆凋幹, 雑順凋幹辞孤昧嵯
卜宴戴餌 位取戴舗平 滞 糊呉泣蒔取晶忘求 寄舗平 泰笠.
求幹泳吋密 査痴処替頬 弧断 鳳系瑚主呉蒔糊呉泣房 煮求 蚕泳
共 祖噴戴烏 漫泰 僕札密 糊呉泣頬宜慰 駒滞冴 殆笠. 飲庵房 鳳系
瑚主呉蒔糊呉泣頬 哨庫蒔烏藷求 懇慰殆快 処替密 烏候畦州飼硝亜
僕札泣根密 畦州宜快庵忘求柏 瑳祁岐笠. 査痴処替密 胤候畦州僕 系
殊堰 密札, 質受脈 此鳳密 琢根宴泳畦州亜 蚕泳密 擦椋望 弧壇烏
漫泰 僕札泣根密 畦州宜快庵房 具索-響灰煮密慰辞亜管勘 穐漆戴
菩笠. 頬 僕札泣根密 畦州昧 堰替蒔値渇望 紗 蚕泳密 系殊座昧 宴
泰 鳳系泣密 椋峡脈 此系啄根管密 辞孤蒔及宴堰 蓬幹昧 宴泰 瑚主
呉密 椋峡快 蚕泳昧 丸泰 堰替蒔僕 僕札密 偉堰頬薫 飲飼硝亜 蚕泳
昧 丸泰 僕札密 糊呉泣忘求 岐笠.
具索-響灰煮密処替房 僕札密 糊呉頬 飲 丸根密 候殊堰 飲 瑚
貯庫辞密 苔呉掌座昧 凍宜平 泰笠快雁求喉西 哨庫戴舗 系殊蚕泳庫
辞密 卜孤蒔苔呉掌座望 弧断 鳳系瑚主呉頬 為 僕札密 糊呉忘求
岐笠快庵望 弧壇群嵯 此系啄根管望 鰻宴蒔忘求, 休此煮密蒔忘求 琢
根及宴歳昧嵯 辞群蒔忘求 慰竣戴快庵望 鳳系瑚主呉蒔僕札糊呉密 卜
孤蒔椋掌忘求 貝蚕明笠. 頬庵房 堰替蒔僕札密 糊呉泣丁恭昧嵯 燭笠
技 辞手望 頬拠泰庵頬笠.
具索-響灰煮密処替房 雪壇 僕札密 丸根昧 丸泰 沢頬根替蒔鳳
系泣密 宴漆蒔宴式, 恭時堰 僕娃凋幹昧 丸泰 宴暇泣蒔峡値共 江粗
戴慰 此欺房 蚕泳共 宴漆蒔忘求亜 吻械宜 改幹蒔忘求, 姶座蒔, 系
殊蒔凋幹望 籍戴舗 僕札泰笠快庵望 穐漆戴菩笠. 飲峡慰 僕札房 蚕
泳共 蔚漆戴烏 漫泰 此欺密 雑順凋幹密 方育求喉西 州烏寄薫 雑順
密 威醍昧 烏藷戴舗 僕娃密 煮幹蒔歯胞昧 密戴舗 頬拒別手笠快庵望
弧濯笠. 頬庵房 僕札泣昧 遵冒忘求 雑順望 勘睦戴慰 僕札昧嵯 煮硝
密 改幹蒔鋪滞望 穐漆泰庵忘求嵯 僕札泣望 堰替蒔惜丸芳昧 呆仇蚕
芳快雁嵯 燭笠技 烏舗求 岐笠.
飲詰往 査痴求幹泳吋密 処替房 雑順頬 僕娃密 僕札密 偉堰昧
密戴舗 偏別手 峡泣昧 密虻値平 泰笠快 卜孤蒔方育共 州烏稚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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雑順密 糊呉泣昧 丸値嵯快 碁求 蔑吋戴取 恵戴菩笠.
具索-響灰煮密処替昧嵯 峡泣房 雑順密 桂烏宜慰 戴群嵯 峡泣
頬 返快 雑順望 宜晶粗頬 返快 紘昧 江鳳泰庵房 雑順昧嵯 僕札, 峡
泣頬 亜取快 密密脈 借方座望 穐漆戴菩望之 飲庵望 雑順昧嵯 位取
値平 滞 糊呉泣畦州求 州烏泰庵房 吻械笠. 頬詰泰 密欠昧嵯 鳳系瑚
主呉蒔糊呉泣房 煮求 僕札密 糊呉泣頬宜慰 駒滞冴 殆笠.
飲脈快 鰍峡 此欺望 借鯖忘求 弧断 蚕泳昧 丸泰 宴式堰 恭時
房 此欺密 僕札凋幹頬往 蔚漆凋幹, 雑順凋幹昧 卜宴戴餌 蒔胞寄快
堰替蒔僕 糊呉泣蒔椋掌頬笠.
飲庵房 此欺借鯖密 煮硝処替頬 僕娃密 蓬祁蔚醇密 胤候糊勘共
弧瀧煮快庵望 飼烏密 胤候此祁忘求 踏急頬 貝蚕芳慰殆笠快庵堰 宴
及岐笠. 僕娃密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戴舗嵯快 蚕泳密 僕札昧 沓桂共
冴 返忘薫 僕札凋幹房 孤甘擦 蔚漆凋幹忘求 頬別取取 扮忘群 墳
岐笠. 飲詰劇求 堰替蒔僕 卜孤蒔糊呉泣房 僕札密 糊呉泣望 弧瀧者
之吻械宜 蔚漆, 雑順密 糊呉泣調取 弧瀧煮快庵忘求 希 徳昧躯 亜時
粍檎泰庵忘求 希冴 殆笠.
此欺望 借鯖忘求 戴舗 弧断 蚕泳昧 丸泰 宴式堰 恭時房 蚕泳
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共 処替密 胤候畦州求 州烏
戴慰 飲昧 堰替蒔値渇望 煮快 此欺頬 刑看庵密 煮僕頬薫 刑看庵望
偉竺泰笠快 処替蒔椋峡昧 烏藷戴舗 蚕霧手 糊呉泣密 卜孤蒔椋掌
頬笠.
蚕泳昧嵯 此欺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畦州快 飲飼硝亜 此欺
密 蓬祁蔚醇密 卯望 弧壇烏 漫泰 畦州頬薫 飼煮蒔頬慰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僕 僕札凋幹堰 雑順凋幹辞孤望 籍戴舗 蚕泳密 煮僕忘求嵯密
此欺密 取漫脈 鋪滞頬 華吻珠忘求柏 値偉寄快 畦州頬笠.
煮硝密 糊呉泣房 僕札堰 蔚漆密 煮硝僕 此欺忘求喉西 哨庫戴
舗, 此欺望 漫煮求 戴舗 刑看庵望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僕庵忘求 戴
舗 僕札之躯吻械宜 雑順勘 橿阪壇 蚕泳共 蔚瑚戴烏 漫泰 系殊蒔凋
幹頬 吻械宜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泰 此欺密 飼煮蒔, 循漆蒔, 密
札蒔凋幹忘求 候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僕 候座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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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啄泰 此欺借鯖密 蚕泳昧 丸泰 宴式堰 恭時望 弧瀧遮忘求柏 此欺
密 僕札凋幹, 雑順凋幹昧 宴籍寄快 亜時 卜孤蒔糊呉泣密 椋掌望 勧
循蒔忘求 順祁戴菩笠.
頬遵却 此欺借鯖密 蚕泳昧 丸泰 宴式堰 恭時頬 此欺密 僕札凋
幹, 雑順凋幹辞孤昧 蒔胞寄快 亜時 卜孤蒔僕 糊呉泣密 椋掌望 紗笠
快雁 頬 糊呉泣頬 亜取快 勧循座堰 芳婿座頬 殆忘薫 舗烏昧 飲庵頬
僕札堰 蔚漆凋幹昧嵯 位取戴舗平 滞 亜時 堰替蒔僕 卜孤蒔糊呉泣忘
求 寄快 糖 戴往密 煮寄快 胤虻亜 殆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望 借鯖忘求 蚕泳共 丸戴快 宴式堰 恭
時頬 勧循蒔忘求 弧瀧珠忘求柏 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僕娃密
凋幹昧嵯 卜宴戴餌 位取戴舗平 滞 亜時 堰替蒔僕 卜孤蒔糊呉泣密
椋掌頬 竺恭寄餌 寄菩忘薫 蚕泳共 蔚漆戴慰 取紘戴薫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快 此欺密 僕札凋幹堰 蔚漆凋幹密 座堰共 活佼戴快 漫休
泰 桂烏亜 矩及寄餌 寄菩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僕漁密 処替蒔蚕泳宴房 蚕泳昧 丸泰 位値
之吻械宜 蚕泳昧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望 槍怨戴快 辞卜蒔僕 粍檎泰
育座硝泳脈 貝胞望 悪升 蚕泳宴忘求 庫辞粍座寄餌 寄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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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硝密 此嫡休此宴掃

此

嫡

此嫡快 此欺頬 散凋戴慰 凋幹戴快 種橿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
候午煮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飼圃房 僕娃密 求幹丸根頬慰 僕娃散凋密 系殊蒔椋順頬薫 此
嫡快 此欺頬 散凋戴慰 凋幹戴快 種橿睦械笠.》
此嫡密 候殊望 弧壇快 畦州快 飼圃堰 育碁寄快 此嫡密 雪趣望
弧壇快 畦州頬笠. 笠擦駒戴舗 此嫡亜 飼圃堰 別祷餌 殊蒔忘求 笠競
亜 戴快庵望 弧壇快 畦州, 此嫡脈 飼圃堰密 候殊蒔俊頬亜 桂遍僕亜
共 弧壇快 畦州頬笠.
此嫡快 舗詰亜取 尚群昧嵯 飼圃堰 育碁寄取躯 此嫡亜 飼圃堰
育碁寄快 胤候蒔僕 雪趣房 飲庵頬 此欺頬 散凋戴慰 凋幹戴快 種橿
頬宜快雁 殆笠.
此嫡亜 此欺頬 散凋戴慰 凋幹戴快 種橿頬宜快庵房 憾亜取 密
欠共 活慰殆笠.
飲庵房 芳査 此嫡快 此欺管密 種橿頬宜快庵頬笠.
此欺房 蔚碁蒔忘求亜 吻械宜 種橿望 頬拒慰 墾薫 凋幹泰笠. 種
橿望 頬虚忘求柏躯 此欺房 虻循泰 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滞冴 殆笠.
僕漁庫散密 暑 擦烏喉西 此欺管房 飼烏密 散質堰 庫辞望 漫戴舗 嵯
求 偉苔寄舗 種橿望 頬拒慰 墾吻矛笠. 飲峡戴舗 飼圃躯忘求 頬拒別
湿兜 系殊蚕泳昧 此欺管密 種橿僕 此嫡亜 散以屋笠.
飼圃昧勘 桂峡共 取別 墾吻亜快 幹系頬 殆笠. 飲詰往 幹系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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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峡快 憲兄蒔頬薫 候改蒔僕 飼圃蒔桂峡頬笠.
頬脈快 鰍峡 此嫡快 此欺管頬 飼烏密 散質堰 庫辞望 漫戴舗
兄蒔密札蒔忘求 偉苔岐 種橿頬笠. 飼烏密 散質堰 庫辞望 漫戴舗 刑
僕 此欺管密 種橿頬宜快雁 飼圃堰 育碁寄快 此嫡密 慰鳳泰 雪趣頬
殆笠.
此嫡亜 此欺管頬 刑僕 種橿頬宜快庵房 偉晋 飲庵頬 蔚碁蒔僕
娃管密 烏泳蒔僕 偉苔硝宜快庵望 密欠戴快庵頬 吻械笠. 此嫡快 此
欺管求 頬拒別手 辞卜蒔僕 鳳烏硝頬笠. 此嫡快 系泣 蔚碁蒔僕 此欺
管求 頬拒別取取躯 飲管此頬昧快 嵯求 突況平 突冴 返快 鳳烏蒔僕
及宴頬 懸別取餌 岐笠. 飲詰劇求 此嫡快 此欺管頬 種橿蒔忘求 墾吻
往亜快 鳳烏蒔僕 偉苔硝僕庵頬笠.
飲庵房 糖泰 此嫡亜 此欺頬 此嫡蒔受喉共 亜取慰 此嫡蒔宴泳
求 偉苔寄舗 頬拒別手 種橿頬宜快庵頬笠.
此嫡亜 此欺密 種橿頬宜慰 戴舗 飲庵頬 此欺躯忘求 頬拒別雫
殆快庵房 吻械笠.
此嫡快 此欺堰 腿溺 舗詰 方栽管密 鳳烏蒔僕 偉苔忘求 頬拒別
雫殆笠.
此嫡快 此欺堰 飲管頬 循漆泰 此嫡蒔受喉脈 飲庵望 偉苔擦尽
快 此嫡蒔宴泳求 頬拒別雫殆笠.
此嫡快 此嫡蒔受喉共 亜手 此欺管密 種橿頬笠.
此嫡蒔受喉快 此欺頬 循漆戴慰 峡胞戴快 冴橿管密 恕硝頬笠.
此嫡蒔受喉亜 返頬快 此嫡散凋頬 頬拒別殊冴 返忘薫 此嫡亜 庫辞滞
冴 返笠.
此欺房 系殊蒔 倦 此根竺殺蒔受喉共 亜取慰 飼烏密 質受共 鳳
取戴薫 飲庵望 峡胞戴舗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慰 循漆蒔改休望 抵牧
返頬 華舗往娃笠. 之躯吻械宜 此嫡蒔受喉共 冴橿忘求 戴舗 此嫡蒔
瑚卓堰 手佼共 頬拠値往娃笠.
飲杵庵忘求 戴舗 此嫡蒔受喉快 此欺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堰 此嫡庫辞密 足冴蒔僕 冴橿忘求 寄薫 此嫡密 借方泰 育座喉
垢望 頬拒餌 岐笠.
此嫡快 此嫡蒔宴泳求 偉苔寄舗 頬拒別手 此欺管密 種橿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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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嫡亜 頬拒別取仇群 此欺管頬 殆慰 此嫡蒔受喉亜 殆別平 滞
之吻械宜 飲庵頬 卜竺泰 殊嵯昧 凍宜 偉苔寄舗平 泰笠. 頬庵望 佼
時戴舗煮快庵頬 笠凶吻灰 此嫡蒔宴泳頬笠.
此嫡蒔宴泳快 此嫡蒔種橿歳昧嵯 散凋戴快 此欺管此頬昧 懸別
取快 此嫡蒔殊嵯密 硝泳求嵯 此欺頬 墾薫 凋幹戴快 此嫡蒔兆威, 漆
絢望 頬挙笠. 此嫡蒔宴泳共 梼往嵯 此欺房 此嫡蒔種橿忘求 偉苔希
冴 返慰 此嫡蒔質受求嵯 墾薫 庫辞滞冴 返笠. 此嫡蒔宴泳昧 密戴舗
唖頬泰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亜手 此欺管頬 嵯求 及宴望 懸慰 鳳烏蒔
忘求 偉苔寄舗 此嫡蒔種橿望 頬拒餌 岐笠.
此嫡蒔宴泳快 此欺堰 此嫡蒔受喉共 偉苔擦訊笠. 此欺管房 卜
竺泰 此嫡蒔宴泳歳昧嵯躯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峡胞滞冴 殆笠.
椋況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峡胞戴快 此欺管密 凋幹房 此嫡蒔忘求,
種橿蒔忘求 手痴岐笠. 飲詰劇求 此欺管望 偉苔擦尽慰 飲管密 凋幹
望 咽州戴快 此嫡蒔宴泳共 梼往嵯 飲 別盗 此嫡蒔受喉密 循漆脈 峡
胞昧 丸戴舗 散唖滞冴 返笠. 飲詰劇求 此嫡蒔宴泳快 此欺管頬 此嫡
共 頬拒快雁嵯 足冴孔亜偉密 漆絢忘求 岐笠.
頬脈 渥頬 此嫡快 此欺管頬 此嫡蒔受喉共 亜取慰 此嫡蒔宴泳
求 偉苔寄舗 頬拒別手 種橿頬笠.
此嫡快 此欺堰 此嫡蒔受喉脈 此嫡蒔宴泳亜 嵯求 結識壇 及宴
寄慰 鳳烏蒔忘求 偉苔寄舗 頬拒別取取躯 頬 鳳烏蒔僕 籍卜硝墳昧嵯
飲庵管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房 渥取 扮笠. 飲詰劇求 此嫡昧 丸
泰 峰呼競 峡値共 亜取烏 漫値嵯快 此嫡共 頬拒慰殆快 此欺堰 此嫡
蒔受喉脈 此嫡蒔宴泳密 琢根及宴望 堰替蒔忘求 値祁戴舗平 泰笠.
此嫡密 煮僕房 別観調取往 此欺頬薫 此嫡快 此欺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質受戴慰 庫辞泰笠.
此欺頬 此嫡密 煮僕頬宜快庵房 此欺頬 此嫡蒔受喉脈 此嫡蒔宴
泳密 煮僕頬宜快庵頬笠.
此欺房 此嫡蒔受喉密 煮僕頬笠.
系泣 此嫡蒔受喉快 此欺頬 散質戴慰 庫辞戴快雁嵯 借方泰 冴
橿忘求 峡胞岐笠.
飲詰往 此欺堰 此嫡蒔受喉脈密 宴泳昧嵯 煮僕房 別観調取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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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頬笠. 此欺房 此嫡蒔受喉共 躯管別貝慰 抵牧返頬 庫辞擦唇 飼
烏昧餌 侯桂擦唇往亜快 改幹蒔頬薫 煮幹蒔僕 質受頬笠.
刑看 此嫡蒔受喉快 笠 此欺昧 密戴舗 循漆岐笠. 此欺密 循漆
蒔求幹昧 密戴舗 此欺管密 系殊散凋密 方育共 奨疾擦尽快雁 守識
峡胞寄快 散凋冴橿堰 晒求蓬 系絢望 躯甘快雁 峡胞寄快 散困冴橿堰
渥房 系殊蒔受喉亜 循漆寄餌 寄薫 此嫡密 査手此根堰 峡泣, 霜喉泰
堰替取札, 笠僻戴慰 吻凶笠蓬 畦替堰 柾榊堰 渥房 竺殺畦貯蒔受喉
亜 循漆寄餌 岐笠.
刑看 此嫡蒔受喉快 此欺望 漫戴舗 侯桂泰笠. 此嫡蒔受喉快 此
欺望 漫戴舗 足方戴笠. 此欺頬 散凋冴橿堰 散困冴橿, 此根堰 堰替,
畦替堰 柾榊望 江窮泰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快庵房 飼烏密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値嵯頬笠. 飲詰劇求 此嫡蒔受喉快 此欺管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望 漫戴舗 侯桂腿忘求柏躯 亜招共 亜手笠. 此欺望 梼
往嵯 此嫡蒔受喉快 桂密欠戴笠.
此欺房 此嫡蒔受喉密 煮僕卜之吻械宜 此嫡蒔宴泳密 煮僕頬笠.
系泣 此欺房 此嫡蒔宴泳歳昧嵯 散凋戴慰 凋幹戴群嵯 飲 慕逮
望 己快笠. 手佼蒔僕 此嫡蒔宴泳快 此欺管密 散凋堰 凋幹昧 鳳峡泰
慕逮望 煮薫 孤幹蒔僕 此嫡蒔宴泳快 此欺密 凋幹昧 孔峡泰 慕逮望
紗笠.
飲詰往 此嫡蒔宴泳亜 此欺密 凋幹昧 吻桂峡 刃 慕逮望 欠捷笠
慰 戴舗勘 此欺房 飲昧 飲自 阪膨戴快庵頬 吻械宜 飼煮蒔頬薫 循漆
蒔僕 凋幹忘求 飲庵望 飼烏昧餌 鳳峡戴餌 蔚漆瑚卓値往娃笠.
此欺房 此嫡蒔宴泳密 活葛飼頬慰 蔚漆飼頬笠.
此欺管房 種橿散凋, 衣幹散凋望 鳳取戴慰 庫辞擦尽烏 漫戴舗
此嫡蒔宴泳共 煮幹蒔忘求, 兄蒔密札蒔忘求 懸快笠. 此欺管密 方育
脈 飲管密 改休密 庫辞冴紗昧 密戴舗 此嫡宴泳密 庫辞冴紗頬 咽竺
岐笠. 此欺管密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改休頬 華望冴汲 佼笠 査手蒔
僕 此嫡蒔宴泳亜 懸別取餌 岐笠. 此欺管房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凋
幹忘求 飼殺密 方育脈 紗江竺勘昧 寓餌 殴房 此嫡宴泳共 蔚漆瑚卓
戴舗 査手蒔僕 此嫡蒔宴泳共 丁恭腿忘求柏 飲庵望 喉橿壇 蔚査戴慰
庫辞擦唇往娃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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頬庵房 此欺頬 此嫡蒔宴泳密 煮僕頬宜快庵望 駒値紗笠.
頬遵却 此嫡密 煮僕房 笠凶吻灰 此欺頬薫 此欺密 煮幹蒔僕 歯
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此嫡快 質受戴慰 庫辞泰笠.
此嫡快 座伊望 鰍峡戴快 舗詰 此嫡管頬 阪俊蒔忘求 遺硝寄群
嵯 庫辞戴舗矛笠.
此嫡密 座伊畦州快 唖頬泰 庫辞橿泳昧 殆快 育硝蒔僕 此嫡漁
沢管密 候殊蒔雪座昧 宴泰 畦州頬笠. 此嫡快 慰竺孔瑚泰庵頬 吻械
宜 休此蒔忘求 瑚貯庫辞泰笠. 庫辞橿泳共 鰍峡戴快 券蔚 漁沢密 此
嫡快 嵯求 笠競 雪座望 亜手笠.
此嫡密 座伊昧 丸泰 堰替蒔僕 峡値共 亜取快庵房 育硝蒔僕 此
嫡漁沢管密 候殊蒔雪座望 峰呼求 値祁戴烏 漫泰 辞州頬笠.
値葛 此嫡密 座伊房 竺猿頬 別壊 泳吋密 済昧 殆忘薫 散困冴
橿昧 丸泰 栽鳳沢泉亜 別盗亜昧 凍宜 咽竺岐笠.
此嫡密 座伊房 芳査 別壊 泳吋, 別壊 此嫡蒔種橿頬 竺猿望 時
噴戴慰殆快亜昧 凍宜 咽竺岐笠. 竺猿房 包 此嫡昧 丸泰 竺招蒔取紘
猿頬薫 此欺管密 此嫡蒔取漫脈 鋪滞望 咽州戴快 烏候方僕頬笠. 竺
猿望 俄亜 集慰殆快亜昧 凍宜 値葛 此嫡密 竺招亜 俄育共 漫泰 竺
招求 寄快亜 戴快庵頬 偉竺寄薫 此欺管密 此嫡蒔遵取亜 咽州岐笠.
飲峡慰 竺猿望 俄亜 集慰殆快亜昧 密戴舗 別壊 泳吋, 別壊 此嫡蒔
種橿頬 竺招蒔忘求 煮僕密 取漫昧 殆快 此嫡僕亜 戴快庵頬 咽竺
岐笠. 竺猿望 什 泳吋頬往 種橿房 此嫡竺招蒔忘求 取紘蒔僕 取漫共
俊取戴餌 寄薫 竺猿望 集取 恵泰 泳吋頬往 種橿房 笠競 泳吋, 笠競
種橿昧 柾歳葛戴慰 瞥文葛戴快 遵取昧 菓頬餌 岐笠.
竺猿望 俄亜 集慰殆快亜 戴快庵房 此嫡竺招州勘密 手佼座堰
孤幹座勘 咽竺泰笠. 値葛 此嫡密 竺招快 竺猿望 什 泳吋頬往 此嫡
蒔種橿密 密此脈 峡北昧 凍宜 雑擦岐笠. 竺猿望 什 泳吋頬往 種橿
房 刑看 竺沼望 飼烏密 密此脈 峡北昧 寓餌 蚕芳慰 種痴泰笠. 孤幹
蒔僕 泳吋頬 竺猿望 什 此嫡昧嵯快 孤幹蒔僕 竺招亜 雑擦寄薫 手佼
蒔僕 泳吋頬往 蚕休頬 竺猿望 時噴泰 此嫡昧嵯快 査手蒔僕 竺招亜
雑擦岐笠.
此嫡密 座伊房 糖泰 散困冴橿昧 丸泰 栽鳳沢泉昧 密戴舗 咽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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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笠. 散困冴橿昧 丸泰 栽鳳沢泉畦州快 別梼泰 散困冴橿望 俄亜 別
祷餌 栽鳳戴慰殆快亜 戴快 畦州頬笠.
散困冴橿密 栽鳳沢泉昧 密戴舗 別壊 泳吋, 別壊 此嫡蒔種橿頬
此嫡威州蒔忘求 取紘蒔僕 取漫共 俊取戴快 此嫡僕亜 戴快庵頬 咽竺
岐笠. 散困冴橿昧 丸泰 栽鳳宴泳快 散困宴泳密 烏候望 頬挙笠. 散
困冴橿望 蝉別什 泳吋頬往 種橿房 散困堰竺之吻械宜 散困系密 垢紘
脈 栽江宴泳昧嵯勘 取紘蒔僕 取漫共 俊取戴餌 岐笠.
散困冴橿密 栽鳳沢泉快 値葛泰 此嫡威州州勘密 手佼座堰 孤幹
座望 咽竺泰笠.
系殊蒔喉密 散困堰 飲 偉堰快 散困冴橿望 時噴泰 泳吋頬往 種
橿密 密此脈 峡北昧 寓餌 漆守寄慰 峡胞岐笠. 散困冴橿望 亜取慰
俄育共 漫戴舗 桂遍望 別祷餌 散困戴快亜 戴快庵勘 散困冴橿密 栽
鳳飼昧 密戴舗 偉竺寄薫 散困岐 喉共 別祷餌 垢紘戴慰 遺兆戴薫 栽
江戴快亜 戴快庵勘 散困冴橿密 栽鳳飼亜 俄育僕亜昧 密戴舗 人餌
汁芳岐笠. 胤求僕潔密 求幹望 峻賞戴舗 墾吻亜快 峻賞泳吋頬 散困
冴橿望 蝉別什 此嫡快 散困堰 垢紘, 遺兆堰 栽江密 辞 堰竺頬 峻賞
堰竺忘求 卜宴岐 孤幹蒔僕 此嫡求 寄慰 胤求戴快 僕潔丸借頬 散困
冴橿望 蝉別集慰殆快 此嫡快 刑看 威州散凋頬 飲管密 密此脈 峡北
昧 寓餌 手痴寄快 手佼蒔僕 此嫡求 岐笠.
此嫡密 座伊望 咽竺戴快 烏候方僕房 竺猿望 俄亜 蝉別集慰殆
快亜 戴快庵頬笠.
散困冴橿昧 丸泰 栽鳳宴泳共 江窮泰 此嫡蒔宴泳, 此嫡州勘快
竺猿望 什 泳吋頬往 種橿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昧 凍宜 丁恭寄慰 鳳取
寄薫 瑚貯岐笠. 散困冴橿昧 丸泰 栽鳳宴泳快 蔑州往 郁亜竺猿昧 密
戴舗 苔呉貯寄慰 活佼寄舗平 此嫡密 取紘蒔僕 宴泳求 岐笠. 散困冴
橿昧 丸泰 栽鳳宴泳密 衣慰庫辞勘 郁亜竺猿昧 密戴舗 咽州岐笠. 別
梼泰 散困宴泳勘 郁亜竺猿密 咽竺蒔歯胞堰 鋪滞望 梼往嵯快 此嫡密
取紘蒔僕 散困宴泳求 辞兆希冴勘 鳳取希冴勘 返忘薫 衣慰庫辞希冴
勘 返笠. 頬求喉西 郁亜竺猿望 俄亜 集慰殆快亜 戴快庵房 此嫡密
座伊望 咽竺戴快 烏候方僕忘求 寄餌 岐笠.
此嫡快 飲 座伊昧 凍宜 唖頬泰 漁沢密 此嫡求 育垢岐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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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漁密 暑 此嫡快 椋擦此嫡頬笠.
椋擦此嫡快 此欺管頬 椋擦蒔曹莞密 宴泳共 懸慰 衣幹散凋望
戴兜 此嫡頬笠. 椋擦此嫡昧嵯 此欺管房 衣幹硝墳昧嵯 曹莞泰 取漫
共 俊取戴慰 嵯求 宅圃蒔忘求 偉苔岐 帆疾, 芝疾種橿望 頬拒慰 墾
幣笠. 頬 此嫡昧嵯快 此欺管頬 此嫡衣幹密 峡北望 漫泰 竺招漆守僕
帆疾曹密嫡共 亜取慰 飲昧 密虻戴舗 散凋望 漆守戴慰 蓬慕値往芦笠.
此欺管房 散困冴橿望 衣幹忘求 栽鳳戴慰 笠渥頬 卜戴慰 散困岐 系
絢望 衣幹忘求 往俄別 栽江戴菩笠. 椋擦此嫡昧快 泳吋勘 郁亜勘 返
保笠.
峻賞此嫡快 峻賞泳吋頬 郁亜煮猿堰 散困冴橿望 勧俊取戴慰 煮
僕痴蚕共 戴群嵯 胤求僕潔丸借望 峻賞戴快 孤幹蒔僕 此嫡頬笠. 椋
擦此嫡駒烏昧 此嫡亜 泳吋忘求 哀宜取群嵯 泳吋此嫡亜 散以屋笠.
峻賞此嫡快 郁亜煮猿望 俄亜 集慰殆忘薫 散困冴橿密 栽鳳沢泉亜 別
梼泰亜昧 凍宜 珂柾栽鳳飼此嫡脈 効絢此嫡, 飼候煮密此嫡求 育垢
岐笠.
珂柾栽鳳飼此嫡快 郁亜煮猿堰 散困冴橿, 珂柾昧 丸泰 珂柾煮
泳吋密 粍辞栽鳳昧 烏藷泰 暑 峻賞此嫡菩笠. 珂柾煮泳吋房 郁亜煮
猿堰 惜取共 江窮泰 烏候散困冴橿, 取別 珂柾調取 粍辞泰 栽鳳系求
躯管慰 珂柾管望 亜託戴餌 峻賞戴菩笠.
珂柾快 文固己慰 順丸己快 捉文固, 捉峻賞泳吋頬菩忘薫 珂柾
煮昧 密値 券券寄慰 遵垢寄快 《駒戴快 勘育》昧 孔堰戴菩笠.
効絢此嫡快 効絢取煮, 効絢救煮管頬 郁亜煮猿堰 散困冴橿望 蝉
別集慰 荷珂, 荷潔管望 亜託戴餌 峻賞戴兜 此嫡菩笠.
効絢此嫡昧嵯 胤求僕潔丸借昧 丸泰 効絢取煮泳吋密 瞥文堰 峻
賞快 殺垢州勘昧 密戴舗 苔呉貯寄舗殆保笠. 効絢取煮泳吋房 効絢蒔
惜取栽鳳宴泳脈 殺垢州勘昧 烏藷戴舗 荷珂, 荷潔管望 亜託戴餌 峻
賞戴菩笠.
飼候煮密此嫡快 淫栽冴 飼候亜泳吋頬 郁亜煮猿堰 散困冴橿望
勧俊取戴慰 胤求僕潔丸借望 瞥文峻賞戴快 僕漁密 矩取苦 峻賞此嫡
頬笠. 飼候煮密此嫡昧 頬僑詰 飼候亜泳吋房 殺垢蒔柾歳昧嵯 値糊岐
胤求僕潔丸借望 牧韻珂柾求 辞戯擦尽慰 亜時 亜託戴餌 峻賞泰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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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候煮密此嫡昧嵯 巻返快 胤求僕潔丸借房 吻桂杵 竺招蒔飼鳳勘 猿
峡勘 返頬 飼烏密 循漆蒔求幹密 歩券共 飼候亜泳吋昧餌 婆聞烏慰
殆笠.
飼候煮密此嫡密 蒔丸蒔刑阪房 州郁煮密橿泳昧 頬僑詰 鞄萌 伊
貯寄舗 淫勘昧 頬僑餌 岐笠. 欧望 凍宜 伊貯寄慰 噴貯寄快 此嫡蒔
孔曹莞堰 孔員沢忘求 戴舗 飼候煮密此嫡快 鯖唖泰 刑阪堰 致舗欧冴
返快 允取昧 楢雫 隊株頬餌 寄薫 求幹泳吋望 江窮泰 僕潔丸借頬 密
札貯寄慰 漆守貯岐 穐休泰 卓祁休橘忘求 飼宜往 飲管密 卓祁責囚頬
穐貯寄快雁 凍宜 足圃蒔忘求 軍偶戴餌 岐笠.
飲却昧勘 孔育戴慰 州郁煮密飼管堰 飲 瑚琢泣飼管房 飼候煮密
密 《顧慕》堰 《慕椋座》望 苔峡貯戴烏 漫泰 唖僻唖三密 煮密煮時管望
漁槍擦尽群嵯 此嫡庫辞橿泳共 沫易戴快雁 歩望 呆峡慰殆笠. 倣怪欧
飼候煮密此嫡昧 漁槍寄慰殆快 《竺佼此嫡泣》, 《此嫡冴宮泣》, 《槍索
説具索煮密》共 江窮泰 孤幹蒔僕 此根漆漁管房 戴往脈 渥頬 飼候煮
密此嫡共 欠貯垢札戴慰 飲 軍偶密 孔亜捉座望 喉竺戴烏 漫泰庵忘求
卜宴寄舗殆笠. 雑曲求 《竺佼此嫡泣》飼管房 飼候煮密此嫡 笠冒昧 倣
快 晒 此嫡快 飼候煮密勘 此嫡煮密勘 吻灰 《竺佼此嫡》, 峻賞脈 文
固, 泳吋蒔丸恭堰 刑阪頬 返快 《庫辞岐 峡根此嫡》宜慰 戴快 泰掃
《竺佼此嫡》昧嵯勘 喉僑舎吻《飼鳳潔煮煮密硝州》脈 飼候煮密《擦時威
州硝州》亜 瑚腿返頬 飲丸求 殆餌 岐笠慰 梼五頬慰殆笠. 頬庵房 飲
管飼硝亜 《竺佼此嫡》亜 為 飼候煮密此嫡宜快庵望 飲丸求 僕竺戴慰
殆笠快庵望 佼舗煮慰殆笠.
糖泰 《槍索説具索煮密》快 竺佼困辺擦丸昧 飼候煮密密 券時飼
僕 困辺求幹泳吋頬 吋歳壇 者別管別 飼候煮密亜 鞄快 軍偶戴取 扮
慰 慕椋壇 質受戴餌 寄薫 僕猿蓬幹, 査虻蓬幹, 兆威蓬幹堰 渥房 《擦
潔蓬幹》忘求 此嫡共 蔚橘戴群 峡根此嫡亜 岐笠慰 梼五頬慰殆笠.
飲詰往 蔚僕煮密昧 烏藷泰 孤幹此嫡,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鳳
彊育歳戴快 殴房 峻賞此嫡僕 飼候煮密此嫡亜 種橿煮密昧 烏藷泰 僕
漁密 峡根此嫡,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舜渇餌 雑啄値煮快 晒究慰 査
手蒔僕 此嫡煮密此嫡昧求 頬痴戴快庵房 休此庫辞密 豊守卜冴 返快
呉掌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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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嫡煮密此嫡快 刑看 峻賞此嫡脈 胤候蒔忘求 育碁寄快 晒求蓬
漁沢密 此嫡頬笠. 此嫡煮密此嫡快 休此根 遵冒忘求 僕潔丸借頬 刑
看庵密 煮僕忘求 岐 亜時 査手蒔僕 此嫡頬笠.
胤求戴快 僕潔丸借頬 郁亜煮猿堰 散困冴橿密 煮僕忘求 寄舗
竺招蒔飼鳳脈 猿峡共 亜取慰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望 俄峡快
此嫡亜 此嫡煮密此嫡頬笠. 此嫡煮密此嫡密 哨啄房 此嫡蒔僕娃密 候
座昧 紘招寄快 包悪 殴慰 孤幹蒔僕 此嫡密 休此亜 締時往慰 飼煮蒔
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僕潔丸借密 倣狭 休此蒔暇椋頬 江求栽 雑啄
寄烏 擦歯泰 休此蒔此瑚頬菩笠.
僕潔丸借借鯖密 芳峡 札 此嫡煮密快 亜時 芳婿泰 此嫡煮密
頬笠.
此嫡煮密宜慰 戴舗 刑看 此嫡煮密亜 笠 渥房庵房 吻械笠. 座
伊昧 殆別嵯 渥房 此嫡煮密宜慰 戴舗勘 別盗 取勘此根昧 密戴舗 逮
勘寄快亜昧 凍宜 飲 芳婿座房 嵯求 笠僑餌 往整旺笠.
芳峡 札 此嫡煮密快 煮硝此根望 取勘此根忘求 戴快 煮硝密 此
嫡煮密, 僕潔丸借借鯖密 此嫡煮密求嵯 亜時 芳婿戴慰 孔族密 散凋
休望 取械慰殆笠.
休此蒔忘求 佼群 此嫡昧 丸戴舗嵯快 珂柾栽鳳飼此嫡亜 沢座寄
兜 慰丸擦烏 処替頬 庫散戴群嵯喉西 冴駆房 処替飼管昧 密戴舗 泣
密寄舗矛笠. 飲 堰竺昧 橿掃蒔頬烏快 戴取躯 亜招殆快 位値管勘 卜
喉 州烏寄菩笠. 飲詰往 具索煮密処替頬辞擦烏 此嫡昧 丸泰 峡値快
宴暇泣蒔繊憾峡共 吾別往取 恵戴菩笠.
鳳系此宴房 質受脈 此鳳, 系殊堰 密札昧 丸泰 瑚主呉蒔鳳系泣
密 椋峡共 此嫡散凋堰 此嫡休此昧 蒔胞戴舗 此嫡蒔質受亜 此嫡蒔密
札望 咽竺泰笠快 飼烏密 哨庫蒔祁州共 竺恭戴慰 飲昧 烏藷戴舗 此
嫡休此昧嵯 州烏寄快 刑看 畦州共 瑳祁腿忘求柏 《牟猿殺冴》瑳頬往
《此嫡泳弊》瑳堰 渥房 宴暇泣蒔頬薫 江堰替蒔僕 此嫡休此宴昧 整伊
望 煮慰 此嫡昧 丸泰 鳳系泣蒔位値共 丁恭戴快雁 頬呼取戴菩笠.
飲詰往 此嫡昧 丸泰 鳳系此宴密 峡値昧快 鯖借泰 州泰座頬
殆笠. 飲庵房 此欺頬 吻械宜 系殊威州蒔漆絢, 威州宴泳共 借鯖昧 菓
慰 此嫡共 慰竣泰庵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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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泣 鳳系此宴昧嵯勘 此嫡脈 休此密 哨庫式望 《啄雑蒔忘求 凋
幹戴快 僕娃》昧餌嵯 旬幣笠. 飲杵雁 舗烏嵯 駒戴快 僕娃房 《飲管密
散困密 系殊蒔 州 漆絢昧 密質》戴快 質受求嵯密 僕娃頬笠. 頬求喉
西 鳳系此宴房 此欺望 此嫡密 勧飼蒔僕 育座喉垢忘求, 煮僕忘求 佼
取 恵戴菩忘薫 此嫡共 此嫡蒔質受脈 此嫡蒔密札密 憾 喉垢忘求 亜
僑慰 此欺望 舗烏昧 値栽擦新兜庵頬笠. 具索亜 《散困宴泳快 飲 恕
硝求嵯 此嫡蒔宴泳, 此嫡宜慰 孔峡芳快庵望 沢座》泰笠慰 泰庵房 芳
圃招 扮笠.
鳳系此宴房 此嫡密 座伊堰 漁沢勘 散困冴橿昧 丸泰 栽鳳宴泳
脈 散困糊札望 借鯖昧 菓慰 育垢戴快 卜群座昧嵯 吾別往取 恵戴
菩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江求栽 此欺望 借鯖昧 菓慰 此嫡昧 丸泰
粍檎泰 値祁頬 煮別珠忘求柏 堰替蒔僕 此嫡休此宴庫辞昧嵯 着烏蒔
僕 辞兆頬 卜別往餌 寄菩忘薫 此嫡脈 休此共 庫辞擦尽烏 漫泰 僕潔
丸借密 卓祁責囚頬 蒔淫 勝幹寄餌 寄菩笠.

此嫡蒔受喉
此嫡蒔受喉快 此欺頬 循漆戴慰 峡胞戴快 系殊蒔 倦 竺殺蒔循
漆系密 恕硝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冴救 窺卜座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遺擦戴擦菩笠.
窺卜座
《此欺管望 若安慰 痴侯戴餌 戴快 系殊蒔 倦 竺殺蒔僕 刑看 受
喉管房 笠 芳峡密 抵牧返快 求幹昧 密値嵯躯 頬拒別殊冴 殆察
窺卜座辞種》
28猿, 127村取)
械笠.》(《窺卜座
窺卜座

此嫡蒔受喉快 此欺頬 散質戴慰 庫辞戴烏 漫戴舗 煮漫蚕泳共
僕札戴慰 蔚漆戴快 堰竺昧 躯管別取薫 此欺密 散凋堰 蓬祁蔚醇密
冴橿忘求 峡胞岐笠. 此嫡蒔受喉快 此嫡昧躯 殆忘薫 此嫡蒔受喉亜
返頬快 此欺管密 此嫡散凋頬 頬拒別殊冴 返笠. 此欺昧 密戴舗 循漆
寄薫 飲密 飼煮蒔頬慰 循漆蒔僕 散凋昧 頬呼取泰笠快雁 此嫡蒔受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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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慰鳳泰 雪趣頬 殆笠.
此嫡蒔受喉快 芳査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密 困系頬笠.
刑看 此嫡蒔受喉密 守識蒔僕 椋順房 此欺密 循漆蒔僕 求幹凋
幹頬笠. 此欺密 求幹凋幹昧 密戴舗 飼圃系密 育漆脈 沢泉, 烏改堰
歳座頬 蔚漆瑚沢寄舗 僕娃昧餌 侯桂滞冴 殆快 此嫡蒔受喉求 辞兆寄
餌 岐笠.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望 梼往嵯 飲 別盗 此嫡蒔受喉昧 丸戴舗嵯
勘 散唖滞冴 返笠.
此欺頬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滞冴 殆快庵房 此欺頬 飼煮座, 循漆
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宜快 此竺堰 宴及岐笠. 此欺房 蚕泳
密 煮僕忘求 墾仇快 飼煮蒔方育脈 飲庵望 雑啄滞冴 殆快 循漆蒔改
休望 亜手 質受僕庵忘求 戴舗 此嫡蒔受喉共 兄蒔密札蒔忘求 循漆戴
慰 庫辞擦唇往娃笠.
蚕泳昧嵯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快 質受快 此欺之頬笠. 系泣 飼
圃泳密 散祁系殊管頬 散質望 漫戴舗 嵯札漆絢望 矩及戴慰 峡胞戴快
庵望 旬吻倖冴 殆笠. 飲詰往 頬詰泰庵管房 阪冴 散系替蒔候改昧 烏
藷泰 憲兄蒔僕庵頬薫 飲 桂桜 《受喉》密 循漆痴漫快 偉晋 吻械笠.
倣守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躯頬 飼煮
蒔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泰 循漆蒔凋幹堰竺昧 兄蒔密札蒔忘求 此嫡蒔
受喉共 循漆泰笠.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房 橿偉堰 択休密 糊札忘求 手痴寄快 此嫡
蒔凋幹僕庵躯壬 此嫡蒔受喉快 慰恭岐 蔚僕密 循漆系頬 吻械宜 此嫡
蒔種橿密 循漆系, 此嫡蒔困系頬笠. 此欺房 蔚碁蒔忘求快 飼煮密札
堰 循漆蒔改休望 亜殊冴 返忘薫 凍宜嵯 此嫡蒔受喉勘 循漆滞冴
返笠. 此欺房 此嫡蒔種橿望 頬虚忘求柏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望
取械餌 寄薫 橿偉戴慰 択休戴舗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餌 岐笠. 飲峡
慰 査痴蚕丸亜 循漆戴慰 匠蒔泰 此嫡蒔受喉共 惜丸求 戴舗 飼烏密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望 鞄萌 華頬慰 佼笠 駆慰 谷侠泰 此嫡蒔受
喉共 循漆戴薫 飲庵望 竪丸管昧餌 系仇紗笠. 頬庵房 此嫡蒔受喉亜
処自壇 此嫡休此蒔困系頬宜快庵望 駒値紗笠.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房 飲密 候殊蒔歳座密 庫啄忘求嵯 飲 偉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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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僕 此嫡蒔受喉昧快 僕娃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頬 育
啄寄餌 岐笠. 飲丘烏徳畦昧 此嫡蒔受喉密 庫辞冴紗望 籍戴舗 葛丸
此欺管密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密 庫辞冴紗望 焚冴 殆快庵頬笠.
此嫡蒔受喉快 糖泰 此欺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昧 峡胞
寄快 亜招殆快 冴橿頬笠.
此嫡蒔受喉亜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密 困系頬宜快庵房 此欺昧 密
戴舗 躯管別手 循漆系卜孤頬 笠 此嫡蒔受喉求 岐笠快庵望 密欠戴快
庵房 吻械笠.
此嫡蒔受喉快 此欺密 循漆蒔凋幹密 困系卜之吻械宜 飲管密 飼
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昧 頬呼取戴快 亜招殆快庵頬笠. 此欺頬 此
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快庵房 飲飼硝昧 兄蒔頬 殆快庵頬 吻械宜 飼烏密
候座蒔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値嵯頬笠. 飲詰劇求 此欺密 循漆系頬群嵯
勘 此欺望 漫戴舗 侯桂戴快庵, 飲密 飼煮蒔僕 散凋根方育共 雑啄戴
快雁 隼刑殆快庵躯頬 此嫡蒔受喉求 岐笠.
江汲 此欺昧 密値 躯管別湿笠 戴鞄宜勘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昧 峡胞滞冴 返虻往 自堀共 煮快庵頬宜群 飲庵房 此嫡蒔受喉求
希冴 返笠. 孤幹蒔僕 此根畦貯快 飲庵頬 僕娃密 竺殺蒔凋幹密 困系
頬取躯 此欺管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篠靴慰 循漆蒔凋幹密 庫辞望
亜求苦快庵忘求 戴舗 此嫡蒔受喉求 希冴 返笠.
此嫡蒔受喉密 亜招共 咽竺戴快 醇勘快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
頬笠. 笠擦駒戴舗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密 雑啄昧 変矩往 頬呼取戴快
亜 戴快雁 密戴舗 此嫡蒔受喉快 嵯求 笠競 亜招共 亜手笠. 此欺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望 佼笠 華房 冴紗昧嵯 育啄戴慰
僕娃密 蓬祁蔚醇望 漫泰 責囚昧 蒔淫蒔忘求 頬呼取戴快庵卜冴汲 鞄
萌 亜招殆快庵忘求 岐笠. 別州欧昧快 此嫡蒔受喉求嵯密 亜招共 亜
湿笠 戴鞄宜勘 倣怪昧 脈嵯 鞄快 此欺管密 飼煮蒔方育密 雑啄堰 循
漆蒔凋幹密 庫辞昧嵯 隼刑亜 返別取群 飲庵房 此嫡蒔受喉求嵯密 亜
招共 朴餌 岐笠.
系泣 飼圃系亜蓬雁快 飲丸求 此欺昧餌 峡胞寄快庵勘 殆笠. 飲
詰往 僕娃密 求幹頬 亜値取取 扮房庵房 飼圃 飲飼硝頬取 此嫡蒔受
喉快 吻械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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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嫡蒔受喉快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泰 此欺密 凋幹堰 責囚
密 冴橿頬笠. 此嫡蒔受喉昧快 此欺密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頬 育
啄寄舗殆笠. 此嫡蒔受喉昧 此欺密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頬 育啄寄
舗殆笠快庵房 此嫡蒔受喉亜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改休望 孤
慕戴快 幹擦昧 卜竺泰 系殊蒔糟啄沢札望 亜取慰 鰻宴蒔忘求 質受
泰笠快庵頬笠. 此嫡蒔受喉昧 此欺密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頬 育啄
幾忘求柏 飲庵房 此嫡休此蒔忘求 匠蒔, 辞鰍寄慰 主丸, 蔚査寄群嵯
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戴烏 漫泰 此欺密 凋幹堰 責囚密 檀殆快 冴橿
忘求 峡胞寄餌 岐笠. 此嫡蒔受喉共 梼往嵯 此欺密 散質堰 庫辞昧
丸値 散唖滞冴 返笠.
頬脈 渥頬 此嫡蒔受喉快 此欺密 此嫡蒔僕 循漆蒔凋幹密 困系
求嵯 虻烏昧快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頬 育啄寄舗殆忘薫
飲杵庵忘求 戴舗 此欺管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昧 頬呼取
泰笠.
此嫡蒔受喉快 致吻怯冴返頬 笠芝笠僻戴取躯 人餌 系殊蒔受喉
脈 竺殺蒔受喉求 育垢滞冴 殆笠.
系殊蒔受喉快 此欺管密 系殊散凋密 方育共 奨疾擦尽快雁 侯桂
戴快 冴橿管密 恕硝頬笠.
系殊蒔受喉快 此欺管密 別盗 系殊蒔方育共 雑啄戴快 冴橿僕亜
昧 凍宜 散困冴橿堰 散凋冴橿忘求 育垢岐笠.
散困冴橿房 此欺管頬 飼圃望 蔚漆戴慰 系殊蒔喉共 循漆戴烏
漫戴舗 峡胞戴快 系殊蒔冴橿頬笠.
散困冴橿昧快 烏泳瑳江共 江窮泰 求幹勘育脈 散困胞絢系, 散
困胞惜取, 勘求, 循慰, 蓬戴, 蓬冴冴橿堰 渥房 散困望 佼時戴快 系
殊蒔漆絢管 飲峡慰 椋糾, 飼受亜 槍腿岐笠.
散困冴橿昧嵯 烏候房 求幹勘育頬笠. 求幹勘育快 飲飼硝亜 此
嫡密 系殊蒔受喉僕 幹擦昧 此嫡蒔受喉共 散困戴烏 漫泰 冴橿頬笠.
此欺管房 求幹勘育共 亜取慰 飼圃望 蔚漆腿忘求柏 求幹勘育飼硝共
蔚査戴慰 散凋冴橿望 循漆戴舗 飼殺密 散質望 鳳取戴慰 此嫡共 庫
辞擦唇往娃笠.
椋糾脈 飼受快 飲飼硝求嵯快 守識 此欺管密 系殊散凋昧 峡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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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取 恵戴薫 飼圃 飲飼硝脈 矩春亜取求 僕娃密 求幹丸根昧 歳泰笠.
飲詰往 飲庵房 此欺密 求幹昧 密値嵯 矩及岐庵頬宜快雁嵯 飼圃喉椋
堰 育碁寄薫 系殊蒔受喉求 岐笠.
散凋冴橿房 此欺管密 系殊散凋望 奨疾擦尽快雁 侯桂戴快 系殊
蒔逮峡送頬笠. 舗烏昧快 此欺管頬 睦慰 靴慰 噺慰 此快雁 峡胞寄快
刑看 栽江冴橿管頬 槍怨岐笠.
竺殺蒔受喉快 此欺管密 此根竺殺散凋密 方育共 奨疾擦尽快雁
侯桂戴快 冴橿管密 恕硝頬笠.
竺殺蒔受喉快 飲庵頬 此欺管密 別盗 竺殺蒔方育共 奨疾擦尽快
雁 侯桂戴快亜昧 凍宜嵯 査手蒔僕 此根堰 勘株, 堰替堰 畦替柾榊望
江窮泰 竺殺畦貯脈 飲庵望 匠蒔戴慰 佼吋戴快雁 峡胞寄快 冴橿管頬
歳泰笠.
竺殺蒔受喉昧嵯 亜時 借方泰 沢泉快 査手蒔僕 此嫡蒔此根
頬笠.
竺招蒔 倦 呉亨蒔此根堰 処替此根望 江窮泰 此嫡密 査手此根
房 此欺管密 此根竺殺散凋密 漫休泰 冴橿忘求, 此嫡休此庫辞望 勝
幹戴快 悦借泰 此嫡蒔受喉求 岐笠.
僕漁此根此庫辞密 亜時 華房 橿泳共 頬拒快 査手蒔僕 此根房
慕散孔軍密 煮硝此根頬笠. 煮硝此根房 飼煮擦丸密 方育脈 僕潔丸借
密 取逮望 竺丁壇 孤慕戴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此欺管頬 此根竺殺散凋
昧嵯 胤候蒔僕 辞兆望 頬拠戴慰 擦丸脈 休此庫辞望 檀殆餌 笠飲昌
冴 殆餌 戴快 亜時 漫休泰 桂烏頬薫 締返頬 悦借泰 竺殺蒔受喉
頬笠.
竺殺蒔受喉密 借方泰 沢泉密 戴往快 査手蒔僕 勘株頬笠.
卜孤蒔忘求 勘株房 沫蒔僕 穐方往 籍州昧 密値嵯亜 吻械宜 橘
鯖昧 密戴舗 飼唖蒔忘求 取唇取快 此嫡蒔痴幹咽午忘求嵯 此嫡密 衣
幹散凋望 佼時滞 此嫡蒔方育昧 密戴舗 庫散戴菩笠.
査手蒔僕 勘株密 亜時 華房 沢泉快 此嫡煮密勘株頬笠. 此嫡煮
密勘株房 休此蒔忘求 庫辞戴舗包 僕潔丸借密 勘株亜蓬雁嵯 刑看 苔
峡蒔僕庵望 泳撮戴慰 僕娃密 此嫡蒔候座昧 寓餌 庫辞擦訊 亜時 芳
婿泰 勘株頬笠. 飲杵庵忘求 戴舗 此嫡煮密勘株房 此欺管望 慰根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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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殺勘株蒔送座望 取灰 位偉泰 卓祁責此求 躯管薫 此嫡共 幹取蒔此
祇忘求 偉苔岐 亜時 竺密究慰 貯兄戴薫 橿苔岐 種橿忘求 庫辞擦唇
往亜快雁嵯 借方泰 鋪滞望 泰笠.
堰替房 鰻宴蚕泳密 候殊堰 飲 瑚貯庫辞密 苔呉掌座昧 宴泰 取
札密 硝泳求嵯 此嫡散凋堰 此嫡庫辞昧嵯 借方泰 鋪滞望 戴快 悦借
泰 竺殺蒔受喉頬笠.
此欺管房 堰替昧 密虻戴舗 飼圃堰 此嫡共 僕札戴慰 蔚漆値往
亜薫 飼殺望 鞄萌 檀殆快 質受求 尽霧往娃笠. 堰替密 借方座堰 密
密快 此嫡亜 庫辞腿昧 凍宜 鞄萌 吋歳壇 主丸岐笠.
査手蒔僕 畦替柾榊勘 竺殺蒔受喉密 借方泰 沢泉密 戴往頬笠.
畦替柾榊房 沢根望 籍戴舗 僕娃散凋望 飲仇貝快 此嫡蒔密札密
泰 沢泉頬薫 飲 沢根冴橿堰 冴呉昧 凍宜 栽瑳, 擦, 慕貯, 圃淫, 冒
噴, 桂胞, 遺柾, 嫡貯, 漆唖, 衣柾 莞忘求 哀宜手笠.
査手泳吋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手佼蒔僕 畦替柾榊房
僕娃散凋堰 此嫡庫辞昧嵯 借方泰 鋪滞望 泰笠. 畦替柾榊房 此嫡密
候殊堰 啄雑庫辞密 苔呉掌座, 散凋密 手峡共 欝頬 僕札擦尽慰 舜笠
蓬 僕娃散凋望 姶祁欝餌 佼舗遮忘求柏 此欺管求 戴舗韻 吻凶渇慰
慰根泰 散凋望 取逮戴慰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昧 淘庶往嵯勘汲 慰桂
勝幹泰笠. 飲峡慰 此欺管昧餌 慰根泰 姶竺堰 竺嵯共 尽霧煮慰 畦貯
蒔栽僻望 華舗煮薫 此嫡昧 絢辞泰 畦貯散凋烏霜望 丁恭戴餌 戴快
借方泰 冴橿忘求 岐笠.
此根堰 勘株, 堰替堰 畦替柾榊 渥房 竺殺蒔受喉密 舗詰 沢泉
管房 此欺密 竺殺散凋堰 宴及泰 此嫡蒔啄根頬慰 此欺管密 散凋堰
沫喉蚕泳共 孤慕戴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此嫡蒔密札密 借方泰 沢泉管
求 岐笠. 飲詰往 此嫡蒔密札堰 此嫡蒔受喉亜 綴 渥房庵房 吻械笠.
此嫡蒔密札昧快 僕娃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雁 頬呼取戴快 亜招殆快
庵之躯吻械宜 飲庵望 糊値戴快 孤幹蒔頬慰 鳳値求蓬庵勘 槍腿寄舗
殆忘薫 卜竺泰 系殊蒔糟啄沢札望 悪勝慰 鰻宴蒔忘求 質受戴快庵躯
頬 吻械宜 此欺密 沓峡歳昧 宴暇蒔沢札忘求 質受戴快庵勘 槍腿寄舗
殆笠.
竺殺蒔受喉昧快 此根堰 勘株, 堰替堰 畦替柾榊 渥房 竺殺畦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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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 腿溺 飲庵望 匠蒔戴慰 佼吋戴薫 庫辞擦尽快雁 峡胞寄快 冴橿管
勘 槍腿岐笠. 竺殺畦貯密 匠蒔堰 佼吋, 庫辞昧 峡胞寄快 冴橿管求
嵯快 沼頬往 噴烏, 宜取倣往 TV, 淫時頬往 慕貯宴 渥房庵望 管冴
殆笠. 頬詰泰庵管房 刑憾 此欺密 竺殺散凋堰 飲 庫辞昧 峡胞岐笠.
竺殺蒔受喉快 此欺管密 竺殺散凋望 畦貯散凋 糖快 此根畦貯散
凋頬宜慰 喉僑快庵遵却 畦貯蒔受喉 糖快 此根畦貯蒔受喉宜慰 糟啄
寄烏勘 泰笠. 畦貯蒔受喉宜快 糟啄房 竺殺蒔受喉密 州 沢泉管望 笠
槍怨戴快 仮房 密欠求 噺頬快 威芳脈 腿溺 此嫡蒔此根望 州沫泰 偲
房 密欠求勘 噺頬快 威芳亜 殆笠. 頬徳 此嫡蒔此根望 畦貯蒔受喉卜
孤堰 育碁戴舗 此根峡泣蒔受喉宜慰 泰笠. 飲峡慰 此根畦貯蒔受喉宜
快 糟啄房 此根峡泣蒔受喉脈 偲房 密欠昧嵯密 畦貯蒔受喉共 苔庶嵯
喉僑快 駒頬笠.
系殊蒔受喉脈 竺殺蒔受喉此頬密 威泳快 汐丸蒔僕庵頬 吻械笠.
雑曲求 絢匠系 渥房庵房 飲庵頬 活慰殆快 竺殺蒔貝胞堰 欠蒔亜招求
嵯 此欺管密 竺殺蒔方育共 奨疾擦尽快雁 頬呼取戴快 幹擦昧 系殊蒔
僕 育漆脈 烏改忘求嵯 此欺管密 系殊蒔方育共 奨疾擦尽快雁勘 侯桂
泰笠. 糖泰 査孤頬往 飼幹俊 渥房庵勘 此欺密 系殊散凋昧 侯桂戴快
威芳脈 腿溺 遺鵬望 兄蒔忘求 峡胞寄快 威芳勘 殆忘薫 堰替房 此嫡
密 散困休望 庫辞擦尽慰 系殊蒔受喉共 循漆戴快雁嵯 借方泰 鋪滞望
稼慰殆笠.
此嫡蒔受喉快 此欺頬 此嫡共 頬拒慰 庫辞擦唇往亜快雁嵯 返別
嵯快 墳希 足冴蒔僕 冴橿頬笠.
此嫡蒔受喉快 芳査 此欺密 散質堰 庫辞密 足冴蒔僕 冴橿頬笠.
此欺房 此嫡蒔受喉共 冴橿忘求 戴舗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
凋望 俄峡慰 庫辞擦唇往娃笠.
此欺房 札糾送, 庖 莞密 散凋足冴送望 江窮泰 系殊蒔受喉共 循
漆戴慰 逮鳳腿忘求柏 飼烏密 質受共 鳳取戴慰 庫辞擦唇往娃笠. 糖
泰 査手蒔僕 此嫡蒔此根望 江窮泰 竺殺蒔受喉共 峡胞戴舗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望 硝監戴慰 庫辞擦尽薫 系殊蒔受喉共 循漆
戴快 堰竺昧 此根蒔忘求 橿及寄慰 佼笠 晒求蓬 堰替取札堰 烏榊烏
改望 栽鳳戴慰 華舗往娃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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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嫡蒔受喉快 糖泰 此嫡蒔宴泳密 丁恭堰 蔚査密 借方泰 漆絢
堰 冴橿頬笠.
此欺房 此嫡蒔受喉共 券蔚求 戴舗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此嫡蒔
忘求 偉苔岐笠.
此欺管房 飼煮蒔僕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査手此根昧 烏
藷戴舗 戴往密 此嫡蒔種橿忘求 偉苔寄薫 系殊蒔受喉共 券蔚求 戴舗
散困宴泳共 江窮泰 頬詰自詰泰 此嫡蒔宴泳共 懸餌 岐笠. 此欺管此
頬密 橿偉堰 択休密 宴泳脈 丸恭堰 責囚密 宴泳快 刑憾 系殊蒔 倦
竺殺蒔受喉密 循漆脈 峡胞望 柑詰煤慰 頬拒別取快 此欺管此頬密 宴
泳頬笠.
此欺房 此嫡蒔受喉共 冴橿忘求 戴舗 此嫡蒔宴泳共 佼笠 苔峡
蒔忘求 蔚瑚擦唇往娃笠.
竺殺蒔受喉快 飲庵頬 活慰殆快 竺殺蒔貝胞望 籍戴舗 守識蒔忘
求 此欺管頬 飼烏密 遵取脈 峡値宴泳共 飼唖戴慰 殴慰 既淘別手 此
嫡宴泳共 蔚漆瑚卓戴烏 漫泰 卓祁責囚昧 淘庶往嵯勘汲 勝幹泰笠.
系殊蒔受喉勘 此嫡蔚漆密 系殊蒔漆絢堰 冴橿忘求 岐笠. 系泣
烏泳瑳江脈 渥房 求幹勘育快 守識蒔忘求快 飼圃蔚漆密 冴橿頬笠.
飲詰往 求幹勘育快 此欺管堰 偉苔寄舗 散困休望 頬虚忘求柏 此嫡宴
泳 雪壇 散困宴泳密 瑚貯庫辞昧 歯胞泰笠. 求幹勘育共 循漆戴慰 峡
胞戴薫 庫辞擦唇往亜快 堰竺昧 此嫡蒔択辺堰 垢辺, 此欺管此頬密
散困蒔及泳亜 丁丸寄慰 迂結戴舗取薫 晒求蓬 此嫡宴泳共 冴恭滞雁
丸泰 飼煮蒔方育共 州烏戴慰 卓祁休橘密 漆守蒔橿偉堰 偉歳望 頬拠
滞冴 殆快 系殊蒔漆絢頬 矩及寄餌 岐笠. 此欺管房 糖泰 矩及岐 系
殊烏榊蒔冴橿昧 密虻戴舗 殴房 此嫡宴泳共 既種別弁慰 晒求蓬 此嫡
宴泳共 冴恭戴薫 飲庵望 鳳取戴慰 衣慰庫辞擦唇往亜烏 漫泰 凋幹望
五仇往娃笠.
倣怪 州郁煮密密 此根蒔丸瑚飼管房 此嫡庫辞昧嵯 此嫡蒔受喉
亜 珂快 鋪滞昧 丸泰 孤幹蒔頬慰 江堰替蒔僕 凹瑚望 怪別菓慰
殆笠.
卜喉 喉僑舎吻此嫡替飼管房 此嫡蒔受喉密 借方泰 沢泉僕 堰替
烏榊密 飲 桂桜 《値勧蒔鋪滞》昧 丸戴舗 方技索客餌 梼管群嵯 飼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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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密亜 糠別貝慰殆快 威州衣帳堰 衣値脈 渥房 飼圃散泉兆威密 祖頴
密 沼牧望 堰替庫辞昧 辞亜擦尽慰殆笠. 糖泰 堰替堰 烏榊密 庫辞頬
刑看庵望 《烏育貯》戴慰 《僕娃飼吻座》, 《蔚座》望 眺済擦訊笠慰 戴群
嵯 《僕娃漫烏瑳》望 煮時戴慰殆笠.
此嫡蒔受喉快 飲庵頬 俄育昧餌 時噴寄舗 別祷餌 噺頬快亜 戴
快雁 凍宜 此嫡庫辞昧嵯 嵯求 笠競 慕逮望 欠招餌 岐笠. 飼候煮密
此嫡昧嵯 此欺管密 鵬硝脈 竺殺望 矩江擦尽快 唖芝 系殊竺殺蒔冴橿
管頬 午欺戴慰 散困休頬 庫辞滞冴汲 《喉北喉》, 《浩北浩》密 啄根頬
鞄萌 鯖値取餌 寄快庵房 此嫡蒔受喉亜 飼候亜泳吋昧餌 勧式寄舗殆
慰 飲管密 招喉脈 瑚泉蒔僕 朋偶密 冴橿忘求 峡胞寄慰殆烏徳畦頬笠.
飼候煮密此嫡密 漫烏快 飼候煮密州勘飼硝密 孔苔峡座, 江僕娃座忘
求喉西 藷況寄快庵頬取 偉晋 堰替望 江窮泰 此嫡蒔受喉密 庫辞昧
烏僕寄快庵房 吻械笠.
笠競 泰掃 卜喉 喉僑舎吻此嫡替飼管房 此嫡庫辞昧嵯 堰替烏榊
堰 散困勘育亜 珂快 鋪滞望 汐丸貯戴群嵯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 堰替烏
榊頬 慰勘求 庫辞戴慰 此嫡密 系殊蒔喉亜 桂泰壇 怪別往餌 幾忘求
柏 飼候煮密此嫡快 鞄萌 喉鳳値取慰 此嫡蒔浩允房 返別取餌 寄薫
飼候亜泳吋堰 胤求丸借此頬密 丸恭堰 刑阪頬 《弊貯》寄虻往 《値栽》
希冴 殆笠慰 梼管慰殆笠.
頬詰泰 位値 鋪擦 休此密 煮硝求嵯密 僕潔丸借密 鋪滞望 喉僕
戴慰 飼候煮密此嫡密 刑阪堰 飲 軍偶密 足圃座望 亜峡霧佼仇快 飼
候亜管密 事展昧 取往取 扮快笠.
此嫡蒔受喉密 循漆飼快 僕潔丸借頬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凋幹密 衣籍座忘求 偉苔岐
此嫡蒔種橿僕庵躯壬 此嫡密 刑看 系殊蒔 倦 竺殺蒔受喉管房 僕潔
丸借昧 密値嵯躯 循漆寄慰 庫辞滞冴 殆笠.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飼
圃頬 蔚漆寄慰 散困休頬 庫辞戴薫 系殊蒔喉亜 循漆岐笠. 竺殺蒔
受喉勘 僕潔丸借密 取逮堰 方育共 孤慕戴薫 飲管密 循漆蒔責囚昧
密戴舗 矩及岐笠. 僕潔丸借房 守識 竺殺蒔受喉共 循漆滞之吻械宜
査手蒔僕 此根亜, 芳冴泰 堰替飼, 受改殆快 畦替柾榊僕管望 紘哨
泰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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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嫡蒔受喉快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密
庫辞昧 凍宜 苔呉掌蒔忘求 庫辞泰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密 庫辞房 此嫡蒔受喉共 庫辞擦
尽快雁嵯 烏候方僕忘求 岐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
取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烏 漫泰 飼煮蒔方育共 州
烏戴慰 飲 雑啄望 漫泰 凋幹望 五峡餌 岐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 華望冴汲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烏 漫泰 責囚昧嵯 佼笠
華房 方育共 州烏戴慰 此嫡蒔求幹堰 卓祁責囚昧 蒔淫蒔忘求 舜亜戴
舗 鞄 華房 歩座堰 循密循庫座望 庫昼戴餌 寄薫 凍宜嵯 佼笠 亜招
殆快 系殊竺殺蒔受喉管頬 鞄 駆頬 循漆寄餌 岐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改休密 庫辞房 此嫡蒔受喉共 庫辞擦尽快雁
嵯 借方泰 活佼求 岐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改休頬 時座滞冴汲 此嫡
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庫辞擦尽快 凋幹頬 鞄萌 槽仮慰 欝頬殆餌 手痴
岐笠. 飲峡戴舗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庫辞擦唇往亜仇快 僕潔丸借
密 方育亜 佼笠 華房 冴紗昧嵯 雑啄寄餌 岐笠.
偉郁 此嫡蒔受喉密 庫辞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密 庫辞昧 凍宜 飲管密 飼煮蒔取逮堰 方育昧 寓快 方栽,
尚群管頬 佼質穐貯寄薫 飲昧 寓取 扮快 殴慰 喉竺蒔僕庵頬 曙困淫
侯寄慰 晒求蓬 育漆脈 烏改, 沢泉脈 座殊頬 佼奨寄群嵯 恕硝蒔忘求
此欺, 僕潔丸借頬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望 俄峡快雁 鞄 児 頬
呼取滞冴 殆勘汲 頬拒別手笠慰 駒滞冴 殆笠.
卜竺泰 休此蒔庫辞橿泳昧嵯 此嫡蒔受喉亜 殊橘蒔忘求 別祷餌
循漆寄慰 庫辞戴快亜 戴快庵房 値葛 此嫡昧嵯密 僕潔丸借密 飼煮密
札堰 循漆蒔改休密 庫辞冴紗堰 腿溺 飲 此嫡昧 冴恭岐 此嫡宴泳,
此嫡州勘密 座伊昧 密値嵯勘 咽州岐笠. 此嫡宴泳, 此嫡州勘快 此欺
管密 此嫡蒔偉苔糊札, 此嫡蒔凋幹殊嵯密 硝泳僕庵躯壬 飲庵房 此嫡
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庫辞擦尽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昧 慕逮
望 煮取 扮望冴 返笠.
峻賞此嫡昧嵯快 系殊蒔受喉亜 泰遮勘 恵寄快 峻賞泳吋密 瑚泉
蒔僕 散凋昧 生手寄慰 胤求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駒墾戴快 冴橿忘求
峡胞寄薫 僕潔丸借望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快雁 頬呼取戴快 竺殺蒔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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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密 循漆脈 佼吋此辺頬 淫壇 瞥州寄慰 峻賞泳吋密 泳吋蒔方育共
孤慕泰 孤幹蒔頬慰 喉族泰 此根畦貯亜 取紘戴快庵忘求 戴舗 此嫡蒔
受喉密 循漆此辺頬 辞此嫡蒔午漫昧嵯 桂竺喉座望 胴慰 飼圃庫散蒔
忘求 茨動餌 手痴岐笠.
頬脈快 孤丸求 僕潔丸借頬 郁亜煮猿堰 散困冴橿密 煮僕忘求
岐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頬 苔峡蒔忘求 漆守
手痴幾忘求柏 此嫡蒔受喉亜 飲管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昧 頬
呼取戴快 冴橿忘求嵯 泳着蒔忘求 循漆寄慰 抵牧返頬 華房 歳勘求
庫辞値往亜餌 岐笠.
取韻調取 処替此根昧嵯快 此嫡蒔受喉畦州共 此嫡休此宴密 借
方泰 蔚暇密 戴往求 州烏戴慰 峰餌 値祁戴取 恵戴菩笠.
具索煮密頬辞昧快 此嫡蒔受喉亜 処替蒔畦州求 州烏寄慰 泣密
寄取 恵戴菩笠.
慰丸脈 借蚕昧快 此嫡蒔受喉密 庫辞冴紗頬 黄慰 飲庵頬 僕娃
密 凋幹昧嵯 珂快 鋪滞頬 我昧 動頬餌 往整往取 扮幣忘薫 僕娃密
此鳳改休勘 笠芝笠僻泰 沢泉求 質受戴快 此嫡蒔受喉管望 卜孤貯滞
冴 殆快 竺勘昧 頬僑取 恵稚兜庵忘求 戴舗 此嫡蒔受喉畦州亜 州烏
寄取 恵戴菩笠.
胤丸昧 脈嵯 此嫡蒔受喉快 殺鍛喉僑舎吻取管密 峡北望 丸瑚泰
此根亜管昧 密戴舗 煮求 系殊蒔喉密 午漫昧嵯 慰竣寄慰 威州替蒔宴
式昧嵯 泣密寄菩笠.
芳峡 往宜密 雑替飼管堰 堀郁畦貯蓬幹亜管房 系殊蒔喉共 《受
貯》, 《郁喉》宜慰 糟啄戴群嵯 飲庵望 鳳胞泰 系絢忘求, 《此欺密 散
凋密 椋栽》求 佼幣忘薫 飲 椋順望 求幹 昧嵯 旬 忘 仇 慰 擦 勘 戴
菩笠.
鳳客密 借根煮密飼管房 往宜昧 匠蒔岐 巻堰 悦韻歳頬 受喉共
頬挙笠慰 佼幣忘薫 借荷煮密飼管房 受喉共 抵牧返頬 受散困寄快 散
困系密 淡凶密 沢泉求 佼幣笠.
喉僑舎吻慰辞竺招威州替飼管房 受喉共 此胞亜招求 糟啄寄快
求幹密 系殊蒔偉堰系求, 此嫡亜 栽鳳戴慰殆快 系殊蒔亜招系密 恕硝
求 娃煮戴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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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索煮密快 此嫡蒔受喉昧 丸泰 査痴泰 威州替蒔峡値密 州泰座
望 淫侯戴慰 此嫡蒔受喉畦州共 鳳系此宴昧 烏藷戴舗 処替蒔忘求 遵
冒 泣密戴菩笠.
査痴峡泣昧嵯快 此嫡蒔受喉共 此嫡蒔散困密 偉堰共 糟啄戴快
庵忘求 佼幣笠. 笠擦駒戴舗 求幹昧 密戴舗 循漆岐 系殊蒔亜招之吻
械宜 休此蒔忘求 頬拒別手 僕娃密 系殊蒔 倦 竺殺蒔方育脈 循漆蒔
改休密 庫辞竺勘, 散困休堰 堰替密 庫辞竺勘, 飼圃休昧 丸泰 僕娃
密 取紘竺勘 莞望 糟啄戴快庵忘求 佼幣笠.
具索煮密快 此嫡蒔受喉共 育硝蒔僕 此嫡蒔宴泳, 散困宴泳歳昧
嵯 慰竣戴群嵯 飲 椋順頬 求幹頬宜快雁 丸値嵯勘 堰替蒔忘求 値祁
戴菩笠.
飲詰往 査痴峡泣昧嵯快 此嫡蒔受喉共 此嫡密 借方泰 育座喉垢
密 戴往求 佼取 恵戴菩笠. 査痴峡泣昧嵯 此嫡蒔受喉畦州快 飼候煮
密此嫡威州育座泉脈 飲 休此蒔堰竺飼硝共 垢左戴烏 漫泰 戴往密 慰
峡求嵯 州烏寄菩忘薫 凍宜嵯 系殊蒔受喉快 惜丸昧, 竺殺蒔受喉快
根喉育漆昧 槍腿擦唇 凍求凍求 泣密戴取 扮望冴 返保笠.
査痴峡泣昧嵯快 糖泰 此嫡蒔受喉畦州共 飲 循漆飼頬薫 逮鳳飼
僕 此欺密 此嫡蒔候座昧 烏藷戴舗 値祁戴快雁求 往吻亜取 恵戴菩笠.
系泣 査痴慰辞亜管房 受喉快 僕娃頬 亜取慰殆快 循漆蒔受改密 糟啄
頬慰 系殊蒔冴方奨疾望 漫泰 散困堰竺昧 僕娃頬 循漆泰 循漆系頬薫
虻烏昧快 僕娃蒔候殊頬 《鰻宴貯》岐笠慰 戴菩笠. 飲詰往 査痴峡泣房
此欺望 此嫡蒔宴泳密 恕硝求 咽竺戴慰 僕娃凋幹昧嵯 系殊蒔散困堰
此嫡威州宴泳昧 偉竺蒔密密共 喉舗腿忘求柏 系殊威州蒔宴泳共 漫煮
求 此嫡蒔受喉畦州共 慰竣戴快雁求 往吻芦兜庵頬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嫡蒔受喉快 此嫡休此宴密 烏候蔚暇密 戴
往求, 此欺, 此嫡蒔宴泳脈 腿溺 此嫡密 借方育座喉垢忘求 慰竣寄餌
寄菩忘薫 此欺堰 飲 凋幹望 借鯖昧 菓慰 飲 雪座頬 堰替蒔忘求 値
祁寄餌 寄菩笠.
煮硝処替房 此嫡蒔受喉昧 丸泰 堰替蒔峡値共 丁恭腿忘求柏 僕
潔丸借頬 此嫡庫辞望 笠飲招慰 飼烏 蓬祁望 鞄 児 蔚醇値往哀冴 殆
快 漫休泰 此根峡泣蒔桂烏共 矩及戴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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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嫡蒔宴泳
此嫡蒔宴泳快 此嫡蒔種橿歳昧嵯 散凋戴快 此欺管此頬昧 懸別
取快 此嫡蒔殊嵯密 硝泳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嫡蒔種橿歳昧嵯 散凋戴快 此欺管此頬昧 懸別取快 此嫡蒔殊
嵯密 硝泳亜 呼求 此嫡宴泳頬薫 頬詰泰 此嫡蒔宴泳密 衣慰泰 硝泳
亜 此嫡州勘睦械笠.》
椋況 此嫡蒔宴泳宜快 駒房 飼圃蒔宴泳脈 育碁戴舗 噺僕笠. 飼
圃蒔宴泳亜 飼圃蒔質受管此頬昧 懸別取快 宴泳共 糟啄泰笠群 此嫡
蒔宴泳快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管此頬密 宴泳共 糟啄泰笠.
卜孤蒔忘求 幹系望 江窮泰 飼圃泳密 質受管房 飼圃兆威歳昧嵯
躯 質受戴薫 飼圃蒔宴泳股昧 懸取 恵泰笠. 頬脈快 鰍峡 此欺房 飼
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求嵯 飼圃堰 腿溺 此嫡共
飼烏密 散凋兆威, 散凋漆絢忘求 戴薫 此嫡蒔宴泳共 懸快笠. 此嫡蒔
宴泳快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求嵯 質受戴慰 庫辞戴烏 漫泰 足冴蒔僕
宴泳求嵯 此欺昧餌躯 慰鳳戴笠.
此嫡蒔宴泳快 此欺管望 此嫡蒔種橿忘求 偉苔擦尽快 此嫡蒔殊
嵯密 硝泳頬笠.
此嫡蒔種橿房 此欺管密 此嫡散凋橿漫頬薫 此欺管密 此嫡蒔偉
苔房 此嫡蒔種橿望 籍戴舗 頬拒別手笠. 此嫡昧嵯 此欺管房 卜竺泰
此嫡蒔種橿歳昧嵯 墾慰 凋幹戴薫 辞硝求嵯密 此嫡快 唖頬泰 此嫡蒔
種橿管頬 偉苔寄舗 頬拒別手笠.
飲杵雁 此欺管頬 此嫡蒔種橿忘求 偉苔寄烏 漫戴舗嵯快 種橿墳
昧 卜竺泰 此嫡蒔殊嵯亜 殆別平 泰笠. 此嫡蒔種橿房 駆房 此欺管頬
刑舗 頬拒別取薫 飲管頬 亜取快 方育脈 峡値宴泳勘 飲 貝胞堰 冴紗,
座伊昧嵯 嵯求 笠僑笠. 飲杵庵躯壬 卜竺泰 汐俊往 咽午昧 凍僑快
痴幹糊札, 此嫡蒔殊嵯昧 烏藷戴取 扮慰嵯快 此欺管此頬密 鳳烏蒔僕
及宴宴泳脈 此嫡蒔偉苔頬 頬拒別殊冴 返笠.
此嫡蒔宴泳快 呼求 此嫡蒔種橿歳昧嵯 此欺管此頬昧 懸別取快
此嫡蒔殊嵯密 硝泳頬笠. 此嫡蒔宴泳昧 密戴舗 唖頬泰 方育脈 峡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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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泳共 亜手 此欺管頬 嵯求 及宴望 懸慰 卜竺泰 殊嵯昧 凍宜 鳳烏
蒔忘求 偉苔寄舗 此嫡蒔種橿望 頬拒餌 寄薫 往吻亜嵯 僕漁此嫡共
育座戴餌 岐笠. 此嫡蒔宴泳昧 密戴舗 種橿望 頬拒快 蔚碁蒔此欺管
此頬密 琢根及宴宴泳亜 頬拒別殊之吻械宜 蔚碁蒔此欺管堰 種橿堰密
宴泳, 種橿堰 種橿堰密 宴泳勘 懸別手笠.
此嫡蒔宴泳亜 此欺管望 此嫡蒔種橿忘求 偉苔擦尽快庵房 飲庵
頬 此欺管密 散凋堰 凋幹望 咽州戴快 此嫡蒔殊嵯密 硝泳頬烏徳畦
頬笠.
此欺管密 凋幹房 券 此欺管頬 勝育戴快 兄蒔堰 紗江竺勘, 飲
亜 遵泰 育硝蒔僕 鰻宴蒔漆絢密 俊頬求 戴舗 嵯求 笠僑餌 手痴希冴
殆笠. 此嫡蒔種橿頬 鳳取寄烏 漫戴舗嵯快 種橿望 頬拒快 蔚碁蒔座
椋管密 凋幹頬 種橿密 質受脈 庫辞昧 寓餌 手痴寄舗平 戴薫 飲詰飼
群 種橿墳昧 此欺管密 凋幹望 咽州戴快 殊嵯亜 殆別平 泰笠.
此欺管密 凋幹頬 種橿密 質受脈 庫辞昧 寓餌 手痴寄勘汲 咽州
戴快 殊嵯快 笠凶吻灰 此嫡蒔宴泳頬笠. 此嫡蒔宴泳昧 密戴舗 此欺
管頬 州烏戴快 唖頬泰 方育脈 飲庵望 雑啄戴烏 漫泰 飲管密 凋幹頬
種橿密 質受脈 庫辞密 位取昧嵯 漆汐籍州寄餌 寄薫 飲求 戴舗 此欺
管密 種橿凋幹, 衣幹散凋頬 頬拒別取餌 岐笠. 雪壇 此嫡蒔宴泳密 衣
慰泰 硝泳僕 此嫡州勘快 此嫡散凋昧嵯密 此欺管密 取漫脈 鋪滞望
咽州腿忘求柏 此欺管密 散凋堰 凋幹昧 燭笠技 慕逮望 紗笠.
此嫡蒔宴泳快 此欺堰 此嫡蒔受喉共 偉苔擦訊笠. 此欺管房 卜
竺泰 此嫡蒔宴泳歳昧嵯躯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峡胞滞冴 殆笠.
椋況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峡胞戴快 此欺管密 凋幹房 此嫡蒔忘求,
種橿蒔忘求 手痴寄薫 凍宜嵯 此欺管望 偉苔擦尽慰 飲管密 凋幹望
咽州戴快 此嫡蒔宴泳共 梼往嵯 飲 別盗 此嫡蒔受喉密 循漆昧 丸値
嵯 散唖滞冴 返笠. 此嫡蒔受喉密 循漆脈 峡胞望 梼旺 阪冴泰 僕娃
宴泳技 殆望冴 返忘薫 此欺管房 卜竺泰 此嫡蒔宴泳昧 密戴舗 咽竺
岐 殊嵯昧 凍宜 此嫡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栽江, 峡胞戴群嵯 嵯求 及
宴望 懸慰 此嫡共 頬拒餌 岐笠.
此嫡蒔宴泳密 雪座房 此欺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懸別取快 兄蒔密札蒔僕 宴泳宜快雁 殆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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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嫡蒔宴泳快 此欺頬 懸快 宴泳頬笠. 此嫡蒔宴泳共 方育戴快
庵勘 此欺頬薫 飲庵望 懸快庵勘 此欺頬笠. 飲杵雁 此欺密 刑看 凋
幹房 兄蒔密札蒔僕庵躯壬 飲管頬 懸快 琢根宴泳勘 兄蒔密札座望 胴
取 扮望冴 返笠. 系泣 幹系泳昧嵯勘 蔚硝管密 質受脈 凋幹昧嵯 卜
竺泰 及泳亜 懸別取快庵望 倖冴 殆笠. 飲詰往 靴頬共 育戴虻往 漫
醍昧嵯 吾別往烏 漫泰 凋幹 莞昧嵯 往整往快 幹系管密 卜竺泰 《殊
嵯》往 《殺琢硝泳》 莞房 候改蒔僕庵忘求嵯 飲庵房 倣狭 烏娃昧 鮎招
快 飼圃蒔手貯密 困系頬薫 兄蒔密札座堰快 吻桂杵 僕圃勘 返笠.
頬脈快 鰍峡 此嫡蒔宴泳快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
嫡蒔質受僕 此欺頬 飼殺堰 煮漫蚕泳昧 丸泰 祖噴昧 烏藷戴舗 卜竺
泰 兄蒔望 貝蚕芳慰 飲庵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凋幹堰竺昧 懸快 宴泳
頬笠.
此欺房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値
煮幹蒔忘求, 兄蒔密札蒔忘求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此嫡蒔種橿忘求 偉
苔寄薫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頬 華吻取快雁 凍宜 飲庵望 抵牧返頬
蔚漆戴慰 庫辞擦唇往娃笠.
頬遵却 此欺密 煮幹蒔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懸別取快 兄蒔密
札蒔僕 宴泳宜快雁 候改蒔頬慰 憲兄蒔僕 飼圃蒔宴泳脈 胤候蒔忘
求 笠競 此嫡蒔宴泳密 慰鳳泰 雪座頬 殆笠.
此嫡蒔宴泳快 卜竺泰 苔呉掌座望 胴慰 庫辞泰笠.
此嫡蒔宴泳密 庫辞房 此欺密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密 庫辞冴
紗昧 寓餌 頬拒別手笠.
此嫡蒔宴泳密 煮僕房 此欺僕庵躯壬 飲庵房 飼烏密 散凋根方育
共 雑啄戴烏 漫泰 此欺管密 循漆蒔凋幹昧 密値 喉橿壇 庫辞戴薫 飲
冴紗堰 華頬快 此欺管密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密 庫辞竺勘昧 密値
咽竺岐笠.
此嫡蒔宴泳密 庫辞房 殴房 此嫡蒔宴泳共 晒求蓬 此嫡蒔宴泳求
遺硝滞雁 丸泰 此欺管密 方育亜 州烏寄快庵忘求喉西 擦歯岐笠. 此
嫡蒔宴泳共 蔚査滞雁 丸泰 此欺管密 方育共 孤慕泰 此根密札昧 密
戴舗 此嫡蒔宴泳蔚査密 兄糟脈 糊逮頬 瑳竺岐笠. 此欺管密 飼煮蒔
僕 此根密札密 冴紗頬 華望冴汲 此嫡蒔宴泳共 佼笠 苔峡蒔忘求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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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擦迅雁 丸泰 華房 冴紗密 兄糟亜 瑳竺寄餌 寄慰 飲 雑啄望 漫泰
責囚昧嵯 穐泰 密取休頬 庫昼寄餌 岐笠.
此嫡蒔宴泳共 蔚査滞雁 丸泰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快 飲管密 循
漆蒔改休昧 密戴舗 雑啄岐笠. 此嫡蒔宴泳密 瑚卓房 殴房 此嫡蒔宴
泳共 鳳取戴仇快 孤幹蚕休密 足此蒔僕 孤貸望 腫喉擦快 招吸泰 責
囚頬薫 別弓慰 侯慈泰 堀求脈 旺宴望 淫侯値往亜快 堰竺頬笠. 飲詰
劇求 晒求蓬 此嫡蒔宴泳共 丁恭戴飼群 孤幹蚕休望 徳仇喉擦慰 包悪
旺宴望 整蔚値往哀冴 殆快 循漆蒔改休頬 紗江寄舗殆別平 泰笠.
殴房 此嫡蒔宴泳共 査手蒔僕 此嫡蒔宴泳求 蔚漆戴快 責囚昧嵯
撮峡密 偉竺蒔方僕房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手 僕潔丸借密 橿偉岐
檀頬笠. 僕潔丸借密 卓祁蒔改休頬 華望冴汲 佼笠 華房 冴紗密 此嫡
蔚漆密 方育共 州烏戴餌 寄慰 飲 雑啄望 漫泰 責囚望 鞄萌鞄 檀殆
餌 五仇往亜餌 寄薫 飲峡戴舗 佼笠 査手蒔僕 此嫡蒔宴泳亜 蚕霧取
餌 岐笠.
頬庵房 此欺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頬 庫辞戴快雁
凍宜 此嫡蒔宴泳亜 喉橿壇 蔚査寄舗往亜薫 休此庫辞密 卜竺泰 擦烏
密 此嫡蒔宴泳密 座伊堰 貝胞, 庫辞冴紗房 葛擦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
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密 庫辞冴紗望 糟啄泰笠快庵望 駒値紗笠.
此嫡蒔宴泳快 橿偉堰 択休密 宴泳亜 鞄萌鞄 丁丸庫辞戴快 糊
逮忘求 庫辞泰笠.
橿偉堰 択休房 此欺管密 散質糊札頬笠.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房
嵯求 橿偉戴慰 択休腿忘求柏躯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
望 蔚醇値往哀冴 殆笠. 飲杵庵忘求 戴舗 橿偉堰 択休密 宴泳快 此
嫡蒔宴泳昧嵯 烏候蒔僕 宴泳求 岐笠.
橿偉堰 択休密 此嫡蒔宴泳快 抵牧返頬 庫辞粍座寄舗亜快 此嫡
蒔宴泳頬笠. 僕漁休此昧快 橿偉堰 択休密 此嫡蒔宴泳亜 返快 此嫡
快 返忘薫 糖 殆望冴勘 返保笠. 飲庵房 別壊 此嫡昧嵯往 胤求戴快
僕潔丸借頬 此嫡座椋密 文勘蒔笠冴共 頬拒慰殆忘薫 飲管頬 返頬快
此嫡密 質恭飼硝共 散唖滞冴 返烏徳畦頬笠. 胤求僕潔丸借房 別壊
此嫡昧嵯往 此嫡休此密 煮硝頬薫 僕潔丸借頬 殆快 泰 江汲 育硝蒔
僕 此嫡庫辞橿泳昧 凍宜 飲 冴紗堰 貝胞昧嵯快 卜竺泰 俊頬亜 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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躯 飲管此頬密 橿偉堰 択休密 此嫡蒔宴泳亜 殆餌 寄快庵房 足圃蒔
頬笠. 椋擦此嫡求喉西 此嫡煮密此嫡昧 頬僑烏調取密 僕漁此嫡庫辞
堰竺房 橿偉堰 択休密 此嫡蒔宴泳亜 休此庫辞密 辞烏娃昧 鮎庶 抵
牧返頬 丁丸寄慰 庫辞戴舗包 休此宜快庵望 佼舗煮慰殆笠.
橿偉堰 択休密 此嫡蒔宴泳快 此嫡煮密此嫡昧 脈嵯 此嫡宴泳密
烏候望 頬拒餌 寄薫 亜時 華房 威取昧 呆宜嵯餌 岐笠.
煮硝処替頬 弧断 此嫡蒔宴泳昧 丸泰 峡値快 此欺借鯖密 勧循
蒔頬薫 亜時 堰替蒔僕 峡値頬笠.
鳳系此宴昧嵯快 散困宴泳, 威州宴泳共 烏候忘求 戴舗 此嫡蒔
宴泳共 慰竣戴菩笠. 鳳系此宴昧 密戴群 此嫡蒔宴泳快 候殊昧 殆別
嵯 《散困宴泳密 恕硝》頬笠. 飲峡慰 《系殊蒔宴泳脈 頬雁呆求烏蒔宴
泳》求 往拡舗取薫 此欺密 1俊蒔兄蒔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凋幹昧嵯 懸
別取快 宴泳僕 系殊蒔宴泳, 散困宴泳昧 密値 此嫡密 《泳吋昧求密
垢貯, 取紘脈 芝歳密 宴泳, 郁亜, 竺招, 呉亨 莞莞勘 咽竺》岐笠. 頬
遵却 散困宴泳共 此嫡蒔宴泳密 煮寄快 貝胞忘求 候雁求喉西 鳳系此
宴昧嵯快 此嫡蒔宴泳密 庫辞密 偉竺蒔方僕勘 散困宴泳, 威州宴泳
庫辞密 系殊蒔烏藷僕 散困休密 庫辞昧 殆笠慰 僕竺戴菩笠.
鳳系此宴頬 弧断 頬詰泰 位値快 葛擦 此嫡蒔宴泳共 阪冴 竺殺
蒔宴泳求 佼虻往 糖快 飲庵望 啄雑蒔僕 宴泳宜慰 戴群嵯勘 飼圃蒔
頬薫 散系替蒔僕 宴泳求躯 佼群嵯 飼候煮密蒔此嫡宴泳, 此嫡州勘共
瑚琢戴慰 苔峡貯戴快雁 侯桂戴兜 包悪 孤幹蒔頬薫 江堰替蒔僕 峡泣
管望 整祖戴快雁嵯 燭笠技 衣鯛望 戴菩笠.
飲詰往 此嫡蒔宴泳昧 丸泰 鳳系此宴密 峡値快 候殊蒔僕 州泰
座望 亜取慰殆笠.
此嫡蒔宴泳密 煮僕, 活葛飼快 此欺僕庵躯壬 此欺堰 飲 凋幹望
借鯖昧 菓慰 慰竣滞 徳昧宜平 此嫡蒔宴泳昧 丸泰 峰呼競 峡値共 丁
恭滞冴 殆笠. 系泣 散困宴泳, 威州宴泳快 此嫡散凋昧嵯 烏藷共 頬
拒快 垢平僕 威州散凋昧嵯 懸別取快 此欺管此頬密 宴泳求嵯 頬舗
密 笠競 此嫡蒔宴泳管密 沢座堰 庫辞昧嵯 借方泰 歯胞望 泰笠. 飲
詰往 鳳系此宴昧嵯 此嫡蒔宴泳密 候殊蒔貝胞忘求 候 散困宴泳, 威
州蒔宴泳快 侯慈戴慰 笠僻泰 此嫡散凋堰竺昧嵯 懸別取快 此嫡蒔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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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密 泰 尚群卜凍凶頬笠. 此嫡蒔宴泳密 沢座庫辞密 偉竺蒔方僕房
此欺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頬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欺望 借鯖昧 菓慰 飲密 煮幹蒔歯胞堰 鋪
滞望 烏候忘求 戴舗 此嫡蒔宴泳昧 丸泰 勧循蒔僕 峡値共 丁恭腿忘
求柏 此嫡蒔宴泳昧 丸泰 粍檎泰 処替蒔値祁頬 煮別取餌 寄菩笠.

竺招散凋
竺招散凋房 卜竺泰 竺招漆守昧 密戴舗 咽竺岐 此嫡蒔猿峡共
痴此戴薫 密桂共 冴痴値往亜快 散凋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
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嫡蒔僕娃昧餌嵯 亜時 借方泰庵房 竺招散凋頬薫 竺招蒔散祁
窺竺卜査種》
10猿, 254村取)
頬笠.》(《窺竺卜
窺竺卜

竺招快 泳吋 糖快 此嫡衣幹密 峡北昧 寓餌 此欺管密 凋幹望
籍卜蒔忘求 漆守戴慰 取昼戴快 此嫡蒔烏改頬笠. 竺招昧 密戴舗 此
欺管密 此嫡衣幹散凋頬 頬拒別取薫 此嫡脈 種橿頬 鳳取寄慰 庫辞
岐笠. 竺招共 雑啄戴烏 漫泰 竺招凋幹, 竺招散凋望 籍戴舗 此欺管
密 此嫡竺招蒔散祁勘 鳳取寄慰 紅往餌 岐笠. 飲詰劇求 竺招散凋房
此嫡散凋昧嵯 亜時 借方泰 散凋求 岐笠.
此欺管密 散凋房 飲庵望 籍卜蒔忘求 漆守戴慰 取昼戴快 竺招
漆守昧 密戴舗 手痴岐笠. 竺招漆守昧 密戴舗 此欺管密 此嫡蒔猿峡
脈 密桂亜 咽竺寄慰 飲庵望 痴此戴慰 冴痴値往亜快 辞 堰竺頬 漆守
手痴岐笠. 竺招漆守昧快 郁亜脈 渥房 亜時 槍怨蒔僕 竺招漆守勘 殆
慰 此根堰 峡暇, 遵取共 江窮泰 舗詰亜取 衣籍座昧 烏藷戴舗 沢座
岐 此嫡竺招漆守管勘 殆笠.
頬求喉西 此嫡昧嵯 此欺管房 唖頬泰 座伊堰 漁沢密 竺招漆守
昧 偶宜寄舗 散凋戴餌 寄薫 値葛 竺招漆守昧 密戴舗 咽竺岐 此嫡蒔
猿峡共 痴此戴慰 牧桂共 冴痴値往亜餌 岐笠. 卜竺泰 竺招漆守昧 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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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寄舗 此嫡蒔猿峡共 痴此戴薫 密桂共 冴痴値往亜快 此欺管密 散凋
頬 呼求 竺招散凋頬笠.
竺招散凋昧快 郁亜竺猿望 籍泰 竺招散凋堰 竺葛, 橿硝共 籍戴
舗 手痴寄快 竺招散凋頬 殆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嫡昧嵯 此欺管房 竺猿望 籍戴舗 竺招散凋昧 舜亜滞之吻械
窺竺卜査種》
11猿,
宜 竺葛, 橿硝共 籍戴舗嵯勘 竺招散凋望 苔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57村取)

此欺管房 郁亜竺猿望 籍戴舗 竺招散凋望 手痴値往娃笠.
郁亜竺猿望 籍泰 竺招散凋房 郁亜竺猿頬 咽竺戴慰 活佼戴快
此嫡蒔猿峡共 痴此戴慰 密桂共 冴痴値往亜快 此嫡散凋頬笠.
郁亜快 此嫡昧 丸泰 竺招蒔取紘猿望 痴此戴快 槍怨蒔僕 竺招
漆守頬笠. 郁亜快 卜竺泰 救惜墳昧 此快 刑看 此嫡座椋管密 凋幹望
籍卜蒔忘求 漆守戴慰 取昼戴快 此嫡蒔烏改望 冴痴泰笠. 系泣 郁亜
亜 哨啄戴烏 頬辞昧勘 此欺管房 帆疾衣幹硝脈 渥房 椋擦此嫡漆守望
橿漫求 戴舗 散凋望 手痴戴菩笠. 飲詰往 椋擦蒔僕 此嫡漆守丸殺昧
槽休昧 烏藷泰 佼笠 槍怨蒔頬薫 辞畦蒔僕 竺招漆守忘求嵯密 郁亜亜
哨啄戴群嵯喉西 辞硝 此嫡座椋管密 竺招散凋房 郁亜竺猿望 籍戴舗
頬拒別取餌 寄菩笠. 郁亜竺猿望 籍泰 竺招散凋房 郁亜密 籍卜蒔僕
呉咽午堰 咽竺昧 烏藷戴舗 手痴岐笠. 呉房 郁亜密 竺招共 雑啄戴快
烏候冴橿頬笠. 呉咽午堰 咽竺昧快 此嫡密 刑看 座椋管頬 籍卜蒔忘
求 紗冴戴舗平 滞 此嫡蒔猿峡脈 密桂管頬 孤慕岐笠. 郁亜密 呉咽午
堰 咽竺管望 紗冴戴快 散凋望 籍戴舗 辞此嫡蒔午漫昧嵯密 郁亜竺招
散凋頬 頬拒別手笠.
郁亜竺猿望 籍泰 竺招散凋密 座伊堰 貝胞房 郁亜竺猿密 泳吋
蒔座伊昧 凍宜 胤候蒔忘求 鰍宜手笠. 峻賞泳吋頬 郁亜竺猿望 集慰
殆快 峻賞此嫡昧嵯 郁亜密 刑看 呉堰 咽竺房 峻賞泳吋密 方育脈 峡
北昧 寓餌 歯座寄慰 雑啄岐笠. 飲詰劇求 胤求僕潔丸借房 飼烏密 取
逮堰 方育亜 吻械宜 峻賞泳吋密 密此昧 凍宜 孤幹蒔頬薫 珂柾蒔僕
竺招散凋望 穐方葛泰笠.
飲詰往 僕潔丸借頬 郁亜竺猿密 煮僕忘求 岐 査手蒔僕 此嫡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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嵯快 僕潔丸借密 密此脈 方育昧 烏藷戴舗 刑看 呉堰 咽竺頬 州竺寄
慰 種痴岐笠. 飲詰劇求 僕潔蒔僕 郁亜竺猿戴昧嵯快 郁亜竺猿望 籍
泰 此欺管密 竺招散凋頬 此欺密 候座昧 寓快 飼煮蒔僕 竺招散凋求
岐笠.
此欺管房 郁亜竺猿堰 腿溺 竺葛, 橿硝管望 籍戴舗嵯勘 竺招散
凋望 手痴値往娃笠.
竺葛, 橿硝管望 籍泰 竺招散凋房 竺葛, 橿硝亜 咽竺泰 猿峡脈
密桂共 紗冴値往亜快 此嫡散凋頬笠.
此嫡庫辞密 卜竺泰 橿泳昧嵯 竺葛望 江窮泰 舗詰亜取 沢泉密
此嫡竺招漆守管頬 哨啄戴群嵯 此欺管密 竺招散凋房 竺葛, 橿硝共
籍戴舗嵯勘 手痴寄餌 寄菩笠. 此嫡昧嵯 此欺管房 嵯求 笠競 守辺昧
芝此戴快 種橿忘求勘 往俄別取薫 寡救碁, 座碁昧 凍宜嵯勘 育垢
岐笠. 雪壇 泳吋此嫡昧嵯 此欺管房 嵯求 笠競 泳吋堰 泳抄昧 歳戴
舗 墾薫 凋幹泰笠.
頬求喉西 此欺管房 此根堰 峡暇, 遵取脈 守辺, 寡救堰 座碁昧
凍僑快 舗詰亜取 衣籍座昧 烏藷戴舗 此嫡竺招漆守管望 貝倣慰 飲共
籍戴舗 竺招凋幹望 五仇往亜餌 寄菩笠.
頬 堰竺昧 卜竺泰 泳吋頬往 種橿密 竺招蒔方育共 雑啄戴快庵
望 兄蒔忘求 戴快 竺葛堰 此嫡竺招橿硝管頬 往倣餌 寄菩笠. 葛房
此根堰 峡暇密 衣籍座昧 烏藷戴舗 荊捷 此欺管密 竺招蒔漆守硝頬笠.
泳吋此嫡昧嵯 葛房 卜竺泰 泳吋頬往 種橿密 峡北望 丸糟泰笠. 舗詰
亜取 沢泉密 此嫡竺招橿硝管房 此根堰 峡暇密 衣籍座堰 腿溺 守辺
碁, 寡救碁, 座碁昧 凍僑快 卜竺泰 衣籍座昧 烏藷戴舗 漆守岐笠. 竺
葛望 江窮泰 此嫡竺招漆守管頬 哨啄戴群嵯 此欺管密 竺招凋幹, 竺
招散凋房 郁亜竺招散凋堰 腿溺 竺招漆守散凋望 槍怨戴餌 寄菩笠.
竺葛, 橿硝共 籍泰 竺招散凋房 竺葛, 橿硝密 穐救堰 咽弊昧 烏
藷戴舗 手痴岐笠. 竺葛, 橿硝管密 穐救堰 咽弊房 値葛 竺招漆守管
密 凋幹密 兄蒔堰 糊逮, 辞榊蒔椋掌管堰 凋幹紗掌管望 咽竺戴薫 舗
烏昧快 卜竺泰 泳吋頬往 種橿密 竺招蒔方育脈 峡北頬 孤慕岐笠. 此
欺管頬 飼烏亜 歳泰 竺葛, 橿硝密 穐救堰 咽弊昧 烏藷戴舗 漆守密
偉竺堰 取擦共 種痴値往亜快 堰竺望 籍戴舗 飲管密 竺招漆守散凋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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頬拒別手笠. 峻賞此嫡昧嵯 竺招蒔飼鳳脈 猿峡, 郁亜煮猿望 辞賞戴
烏 漫泰 舗詰亜取 沢泉密 竺招責囚堰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郁亜竺猿望
取尽慰 佼漫戴薫 宴峡蓬慕戴烏 漫泰 竺招凋幹管房 刑憾 竺葛, 橿硝
共 籍泰 竺招漆守散凋望 籍戴舗 手痴岐笠.
竺葛, 橿硝共 籍泰 竺招散凋密 手佼座堰 孤幹座房 此嫡竺招州
勘脈 値葛 竺葛, 橿硝密 取勘此根, 泳吋蒔取孤昧 密戴舗 汁芳岐笠.
査手蒔僕 此嫡竺招州勘戴昧嵯快 手佼蒔僕 竺葛, 橿硝管密 凋幹昧
足方泰 包悪 漆絢頬 佼時寄取躯 孤幹蒔僕 此嫡竺招州勘戴昧嵯快 手
佼蒔僕 竺招漆守管密 凋幹頬 瞥州寄慰 晴文葛戴快 孤群昧 孤幹蒔僕
竺招漆守管房 蒔淫 江琢漆時岐笠. 堰替蒔頬薫 卓祁蒔僕 取勘此根昧
烏藷泰 竺葛, 橿硝密 凋幹房 飲 座伊堰 兄蒔, 貝胞昧 殆別嵯 手佼
蒔頬薫 卓祁蒔僕庵忘求 寄餌 寄薫 江堰替蒔頬慰 孤幹蒔僕 此根昧
烏藷泰 竺葛, 橿硝快 此欺管望 飼烏密 候座蒔方育脈 別右往快 孤幹
蒔僕 竺招散凋昧求 頬挺別娃笠. 査手泳吋堰 泳抄, 胤求僕潔丸借密
峡北望 丸糟戴快 竺葛, 橿硝密 凋幹房 此嫡庫辞昧 喉苔寄快 手佼蒔
僕 竺招凋幹忘求 寄薫 孤幹蒔峻賞泳吋密 峡北望 丸糟戴快 竺葛, 橿
硝密 凋幹房 此嫡庫辞昧 鋪痴戴快 孤幹蒔僕 竺招凋幹忘求 岐笠.
舜笠蓬 竺招散凋房 此嫡煮密竺招散凋頬笠.
此嫡煮密竺招散凋房 芳査 刑看 此欺管頬 笠渥頬 郁亜脈 此嫡
密 煮僕忘求嵯密 竺招蒔飼煮猿望 取械慰 痴此戴快 舜笠蓬 竺招散凋
頬笠. 飼候亜泳吋頬 竺猿望 集慰殆快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快 汐丸笠冴
胤求僕潔丸借頬 藷佼蒔僕 潔煮煮密蒔飼鳳脈 散質猿矩自 鳳彊葛戴薫
孤幹蒔僕 竺招散凋望 穐方葛戴慰殆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此嫡密
刑看 座椋管頬 郁亜脈 此嫡密 煮僕忘求嵯 竺招蒔猿峡共 亜取慰 刑
看 煮猿痴此脈 郁亜宴峡, 此嫡竺招凋幹昧 飼鳳究餌 舜亜戴慰殆笠.
此嫡煮密竺招散凋房 糖泰 刑看 此欺管頬 笠 竺招漆守昧 偶宜
寄舗 卓祁蒔僕 漆守此根散凋望 戴群嵯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紅貝舗往
亜快 舜笠蓬 竺招漆守散凋頬笠.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快 飼候亜泳吋堰
孤幹籍招州勘昧 密戴舗 手佼蒔頬薫 卓祁蒔僕 漆守管頬 包悪 育歳望
葛戴慰 祖頴寄舗 此欺管頬 舜笠蓬 竺招漆守散凋望 滞冴 返餌 寄薫
蒔取 扮房 此欺管頬 孤幹蒔竺招漆守昧 挺仇管別 孤幹管密 峡胞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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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慰殆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俄育往 葛漆守堰 葛密 救勘共 己快 竺招
漆守管昧 偶宜寄舗 幹莞泰 猿峡脈 密桂共 取械慰 竺招漆守散凋望
戴群嵯 冴救密 卓祁此根堰 葛密 峰呼競 求査堰 竺沼望 竺招蒔散祁
密 橘札忘求 己吻墳忘薫 葛堰 郁亜密 竺沼雑啄昧 煮僕渇餌 舜亜戴
慰殆笠. 州郁煮密飼管堰 孤幹管房 種橿煮密昧 烏藷泰 此嫡煮密竺招
散凋望 矩招 飼鳳昧 丸泰 《育歳》僕庵遵却 代導慰殆笠. 飲詰往 此嫡
蒔僕娃密 舜笠蓬 飼鳳共 育歳戴慰 飲管密 飼煮蒔候座望 鳳彊戴快庵
房 飼候煮密此嫡密 孤幹蒔僕 竺招散凋頬笠.
竺招散凋房 此嫡散凋昧嵯 偉竺蒔密密共 亜取快 垢平頬笠.
竺招散凋房 此嫡散凋辞孤密 庫辞糊逮望 咽竺戴慰 飲 辞 堰竺
望 漆汐籍州泰笠. 郁亜竺猿望 時噴泰 泳吋 糖快 此嫡蒔種橿房 竺招
散凋望 籍戴舗 飼烏密 泳吋蒔方育脈 峡北昧 寓餌 威州散凋堰 此根
畦貯散凋密 糊逮望 咽竺戴慰 飲 手痴堰竺望 漆汐籍州泰笠. 頬求喉
西 竺招散凋昧 密戴舗 系殊蒔 倦 此根畦貯蒔喉密 循漆脈 佼吋, 逮
鳳堰竺頬 咽州寄餌 岐笠.
此嫡散凋昧嵯 偉竺蒔密密共 亜取快 竺招散凋房 此嫡蒔僕娃密
亜時 悦借泰 散凋頬笠.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昧餌 殆別嵯快 此嫡竺招蒔散祁頬 亜時 悦借
戴笠. 飲詰劇求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取械慰 紅貝頬烏 漫泰 竺招散凋
頬 此嫡散凋昧嵯 亜時 借方泰 散凋求 岐笠.
此欺管房 竺猿密 舜笠蓬 煮僕忘求 寄舗 郁亜宴峡昧 蒔淫蒔忘
求 舜亜戴慰 卜竺泰 此嫡竺招漆守昧 偶宜寄舗 竺招漆守散凋望 戴群
嵯 此嫡竺招蒔種橿密 泰 座椋忘求嵯 卓祁漫辺昧 刑看庵望 笠 呼昌
徳 舜忘求 此欺笠蓬 散凋望 俄峡餌 岐笠.
芳峡 僕潔房 僕潔竺猿密 煮僕忘求 寄舗 郁亜宴峡昧 煮僕渇餌
舜亜戴慰 葛望 江窮泰 竺招漆守昧 楢珠返頬 偶宜寄舗 漆守散凋望
戴慰殆笠. 芳峡 僕潔房 冴救密 憾峡昧 卜鯖橿偉寄舗 郁亜脈 此嫡共
漫泰 座索詰蓬 卓祁漫辺昧 鯛殺腿忘求柏 種橿密 穴冒堰 此祇歳昧嵯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紅貝頬慰殆笠. 頬庵頬 芳峡 僕潔頬 俄峡慰殆快
佼掃蒔僕 散凋頬薫 亜時 葵華慰 佼欺殆快 竺招散凋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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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竺招散凋昧 丸泰 粍檎泰 値祁頬 頬拒別珠
忘求柏 此欺管頬 竺招散凋昧 舜渇餌 舜亜滞冴 殆快 卓祁蒔頬薫 堰
替蒔僕 椋峡蒔烏藷亜 矩及寄餌 寄菩笠.

威州散凋
威州散凋房 此欺管頬 系殊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峡胞戴群嵯 系殊
蒔冴方共 奨疾擦唇往亜快 此嫡散凋垢平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欺管房 飼圃望 蔚漆戴烏 漫戴舗 抵牧返頬 責囚戴薫 飲 偉
堰昧 偏別手 散困系望 垢紘戴慰 遺兆戴薫 栽江泰笠. 頬詰泰 威州散
凋堰竺望 籍戴舗 此欺管房 飼烏管密 系殊蒔冴方共 奨疾擦唇往
娃笠.》
系殊蒔冴方快 僕娃密 庫辞堰 凋幹望 系殊蒔忘求 活佼値煮快
系殊蒔喉昧 丸泰 方育頬笠. 笠擦駒戴舗 鳳疾泰 系殊散凋望 俄峡群
嵯 鵬硝蒔忘求 絢穐戴餌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方育頬笠.
僕娃密 系殊蒔方育快 幹系卜孤密 鵬硝蒔散祁密 《方育》脈 胤候
蒔忘求 育碁岐笠. 幹系密 鵬硝蒔散祁密 《方育》快 飼圃昧 飲自 阪膨
腿忘求柏 飼烏密 散質望 鳳取戴仇快 《方育》頬取躯 此欺密 系殊蒔方
育快 飼圃昧 飲自 阪膨戴快庵頬 吻械宜 兄蒔密札蒔忘求 飼圃望 蔚
漆腿忘求柏 飼烏密 散質昧 足方泰 散凋飼糾管望 偏別貝快 堰竺昧
雑啄寄餌 寄快 方育頬笠.
飼圃昧快 此欺密 散質昧 足方泰 散凋冴橿管頬 虻密往 烏座密
沢泉求 煮別雫殆取 扮笠. 此欺房 飼圃頬 州衣戴快庵望 飲丸求 峡胞
戴快 威芳勘 殆取躯 散質昧 足方泰 散凋冴橿密 丸喉垢望 笠 飼烏飼
殺密 循漆蒔凋幹望 籍戴舗 着監泰笠. 此欺房 飼圃望 蔚漆戴舗 飼烏
昧餌 侯桂戴勘汲 腿忘求柏躯 鵬硝共 絢辞戴餌 佼質戴慰 庫辞擦唇往
哀冴 殆笠. 頬杵 式昧嵯 僕娃密 系殊蒔方育快 飼圃密 煮僕頬 寄仇
- 164 -

快 方育宜慰 駒滞冴 殆笠.
威州散凋房 散困, 垢紘, 遺兆, 栽江昧 頬僑快 此欺管密 凋幹
望 笠 槍怨泰笠.
此欺管頬 散質戴慰 庫辞戴仇群 足方泰 散凋飼糾, 系殊蒔受喉
共 亜雫平 戴薫 飲詰飼群 飲庵望 散困戴舗平 泰笠. 系殊蒔受喉密
椋順房 飼圃昧 殆忘薫 凍宜嵯 此欺房 飼圃望 蔚漆戴快 凋幹望 籍値
嵯躯 散凋飼糾共 矩及滞冴 殆笠.
散困房 飼圃望 竺侯戴烏 漫泰 此欺管密 責囚頬笠. 笠擦駒戴舗
散困房 飼圃望 丸根忘求 戴舗 此欺管密 散凋昧 足方泰 系殊蒔受喉
共 躯管別貝快 循漆蒔凋幹頬笠.
散困房 栽江共 兄蒔忘求 戴舗 手痴岐笠.
此欺管密 系殊蒔冴方亜 雑啄寄飼群 散困岐 散凋飼糾亜 此欺管
昧餌 垢紘寄慰 栽江寄舗平 泰笠.
栽江快 此欺管頬 系殊蒔受喉共 峡胞戴快 凋幹頬笠. 栽江快 散
困蒔栽江脈 江散困蒔栽江求 往拡舗手笠. 栽江快 垢紘脈 遺兆望 籍
戴舗 散困堰 及偉岐笠.
垢紘快 此欺管密 冴方共 奨疾擦尽烏 漫戴舗 散困岐 系殊蒔喉
共 往俄快 凋幹頬薫 遺兆房 垢紘脈 栽江共 及偉擦尽快 此嫡蒔受散
困密 泰 慰峡, 此欺管密 凋幹頬笠.
威州散凋房 頬遵却 此欺管頬 睦慰 靴慰 噺慰 此快雁 足方泰
散凋飼糾共 散困戴慰 垢紘戴薫 遺兆戴慰 栽江戴快 此嫡散凋頬笠.
系殊蒔受喉共 循漆戴快 求幹散凋堰 循漆岐 受喉共 栽江戴群嵯
墾吻往亜快 系殊散凋房 威州散凋密 烏候貝胞望 頬挙笠.
威州散凋房 芳査 系殊蒔喉共 散困戴快 循漆蒔求幹散凋頬笠.
此欺頬 墾薫 庫辞戴飼群 飲 桂遍佼笠勘 飲昧 足方泰 系殊蒔喉
共 循漆戴舗平 泰笠. 系殊蒔僕 散凋飼糾脈 冴橿頬 循漆寄舗平 飲庵
望 垢紘戴慰 遺兆戴薫 栽江戴快 散凋勘 頬拒別殊冴 殆笠. 系殊蒔喉
共 散困戴快 求幹散凋房 威州散凋密 暑 衣竺頬笠.
求幹散凋房 此欺管頬 飼烏密 循漆蒔檀忘求 飼圃望 竺侯戴舗
系殊蒔喉共 循漆戴快 凋幹頬笠. 此欺密 循漆蒔求幹凋幹密 丸根房
飼圃頬薫 飲庵望 蔚漆戴快 檀房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頬笠. 此欺房 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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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蒔改休忘求 抵牧返頬 晒求蓬 散困勘育共 循漆戴薫 飲庵望 冴橿忘
求 戴舗 飼圃望 喉橿壇 蔚漆値往娃笠. 循漆蒔改休堰 散困冴橿忘求
飼圃望 蔚漆戴舗 系殊蒔喉共 循漆戴快 凋幹頬 此欺管密 求幹散凋
頬笠.
威州散凋房 糖泰 循漆岐 系殊蒔喉共 栽江戴群嵯 墾吻往亜快
系殊散凋頬笠.
此欺管密 系殊蒔冴方共 奨疾擦尽飼群 求幹望 籍戴舗 系殊蒔喉
共 循漆滞之吻械宜 散困岐 此嫡蒔喉共 守識 栽江戴舗平 泰笠. 系殊
蒔喉共 散困戴快庵房 飲飼硝昧 兄蒔頬 殆快庵頬 吻械笠. 散困密 兄
蒔房 此欺管密 系殊蒔冴方共 奨疾擦尽快雁 殆笠. 系殊蒔喉密 垢紘
脈 栽江堰竺昧快 守識蒔僕 散困飼脈 腿溺 江散困飼共 江窮戴舗 此
嫡密 刑看 座椋管頬 舜亜戴餌 岐笠.
系殊散凋房 此欺管密 系殊蒔方育共 守識 雑啄値往亜快 散凋
頬笠.
系殊蒔喉密 栽江快 此欺密 散質堰 庫辞望 漫戴舗 往嵯快 借方
泰 方育頬笠. 此欺房 系殊蒔喉共 栽江戴取 扮慰嵯快 飼烏密 鵬硝蒔
散祁飼硝共 鳳取滞冴 返笠. 頬求喉西 此欺管房 系殊蒔喉密 苔峡蒔僕
垢紘脈 栽江, 飲 庫辞昧 此凋蒔僕 峡値宴泳共 亜取慰 舜亜泰笠.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昧 寓快 舜笠蓬 威州散凋房 此嫡煮密威州散
凋頬笠.
此嫡煮密威州散凋房 芳査 僕潔丸借頬 散困冴橿密 煮僕頬 寄舗
手痴戴快 舜笠蓬 飼煮蒔僕 求幹散凋頬笠. 求幹散凋密 座伊堰 手佼
座房 値葛 此嫡密 散困宴泳 雪壇 散困冴橿昧 丸泰 栽鳳宴泳昧 密戴
舗 咽州岐笠. 僕潔丸借密 候座蒔方育昧 寓快 飼煮蒔僕 求幹散凋房
胤求戴快 僕潔丸借頬 散困冴橿密 煮僕頬 寄舗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
昧 寓餌 手痴戴快 求幹散凋頬笠.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快 飼煮蒔僕 求
幹散凋頬 頬拒別殊冴 返笠. 飼候煮密蒔求幹散凋房 散困冴橿望 勧俊
取泰 飼候亜泳吋密 正朋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珂柾蒔求幹散
凋頬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求幹散凋房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躯 舜渇
餌 雑啄岐笠. 僕潔丸借房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躯 江求栽 散困冴橿密
煮僕, 散困堰竺密 煮僕密 取漫共 俊取戴慰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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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餌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求 飼圃望 蔚漆戴慰 系殊蒔喉共 循漆
泰笠.
此嫡煮密威州散凋房 糖泰 葛堰 郁亜亜 沼牧取慰 僕潔丸借昧餌
曹莞戴慰 鳳疾泰 系殊散凋望 佼時値煮快 舜笠蓬 威州散凋頬笠. 値
葛 此嫡密 系殊散凋密 座伊房 此嫡密 竺招, 威州州勘昧 密戴舗 咽
州岐笠. 系泣 系殊散凋密 咽刑脈 貝胞房 此嫡蒔散困密 庫辞昧 密質
岐笠. 飲詰往 循漆岐 系殊蒔喉亜 俄育昧餌 別祷餌 垢紘寄慰 栽江寄
快亜 戴快庵房 竺招, 威州州勘昧 密戴舗 咽州寄慰 活佼岐笠. 飼候
煮密此嫡昧嵯快 胤求僕潔丸借頬 舜笠蓬 系殊散凋望 俄峡取 恵泰笠.
飼候亜泳吋密 峻賞脈 菊棲頬 呉蒔忘求 咽州寄慰 猿休昧 密戴舗 佼
時寄慰殆快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快 僕潔丸借頬 飼烏密 求幹忘求 系殊
蒔喉共 循漆戴群嵯勘 曹莞戴慰 鳳疾泰 系殊散凋望 逮鳳滞冴 返笠.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快 散困堰 烏榊頬 庫辞戴慰 系殊蒔喉亜 吻桂峡 駆
頬 循漆寄舗勘 《喉北喉, 浩北浩》密 啄根頬 鞄萌 鯖貯岐笠. 鳳疾戴
慰 曹莞泰 系殊散凋昧 丸泰 此欺管密 方育快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躯
舜渇餌 雑啄岐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葛堰 郁亜密 僕潔蒔擦沼昧
密戴舗 刑看 胤求飼管頬 睦慰 靴慰 噺慰 此快雁 足方泰 包悪 漆絢
望 郁亜脈 此嫡求喉西 雑殊蒔忘求 佼時己忘薫 慰僑究慰 痴侯泰 散
凋望 俄峡餌 岐笠.
威州散凋房 此嫡散凋密 烏藷共 頬拒快 垢平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威 州 散 凋 房 此 嫡 散 凋 昧 嵯 烏 藷 共 頬 拒 快 垢 平 睦 械 笠 .》
(《窺
窺 竺卜査種》
11猿, 59村取)
竺卜

威州散凋房 芳査 此欺管密 散質堰 庫辞昧 足方泰 系殊蒔漆絢
望 矩及値紗笠.
此欺頬 墾吻往亜仇群 卜竺泰 散凋冴橿頬 殆別平 泰笠. 散凋冴
橿頬 返頬快 此欺頬 墾吻往哀冴 返慰 此嫡亜 鳳取希冴勘 返笠. 威
州散凋房 散凋冴橿望 散困戴慰 垢紘戴舗 栽江戴快 散凋求嵯 此欺管
頬 墾吻往亜快雁 足方泰 系殊蒔漆絢望 矩及値紗笠.
威州散凋房 此欺管頬 檀殆快 質受求 庫辞滞冴 殆勘汲 系殊蒔
忘求 活佼値紗笠. 此欺房 堰替堰 烏榊, 取札堰 威醍頬 活以雫殆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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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困勘育共 亜取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佼笠 漫休泰 檀忘求 蚕泳共 蔚
漆値往亜餌 寄薫 飲 堰竺昧 飼烏密 循漆蒔改休望 抵牧返頬 華舗往
亜餌 岐笠.
威州散凋房 糖泰 竺招散凋堰 畦貯散凋密 庫辞望 系殊蒔忘求
墳己晶泰笠.
威州快 竺招密 系殊蒔烏藷共 頬挙笠. 竺猿房 穐休泰 威州休頬
墳己晶寄舗平 此嫡昧 丸泰 竺招蒔取紘共 椋躯壇 雑啄滞冴 殆忘薫
丸沫宴泳昧嵯 飼煮座望 丁慰壇 位取滞冴 殆笠. 漫休泰 飼恭蒔潔疾
威州共 亜手 飼煮勧恭郁亜躯頬 郁州宴泳昧嵯 粍辞泰 飼煮猿堰 曹莞
猿望 痴此滞冴 殆忘薫 此嫡座椋管密 舜笠蓬 竺招散凋望 佼時滞冴
殆笠.
威州散凋房 畦貯散凋密 庫辞勘 佼時泰笠. 威州散凋頬 霜疾戴
舗平 遺鵬堰 堰替, 畦替堰 柾榊, 佼絢堰 硝鵬 莞 畦貯密 刑看 垢平
密 庫辞望 漫泰 系殊蒔冴橿管望 椋躯壇 佼時値者冴 殆忘薫 此欺管
頬 畦貯散凋昧 蒔淫 舜亜滞冴 殆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嫡散凋昧嵯 借方泰 垢平密 戴往僕 威州
散凋昧 丸泰 粍檎泰 値祁頬 頬拒別珠忘求柏 此欺管頬 威州散凋昧
舜渇餌 舜亜滞冴 殆快 仮房 卯頬 歩峡餌 寄菩笠.

此根畦貯散凋
此根畦貯散凋房 此欺管密 竺殺畦貯蒔方育共 奨疾擦唇往亜快
此嫡散凋垢平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欺管房 此根畦貯散凋望 籍戴舗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
蒔改休望 尽芳慰 笠僻泰 畦貯竺嵯蒔方育共 雑啄戴薫 慰根泰 竺殺勘
窺竺卜査種》
11猿, 65村取)
株蒔霜刑共 悪勝餌 忌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此欺房 飲自 睦慰 靴慰 噺慰 此快庵忘求 躯疾戴取 扮忘薫 抵
牧返頬 檀殆快 質受求 庫辞戴群嵯 散凋望 佼笠 吻凶渇慰 慰根戴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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畦祁戴餌 値往哀庵望 方育泰笠. 頬詰泰 方育快 晒求蓬 此根竺殺蒔
受喉共 循漆戴慰 飲庵望 逮鳳戴快 散凋望 籍戴舗 雑啄岐笠. 飲峡戴
舗 此嫡散凋昧快 竺招散凋, 威州散凋堰 腿溺 此根畦貯散凋頬 足冴
蒔僕 垢平求 槍怨寄餌 岐笠.
此根畦貯散凋房 此欺密 竺殺畦貯蒔方育共 雑啄値往亜快 散凋
頬宜快雁嵯 此嫡竺招蒔方育脈 系殊蒔冴方共 雑啄値往亜快 竺招散凋,
威州散凋堰 育碁寄薫 呼求 舗烏昧 飼烏密 慰鳳泰 雪趣頬 殆快庵
頬笠.
此根畦貯散凋房 芳査 晒求蓬 此根畦貯蒔受喉共 循漆値往亜快
散凋頬笠.
此欺管密 竺殺畦貯蒔方育亜 奨疾寄飼群 此根畦貯蒔受喉亜 殆
別平 泰笠. 飲詰往 此欺昧餌 足方泰 此根畦貯蒔受喉快 偉晋 自汐求
矩及寄取 扮快笠. 此欺管密 兄蒔密札蒔僕 循漆蒔責囚望 籍値嵯躯
晒求蓬 此根堰 畦貯亜 循漆岐笠. 泰掃 晒求蓬 此根堰 畦貯共 循漆
戴慰 逮鳳戴飼群 殴房 此根堰 畦貯共 淫侯戴舗平 泰笠. 此欺管密
竺殺畦貯散凋望 育歳戴快 殴慰 既淘別手 此根堰 畦貯快 自汐求 返
別取取 扮快笠. 雪壇 峻賞泳吋望 江窮泰 殴慰 孤幹蒔僕 蚕休昧 密
戴舗 抵牧返頬 漆歯寄慰 漁槍寄快 殴慰 孤幹蒔僕 此根堰 畦貯共 孤
丸紘伊戴快 鯖唖泰 責囚昧 烏藷戴舗嵯躯 査手蒔頬慰 卓祁蒔僕 此根
畦貯亜 循漆寄慰 逮鳳希冴 殆笠. 頬求喉西 此根畦貯垢平昧嵯 包悪
殴慰 既淘別手庵望 淫侯戴慰 晒求蓬 竺殺畦貯蒔受喉共 循漆値往亜
快 散凋頬 此根畦貯散凋密 借方泰 貝胞忘求 岐笠.
此根畦貯散凋房 糖泰 此欺管頬 循漆岐 此根畦貯蒔受喉共 逮鳳
戴群嵯 飼殺望 此根畦貯蒔忘求 庫辞擦唇往亜快 凋幹頬笠.
此欺管密 竺殺畦貯蒔方育快 此根畦貯蒔受喉共 逮鳳戴快 堰竺
望 籍戴舗 奨疾岐笠. 此根畦貯蒔受喉共 逮鳳戴快 堰竺望 籍戴舗 此
欺管頬 竺殺鵬硝蒔忘求 庫辞戴慰 笠僻泰 畦貯竺嵯蒔方育亜 雑啄
岐笠. 此根畦貯蒔受喉共 逮鳳戴群嵯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
休望 尽芳慰 笠僻泰 畦貯竺嵯蒔方育共 雑啄値往亜薫 慰根泰 竺殺勘
株蒔霜刑共 悪勝別往亜快 散凋房 此根畦貯散凋密 借方泰 貝胞望 頬
挙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望 尽霧 絢辞泰 此根竺殺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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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刑共 悪勝別往亜快 散凋房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桂時戴烏 漫泰
此根散凋堰 腿溺 僕漁密 手佼蒔僕 畦貯鳳困望 硝監戴慰 庫辞擦尽烏
漫泰 堰替遺鵬凋幹望 江窮戴舗 佼絢, 硝鵬凋幹, 畦替柾榊望 逮鳳戴
快 散凋 莞望 槍腿泰笠.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昧 寓快 此根畦貯散凋房 此嫡煮密此根畦貯
散凋頬笠.
此根畦貯散凋密 座伊堰 手佼座房 此嫡州勘密 座伊堰 庫辞冴紗
昧 密戴舗 汁芳岐笠. 孤幹蒔峻賞泳吋頬 刑看庵望 取紘戴快 峻賞此
嫡昧嵯快 此嫡密 此根畦貯散凋頬 取紘泳吋, 峻賞泳吋密 峡北昧 寓
餌 手痴岐笠. 飲詰往 僕潔丸借頬 刑看庵密 煮僕忘求 寄舗殆快 此嫡
煮密此嫡昧嵯快 刑看 此根畦貯散凋頬 飲 煮僕僕 僕潔丸借密 候座蒔
僕 取逮堰 方育昧 寓餌 頬拒別手笠.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快 僕潔丸借密 候座蒔方育昧 紘招寄快 孤幹
蒔僕 此根畦貯散凋頬 取紘泰笠. 州郁煮密飼管堰 飼候亜管昧餌快 飼
煮密札忘求 桂時寄慰 笠糊群蒔忘求 庫辞岐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僕
娃頬 足方泰庵頬 吻械宜 自管昧餌 阪芝戴群嵯 峡乏望 主札擦尽快
珂侯頬 足方戴笠. 頬求喉西 飼候亜泳吋房 胤求飼管密 此根畦貯蒔庫
辞望 自値戴快雁 冴橿堰 糊呉望 亜峡取 扮快笠. 飲峡戴舗 飼候煮密
此嫡昧快 包悪 孤幹蒔頬薫 孤僕潔蒔僕 此根堰 畦貯, 泊別楢手 喉僑
舎吻散凋僻札頬 抵牧返頬 漁槍寄慰殆笠. 飼候亜泳吋密 噴擬泰 査手
此根晴文, 孤幹此根煮睦沼幹堰 孤幹畦貯密 丸丸蒔僕 査辞堰 漁槍求
戴舗 此欺管房 唖芝 孤幹此根堰 欠殺, 銭村蒔僕 畦貯脈 勘株昧 槍
求岐 竺殺勘株蒔孔育飼求 辞戯寄慰殆笠.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快 此根
竺殺蒔忘求 庫辞戴仇快 僕潔丸借密 竺殺畦貯蒔方育亜 雑啄希冴
返笠.
竺殺畦貯蒔方育共 奨疾擦尽薫 此根竺殺蒔忘求 庫辞戴仇快 僕
潔丸借密 候座蒔方育快 此嫡煮密此根畦貯散凋昧 密戴舗 雑啄岐笠.
此嫡煮密此根畦貯散凋房 此欺密 飼煮蒔候座望 竺丁壇 育啄泰
此嫡煮密此根昧 烏藷泰 亜時 卓祁蒔僕 此根畦貯散凋頬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庫辞密 亜時 華房 橿泳僕 此嫡煮密此根昧 烏藷泰庵忘求 戴
舗 此嫡煮密此根畦貯散凋房 僕潔丸借密 竺殺畦貯蒔方育共 雑啄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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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 処自壇 侯桂戴快 亜時 卓祁蒔僕 此根畦貯散凋求 岐笠.
此嫡煮密此根畦貯散凋房 僕潔丸借頬 竺殺畦貯蒔受喉密 循漆飼
求 希之吻械宜 飲 逮鳳飼求 寄快 亜時 僕潔蒔僕 此根畦貯散凋頬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僕潔丸借房 飼烏密 取逮堰 方育昧 寓快 竺殺畦貯
蒔受喉共 循漆滞之吻械宜 飲庵望 矩冒痛 硝監戴慰 俄峡餌 岐笠.
此嫡煮密此根畦貯散凋房 葛堰 郁亜亜 沼牧取慰 佼時値煮快 亜
時 霜喉戴慰 絢辞泰 此根畦貯散凋頬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胤求僕
潔丸借密 此根畦貯散凋昧 足方泰 包悪 漆絢頬 葛堰 郁亜昧 密戴舗
佼時岐笠. 葛堰 郁亜密 峰呼競 救勘昧 密戴舗 僕潔丸借房 孤幹蒔僕
此根畦貯密 慕逮昧嵯 吾別往 此根畦貯散凋望 矩冒痛 俄峡餌 岐笠.
倣怪 芳峡 僕潔房 此根散凋望 籍戴舗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庫辞
密 亜時 華房 橿泳僕 慕散孔軍密 煮硝此根, 査磯此根忘求 絶絶壇
桂時腿忘求柏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華房 飼唖望 亜取慰 戴往
求 一餌 荊庶 包 此嫡密 煮硝此根貯共 座堰蒔忘求 雑啄値往亜慰殆笠.
之躯吻械宜 遺鵬, 佼絢望 江窮泰 亜時 芳婿泰 此嫡煮密畦貯州勘密
逐浅忘求 飼烏密 循漆蒔改休望 抵牧返頬 華舗往亜慰殆笠.
芳峡 往宜昧嵯快 畦替堰 柾榊, 佼絢, 硝鵬望 江窮泰 刑看 畦
貯亜 丸借貯, 散凋貯寄舗 辞硝 僕潔頬 俄育往 笠 査磯畦貯密 循漆
飼, 逮鳳飼求嵯 此嫡煮密畦貯共 庫辞擦尽快雁嵯 飼烏密 取逐脈 受
改望 凋毘 釣捉芳慰殆忘薫 霜喉戴慰 笠僻泰 畦貯竺嵯散凋望 矩冒痛
若烏慰殆笠. 芳峡 往宜昧嵯快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脈 渥頬 此欺管望
整戯擦尽慰 竺殺鵬硝蒔孔育飼求 躯甘快 族魚族株堰 此嫡噴頬 返笠.
倣怪 芳峡 僕潔管歳昧嵯快 嵯求 質借戴慰 択漆戴薫 烏蚤勘 鮭側勘
腿溺 往俄快 慰根泰 此嫡煮密勘株烏霜頬 佼掃貯寄慰殆忘薫 絢辞泰
此嫡煮密散凋僻札頬 包 此嫡共 丁慰壇 取紘戴慰殆笠.
此根畦貯散凋房 此嫡散凋昧嵯 借方泰 鋪滞望 泰笠.
此根畦貯散凋房 芳査 威州散凋, 竺招散凋望 活佼泰笠.
威州散凋頬往 竺招散凋房 笠渥頬 此欺密 凋幹僕庵躯壬 此欺頬
別祷餌 檀殆快 質受求 紗江寄快亜 戴快雁 凍宜 飲 庫辞頬 汁芳岐笠.
此根畦貯散凋望 籍戴舗 華房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望 亜雫平 僕潔
丸借頬 郁亜脈 此嫡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俊取戴慰 煮僕忘求嵯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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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滞望 笠滞冴 殆笠. 華房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望 悪升 檀殆快
質受求 紗江希 徳 此欺管房 求幹散凋昧 煮僕渇餌 舜亜戴舗 鞄 駆房
系殊蒔喉共 循漆値貝慰 鳳疾泰 系殊散凋望 俄峡餌 岐笠. 絢辞戴慰
卓祁蒔僕 此根畦貯散凋房 此欺管望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
休望 取灰 檀殆快 此嫡蒔質受求 尽霧 威州散凋, 竺招散凋望 鞄 児
滞冴 殆餌 泰笠.
此根畦貯散凋房 糖泰 煮硝座堰 潔疾座望 慰冴戴慰 育啄戴舗
潔疾密 侠座顧慕望 丁慰壇 活佼泰笠.
此根散凋望 籍戴舗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絶絶壇 桂時戴舗平
潔疾密 飼煮蒔庫辞望 亜求苦快 包悪 殴房 此根漆漁共 紘伊垢紫戴薫
潔疾隊桂煮密脈 沫蚕密質此根望 処自壇 淫侯戴慰 煮硝蒔恭時昧嵯
卓祁堰 絢瑳望 手痴滞冴 殆笠.
畦貯散凋望 籍戴舗 胤求飼管密 畦貯冴紗, 堰替烏榊冴紗望 畷
峡 華頬慰 烏榊飼, 辞畦亜管望 丸丸蒔忘求 尽霧貝平 飼烏密 檀堰
烏榊求 郁亜脈 此嫡共 宴峡蓬慕戴慰 威州共 畷峡 庫辞擦迅冴 殆忘
薫 潔疾蒔宇取脈 飼喉鯖望 華舗 潔疾州卜煮密竺殺望 華頬 庫昼戴餌
滞冴 殆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根畦貯散凋昧 丸泰 粍檎泰 処替蒔値祁頬
頬拒別取餌 幾忘求柏 此欺管頬 此根畦貯散凋昧 舜渇餌 舜亜滞冴 殆
快 堰替蒔惜丸亜 矩及寄餌 寄菩笠.

此嫡蒔蓬幹
此嫡蒔蓬幹房 蚕泳共 取紘戴薫 蔚漆値往亜快 此欺密 蓬幹忘求
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煮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嫡蒔蓬幹房 蚕泳共 取紘戴薫 蔚漆値往亜快 此欺密 蓬幹睦
窺竺卜査種》
14猿, 193村取)
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此嫡蒔蓬幹頬 蚕泳共 取紘戴薫 蔚漆値往亜快 此欺密 蓬幹頬宜
- 172 -

快庵房 憾亜取 貝胞望 活慰殆笠.
飲 戴往快 此嫡蒔蓬幹頬 此欺望 活葛飼求, 煮硝求 戴舗 手痴
寄快 蓬幹頬宜快庵頬笠.
飼圃密 蓬幹密 活葛飼快 飼圃蒔, 散系替蒔質受頬取躯 此嫡蒔
蓬幹密 活葛飼快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僕 此
欺頬笠. 此欺頬 活葛冴痴戴快 蓬幹頬宜快雁 此嫡蒔蓬幹密 慰鳳泰
雪座密 戴往亜 殆笠.
此嫡蒔蓬幹頬 僕娃望 活葛飼求 戴快 蓬幹頬宜快庵房 僕娃昧
密戴舗 卜別往慰 勝幹寄快 僕娃密 蓬幹頬宜快庵頬笠. 飲杵雁 此欺
房 笠競 系殊蒔質受脈 胤候蒔忘求 笠競 歳座僕 飼煮座, 循漆座, 密
札座望 候殊蒔歳座忘求 戴快 此嫡蒔質受頬笠. 飲杵庵躯壬 此欺房
橿阪壇 此嫡蒔蓬幹密 活葛飼亜 吻械宜 此嫡蒔蓬幹密 煮硝求 寄薫
此嫡蒔蓬幹房 煮硝昧 密戴舗 兄蒔密札蒔忘求, 煮幹蒔忘求 卜別往慰
勝幹寄薫 飲 偉堰亜 咽竺寄餌 岐笠.
此嫡蒔蓬幹頬 此欺密 蓬幹頬宜快庵房 偉晋 蔚碁蒔此欺管密 凋
幹頬往 飲庵管密 橿阪泰 芝苔頬宜快庵頬 吻械笠.
此嫡昧嵯 此欺房 俄育共 苦泣戴慰 卜竺泰 種橿昧 歳値殆忘薫
凍宜嵯 券 此欺管密 散凋根方育, 凋幹密 兄蒔房 飲亜 歳泰 此嫡蒔
種橿密 方育, 凋幹兄蒔忘求 往整往慰 券 此欺管密 循漆蒔改休, 檀
房 飲亜 歳泰 此嫡蒔種橿密 檀忘求 庫僻寄餌 岐笠. 此嫡蒔蓬幹房
呼求 頬詰泰 此嫡蒔種橿密 方育脈 循漆蒔改休昧 密戴舗 卜別往慰
勝幹寄快 種橿蒔, 此嫡蒔凋幹頬笠.
此嫡蒔蓬幹頬 活慰殆快 貝胞密 笠競 戴往快 飲庵頬 蚕泳共 取
紘戴薫 蔚漆値往亜快 蓬幹頬宜快庵頬笠.
取紘技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丸根望 此欺昧餌 侯桂擦
訊笠快庵頬薫 蔚漆技 此欺頬 循漆蒔凋幹望 籍戴舗 丸根望 苔兄蒔
蒔忘求 瑚貯擦訊笠快庵頬笠. 取紘脈 蔚漆快 此欺堰 蚕泳脈密 啄
雑蒔宴泳頬薫 此欺房 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戴群嵯 散質戴慰 庫辞
泰笠.
飼圃密 飲 別盗 系殊蒔質受勘 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戴取 恵
泰笠. 桂散祁硝快 駒滞庵勘 返慰 散祁硝僕 威芳昧勘 飲 蓬祁頬 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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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蒔兆威昧 別祷餌 阪膨戴快亜 戴快雁 鰍仇殆笠. 散系替蒔質受快
鰻宴蒔散凋兆威昧 密戴舗 飲 蓬祁頬 偉竺寄快 飼圃密 泰 喉垢頬宜
慰 倖冴 殆笠. 頬脈快 鰍峡 此欺房 鰻宴蚕泳共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蔚漆戴群嵯 飼烏 蓬祁望 飼硝密 檀忘求 蔚醇値往亜快 蚕泳密 鳳卜
泰 取紘飼, 蔚漆飼頬笠. 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値往亜快庵房 此欺
密 質受糊札頬薫 飲庵望 雑啄戴快 凋幹頬 笠凶吻灰 此嫡蒔蓬幹
頬笠.
此嫡蒔蓬幹房 此欺頬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丸根望 飼烏
昧餌 侯桂擦唇往亜快 堰竺頬薫 此欺頬 循漆蒔凋幹忘求 丸根望 苔兄
蒔蒔忘求 瑚貯擦尽快 堰竺頬笠.
蚕泳密 刑看庵房 此嫡蒔蓬幹望 籍戴舗 此欺昧餌 鳳峡戴慰 峡
究餌 蔚漆寄慰 取紘寄舗往娃笠.
此嫡蒔蓬幹房 此嫡蒔種橿卜孤頬 冴痴戴快 蓬幹頬 吻械宜 倣守
僕潔丸借頬 五峡快 蓬幹躯頬 希冴 殆笠.
僕潔丸借房 此嫡蒔僕娃密 候座僕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舜
渇餌 硝啄泰 此嫡蒔種橿頬笠.
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戴快 凋幹望 五峡快 種橿房 倣守 僕潔丸
借之頬薫 凍宜嵯 僕潔丸借頬 五峡快 蓬幹股密 飲 別盗 此嫡蒔種橿
密 蓬幹勘 此嫡蒔蓬幹忘求 希冴 返笠. 飲詰劇求 此嫡蒔蓬幹房 為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五別取快 蓬幹, 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戴快 僕潔
丸借密 蓬幹頬笠.
此嫡蒔蓬幹房 飼圃蔚漆, 此嫡蔚漆, 僕娃蔚漆共 烏候貝胞, 烏
候育座喉垢忘求 戴舗 五別手笠.
此嫡蒔蓬幹頬 飼圃蔚漆, 此嫡蔚漆, 僕娃蔚漆共 烏候貝胞忘求
戴舗 五別取餌 寄快庵房 此嫡蒔蓬幹頬 飼圃堰 此嫡, 僕娃望 丸根忘
求 戴舗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値往亜快 蓬幹頬宜快 此竺堰
宴及岐笠.
此嫡蒔蓬幹昧 丸泰 峡値昧嵯 此嫡庫辞堰密 宴泳共 峰呼求 僕
札戴快庵頬 借方戴笠.
此嫡蒔蓬幹房 此嫡庫辞堰 突冴返頬 及宴寄舗殆笠.
椋況 庫辞頬技 此系啄根密 根撮蒔僕 蓬幹瑚貯共 密欠泰笠. 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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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嵯 此嫡密 庫辞頬技 此嫡共 頬拒慰殆快 此欺堰 此嫡蒔受喉, 此嫡
蒔宴泳密 根撮蒔僕 蓬幹瑚貯宜慰 滞冴 殆笠. 笠擦駒戴舗 此嫡亜 庫
辞泰笠快庵房 此嫡密 煮僕僕 此欺頬 佼笠 檀殆快 質受求 飼宜往慰
此嫡蒔受喉亜 鞄 駆頬 怪別往薫 此嫡蒔宴泳亜 佼笠 苔峡蒔忘求 蔚
瑚寄舗往娃笠快庵頬笠.
笠競 泰掃 此嫡蒔蓬幹房 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値往亜快 僕娃
密 蓬幹忘求嵯 飼圃堰 此嫡脈 僕娃飼殺望 蔚漆密 丸根忘求 戴舗 飼
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値往亜快庵望 烏候貝胞忘求 戴慰殆笠.
飲杵雁 此嫡密 借方育座喉垢管僕 此欺堰 此嫡蒔受喉, 此嫡蒔
宴泳密 瑚貯庫辞房 呼求 飼圃蔚漆, 此嫡蔚漆, 僕娃蔚漆共 烏候貝胞
忘求 戴快 此嫡蒔蓬幹昧 密戴舗 頬拒別取薫 此嫡蒔蓬幹密 偉堰快
足圃蒔忘求 飲 丸根僕 飼圃堰 此嫡脈 僕娃飼殺密 瑚貯庫辞望 亜雫
倣餌 岐笠.
頬庵房 此嫡密 庫辞堰竺頬飼 飼圃堰 此嫡脈 飼烏飼殺望 蔚漆
戴烏 漫泰 此嫡蒔蓬幹堰竺頬薫 此嫡蒔蓬幹頬飼 此嫡密 育座喉垢管
僕 此欺堰 此嫡蒔受喉脈 此嫡蒔宴泳密 瑚貯庫辞頬 頬拒別取快 堰竺
頬宜快庵望 駒値紗笠.
頬脈 渥頬 此嫡蒔蓬幹頬往 此嫡庫辞房 笠 僕娃密 凋幹堰 飲昧
密泰 此嫡密 育座喉垢管密 瑚貯庫辞望 烏候貝胞忘求 戴慰殆笠.
笠躯 此嫡庫辞頬宜快 蔚暇頬 煮求 此嫡密 育座喉垢管密 瑚貯
庫辞望 漫煮求 戴舗 此嫡密 蓬幹瑚貯庫辞望 糟啄戴慰殆笠群 此嫡蒔
蓬幹頬宜快 蔚暇房 煮求 此欺密 凋幹望 漫煮求 戴舗 此嫡密 蓬幹瑚
貯庫辞望 糟啄戴慰殆快雁嵯 育碁希之頬笠.
頬杵雁求喉西 此嫡庫辞頬宜快 蔚暇望 偲房 密欠昧嵯 此嫡密
育座喉垢管密 瑚貯庫辞望 暇憾昧 憾慰 噺快 威芳亜 殆忘薫 此嫡蒔
蓬幹頬宜快 蔚暇望 此嫡密 育座喉垢管望 瑚貯庫辞擦尽快 僕娃密 凋
幹望 暇憾昧 憾慰 噺快 威芳亜 殆餌 岐笠.
此嫡蒔蓬幹房 飼烏密 慰鳳泰 雪座望 亜取慰殆笠.
系泣 此欺頬 鰻宴蒔僕 系殊蚕泳昧嵯 墾薫 此嫡亜 飼圃堰 孔亜
垢峡蒔忘求 及偉寄舗殆快庵躯壬 此嫡蒔蓬幹勘 系殊蒔蓬幹頬宜快雁
嵯 飼圃密 蓬幹堰 衣籍座望 亜取慰殆笠. 飲詰往 此嫡蒔蓬幹房 飼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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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蓬幹堰 鰍峡 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値往亜快 此欺密 蓬幹僕庵躯
壬 飲昧 慰鳳泰 雪座頬 殆餌 岐笠.
此嫡蒔蓬幹密 慰鳳泰 雪座房 泰矩観求 駒戴舗 飲 煮硝僕 僕潔
丸借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僕 蓬幹頬宜快雁 殆笠.
此 嫡 蒔 蓬 幹 房 芳 査 僕 潔 丸 借 頬 煮 硝亜 寄 舗 五 峡 快 蓬 幹
頬笠. 笠擦駒戴舗 飲 煮硝僕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庫散庫辞戴快 蓬幹頬笠.
頬庵房 活葛飼密 位取昧嵯 弧断 此嫡蒔蓬幹密 慰鳳泰 雪座
頬笠.
飼圃密 蓬幹堰快 鰍峡 此嫡蒔蓬幹房 飼圃庫散蒔忘求 頬拒別取
快庵頬 吻械宜 煮硝僕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庫散庫辞泰笠.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庫散庫辞泰笠快庵房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取逮堰
方育昧 密戴舗 卜別往慰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改休昧 密戴舗 勝幹岐笠
快庵頬笠. 吻桂峡 庫辞岐 系殊蒔冴橿頬往 漆絢勘 飲庵房 此欺昧 密
戴舗 矩及寄慰 此欺昧 密戴舗 峡胞寄舗平躯 此嫡蒔蓬幹昧 歯胞戴慰
慕逮望 欠昌冴 殆笠.
此嫡蒔蓬幹密 座堰舗喉快 僕潔丸借頬 飼硝密 桂允桂手泰 檀望
変矩往 華頬 庫昼戴快亜 戴快雁 辞蒔忘求 鰍仇殆笠.
頬遵却 此嫡蒔蓬幹望 煮幹蒔忘求, 改幹蒔忘求 卜忘尽慰 梼結
慰往亜快 活葛飼, 偉竺蒔方僕僕 僕潔丸借望 煮硝求 戴快 蓬幹頬宜
快雁 此嫡蒔蓬幹密 慰鳳泰 雪座頬 殆笠.
此嫡蒔蓬幹房 糖泰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蓬幹頬笠.
頬庵房 此嫡蒔蓬幹密 胤候糊逮堰 兄蒔密 位取昧嵯 慰竣泰 此
嫡蒔蓬幹密 雪座頬笠.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蓬幹頬宜快庵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頬宜快庵望 駒泰笠. 笠擦駒戴舗 此嫡
蒔蓬幹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頬 雑啄寄快 糊逮忘求, 僕潔丸借密 飼
煮座望 雑啄戴快庵望 胤候兄蒔忘求 戴舗 五別取快 蓬幹頬宜快庵
頬笠.
此欺昧餌 殆別嵯 飼煮座房 散祁頬笠. 此欺頬 飼煮座望 朴慰 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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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餌 柾歳寄舗殆忘群 此嫡蒔質受求嵯快 社房 形頬往 笠共呼 返笠.
徳畦昧 此欺房 飼煮座望 飲 桂遍佼笠勘 悦借壇 舗烏薫 飼烏密 飼煮
蒔候座忘求喉西 飲 別盗 柾歳堰 育歳勘 隊胞戴取 扮忘薫 飼烏密 飼
煮座望 晶値葛戴快庵望 胞襖戴取 扮慰 飲 雑啄望 漫戴舗 責囚泰笠.
呼求 僕潔丸借密 頬詰泰 責囚昧 密戴舗 此嫡蒔蓬幹房 僕潔丸借飼殺
密 飼煮座頬 雑啄寄快 糊逮忘求 庫辞戴餌 岐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
望 漫泰 責囚昧 密戴舗 飲管密 飼煮蒔方育亜 雑啄寄舗往亜快 蓬幹
頬 笠凶吻灰 此嫡蒔蓬幹僕庵頬笠.
此嫡蒔蓬幹房 糖泰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蓬幹頬笠.
頬庵房 此嫡蒔蓬幹密 手痴糊札, 堰竺根雪座密 位取昧嵯 慰竣
泰 此嫡蒔蓬幹密 雪座頬笠.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蓬幹頬宜快庵房 頬 蓬幹頬 兄
蒔密札蒔忘求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慰 晒庵望 循漆戴快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昧 密戴舗 辞手戴快 蓬幹頬宜快庵頬笠.
散凋根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泰 此欺管密 凋幹房 循漆蒔僕 座伊
望 道笠.
此欺房 飼烏共 柑詰煤慰殆快 飼圃堰 飼烏亜 墾慰殆快 此嫡共
蔚漆戴快 凋幹望 籍戴舗 晒求蓬 系殊畦貯蒔受喉共 躯管薫 晒 州勘,
晒 散凋望 循漆腿忘求柏 飼煮蒔僕 方育共 雑啄値往娃笠. 殴房庵頬
曙困寄慰 晒庵頬 循漆寄快庵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雑啄望 胤候兄蒔
忘求 戴快 此嫡蒔蓬幹密 慰鳳泰 手痴糊札頬笠.
飼圃昧嵯勘 殴房庵堰 晒庵密 遺硝亜 手痴寄取躯 飲庵房 兄蒔
密札蒔僕 蔚漆堰竺頬 吻械笠. 此嫡蒔蓬幹昧快 飼圃密 蓬幹堰 鰍峡
飼烏密 飼煮座雑啄望 育歳戴快 殴房庵望 返堀慰 飼煮座雑啄昧 頬呼
取戴快 晒庵望 循漆戴舗 峡胞戴快 煮硝亜 殆忘薫 頬求喉西 煮硝昧
密戴舗 殴房庵望 返堀慰 晒庵望 躯甘快 兄蒔密札蒔僕 遺硝堰竺頬
頬拒別取餌 岐笠.
頬遵却 此嫡蒔蓬幹房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昧 密戴舗 飲管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殴房庵頬 瑚卓寄慰 晒庵頬 兄蒔密札蒔忘求 循漆
寄快 蔚漆堰竺頬薫 呼求 舗烏昧 飼圃昧快 返快 此嫡蒔蓬幹昧躯 慰
鳳泰 雪座頬 殆快庵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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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嫡蒔蓬幹房 糖泰 僕潔丸借密 密札蒔僕 蓬幹頬笠.
頬庵房 此嫡蒔蓬幹昧嵯 偉竺蒔僕 鋪滞望 戴快 方僕密 位取昧
嵯 慰竣泰 此嫡蒔蓬幹密 雪座頬笠.
刑看 此嫡蒔蓬幹房 密札蒔僕 蓬幹頬笠. 兄蒔密札蒔忘求 手痴
岐笠快雁 飼圃密 蓬幹堰 育碁寄快 此嫡蒔蓬幹密 雪座頬 殆笠.
此嫡蒔蓬幹頬 兄蒔密札蒔忘求 五別手笠快庵房 卜竺泰 兄蒔望
亜取慰 飲昧 寓快 冴橿堰 糊呉望 密札蒔忘求 査浅峡胞戴薫 喉樫招
快 竺帳昧 丸遵戴群嵯 蚕蓬 兄蒔望 締調取 雑啄値往亜快雁嵯 糟啄
岐笠.
此嫡蒔蓬幹頬 兄蒔密札蒔忘求 手痴寄餌 寄快庵房 此嫡蒔蓬幹
密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刑看 凋幹頬 密札, 此根密札昧 密戴舗
咽州寄慰 漆汐籍州寄快庵堰 宴及岐笠.
此欺密 凋幹昧 慕逮望 欠招快 方僕管亜蓬雁嵯 此根密札房 偉
竺蒔僕 歯胞望 泰笠.
此欺管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此根密札昧 密戴舗 此欺
管密 痴幹兄蒔頬 咽竺寄薫 蚕泳共 蔚漆戴烏 漫泰 此欺管密 凋幹頬
勝幹岐笠. 此根密札房 此欺管頬 庫昼戴快 責囚休堰 密取勘 咽州
泰笠.
此欺管頬 卓祁責囚昧嵯 別壊 泳吋密 掃昧 嵯嵯 煤芳薫 密取脈
責囚休望 変矩往 庫昼戴快亜 戴快庵房 飲管頬 別盗 此根密札望 亜
取慰殆快亜 戴快雁 密戴舗 咽竺岐笠.
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値往亜快 此欺管密 凋幹房 笠凶吻灰 飲
管密 密札座密 庫啄頬薫 飼圃堰 此嫡共 瑚卓戴快 責囚昧嵯 珂快 此
欺密 鋪滞房 偉郁 此根密札密 鋪滞僕庵頬笠.
頬遵却 此嫡蒔蓬幹房 飲 煮硝僕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歯胞堰 鋪
滞昧 密戴舗 庫散庫辞戴薫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望 籍戴舗 飲管密
飼煮座頬 雑啄寄快 糊逮忘求, 兄蒔密札蒔忘求 辞手値往娃笠. 頬庵
房 飼圃密 蓬幹昧快 返快 此嫡蒔蓬幹昧躯 慰鳳泰 雪座頬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嫡蒔蓬幹昧 丸泰 粍檎泰 処替蒔値祁頬
煮別取餌 幾忘求柏 堰替蒔僕 此嫡休此宴望 蚕蜂冴 殆餌 寄菩忘薫
僕潔丸借密 卓祁責囚望 蒔淫 勝幹戴餌 寄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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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此密 煮硝
休此密 煮硝快 僕潔丸借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煮密 戴往
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嫡休此蓬幹密 煮硝快 僕潔丸借頬薫 僕潔丸借密 鋪滞望 梼
窺竺卜査種》
12猿,
往嵯快 此嫡蒔蓬幹勘 休此庫辞勘 散唖滞冴 返笠.》(《窺竺卜
窺竺卜
406村取)

休此密 煮硝亜 僕潔丸借頬宜快庵房 此嫡休此蒔蓬幹望 煮幹蒔
忘求 卜忘尽慰 兄蒔密札蒔忘求 梼結別往亜快 活葛飼亜 僕潔丸借頬
宜快庵頬笠. 頬庵房 此嫡蒔蓬幹勘 休此密 庫辞勘 僕潔丸借昧 密値
嵯躯 頬拒別手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僕潔丸借房 胤求戴快 此欺管望 烏候忘求 戴舗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凋幹密 衣籍座忘求 偉苔岐 此嫡蒔種橿頬笠. 飼煮蒔僕 取逮堰
方育共 亜取慰 飼烏密 循漆蒔凋幹忘求 此嫡庫辞昧 頬呼取戴快 此欺
管密 種橿頬 僕潔丸借頬笠. 吻桂杵 此嫡蒔喉勘 循漆戴取 扮慰 飲庵
望 生手戴群嵯 墾吻亜快 烏散奨, 翁密 求幹望 峻賞戴快 泳吋堰 種
橿房 僕潔丸借忘求 希冴 返笠.
僕潔丸借密 育座喉垢房 此嫡庫辞橿泳昧 凍宜 瑚貯岐笠. 峻賞
此嫡昧嵯快 散困冴橿堰 郁亜煮猿望 亜取取 恵戴慰 峻賞己慰 瞥文己
快 胤求飼管頬 僕潔丸借密 烏候育座喉垢望 頬挙笠. 飼候煮密此嫡昧
嵯快 求幹飼, 荷潔, 取札僕管望 江窮戴舗 飼煮座望 抱琢戴舗 責囚
戴快 舗詰 泳吋堰 泳抄頬 僕潔丸借望 頬挙笠. 此嫡密 散困堰 烏榊
頬 庫辞戴快雁 凍宜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 僕潔丸借望 頬拒快 泳吋育座
房 檀看 鵬硝求幹昧 芝此戴快 胤求飼管頬 者別管慰 竺殺求幹, 取改
求幹昧 芝此戴快 胤求飼管密 冴亜 怪別往快 糊逮忘求 瑚貯岐笠. 飼
候煮密此嫡脈 鰍峡 泳吋蒔丸恭頬 曙困岐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刑看
此欺管頬 郁亜脈 此嫡密 煮僕忘求, 此嫡煮密蒔胤求飼求 幾忘求
柏 笠渥頬 僕潔丸借密 座椋忘求 岐笠. 系泣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勘 栽
冴 蒔丸垢飼管密 紗幹頬 泳歳寄薫 卓祁丸倣墳昧嵯 紘殺飼管勘 往呆
冴 殆笠. 頬詰泰 蒔丸垢飼, 紘殺飼管房 偉晋 僕潔丸借昧 槍腿希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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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笠.
僕潔丸借頬宜快 駒房 此嫡泳吋宴泳共 孤慕戴取躯 飲庵房 阪冴
泳吋蒔蔚暇頬 吻械笠. 椋況 僕潔丸借房 唖頬泰 泳吋堰 泳抄忘求 頬
拒別手笠. 僕潔丸借密 座椋僕亜 吻灰亜 戴快庵房 此嫡泳吋蒔遵取昧
密値嵯躯 育碁寄取 扮快笠. 此欺密 此根堰 痴幹房 此嫡泳吋蒔遵取
密 慕逮躯 己快庵頬 吻械笠. 此欺管頬 卓祁蒔僕 慕逮望 己慰 査手
此根望 硝監戴群 此嫡泳吋蒔遵取快 別梼戴看 僕潔丸借望 漫戴舗 侯
桂滞冴 殆笠. 僕潔丸借密 座椋僕亜 吻灰亜共 亜僑快 烏候醇勘快 別
盗 此嫡泳吋蒔惜丸共 亜湿快亜 戴快雁 殆快庵頬 吻械宜 別盗 此根
望 亜湿快亜 戴快雁 殆笠. 唖泳唖抄密 此欺管望 僕潔丸借忘求 偉苔
擦尽快 借方泰 此根蒔烏藷快 此嫡煮密此根頬笠. 此嫡煮密此根房 僕
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共 亜時 竺丁壇 孤慕泰 飼煮蒔僕 卓祁此根頬笠.
飲詰往 頬庵房 此嫡煮密此根望 亜手 此欺躯頬 僕潔丸借密 座椋忘求
希冴 殆笠快庵望 密欠戴快庵房 吻械笠. 往宜脈 潔疾, 僕潔望 此祇
戴快 堀郁, 堀疾, 堀潔密 此根望 亜取群 俄育往 僕潔望 漫戴舗 侯
桂滞冴 殆笠. 舜笠蓬 堀郁, 堀疾, 堀潔密 此根勘 此嫡密 座椋管望
僕潔丸借忘求 偉苔擦尽快 此根蒔烏藷求 岐笠.
僕潔丸借房 此嫡休此蒔蓬幹望 卜忘尽慰 勝幹戴快庵忘求 戴舗
休此密 煮硝求 岐笠.
飼圃堰 此嫡, 僕娃望 蔚漆戴快 刑看 此嫡蒔蓬幹房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卜別往慰 勝幹岐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改休望
亜手 檀殆快 質受頬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蒔方育脈 取逮望 雑啄戴烏
漫戴舗 此嫡蒔蓬幹望 五仇往娃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改休房 桂允桂
手戴笠. 僕潔丸借房 飼烏密 漫休泰 檀忘求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此嫡蒔蓬幹望 梼結慰往娃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快 此嫡散凋密
刑看 垢平昧嵯 包悪 殴慰 孤幹蒔僕庵望 曙困戴慰 飼圃堰 此嫡, 飼
烏飼殺密 舜笠蓬 煮僕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方育頬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改休勘 此嫡亜 庫辞戴快雁 凍宜 抵牧返頬
時座穐貯岐笠. 僕潔丸借房 抵牧返頬 華吻取快 飼煮蒔僕 取逮堰 方
育共 雑啄戴烏 漫戴舗 此嫡蒔蓬幹望 喉橿壇 庫辞擦唇往娃笠. 僕潔
丸借房 欧望 凍宜 時座穐貯寄快 循漆蒔漫休忘求 飼烏密 飼煮座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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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泰 此嫡蒔蓬幹望 檀殆餌 勝幹戴舗往娃笠. 此嫡共 瑚卓戴快 卓祁
責囚堰 飼圃蔚漆此辺, 僕娃望 蔚漆戴烏 漫泰 刑看 沢泉密 此嫡蒔蓬
幹房 笠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卜別往慰 勝幹岐笠.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此嫡密 刑看庵頬 循漆寄慰 休此亜 庫辞
泰笠. 僕潔丸借房 飼圃望 蔚漆戴慰 散困休望 庫辞擦尽薫 系殊蒔喉
共 循漆泰笠. 系泣 飼候亜泳吋勘 鞄 駆房 峡乏望 偏烏 漫戴舗 散困
休望 庫辞擦尽快雁 宴鯖望 亜手笠. 飲詰往 飼候亜管房 飼烏 済忘求
系殊蒔喉共 循漆戴取 扮快笠. 休此蒔忘求 此嫡密 刑看 系殊蒔喉快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循漆寄菩笠. 僕潔丸借房 此根畦貯蒔受喉共 循漆
泰笠. 僕潔丸借房 守識 此根畦貯蒔受喉共 循漆滞之吻械宜 査手蒔僕
此根亜, 芳冴泰 堰替飼, 受改殆快 畦貯柾榊僕管望 紘哨泰笠. 峻賞
泳吋勘 自管密 此根畦貯密 丸瑚飼管望 貝蚕蓬笠. 飲詰往 飲管頬 躯
管別貝快 此根畦貯快 此嫡密 絢辞泰 庫辞望 自堀泰笠. 此嫡庫辞昧
頬呼取戴快 亜招殆快 此根畦貯蒔受喉快 刑憾 僕潔丸借密 責囚堰 凋
幹昧 密戴舗 循漆岐笠. 此嫡快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蔚漆岐笠. 孤幹
蒔峻賞泳吋房 殴房 峻賞州勘共 鳳取戴慰 衣慰貯戴快雁 峡値宴泳共
亜手笠. 喉僑舎吻籍招紘管頬 五峡快 《蔚卓》稼冒房 別観調取往 飼候
煮密州勘密 漫烏共 刑群戴烏 漫泰庵頬笠. 此嫡密 手佼蒔僕 蔚漆快
倣守 唖座寄慰 橿苔岐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冴痴岐笠. 偉郁 僕潔丸借
昧 密戴舗 此嫡密 刑看 系殊畦貯蒔受喉亜 循漆寄慰 此嫡宴泳亜 庫
辞戴薫 飲昧 凍宜 休此亜 辞手泰笠.
峻賞泳吋房 休此密 煮硝求 希冴 返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峻賞泳吋房 此嫡蒔蓬幹密 煮硝亜 吻械宜 休此密 孤幹頬薫 卓
窺竺卜査種》
11猿, 45村取)
祁密 丸根睦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峻賞泳吋房 休此密 孤幹頬薫 卓祁密 丸根頬笠. 峻賞泳吋房 休
此密 辞手望 粂城蚕芳慰 寄堪仇蚕芳仇慰 泰笠. 峻賞泳吋房 包悪 冴
橿堰 糊呉望 笠戴舗 僕潔丸借頬 責囚昧 卜梼嵯取 恵戴餌 苦吻往嵯
薫 峻賞州勘共 鞄萌鞄 孤幹貯戴仇慰 泰笠. 峻賞泳吋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密札望 矩江擦尽慰 垢吸峡娃擦尽快雁 苦丸泰 巻堰 受喉共 函吻
巷快笠. 峻賞泳吋房 糖泰 此嫡密 手佼蒔蔚漆共 漫泰 僕潔丸借密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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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望 亜託戴餌 晴文泰笠. 峻賞泳吋房 孤幹蒔僕 郁亜猿休昧 密虻戴
舗 散質密 猿峡脈 潔煮煮密蒔飼鳳共 漫泰 僕潔丸借密 責囚望 桂飼
江戴餌 晴文戴薫 手佼蒔僕此管堰 胤求飼管望 硝槍責俸戴慰 墾値戴
快庵勘 嵯刷取 扮快笠. 倣怪 飼候亜泳吋房 手佼蒔僕 往宜脈 潔疾密
飼煮蒔庫辞望 亜求苦慰 峻賞脈 瞥文密 殴房 殊嵯共 侯悦戴烏 漫戴
舗 嫡鳳脈 烏躯, 文休堰 慰恭文墾, 晶菊沼幹望 抵牧返頬 姶痴戴慰
殆笠. 偉郁 峻賞泳吋房 此嫡庫辞密 煮寄快 時堀系頬薫 飼煮座望 雑
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烏候責囚丸根頬笠.
蔚僕房 休此密 煮硝亜 吻械笠.
休此密 煮硝密 烏候趣糟快 此嫡休此密 辞手蓬幹望 卜忘尽慰
飲詰泰 蓬幹望 飼烏 檀忘求 梼結別往亜快 活葛飼宜快雁 殆笠. 飲詰
劇求 休此密 煮硝快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舗 休此共 辞手擦唇往哀
冴 殆快 桂允桂手泰 循漆蒔檀望 取灰 活葛飼躯頬 希冴 殆笠. 飲詰
往 蔚僕昧餌快 休此密 辞手蓬幹望 活葛冴痴滞冴 殆快 漫休泰 檀頬
返笠. 吻桂峡 恕祁泰 蔚僕勘 休此蒔忘求 匠蒔岐 僕漁密 檀堰 取逐
密 淫壇 州泰岐 喉垢躯望 硝啄戴慰殆笠.
蔚僕頬 休此密 煮硝亜 吻灰庵遵却 蔚碁蒔僕 栽種橿勘 鋪擦 休
此密 煮硝亜 吻械笠. 此欺管房 此嫡昧嵯 笠僻泰 栽種橿望 頬拒慰
墾薫 凋幹泰笠. 唖頬泰 此祁堰 牧桂共 亜手 舗詰 栽種橿管密 凋幹
望 籍戴舗 此嫡密 庫辞頬 頬拒別手笠. 飲詰往 蔚碁蒔僕 衣時, 烏辺
栽, 択幹橿硝脈 渥頬 此嫡散凋密 別壊 泰 垢平, 別壊 泰 橿漫密 栽
種橿房 偉晋 竺招脈 威州, 畦貯共 江窮泰 此嫡密 刑看 救鋪望 蔚漆
瑚卓戴舗 休此共 庫辞擦唇往哀冴 殆快 漫休泰 檀望 取界冴 返笠.
蔚僕頬往 此欺管密 栽種橿房 倣守 僕潔丸借堰 偉苔寄舗平 休此庫辞
昧嵯 宇竺蒔鋪滞望 滞冴 殆忘薫 休此密 煮硝密 座椋忘求 希冴
殆笠.
休此密 煮硝快 往宜脈 潔疾望 橿漫求 戴舗 偉苔岐 僕潔丸借
頬笠. 僕潔丸借房 往宜脈 潔疾望 橿漫求 戴舗 蓬祁望 蔚醇値往娃笠.
飼烏密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泰 休此蒔僕 責囚堰竺昧 僕潔丸借房 潔
疾望 橿漫求 偉苔寄菩忘薫 潔疾郁亜共 頬拒慰 休此共 循漆値往亜餌
寄菩笠. 僕潔丸借頬 券蔚 往宜脈 潔疾望 橿漫求 戴舗 煮硝共 頬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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慰 飼烏密 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快庵房 倣怪密 休此蒔啄雑頬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休此脈 飼烏 蓬祁望 飼煮蒔忘求, 循
漆蒔忘求 蔚醇値往亜快 僕潔丸借頬笠. 休此脈 飼烏 蓬祁望 飼煮蒔
忘求, 循漆蒔忘求 蔚醇値往亜快 僕潔丸借望 休此密 煮硝脈 育碁戴
舗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 卓祁密 煮硝宜慰 泰笠.
僕潔丸借房 休此密 煮硝頬取躯 別壊 擦丸, 別壊 此嫡昧嵯往 休
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求 寄快庵房 吻械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僕潔丸借房 休此密 煮硝頬取躯 蔑州往 飼烏 蓬祁望 飼煮蒔忘
求, 循漆蒔忘求 蔚醇値往亜快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求 寄快庵房 吻
窺竺卜査種》
8猿, 447村取)
芥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僕潔丸借房 峻賞此嫡昧嵯 倣況幹墳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求
寄取 恵戴菩笠. 峻賞此嫡昧嵯勘 此嫡密 系殊蒔受喉脈 竺殺蒔受喉快
刑憾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循漆岐笠. 冴順寡昧 鮎招快 泳吋此嫡密 辞
烏娃昧 此嫡密 系殊畦貯蒔受喉快 辞蒔忘求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
昧 密戴舗 矩及寄舗矛笠.
珂柾此嫡脈 効絢此嫡密 辞侯堰 渥房 鯖唖泰 此嫡蒔瑚卓勘 捉
文固胤求僕潔丸借密 蒔淫蒔僕 責囚昧 密戴舗 頬拒別湿笠.
飲詰往 峻賞此嫡昧嵯 僕潔丸借房 飼烏密 密此丸求亜 吻械宜
煮求 峻賞泳吋密 密此昧 凍宜 休此共 循漆戴舗矛笠. 僕潔丸借房 峻
賞泳吋密 穐方昧 凍宜 包悪 系殊畦貯蒔受喉共 循漆戴快雁 飼烏密
捉套望 呼招菩忘薫 捉求柏 囚賞泰 責囚密 歩券共 峻賞泳吋昧餌 婆
聞以矛笠. 《駒戴快 勘育》昧 孔堰戴菩兜 珂柾此嫡密 珂柾管堰 殺垢
蒔柾歳昧 芝歳寄菩兜 効絢荷珂管 飲峡慰 《牧韻珂柾》求 辞戯岐 飼候
煮密此嫡密 胤求丸借房 刑憾 飼烏密 密此亜 吻械宜 峻賞泳吋密 密
此昧 密戴舗 休此共 循漆戴舗包雁 孔堰戴菩笠. 峻賞此嫡昧嵯 僕潔
丸借頬 休此密 煮僕忘求 寄取 恵泰庵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
密札冴紗頬 黄慰 漆守蒔忘求 偉歳寄取 恵戴菩烏徳畦頬笠. 倣況幹墳
飼烏密 此嫡泳吋蒔遵取脈 檀望 鼎梶取 恵戴慰 戴往密 竺招蒔休橘忘
求 橿偉寄取 恵泰庵忘求 戴舗 胤求僕潔丸借房 栽冴 取紘泳吋昧 密
戴舗 桂猿峡共 穐方葛戴慰 峻賞脈 文固望 己吻矛忘薫 飼烏密 檀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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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刑看 受喉共 循漆戴群嵯勘 休此共 飼煮蒔忘求 蔚醇滞冴 返保笠.
僕潔丸借房 休此桂丸昧 査手蒔僕 求幹泳吋頬 哨啄戴慰 飲管密
飼煮蒔僕 卓祁此根昧 密戴舗 密札貯, 漆守貯幾忘求柏 休此密 飼煮
蒔僕 煮硝求 希冴 殆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査手蒔求幹泳吋頬 哨啄戴慰 飲管密
飼煮蒔僕 卓祁此根昧 密戴舗 胤求僕潔丸借頬 密札貯寄慰 漆守貯幾忘
窺竺卜査種》
8
求柏 江求栽 休此桂丸昧 下峡 莞時滞冴 殆保察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猿, 447村取)

査手蒔求幹泳吋密 哨啄房 僕潔丸借頬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求
庫辞戴烏 漫泰 此嫡泳吋蒔漆絢忘求 岐笠.
求幹泳吋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粍辞壇 雑啄滞雁 丸泰 華房
方育共 州烏戴慰 飲庵望 雑啄滞冴 殆快 漫休泰 卓祁蒔改休望 亜手
泳吋頬笠. 求幹泳吋密 方育快 包悪 柾歳堰 育歳昧嵯 値糊寄舗 飼煮
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望 俄峡快庵頬薫 求幹泳吋密 休此蒔此祁房 飼
殺之吻械宜 此嫡密 刑看 座椋管望 包悪 柾歳堰 育歳昧嵯 値糊戴舗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粍辞壇 雑啄戴快庵頬笠. 求幹泳吋房 此嫡蒔僕
娃密 候座蒔方育僕 種橿煮密共 華頬 硝啄戴慰殆快 泳吋忘求嵯 橿偉
休堰 漆守休頬 穐戴慰 卓祁座頬 穐泰 査手蒔僕 泳吋頬笠. 頬求喉西
僕潔丸借房 休此桂丸昧 求幹泳吋頬 哨啄戴慰 飲管密 飼煮蒔僕 卓祁
此根昧 密戴舗 密札貯寄慰 漆守貯幾忘求柏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求
莞時戴餌 岐笠.
休此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頬 卓祁磯丸共 知鯖休橘忘求 戴舗 戴
往求 一餌 偉歳寄快庵房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求嵯密 取漫共 俊取
戴慰 鋪滞望 笠戴烏 漫泰 借方泰 活佼求 岐笠.
休此共 辞手擦尽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責
囚房 孤幹蒔籍招泳吋望 江窮泰 蒔丸蚕休堰密 初柾泰 丸偉堰竺頬笠.
包悪 孤幹蒔籍招泳吋房 蔑州往 糊丸泰 磯丸脈 威竣望 江窮泰 槽休
昧 密虻戴舗 僕潔丸借望 瞥俄僑慰 峻賞泰笠. 孤卓祁蒔槽休昧 密虻
戴舗 僕潔丸借望 籍招戴慰 笠競 往宜, 笠競 潔疾望 晶菊戴快庵房
州郁煮密飼管望 江窮泰 孤幹蒔籍招泳吋密 散質糊札頬笠. 飲詰劇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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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祁戴快 葛堰 僕潔頬 休此脈 飼烏 蓬祁望 飼煮蒔忘求 蔚醇値往亜
飼群 孤甘擦 孤卓祁蒔槽休望 伊祖滞冴 殆快 卓祁桂休望 亜雫平
泰笠. 飼烏密 恕丸共 亜取取 恵泰 蒔冴衣猿密 葛堰 丸借房 江汲 飲
兄蒔頬 竺葛戴慰 飲 冴亜 吻桂峡 駆吻勘 蒔管堰密 丸偉昧嵯 偉晋
撮峡滞冴 返笠. 卓祁戴快 葛堰 僕潔房 倣守 恕丸脈 偉苔寄舗平躯
飼烏密 質受共 鳳取滞冴 殆慰 孤卓祁蒔槽休昧 烏藷泰 殴房 郁亜此
嫡州勘共 曙困戴慰 査手蒔僕 郁亜此嫡州勘共 蚕芳慰 一絢壇 取唇往
哀冴 殆笠.
僕潔丸借頬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求 寄餌 戴快 偉竺蒔方僕房
冴救堰 葛密 救勘頬笠. 僕潔丸借房 休此密 循漆飼頬取躯 峰房 取
勘昧 密戴舗嵯躯 休此庫辞昧嵯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俊取戴慰 鋪
滞望 笠滞冴 殆笠. 僕潔丸借頬 別祷餌 卓祁蒔忘求 密札貯寄慰 漆
守貯岐 休橘忘求 偉歳寄快亜, 別祷餌 飼烏密 沼牧堰 此祁望 冴痴
戴快亜 戴快庵房 峰呼競 救勘共 己快亜 己取 恵戴快亜 戴快雁 鰍
仇殆笠.
僕潔丸借昧 丸泰 峰呼競 救勘快 星婿泰 冴救堰 卓祁蒔葛昧 密
戴舗 雑啄岐笠. 僕潔丸借房 葛堰 冴救密 峰呼競 救勘共 己吻平躯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快 鯖唖戴慰 侯慈泰 責囚望 檀殆餌 五仇 潔疾
値糊, 泳吋値糊望 頬拠戴慰 此嫡煮密此嫡共 座堰蒔忘求 絢瑳滞冴
殆忘薫 飲共 峰餌 蓬慕値往哀冴 殆笠. 葛堰 冴救密 峰呼競 救勘共
己快 僕潔丸借躯頬 休此脈 飼烏 蓬祁望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求 蔚
醇値往亜快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求 岐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休此密 煮硝脈 育碁寄快 慰鳳泰 雪趣
望 亜手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冴救望 借鯖忘求 戴快 葛堰 磯丸脈
僕潔密 籍卜硝頬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亜 冴救望 借鯖忘求 戴快 葛堰 磯丸脈
僕潔密 籍卜硝宜快庵房 飲庵頬 冴救堰 葛, 磯丸脈 僕潔望 烏候育座
忘求 戴舗 漆守此根蒔忘求, 勘株密峡蒔忘求 偉苔岐 亜時 衣慰泰 籍
卜硝宜快庵頬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冴救堰 葛, 磯丸脈 僕潔望 烏候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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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求 戴快 晒求蓬 此嫡竺招蒔種橿頬笠.
休此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房 別壊徳往 殆保笠. 飲詰往 僕潔丸借
房 倣狭 休此蒔烏娃 星婿泰 冴救堰 卓祁蒔葛密 救勘共 己取 恵泰庵
忘求 戴舗 飼烏 蓬祁望 飼烏密 密此丸求 蔚醇値往哀冴 返保笠.
僕潔丸借房 漫丸泰 冴救望 刑擦慰 飼烏密 葛, 飼烏密 磯丸共
亜取餌 寄群嵯喉西 江求栽 葛堰 冴救密 救勘健昧 飼烏密 取逮堰 方
育昧 寓餌 蚕泳共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餌 寄菩笠. 僕
潔丸借頬 葛堰 冴救密 救勘脈 偉苔寄慰 卓祁磯丸共 亜取餌 幾忘求
柏 休此密 煮硝快 冴救, 葛, 磯丸脈 僕潔望 烏候育座忘求 戴快 漫
休泰 此嫡竺招蒔種橿忘求 庫辞戴餌 寄菩笠. 冴救堰 葛, 磯丸脈 僕
潔望 烏候育座忘求 戴快 此嫡竺招蒔種橿頬宜快雁嵯 休此密 飼煮蒔
僕 煮硝, 卓祁密 煮硝快 橿阪壇 僕潔丸借躯望 槍怨戴快 休此密 煮
硝卜孤堰 胤候蒔忘求 育碁岐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冴救, 葛, 磯丸脈 僕潔頬 亜時 衣慰
戴餌 偉苔岐 籍卜硝頬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飲 偉苔密 衣慰座昧 殆別嵯 笠競 刑
看 此嫡蒔種橿堰 胤候蒔忘求 育碁岐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葛堰 磯丸, 僕潔頬 冴救密 卓祁此根
昧 烏藷戴舗 一餌 橿偉岐 此根密取蒔僕 籍卜硝頬笠.
此嫡蒔種橿密 橿偉頬 衣慰泰庵忘求 寄飼群 桂遍佼笠勘 此根蒔
衣籍座昧 烏藷泰庵忘求 寄舗平 泰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戴往
密 此根昧 烏藷泰 籍卜硝頬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共 戴往求 一
餌 橿偉擦尽快 此根蒔烏藷快 冴救密 卓祁此根頬笠. 冴救密 卓祁此
根房 卓祁蒔葛密 鳳卜泰 取勘此根頬薫 磯丸脈 僕潔望 戴往求 偉苔
擦尽快 此根竺殺蒔椋順頬笠. 冴救密 卓祁此根望 鳳卜泰 烏藷求 戴
舗 葛堰 磯丸, 僕潔頬 此根密取蒔忘求 一餌 橿偉岐庵忘求 戴舗 休
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亜時 衣慰泰 籍卜硝求 岐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冴救, 葛, 磯丸脈 僕潔頬 亜時 華房
冴紗密 漆守蒔橿偉望 頬拠泰 衣慰泰 籍卜硝頬笠.
此嫡蒔種橿密 漆守蒔橿偉房 戴往密 借鯖昧 烏藷泰 阪偉泰庵忘
求, 鳳卜蒔僕 救勘硝泳昧 烏藷泰 辞卜蒔僕庵忘求 寄舗平 亜時 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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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庵忘求 岐笠. 鳳卜借鯖頬 返頬 卜喉 泳吋頬往 泳抄, 蚕休躯望 偶
宜戴虻往 唖頬泰 垢祖求 垢峡寄舗 籍卜蒔僕 取昼硝泳亜 丁恭寄取
恵泰 種橿房 衣慰泰庵忘求 希冴 返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休
此根 遵冒忘求 冴救望 借鯖忘求 葛堰 磯丸脈 僕潔頬 辞卜蒔忘求 偉
歳岐 亜時 華房 沢泉密 漆守蒔籍卜硝, 冴救密 祁救, 取擦昧 凍宜 葛
堰 磯丸, 僕潔頬 戴往脈 渥頬 豊守頬快 竺圃泰 救勘硝泳共 亜手 亜
時 粍檎泰 漆守蒔籍卜硝頬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冴救望 借鯖忘求 戴舗 葛堰 磯丸脈
僕潔頬 卓祁蒔密峡脈 幹取堀求 一餌 偉歳岐 亜時 衣慰泰 勘株密峡
蒔籍卜硝頬笠.
冴救, 葛, 磯丸脈 僕潔密 籍卜橿偉頬 亜時 手雑戴慰 衣慰泰庵
忘求 寄飼群 飲庵頬 勘株密峡蒔僕 籍卜橿偉求 寄舗平 泰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卓祁蒔密峡脈 幹取堀昧 密戴舗 冴救堰 磯丸, 僕潔
頬 此祇望 煮慰 密峡共 笠戴快 別鈷頬脈 飼札娃密 宴泳求 一餌 偉
苔岐 亜時 埼慰泰 勘株密峡蒔籍卜硝頬薫 冴救昧 丸泰 奨雑座昧 烏
藷戴舗 蔚碁蒔座椋管勘 琢根 幹取蒔此祇堰 密峡共 煮慰己快 亜時
阪偉戴慰 衣慰泰 勘株密峡蒔籍卜硝頬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慕散戴快 飼煮蒔僕 散祁休望 取灰 此
嫡竺招蒔散祁硝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僕潔丸借房 葛密 救勘健昧 冴救望 借鯖忘求 戴舗 漆守此根蒔
忘求 偉歳幾忘求柏 慕散戴快 飼煮蒔僕 散祁休望 取灰 戴往密 此嫡
窺竺卜査種》
8猿, 447´448村取)
竺招蒔散祁硝共 頬拒餌 忌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飲 衝慰蛎冴僕 冴救望 借鯖忘求 借勝
蒔竺招漆守僕 葛密 憾峡昧 磯丸脈 僕潔頬 戴往密 蓬祁忘求 偉苔岐
庵忘求 戴舗 慕散戴快 飼煮蒔僕 散祁休望 取灰 戴往密 此嫡竺招蒔
散祁硝求 岐笠.
磯丸脈 僕潔頬 葛密 救勘健昧 冴救望 借鯖忘求 戴舗 一餌 偉
歳寄群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快 飲 別壊 此嫡竺招蒔種橿勘 取械取 恵泰
孔族密 檀, 慕散戴快 飼煮蒔僕 散祁休望 取械餌 岐笠. 慕散戴快 飼
煮蒔僕 散祁休房 葛堰 冴救密 啄祁泰 救勘脈 磯丸脈 僕潔密 桂允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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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泰 檀頬 偉苔岐 桂泰丸密 散祁休頬薫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粍辞
壇 雑啄滞冴 殆快 亜時 漫休泰 散祁休頬笠. 戴往密 此嫡竺招蒔散祁
硝求 偉苔岐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密 散祁休房 慕散戴快 散祁休
頬笠. 休此密 飼煮蒔僕 煮硝快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粍辞壇 雑啄滞
冴 殆快 漫休泰 檀望 取灰庵忘求 戴舗 擦丸亜 庫辞戴慰 卓祁頬 辞
手戴快雁 凍宜 佼笠 華房 飼煮蒔方育共 州烏戴慰 座堰蒔忘求 鰍座
値往姶忘求柏 飼烏密 散祁休望 慕椋壇 頬別往娃笠.
休此密 煮硝亜 僕潔丸借頬宜快庵頬 弧瀧手庵房 僕漁此嫡庫辞
密 辞 休此脈 倣怪密 啄雑望 亜時 竺丁壇 孤慕戴舗往包 晒求蓬 処
替蒔庫位頬笠.
取旺 擦烏昧快 別壊 処替昧嵯勘 休此密 煮硝亜 俄育僕亜共 峰
呼求 弧壇取 恵戴菩笠. 宴暇泣処替昧嵯快 《汐丸峡暇》堰 渥房 藷啄
雑蒔僕 竺殺蒔質受共 瑳竺値菓慰 飲庵頬 飼圃堰 此嫡, 僕娃此鳳密
刑看 休此蒔堰竺望 偉竺戴快 飼恭蒔僕 《煮硝》宜快 隊帳泰 煮時望
貝蚕明笠. 具索煮密頬辞密 鳳系泣処替昧嵯勘 此嫡脈 休此共 宴暇泣
蒔忘求 瑳祁戴群嵯 帳州往 牟, 恭呉飼, 竺侯飼管密 煮宴蒔密取往 姶
竺望 此嫡啄根望 汁芳戴快 煮寄快 方僕忘求 貝蚕明笠. 具索煮密処
替昧 密戴舗 遵冒忘求 休此密 循漆飼快 僕潔丸借頬宜快 位値亜 弧
瀧湿笠. 具索煮密快 《江粗蒔忘求 此慰戴快 蔚僕》 莞望 休此密 勝幹
休忘求, 休此庫辞密 改幹蒔僕 方栽求 佼群嵯 僕潔丸借望 休此密 冴
幹蒔僕 質受求 飲匡寄餌 娃煮戴快 曙寡致嬰祖密 煮宴宴暇泣蒔位値
共 江粗戴群嵯 丸借頬 休此庫辞昧嵯 煮幹蒔鋪滞望 泰笠快庵望 弧
濯笠.
飲詰往 頬詰泰 位値快 僕潔丸借頬 此嫡庫辞密 烏藷求 寄快 系
殊蒔散困密 活葛飼宜快 位値共 糟啄泰庵忘求柏 休此昧嵯 俊取戴快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望 卜群蒔忘求 弧断庵頬菩笠. 休此密 煮硝
昧 宴泰 畦州快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遵冒忘求 辞群昧 州烏寄慰 粍檎
戴餌 値祁寄菩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休此密 煮硝昧 丸泰 粍檎泰 処替蒔値祁頬
煮別珠忘求柏 卓祁堰 絢瑳望 檀殆餌 笠飲庶往哀冴 殆快 堰替峡泣蒔
惜丸亜 矩及寄餌 寄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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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硝密 蓬幹
煮硝密 蓬幹房 此嫡休此蒔蓬幹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庫散庫辞戴快 蓬幹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
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査痴峡泣房 此嫡休此蒔蓬幹望 飲 煮硝僕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
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庫散庫辞戴快 煮硝密 蓬幹忘求 候庵頬 吻
械宜 煮求 系殊威州蒔方僕昧 密戴舗 瑚貯庫辞戴快 飼圃此蒔堰竺忘
窺竺卜査種》
13猿, 460村取)
求 佼幣笠.》(《窺竺卜
窺竺卜
煮硝密 蓬幹房 芳査 此嫡蒔蓬幹頬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飼
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改休昧 密戴舗 庫散庫辞戴快 蓬幹頬笠.
頬庵房 蓬幹密 椋僕堰 幹休密 位取昧嵯 此嫡蒔蓬幹密 慰鳳泰
雪座望 弧断庵頬笠.
此嫡蒔蓬幹房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密戴舗
卜別旺笠.
此嫡蒔蓬幹望 卜忘尽快 守識蒔椋僕房 飲 煮硝僕 此欺密 飼煮
蒔方育頬笠. 此欺房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戴舗 此嫡蒔
蓬幹望 五彊笠.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快 包悪 柾歳堰 育歳昧嵯 吾別往 飼煮蒔忘
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方育頬笠.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快 飼圃堰密 宴泳
昧嵯快 飼圃密 育歳昧嵯 吾別往 飼圃密 煮僕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庵忘求 糟啄寄薫 此嫡脈密 宴泳昧嵯快 此嫡蒔柾歳昧嵯 吾別往 此嫡
密 煮僕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庵忘求 糟啄岐笠.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快 此欺密 飼煮蒔僕 候座蒔方育頬笠. 此欺
昧餌 殆別嵯 飼煮座房 散祁頬笠. 此欺頬 飼煮座望 朴別鈷峡群 幹系
堰 笠凶返笠. 飼煮座望 桂擦戴快庵房 為 此欺飼殺望 桂擦戴快庵
頬笠.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快 飲密 飼煮蒔候座昧 烏藷戴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返本冴勘 婆聞望冴勘 返忘薫 瞥俄僑慰 育歳滞冴汲 鞄萌 穐吸
値手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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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房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戴舗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
快 此嫡蒔蓬幹望 五彊笠. 刑看 此嫡蒔蓬幹房 飲 煮硝僕 此欺密 飼
煮蒔方育昧 密戴舗 卜別旺笠.
頬求喉西 此嫡蒔蓬幹頬 蔑州 別祷餌 卜別往快亜 戴快庵房 煮
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頬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変矩往 欝頬 飼唖戴慰
飲 雑啄昧 淘庶往嵯快亜 戴快雁 密戴舗 咽竺寄餌 岐笠.
此欺管房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自汐求 飼唖戴快庵頬 吻械笠.
泳吋蒔椋鉢管頬 卓祁蓬幹望 亜求苦烏 漫戴舗 此欺管密 飼煮密札望
矩江擦尽仇慰 庫噴蒔忘求 沼幹戴快 漆絢昧嵯 鞄萌 飲詰戴笠. 倣守
僕潔丸借飼殺密 密札蒔頬慰 蒔淫蒔僕 責囚望 籍値嵯躯 飼煮蒔方育
共 欝頬殆餌 飼唖滞冴 殆忘薫 飲昧 烏藷戴舗 此嫡蒔蓬幹望 卜忘尽
慰 此嫡蒔手佼共 頬拠滞冴 殆笠.
此嫡蒔蓬幹房 煮硝昧 密戴舗 卜別欧之吻械宜 煮硝昧 密戴舗
勝手岐笠. 此嫡蒔蓬幹頬 煮硝昧 密戴舗 勝手寄快庵房 此嫡蒔蓬幹密
幹休頬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昧餌 殆快庵堰 守識 宴及寄舗殆笠. 此
嫡蒔蓬幹密 幹休頬 鰻宴蒔方僕昧 殆笠群 此嫡蒔蓬幹房 煮硝僕 此欺
昧 密値嵯亜 吻械宜 鰻宴蒔方僕昧 密戴舗 勝手寄快庵忘求 岐笠.
此嫡蒔蓬幹密 幹休房 煮硝僕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頬笠.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房 飼圃望 蔚漆戴快 循漆蒔改休堰 此嫡共
蔚漆戴快 卓祁蒔改休望 槍怨泰笠. 飼圃望 蔚漆戴快 循漆蒔改休房
散困休忘求 糟啄寄薫 此嫡共 蔚漆戴快 卓祁蒔改休房 竺招蒔休橘忘
求 糟啄岐笠.
此欺密 循漆蒔改休房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快 此嫡蒔蓬幹望
梼欠快 漫休泰 檀頬笠. 飼圃望 蔚漆戴快 此嫡蒔蓬幹房 散困休昧 密
戴舗 勝手寄薫 此嫡共 瑚卓戴快 此嫡蒔蓬幹房 竺招蒔休橘昧 密戴舗
勝手岐笠. 刑看 此嫡蒔蓬幹房 飲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
改休昧 密戴舗 勝手岐笠.
系泣 鰻宴蒔漆絢房 此嫡蒔蓬幹望 卜忘尽慰 梼結慰往哀 足方座
望 平烏擦尽慰 飲庵望 州弊泰笠. 飲詰往 煮硝僕 此欺房 鰻宴蒔足方
座頬 往催笠慰 戴舗 此嫡蒔蓬幹望 卜忘尽快庵勘 吻械薫 鰻宴蒔漆絢
頬 矩及寄菩笠慰 値嵯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卓戴快 凋幹望 五峡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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庵勘 吻械笠. 鰻宴蒔漆絢房 偉晋 此嫡蒔蓬幹望 卜忘尽虻往 勝幹戴
取 恵泰笠.
此嫡蒔蓬幹密 椋僕堰 幹休頬 此欺,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改休昧 殆笠快庵房 此嫡蒔蓬幹頬 此欺,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
育脈 循漆蒔改休頬 華吻取快雁 凍宜 鞄萌 華房 橿泳昧求 庫辞泰笠
快 此雑望 籍値嵯勘 焚冴 殆笠.
此嫡蒔蓬幹頬 華房 橿泳昧求 庫辞戴仇群 舗詰亜取 煮鰻宴蒔方
僕管頬 鞄 児 矩及寄舗平 泰笠. 舗烏嵯 烏候房 煮硝僕 此欺, 僕潔
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改休密 紗江竺勘頬笠. 吻桂峡 鰻宴蒔漆
絢頬 鳳峡戴舗勘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改
休頬 華取 恵戴群 華房 沢泉密 此嫡蒔蓬幹頬 五別殊冴 返笠.
取旺 擦烏昧 珂柾脈 荷珂管房 飼煮蒔方育亜 華取 恵戴慰 循漆
蒔改休頬 欠弊泰庵忘求 戴舗 亜託泰 峻賞脈 文固望 己忘群嵯勘 飲
共 粍辞壇 曙困戴烏 漫泰 此嫡蒔蓬幹望 五峡取 恵戴菩笠. 華房 冴
紗密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改休望 硝啄泰 求幹泳吋頬 休此桂丸昧 莞
時腿忘求柏 峻賞脈 文固頬 返慰 笠渥頬 児此快 峡根此嫡共 絢瑳戴
烏 漫泰 華房 沢泉密 此嫡蒔蓬幹僕 此嫡煮密蓬幹頬 檀俊餌 五別取
餌 寄菩忘薫 飲詰泰 此嫡亜 頬 嶋芳昧 絢瑳寄餌 寄菩笠. 偉郁 僕漁
此嫡密 庫辞休此快 飲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
蒔改休密 庫辞休此頬笠.
頬 刑看庵房 鰻宴蒔方僕頬 吻械宜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飼
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改休昧 密戴舗 此嫡蒔蓬幹頬 庫散庫辞泰笠快庵望
佼舗煮薫 呼求 舗烏昧 煮硝密 蓬幹頬 活慰殆快 借方泰 貝胞密 戴往
亜 殆笠.
煮硝密 蓬幹房 糖泰 飲 偉堰亜 煮硝密 煮幹蒔頬薫 改幹蒔僕
鋪滞昧 密戴舗 偉竺寄快 蓬幹頬笠.
頬庵房 此嫡蒔蓬幹密 手痴堰竺密 位取昧嵯 飲昧 慰鳳泰 雪座
望 弧断庵頬笠.
此嫡蒔蓬幹, 此嫡休此庫辞密 辞 休此蒔痴竺望 咽竺戴快 方僕
望 別観昧嵯 旬快亜 戴快庵房 此嫡蒔蓬幹密 候殊蒔雪座望 別祷餌
佼快亜 戴快雁嵯 宴絢蒔密密共 亜取快 借方泰 畦州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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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痴処替房 此嫡休此密 庫辞昧嵯 此欺密 密札蒔僕 循漆蒔凋幹
頬 借方泰 鋪滞望 泰笠快庵望 僕竺戴群嵯勘 飲 休此蒔痴竺望 咽竺
戴快 偉竺蒔方僕望 鰻宴蒔僕 系殊威州蒔方僕昧嵯 旬幣笠. 頬庵房
《芳峡快 芳峡 休此共 芳峡飼殺頬 躯肝械笠. 飲詰往 暑父求, 芳峡快
飲庵望 淫壇 咽竺岐 辞州脈 漆絢戴昧嵯 躯肝械笠. 飲亜蓬雁嵯 威州
蒔僕庵頬 偉郁 偉竺蒔僕庵睦械笠.》宜慰 泰 枕嬰索密 駒望 籍戴舗
児 焚冴 殆笠.
煮硝処替房 此嫡庫辞密 休此蒔痴竺, 此嫡蒔蓬幹密 偉堰共 咽
竺戴快雁嵯 偉竺蒔僕 鋪滞望 戴快庵房 飲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頬
宜快庵望 晒究餌 値祁戴菩笠.
此嫡蒔蓬幹密 偉堰共 咽竺戴快雁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庵房 飲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頬笠.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房 此嫡蒔蓬幹昧 歯胞戴快 方僕管望 煮
幹蒔忘求 矩及戴慰 峡胞泰笠.
此嫡蒔蓬幹昧快 舗詰亜取 方僕管頬 歯胞泰笠. 舗烏昧快 此嫡
蒔蓬幹頬 五別取快 兆威堰 漆絢, 冴橿堰 糊呉 莞 此嫡蒔蓬幹昧 頬
詰自詰泰 慕逮望 欠招快 鰻宴蒔方僕管頬 槍腿岐笠. 頬庵管房 鰻宴
蒔忘求 質受戴群嵯 此嫡蒔蓬幹堰竺昧 卜竺泰 慕逮望 欠捷笠. 此嫡
蒔蓬幹房 蔑州往 頬脈 渥房 育硝蒔僕 漆絢昧嵯 釈 休此庫辞昧 慕逮
望 欠招快 舗詰亜取 方僕管密 琢根歯胞歳昧嵯 五別手笠.
飲詰往 此嫡蒔蓬幹昧 慕逮望 欠招快 頬詰泰 鰻宴蒔方僕管頬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庵房 吻械笠. 此嫡蒔蓬幹密 手痴堰竺望 偉竺戴快
烏候方僕房 笠凶吻灰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頬笠.
系泣 休此庫辞昧嵯 刑看 蚕丸快 査痴蚕丸亜 循漆泰 此嫡蒔受
喉脈 此嫡蒔宴泳, 笠擦駒戴舗 煮別手 鰻宴蒔漆絢昧嵯 哨庫戴舗 飲
庵望 峡胞泰笠. 僕娃房 鰻宴蒔漆絢望 桂擦戴慰 休此共 循漆滞冴
返笠.
飲詰往 鰻宴蒔漆絢飼硝亜 此欺密 飼煮蒔, 循漆蒔, 密札蒔凋幹
密 休此蒔困系頬笠. 糖泰 飲庵房 慰竺孔瑚泰庵頬 吻械宜 僕娃密 循
漆蒔凋幹昧 密戴舗 僕娃昧餌 鳳峡戴餌 蔚瑚希冴 殆忘薫 僕娃昧 密
戴舗 峡胞幾忘求柏躯 此嫡蒔蓬幹望 勝幹戴快雁 歯胞滞冴 殆笠. 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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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手 鰻宴蒔漆絢頬 鳳峡戴舗勘 此欺頬 飲庵望 州丸求 峡胞戴取 恵
戴群 此嫡亜 畷峡 庫辞滞冴 返慰 卓祁堰 絢瑳頬 座堰蒔忘求 勝手希
冴 返笠. 孤丸求 鰻宴蒔漆絢頬 孔峡戴舗勘 此欺頬 煮幹蒔忘求, 改
幹蒔忘求 凋幹戴群 飲庵望 鳳峡戴餌 蔚瑚戴慰 達堰蒔忘求 峡胞滞冴
殆忘薫 凍宜嵯 此嫡庫辞頬 笠飲庶取慰 卓祁責囚頬 椋躯壇 五別取餌
岐笠.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房 此嫡蒔蓬幹昧 歯胞戴快 方僕管望 煮
幹蒔忘求 矩及戴慰 峡胞滞之吻械宜 此嫡蒔蓬幹密 辞 堰竺望 改幹蒔
忘求 漆汐籍州泰笠.
此嫡蒔蓬幹密 手痴堰竺昧快 舗詰亜取 竺帳頬 散卯冴 殆笠. 此
嫡蒔蓬幹昧 鳳峡泰 漆絢頬 漆座希冴勘 殆慰 瞳股密 柾根招 扮幣兜
此泉亜 糠別殊冴勘 殆笠. 躯卜 此欺管頬 瞳股昧 喉樫捷 孔峡泰 此
泉共 改幹蒔忘求 淫侯戴取 恵泰笠群 此嫡蒔蓬幹房 雑族共 群滞冴
返忘薫 頬庵房 偉郁 此嫡蒔蓬幹密 偉堰亜 漆座岐 鰻宴蒔漆絢頬往
兆威昧 密戴舗 咽州寄快庵忘求 岐笠.
飲詰往 此嫡蒔蓬幹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房 漆座岐 旺郁望 飲丸
求 姶冴戴虻往 冴冴糊宴戴取 扮快笠. 僕潔丸借昧餌快 喉樫捷 旺郁
望 煮幹蒔忘求 整蔚戴慰 此嫡蒔蓬幹望 飼烏亜 兄蒔泰丸求 勝手擦唇
往哀冴 殆快 桂允桂手泰 檀頬 殆笠.
僕潔丸借房 芳査 漆座岐 竺帳望 僕札戴慰 垢左粗橿戴舗 兄蒔
泰 偉堰共 鰍座滞冴 殆餌 峰呼競 丸沼望 蚕蓬笠. 糖泰 粍穐泰 密取
脈 華房 責囚休望 庫昼戴舗 卜橿 蚕蓬 丸沼堰 糊勘丸求 州烏寄快
畦州管望 値偉戴烏 漫泰 凋幹望 壱腿返頬 五仇往娃笠. 飲峡戴舗 此
嫡蒔蓬幹密 辞 堰竺頬 飼烏亜 兄蒔泰丸求 手痴寄勘汲 漆汐籍州値往
娃笠.
此欺,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頬薫 改幹蒔僕 鋪滞昧 密戴舗 此嫡蒔
蓬幹密 偉堰亜 咽竺岐笠快庵房 散困休密 庫辞堰竺望 菓慰佼吻勘 児
焚冴 殆笠.
散困休庫辞昧嵯 散困宴泳快 借方泰 慕逮望 欠捷笠. 査手蒔僕
散困宴泳快 散困休庫辞密 仮房 卯望 歩別菓快笠. 飲詰往 査手蒔僕
散困宴泳亜 散困休望 守識 庫辞擦尽快庵勘 吻械薫 査手蒔僕 散困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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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亜 蚕霧湿笠慰 戴舗 散困休頬 自汐求 畷峡 庫辞戴餌 寄快庵勘 吻
械笠. 吻桂峡 査手蒔僕 散困宴泳亜 蚕霧湿笠慰 値勘 散困密 守識蒔
活葛飼僕 僕潔丸借頬 循漆蒔鋪滞望 州丸求 戴取 恵戴群 散困休頬
畷峡 庫辞滞冴 返笠. 頬庵房 取旺 擦烏 此嫡煮密共 絢瑳戴兜 卜喉
往宜管昧嵯 査手蒔僕 此嫡煮密蒔散困宴泳共 蚕霧菓幣取躯 僕潔丸借
密 鋪滞望 華頬烏 漫泰 竺招此辺望 諾擦戴慰 飼候煮密蒔糊呉望 挺
別管牧忘求柏 威州亜 晶硝根泉昧 楢取餌 岐 此雑頬 丁主値紗笠.
頬脈 渥頬 鰻宴蒔方僕頬 吻械宜 此欺,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此
嫡蒔蓬幹密 休此蒔痴竺, 偉堰亜 咽竺寄薫 呼求 舗烏昧 煮硝密 蓬幹
頬 活慰殆快 貝胞密 笠競 戴往亜 殆笠.
煮硝密 蓬幹房 笠冒忘求 飲 庫辞呉掌密 歯胞頬 僕潔丸借密 煮
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咽州寄快 蓬幹頬宜快 貝胞望 活慰
殆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飼圃昧嵯快 呉掌頬 此欺密 凋幹堰快 宴泳返頬 飼圃庫散蒔忘
求 歯胞戴取躯 此嫡昧嵯快 呉掌頬 此欺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頬薫
窺竺卜査種》
14猿, 194村取)
密札蒔僕 凋幹望 籍戴舗 歯胞苔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此嫡勘 飼圃堰 矩春亜取求 卜竺泰 呉掌昧 凍宜 瑚貯庫辞泰笠.
飲詰往 此嫡昧嵯 呉掌密 歯胞房 飼圃昧嵯脈 笠僑餌 頬拒別手笠. 飼
圃昧嵯快 呉掌頬 此欺密 凋幹堰 宴泳返頬 飼圃庫散蒔忘求 頬拒別
手笠群 此嫡昧嵯快 呉掌頬 此嫡蒔蓬幹密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僕 凋幹望 籍戴舗 歯胞泰笠.
鳳系此宴房 此嫡勘 飼圃堰 渥頬 系殊蚕泳昧 歳戴快庵躯壬 系
殊蚕泳庫辞密 卜孤蒔苔呉掌座昧 凍宜 瑚貯庫辞泰笠快庵望 弧濯忘薫
飼圃密 呉掌堰 育碁寄快 此嫡呉掌密 雪冴座昧 丸戴舗 穐漆戴菩笠.
査痴峡泣亜管房 此嫡蒔蓬幹昧嵯 僕娃密 凋幹望 紘州戴快 取峡蒔兆
威泣頬往 此嫡蒔兆威泣密 喉葛座望 調弧壇群嵯 此嫡密 庫辞房 僕娃
密 凋幹望 辞州求 泰笠慰 煮時戴菩笠.
飲詰往 鳳系此宴頬 此嫡呉掌密 歯胞昧嵯 僕潔丸借密 凋幹頬
飲 辞州求 岐笠快 位値共 州烏戴菩笠快庵房 偉晋 此嫡呉掌密 歯胞
頬 此欺,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僕 凋幹昧 密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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舗 咽州岐笠慰 佼幣笠快庵望 密欠戴取 扮快笠. 鳳系此宴頬 此嫡呉
掌密 歯胞昧嵯 此欺管密 凋幹望 辞州求 戴菩笠快庵房 此欺望 此嫡
呉掌密 方育共 宴処戴快 活葛飼求 佼幣笠快庵頬笠. 鳳系此宴房 此
嫡呉掌密 歯胞昧嵯 此欺頬 珂快 煮幹蒔僕 鋪滞昧 丸戴舗 煮密共 堪
峡取 恵戴菩笠.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此嫡呉掌頬 歯胞
泰笠快庵房 僕潔丸借頬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戴舗 飼殺
密 循漆蒔改休昧 密虻戴舗 呉掌蒔方育共 宴処値往娃笠快庵頬笠.
此嫡呉掌勘 飼圃呉掌堰 矩春亜取求 鰻宴蒔座伊望 胴餌 岐笠.
釈 此嫡昧嵯勘 卜竺泰 此嫡威州蒔漆絢頬 取別取群 飲昧 凍僑快 呉
掌頬 歯胞泰笠. 飲詰往 飲庵房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望
梼往嵯 頬拒別殊冴 返笠.
此嫡蒔蓬幹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
戴舗 此嫡呉掌密 歯胞漆絢頬 頬拒別取薫 呉掌蒔方育亜 兄蒔密札蒔
忘求 宴処寄慰 僕札峡胞岐笠.
芳査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此嫡昧嵯 呉
掌蒔及宴望 頬拒快 方僕管頬 庫散戴薫 飲庵管此頬密 呉掌蒔及宴頬
雑啄岐笠.
飼圃昧嵯 鰻宴蒔忘求 質受戴快 系殊管此頬密 呉掌蒔及宴房 飲
庵管密 飼圃庫散蒔僕 歯胞堰竺昧 索索求 懸別手笠.
飲詰往 此嫡昧嵯快 此欺,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僕 凋幹昧 密戴舗
呉掌密 歯胞漆絢頬 頬拒別取慰 呉掌蒔及宴頬 懸別取餌 岐笠.
糖泰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此嫡呉掌頬
別祷餌 歯胞戴快亜 戴快庵頬 咽州岐笠.
此嫡呉掌房 此欺密 凋幹望 籍値嵯躯 雑啄希冴 殆快庵躯壬 此
欺頬 別祷餌 凋幹戴快亜, 変矩往 煮幹蒔忘求 歯胞戴慰 改幹蒔僕 鋪
滞望 戴快亜昧 凍宜 呉掌頬 阪漆究餌 歯胞滞冴勘 殆慰 飲 歯胞頬
州泰寄虻往 瞥州希冴勘 殆笠.
此欺管房 此嫡呉掌密 鰻宴蒔方育共 僕札戴慰 飲庵頬 飼烏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雑啄戴快雁 鳳峡泰亜 孔峡泰亜 戴快庵望 粗橿
泰 笠冒 鳳峡泰 呉掌昧 丸値嵯快 飲 歯胞昧 足方泰 此嫡威州蒔漆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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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蒔淫蒔忘求 矩及値往姶忘求柏 呉掌頬 阪漆究餌 歯胞戴勘汲 泰笠.
孤群昧 飼烏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雑啄戴快雁 孔峡泰 呉掌昧 丸値
嵯快 飲 歯胞昧 足方泰 此嫡威州蒔漆絢望 返堀虻往 州泰腿忘求柏
呉掌歯胞望 瞥州戴慰 州泰泰笠.
頬遵却 鰻宴蒔方僕頬 吻械宜 此欺,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此嫡蒔蓬幹昧嵯 呉掌密 歯胞頬 咽州寄薫 呼求 舗烏
昧 煮硝密 蓬幹頬 活慰殆快 貝胞密 笠競 戴往亜 殆笠.
此嫡蒔蓬幹頬 煮硝密 蓬幹頬宜慰 戴舗 飲庵頬 僕潔丸借密 煮
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頬拒別取烏躯 戴快庵房 吻械笠. 笠擦
駒戴舗 此嫡蒔蓬幹頬 煮硝密 蓬幹頬宜快庵房 偉晋 此嫡蒔蓬幹昧 飼
圃庫散座頬 殆望冴 返笠快庵望 密欠戴取 扮快笠.
此嫡蒔蓬幹密 候殊蒔頬慰 煮寄快 尚群頬 此欺, 僕潔丸借密 煮
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昧 密戴舗 兄蒔密札蒔忘求 頬拒別取快庵頬宜群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頬 黄房庵忘求 戴舗 殆餌 寄快 江
候殊蒔頬薫 根丸蒔僕 尚群頬 呼求 飼圃庫散座頬笠.
此欺密 煮幹蒔頬薫 改幹蒔僕 凋幹堰竺房 飲管密 飼煮座, 循漆
座, 密札座頬 庫啄寄快 堰竺頬笠. 飲杵雁 此欺密 飼煮座, 循漆座, 密
札座密 庫辞冴紗頬 根丸蒔忘求 華取 恵戴慰 飲庵望 奨垢壇 庫僻擦
迅冴 殆快 此嫡州勘亜 蚕霧取取 恵戴群 此欺管頬 此嫡蒔蓬幹昧嵯
煮幹蒔頬薫 改幹蒔僕 鋪滞望 州丸求 戴取 恵戴餌 岐笠. 頬詰泰 威
芳 此嫡蒔蓬幹房 飼圃庫散座望 胴慰 手痴寄餌 岐笠.
此嫡蒔蓬幹昧 飼圃庫散座頬 歯胞戴快 午漫快 別観調取往 煮硝
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密 庫辞冴紗堰 庫僻竺
勘 釈 飲管密 煮幹蒔頬薫 改幹蒔僕 鋪滞望 五峡快 竺勘昧 寓餌 咽
州寄餌 岐笠. 僕漁休此共 虻鮭詰呆宜哀冴汲 此欺管密 飼煮座, 循漆
座, 密札座密 庫辞冴紗頬 根丸蒔忘求 華取 恵戴慰 飲管密 候座蒔方
育昧 紘招寄快 此嫡州勘亜 冴恭寄菩兜庵躯壬 此嫡蒔蓬幹昧 飼圃庫
散座頬 歯胞戴快 午漫亜 鞄 仮保笠. 此嫡亜 庫辞戴快雁 凍宜 此欺
管密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頬 華吻取慰 飲庵望 奨垢壇 庫僻擦迅
冴 殆快 此嫡州勘亜 蚕霧取群 此欺房 鞄萌鞄 鰻宴蒔僕 呉掌密 方育
昧 寓餌 凋幹戴餌 寄薫 飼圃庫散座密 午漫快 鞄萌鞄 偲吻取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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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笠.
頬脈 渥頬 此嫡蒔蓬幹房 蔑州往 煮硝密 蓬幹堰竺頬取躯 休此
庫辞密 唖頬泰 橿泳矩笠 此欺密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密 庫辞冴
紗堰 庫僻竺勘亜 笠競庵忘求 戴舗 唖頬泰 冴紗昧嵯 五別取餌 岐笠.
頬遵却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煮硝密 蓬幹昧 丸泰 晒求蓬 処替蒔
値祁頬 粍檎戴餌 頬拒別珠忘求柏 此嫡休此蒔蓬幹望 僕潔丸借密 飼
煮蒔僕 密此脈 方育昧 寓餌 鞄萌鞄 庫辞擦唇往哀冴 殆快 堰替蒔惜
丸亜 矩及寄餌 寄菩笠.

僕潔丸借
僕潔丸借房 胤求戴快 此欺管望 烏候忘求 戴舗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凋幹密 衣籍座忘求 偉苔岐 此嫡蒔種橿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
候午煮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僕潔丸借頬技 胤求戴快 此欺管望 烏候忘求 戴舗 飼煮蒔方育
窺竺卜査種》
脈 循漆蒔凋幹密 衣籍座忘求 偉苔岐 此嫡蒔種橿頬笠.》(《窺竺卜
窺竺卜
13猿, 472村取)

僕潔丸借房 桂遍佼笠勘 胤求戴快 此欺管望 烏候忘求 戴舗 頬
拒別手 此嫡蒔種橿頬笠.
椋況 此欺管房 笠渥頬 求幹昧 芝此戴舗矛忘薫 散困岐 散困系
望 員莞戴餌 垢紘戴慰 栽江戴舗矛笠. 飲詰兜庵頬 釦舗散困系望 躯
管冴 殆望 竺勘求 散困休頬 庫辞戴慰 此蒔栽鳳脈 蔚僕峡烏煮密此根
頬 散以往群嵯喉西 卜戴取 扮慰嵯勘 散困系望 勧俊取戴慰 栽江戴快
此欺管頬 散以屋笠. 散困凋幹昧快 舜亜戴取 扮慰 散困系望 俊取戴
快 此欺管房 偉郁 散困昧 芝此戴快 此欺管密 求幹休望 峻賞戴舗 墾
吻亜快 此嫡密 烏散奨忘求, 峻賞飼求 莞時戴餌 寄菩笠. 頬徳求喉西
吻桂杵 此嫡蒔喉勘 循漆戴取 扮慰 飲庵望 生手戴群嵯 墾吻亜快 烏
散奨, 翁密 求幹休望 峻賞戴群嵯 墾吻亜快 此欺管密 種橿望 胤求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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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此欺管密 種橿堰 育碁戴舗佼餌 寄菩笠.
僕潔丸借房 笠冒忘求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凋幹密 衣籍座忘求
偉苔岐 此嫡蒔種橿頬笠.
僕潔丸借房 胤求戴快 此欺管望 烏候忘求 戴舗 頬拒別手 種橿
頬取躯 求幹昧 守識 芝此戴快 此欺管躯頬 僕潔丸借望 頬拒快庵頬
吻械笠.
僕潔丸借頬 笠競 此嫡蒔種橿堰 育碁寄快 糟趣亜蓬雁嵯 亜時
候殊蒔僕庵房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凋幹密 衣籍座頬笠.
芳査 僕潔丸借房 飼煮蒔方育密 衣籍座忘求 偉苔岐 此欺管密
種橿頬笠.
飼煮蒔方育快 飲 桂遍昧勘 片券頬取 扮慰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飼鳳究餌 墾仇快 此欺管密 胤候方育頬笠. 飲庵房 此欺管
頬 蚕泳脈 宴泳共 懸慰殆快雁求喉西 亜取餌 寄快 亜時 胤候蒔僕 方
育頬薫 此欺管頬 此嫡宴泳共 懸慰 雑順凋幹望 五峡快 堰竺昧 沢座
寄慰 庫辞戴快 此嫡休此蒔方育頬笠.
頬庵房 飼煮蒔方育亜 別壊 蔚碁蒔此欺管密 方育亜 吻械宜 此
嫡蒔僕娃密 衣籍岐 方育宜快庵望 駒値煮薫 呼求 飲庵忘求 戴舗 戴
往求 偉苔岐 此欺管密 種橿頬 僕潔丸借僕庵頬笠.
系泣 此欺管頬 亜取餌 寄快 飼煮蒔方育密 貝胞房 笠僻戴慰 育
硝蒔頬薫 此嫡休此庫辞橿泳昧 凍宜 嵯求 笠僑笠. 戴取躯 飲庵管
房 笠 候殊昧 殆別嵯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墾仇快 方育頬
薫 頬 衣籍座忘求 戴舗 此欺管房 飼圃望 蔚漆戴慰 此嫡共 蔚漆瑚卓
値往亜快雁嵯 戴往密 種橿忘求 偉苔寄餌 寄快庵頬笠.
笠冒忘求 僕潔丸借房 循漆蒔凋幹密 衣籍座忘求 偉苔岐 此欺管
密 種橿頬笠.
循漆蒔凋幹房 殴房庵望 曙困戴慰 晒庵望 循漆戴快 此欺密 凋
幹頬笠. 此欺房 殴房庵望 晒庵忘求 瑚卓戴快 循漆蒔凋幹忘求 飼圃
望 蔚漆戴慰 此嫡共 庫辞擦尽薫 休此共 辞手擦唇往娃笠.
飼煮蒔方育共 亜手 此欺管頬 飲庵望 雑啄戴烏 漫戴舗 五峡快
凋幹房 足圃蒔忘求 循漆蒔座伊望 胴餌 岐笠. 蚕泳脈 飼烏飼殺密 煮
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此欺密 方育快 此嫡蒔僕娃密
- 198 -

候座昧 寓快 此嫡州勘戴昧嵯 系殊畦貯蒔散凋飼糾共 椋躯壇 佼時己
餌 希 徳 雑啄希冴 殆笠. 此嫡州勘, 此嫡宴泳快 此欺管此頬密 宴泳
頬慰 此欺管昧 密戴舗 懸別取快 宴泳頬取躯 飲庵頬 遵冒喉西 此欺
密 候座蒔方育昧 寓餌 頬拒別取快庵房 吻械薫 糖 自汐求 蔚瑚寄快
庵勘 吻械笠. 系殊畦貯蒔散凋飼糾密 椋順僕 飼圃勘 烏座根泉求快
遵冒喉西 此欺昧餌 侯桂滞冴 殆勘汲 頬拒別雫殆取 扮忘薫 糖 索索
求 蔚瑚寄取勘 扮快笠.
飲詰劇求 飼圃堰 此嫡共 丸根忘求 戴舗 五峡快 此欺管密 凋幹
房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取 扮快庵房 蔚漆瑚卓戴慰 飼烏密 飼煮
蒔方育昧 寓快庵望 躯管別貝快 循漆蒔凋幹忘求 寄取 扮望冴 返笠.
泰掃 此欺房 循漆座望 候座忘求 戴慰殆快 此嫡蒔質受, 循漆蒔
僕 此嫡蒔質受求嵯 蚕泳共 蔚漆滞冴 殆快 循漆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笠.
此欺管密 循漆蒔凋幹房 循漆蒔改休望 庫僻戴快 堰竺頬笠. 頬庵房
循漆蒔凋幹頬 飲 別壊 蔚碁蒔此欺管密 凋幹密 雪座頬 吻械宜 循漆
座望 取灰 此嫡蒔僕娃密 衣籍岐 凋幹頬宜快庵望 駒値煮薫 飲庵忘求
戴舗 戴往求 偉苔岐 種橿頬 笠凶吻灰 僕潔丸借僕庵頬笠.
系泣 此欺管頬 五峡快 循漆蒔凋幹房 飲 沢泉亜 笠僻戴慰 冴紗
勘 唖頬戴取躯 飲庵管房 候殊昧 殆別嵯 兄蒔密札蒔忘求 蚕泳共 蔚
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戴舗 殴房庵望 曙困戴慰 晒庵望 躯
管別貝快 凋幹頬薫 頬 衣籍座忘求 戴舗 此欺管房 戴往密 種橿忘求
偉苔寄餌 寄快庵頬笠.
頬遵却 僕潔丸借房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凋幹密 衣籍座忘求 偉
苔岐 此嫡蒔種橿頬薫 飲庵忘求 戴舗 笠競 此嫡蒔種橿堰 育碁寄餌
岐笠.
僕潔丸借頬宜快 午煮快 泳吋此嫡昧嵯快 泳吋蒔座伊望 道笠.
峻賞此嫡昧嵯快 散困冴橿堰 郁亜煮猿望 亜取慰殆快亜 飲丘取
恵泰亜 戴快雁 凍宜 此嫡亜 峻賞泳吋堰 捉峻賞泳吋, 取紘泳吋堰 捉
取紘泳吋忘求 往拡舗取薫 捉峻賞泳吋, 捉取紘泳吋頬 僕潔丸借密 烏
候育座喉垢望 頬挙笠.
僕潔丸借密 泳吋蒔育座房 慰竺孔瑚泰庵頬 吻械薫 此嫡休此庫
辞痴竺昧嵯 瑚貯岐笠. 飲庵房 此嫡休此庫辞痴竺昧嵯 散困冴橿堰 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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亜煮猿昧 丸泰 栽鳳宴泳亜 瑚貯寄薫 飲昧 凍宜 飼煮座望 抱琢戴舗
責囚戴快 蚕休管勘 鰍宜取烏徳畦頬笠.
珂柾栽鳳飼此嫡昧嵯快 珂柾脈 曹潔頬, 効絢此嫡昧嵯快 荷珂,
荷潔堰 冴衣辺飼亜,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快 求幹飼, 荷潔, 胤求取札僕
望 江窮戴舗 飼煮座望 抱琢戴舗 責囚戴快 舗詰 泳吋堰 泳抄頬 僕潔
丸借望 頬挙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刑看 此欺管頬 此嫡煮密蒔胤求
飼求 辞兆寄舗 唖泳唖抄密 此欺管頬 笠 僕潔丸借密 座椋忘求 岐笠.
系泣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勘 栽冴 蒔丸垢飼管密 紗幹頬 泳歳寄薫
卓祁丸倣墳昧嵯 紘殺飼管頬 往呆冴 殆笠. 飲詰劇求 此嫡煮密此嫡昧
嵯勘 僕潔丸借堰 飲昧 蒔丸寄快 方栽管望 統統壇 亜仇佼吻平 泰笠.
僕潔丸借頬宜快 午煮快 此嫡泳吋蒔宴泳共 孤慕戴取躯 飲庵房
阪冴 泳吋蒔蔚暇頬 吻械笠.
椋況 僕潔丸借房 唖頬泰 泳吋堰 泳抄忘求 頬拒別手笠. 僕潔丸
借密 座椋僕亜 吻灰亜共 亜僑快雁嵯 此嫡泳吋蒔遵取共 佼吻平 戴取
躯 飲庵望 汐丸貯戴群 墳岐笠. 盟憶戴群 此欺頬 別盗 方育共 亜取
慰 別祷餌 凋幹戴快亜 戴快庵房 此嫡泳吋蒔遵取密 慕逮躯 己快庵頬
吻械烏徳畦頬笠.
此欺頬 飼煮蒔僕 方育共 亜取慰 飲 雑啄望 漫戴舗 循漆蒔僕
凋幹望 戴快亜 吻械群 飲脈 孤丸求 孤幹蒔僕 方育共 亜取慰 凋幹戴
快亜 戴快庵房 借方戴餌 飲亜 別盗 此根密札望 亜取慰殆快亜昧 密
戴舗 咽竺岐笠.
此欺頬 査手此根望 硝監戴慰 飲庵忘求 桂時泰笠群 此嫡泳吋蒔
遵取快 別梼戴看 飼煮蒔方育共 亜取慰 循漆蒔凋幹望 五怯冴 殆忘薫
此嫡共 庫辞擦尽慰 休此共 辞手擦尽快雁 頬呼取滞冴 殆笠. 飲詰劇
求 僕潔丸借密 座椋僕亜 吻灰亜共 亜僑快 烏候醇勘快 別盗 此嫡泳
吋蒔遵取昧 菓舗殆快亜 戴快雁 殆快庵頬 吻械宜 別盗 此根望 亜湿
快亜 戴快雁 殆笠.
唖泳唖抄密 此欺管望 僕潔丸借忘求 偉苔擦尽快 此根蒔烏藷快
芳査 此嫡煮密此根頬笠.
此嫡煮密此根房 包悪 柾歳堰 育歳昧嵯 吾別往 蚕泳脈 飼烏 蓬
祁密 煮僕忘求 墾仇快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共 亜時 竺丁壇 孤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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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慰殆快 此根頬薫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堰 責囚昧 密値嵯躯 雑啄
寄快 此根頬笠.
飲詰劇求 此嫡煮密此根望 亜取慰 飲庵望 雑啄戴烏 漫戴舗 形
呼庶 責囚戴快 此欺管房 笠 僕潔丸借密 座椋忘求 希冴 殆笠.
僕潔丸借忘求 偉苔擦尽快 此根蒔烏藷快 糖泰 堀郁, 堀疾, 堀
潔密 此根頬笠.
堀郁, 堀疾, 堀潔密 此根房 駒飲丸求 往宜脈 潔疾望 此祇戴慰
僕潔望 此祇戴快 此根頬笠.
堀郁, 堀疾, 堀潔密 此根頬 僕潔丸借密 座椋僕亜 吻灰亜共 亜
僑快 烏候醇勘求 寄快庵房 僕潔丸借密 蓬祁頬 往宜脈 潔疾望 橿漫
求 戴舗 蔚醇岐笠快 此竺堰 宴及岐笠.
飼烏管頬 往嵯飼技 漆郁堰 飼烏 以響, 飼烏 潔疾昧 丸泰 歩吸
泰 此祇望 墳慰殆快 此欺頬宜群 俄育往 往宜共 喉鍛庫辞擦尽慰 飼
烏 潔疾密 庫辞望 漫戴舗 鯛殺滞冴 殆忘薫 僕潔望 漫戴舗 侯桂滞冴
殆笠.
処替此根此昧快 僕潔丸借頬 此嫡脈 休此庫辞昧嵯 俊取戴快 取
漫脈 鋪滞昧 丸泰 舗詰亜取 位値管頬 殆保笠.
慰丸処替亜管房 僕潔丸借望 殺垢蒔忘求 順戴慰 散困求幹昧躯
舜亜戴快 此欺管求 佼幣笠. 飲管房 求幹望 《竺殺求幹》(頬競呼 此嫡
共 《漆竺》泰笠快)堰 《散困求幹》(鵬硝求幹)忘求 育垢戴慰 《竺殺求
幹》昧快 栽冴 取紘泳吋躯頬 芝此滞冴 殆慰 丸笠冴 胤求僕潔丸借房
《桂改》戴劇求 《散困求幹》昧躯 芝此滞冴 殆笠慰 腿忘求柏 此嫡休此
庫辞昧嵯 珂快 僕潔丸借密 鋪滞望 桂擦戴菩笠.
胤丸昧 脈嵯勘 僕潔丸借望 噸舗旺 僕系堰 育碁戴舗 《慕飽》密
休此循漆昧 峡胞寄快 橿阪泰 《勘育》, 《栽淫蒔僕 鰻硝》, 《順受》密 密
取共 種痴戴快 《江循漆蒔磯借》忘求 佼幣笠. 啄丸喉僑舎吻処替飼管
房 頬競呼 此嫡密 《哩峡動》管堰 育垢戴舗 僕潔丸借望 鐸巻密 蚕泳
昧嵯 吾別往取 恵泰 桂取戴慰 桂改泰 此欺管密 種橿, 《桂竺沢蒔僕
桂峡》宜慰 戴群嵯 僕潔丸借望 刑勧戴慰 軍擦戴快 孤幹蒔頬薫 江堰
替蒔僕 位値共 煮時戴菩笠.
査痴泰 求幹泳吋密 処替房 僕潔丸借望 此嫡密 系殊蒔喉密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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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蒔散困飼, 休此密 循漆飼, 欠況峡根此嫡密 丸糟飼求 佼幣笠.
頬庵房 此嫡威州蒔遵取共 漫煮求 戴舗 丁恭泰 僕潔丸借密 取
漫脈 鋪滞昧 丸泰 処替蒔峡値求嵯 飲昧 丸泰 孤幹蒔頬慰 江堰替蒔
僕 位値共 淫侯戴慰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望 値祁戴快雁 卜竺戴
餌 烏舗戴菩笠.
飲詰往 具索煮密快 此嫡脈 休此庫辞昧嵯 僕潔丸借頬 珂快 鋪
滞望 竺丁壇 値祁戴取 恵戴菩笠. 具索煮密快 僕潔丸借密 趣糟共 此
嫡泳吋蒔遵取共 烏候忘求 戴舗 候雁求喉西 僕潔丸借望 散困密 活葛
飼, 系殊蒔喉密 循漆飼, 此嫡庫辞密 活葛飼求嵯密 鋪滞望 戴快庵忘
求 郁泰擦唇佼幣笠.
具索煮密亜 僕潔丸借望 橿阪壇 此嫡庫辞密 活葛飼求 佼餌 岐
椋僕房 此欺, 僕潔丸借密 候殊蒔雪座昧 丸泰 竺丁泰 峡値昧 烏藷戴
取 恵泰雁 殆笠.
煮硝処替房 此欺頬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鳳卜泰 此
嫡蒔質受頬薫 此欺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僕 候座望 硝啄
泰 舜笠蓬 此嫡蒔種橿房 倣守 僕潔丸借頬宜快庵望 堰替蒔忘求 値祁
腿忘求柏 此嫡脈 休此庫辞昧嵯 俊取戴快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昧
亜時 粍檎泰 値渇望 煮保笠.
僕潔丸借頬 休此密 煮硝宜快庵房 煮硝処替頬 弧断 此嫡脈 休
此庫辞昧嵯 俊取戴快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昧 丸泰 亜時 峰呼競
峡値頬笠.
僕潔丸借房 休此密 煮硝頬笠.
僕潔丸借頬 休此密 煮硝宜快庵房 僕潔丸借頬 此嫡脈 休此庫辞
密 借鯖昧 嵯嵯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昧 寓餌 此嫡脈 休此共 煮幹蒔
忘求 辞手擦尽薫 飲 偉堰共 咽竺戴快雁嵯 偉竺蒔僕 鋪滞望 泰笠快
庵頬笠.
僕潔丸借房 偉晋 橿阪泰 休此庫辞密 活葛飼亜 吻械笠. 僕潔丸
借房 飼烏飼殺密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戴舗 休此共 循漆
戴慰 庫辞擦唇往娃笠. 休此共 循漆戴快 僕潔丸借密 刑看 凋幹房 此
嫡散凋密 系殊蒔漆絢堰 飲 瑚貯庫辞密 呉掌望 宴処戴烏 漫値嵯亜
吻械宜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仇快雁求喉西 哨庫戴慰 飼烏密 偉鯖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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凍宜 飼殺密 密此昧 寓餌 手痴岐笠.
僕潔丸借房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快 亜時 檀殆快 循漆蒔改休
密 栽鳳飼頬笠. 蔚碁蒔此欺管密 檀堰 取逐昧快 泰泳亜 殆取躯 僕潔
丸借密 檀堰 取逐快 桂允桂手戴笠. 僕潔丸借密 桂允桂手泰 檀堰 取
逐昧 密戴舗 此嫡密 刑看庵頬 循漆寄慰 休此亜 辞手戴薫 卓祁頬 勝
幹岐笠. 僕潔丸借房 系殊蒔喉密 散困密 守識蒔活葛飼躯頬 吻械宜
此嫡蒔宴泳共 蔚瑚戴慰 此嫡蒔此根堰 堰替, 畦替柾榊望 江窮泰 竺
殺蒔受喉共 循漆戴快 守識蒔活葛飼頬笠.
僕潔丸借房 飼圃望 竺侯戴慰 散困休望 庫辞擦尽薫 系殊蒔喉共
循漆泰笠. 飼候亜泳吋房 鞄 駆房 峡乏望 偏烏 漫戴舗 散困休庫辞昧
宴鯖望 亜取取躯 飲管房 飼烏 済忘求 系殊蒔喉共 循漆戴取 恵泰笠.
僕潔丸借房 此根畦貯蒔受喉共 循漆泰笠. 僕潔丸借房 守識 此
根畦貯蒔受喉共 循漆滞之吻械宜 査手蒔僕 此根亜, 芳冴泰 堰替飼,
受改殆快 畦貯柾榊僕管望 紘哨泰笠. 峻賞泳吋勘 自管密 此根畦貯密
丸瑚飼管望 貝蚕芳取躯 飲管頬 躯管別貝快 此根畦貯快 此嫡密 絢辞
泰 散凋堰 庫辞望 自堀泰笠.
僕潔丸借房 守識 此嫡共 蔚漆戴取躯 孤幹蒔峻賞泳吋房 此嫡密
卓祁蒔蔚漆亜 吻械宜 殴房 此嫡州勘共 鳳取衣慰貯戴快雁躯 峡値宴
泳共 亜手笠. 此嫡密 手佼蒔僕 蔚漆快 倣守 唖座寄慰 橿苔岐 僕潔
丸借昧 密戴舗 冴痴岐笠.
此嫡密 刑看庵頬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循漆寄快庵躯壬 休此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房 矩嶋壇 飲 刑看庵密 煮僕忘求 寄舗平 泰笠.
飲詰往 峻賞此嫡昧嵯 僕潔丸借房 散困冴橿堰 郁亜煮猿望 亜取
取 恵戴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栽冴 取紘泳吋密 峻賞密 丸根忘求, 招喉
密 冴橿忘求 寄舗矛忘薫 休此密 煮硝求嵯密 膨葛泰 取漫脈 鋪滞望
俊取戴取 恵戴菩笠.
僕娃昧 密泰 僕娃密 峻賞亜 曙困寄慰 散困冴橿堰 郁亜煮猿頬
僕潔密 済昧 時噴岐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江求栽 僕潔丸借房 休此密
煮硝求, 此嫡密 刑看庵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俊取戴慰 猿峡共 痴
此戴薫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堰 鋪滞望 笠値往亜餌 岐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僕潔丸借昧 丸泰 処替蒔値祁頬 晒究慰 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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檎戴餌 煮別珠忘求柏 休此密 煮硝共 穐貯滞冴 殆快 堰替峡泣蒔惜丸
亜 矩及寄餌 寄菩笠.

飼煮蒔蓬幹
飼煮蒔蓬幹房 此嫡蒔蓬幹頬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飼殺密 蓬幹頬宜快庵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
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嫡蒔蓬幹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蓬幹頬薫
此嫡亜 庫辞泰笠快庵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頬
鯖貯寄舗往娃笠快庵望 駒苔械笠. 舗烏昧 此嫡蒔蓬幹密 候殊蒔雪座
窺竺卜査種》
10猿, 93村取)
密 戴往亜 殆察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飼圃密 蓬幹頬往 此嫡蒔蓬幹頬往 滞庵返頬 刑看 蓬幹昧快 飲
庵頬 手痴寄快 糊逮頬 殆餌 岐笠. 飲詰劇求 値葛 蓬幹密 候殊蒔雪
座房 飲 蓬幹頬 別盗 兄蒔昧嵯 別壊 糊逮忘求 手痴寄快亜 戴快雁嵯
勘 踏急頬 旬吻倖冴 殆笠.
飼圃密 蓬幹房 飼圃庫散蒔忘求 手痴寄取躯 此嫡蒔蓬幹房 飲
煮硝亜 貝蚕芳快 兄蒔昧 密戴舗 咽竺寄快 糊逮忘求 手痴岐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密 雑啄望 胤候兄蒔忘求 戴慰 飼煮座頬
粍辞壇 雑啄寄快 糊逮忘求 往亜快庵房 此嫡休此蒔蓬幹昧躯 慰鳳泰
候殊蒔雪座頬笠. 飼圃密 蓬幹昧快 飲 別盗 密札岐 兄蒔勘 返笠. 兄
蒔房 査順蒔僕 柾姶頬往 橿阪泰 守宴頬 吻械宜 侯慈戴慰 編結泰 此
慰密 偉堰求嵯 密札蒔僕庵頬笠. 飼圃昧快 飲 別観昧勘 密札望 亜手
質受亜 返笠. 飼圃泳昧嵯 炭壇 倖冴 殆快 憲冴管密 靴頬此卸堰 泳
汐漆管密 煮烏蒔僕 頬幹堰 渥房 啄根管房 兄蒔望 亜取慰 五峡快 凋
幹僕庵頬 吻械宜 候改蒔僕 痴幹頬笠. 系泣 飼圃密 蓬幹昧快 卜竺泰
椋僕昧 偉堰亜 凍僑餌 岐笠. 飲詰往 頬徳 椋僕頬技 鰻宴蒔忘求 質
受戴快 系殊管密 憲兄蒔頬薫 桂密札蒔僕 琢根歯胞頬薫 凍宜嵯 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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偉堰勘 飼圃庫散蒔忘求 頬拒別取快 憲兄蒔僕庵頬笠.
此嫡蒔蓬幹昧嵯勘 卜竺泰 椋僕昧 偉堰亜 凍僑取躯 飼圃密 蓬
幹昧嵯遵却 憲兄蒔僕 椋僕昧 密戴舗 偉堰亜 飼圃庫散蒔忘求 散以往
快庵頬 吻械笠. 此嫡蒔蓬幹房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蓬幹頬薫 此
欺, 僕潔丸借房 密札望 亜手 質受求嵯 孤甘擦 卜竺泰 兄蒔望 貝蚕
芳慰 飲庵望 雑啄戴烏 漫戴舗 密勘蒔忘求 凋幹泰笠. 飲詰劇求 此嫡
蒔蓬幹昧快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頬 貝蚕蓬 卜竺泰 兄蒔頬 殆餌
寄薫 此嫡蒔蓬幹房 僕潔丸借頬 貝蚕蓬 兄蒔頬 雑啄寄舗往亜快 糊逮
忘求 手痴寄餌 岐笠.
系泣 此嫡蒔蓬幹房 飲 沢泉亜 笠僻戴餌 五別取薫 糖 唖頬泰
休此庫辞橿泳昧嵯 僕潔丸借頬 貝蚕芳快 此嫡蒔蓬幹密 兄蒔勘 嵯求
渥取 扮笠. 飲詰往 頬庵房 偉晋 僕漁休此密 辞烏娃昧 鮎庶 唖頬泰
沢泉求 五別取快 此嫡蒔蓬幹昧 卜宴戴餌 宴籍寄舗殆快 胤候兄蒔堰
糊逮頬 返笠快庵望 密欠戴取 扮快笠. 僕潔丸借房 江汲 休此蒔漆絢
堰 兆威昧 凍宜 唖頬泰 兄蒔望 蚕芳慰 笠僻泰 沢泉密 此嫡蒔蓬幹望
五峡取躯 飲昧 宴籍戴快 胤候兄蒔頬 殆笠. 唖頬泰 此嫡蒔蓬幹昧 宴
籍戴慰殆快 胤候兄蒔望 弧壇快 畦州快 為 此嫡蒔蓬幹昧嵯 僕潔丸借
頬 貝蚕芳快 兄蒔密 候殊望 弧壇快 畦州宜慰 駒滞冴 殆笠. 頬詰泰
密欠昧嵯 此嫡蒔蓬幹密 胤候兄蒔堰 糊逮望 弧壇快 畦州快 此嫡蒔蓬
幹密 候殊望 弧壇快 畦州 釈 頬 蓬幹昧 貝受戴慰殆快 兄蒔堰 糊逮
密 位取昧嵯 飲 苔呉掌座望 弧壇快 畦州宜慰 駒滞冴 殆笠. 此嫡蒔
蓬幹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雑啄望 胤候兄蒔忘求 戴舗 手痴寄薫 飼煮
座頬 雑啄寄舗往亜快庵頬 此嫡蒔蓬幹, 僕漁休此密 糊逮頬笠. 呼求
舗烏昧 飼煮蒔蓬幹頬 活慰殆快 密欠亜 殆快庵頬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庵頬 此嫡蒔蓬幹密 胤候兄蒔忘
求 寄快庵房 芳査 此嫡蒔蓬幹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頬 飼煮座望 候座
忘求 戴慰殆快 飼煮蒔質受頬烏徳畦頬笠.
此嫡蒔蓬幹房 此欺密 蓬幹頬薫 此欺頬 凋幹戴快 堰竺房 飲密
候殊蒔歳座頬 庫啄寄快 堰竺頬笠.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昧嵯 桂遍佼笠
勘 借方泰庵房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
辞戴仇快 飼煮座頬笠. 此欺昧餌 殆別嵯 飼煮座房 散祁頬笠. 此欺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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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煮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求嵯 飲 桂遍昧勘 柾歳寄虻往 育歳幾頬
返頬 飼煮蒔忘求 墾庵望 方育泰笠. 飼煮蒔忘求 困笠快庵房 蚕泳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取尽慰 猿峡共 痴此戴群嵯
此快庵望 駒泰笠. 此欺頬 飼煮座望 朴慰 翁昧餌 柾歳寄舗殆忘群 此
嫡蒔僕娃忘求嵯快 社房 形頬往 笠凶返笠. 飲丘烏徳畦昧 此欺房 飼
煮座望 飲 桂遍佼笠勘 悦借壇 舗烏薫 飼煮座望 漫戴舗 刑看庵望 笠
呼庶 責囚戴快庵頬笠.
此欺密 飼煮座望 舜渇餌 硝啄泰 此嫡蒔種橿房 飼煮蒔方育密
衣籍座昧 烏藷戴舗 偉苔岐 僕潔丸借頬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快庵望 候座蒔方育求 戴慰殆快 種橿頬薫 此欺密 飼煮蒔
方育快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雑啄寄舗往娃笠. 飼煮座望 取尽快庵房
飼煮蒔僕 質受僕 僕潔丸借密 汐丸蒔方育頬薫 婆聞卯冴 返快 猿峡
頬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座望 散祁忘求 戴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飼煮座
頬 晶値葛戴慰 育歳葛戴快庵望 隊胞戴取 扮忘薫 飼烏密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戴舗 抵牧返頬 責囚泰笠.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戴舗 五峡快 僕潔丸借密 責囚房 笠凶吻灰 飲管頬 取灰
飼煮座密 庫啄堰竺頬薫 舗烏昧 此嫡蒔蓬幹頬 飼煮座密 雑啄望 胤候
兄蒔忘求 戴舗 手痴寄餌 寄快 煮寄快 胤虻密 戴往亜 殆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雑啄頬 此嫡蒔蓬幹密 胤候兄蒔忘求 寄快庵
房 糖泰 此嫡蒔蓬幹密 烏候沢泉管頬 偉郁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快 此嫡蒔漆絢望 矩及戴烏 漫泰 責囚昧 悦峻岐笠快 此竺堰勘 宴
及岐笠.
此嫡共 蔚漆戴快 責囚房 僕潔丸借頬 泳吋蒔 倦 潔疾蒔柾歳昧
嵯 吾別往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快 此嫡竺招蒔漆絢望 矩及戴
快 責囚頬慰 飼圃望 蔚漆戴快 責囚房 僕潔丸借頬 飼圃密 育歳昧嵯
吾別往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快 系殊蒔漆絢望 矩及戴快 責囚
頬薫 此欺望 蔚漆戴快 責囚房 僕潔丸借頬 殴房 此根堰 畦貯密 育歳
昧嵯 吾別往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快 此根畦貯蒔漆絢望 矩及
戴快 責囚頬笠.
頬脈 渥頬 飼圃堰 此嫡, 僕娃望 蔚漆戴快 刑看 責囚房 僕潔丸
借密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快 此嫡蒔漆絢望 矩及戴烏 漫泰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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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頬薫 頬庵房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庵望 胤
候兄蒔忘求 戴舗 手痴寄快 蓬幹頬宜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飼煮座雑啄頬 此嫡蒔蓬幹密 胤候兄蒔忘求 岐笠快庵房 僕漁此
嫡密 庫辞休此亜 雑主値紗笠.
僕漁休此庫辞堰竺房 休此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密 責囚昧 密戴舗
飲管密 飼煮座頬 泰鮎冒泰鮎冒 雑啄寄舗包 堰竺頬笠. 系泣 僕漁休
此庫辞密 雑州蒔痴竺昧快 飼煮蒔方育雑啄昧求密 辞手堰 飲共 漫泰
責囚昧嵯密 撮峡躯頬 殆房庵頬 吻械宜 徳求快 亜刷吻造 雑族脈 易
汐勘 殆保笠. 飲詰往 江汲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頬 雑啄寄快 堰竺堰
飲共 漫泰 責囚頬 手籍堰 易汐望 惟餌 寄舗 取硝寄虻往 既求 竪銭
戴烏勘 戴群嵯 券芳 侯慈戴慰 刑阪蒔忘求 頬拒別湿忘往 恕硝蒔忘求
快 僕漁此嫡庫辞密 辞 休此蒔堰竺昧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房 抵牧返頬
雑啄寄舗矛笠.
僕漁此嫡亜 庫散泰 暑 擦烏僕 椋擦衣幹硝此嫡昧嵯 此欺管密
密札冴紗堰 畦貯冴紗房 券芳 黄幣取躯 散質望 漫択戴快 飼圃密 祖
頴休望 淫侯戴快 責囚望 籍戴舗 抵牧返頬 散困休望 庫辞擦唇矛忘薫
飲峡戴舗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快 系殊蒔漆絢頬 漆韻搬 矩及
寄舗往芦笠.
此嫡亜 蒔丸泳吋管求 垢吸岐頬況 僕漁此嫡亜 取往包 辞 休此
快 桂遍佼笠勘 僕潔丸借密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此嫡
卓祁密 休此頬笠. 此嫡蔚漆, 此嫡卓祁昧 密戴舗 暑 峻賞此嫡僕 珂
柾此嫡亜 効絢此嫡求, 効絢此嫡亜 飼候煮密此嫡求 遺硝寄慰 往吻亜
嵯 峻賞脈 文固頬 返快 此嫡煮密此嫡亜 冴恭幾忘求柏 僕潔丸借密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頬 雑啄寄舗矛笠.
僕潔丸借密 責囚昧 密戴舗 此嫡密 散困休堰 堰替, 畦替, 柾榊
望 江窮泰 畦貯密 刑看 垢平昧嵯勘 江汲 粍躯戴餌往矩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快 晒求蓬庵頬 抵牧返頬 循漆寄舗矛忘薫 頬庵房 此
嫡煮密此嫡昧嵯 鞄萌 吋歳戴餌 庫辞戴餌 岐笠.
頬遵却 僕漁休此快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頬 雑啄寄舗往亜快 堰竺
頬薫 呼求 舗烏昧 飼煮座密 雑啄頬 此嫡蒔蓬幹密 胤候兄蒔忘求 寄
快 胤虻密 笠競 戴往亜 殆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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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煮蒔蓬幹房 卜竺泰 苔呉掌蒔堰竺望 虻庶 抵牧返頬 穐貯庫辞
寄舗往娃笠.
飼煮蒔蓬幹頬 穐貯庫辞寄舗往娃笠快庵房 飼煮座望 漫泰 僕潔
丸借密 責囚頬 鯖貯寄舗往娃笠快庵頬笠.
飼煮蒔蓬幹,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房 芳査 此嫡蔚漆,
飼圃蔚漆, 僕娃蔚漆密 3丸蔚漆此辺密 刑看 救鋪昧嵯 辞群蒔忘求 手
痴寄群嵯 鯖貯庫辞戴餌 岐笠. 飲庵房 此嫡蔚漆, 飼圃蔚漆, 僕娃蔚
漆此辺頬 嵯求 結識壇 及宴寄舗殆忘群嵯勘 別壊 戴往亜 笠競庵望
丸殺滞冴 返快 勧飼蒔僕 垢平宜快 此竺堰 宴及岐笠.
此嫡蔚漆, 飼圃蔚漆, 僕娃蔚漆此辺房 嵯求 結識壇 及宴寄舗
殆笠. 飼圃望 蔚漆戴舗 系殊蒔喉共 循漆戴快 此辺房 此欺管密 此嫡
蒔冴方共 奨疾擦尽烏 漫泰 此辺頬薫 飲庵房 此欺管密 此嫡蒔択休望
籍値嵯躯 雑啄希冴 殆笠. 此欺管房 此嫡蒔択休宴泳共 蔚査戴慰 粍
座戴烏 漫戴舗 此嫡蔚漆凋幹望 五彊笠. 飼圃望 蔚漆戴快庵勘 此嫡
共 蔚漆戴快庵勘 此欺頬笠. 此欺房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快 凋幹望
五峡群嵯 飼烏飼殺望 抵牧返頬 蔚漆戴慰 庫辞擦唇往亜薫 飼烏密 飼
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密 紗江竺勘昧 寓餌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快
凋幹望 五仇往亜餌 岐笠.
此嫡蔚漆, 飼圃蔚漆, 僕娃蔚漆此辺房 嵯求 及宴寄舗殆忘群嵯
勘 別壊 戴往亜 笠競庵望 丸殺滞冴 返快 勧飼蒔僕 救鋪管頬笠. 飼
圃望 蔚漆戴舗 系殊蒔喉亜 循漆岐笠慰 戴舗 自汐求 此嫡宴泳亜 蔚
査寄取 扮忘薫 此嫡宴泳亜 蔚瑚寄菩笠慰 戴舗 此欺管密 此根堰 改
休頬 自汐求 蔚漆希冴 返笠. 系泣 飼圃蔚漆此辺密 庫辞房 此嫡蔚漆
脈 僕娃蔚漆此辺昧 足方泰 系殊蒔漆絢望 矩及戴舗煮慰 此嫡蔚漆此
辺密 庫辞房 飼圃蔚漆脈 僕娃蔚漆此辺昧 鳳峡泰 此嫡蒔漆絢望 取別
煮薫 僕娃蔚漆密 庫辞房 飼圃蔚漆脈 此嫡蔚漆此辺望 庫辞擦迅冴 殆
快 辞州求 寄取躯 別壊 泰 此辺頬 笠競庵望 丸殺戴虻往 別壊 泰 此
辺頬 庫辞泰笠慰 戴舗 笠競庵頬 自汐求 庫辞戴餌 寄快庵房 吻械笠.
飼圃望 蔚漆戴快 此辺望 此嫡蒔宴泳共 苔峡蒔忘求 蔚漆戴快 此辺頬
丸殺滞冴 返忘薫 此嫡蔚漆此辺望 僕娃密 此根堰 畦貯共 蔚漆戴烏
漫泰 此辺頬 丸殺滞冴 返笠. 凍宜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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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泰 責囚房 孤甘擦 此嫡蔚漆, 飼圃蔚漆, 僕娃蔚漆此辺密 刑看 救
鋪昧嵯 辞群蒔忘求 手痴寄群嵯 鯖貯庫辞寄舗往娃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房 糖泰 此嫡蔚漆, 飼圃蔚漆,
僕娃蔚漆密 3丸蔚漆此辺頬 休此庫辞橿泳昧 凍宜 卜竺泰 阪俊座望
胴慰 手痴寄快 堰竺昧 鯖貯庫辞寄舗往娃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頬 3丸蔚漆此辺密 刑看 救鋪昧
嵯 辞群蒔忘求 手痴岐笠慰 戴舗 橿阪壇 幹擦昧 手痴岐笠快 密欠躯
活慰殆快庵房 吻械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房 3丸蔚漆此
辺密 刑看 救鋪昧嵯 辞群蒔忘求 手痴寄取躯 休此庫辞橿泳昧 凍宜
卜竺泰 阪俊座望 亜取慰 苔呉掌蒔忘求 鯖貯庫辞値往娃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昧嵯 査俊蒔忘求 往嵯快 畦州
快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此嫡蔚漆此辺頬笠. 僕潔丸借
頬 此嫡竺招蒔忘求 柾歳寄舗殆快 漆絢昧嵯快 散困休望 庫辞擦唇勘
飲 逐浅望 州丸求 俄怯冴 返忘薫 孤幹此根堰 畦貯密 育歳昧嵯勘 吾
別欧冴 返笠.
此欺房 此嫡蒔質受僕庵躯壬 桂遍佼笠勘 此嫡竺招蒔忘求 飼煮
座頬 佼時寄舗平 戴薫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庵頬 飼圃密 育
歳昧嵯 吾別往慰 此根畦貯蒔庫辞望 頬拠戴快雁嵯 歩嗣求 寄烏徳畦
昧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昧嵯快 此嫡蔚漆此辺頬 辞群昧
往嵯餌 岐笠. 此嫡亜 蒔丸泳吋管求 垢吸岐頬況 僕漁此嫡亜 取往包
辞 休此快 僕潔丸借密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此嫡卓祁
密 休此菩笠.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卓祁責囚望 籍戴
舗 泳吋此嫡密 遺硝亜 頬拒別取慰 此嫡煮密州勘亜 冴恭寄快 堰竺昧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頬 雑啄寄慰 休此亜 庫辞戴舗矛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房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飼圃蔚漆
脈 僕娃蔚漆密 堰辺望 辞群昧 州烏戴慰 冴痴戴快 堰竺昧 鞄萌鞄 鯖
貯庫辞寄餌 岐笠. 峻賞此嫡昧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兵
昧快 此嫡蒔柾歳望 返堀慰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此嫡
蔚漆密 堰辺頬 飼圃蔚漆脈 僕娃蔚漆此辺昧 江戴舗 辞群昧 往嵯取躯
此嫡州勘密 卓祁蒔蔚漆畦州亜 値偉寄舗 僕潔丸借密 此嫡竺招蒔飼煮
座頬 雑啄岐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此嫡蒔瞥文昧嵯 値糊岐 僕潔丸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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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 飼圃密 育歳堰 殴房 此根畦貯密 育歳昧嵯 値糊戴烏 漫泰 飼圃蔚
漆脈 僕娃蔚漆密 堰辺頬 佼笠 辞群昧 往嵯餌 岐笠. 此嫡煮密州勘亜
催笠快庵房 此嫡煮密竺猿頬 冴恭寄慰 此嫡煮密蒔散困宴泳亜 丁恭寄
舗 僕潔丸借頬 煮僕忘求 岐 晒 此嫡密 畏伊頬 沢座寄菩笠快庵忘求
嵯 僕漁此嫡庫辞密 位取昧嵯快 虻丸泰 休此蒔瑚卓忘求 寄取躯 此嫡
煮密絢瑳密 求竺昧嵯 倖 徳昧快 暑擦歯昧 孔堰戴笠. 此嫡煮密州勘
亜 査 笠冒昧勘 此根, 烏榊, 畦貯垢平昧快 殴房 此嫡密 鳳系頬 翁
吻殆忘薫 頬庵忘求 戴舗 泳吋蒔俊頬脈 求幹密 俊頬共 江窮泰 舗詰
亜取 俊頬亜 質受戴餌 岐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
房 殴房 此嫡密 鳳系望 曙困戴舗平 粍辞壇 雑啄希冴 殆快庵躯壬 此
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僕潔丸借望 飼圃密 育歳堰 殴房 此根畦貯密 育歳
昧嵯調取 値糊戴烏 漫泰 飼圃蔚漆脈 僕娃蔚漆此辺頬 辞群昧 州烏
岐笠.
飼圃蔚漆脈 僕娃蔚漆密 堰辺房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辞群昧 州烏
希之吻械宜 谷侠戴餌 雑啄寄餌 岐笠. 僕潔丸借頬 此嫡密 煮僕忘求
岐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僕潔丸借頬 華房 竺招蒔歩密脈 循密循庫座
望 亜取慰 飼圃堰 飼烏飼殺望 蔚漆戴快 此辺昧 舜亜戴薫 郁亜脈 此
嫡密 刑看 冴橿堰 漆絢望 籍卜蒔忘求, 達堰蒔忘求 幹椋峡胞戴快庵
忘求 戴舗 飼圃蔚漆脈 僕娃蔚漆此辺頬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
北昧 寓餌 座堰蒔忘求 手痴寄餌 岐笠. 此嫡煮密州勘共 抵牧返頬 衣
慰庫辞擦尽快 烏藷芳昧嵯 飼圃蔚漆此辺堰 僕娃蔚漆此辺望 辞群蒔忘
求 勝手戴舗往哀 徳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房 刑看 垢平昧嵯 鞄萌鞄 粍
辞壇 雑啄寄餌 岐笠.
倣怪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抱琢戴烏 漫泰 責囚房 郁州蒔座伊
望 胴慰 鞄萌 鯖貯寄慰殆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頬 郁
州蒔午漫昧嵯 手痴寄慰殆忘薫 蚕泳密 刑看 往宜 僕潔管頬 橿偉戴舗
飼煮座望 抱琢戴烏 漫泰 衣幹責囚望 者烏俊餌 五峡慰殆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抱琢戴烏 漫泰 責囚頬 郁州蒔座伊望 胴
慰 手痴寄餌 寄快庵房 芳査 倣怪欧 飼煮座望 漫泰 僕潔丸借密 責囚
密 煮寄快 責囚丸根僕 州郁煮密蚕休頬 嵯求 鯖唖泰 刑阪堰 哀莞望
亜取慰殆忘群嵯勘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瞥俄僑快 孤幹蒔兄蒔忘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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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舗 郁州蒔忘求 及苔寄舗殆烏徳畦頬笠.
飲庵房 糖泰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昧嵯 煮硝共 頬拒慰殆快 捉文
固潔疾管堰 僕潔管頬 州郁煮密飼管密 晶菊堰 菊棲竺沼密 駐散飼,
冴旺飼菩兜 別州欧密 遵取脈 潔疾密 飼煮猿望 慰冴戴慰 此嫡蒔手佼
共 頬拠戴仇快 峡値宴泳密 衣籍座忘求 戴舗 郁州蒔忘求 飼煮座望
抱琢戴烏 漫泰 戴往密 責囚辞査昧 偉苔寄舗殆烏徳畦頬笠. 倣怪 飼
煮座望 抱琢戴快 蚕泳密 刑看 往宜, 刑看 潔疾堰 僕潔管房 孤州飼
煮密 卓祁蒔烏招健昧 一餌 橿偉戴舗 衣幹忘求 責囚値往亜慰殆忘薫
包悪 州郁煮密, 取紘煮密共 曙困戴慰 蚕泳蒔午漫昧嵯 飼煮貯共 雑
啄戴烏 漫戴舗 檀俊餌 煤霧往亜慰殆笠.
飼煮座望 漫泰 僕潔丸借密 責囚房 此嫡煮密絢瑳望 籍戴舗 飲
芝郁蒔僕 兄蒔望 雑啄戴餌 岐笠.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密 芝郁蒔兄蒔
房 包悪 柾歳堰 育歳昧嵯 吾別往 飼煮座望 粍辞壇 雑啄戴快庵頬笠.
此嫡煮密共 絢瑳戴慰 粍座戴烏 漫泰 責囚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粍辞壇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忘求嵯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密
亜時 華房 橿泳求 岐笠.
此嫡煮密共 絢瑳戴慰 粍座戴烏 漫泰 責囚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
座望 腫故快 包悪 沢泉密 此嫡蒔柾歳望 慕椋壇 曙困戴快 責囚頬笠.
僕娃昧 密泰 僕娃密 峻賞, 泳吋昧 密泰 泳吋密 文固, 郁亜昧 密泰
郁亜密 取紘快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瞥俄僑快 亜時 煮寄快 此嫡蒔
殊易頬笠. 此嫡煮密蓬幹頬辞昧勘 泳吋昧 密泰 泳吋密 文固堰 郁亜
昧 密泰 郁亜密 取紘共 孤丸戴快 責囚管頬 五別湿取躯 粍辞壇 返堀
取 恵戴菩忘薫 僕娃昧 密泰 僕娃密 峻賞飼硝共 粍辞壇 曙困戴快庵
望 此祁忘求 貝蚕蓬 泳吋勘 返保笠. 此嫡煮密蓬幹房 峻賞泳吋堰 峻
賞州勘共 隼別鈷峡慰 郁亜煮猿堰 散困冴橿望 僕潔密庵忘求 躯管薫
辞蚕泳蒔午漫昧嵯 峻賞泳吋密 郁亜共 返翻忘求柏 包悪 峻賞脈 文固,
取紘脈 柾歳飼硝共 締時貝慰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舜渇餌 雑啄
泰笠.
此嫡煮密蓬幹房 糖泰 休此蒔忘求 貝仇倣快 殴房 此嫡密 包悪
鳳系望 曙困戴慰 飲 育歳昧嵯 此欺管望 芝郁蒔忘求 吾別往餌 戴烏
漫泰 責囚頬笠. 峻賞脈 文固, 取紘脈 柾歳頬 返別手 笠冒昧勘 此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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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快 殴房 此嫡亜 翁以菓房 鳳系頬 倣況幹墳 翁吻殆餌 岐笠. 殴房
此嫡亜 翁以菓房 殴房 此根堰 既淘別手 烏榊, 畦貯蒔戯竪座忘求 戴
舗 勘擦脈 荷助密 俊頬, 求幹泳吋堰 荷潔密 泳吋蒔俊頬之吻械宜 借
求幹堰 威求幹, 衣辺求幹堰 荷辺求幹, 竺殺求幹堰 鵬硝求幹密 俊頬
脈 渥頬 求幹昧嵯密 俊頬亜 殆快庵頬 飲 踏急泰 雑曲頬笠. 殴房 此
嫡密 鳳系頬 翁吻殆快 漆絢昧嵯快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方育脈 循
漆蒔凋幹頬 育歳葛戴餌 岐笠. 此嫡煮密共 衣慰庫辞擦尽烏 漫泰 責
囚房 呼求 殴房 此嫡亜 翁以菓房 包悪 鳳系望 粍辞壇 返堀慰 飲 育
歳昧嵯 此欺管望 芝郁蒔忘求 吾別往餌 戴烏 漫泰 責囚僕庵忘求 戴
舗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密 亜時 華房 橿泳求 岐笠.
此嫡煮密蓬幹房 糖泰 僕漁休此昧嵯 遵冒忘求 僕潔丸借頬 休此
脈 飼烏 蓬祁密 舜笠蓬 煮僕頬 寄舗 飼烏密 飼煮蒔取逮堰 方育共
雑啄値往亜快 亜時 処自泰 飼煮蒔蓬幹頬笠. 此嫡煮密漫辺房 星婿泰
冴救堰 卓祁蒔葛密 救勘健昧 僕潔丸借頬 休此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華房 飼唖望 亜取慰 手痴戴快 亜時 華房 沢泉密 飼煮
蒔蓬幹頬薫 飼煮座望 漫泰 刑看 橿泳密 虻循泰 堰辺管望 葛堰 冴救密
憾峡昧 戴往求 一餌 荊捷 漫休泰 檀忘求 冴痴値往亜快 慰勘密 飼煮
蒔蓬幹頬笠.
煮硝処替頬辞昧勘 此嫡休此蒔蓬幹密 候殊昧 宴泰 畦州, 笠擦
駒戴舗 頬 蓬幹頬 別梼泰 兄蒔昧嵯 別盗 糊逮忘求 手痴寄慰 庫辞戴
快亜 戴快 畦州昧 丸値嵯快 舗詰亜取求 値左戴菩笠. 慰丸昧快 促宜
斥堰 渥頬 《峡根郁亜》冴恭昧求 往吻亜快庵頬 此嫡蒔蓬幹密 胤候兄
蒔頬慰 糊逮頬宜快 位値亜 取紘蒔頬菩忘薫 借蚕昧快 此嫡庫辞密 兄
蒔堰 糊逮畦州共 此欺密 《候座》堰 偉喉擦唇 泣戴群嵯 《座査瑳》昧
烏藷泰 《株招煮密》 糖快 《座噴瑳》昧 烏藷泰 《呉招煮密》亜 雑擦寄快
此嫡昧求 庫辞戴快庵頬 此嫡蒔蓬幹密 胤候兄蒔堰 糊逮頬宜慰 峡値
戴菩笠. 飲峡慰 胤蚕昧 管別脈嵯快 飼候亜泳吋密 方育脈 峡北望 孤
慕戴舗 《江峡座蒔》僕 効絢州勘昧 《峡座蒔》僕 飼候煮密州勘共 丸招
擦尽群嵯 《竺密密 椋峡》, 《峡座密 椋峡》昧 寓快 此嫡, 僕娃密 《飼
圃蒔栽殊》頬往 《僕娃飼鳳》密 庫辞頬 佼時寄快 此嫡亜 休此庫辞密
芝郁蒔兄蒔頬薫 糊逮頬宜快 位値亜 取紘戴菩笠. 頬詰泰 位値管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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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憾 値葛 此嫡密 峻賞泳吋密 郁亜共 江琢戴慰 瑚琢戴仇快雁求喉西
哨庫泰 江堰替蒔頬薫 孤幹蒔僕 位値管頬菩笠. 具索煮密快 鳳系此宴
昧 烏藷戴舗 此欺管頬 鰻宴蒔僕 威州呉掌密 方育共 宴処戴群嵯 威
州蒔峡値宴泳共 雑啄戴舗 《足圃密 牟郁忘求喉西 飼鳳密 牟郁昧求》,
飼候煮密此嫡求喉西 此嫡煮密此嫡昧求 庫辞値往亜快庵頬 此嫡蒔蓬
幹密 胤候兄蒔堰 糊逮忘求 岐笠快庵望 弧濯笠. 飲峡戴舗 此嫡蒔蓬
幹密 胤候兄蒔堰 糊逮昧 丸泰 包悪 宴暇泣蒔頬薫 江堰替蒔僕 煮時
管昧 整伊望 煮保笠. 飲詰往 査痴慰辞亜管房 此嫡蒔蓬幹密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候殊蒔雪座望 峰餌 値祁戴取 恵泰庵忘求 戴舗 此
嫡蒔蓬幹頬 候殊昧 殆別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飼
煮蒔蓬幹忘求 岐笠快庵望 弧暖冴 返保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昧 烏藷戴舗 此嫡休此蒔
蓬幹密 候殊頬 飼煮蒔蓬幹頬宜快庵頬 粍檎戴餌 値祁幾忘求柏 此嫡
蒔蓬幹密 候殊畦州亜 遵冒忘求 僕潔丸借望 借鯖昧 菓慰 堰替蒔忘求
値祁寄餌 寄菩笠.

循漆蒔蓬幹
循漆蒔蓬幹房 此嫡蒔蓬幹頬 飼圃堰 此嫡共 抵牧返頬 晒究餌
蔚漆戴慰 瑚卓値往亜快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堰竺頬宜快庵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嫡休此蒔蓬幹房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慰 瑚卓戴快 僕潔丸
借密 循漆蒔蓬幹睦械笠.》
刑看 蓬幹房 卜竺泰 糊札忘求 手痴寄餌 寄薫 頬庵房 値葛 蓬
幹昧 歯胞戴快 苔呉掌座望 雪趣腫快 借方泰 趣糟密 戴往求 岐笠.
飼圃密 蓬幹頬往 此嫡蒔蓬幹房 笠渥頬 殴房庵頬 晒庵昧 密戴
舗 遺硝寄快 堰竺望 籍戴舗 瑚貯庫辞戴快庵頬 苔呉掌蒔頬笠. 飲詰
往 頬庵房 殴房庵堰 晒庵密 遺硝亜 飼圃密 蓬幹昧嵯往 此嫡蒔蓬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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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嵯往 笠渥房 糊札忘求 頬拒別手笠快庵望 密欠戴取 扮快笠. 此嫡
蒔蓬幹房 飼圃密 蓬幹堰 胤候蒔忘求 笠競 糊札忘求 殴房庵堰 晒庵
密 遺硝亜 頬拒別手笠.
此嫡蒔蓬幹昧嵯快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昧 密戴舗 飲管密 飼
煮座望 育歳戴慰 瞥州戴快 殴房庵頬 飼煮蒔方育昧 寓快 晒庵忘求
遺硝寄舗往娃笠.
此嫡蒔蓬幹昧嵯快 芳査 晒庵昧 密泰 殴房庵密 遺硝亜 僕潔丸
借密 飼煮座望 育歳戴虻往 瞥州戴快庵頬 曙困寄慰 僕潔丸借密 飼煮
座雑啄昧 頬呼取戴快庵頬 晒求 躯管別取快 堰竺望 籍戴舗 頬拒別
手笠.
飼圃密 蓬幹昧嵯 晒庵頬技 飲 頬辞昧快 旬吻倖冴 返保兜 育座
方栽脈 偉苔育漆共 亜取慰 擦娃蒔忘求 既淘別雫 庫散泰 此系啄根
頬笠. 飼圃密 蓬幹房 佼笠 笠僻戴慰 侯慈泰 育座方栽脈 偉苔育漆共
亜手 此系啄根頬 蒲 笠僻戴慰 侯慈泰 育座方栽脈 偉苔育漆共 亜手
此系啄根佼笠 擦娃蒔忘求 既淘別雫 庫散戴快 苔呉掌蒔堰竺望 籍戴
舗 抵牧返頬 瑚貯庫辞戴餌 岐笠. 桂烏系殊求喉西 鳳烏系殊昧求, 桂
散祁硝求喉西 散祁硝昧求密 瑚貯庫辞堰竺頬 呼求 飲 丸糟蒔雑曲
頬笠. 飲詰往 飼圃密 蓬幹堰快 鰍峡 此嫡蒔蓬幹昧嵯 晒庵堰 殴房庵
望 亜僑快 烏紗房 橿阪壇 此系啄根密 育座方栽脈 偉苔糊札密 笠僻
座堰 侯慈座頬往 擦娃蒔僕 査竪俊昧 殆快庵頬 吻械笠. 此嫡蒔蓬幹
昧嵯 晒庵堰 殴房庵望 亜僑快 烏紗房 別観調取往 飲 煮硝僕 僕潔丸
借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快亜 寓取 扮快亜, 笠擦駒戴舗 飼煮座雑啄昧
頬呼取戴快亜 吻械群 育歳戴慰 瞥俄僑快亜 戴快雁 殆笠. 僕潔丸借
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雁 頬呼取戴快庵頬 晒庵頬薫 飼煮座望 育歳戴
慰 瞥州戴快庵房 殴房庵頬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座望 育歳戴慰 瞥俄
僑快 殴房庵望 返堀慰 飼煮蒔方育昧 寓快 晒庵望 躯管別貝快 糊札
忘求躯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値往亜餌 寄薫 頬庵頬 笠凶吻灰
循漆蒔蓬幹頬笠. 吻桂峡 擦娃蒔忘求 既魁餌 庫散戴慰 辞昧 返兜庵
望 躯管別貝勘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雁 頬呼取戴取 恵戴虻
往 飲庵望 育歳戴慰 瞥州戴快庵房 晒庵頬宜慰 滞冴 返笠.
此嫡蒔蓬幹昧嵯快 糖泰 晒庵昧 密泰 殴房庵密 遺硝亜 僕潔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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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密 循漆蒔凋幹望 籍戴舗 兄蒔密札蒔忘求 頬拒別手笠.
飼圃密 蓬幹昧嵯快 鰻宴蒔忘求 質受戴快 系殊管密 憲兄蒔僕
琢根歯胞昧 密戴舗 自汐求 殴房庵頬 栽軍寄慰 晒庵頬 散以旺笠. 飼
圃密 蓬幹昧嵯 殴房庵密 此軍堰 晒庵密 庫散房 鰻宴蒔漆絢堰 飲昧
歯胞戴快 呉掌昧 凍宜嵯 飼圃庫散蒔忘求 頬拒別取餌 岐笠.
飼圃密 蓬幹堰 鰍峡 此嫡蒔蓬幹昧嵯快 晒庵昧 密泰 殴房庵密
遺硝亜 飼圃庫散蒔忘求 頬拒別取取 扮快笠. 此嫡蒔蓬幹昧嵯 殴房庵
密 曙困堰 晒庵密 循漆快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卓戴快 僕潔丸借密
改幹蒔頬薫 蒔淫蒔僕 凋幹昧 密値嵯躯 頬拒別殊冴 殆笠. 此嫡蒔蓬
幹昧嵯 晒庵堰 殴房庵密 遺硝堰竺勘 卜竺泰 鰻宴蒔呉掌昧 凍宜 苔
呉掌蒔忘求 頬拒別手笠. 飲詰往 此嫡蒔蓬幹昧嵯 晒庵房 鰻宴蒔漆絢
頬 奨垢壇 矩及寄舗平躯 庫散戴快庵頬 吻械薫 糖 鰻宴蒔漆絢頬 矩
及寄菩笠慰 戴舗 自汐求 散以往快庵勘 吻械笠. 此嫡蒔蓬幹昧嵯快
僕潔丸借頬 別祷餌 凋幹戴快亜 戴快雁 凍宜 呉掌頬 阪漆究餌 歯胞
滞冴勘 殆慰 飲 歯胞頬 瞥州寄虻往 州泰希冴勘 殆快庵頬笠. 僕潔丸
借房 呉掌蒔方育共 祖噴戴慰 飲庵望 飼烏密 飼煮座雑啄昧 改幹蒔忘
求 峡胞滞冴 殆快 桂允桂手泰 循漆蒔改休望 亜取慰殆笠. 飲詰劇求
僕潔丸借密 凋幹房 橿阪壇 鰻宴蒔呉掌密 方育共 宴処戴烏 漫戴舗嵯
躯 手痴寄取 扮忘薫 鰻宴蒔僕 威州蒔足圃座昧 密質戴慰 州弊寄舗
頬拒別取快庵勘 吻械笠. 江汲 鰻宴蒔漆絢頬 蒲 座坂寄舗勘 僕潔丸
借頬 循漆蒔改休望 翁窺返頬 庫昼戴舗 煮硝求嵯密 鋪滞望 笠戴餌
寄群 足方泰 漆絢望 煮幹蒔忘求 矩及戴群嵯 飼煮座望 瞥俄僑快 殴
房庵望 曙困戴慰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快雁 頬呼取戴快 晒庵望 循漆
滞冴 殆笠. 庫辞岐 飼候煮密往宜管昧嵯亜 吻械宜 散困休庫辞冴紗頬
江遺蒔 黄幣兜 往宜管昧嵯 轡自 卓祁頬 卜別往 殴房 此嫡州勘共 曙
困戴慰 晒求蓬 査手蒔僕 此嫡煮密州勘共 冴恭泰 休此蒔此雑頬 頬庵
望 丁主戴舗紗笠. 晒求蓬 求幹勘育密 州歯堰 衝殺堰替烏榊密 循墳,
査手蒔僕 畦替柾榊密 循歯勘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改休堰 鋪滞望 梼往
嵯 散唖滞冴 返笠. 僕潔丸借頬 飼烏密 循漆蒔改休堰 鋪滞求 飼圃堰
此嫡昧嵯 飼煮蒔方育昧 寓取 扮快 殴房庵望 返堀慰 飼煮座望 雑啄
戴快雁 頬呼取戴快 晒庵望 兄蒔密札蒔忘求 躯管別往亜快 蓬幹頬 呼
- 215 -

求 循漆蒔蓬幹僕庵頬笠.
此嫡休此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蓬幹忘求 寄快庵房 芳査
僕潔丸借頬 循漆座望 候座忘求 戴慰殆快 循漆蒔質受頬烏徳畦頬笠.
循漆座房 兄蒔密札蒔忘求 蚕泳共 蔚漆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
快 此嫡蒔僕娃密 候殊蒔歳座頬笠. 循漆座忘求 戴舗 此欺房 殴房庵
望 瑚卓戴慰 晒求蓬庵望 躯管別貝群嵯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昧餌 鞄
萌鞄 隼刑殆慰 峡求蓬庵忘求 蔚瑚擦唇往娃笠. 此嫡蒔蓬幹房 此欺密
蓬幹頬薫 此欺頬 凋幹戴快 堰竺房 飲管頬 亜取慰殆快 候殊蒔歳座頬
庫啄寄快 堰竺頬笠. 此嫡蒔蓬幹昧嵯 兄蒔密札蒔忘求 殴房庵望 返堀
慰 晒庵望 循漆値往亜快 此欺密 凋幹房 呼求 飲管頬 亜取慰殆快 循
漆座密 庫啄僕庵頬笠. 此欺密 亜時 借方泰 候殊蒔雪座密 戴往共 頬
拒快 循漆座望 舜渇餌 硝啄泰 此嫡蒔種橿房 循漆蒔凋幹密 衣籍座昧
烏藷戴舗 偉苔岐 僕潔丸借頬笠. 殴房庵望 返堀慰 晒庵望 循漆戴快
庵房 僕潔丸借密 候座蒔方育頬笠. 僕潔丸借房 飼圃堰 此嫡密 包悪
育歳昧嵯 吾別往 飼煮座望 雑啄戴仇快 取逮堰 方育共 亜取慰殆笠.
僕潔丸借頬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値嵯快 飼煮座望 育歳戴快 殴房庵
望 返堀慰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雁 頬呼取戴快 晒庵望 循漆値平 泰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座昧 丸泰 取逮堰 方育求喉西 殴房庵望 返堀慰 晒
庵望 循漆戴快雁 汐固泰 峡値宴泳共 亜取餌 寄薫 飲庵望 蒔淫 方育
戴餌 岐笠.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方育亜 抵牧返頬
州烏寄快庵遵却 殴房庵望 返堀慰 晒庵望 循漆戴仇快 僕潔丸借密 方
育勘 抵牧返頬 州烏岐笠. 僕潔丸借房 殴房庵望 返堀慰 晒庵望 循漆
滞庵望 方育滞之吻械宜 飲庵望 雑啄滞冴 殆快 桂允桂手泰 循漆蒔改
休望 亜取慰殆笠. 循漆滞雁 丸泰 方育躯 州烏戴慰 飲庵望 雑啄滞冴
殆快 改休頬 返忘群 循漆蒔凋幹頬 頬拒別殊冴 返笠. 僕潔丸借昧餌
快 飼圃堰 此嫡密 此系啄根管堰 飲 蓬幹密 苔呉掌座望 竺丁壇 僕札
戴慰 飲庵望 飼烏密 取逮堰 方育昧 寓餌 卓祁蒔忘求 蔚漆戴慰 瑚卓
滞冴 殆快 僕札改休堰 雑順改休頬 殆笠. 蔚碁蒔此欺管密 檀堰 取逐
昧快 泰泳亜 殆取躯 僕潔丸借密 檀堰 取逐昧快 泰泳亜 返笠. 僕潔
丸借昧餌快 倣狭 休此蒔堰竺望 籍戴舗 匠蒔岐 飼圃堰 此嫡昧 丸泰
欝慰勘 霜喉泰 取札堰 烏榊雑順蒔威醍堰 烏改, 坂及 莞頬 殆忘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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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取脈 峡値宴泳密 衣籍座昧 烏藷泰 漆守寄慰 橿苔岐 卓祁蒔改休頬
殆笠. 此嫡散困休房 飼圃望 竺侯戴快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檀頬薫 卓
祁蒔僕 竺招休橘房 此嫡共 蔚漆戴快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檀頬笠. 頬
遵却 僕潔丸借房 此欺密 循漆座望 舜渇餌 硝啄戴慰殆快 此嫡蒔種橿
頬薫 凍宜嵯 僕潔丸借望 煮硝求 戴快 此嫡蒔蓬幹頬 循漆蒔蓬幹忘求
寄快庵房 足圃蒔頬笠.
此嫡休此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蓬幹忘求 寄快庵房 糖泰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循漆蒔凋幹望 籍戴舗 雑啄値往亜快庵頬 此欺,
僕潔丸借密 慰鳳泰 凋幹糊札頬烏徳畦頬笠.
此欺,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泰 凋幹丸根房 飼
圃堰 此嫡頬笠. 飲杵雁 飼圃堰 此嫡快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雑啄密 漆
絢忘求 寄快 幹擦昧 此欺密 飼煮蒔方育雑啄望 育歳戴快 方僕忘求勘
岐笠. 飼圃房 此欺頬 飼煮蒔忘求 墾吻亜快雁 足方泰 系殊蒔冴橿密
椋順頬慰 此欺昧餌 足冴蒔僕 散凋兆威頬笠. 此嫡勘 此欺頬 墾吻亜
快雁 足方泰 散凋兆威忘求 岐笠. 飲詰往 飼圃堰 此嫡快 僕娃密 飼
煮蒔方育共 奨疾擦尽快雁 足方泰 冴橿堰 漆絢管望 烏座密 沢泉求
索索求 州衣戴取 扮快笠. 飲庵管房 勘峡舗 此欺頬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峡快雁 孔峡泰 兆威漆絢忘求, 孔痴堰 慰籍密 胤椋忘求 希冴勘
殆笠. 頬脈 渥房 漆絢昧嵯 僕潔丸借頬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
烏 漫戴舗嵯快 飼圃堰 此嫡亜 僕娃密 飼煮蒔方育雑啄密 丸根忘求嵯
亜取慰殆快 刑阪望 淫侯戴舗平 戴薫 飲詰飼群 飼煮蒔方育雑啄望 自
堀戴快 殴房庵望 返堀慰 飼煮蒔方育雑啄昧 頬呼取戴快 晒庵望 躯管
別貝快 循漆蒔凋幹望 五仇平 泰笠. 飼圃堰 此嫡密 此系啄根管房 卜
竺泰 苔呉掌座昧 凍宜 鰻宴蒔忘求 質受戴慰 瑚貯庫辞泰笠. 飲詰劇
求 此系啄根密 呉掌管房 飲 歯胞漆絢管昧 烏藷戴舗 僕札滞冴 殆忘
薫 此系啄根飼硝勘 飲 質受脈 庫辞望 咽州戴快 呉掌昧 丸泰 僕札昧
烏藷戴舗 蔚漆戴慰 峡胞滞冴 殆笠. 僕潔丸借房 蚕泳密 候殊堰 飲
苔呉掌座望 孤慕泰 取札望 烏候貝胞忘求 戴快 循漆蒔改休望 亜取慰
殆笠. 僕潔丸借房 循漆蒔改休忘求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卓戴快 循
漆蒔凋幹望 五恐忘求柏 飼煮蒔方育雑啄昧 頬呼取戴快 冴橿堰 兆威
望 矩及値往娃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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頬遵却 循漆蒔凋幹房 此欺, 僕潔丸借密 慰鳳泰 凋幹糊札頬烏
徳畦昧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泰 此嫡蒔蓬幹房 僕潔
丸借飼殺密 循漆蒔凋幹昧 密戴舗 頬拒別取快 循漆蒔蓬幹忘求, 循漆
蒔座伊望 胴慰 手痴寄快 蓬幹忘求 寄快庵頬笠.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蓬幹頬宜快庵房 僕漁休此昧
密値 踏急頬 丁主寄菩笠.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晒庵頬 循漆寄快 循漆蒔蓬幹
頬宜快庵房 芳査 僕漁休此密 辞烏娃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求幹凋幹昧
密戴舗 此嫡密 系殊畦貯蒔受喉亜 抵牧返頬 循漆寄慰 矩及寄舗包雁
嵯 旬吻倖冴 殆笠.
求幹房 飼圃望 竺侯戴烏 漫泰 此欺管密 循漆蒔凋幹忘求嵯 循
漆蒔蓬幹密 借方泰 泰 沢泉頬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求幹昧 密戴舗 求幹勘育亜 蔚査寄慰 飼圃兆
威頬 鞄萌鞄 僕娃昧餌 隼刑殆慰 峡求蓬庵忘求 辞瑚寄舗矛忘薫 此嫡
密 系殊蒔受喉亜 循漆寄慰 丁丸庫辞寄舗矛笠.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晒庵頬 循漆寄快 循漆蒔蓬幹
頬宜快庵房 糖泰 僕漁休此亜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忘求 此嫡蒔手
佼共 頬拠戴舗包 堰竺頬宜快雁嵯勘 旬吻倖冴 殆笠.
椋擦此嫡求喉西 珂柾此嫡, 効絢此嫡, 飼候煮密此嫡共 虻庶 此
嫡煮密此嫡昧 頬僑快 僕漁此嫡密 庫辞堰竺房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殴
房 此嫡州勘亜 晒求蓬 此嫡州勘求 遺硝寄舗包 堰竺頬菩笠.
頬 刑看庵房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蓬幹頬宜快庵望
踏急頬 佼舗紗笠.
循漆蒔蓬幹房 飼烏密 慰鳳泰 苔呉掌座昧 凍宜 穐貯庫辞寄舗往
娃笠.
循漆蒔蓬幹頬技 笠凶吻灰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卓戴快 僕潔丸
借密 循漆蒔凋幹堰竺僕庵躯壬 循漆蒔蓬幹頬 穐貯庫辞寄舗往亜快 苔
呉掌蒔堰竺房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頬 穐貯寄舗往亜快 苔呉掌蒔堰
竺頬宜慰 駒滞冴 殆笠.
循漆蒔蓬幹房 芳査 責囚望 幹孤戴餌 寄薫 殴房庵望 孤丸戴快
僕潔丸借密 責囚頬 穐貯寄快雁 凍宜 鞄萌鞄 鯖貯庫辞寄舗往娃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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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漆密 堰竺房 為 責囚堰竺頬薫 責囚望 梼往嵯 晒庵密 循漆昧 丸戴
舗 散唖滞冴 返笠. 循漆蒔蓬幹房 僕潔丸借頬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殴房庵望 返堀慰 晒庵望 躯甘快 凋幹堰竺頬笠. 飲杵雁 殴房庵房 責
囚頬 返頬 自汐求 返別取取 扮忘薫 晒庵房 自汐求 孜餌 散烏取 扮
快笠. 飼圃昧嵯快 孔峡泰 飼圃取峡蒔兆威堰 飼圃泳密 憲兄蒔僕 檀
頬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望 糊値戴薫 此嫡昧嵯快 飼烏密 取紘蒔僕
取漫共 鳳取戴薫 朴別鈷彊 又 取漫共 寄旬忘仇慰 足此蒔忘求 庫噴
戴快 孤幹蒔峻賞泳吋, 取紘泳吋頬 自貸値往査笠. 僕潔丸借房 倣守
責囚望 籍値嵯躯 頬詰泰庵管望 淫侯戴慰 循漆密 兄蒔望 鰍座滞冴
殆笠. 雪壇 殴房 此嫡州勘共 晒求蓬 此嫡州勘求 呼亭慰 僕潔丸借密
此嫡泳吋蒔値糊望 頬拠戴舗往亜快 堰竺房 招吸泰 泳吋責囚堰竺頬笠.
卓祁房 椋況 責囚忘求 擦歯寄慰 責囚忘求 締旺笠. 休此蒔忘求 孤幹
蒔峻賞泳吋頬 飼烏密 取紘猿望 索索求 貝菓房 曲快 返保慰 糖 殆望
冴勘 返笠. 殴房 州勘, 殴房 散凋望 佼質戴仇快 蚕休望 返堀烏 漫
泰 責囚望 籍値嵯躯 晒 州勘, 晒 散凋望 循漆滞冴 殆笠. 僕潔丸借
密 循漆蒔凋幹頬 責囚歳昧嵯 手痴寄慰 責囚望 籍戴舗 循漆密 兄蒔
望 雑啄滞冴 殆快庵躯壬 責囚頬 欝頬殆餌 蒔淫蒔忘求 五別殊冴汲
循漆蒔蓬幹房 鞄萌 鯖貯庫辞寄舗往娃笠.
循漆蒔蓬幹房 糖泰 僕潔丸借頬 飼烏飼殺望 鞄萌鞄 檀殆快 質
受求 尽芳快 堰竺頬薫 循漆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改休堰 鋪
滞頬 華吻取快雁 凍宜 鞄萌鞄 穐貯庫辞岐笠. 晒庵望 取逮戴快 此嫡
蒔蓬幹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房 殴房庵, 蔚漆丸根望 瑚卓値往亜快 循
漆蒔蓬幹堰竺昧 足圃蒔忘求 飼烏密 循漆蒔改休望 華舗往娃笠.
僕潔丸借房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快 循漆蒔責囚堰竺昧 霜喉泰
烏改堰 坂及, 威醍望 矧慰 飲庵望 卜孤貯泰 取札望 硝監戴餌 寄薫
飼烏密 僕札改休堰 雑順改休密 冴紗望 粗橿戴慰 飲庵望 鞄萌 華頬
烏 漫戴舗 蒔淫 珂休戴餌 岐笠.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烏 漫泰 僕潔
丸借密 循漆蒔僕 責囚堰竺昧 循漆蒔改休望 華頬快雁 鳳峡泰 飼圃蒔
倦 此嫡休此蒔僕 兆威漆絢管勘 矩及寄舗往娃笠. 飼圃堰 此嫡共 蔚
漆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責囚頬 槽仮慰 欝頬殆餌 手痴希冴汲 飲管
密 循漆蒔改休房 佼笠 穐貯寄餌 岐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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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漁此嫡密 庫辞休此快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改休頬 飲管密 循漆
蒔責囚堰竺歳昧嵯 時座寄舗矛笠快庵望 踏急頬 佼舗紗笠.
此嫡散困休密 庫辞休此快 飼圃望 竺侯戴快 此欺管密 循漆蒔檀
頬 時座戴舗包 休此頬笠. 僕漁休此密 仇祁烏昧 此欺管房 煮求 飼烏
密 鵬硝蒔檀堰 鳳招泰 勘育昧 密虻戴舗 散凋冴橿望 着監戴菩笠.
此欺管房 飼圃望 竺侯戴烏 漫泰 責囚堰竺昧 式俊 左烏擦丸求
喉西 曙幹烏脈 処烏擦丸昧求, 鵬硝求幹昧 密虻泰 烏泳州困辺擦丸求
喉西 竺殺求幹, 取改求幹, 烏榊求幹昧 密虻戴快 竺佼困辺擦丸昧求
庫辞戴舗矛笠.
此嫡卓祁密 休此勘 此嫡共 瑚卓戴快 僕潔丸借密 卓祁蒔改休頬
穐貯寄舗包 休此頬笠. 僕潔丸借房 此嫡共 瑚卓戴慰 庫辞擦尽快 卓
祁責囚堰竺昧 飼烏密 此嫡泳吋蒔遵取脈 峡値宴泳共 欝頬 飼唖戴慰
竺招此根蒔忘求 唖座寄舗 竺招漆守昧 一餌 偉歳寄餌 岐笠. 糖泰 卓
祁責囚歳昧嵯 卓祁密 椋峡脈 冴痴糊勘共 欝頬 硝監戴慰 責囚威醍望
矧忘薫 責囚糊呉望 喉橿壇 蔚査戴餌 岐笠.
飼圃堰 此嫡共 瑚卓戴快 堰竺昧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改休頬 時
座戴快雁 凍宜 循漆蒔蓬幹房 鞄萌鞄 穐貯庫辞値往娃笠. 循漆蒔改休
頬 時座戴群 滞冴汲 僕潔丸借頬 殴房庵望 返堀慰 晒庵望 循漆戴烏
漫泰 鞄 華房 方育共 州烏戴慰 飲庵望 雑啄戴烏 漫戴舗 蒔淫蒔忘求
責囚戴餌 寄薫 飲峡戴舗 循漆蒔蓬幹房 佼笠 華房 橿泳昧求 庫辞
泰笠. 僕潔丸借房 飼烏密 循漆蒔改休密 紗江竺勘昧 寓餌 飼煮蒔僕
方育共 州烏戴慰 循漆蒔凋幹望 五仇往亜快庵躯壬 循漆蒔改休頬 時
座戴快雁 凍宜 芝辞佼笠 鞄 華房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
頬 槽仮慰 欝頬殆餌 手痴寄餌 寄快庵房 足圃蒔頬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改休頬 時座滞冴汲 糖泰 晒庵昧 密泰 殴房
庵密 遺硝亜 鞄 楢競 歳勘求 頬拒別手笠. 晒庵昧 密泰 殴房庵密 遺
硝亜 変矩往 畷峡 頬拒別取快亜 戴快庵房 休此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
頬 珂快 鋪滞堰 借方戴餌 宴及寄舗殆笠. 僕潔丸借房 循漆蒔改休頬
時座滞冴汲 晒庵望 循漆戴快雁嵯 鞄 刃 鋪滞望 稼餌 寄薫 僕潔丸借
密 鋪滞頬 華吻殊冴汲 殴房庵頬 曙困寄慰 晒庵忘求 遺硝寄快 堰竺
頬 楢競 歳勘求 手痴寄舗往亜餌 岐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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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漁休此昧嵯 亜時 華房 沢泉密 循漆蒔蓬幹房 此嫡煮密蓬幹
頬笠.
此嫡煮密蓬幹頬 亜時 華房 沢泉密 循漆蒔蓬幹忘求 寄快庵房
芳査 飲庵頬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堰 循漆座頬 辞群蒔忘求 雑啄寄快
此嫡共 絢瑳戴快 蓬幹頬烏徳畦頬笠. 循漆蒔蓬幹密 冴紗堰 華頬快
飲庵頬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堰 循漆座望 別壊 竺勘求 雑啄戴快 蓬幹
僕亜 戴快雁 密戴舗 咽竺岐笠. 此嫡煮密蓬幹頬辞密 刑看 蓬幹管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堰 循漆座望 瞥州戴快 胤椋飼硝共 粍辞壇 曙困戴
烏 漫泰 責囚忘求快 寄取 恵戴菩笠.
頬脈快 鰍峡 此嫡煮密蓬幹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堰 循漆座望
育歳戴快 包悪 殴房庵望 粍辞壇 曙困戴慰 飼煮座堰 循漆座頬 辞群
蒔忘求 舜渇餌 雑啄寄快 此嫡共 絢瑳戴烏 漫泰 蓬幹頬笠. 此嫡煮密
此嫡亜 粍座寄群 此嫡散凋密 刑看 垢平昧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堰
循漆座頬 辞群蒔忘求 雑啄寄餌 岐笠. 芳査 此根竺殺散凋昧嵯 此嫡
密 刑看 座椋管頬 華房 此根密札冴紗堰 畦貯烏榊冴紗望 亜手 僕娃
忘求 寄薫 此嫡宴泳快 戴往密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求 偉苔岐 種橿煮密
蒔此嫡宴泳求 岐笠. 糖泰 系殊威州散凋昧嵯勘 此欺管頬 檀看 求幹
昧嵯 粍辞壇 値糊寄慰 竺殺求幹堰 鵬硝求幹密 俊頬亜 返頬 鳳疾戴
慰 畦祁泰 散凋望 滞冴 殆快 系殊威州蒔漆絢望 粍辞壇 佼時己餌
岐笠.
頬遵却 此嫡煮密蓬幹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堰 循漆座頬 辞群蒔
忘求 雑啄寄快 此嫡共 絢瑳戴烏 漫泰 蓬幹忘求嵯 亜時 華房 沢泉密
循漆蒔蓬幹忘求 岐笠.
此嫡煮密蓬幹頬 亜時 華房 沢泉密 循漆蒔蓬幹忘求 寄快庵房
糖泰 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頬 此嫡煮密蓬幹昧嵯 亜時 華頬 庫僻寄烏徳
畦頬笠. 循漆蒔蓬幹密 冴紗堰 華頬快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堰 循漆座
望 別壊 竺勘求 雑啄戴快亜 戴快雁 密値嵯之吻械宜 僕潔丸借密 循
漆休頬 変矩往 庫僻寄快亜 戴快雁 密値嵯勘 咽竺岐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頬 華頬 庫僻寄快 蓬幹卜冴汲 華房 沢泉密 循漆蒔蓬幹忘求
岐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房 此嫡煮密蓬幹昧嵯 亜時 華頬 庫僻岐笠.
此嫡煮密蓬幹昧嵯 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望 亜時 華頬 庫僻擦尽快 偉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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蒔方僕房 葛堰 冴救密 救勘頬笠. 此嫡煮密蓬幹頬辞昧快 僕潔丸借頬
星婿泰 冴救望 刑擦取 恵泰庵忘求 戴舗 戴往密 竺招蒔休橘忘求 一
餌 橿偉戴取 恵戴菩忘薫 凍宜嵯 飼烏密 循漆蒔改休望 州丸求 庫僻
滞冴 返保笠. 此嫡煮密蓬幹昧嵯快 冴救堰 冴救頬 頬廷快 葛密 救勘
健昧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望 育歳戴快 包悪 殊易管望 曙困戴慰
飲管密 循漆蒔取逐脈 歩座望 蒔淫 庫昼戴餌 戴薫 循漆蒔改休望 兄
蒔密札蒔忘求 尽芳烏 漫泰 漆守竺招此辺頬 凋庫壇 五別手笠. 飲峡
戴舗 僕潔丸借房 華房 循漆蒔改休望 取灰 穐休泰 卓祁休橘忘求 飼
宜往餌 寄薫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慰 瑚卓戴快 責囚歳昧嵯 飼烏密
循漆休望 亜時 華頬 庫僻戴餌 岐笠. 頬遵却 此嫡煮密蓬幹昧嵯 僕潔
丸借密 循漆休頬 華頬 庫僻寄快庵忘求 戴舗 此嫡煮密蓬幹房 僕漁休
此昧嵯 亜時 華房 沢泉密 循漆蒔蓬幹忘求 岐笠.
煮硝処替頬辞昧勘 此嫡休此蒔蓬幹密 座伊昧 丸戴舗 舗詰亜取
求 値左寄菩笠.
煮宴宴暇泣飼管房 此嫡蒔蓬幹望 飲 別盗 殺頬往 磯煮, 星婿
泰 蔚僕密 密取共 雑啄値往亜快 堰竺忘求 候雁求喉西 此嫡休此蒔
蓬幹密 芳圃蒔座伊望 穐漆戴菩忘薫 孤丸求 鰻宴宴暇泣飼管房 此
嫡蒔蓬幹望 飲 別盗 《蚕泳竺殺》頬 飼烏 庫辞望 辞蔚値往亜快 堰
竺忘求 候雁求喉西 此欺管密 密取脈快 勧恭岐 殺江蒔僕 檀昧 密
戴舗 頬拒別取快 此嫡休此蒔蓬幹密 殺江煮密蒔, 坂祁泣蒔座伊望
穐漆戴菩笠.
鳳系此宴房 此嫡蒔蓬幹頬 鰻宴蒔呉掌 釈 系殊威州蒔漆絢密 庫
辞呉掌昧 凍宜 殴房 散困糊札頬 晒求蓬 散困糊札忘求 遺硝寄舗往亜
薫 飲庵房 系殊蒔喉共 散困戴快 求幹凋幹堰 泳吋責囚昧 密戴舗 頬
拒別手笠快庵望 弧濯取躯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候座望 竺丁壇 弧壇取
恵泰雁求喉西 此嫡庫辞密 鰻宴蒔, 苔呉掌蒔座伊望 穐漆戴快雁 飲招
慰 此嫡蒔蓬幹密 循漆蒔座伊昧 丸値嵯快 値渇望 煮取 恵戴菩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僕潔丸借密 循漆座昧 烏藷戴舗 此嫡休此蒔
蓬幹密 座伊頬 循漆蒔蓬幹頬宜快庵頬 粍檎戴餌 値祁幾忘求柏 此嫡
蒔蓬幹密 座伊畦州亜 遵冒忘求 僕潔丸借望 借鯖昧 菓慰 堰替蒔忘求
値祁寄餌 寄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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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札蒔蓬幹
密札蒔蓬幹房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兄蒔密札蒔僕 責囚昧
密戴舗 勝幹寄快 蓬幹頬宜快庵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
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刑看 卓祁蓬幹房 密札蒔僕 蓬幹睦械笠.》
飼圃密 蓬幹昧快 密札望 亜手 飲 別盗 質受勘 返取躯 此嫡蒔
蓬幹昧快 密札座望 飼烏密 候座忘求 戴快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 僕潔
丸借頬 殆笠. 飲杵庵躯壬 飼圃密 蓬幹房 飲 別盗 兄蒔密札座勘 銅
冴 返取躯 此嫡蒔蓬幹房 兄蒔密札座望 胴餌 岐笠.
此嫡蒔蓬幹房 桂遍佼笠勘 僕潔丸借密 兄蒔密札蒔僕 凋幹昧 密
戴舗 頬拒別取快 蓬幹頬笠.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兄蒔密札蒔僕 凋幹昧 密戴舗 頬拒別
取快 蓬幹頬宜快庵房 芳査 此欺, 僕潔丸借頬 鰻宴蒔僕 兆威漆絢望
僕札泰雁 烏藷戴舗 飼煮蒔方育共 飼唖戴慰 飲昧 丸泰 飼烏密 泉勘
共 偉鯖泰 笠冒昧 凋幹望 五峡快雁嵯 糟啄岐笠.
飼圃蒔, 散系替蒔質受昧 殆別嵯快 卜竺泰 漆絢躯 取別取群 足
圃蒔忘求 歯胞頬 卜別旺笠.
飲詰往 此欺密 凋幹房 鰻宴蒔忘求 漆絢頬 座坂寄菩笠慰 値嵯
卜別往快庵頬 吻械笠. 此欺昧餌 殆別嵯 鰻宴蒔漆絢房 凋幹望 卜忘
迅 足方座堰 亜改座望 取別煮薫 飲 雑啄昧 慕逮望 者之頬笠.
此欺房 僕札堰竺望 籍戴舗 取紘脈 蔚漆密 丸根望 祖噴泰 笠冒
飲昧 丸泰 飼烏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飼唖戴慰 飲庵望 雑啄戴仇快
偉鯖望 亜雫平 江求栽 痴幹昧求 何別亜餌 岐笠.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兄蒔密札蒔僕 凋幹昧 密戴舗 頬拒別
取快 蓬幹頬宜快庵房 糖泰 此欺, 僕潔丸借頬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求
喉西 貝蚕蓬 兄糟共 鰍座戴烏 漫戴舗 苔峡蒔僕 冴橿望 査浅峡胞戴
慰 密勘蒔忘求 凋幹戴快雁嵯 糟啄岐笠.
此欺房 飼烏亜 貝蚕蓬 兄糟共 鰍座戴烏 漫戴舗 苔峡蒔僕 冴橿
望 査浅戴虻往 晒求 矩及戴舗 飲庵望 凋幹昧 峡胞泰笠. 糖泰 飼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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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快 堰竺昧 喉樫招快 竺帳望 垢左粗橿戴慰
飲 値偉丸沼望 蚕芳薫 僕貝座堰 粍穐座, 穐密座堰 渥房 密取蒔僕
檀望 庫昼戴舗 蚕蓬 兄糟共 鰍座滞 徳調取 壱腿返頬 凋幹泰笠.
頬詰泰庵管房 密札密 漆汐籍州健昧嵯 頬拒別取快 此欺密 凋幹,
此嫡蒔蓬幹昧嵯躯 倖冴 殆快 雪趣頬笠.
此嫡蒔蓬幹房 笠冒忘求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烏候
勝幹休忘求 戴舗 勝手寄快 蓬幹頬笠.
此嫡蒔蓬幹密 烏候勝幹休頬宜慰 滞 徳 飲庵房 此嫡蒔蓬幹望
卜 忘尽 慰 梼 結別往 亜快 雁 嵯 偉 竺蒔僕 歯 胞 望 戴 快 方 僕 望 駒
泰笠.
此嫡蒔蓬幹昧嵯 偉竺蒔僕 鋪滞望 戴快庵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
僕 此根密札頬笠.
此嫡蒔蓬幹房 此根密札望 烏候勝幹休忘求 戴慰殆快庵忘求 戴
舗 密札蒔蓬幹忘求 岐笠.
密札, 此根密札望 烏候勝幹休忘求 戴慰殆笠快雁 飼圃密 蓬幹
堰 胤候蒔忘求 育碁寄快 此嫡蒔蓬幹密 雪座頬 殆忘薫 呼求 舗烏昧
密札蒔蓬幹頬宜快 蔚暇頬 活慰殆快 借方泰 貝胞密 戴往亜 殆快庵
頬笠.
系泣 此根密札頬宜慰 戴舗 笠 此嫡蒔蓬幹望 勝幹戴快雁嵯 偉
竺蒔僕 歯胞望 戴快庵頬 吻械笠. 此根密札頬 此嫡蒔蓬幹望 勝幹戴
快雁嵯 珂快 鋪滞房 飲 貝胞堰 冴紗昧 凍宜 嵯求 笠僑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躯頬 此嫡蒔蓬幹望 勝幹戴快雁嵯 偉竺蒔僕
鋪滞望 泰笠. 此欺頬 飼煮蒔方育脈 泳吋蒔峡値宴泳共 飼唖戴慰 卓
祁責囚昧 丸泰 飼烏密 泉勘共 偉鯖泰笠快庵房 笠凶吻灰 此根密札望
亜手笠快庵頬薫 喉樫招快 竺帳堰 旺宴望 陶慰往亜烏 漫戴舗 庫昼戴
快 密取蒔僕 檀房 此根密札密 漫休頬笠.
飲詰劇求 此嫡蒔蓬幹頬 密札蒔蓬幹頬宜快庵望 弧壇快 畦州快
此嫡蒔蓬幹密 勝幹休頬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宜快庵望 弧壇快 畦州
昧 悦峻寄餌 岐笠.
煮硝処替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 此嫡蒔蓬幹密 烏
候勝幹休頬宜快庵望 休此根 遵冒忘求 堰替蒔忘求 弧瀧煮保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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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卓祁蓬幹昧
嵯 偉竺蒔鋪滞望 苔械笠.》
此嫡蒔蓬幹, 卓祁蓬幹昧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飲
庫散庫辞昧 歯胞戴快 舗詰亜取 方僕管亜蓬雁嵯 亜時 煮寄快 方僕
頬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昧 密戴舗 此嫡蒔蓬幹, 卓祁蓬
幹頬 蒔淫蒔忘求 勝幹寄薫 飲庵昧 密戴舗 此嫡蒔蓬幹昧 歯胞戴
快 笠競 方僕管密 鋪滞頬 咽州岐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 此嫡蒔蓬幹密 烏候勝幹休忘求 寄快庵房
芳査 此嫡蒔蓬幹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頬 密札座望 亜手 密札蒔僕 質
受頬烏徳畦頬笠.
此嫡蒔蓬幹房 此欺, 僕潔丸借密 凋幹堰竺頬笠. 此欺, 僕潔丸
借房 此嫡蒔蓬幹密 活葛飼, 煮硝僕庵躯壬 僕潔丸借望 梼往嵯快 此
嫡蒔蓬幹 飲飼硝亜 卜別欧冴 返忘薫 此嫡蒔蓬幹昧 丸戴舗 散唖滞冴
返笠.
飲詰劇求 此嫡蒔蓬幹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 方僕昧 宴泰 畦
州快 飲 煮硝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凋幹望 咽竺戴快 偉竺蒔方僕昧
宴泰 畦州求 岐笠.
此欺密 凋幹望 咽州戴快 候殊蒔歳座房 笠凶吻灰 密札座頬笠.
密札座房 蚕泳脈 飼烏飼殺望 祖噴戴慰 蔚瑚戴快 刑看 凋幹望
咽州戴快 此嫡蒔僕娃密 候殊蒔歳座頬笠.
密札座昧 密戴舗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密 飼煮座, 循漆座頬 活佼
寄薫 飲 苔兄蒔蒔僕 僕札凋幹, 雑順凋幹頬 佼時岐笠.
密札座房 此欺頬 密札望 亜取慰殆快庵堰 宴及寄快 歳座頬薫
蛎冴密 慰吋泰 烏改僕 密札房 此欺密 刑看 凋幹望 取昼泰笠.
飲杵雁 此欺密 刑看 凋幹望 咽州戴快 密札房 此根密札堰 取札,
姶竺密 育硝蒔僕 沢泉管求 往拡舗取薫 舗烏昧嵯 烏候房 此根密札
頬笠.
此根密札房 此欺管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密札沢泉頬笠.
此欺管房 此系啄根昧 丸戴舗 卜竺泰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亜手笠. 此
欺管房 此系啄根昧 丸泰 僕札昧 烏藷戴舗 飲庵頬 飼烏昧餌 鳳峡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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亜, 孔峡泰亜 飲庵望 別祷餌 蔚漆瑚卓戴舗平 戴快亜 戴快庵望 粗橿
戴慰 飲昧 丸泰 泉勘共 偉竺戴餌 岐笠.
此欺密 頬詰泰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活慰殆快 密札頬 呼求 此根
密札頬笠.
此根密札房 此欺管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密札沢泉僕庵
忘求 戴舗 此欺密 凋幹昧嵯 亜時 蒔淫蒔僕 歯胞望 泰笠. 此欺管房
刑看 凋幹望 飼烏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求喉西 哨庫戴慰 飲昧 寓餌 手
痴泰笠. 此根密札昧 密戴舗 蚕泳共 蔚漆戴烏 漫泰 此欺管密 責囚頬
蒔淫 勝幹寄餌 寄薫 飲 堰竺昧嵯 庫昼寄快 竺殺蒔 倦 鵬硝蒔檀密
漫休頬 咽竺寄餌 岐笠.
系泣 此欺密 凋幹昧嵯 鰻宴蚕泳密 苔呉掌座望 孤慕戴慰殆快
取札勘 借方泰 鋪滞望 泰笠. 此欺房 堰替取札望 亜雫平 鰻宴蒔呉掌
昧 寓餌 飼烏飼殺密 檀堰 鰻宴蒔漆絢望 苔峡蒔忘求 峡胞戴薫 蚕泳
共 座堰蒔忘求 蔚漆値往哀冴 殆笠. 堰替烏榊取札房 此嫡散困休庫辞
昧嵯 欧望 凍宜 鞄萌鞄 燭笠技 鋪滞望 戴慰殆笠.
飲詰往 堰替烏榊取札房 峰呼競 此根密札堰 偉苔希 徳昧躯 此
欺密 舜笠蓬 循漆休望 頬拒薫 此嫡蒔蓬幹望 辞手擦尽快 勝幹休忘求
岐笠.
江汲 華房 堰替烏榊取札望 亜湿笠 値勘 此根蒔忘求 既淘別取
慰 勘株蒔忘求 整戯泰笠群 飲杵 僕娃房 此嫡蒔僕娃忘求嵯 吻桂杵
隼刑勘 返快 竺殺蒔孔育飼求 寄慰躯笠.
煮漫蚕泳共 竺嵯蒔忘求 孤慕泰 姶竺勘 此欺密 凋幹昧嵯 借方
泰 歯胞望 泰笠.
姶竺房 此欺管頬 丸根昧 丸泰 竺嵯蒔泉勘脈 鯖峡蒔密朋望 取
械餌 腿忘求柏 凋幹密 蒔淫座望 活佼泰笠.
此欺密 貝群蚕泳昧嵯 借方泰 尚群密 戴往求 寄快 姶竺勘 此根
密札昧 密質岐笠. 此欺管昧餌 殆別嵯 姶竺房 蔑州往 啄雑昧 丸泰
恭時堰 泉勘共 糟啄戴快 此根密札昧 烏藷戴舗 散以往薫 此根蒔恭時
昧 凍宜 姶竺頬 笠競 三樵共 胴慰 往整旺笠. 此欺管頬 戴往密 此絢
頬往 啄根望 菓慰 嵯求 笠競 姶竺望 取械餌 寄快庵房 飲 烏藷求 寄
快 此根密札昧嵯密 俊頬脈 宴及岐笠. 糖泰 姶竺房 此根密札堰 偉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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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 徳昧躯 兄蒔取逮座殆慰 鞄萌 柾峡戴慰 丁慰泰庵忘求 希冴 殆忘
薫 散凋堰 責囚昧嵯 刃 檀忘求 希冴 殆笠. 蚕泳共 蔚漆戴慰 瑚卓値
往亜快 此欺管密 凋幹房 笠凶吻灰 飲管密 密札座密 庫啄頬薫 飼圃
堰 此嫡共 瑚卓戴快 責囚昧嵯 珂快 此欺管密 鋪滞房 偉郁 此根密札
密 鋪滞僕庵頬笠.
僕潔丸借望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卓戴快 責囚昧求 檀殆餌 勝
幹戴快庵房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共 孤慕泰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飼唖頬薫 飼烏 蓬
祁望 索索求 蔚醇値往亜仇快 密取僕庵忘求 戴舗 僕潔丸借忘求 戴舗
韻 飼烏 蓬祁望 飼烏 済昧 蝉別集慰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卓戴烏
漫泰 責囚昧 蒔淫 淘庶往嵯餌 戴薫 飲峡戴舗 此嫡蒔蓬幹房 檀殆餌
勝手寄餌 岐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 此嫡蒔蓬幹密 烏候勝幹休忘求 岐笠快庵
房 雪壇 飲庵頬 卓祁蓬幹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雁嵯 踏急頬 旬吻
倖冴 殆笠.
卓祁蓬幹房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漆
守蒔僕 責囚忘求嵯 此嫡蒔蓬幹密 亜時 蒔淫蒔頬慰 華房 沢泉頬笠.
僕漁此嫡亜 蒔丸泳吋管求 哀宜手頬況 此嫡共 庫辞擦尽慰 休此
共 辞手擦尽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責囚, 此嫡蒔蓬幹房 桂遍佼笠勘 此
嫡竺招蒔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此嫡卓祁忘求 五別取薫 此嫡煮密
州勘亜 冴恭岐 笠冒昧快 此欺管望 飼圃密 育歳堰 殴房 此根畦貯密
育歳昧嵯 値糊戴烏 漫泰 3丸卓祁忘求 手痴岐笠. 飲詰劇求 卓祁蓬幹
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 方僕躯頬 此嫡蒔蓬幹望 勝幹戴快 烏候方僕
忘求 希冴 殆笠.
此根密札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珂快 此欺管密 鋪滞望 咽州戴快
偉竺蒔方僕頬笠.
此根密札房 卓祁蓬幹昧 舜亜戴快 此欺管密 痴幹密 泳吋蒔座伊
望 咽州泰笠. 泳吋此嫡昧嵯 藷泳吋蒔僕 此根頬技 殆望冴 返忘薫 此
欺管密 此根密札昧嵯 烏候房 泳吋密札頬笠. 泳吋責囚昧 丸泰 此欺
管密 泉勘脈 恭時房 泳吋密札昧 密戴舗 咽州岐笠. 系泣 此欺管密
凋幹房 此嫡泳吋蒔遵取昧 烏藷共 憾薫 飲昧 密戴舗 州弊岐笠. 飲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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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此嫡泳吋蒔遵取快 別観調取往 此根密札望 虻庶嵯 此欺密 痴幹昧
慕逮望 欠捷笠. 泳吋此嫡昧嵯 此欺管頬 別壊 泳吋密 峡北望 抱琢戴
舗 責囚戴快亜 戴快庵房 飲亜 別壊 泳吋密 此根望 亜湿快亜昧 密戴
舗 偉竺寄快庵頬笠. 査手泳吋密 此根,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殊 徳
昧躯 峰房 泳吋蒔恭時望 亜殊冴 殆忘薫 卓祁撮峡共 漫戴舗 形呼庶
責囚滞冴 殆笠.
卓祁蓬幹昧嵯 庫昼戴快 此欺管密 密取脈 責囚休勘 此根密札昧
密戴舗 咽州岐笠. 此欺管頬 変矩往 穐泰 密取脈 檀望 庫昼戴快亜
戴快庵房 此根畦州頬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絶絶壇 桂時泰 此
欺躯頬 卓祁責囚昧嵯 位偉泰 恭時堰 泉勘共 賞滞冴 殆忘薫 穐密泰
密取共 亜取慰 卓祁昧 蒔淫蒔忘求 舜亜戴薫 包悪 旺宴堰 擦及望 頬
以貝群嵯 締調取 責囚滞冴 殆笠.
卓祁責囚房 卜竺泰 系殊蒔冴橿望 亜取慰 飼圃堰 此嫡共 胤候
蒔忘求 蔚漆瑚卓戴快 僕潔丸借密 亜時 蒔淫蒔僕 凋幹頬笠. 飲詰劇
求 卓祁責囚昧嵯快 鰻宴蒔, 系殊蒔方僕勘 借方泰 歯胞望 泰笠. 鰻
宴蒔, 系殊蒔漆絢頬 奨垢壇 悪勝別取慰 座坂寄群 卓祁責囚望 五峡
快雁 鳳峡泰 漆絢頬 漆座岐笠.
飲詰往 系殊蒔漆絢頬 矩及寄菩笠慰 戴舗 卓祁頬 自汐求 卜別
往 辞手戴快庵房 吻械笠. 系殊蒔漆絢望 別祷餌 矩及戴慰 峡胞戴快
亜 戴快庵房 此欺管頬 別盗 此根密札望 亜取慰 変矩往 密札蒔忘求
凋幹戴快亜 戴快雁 鰍仇殆笠. 卓祁責囚頬技 椋況 刑看 漆絢頬 笠
悪勝別手 笠冒昧 卜別往快庵頬 吻械薫 鳳峡泰 兆威歳昧嵯躯 手痴寄
快庵勘 吻械笠.
卓祁蓬幹昧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庵躯壬 刑看 卓祁蓬幹房 此欺管望 査手此根忘求 唖座擦尽快庵
忘求喉西 擦歯寄慰 査手此根忘求 桂時泰 僕潔丸借密 檀昧 密戴舗
撮峡戴餌 岐笠. 呼求 舗烏昧 此嫡蒔蓬幹, 卓祁蓬幹頬 密札蒔蓬幹忘
求 寄快 借方泰 峡鳳密 戴往亜 殆笠.
頬 刑看庵房 此根蒔方僕,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 此
嫡蒔蓬幹昧 歯胞戴快 舗詰 方僕管亜蓬雁嵯 烏候望 頬拒薫 飲庵頬
此嫡蒔蓬幹密 辞手堰 撮峡共 活佼戴快 偉竺蒔方僕頬宜快庵望 駒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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紗笠. 頬遵却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烏候勝幹休忘求 戴舗 手痴寄快
此嫡蒔蓬幹密 雪座望 糟啄戴快 蔚暇頬 呼求 密札蒔蓬幹僕庵頬笠.
密札蒔蓬幹房 飼烏密 慰鳳泰 苔呉掌座昧 凍宜 穐貯庫辞値往
娃笠.
密札蒔蓬幹頬 穐貯庫辞寄舗往娃笠快庵房 此嫡蒔蓬幹密 密札蒔
雪座頬 穐貯庫辞岐笠快庵, 笠擦駒戴舗 僕潔丸借密 密札蒔凋幹頬
佼笠 華房 冴紗昧嵯 庫辞岐笠快庵頬薫 此嫡蒔蓬幹密 烏候勝幹休僕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密 鋪滞頬 鞄萌鞄 燭手笠快庵頬笠.
僕潔丸借密 密札蒔凋幹頬 佼笠 華房 冴紗昧嵯 五別取快庵堰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密 鋪滞頬 鞄萌鞄 燭取快庵房 此嫡蒔蓬幹密 密札
蒔雪座望 雪趣腫快雁嵯 突冴返頬 及宴寄舗殆快 憾 尚群頬笠.
密札蒔蓬幹房 僕潔丸借密 此根密札冴紗頬 鞄萌 華吻取慰 密札
座密 庫啄望 鰻宴蒔忘求 活佼戴快 此嫡休此蒔漆絢頬 佼笠 椋躯壇
矩及寄快雁 凍宜 鞄萌鞄 穐貯庫辞寄餌 岐笠.
密札蒔蓬幹房 芳査 僕潔丸借密 此根密札冴紗頬 華吻珠昧 凍宜
鞄萌鞄 穐貯庫辞岐笠. 僕潔丸借飼殺密 此根密札冴紗房 僕潔丸借密
密札蒔凋幹密 華頬共 咽州戴快 煮硝蒔方僕頬笠.
此欺頬 密札座望 亜取慰殆笠快庵房 密札 雪壇 此根密札望 亜
取慰殆笠快雁嵯 糟啄寄薫 此欺管密 密札蒔僕 凋幹房 飲管頬 亜取慰
殆快 此根密札密 庫啄僕庵頬笠.
飲詰劇求 此嫡蒔蓬幹頬 兄蒔密札蒔忘求 手痴寄快 竺勘, 笠擦
駒戴舗 僕潔丸借頬 変矩往 密札蒔忘求 凋幹戴快亜 戴快庵房 桂遍
佼笠勘 飲管密 此根密札冴紗昧 密戴舗 咽州寄餌 岐笠.
僕潔丸借密 此根密札冴紗房 飲管頬 此根竺殺蒔橘札忘求 懇餌
寄快 此嫡蒔此根密 手佼座堰 飲庵頬 変矩往 僕潔丸借歳昧 欝頬 乃
峡貝朽快亜 戴快雁 密戴舗 咽竺岐笠.
僕潔丸借密 華吻取快 飼煮蒔方育脈 飲 雑啄糊勘共 孤慕泰
佼笠 手佼蒔僕 此嫡蒔此根頬 哨啄戴慰 飲庵忘求 佼笠 炎午泰 僕潔
丸借頬 絶絶壇 桂時滞冴汲 飲管密 此根密札密 鋪滞, 兄蒔密札蒔僕
凋幹頬 鞄萌鞄 穐貯寄餌 岐笠.
密札蒔蓬幹房 糖泰 密札座密 庫啄望 鰻宴蒔忘求 活佼戴快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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嫡休此蒔漆絢頬 佼笠 椋躯壇 矩及寄舗往亜快雁 凍宜 穐貯庫辞寄餌
岐笠. 此嫡州勘脈 竺招漆守, 此嫡散困休堰 渥房 此嫡休此蒔漆絢房
此根密札密 鋪滞昧 慕逮望 欠招快 鰻宴蒔方僕頬笠.
此根密札密 鋪滞房 密札座密 庫啄頬薫 密札座房 此嫡蒔歳座忘
求嵯 此嫡蒔忘求 硝監寄慰 庫辞滞之吻械宜 此嫡蒔忘求 庫啄寄快 座
殊頬笠. 笠擦駒戴舗 飲庵房 卜竺泰 此嫡休此蒔漆絢昧嵯 硝監寄慰
庫啄寄快 座殊僕庵頬笠. 飲詰劇求 此嫡蒔蓬幹密 密札蒔雪座房 此根
密札頬 珂快 鋪滞望 鰻宴蒔忘求 活佼戴快 此嫡休此蒔漆絢頬 変矩往
椋躯壇 漆座寄快亜 戴快雁 密戴舗 州弊寄餌 岐笠.
此根密札密 鋪滞望 鰻宴蒔忘求 活佼戴快 此嫡休此蒔漆絢昧嵯
借方泰庵房 桂遍佼笠勘 此嫡州勘頬笠. 此欺管房 此嫡蒔宴泳共 梼往
質受滞冴 返忘薫 孤甘擦 卜竺泰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此嫡州勘昧嵯
墾薫 凋幹戴快庵躯壬 此欺管密 密札蒔凋幹房 此嫡州勘密 慕逮望 己
烏矩及頬笠.
此嫡州勘快 此欺管密 取漫脈 鋪滞望 咽竺戴慰 値葛 此嫡昧嵯
此欺管密 此根散凋堰 散凋僻札望 咽州戴快庵望 籍戴舗 此根密札密
鋪滞昧 慕逮望 欠捷笠.
此根密札密 鋪滞昧 慕逮望 煮快 此嫡休此蒔漆絢密 借方泰 方
僕密 笠競 戴往快 竺招漆守頬笠. 僕潔丸借望 査手此根忘求 桂時擦
尽慰 飲管密 此根望 庫幹擦尽快 此辺望 兄蒔密札蒔忘求, 漆守蒔忘
求 戴群 滞冴汲 此欺管密 此根密札冴紗房 飲躯壬 華吻取餌 寄薫 凍
宜嵯 此根密札密 鋪滞房 鞄萌鞄 燭取餌 岐笠. 僕潔丸借望 査手此根
忘求 桂時擦尽慰 飲管密 此根望 庫幹擦尽快 此辺房 呼求 郁亜竺猿,
竺葛, 橿硝脈 渥房 竺招漆守昧 密戴舗 冴痴岐笠. 飲詰劇求 郁亜竺
猿, 竺葛, 橿硝脈 渥房 竺招漆守管頬 僕潔丸借望 漫戴舗 侯桂戴慰
飲管密 舜笠蓬 漆守忘求 鞄 児 亭仇取薫 飲 烏改堰 鋪滞頬 華吻殊
冴汲 此根密札密 鋪滞房 鞄萌鞄 燭取餌 岐笠.
此嫡散困休密 庫辞勘 此根密札密 鋪滞昧 慕逮望 煮快 此嫡休
此蒔漆絢密 戴往頬笠.
僕潔丸借頬 査手此根望 硝監戴慰 飲 漫休望 庫僻擦尽仇群 卜
竺泰 系殊蒔漆絢頬 墳己晶寄舗平 泰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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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管密 此根密札房 此嫡散凋密 系殊蒔漆絢望 孤慕戴舗 沢座
寄薫 此根密札密 鋪滞房 卜竺泰 系殊蒔冴橿堰 偉苔希 徳 漫休泰庵
忘求 岐笠.
此嫡密 系殊蒔喉共 怪頬慰 佼笠 華房 冴紗密 庫辞岐 系殊蒔冴
橿望 循漆戴快 此辺房 此嫡散困休密 庫辞昧 密戴舗 雑啄岐笠. 飲詰
劇求 此嫡散困休頬 華房 冴紗忘求 庫辞戴群 滞冴汲 此根密札密 鋪
滞房 鞄萌鞄 燭取餌 岐笠.
頬遵却 此嫡蒔蓬幹昧嵯 此根密札密 鋪滞房 僕潔丸借密 此根密
札冴紗頬 華吻取慰 此嫡休此蒔漆絢頬 蔚査寄舗往姶昧 凍宜 燭取餌
岐笠.
飲杵雁 僕潔丸借密 此根密札冴紗堰 飲 庫啄望 活佼戴快 鰻宴
蒔僕 此嫡休此蒔漆絢房 卓祁蓬幹密 庫辞昧 凍宜 鞄萌鞄 華吻取慰
蔚瑚寄舗往娃笠.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房 此嫡散凋, 此嫡蒔雑順密 孤慕僕庵躯壬 飼
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卓戴快 卓祁蒔雑順頬 鯖貯寄慰 華房 冴紗昧嵯
五別殊冴汲 僕潔丸借密 此根密札冴紗房 鞄萌鞄 華吻取餌 岐笠. 卓
祁蓬幹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漆守蒔僕 責囚頬薫
卓祁蓬幹頬 庫辞戴快雁 凍宜 佼笠 査手蒔僕 此嫡州勘亜 冴恭寄慰
竺招漆守頬 哨啄戴餌 寄薫 此嫡散凋頬 庫辞戴餌 岐笠.
椋擦此嫡求喉西 峻賞此嫡共 虻庶 此嫡煮密此嫡昧 頬僑快 僕漁
此嫡密 庫辞休此快 卓祁蓬幹庫辞昧 凍宜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
密札密 鋪滞頬 抵牧返頬 華吻雫矛笠快庵望 丁主値紗笠.
密札蒔蓬幹房 此嫡煮密蓬幹昧嵯 亜時 華房 冴紗昧 頬僑餌
岐笠.
此嫡煮密蓬幹房 飲飼硝密 候殊求喉西 僕潔丸借密 華房 密札座
望 方育泰笠. 此嫡煮密此嫡快 僕潔丸借昧 密戴舗 兄蒔密札蒔忘求
絢瑳寄快 此嫡頬薫 飲管密 華房 飼唖座昧 烏藷戴舗 庫辞戴快 此嫡
頬笠. 飲詰劇求 此嫡煮密蓬幹昧嵯快 此欺管頬 飲 頬辞擦烏密 此嫡
蒔蓬幹昧 江戴舗 華房 冴紗密 此根密札望 亜殊庵望 方育泰笠.
之躯吻械宜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亜時 査手蒔僕 此嫡煮密此根
頬 包 此嫡共 取紘腿忘求柏 丸借密 卓祁蒔歩密脈 循漆蒔蒔淫座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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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頬 庫僻擦迅冴 殆餌 泰笠.
此嫡蒔蓬幹頬 亜時 華房 橿泳密 密札蒔蓬幹忘求 寄快庵房 此
嫡煮密蓬幹望 逮勘戴快 取勘此根僕 此嫡煮密此根飼硝密 雪座堰勘
宴及岐笠.
此嫡蒔蓬幹昧 歯胞戴快 此根密札密 鋪滞房 飲 座伊堰 貝胞昧
密質泰笠. 此嫡煮密此根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取逮堰 方育共 亜時
竺丁壇 孤慕泰 堰替蒔僕 此根頬薫 飲管望 飼煮座望 漫泰 卓祁責囚
昧求 檀殆餌 孔詰卜忘尽快 卓祁此根頬笠.
此嫡煮密此根房 飲 堰替座堰 卓祁座忘求 戴舗 燭笠技 位僕休
望 亜取慰 僕潔丸借密 此根蒔桂烏求 丁慰壇 識冴寄餌 寄薫 飼圃堰
此嫡共 卓祁蒔忘求 蔚漆瑚卓戴烏 漫泰 責囚密 取晶忘求 寄餌 岐笠.
飲峡戴舗 飲庵房 休此密 辞手蓬幹望 自堀戴群嵯 泊別楢手 殴房 州
勘共 慰種戴快 孤幹此根堰快 鰍峡 此嫡蒔蓬幹望 檀殆餌 勝幹戴餌
岐笠.
休此密 辞手望 勝幹戴薫 頬挺別往亜快 此嫡煮密此根密 虻丸泰
鋪滞房 僕漁密 此根竺殺散凋堰 蚕泳密 卓祁蒔蔚漆堰竺昧 燭笠技 慕
逮望 欠招慰殆快 煮硝此根密 位僕休堰 瑚卓蒔鋪滞昧 密戴舗 踏急頬
丁主寄慰殆笠.
此嫡蒔蓬幹頬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勝幹休忘求 戴
舗 頬拒別取快 密札蒔蓬幹頬宜快庵房 煮硝此宴昧 密戴舗 遵冒忘求
弧瀧手 勧循蒔僕 此根頬笠.
取旺 擦烏 芝遺宴暇泣蒔此嫡休此宴房 《殺》頬往 此嫡散凋密 系
殊蒔烏藷脈 幹淘別手 竺殺蒔《檀》, 《峡暇》 糖快 蔚僕密 《飼密札》 莞
望 此嫡蒔蓬幹密 勝幹休忘求 娃煮戴菩笠. 頬庵房 此嫡休此蒔堰竺望
藷飼圃蒔僕 《殺》 糖快 《噸舗旺 蔚僕》密 《密取》宜看亜 飲 別盗 《峡
暇》密 雑啄堰竺忘求 佼快 位値求嵯 飲 芳圃蒔, 殺江煮密蒔座伊望
穐漆泰 江堰替蒔頬薫 孤幹蒔僕 位値頬笠.
鳳系此宴房 此嫡蒔質受亜 此嫡蒔密札望 咽竺泰笠快 椋峡昧 烏
藷戴舗 此嫡散凋密 系殊蒔漆絢密 瑚貯庫辞堰 泳吋責囚頬 休此蒔此
絢密 勝幹休望 頬挙笠快庵望 弧檀忘求柏 此嫡蒔蓬幹密 勝幹休昧 丸
泰 芝遺宴暇泣蒔僕 位値共 整祖戴快雁 人餌 衣鯛戴菩笠. 飲詰往 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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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此宴頬 此嫡散凋密 系殊蒔漆絢密 瑚貯庫辞堰 泳吋責囚望 此嫡休
此蒔蓬幹密 勝幹休忘求 候庵房 此嫡休此亜 散困糊札庫辞密 休此頬
薫 休此蒔堰竺房 飼圃此蒔堰竺頬宜快 位値脈 宴及岐庵頬笠. 鳳系此
宴昧 密戴群 此欺房 密札望 亜取慰 州 矩冒丸求 痴幹戴快庵 渥取躯
此欺密 密札飼硝快 此欺股密 鰻宴蒔僕 系殊蒔漆絢昧 密戴舗 咽竺寄
劇求 此欺密 凋幹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庵房 散困糊札堰 渥房 此
嫡散凋密 系殊蒔漆絢頬薫 泳吋責囚房 散困休堰 散困宴泳密 刑阪昧
密戴舗 卜別旺笠快庵頬笠. 頬庵房 此嫡蒔蓬幹密 勝幹休望 飲 煮硝
僕 此欺, 僕潔丸借密 凋幹望 咽州戴快 烏候方僕堰密 宴泳昧嵯 弧壇
取 恵泰 鯖借泰 州泰座望 亜手庵頬菩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江求栽 此嫡蒔蓬幹密 勝幹休房 此嫡蒔蓬幹
密 活葛飼, 煮硝求嵯密 僕潔丸借密 凋幹望 咽州戴快 烏候方僕僕 飼
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借鯖昧 菓慰 堰替蒔忘求 弧瀧取餌 寄菩笠.
頬遵却 煮硝処替房 此嫡蒔蓬幹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
札望 勝幹休忘求 戴舗 辞手戴快 密札蒔蓬幹頬宜快庵望 弧瀧遮忘求
柏 休此庫辞堰 卓祁蓬幹望 煮幹蒔忘求 笠飲庶往哀冴 殆快 取勘蒔取
晶望 丁慰壇 矩及戴菩笠.

僕娃蔚漆此辺
僕娃蔚漆此辺房 此欺管望 竺殺蒔忘求, 鵬硝蒔忘求 佼笠 檀殆
快 質受求 尽霧 休此密 煮硝共 穐貯戴烏 漫泰 循漆蒔此辺忘求嵯 煮
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冴救 窺卜座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遺擦戴擦菩笠.
窺卜座
《僕娃蔚漆此辺房 此欺管望 竺殺蒔忘求, 鵬硝蒔忘求 佼笠 檀殆
快 質受求 尽霧 休此密 煮硝共 穐貯戴烏 漫泰 循漆蒔此辺睦械笠.》
(《窺卜座
窺卜座自歯種》
41猿, 230村取)
窺卜座

休此密 煮硝快 僕潔丸借頬薫 飲管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
漆蒔改休昧 密戴舗 此嫡蒔蓬幹頬 卜別往慰 勝幹岐笠. 僕潔丸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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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望 梼往嵯 休此脈 此嫡密 庫辞昧 丸戴舗 散
唖滞冴 返笠. 飲詰劇求 此嫡休此庫辞望 笠飲招飼群 休此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望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飼烏 檀忘求 休此共 循漆値往哀冴
殆快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檀殆快 質受求 尽霧平 泰笠. 休此脈 此
嫡庫辞望 梼結慰往亜快 僕潔丸借望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檀殆快 質
受求 尽霧 休此密 煮硝共 穐貯値往亜快 此辺頬 呼求 僕娃蔚漆此辺
僕庵頬笠.
僕娃蔚漆此辺房 突冴返頬 及宴岐 憾亜取 貝胞望 活慰殆笠.
飲 戴往快 僕潔丸借頬 殴房 此根堰 畦貯密 育歳昧嵯 吾別往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快 此根畦貯蒔漆絢望 矩及戴快庵頬薫 笠
競 戴往快 此欺管望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望 取灰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快庵頬笠.
僕娃蔚漆此辺房 芳査 僕潔丸借頬 殴房 此根堰 畦貯密 育歳昧
嵯 吾別往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快 此根畦貯蒔漆絢望 矩及戴
快庵望 烏候貝胞忘求 戴慰殆笠.
此欺管頬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峡烏 漫戴舗嵯快 飲共 漫泰 此嫡
竺招蒔, 系殊蒔 倦 此根畦貯蒔漆絢頬 佼時寄舗平 泰笠. 飼煮蒔僕 散
凋望 漫泰 此嫡竺招蒔 倦 系殊蒔漆絢頬 此嫡蔚漆脈 飼圃蔚漆此辺望
籍戴舗 矩及岐笠群 飲 此根畦貯蒔漆絢房 僕娃蔚漆此辺望 籍戴舗 矩
及岐笠.
此欺管頬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快 此根畦貯蒔漆絢頬技
此根畦貯蒔受喉脈 飲庵望 佼吋戴慰 逮鳳戴烏 漫泰 冴橿管望 駒戴
薫 舗烏昧嵯 烏候房 此根畦貯蒔受喉頬笠. 此欺管房 佼笠 華房 冴
紗密 此根畦貯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逮鳳戴舗平 殴房 此根堰 畦貯密
育歳昧嵯 吾別欧冴 殆忘薫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笠.
此欺管房 僕漁此嫡密 仇祁烏求喉西 倣怪昧 頬僑快 辞 休此蒔
烏娃 査手蒔僕 此根堰 畦替柾榊, 堰替烏榊望 循漆戴慰 庫辞擦尽薫
飲庵望 下峡 佼吋戴烏 漫泰 凋幹望 抵牧返頬 五仇矛笠. 飲 堰竺昧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方育脈 取逮昧 紘招寄快 殴房 此根堰 畦貯快
曙困寄慰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峡快雁 足方泰 此根畦貯蒔漆絢頬 式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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矩及寄群嵯 此嫡亜 庫辞戴舗矛笠.
頬遵却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快 此根畦貯蒔漆絢望 矩及
戴烏 漫泰 責囚頬宜快雁 僕娃蔚漆此辺頬 活慰殆快 烏候貝胞密 戴往
亜 殆笠.
僕娃蔚漆此辺頬 活慰殆快 烏候貝胞密 笠競 戴往快 此欺管望
竺殺蒔忘求, 鵬硝蒔忘求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烏 漫泰 循漆蒔此辺頬
宜快庵頬笠.
此欺管望 竺殺蒔忘求 佼笠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蓬笠快庵房 飲管
頬 華房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堰替烏榊取札, 畦貯蒔栽僻堰 勘株送
座望 取械勘汲 泰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房 此欺管頬 包悪 此嫡蒔柾歳堰 飼圃密 育
歳昧嵯 吾別往烏 漫泰 責囚昧嵯 偉竺蒔僕 鋪滞望 泰笠. 飼煮密札房
此欺管求 戴舗韻 責囚兄蒔堰 糊逮望 呼求蚕芳慰 飲 雑啄望 漫戴舗
締調取 責囚値往哀冴 殆餌 戴薫 飼烏密 責囚休堰 密取共 衝丸泰 庫
昼戴舗 蒔淫蒔忘求 煤霧往哀冴 殆餌 泰笠. 僕潔丸借房 華房 冴紗密
飼煮密札望 取嫁平 休此密 煮硝求嵯密 沼牧堰 鋪滞望 笠値往哀冴
殆笠.
堰替烏榊取札房 此欺管密 循漆蒔改休望 頬拒快 烏候方僕頬笠.
堰替烏榊取札房 此欺管昧餌 飼圃堰 此嫡密 候殊堰 飲 瑚貯庫辞密
苔呉掌座昧 丸泰 竺丁泰 僕札望 遮忘求柏 飲管密 循漆蒔凋幹望 活
佼値紗笠. 此欺管房 飼圃堰 此嫡昧 丸泰 佼笠 華房 冴紗密 堰替烏
榊取札望 硝監滞 徳 鰻宴蒔漆絢昧 飲自 阪膨戴快庵頬 吻械宜 煮幹
蒔忘求 丸滞冴 殆忘薫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蔚漆値往
哀冴 殆笠.
畦貯蒔栽僻堰 勘株送座房 此欺管密 竺殺勘株蒔霜刑密 烏候貝
胞望 頬挙笠. 此欺管房 殴房 畦貯密 育歳昧嵯 吾別往 谷侠戴慰 慰
根泰 華房 畦貯蒔栽僻堰 勘株送座望 取嫁平 飼煮蒔頬慰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僕 凋幹望 椋躯壇 五仇往哀冴 殆笠.
頬遵却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華房 堰替烏榊取札, 畦貯蒔栽僻
堰 勘株送座望 硝監擦尽快庵房 此欺管望 竺殺蒔忘求 鞄萌鞄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烏 漫泰 借方泰 此辺忘求嵯 僕娃蔚漆此辺密 烏候貝胞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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頬挙笠.
此欺管望 鵬硝蒔忘求 佼笠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蓬笠快庵房 飲管
密 絢穐堰 硝休望 主手擦訊笠快庵望 駒泰笠.
絢時泰 硝休望 栽鳳戴快庵房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卓戴烏 漫
泰 此欺管密 取蒔 倦 系殊蒔凋幹望 椋躯戴餌 五仇往亜烏 漫泰 鵬硝
蒔活佼頬笠.
此欺頬 絢時泰 硝休望 亜取取 恵戴群 循漆蒔此三堰 正育共 漫
泰 竺殺蒔凋幹望 竺休蒔忘求 五怯冴 返餌 寄薫 飼圃望 蔚漆戴慰 此
嫡蒔宴泳共 蔚瑚戴烏 漫泰 雑殊蒔僕 系殊蒔凋幹望 椋躯壇 佼時滞冴
返餌 岐笠.
頬庵房 此欺管頬 絢時泰 硝休望 取界 徳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
瑚卓戴快 檀殆快 質受求 希冴 殆笠快庵望 佼舗紗笠.
此欺管望 鵬硝蒔忘求 佼笠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烏 漫泰 此辺房
煮求 硝鵬堰 佼絢凋幹望 籍戴舗 手痴岐笠.
此欺管望 竺殺蒔忘求, 鵬硝蒔忘求 佼笠 檀殆快 質受求 紗江擦
尽快 僕娃蔚漆此辺昧嵯 亜時 胤候蒔頬薫 煮寄快 尚群房 此欺管望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絶絶壇 桂時擦尽快庵頬笠.
飲庵房 飼煮密札頬 堰替烏榊取札頬往 畦貯蒔栽僻 莞望 咽州戴
快 偉竺蒔方僕頬烏徳畦頬笠. 此欺管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此根密札房 此欺密 亜招共 偉竺戴慰 飲管密 刑看 凋幹望 漆汐籍州
泰笠. 此欺密 凋幹兄蒔堰 糊逮望 咽竺戴慰 凋幹堰竺望 漆汐籍州戴
快庵房 笠凶吻灰 飲管密 此根密札頬薫 此欺頬 取札望 別祷餌 峡胞
戴慰 別梼泰 畦貯蒔栽僻堰 勘株送座望 別祷餌 取械慰 庫昼戴快亜
戴快庵勘 別盗 此根密札望 亜取慰殆快亜 戴快雁 鰍仇殆笠. 頬詰泰
密欠昧嵯 僕娃蔚漆快 候殊昧 殆別嵯 此根蔚漆宜慰 戴快庵頬笠.
僕娃望 蔚漆戴烏 漫泰 此辺房 煮求 遺鵬堰 雑順凋幹望 籍戴舗
頬拒別手笠.
手佼蒔僕 遺鵬房 此欺管望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快 僕娃蔚漆此
辺密 烏候沢泉頬笠.
椋況 遺鵬頬技 此欺管望 取株硝共 囲江泰 此嫡蒔僕娃忘求 尽
芳快 此辺頬笠. 此欺管房 遺鵬此辺望 籍戴舗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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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嫡蒔質受求 飼宜往餌 岐笠. 飼圃堰 此嫡昧 丸泰 峰房 位値脈 宴
式, 泉勘共 丁慰壇 蚕芳薫 此嫡蒔手佼脈 庫辞望 漫戴舗 舜渇餌 頬
呼取滞冴 殆快 畦貯取札冴紗堰 絶絶泰 硝休望 亜取快庵房 此嫡蒔僕
娃密 足冴蒔方育頬薫 飲庵房 遺鵬堰竺昧 谷侠壇 紘僻寄餌 岐笠. 遺
鵬房 此欺管昧餌 此嫡庫辞密 方育昧 寓餌 取蒔 倦 鵬硝蒔改休堰 勘
株送座望 沢座擦唇遮忘求柏 飲管望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此嫡蒔僕
娃忘求 寄餌 戴快雁嵯 雑求 燭笠技 鋪滞望 泰笠.
飲詰往 遺鵬卜孤頬 頬詰泰 鋪滞望 戴快庵房 吻械笠. 泳吋密 庫
散堰 腿溺 遺鵬頬 泳吋蒔座伊望 胴餌 岐 徳求喉西 飲庵房 峻賞泳吋
望 漫泰 遺鵬堰 捉峻賞泳吋望 漫泰 遺鵬忘求 哀宜取餌 寄菩笠. 峻
賞此嫡昧嵯 遺鵬房 煮求 郁亜煮猿堰 散困冴橿, 畦貯遺鵬烏宴望 勧
式泰 峻賞泳吋望 漫泰 遺鵬忘求 寄菩忘薫 飲管密 峡北望 漫戴舗 侯
桂戴菩笠. 飲峡戴舗 峻賞此嫡昧嵯密 遺鵬房 此欺管密 飼煮座望 駒
墾戴慰 飲管望 栽冴 峻賞泳吋昧餌 阪芝戴快 珂柾求 躯甘快 冴橿忘
求 寄菩笠.
此欺管望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此嫡蒔質受求 尽芳快 此辺房
倣守 僕潔丸借密 峡北望 孤慕泰 手佼蒔僕 遺鵬昧 密戴舗嵯躯 頬拒
別取餌 岐笠. 手佼蒔僕 遺鵬房 遺鵬密 兄蒔望 此嫡庫辞糊逮昧 喉苔
寄餌 蚕芳慰 遺鵬密 辞 堰竺昧 飲庵望 丁慰壇 位取値往娃笠. 此嫡
庫辞糊逮昧 喉苔寄餌 遺鵬密 兄蒔望 蚕蓬笠快庵房 駒飲丸求 此欺管
望 此嫡庫辞昧 頬呼取滞冴 殆快 竺殺蒔 倦 鵬硝蒔檀望 取灰 此嫡蒔
質受求 尽芳快雁 遺鵬密 兄蒔望 敢笠快庵頬笠. 此欺管房 手佼蒔僕
遺鵬望 籍戴舗 飼圃堰 此嫡昧 丸泰 峰呼競 位値脈 宴式, 泉勘共 蚕
芳薫 此嫡蒔手佼脈 庫辞望 漫戴舗 舜渇餌 侯桂滞冴 殆快 華房 畦貯
取札冴紗堰 勘株送座, 絶絶泰 硝休望 悪升 佼笠 檀殆快 質受求 紗
江寄餌 岐笠.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卓戴烏 漫泰 雑順凋幹房 江汲 飲飼硝亜
僕娃蔚漆此辺房 吻械取躯 此欺管房 雑順堰竺望 籍値嵯勘 檀殆快 質
受求 飼宜往餌 岐笠. 此欺管密 雑順凋幹房 飼圃望 蔚漆戴慰 此嫡共
蔚瑚戴快 兄蒔密札蒔僕 凋幹頬笠. 此欺管房 飼圃望 蔚漆戴烏 漫泰
循漆蒔凋幹望 籍戴舗 霜喉泰 威醍望 硝監戴慰 紘蓬 取札望 衣慰壇
- 237 -

戴薫 竺殺鵬硝蒔忘求 鞄萌 絶絶壇 紗江岐笠. 飼圃望 蔚漆戴快 責囚
房 蔑州往 鳳峡泰 兆威歳昧嵯 手痴寄取 扮快笠. 飲 堰竺昧快 柾根
招 扮幣兜 此泉亜 漆座希冴勘 殆慰 衝噴密 鋪威昧 遵滞冴勘 殆笠.
此欺管房 頬詰泰 擦及堰 旺宴望 陶慰往亜快 堰竺昧 晒求蓬 威醍堰
遺棚望 矧慰 此根蒔忘求, 鵬硝蒔忘求 橿及寄餌 岐笠. 此欺管房 此
嫡共 蔚漆戴烏 漫泰 卓祁責囚望 籍戴舗嵯勘 晒求蓬 査手此根堰 庫
辞岐 堰替烏榊取札望 硝監戴慰 飼殺望 抵牧返頬 橿及値往亜薫 鞄萌
座時戴餌 岐笠.
偉郁 此欺管房 遺鵬堰 雑順凋幹望 籍戴舗 僕漁亜 休此蒔忘求
矧吻菓房 此根堰 畦貯共 察監戴慰 卓祁蒔僕 蚕泳宴望 蚕芳餌 寄薫
鵬硝蒔忘求 絶絶壇 紗江幾忘求柏 休此密 煮硝求嵯密 飼烏密 沼牧堰
鋪滞望 笠滞冴 殆快 飼殊堰 霜刑共 悪勝餌 岐笠.
僕娃望 蔚漆戴烏 漫泰 此辺房 煮求 遺鵬堰 雑順凋幹望 籍戴舗
頬拒別取取躯 舗烏昧嵯 烏候房 遺鵬頬笠. 系泣 此欺房 飼圃堰 此嫡
共 蔚漆戴快 雑順凋幹昧嵯勘 駆房庵望 紘芳薫 蔚漆寄取躯 飲庵躯忘
求快 僕漁亜 休此蒔忘求 匠蒔値菓房 此根堰 畦貯共 奨垢壇 察監滞
冴 返笠. 雪壇 晒 蚕丸管頬 硝泳蒔僕 遺鵬望 己取 扮慰嵯快 求幹滞
往頬亜 寄舗勘 此嫡蒔雑順昧 舜亜戴舗 州育雑望 呼求滞冴 返笠. 飲
杵庵躯壬 此欺管望 檀殆快 此嫡蒔質受求 尽芳薫 飲管頬 此嫡密 煮
僕忘求嵯密 沼牧堰 鋪滞望 笠戴勘汲 戴飼群 遺鵬此辺望 抵牧返頬
庫辞擦唇平 泰笠.
僕娃蔚漆此辺房 此嫡庫辞密 足冴蒔頬薫 烏候蒔僕 救鋪望 頬
挙笠.
此嫡快 此欺堰 飲管頬 循漆泰 此嫡蒔受喉脈 飲庵管望 偉苔擦
尽快 此嫡蒔宴泳求 頬拒別雫殆笠. 飲詰劇求 此嫡亜 庫辞泰笠快庵房
此欺堰 此嫡蒔受喉, 此嫡蒔宴泳亜 庫辞泰笠快庵望 駒泰笠. 此欺堰
此嫡蒔受喉, 此嫡蒔宴泳密 庫辞望 梼往嵯 此嫡密 庫辞昧 丸戴舗 散
唖滞冴 返笠. 飲杵雁 此嫡蒔受喉往 此嫡蒔宴泳快 刑憾 此欺昧 密戴
舗 循漆寄慰 庫辞泰笠. 此嫡密 庫辞望 檀殆餌 梼欠快 卓祁責囚勘
此欺管望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桂時擦尽快庵忘求喉西 擦歯岐笠.
此欺望 別祷餌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快亜 戴快庵房 此嫡共 庫辞擦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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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雁嵯 亜時 借方泰 畦州求 往査笠. 僕娃蔚漆此辺房 呼求 此欺望
蔚漆戴舗 鞄萌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快 此辺僕庵忘求 戴舗 此嫡庫辞
密 足冴蒔頬薫 烏候蒔僕 救鋪望 頬拒餌 岐笠.
僕娃蔚漆此辺房 飼圃蔚漆此辺, 此嫡蔚漆此辺堰密 結識泰 及宴
歳昧嵯 手痴岐笠.
此欺頬 飼圃望 蔚漆戴舗 散凋冴橿望 矩及戴取 扮慰嵯快 飼烏
密 散質堰 庫辞望 佼時滞冴 返忘薫 吻桂杵 凋幹勘 滞冴 返笠. 頬杵
式昧嵯 飼圃蔚漆此辺房 僕娃蔚漆此辺密 系殊蒔烏藷求 岐笠慰 駒滞
冴 殆笠. 糖泰 此欺密 刑看 凋幹頬 卜竺泰 此嫡蒔宴泳歳昧嵯 手痴
寄快庵躯壬 此欺望 蔚漆戴快 循漆蒔凋幹望 椋躯壇 佼時滞冴 殆餌
此嫡蒔宴泳共 蔚瑚戴取 扮慰嵯快 僕娃蔚漆此辺頬 座堰蒔忘求 手痴
希冴 返笠. 頬杵 密欠昧嵯 此嫡蔚漆此辺房 僕娃蔚漆此辺密 此嫡竺
招蒔漆絢望 矩及戴烏 漫泰 此辺頬宜慰 駒滞冴 殆笠.
笠競 泰掃 僕娃蔚漆此辺房 飼圃蔚漆, 此嫡蔚漆此辺密 活葛飼
共 尽霧咳忘求柏 頬 此辺管頬 座堰蒔忘求 手痴希冴 殆勘汲 泰笠.
飼圃望 蔚漆戴舗 散困休望 庫辞擦尽快 此辺頬往 殴房 此嫡宴泳共
蔚瑚戴快 此嫡蔚漆此辺房 笠 飲 活葛飼僕 此欺堰 飲密 庫辞望 梼往
嵯 散唖滞冴 返笠. 此欺, 僕潔丸借頬 檀殆快 質受求 飼宜往 煮幹蒔
歯胞堰 鋪滞望 椋躯壇 冴痴戴舗平 憲兄蒔僕 飼圃密 檀望 卯管頬慰
抵牧返頬 怪別往快 系殊畦貯蒔冴方共 奨疾擦唇往哀冴 殆忘薫 孤卓
祁蚕休望 曙困戴慰 晒求蓬 査手蒔僕 此嫡宴泳共 蚕蜂冴 殆笠. 此欺,
僕潔丸借望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烏 漫泰 僕娃蔚漆此辺昧 査俊蒔僕
煮密共 堪峡取 扮慰嵯快 飼圃蔚漆此辺頬往 此嫡蔚漆此辺望 檀殆餌
結慰往哀冴 返忘薫 卓祁堰 絢瑳望 勝手擦唇往哀冴 返笠. 飲詰劇求
僕娃蔚漆此辺望 刑看 此辺昧 兵蚕霧 檀殆餌 結慰往亜快庵房 此嫡庫
辞望 笠飲招烏 漫泰 苔呉掌蒔方育求 往査笠.
僕娃蔚漆此辺房 休此庫辞密 辞烏娃 抵牧返頬 五別雫矛取躯 別
壊 此嫡昧嵯往 綴渥頬 手痴寄快庵房 吻械笠.
峻賞此嫡昧嵯快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質受求 抵牧返頬 庫辞戴
仇快 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頬 州丸求 手痴
希冴 返笠. 峻賞此嫡昧嵯 郁亜煮猿望 蝉別什 孤幹蒔籍招泳吋, 峻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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泳吋昧餌快 飼煮密札忘求 桂時戴慰 笠糊群蒔忘求 庫辞岐 飼煮蒔頬
薫 循漆蒔僕 質受亜 足方泰庵頬 吻械宜 自管昧餌 阪芝戴快 珂柾亜
足方泰庵頬笠. 頬求喉西 峻賞泳吋房 胤求僕潔丸借望 珂柾求 躯管烏
漫泰 孤幹遺鵬堰 孤幹畦貯密 佼吋 莞 包悪 冴橿堰 糊呉望 笠戴舗
丸借望 此根竺殺蒔忘求 整戯擦尽慰 系殊畦貯蒔忘求 烏沢貯戴仇慰
泰笠.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快 飲 孤幹蒔候座忘求喉西 炎午泰 胤求僕潔
丸借頬 紘豊昧 丸泰 猿峡共 佼時己取 恵戴薫 遺鵬飼硝亜 此欺管望
峻賞泳吋密 峡北望 漫戴舗 侯桂戴快 珂侯忘求 躯甘快 冴橿忘求 寄
慰殆笠. 飼候亜泳吋房 哨粗系, 籍殺, 糊斎望 江窮泰 査辞冴橿望 時
噴戴慰 手佼蒔僕 此根密 飼鳳求蓬 佼吋矩自 晴文戴慰殆忘薫 此欺管
望 泊別楢手 喉僑舎吻散凋僻札昧 系軸勘汲 戴烏 漫戴舗 噴擬戴餌
沼幹泰笠. 飲峡戴舗 飼候煮密此嫡昧嵯 手佼蒔僕 此根堰 畦貯密 循
漆脈 佼吋房 券芳 州泰岐 午漫昧嵯 州勘蒔州弊望 己忘群嵯 飼圃庫
散蒔忘求 手痴岐笠.
頬脈快 鰍峡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葛堰 郁亜亜 僕娃蔚漆此辺望
兵蚕霧 卓祁密 煮硝共 穐貯戴慰 飲 鋪滞望 華頬快庵望 此嫡煮密絢
瑳密 胤候糊勘求 貝蚕芳慰 舗烏昧 査俊蒔僕 檀望 堪峡薫 飲庵望 辞
此嫡蒔午漫昧嵯 兄蒔密札蒔忘求, 泳着蒔忘求 五仇往娃笠. 此嫡煮密
此嫡昧嵯快 葛堰 郁亜密 籍卜蒔取勘健昧 飼宜往快 晒 蚕丸管之吻械
宜 此嫡密 刑看 座椋管頬 卜竺泰 硝泳昧 偶宜寄舗 卜散幹墳 遺鵬遺
僻望 己餌 寄薫 舗詰亜取 此嫡蒔逐浅昧 密戴舗 絢穐堰 硝休望 主手
擦唇往娃笠. 糖泰 葛堰 郁亜亜 刑看 査辞冴橿堰 遺鵬冴橿望 籍卜蒔
忘求 時噴戴舗 州郁煮密此根畦貯共 江窮泰 包悪 孤幹蒔頬薫 孤僕潔
蒔僕 此根堰 畦貯, 散凋霜漆密 晶察望 処自壇 苦慰 此嫡煮密蒔僕
此根堰 畦貯躯頬 包 此嫡昧 取紘戴勘汲 泰笠. 飲峡慰 此嫡密 刑看
座椋管頬 俄育往 笠 卜竺泰 竺招漆守昧 偶宜寄舗 卓祁蒔漆守散凋望
戴勘汲 戴薫 此欺管望 卓祁蒔雑順堰竺望 籍戴舗 遺僻鵬座戴快 畦州
勘 谷侠壇 値偉泰笠.
頬脈 渥頬 僕娃蔚漆此辺房 此嫡煮密此嫡昧 脈嵯平 江求栽 飲
候座昧 寓餌 座堰蒔忘求 手痴寄餌 岐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僕娃蔚漆此辺昧 丸泰 処替蒔値祁頬 粍檎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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餌 煮別珠忘求柏 此嫡密 煮僕僕 此欺望 庫辞擦唇往哀冴 殆快 堰替
峡泣蒔惜丸亜 矩及寄餌 寄菩笠.

飼圃蔚漆此辺
飼圃蔚漆此辺房 僕娃密 散質堰 此嫡密 庫辞望 漫泰 系殊蒔漆
絢望 矩及戴快 循漆蒔凋幹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冴救 窺卜座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遺擦戴擦菩笠.
窺卜座
《飼圃蔚漆此辺房 僕娃密 散質堰 此嫡密 庫辞望 漫泰 系殊蒔漆
窺卜座自歯種》
41猿, 225村取)
絢望 矩及戴快 循漆蒔凋幹睦械笠.》(《窺卜座
窺卜座

僕潔丸借頬 飼烏密 散質望 佼時戴慰 此嫡共 庫辞擦尽烏 漫戴
舗嵯快 卜竺泰 系殊蒔漆絢頬 殆別平 泰笠. 睦慰 靴慰 噺慰 此快雁
足方泰 散凋冴橿堰 烏泳脈 渥房 散困冴橿房 此欺密 散質堰 此嫡密
庫辞望 漫泰 系殊蒔漆絢頬笠. 系殊蒔漆絢頬 奨垢壇 矩及寄舗平 此
欺管頬 飼煮蒔僕 散凋望 椋躯壇 俄怯冴 殆慰 此嫡庫辞望 座堰蒔忘
求 笠飲庶往哀冴 殆笠. 系殊蒔漆絢房 飼圃忘求喉西 偏別手笠. 飼圃
房 僕娃密 求幹丸根頬慰 僕娃散凋密 系殊蒔椋順頬笠. 此欺房 飼圃
望 籍戴舗 飼烏昧餌 足方泰 系殊蒔漆絢望 矩及泰笠. 此欺房 飼圃望
梼往嵯 墾吻哀冴勘 庫辞滞冴勘 返笠.
飼圃頬 僕娃密 散質堰 此嫡密 庫辞昧 足方泰 散凋飼糾共 煮快
椋順頬取躯 飲庵房 偉晋 自汐求 此欺管昧餌 足方泰 系殊蒔漆絢望
州衣値煮取 扮快笠. 飼圃房 此欺管密 循漆蒔凋幹望 籍値嵯躯 此欺
昧餌 侯桂戴餌 寄快庵頬笠. 此欺房 飼圃昧 辞蒔忘求 阪膨腿忘求柏
躯 飼烏密 散質望 鳳取値往亜快 散祁系殊堰快 鰍峡 飼圃密 瑚貯庫
辞密 苔呉掌座望 僕札戴慰 飼圃望 飼烏密 方育脈 取逮昧 寓餌 峡胞
戴慰 蔚漆瑚卓戴群嵯 飼烏密 散質望 鳳取値往娃笠.
頬脈 渥頬 飼圃密 此系啄根管望 此欺飼殺密 飼煮蒔方育共 雑
啄戴快雁 侯桂戴勘汲 蔚漆戴舗 飼烏密 散質堰 此嫡密 庫辞望 漫泰
系殊蒔漆絢望 矩及戴快 此欺管密 循漆蒔凋幹頬 呼求 飼圃蔚漆此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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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庵頬笠.
飼圃蔚漆此辺房 芳査 僕娃密 散質堰 庫辞望 漫泰 系殊蒔漆絢
望 矩及戴快 循漆蒔凋幹頬笠.
僕娃密 散質堰 庫辞昧 足方泰 系殊蒔漆絢望 矩及泰笠快庵房
飼圃忘求喉西 此欺管頬 墾薫 庫辞戴快雁 足方泰 散凋冴橿, 散凋飼
糾共 偏別貝薫 此欺管密 散凋昧 足方泰 鳳峡泰 兆威望 矩及泰笠快
庵頬笠.
此欺頬 墾薫 庫辞戴仇群 桂遍佼笠勘 睦慰 靴慰 噺慰 此快雁
足方泰 散凋飼糾, 散凋冴橿頬 椋躯壇 佼時寄舗平 泰笠. 此欺頬 飼
圃忘求喉西 飼烏昧餌 足方泰 散凋飼糾共 奨垢壇 偏別貝取 恵戴慰
飼圃密 憲兄蒔頬慰 祖頴蒔僕 檀昧 密値 捉値共 己慰殆快 泰 此欺房
飼圃密 育歳昧嵯 吾別往 飲 煮僕忘求 寄菩笠慰 駒滞冴 返笠. 飼圃
忘求喉西 系殊蒔散凋飼糾密 着監房 求幹望 籍戴舗 頬拒別手笠. 徳
畦昧 此欺頬 飼煮座望 雑啄戴仇群 飼圃忘求喉西 散凋飼糾共 奨垢壇
偏別外之吻械宜 檀看 求幹昧嵯調取 値糊寄舗平 泰笠.
此欺頬 墾薫 庫辞戴仇群 糖泰 飼圃兆威望 鳳峡戴餌 辞瑚擦唇
平 泰笠.
此欺望 柑詰煤慰殆快 飼圃房 飼烏密 庫辞呉掌昧 凍宜 抵牧返
頬 蓬幹瑚貯戴群嵯 此欺密 散凋昧 頬詰自詰泰 慕逮望 欠捷笠. 飼圃
密 蓬幹瑚貯快 此欺密 散凋昧 鳳峡泰 兆威望 亜雫笠者冴勘 殆慰 孔
峡泰 漆絢望 漆座滞冴勘 殆笠.
飼圃兆威頬 此欺密 散凋堰 凋幹昧 往農 慕逮望 煮快 泰昧 殆
別嵯 此欺房 飼圃堰密 宴泳昧嵯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彊笠慰 駒滞冴
返快庵頬笠.
此欺管房 憲兄蒔頬慰勘 桂密札蒔忘求 歯胞戴快 飼圃望 散凋堰
凋幹昧 鳳峡戴餌 蔚漆戴舗平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笠.
飼圃蔚漆此辺房 笠冒忘求 此嫡密 庫辞望 漫泰 系殊蒔漆絢望
矩及戴快 循漆蒔凋幹頬笠.
此嫡密 庫辞望 漫泰 系殊蒔漆絢望 矩及泰笠快庵房 此嫡密 庫
辞昧 足方泰 系殊烏榊蒔惜丸共 矩及泰笠快庵頬笠. 舗烏嵯 系殊烏榊
蒔惜丸技 値葛 此嫡昧嵯 循漆岐 系殊烏榊蒔冴橿管密 恕硝共 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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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笠.
系殊威州蒔尚群昧嵯 菓慰佼群 此嫡亜 庫辞泰笠快庵房 鞄 駆房
系殊蒔喉亜 循漆寄慰 此嫡密 系殊烏榊蒔惜丸亜 鞄萌 華房 冴紗忘求
庫辞値往娃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系殊烏榊蒔惜丸快 此嫡庫辞望 系殊
蒔忘求 活佼戴薫 頬詰泰 系殊蒔漆絢房 飼圃望 蔚漆戴快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凋幹昧 密戴舗 矩及寄餌 岐笠.
僕潔丸借房 飼烏密 循漆蒔凋幹忘求 衣辺散困喉畦堰 荷辺散困
喉畦望 江窮泰 刑看 散困喉畦, 垢平管昧嵯 此嫡庫辞昧 足方泰 系殊
蒔喉共 矩及戴慰 蔚査値往娃笠. 系殊蒔喉共 循漆戴快 此欺管密 凋
幹房 蚕丸脈 蚕丸共 頬別 辞 休此蒔堰竺昧 抵牧返頬 鯖貯庫辞寄舗
往娃笠.
飼圃蔚漆此辺房 呼求 系殊蒔喉共 循漆戴慰 系殊烏榊冴橿望 抵
牧返頬 噂殺戴快 堰竺望 籍戴舗 此嫡密 系殊烏榊蒔惜丸共 絶絶
壇 笠珠忘求柏 此嫡庫辞昧 足方泰 系殊蒔漆絢望 矩及戴快 僕潔丸借
密 循漆蒔凋幹僕庵頬笠.
頬脈 渥頬 僕娃密 散質堰 庫辞望 漫泰 系殊蒔漆絢望 矩及戴快
此辺堰 此嫡庫辞望 漫泰 系殊蒔漆絢望 矩及戴快 此辺頬宜快雁 飼圃
蔚漆此辺密 候殊蒔貝胞頬 殆快庵頬笠.
飼圃蔚漆此辺密 烏候沢泉快 散困凋幹頬笠.
散困凋幹房 飼圃望 竺侯戴烏 漫泰 此欺管密 凋幹忘求嵯 此欺
管頬 飼圃密 育歳昧嵯 吾別往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此嫡蒔凋幹
頬笠.
此欺管密 散困凋幹房 飲管頬 求幹勘育共 亜取慰 求幹丸根昧
歯胞腿忘求柏 頬拒別手笠. 此欺房 求幹勘育共 峡胞戴舗 飼圃系密
沢泉脈 烏改, 座殊 莞望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蔚漆瑚卓値往亜快 散
困凋幹望 五仇往娃笠. 僕娃密 散困凋幹昧 密戴舗 飼圃蒔忘求 質受
戴快 系殊蒔丸根頬 蔚漆丸根忘求 査浅寄餌 寄慰 亜衣遵峡寄餌 寄薫
此欺密 飼煮座雑啄昧 侯桂戴快 系殊蒔受喉求 辞兆岐笠. 求幹勘育快
此欺密 循漆蒔檀頬 求幹丸根昧 亜値取餌 戴快 冴橿頬笠. 頬杵 密欠
昧嵯 此嫡散困休密 庫辞房 鰻宴蒔忘求 求幹勘育密 庫辞昧嵯 糟啄寄
薫 求幹勘育密 庫辞房 散困庫辞密 借方泰 方僕密 戴往宜慰 駒滞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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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笠.
此欺管房 庫辞岐 求幹勘育共 躯管別貝慰 飲昧 密虻戴舗 飼烏
密 系殊蒔冴方共 奨疾擦迅冴 殆快 散凋飼糾共 散困泰笠.
飼圃蔚漆此辺密 笠競 借方泰 沢泉快 郁惜宴峡此辺頬笠.
郁惜宴峡此辺房 郁惜脈 飼椋, 飼圃兆威望 僕潔丸借密 取逮堰
方育昧 寓餌 蒔淫 佼琢戴慰 苔峡蒔忘求 蔚庫峡胞腿忘求柏 佼笠 飼
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漆絢望 矩及値煮快 此辺頬笠.
郁惜宴峡此辺房 憲兄蒔忘求 歯胞戴快 飼圃密 檀昧 密戴舗 僕
娃昧餌 管泌霧取快 漫醍堰 受旺望 糊取戴薫 飼圃密 檀望 卯管頬慰
此欺管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苔峡蒔忘求 峡胞戴舗 飼圃兆威望 佼琢
腿忘求柏 飼圃頬 此欺望 漫戴舗 鞄 児 侯桂戴餌 戴快庵望 烏候貝胞
忘求 戴慰殆笠. 此欺管房 惜取, 幹札系, 取戴飼椋, 取沢漆絢堰 穐
戴順, 烏根根泉 莞 飼圃取峡蒔兆威堰 漆絢昧 丸泰 僕札望 欝頬戴慰
飲 此嫡蒔亜招共 曹亜泰雁 烏藷戴舗 飲庵頬 此欺管望 漫戴舗 鞄 児
侯桂戴勘汲 蔚漆腿忘求柏 飼圃望 鞄萌鞄 此嫡脈 僕娃望 漫泰庵忘求
瑚刑擦唇往娃笠.
飼圃蔚漆此辺房 此嫡蔚漆, 僕娃蔚漆此辺堰 腿溺 此嫡庫辞密 足
冴蒔僕 救鋪望 頬挙笠.
僕娃密 散質堰 此嫡密 庫辞望 漫泰 系殊蒔漆絢房 飼圃蔚漆此
辺望 籍戴舗 矩及岐笠. 飼圃望 蔚漆戴快 堰竺昧 散困昧 足方泰 烏
泳瑳江脈 渥房 求幹勘育脈 散困昧 噺頬快 絢系堰 勘求脈 渥房 散困
擦瑳系管堰 自冴取, 宴蔚冴求亜 絢瑳寄慰 惜取亜 蔚娃蔚橘寄薫 睦
慰 靴慰 噺慰 此快雁 足方泰 系殊蒔散凋飼糾亜 躯管別手笠. 飼圃蔚
漆此辺望 梼往嵯 此欺密 散質堰 此嫡庫辞昧 足方泰 系殊蒔漆絢昧
丸戴舗 散唖滞冴 返忘薫 糖 頬庵房 偉晋 此嫡蔚漆, 僕娃蔚漆此辺頬
丸殺滞冴 返快庵頬笠.
頬遵却 飼圃蔚漆此辺房 此嫡庫辞密 足冴蒔僕 救鋪望 頬挙笠.
飼圃蔚漆此辺房 此嫡蔚漆, 僕娃蔚漆此辺昧 借方泰 慕逮望 欠
捷笠.
飼圃蔚漆此辺房 此欺管求 戴舗韻 華房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
望 取界冴 殆勘汲 系殊蒔忘求 活佼泰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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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圃蔚漆此辺頬 庫辞戴舗 此嫡蒔忘求 鞄 駆房 系殊蒔喉亜 循
漆寄慰 峡胞寄餌 寄群 此欺管房 飼烏 檀昧 丸泰 丁殺望 亜取慰 飼
烏 檀忘求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仇快 飼唖望 鞄 欝頬 亜取餌
岐笠.
飼圃蔚漆此辺頬 庫辞戴舗 此嫡密 系殊蒔喉亜 怪別欧冴汲 此欺
管頬 飲庵望 佼笠 苔峡蒔忘求 栽鳳戴慰 峡胞滞冴 殆快 此嫡宴泳共
丁恭戴仇快 方育亜 州烏寄餌 寄薫 飲庵望 孤慕泰 晒求蓬 此嫡蒔此
根頬 哨啄戴餌 岐笠. 此欺管房 啄丸蒔僕 烏榊冴橿管望 峡胞戴舗 飼
圃蔚漆此辺望 五峡快 堰竺昧 晒求蓬 取札堰 烏榊望 鞄 駆頬 硝監戴
慰 衣慰壇 戴餌 岐笠. 飼圃蔚漆此辺頬 庫辞戴群 此欺管頬 飼烏飼殺
望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快雁 鞄 駆房 擦娃堰 此嫡蒔檀望 堪怯冴 殆
快 鰻宴蒔漆絢勘 矩及寄餌 岐笠.
飼圃蔚漆此辺房 此嫡蔚漆此辺望 系殊蒔忘求 活佼泰笠.
飼圃蔚漆此辺頬 庫辞戴舗 此嫡密 系殊蒔受喉亜 怪別往餌 寄群
飲 式鳳脈 峡胞望 咽州戴快 此嫡蒔宴泳共 佼笠 苔峡蒔忘求 蔚瑚戴
烏 漫泰 此嫡蔚漆此辺昧 佼笠 汐雑泰 峡値宴泳共 亜取餌 寄薫 飲峡
戴舗 此欺管房 飲 雑啄望 漫戴舗 責囚戴餌 岐笠.
飼圃蔚漆此辺望 籍戴舗 此欺管頬 此嫡共 蔚漆戴快雁 足方泰
系殊蒔冴方管頬 矩及岐笠.
殴房 此嫡宴泳共 晒求蓬 此嫡蒔宴泳求 蔚漆戴烏 漫泰 僕潔丸
借密 責囚昧快 卜竺泰 系殊蒔冴橿管頬 足方戴餌 岐笠.
雑曲求 殴房 此嫡蒔宴泳共 既種別弁慰 晒求蓬 此嫡州勘共 冴
恭戴快 畦州共 座堰蒔忘求 装飼群 孤卓祁蚕休望 伊祖戴烏 漫泰 桂
烏脈 僕潔丸借望 卓祁蒔忘求 唖座擦尽慰 漆守蒔忘求 偉歳擦唇 飲管
望 此嫡蔚漆共 漫泰 責囚昧求 孔詰卜忘尽烏 漫泰 査辞査幹冴橿望
江窮泰 舗詰亜取 系殊蒔冴橿管頬 足方岐笠. 頬詰泰 系殊蒔冴橿管房
系殊蒔喉共 循漆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飼圃蔚漆凋幹望 籍戴舗 矩及
寄慰 蔚査寄舗往娃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飼圃蔚漆此辺房 峻賞此嫡脈快 胤候蒔忘
求 笠僑餌 手痴岐笠.
僕潔丸借頬 此嫡竺招蒔忘求 柾歳寄慰 育歳寄快 峻賞此嫡昧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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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 飼圃蔚漆此辺頬 辞群昧 州烏寄取 扮忘薫 椋躯壇 手痴希冴 返笠.
峻賞此嫡昧嵯 飼圃蔚漆此辺房 郁亜煮猿堰 散困冴橿望 蝉別什
峻賞泳吋密 密此昧 凍宜 飲管頬 方育戴快丸求 手痴岐笠. 飲峡戴舗
飼圃蔚漆此辺房 僕潔丸借密 系殊散凋昧嵯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雁
頬呼取戴快庵頬 吻械宜 峻賞泳吋密 招喉脈 逮戯望 奨疾擦尽快雁 侯
芝寄餌 寄快庵頬笠.
峻賞此嫡昧嵯 飼圃蔚漆此辺房 糖泰 飼圃庫散蒔忘求 頬拒別
手笠. 峻賞此嫡昧嵯快 蔚僕峡烏煮密亜 取紘蒔僕 此根忘求 寄舗殆慰
郁亜煮猿望 勧俊取泰 峻賞泳吋頬 散困冴橿望 此蒔栽鳳求 戴慰殆快
庵忘求 戴舗 飼圃蔚漆此辺頬 辞此嫡蒔午漫昧嵯 兄蒔密札蒔忘求 手
痴希況平 希冴 返笠. 峻賞此嫡昧嵯快 系殊蒔喉密 散困頬 亜招呉掌
密 憲兄蒔僕 歯胞昧 密戴舗 蔚碁蒔散困飼管密 偉鯖昧 凍宜 手痴寄
慰 散困飼管此頬昧快 弊鵬穐札密 宴泳躯頬 取紘戴餌 寄薫 威州喉畦
管此頬密 漆貯求蓬 庫辞頬 頬拒別殊冴 返笠. 峻賞此嫡昧嵯快 僕潔
丸借頬 飼圃蔚漆此辺昧 欝房 宴鯖望 堪峡取 扮忘薫 飼圃望 蔚漆戴
快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改休密 庫辞頬 瞥州岐笠. 糖泰 烏榊庫辞望 漫
泰 此嫡蒔漆絢勘 椋躯壇 佼時寄取 恵泰笠.
飼圃蔚漆此辺房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辞群昧 州烏寄慰 谷侠壇 雑
啄寄餌 岐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飼圃蔚漆此辺房 江求栽 飼圃密 育歳昧嵯 吾
別往 飼煮蒔僕 系殊散凋望 俄峡仇快 僕潔丸借密 方育共 雑啄戴快雁
守識 侯桂戴餌 岐笠. 此嫡煮密此嫡快 僕潔丸借頬 郁亜煮猿堰 散困
冴橿密 煮僕忘求 岐 此嫡頬薫 凍宜嵯 僕潔丸借房 飼烏飼殺堰 此嫡
共 漫戴舗 飼烏密 循漆休望 翁窺返頬 庫昼戴慰 飼烏密 密此昧 凍宜
求幹凋幹望 手痴泰笠. 飲峡戴舗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飼圃蔚漆此辺
密 偉堰 胤求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系殊散凋望 佼時戴快雁 頬呼取戴
快 亜招殆快 系殊蒔喉亜 循漆寄餌 岐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飼圃蔚漆此辺房 僕潔丸借飼殺望 漫泰 此辺
忘求 寄薫 求幹泳吋密 郁亜密 籍卜蒔僕 取昼健昧嵯 辞此嫡蒔午漫昧
嵯 泳着蒔忘求 漆守手痴岐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散困冴橿頬 此嫡
蒔, 郁亜蒔栽鳳求 寄舗殆快 漆絢昧嵯 刑看 喉畦, 刑看 橿漫管頬 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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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迂結泰 及宴望 懸慰 郁亜密 取昼健昧 籍卜蒔忘求 豊守頬餌 岐笠.
此嫡煮密郁亜快 僕潔丸借密 密此共 峰呼求 孤慕戴舗 飼圃蔚漆密 辞
偶兄糟脈 葛群兄糟共 竺丁壇 蚕芳慰 足方泰 僕蒔 倦 系蒔休橘望 漆
守幹椋戴舗 喉畦管此頬密 員沢望 峰餌 佼時戴群嵯 辞孤蒔僕 飼圃蔚
漆此辺望 籍卜蒔忘求 時噴戴慰 漆汐籍州泰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飼圃蔚漆此辺房 華房 歳勘求 庫辞泰笠. 此
嫡煮密此嫡昧嵯快 僕潔丸借密 卓祁蒔歩密脈 循漆蒔蒔淫座頬 華頬
庫昼寄薫 飲管密 循漆蒔凋幹頬 辞此嫡蒔午漫昧嵯 泳着蒔忘求, 員沢
蒔忘求 漆守手痴岐笠. 糖泰 僕潔丸借頬 烏榊庫辞昧 汐雑泰 峡値宴
泳共 亜取慰 頬 此辺昧 蒔淫 舜亜戴薫 郁亜密 泳着蒔頬薫 籍卜蒔僕
取昼健昧 烏榊庫辞密 仮房 卯頬 歩仇手笠. 飲峡戴舗 此嫡煮密此嫡
昧嵯快 飼圃蔚漆此辺頬 刑看 喉畦, 刑看 橿漫昧嵯 華房 歳勘求 手
痴寄餌 岐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飼圃蔚漆此辺昧 丸泰 処替蒔値祁頬 粍檎戴
餌 煮別珠忘求柏 卓祁堰 絢瑳望 檀殆餌 笠飲庶往亜烏 漫泰 堰替峡
泣蒔惜丸亜 丁慰壇 矩及寄餌 寄菩笠.

此嫡蔚漆此辺
此嫡蔚漆此辺房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望 華卜冴 殆勘汲 此
嫡宴泳共 庫辞擦唇往亜快 循漆蒔凋幹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冴救 窺卜座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遺擦戴擦菩笠.
窺卜座
《此嫡蔚漆此辺房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望 華卜冴 殆勘汲 此
窺卜座自歯種》
41猿,
嫡宴泳共 庫辞擦唇往亜快 循漆蒔凋幹睦械笠.》(《窺卜座
窺卜座
233村取)

此嫡宴泳快 此嫡蒔種橿歳昧嵯 散凋戴快 此欺管此頬昧 懸別取
快 此嫡蒔殊嵯密 硝泳求嵯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望 咽州戴快 烏
候方僕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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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嫡昧嵯 俊取戴快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房 値葛 此嫡昧 丁
恭岐 此嫡宴泳, 此嫡州勘昧 密戴舗 咽竺寄慰 活佼岐笠. 飲杵雁 此
欺管此頬昧 懸別取快 此嫡宴泳快 遵冒喉西 僕潔丸借頬 此嫡密 煮僕
忘求嵯密 取漫共 俊取戴慰 鋪滞望 笠滞冴 殆勘汲 蚕霧雫殆取 扮忘
薫 此嫡宴泳快 飼烏索索求 苔峡蒔忘求 蔚瑚寄取 扮快笠. 頬求喉西
僕潔丸借房 此嫡昧嵯 煮僕密 取漫脈 鋪滞望 佼時値煮快 此嫡宴泳共
蚕芳烏 漫戴舗 責囚戴餌 寄薫 頬詰泰 責囚頬 此嫡蔚漆此辺僕庵
頬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此嫡竺招蒔 倦 威州蒔, 此根畦貯蒔宴泳共 僕
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望 華卜冴 殆勘汲 庫辞擦唇往亜快庵望 烏候貝
胞忘求 戴慰殆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桂遍佼笠勘 竺招散凋垢平昧嵯 僕潔丸借密 取
漫脈 鋪滞望 華卜冴 殆勘汲 此嫡竺招蒔宴泳共 庫辞擦唇往亜快 循漆
蒔凋幹頬笠.
此嫡竺招蒔宴泳共 蔚漆戴快 畦州快 此嫡蔚漆此辺昧嵯 烏候望
頬挙笠.
飲庵房 此嫡竺招蒔宴泳亜 竺猿望 借鯖忘求 戴舗 懸別取快 此
嫡宴泳求嵯 刑看 此嫡宴泳昧嵯 煮勘蒔取漫昧 殆烏徳畦頬笠.
竺猿房 辞此嫡昧 丸泰 竺招蒔取紘猿忘求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
望 竺招蒔忘求 活佼戴快 偉竺蒔方僕頬笠.
僕潔丸借房 竺猿望 蝉別集舗平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北望
雑啄滞冴 殆笠. 僕潔丸借頬 此嫡密 煮僕忘求,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
求 寄仇群 孤甘擦 竺猿密 煮僕忘求 寄舗平 泰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呼求 竺猿望 借鯖忘求 戴舗 懸別取快 此嫡竺
招蒔宴泳共 蔚瑚擦唇往亜快 循漆蒔凋幹頬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糖泰 威州散凋垢平昧嵯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
滞望 華卜冴 殆勘汲 此嫡威州蒔宴泳共 庫辞擦唇往亜快 循漆蒔凋幹
頬笠.
此嫡威州蒔宴泳快 散困冴橿昧 丸泰 栽鳳宴泳共 借鯖忘求 戴舗
懸別取快 此嫡宴泳求嵯 刑看 此嫡宴泳密 烏藷共 頬挙笠.
僕潔丸借頬 散困冴橿望 栽鳳戴菩快亜 恵戴菩快亜 戴快庵房 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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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頬 系殊散凋昧嵯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快亜 恵戴快亜 戴快庵望 咽
竺戴快 借方泰 方僕密 戴往求 岐笠. 僕潔丸借房 散困冴橿望 亜雫平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笠. 飲詰劇求 僕潔丸借頬 此
嫡密 煮僕,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 寄飼群 散困冴橿密 煮僕, 威州密
煮僕忘求 寄舗平 泰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呼求 散困冴橿昧 丸泰 栽鳳
宴泳共 借鯖忘求 戴舗 懸別取快 刑看 此嫡威州蒔宴泳共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望 華卜冴 殆勘汲 庫辞擦唇往亜快 循漆蒔凋幹頬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糖泰 此根畦貯散凋垢平昧嵯 僕潔丸借密 取漫
脈 鋪滞望 華卜冴 殆勘汲 此根畦貯蒔宴泳共 庫辞擦唇往亜快 循漆蒔
凋幹頬笠.
此根畦貯蒔宴泳快 此欺管頬 此根竺殺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逮鳳
戴快 堰竺昧 懸別取快 此嫡蒔宴泳求嵯 此嫡宴泳昧嵯 借方泰 飼峡共
俊取泰笠.
査手蒔僕 此根竺殺蒔受喉共 循漆戴舗 逮鳳戴快庵房 僕潔丸借
頬 飼煮蒔僕 此根畦貯散凋望 俄怯冴 殆餌 戴快 胤候漆絢頬笠.
僕潔丸借房 堰替蒔頬薫 卓祁蒔僕 此根堰 査手蒔僕 畦貯, 堰替
烏榊取札, 慰根泰 勘株密 栽鳳飼亜 寄舗平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檀
殆快 質受求 希冴 殆忘薫 蚕泳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俊取戴慰 鋪
滞望 笠滞冴 殆笠. 飲杵雁 僕潔丸借頬 査手蒔僕 此根堰 畦貯共 硝
監戴仇群 飲管密 飼煮蒔方育昧 寓餌 此根畦貯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逮
鳳戴快 凋幹望 矩冒痛 五仇往哀冴 殆餌 寄舗平 戴薫 飲庵房 此根畦
貯蒔宴泳昧 密戴舗 活佼岐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呼求 僕潔丸借密 此
根畦貯蒔受喉共 循漆戴舗 逮鳳戴快 凋幹望 佼時滞冴 殆勘汲 此根畦
貯蒔宴泳共 佼笠 苔峡蒔忘求 蔚瑚擦唇往亜快 循漆蒔凋幹頬笠.
頬遵却 此嫡蔚漆此辺房 竺招, 威州, 畦貯 莞 此嫡散凋昧嵯 此
欺管頬 懸餌 寄快 刑看 此嫡宴泳共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望 華卜
冴 殆勘汲 庫辞擦唇往亜快 循漆蒔凋幹頬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此嫡庫辞昧嵯 足冴蒔僕 救鋪望 頬挙笠.
此嫡快 此欺堰 飲管頬 循漆泰 此嫡蒔受喉 飲峡慰 飲庵望 偉苔
擦尽快 此嫡蒔宴泳求 頬拒別雫殆笠. 此嫡密 庫辞望 頬拠戴烏 漫値
嵯快 桂遍佼笠勘 此欺管頬 庫辞戴舗平 戴薫 此嫡蒔受喉亜 鞄 駆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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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漆寄慰 此嫡蒔宴泳亜 佼笠 苔峡蒔忘求 蔚瑚寄舗平 泰笠. 舗烏嵯
此嫡蒔宴泳共 蔚瑚擦尽快庵房 飼圃蔚漆往 僕娃蔚漆此辺頬 丸殺値者
冴 返快 此嫡蔚漆此辺密 慰鳳泰 貝胞頬笠. 徳畦昧 此嫡蔚漆此辺房
此嫡庫辞密 足冴蒔救鋪忘求 寄快庵頬笠. 此嫡蔚漆此辺望 籍値嵯躯
僕潔丸借密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頬 椋躯壇 雑啄寄舗往亜薫 飲 堰竺
頬 笠凶吻灰 此嫡庫辞堰竺僕庵頬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昧嵯 査俊蒔忘
求 往嵯快 畦州頬笠.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望 華卜冴 殆勘汲 此嫡宴泳共 庫辞擦
唇往亜快 此嫡蔚漆此辺房 偉郁 僕潔丸借頬 包悪 此嫡蒔柾歳堰 孔曹
莞, 峻賞脈 文固昧嵯 吾別往 郁亜脈 此嫡密 煮僕忘求 墾烏 漫泰 此
嫡竺招蒔漆絢望 矩及戴烏 漫泰 責囚, 僕潔丸借密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
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此辺頬笠.
此欺房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此快 此嫡蒔質受僕庵躯壬 此嫡竺招
蒔忘求 飼煮座望 婆聞烏慰 鳳彊葛戴群 僕娃密 質編堰 亜招共 桂舜
戴餌 腫故壇餌 寄慰 珂柾密 蓬祁望 群滞冴 返笠. 飼煮座望 散祁忘
求 戴快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房 此嫡竺招蒔忘求 取紘脈 柾歳望 己取
扮慰 郁亜脈 此嫡密 煮僕忘求 寄舗平 此欺忘求嵯密 質編堰 亜招共
亜取慰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紅貝舗往哀冴 殆笠. 僕潔丸借頬 此嫡昧嵯
煮僕密 取漫脈 鋪滞望 俊取戴取 恵戴慰 此嫡竺招蒔忘求 柾歳寄舗殆
快 漆絢昧嵯快 散困休望 庫辞擦唇勘 飲 逐浅望 俄怯冴 返忘薫 孤幹
蒔僕 此根堰 畦貯密 育歳昧嵯勘 吾別欧冴 返笠. 僕潔丸借房 此嫡昧
嵯 煮僕密 取漫共 俊取戴舗平 飼煮蒔僕 系殊散凋望 俄怯冴 殆忘薫
舜笠蓬 此根畦貯蒔庫辞望 頬拠滞冴 殆笠. 飲杵庵躯壬 飼煮座望 漫
泰 責囚昧嵯快 此嫡蔚漆此辺頬 査俊蒔忘求 州烏寄快庵頬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飼圃蔚漆, 僕娃蔚漆此辺昧 借方泰 歯胞望
泰笠.
僕潔丸借頬 此嫡密 煮僕密 取漫共 俊取戴慰 鋪滞望 笠滞冴 殆
勘汲 此嫡宴泳共 蔚瑚戴快庵房 飲管頬 飼圃密 育歳昧嵯 吾別往快雁
嵯往 此根畦貯蒔庫辞望 頬拠戴快雁嵯 歩嗣求 岐笠.
飼圃堰 殴房 此根畦貯密 育歳昧嵯 吾別往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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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囚房 卜竺泰 此嫡蒔宴泳歳昧嵯 手痴寄薫 飲昧 密戴舗 州弊岐笠.
飼圃望 竺侯戴舗 系殊蒔喉共 循漆戴薫 竺殺蒔受喉共 循漆戴慰 此欺
管望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芳快 僕娃密 凋幹堰 飲 此嫡蒔殊嵯密 硝泳僕
此嫡宴泳快 貝胞堰 沢札密 宴泳昧 殆笠.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望
変矩往 華舗煮快 此嫡宴泳亜 冴恭寄菩快亜 戴快雁 凍宜 飲管頬 飼
圃望 竺侯戴慰 僕娃望 蔚漆戴快雁嵯 循漆蒔歩密脈 蒔淫座望 変矩往
華頬 庫僻戴慰 循漆蒔檀望 変矩往 庫昼戴快亜, 此嫡密 系殊烏榊蒔
冴橿管頬 変矩往 達堰蒔忘求 峡胞寄快亜 戴快庵頬 汁芳寄餌 岐笠.
此嫡蔚漆此辺望 檀殆餌 五仇 此嫡宴泳共 苔峡蒔忘求 蔚瑚戴舗平 飼
圃蔚漆脈 僕娃蔚漆此辺勘 座堰蒔忘求 五仇往哀冴 殆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芳査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
改休頬 華吻取快雁 凍宜 庫辞泰笠.
此嫡宴泳快 此欺密 庫辞, 飲管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
改休密 庫辞昧 烏藷戴舗 瑚貯庫辞泰笠.
此欺管頬 別盗 沢泉密 此嫡蒔宴泳共 懸忘薫 飲庵望 別祷餌 蔚
漆戴慰 庫辞擦尽快亜 戴快庵房 飲管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
改休昧 密戴舗 咽竺岐笠.
僕潔丸借頬 別盗 此嫡宴泳, 此嫡州勘共 方育戴慰 飲 雑啄望 漫
泰 責囚望 別祷餌 五仇往亜快亜 戴快庵房 飲管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
札密 庫辞冴紗昧 鰍仇殆笠. 僕潔丸借房 華房 飼煮密札望 取嫁平 飼
烏密 遵取共 飼唖戴慰 佼笠 晒求蓬 此嫡宴泳密 冴恭望 方育戴餌 寄
薫 飲 雑啄望 漫戴舗 蒔淫蒔忘求 責囚滞冴 殆笠.
循漆蒔改休房 此嫡宴泳共 蔚瑚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責囚望
蒔淫 勝幹泰笠. 此嫡宴泳共 蔚漆戴快 僕潔丸借密 凋幹房 卜竺泰 循
漆蒔改休, 卓祁蒔改休頬 紗江寄舗平 座堰蒔忘求 手痴希冴 殆笠. 此
嫡蔚漆此辺房 殴房 此嫡州勘共 鳳取戴快雁 峡値宴泳共 亜取快 此嫡
蚕休堰 飲庵望 蔚瑚戴快雁 峡値宴泳共 亜取快 此嫡蚕休此頬密 檀密
丸偉頬笠.
僕潔丸借房 飼烏密 循漆蒔改休昧 寓餌 此嫡蒔蓬幹望 五峡薫
飲 冴紗昧 寓餌 此嫡宴泳共 懸慰 蔚瑚値往娃笠. 頬遵却 僕潔丸借密
華房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房 此嫡蔚漆此辺密 座堰共 汁芳戴快 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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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蒔方僕頬笠.
系泣 晒求蓬 此嫡宴泳亜 丁恭寄仇群 飲庵望 系殊蒔忘求 佼時
滞冴 殆快 卜竺泰 散困休頬 矩及寄舗平 泰笠. 飲詰往 頬庵房 偉晋
晒求蓬 此嫡殊嵯亜 丁恭寄快雁嵯 散困休密 庫辞冴紗頬 偉竺蒔方僕
頬宜快庵望 密欠戴取 扮快笠. 晒求蓬 此嫡宴泳密 丁恭昧嵯 偉竺蒔
僕庵房 僕娃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密 庫辞竺勘脈 卓祁休橘密 紗江竺
勘頬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 華取 恵戴慰 晒求蓬 此嫡宴泳共 冴恭
戴烏 漫泰 責囚望 活葛冴痴滞躯 泰 竺招蒔休橘頬 紗江寄取 扮慰嵯
快 散困休頬 吻桂峡 庫辞戴舗勘 晒求蓬 此嫡宴泳共 丁恭戴慰 飲共
衣慰庫辞擦尽烏 漫泰 此嫡蔚漆此辺望 座堰蒔忘求 手痴滞冴 返笠.
此嫡蔚漆此辺密 守識蒔活葛飼僕 僕潔丸借密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
頬 華忘群 江汲 散困休密 庫辞冴紗頬 黄笠慰 値勘 此嫡宴泳共 改壇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脈 取逮昧 寓餌 蔚漆値往哀冴 殆快庵頬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糖泰 此嫡蒔受喉亜 怪別往快雁 烏藷戴舗 庫辞
泰笠.
此嫡蒔受喉快 此嫡蒔宴泳密 沢座堰 庫辞密 系殊蒔烏藷頬笠. 飼
烏密 系殊烏榊蒔惜丸共 亜取取 扮快 飲 別盗 此嫡宴泳技 殆望冴 返
忘薫 飲詰泰 宴泳快 瑳此 卜擦蒔忘求 査笠 戴鞄宜勘 飼烏 質受共
鳳取滞冴 返笠. 此嫡蒔受喉亜 怪別往群 欧冴汲 飲共 券蔚求 戴舗
懸別取快 此欺管密 系殊威州蒔宴泳, 此根畦貯蒔宴泳亜 鞄萌鞄 庫辞
戴餌 岐笠. 飲詰劇求 此嫡蒔受喉密 庫辞房 此嫡蒔宴泳密 蔚瑚望 漫
泰 鰻宴蒔漆絢忘求 岐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偉郁 此欺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
頬 庫辞戴慰 飲昧 寓餌 此嫡蒔受喉亜 怪別往快雁 凍宜 庫辞泰笠.
此嫡宴泳亜 此欺密 庫辞竺勘昧 寓餌 飲峡慰 此嫡蒔受喉亜 怪
別往快雁 凍宜 蔚漆庫辞寄舗往亜快 苔呉掌座房 僕漁此嫡庫辞密 辞
休此蒔堰竺頬 雑主値紗笠.
此欺管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頬 券芳 黄幣兜 僕
漁此嫡密 暑 擦烏 此欺管密 此嫡蒔偉苔宴泳快 券芳 黄房 冴紗昧 殆
保笠. 椋擦此嫡昧嵯 此欺管密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頬 式俊 華吻
取慰 此嫡蒔受喉亜 怪別往群嵯 帆疾, 芝疾望 橿漫求 戴快 偲房 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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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昧嵯躯 懸別湿兜 椋擦此嫡密 殴房 此嫡宴泳快 幸頴寄慰 帆疾, 芝
疾密 午漫共 吾別往 郁亜竺猿頬 欠招快 辞 取鋪望 槍怨戴快 彫斑
仮房 午漫昧嵯 懸別取快 晒求蓬 此嫡宴泳, 此嫡州勘亜 丁恭寄餌 寄
菩笠. 飲庵房 江汲 峻賞脈 瞥文忘求 雪趣取別取快 暑 峻賞此嫡宴泳
菩取躯 帆疾密 蜂整峡共 吾別往 佼笠 仮房 午漫昧嵯 懸別取餌 寄
菩笠快庵, 笠競 帆疾座椋管望 社僕庵頬 吻械宜 江汲 珂柾密 遵取求
往矩 己吻管菩笠快庵 莞忘求 戴舗 椋擦此嫡宴泳佼笠 庫辞岐 此嫡宴
泳菩笠.
僕娃昧 密泰 僕娃密 峻賞宴泳亜 冴恭岐 峻賞此嫡昧嵯勘 此欺
管密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房 粍躯戴餌往矩 式俊 華吻湿慰 竺殺蒔
倦 系殊蒔受喉亜 主丸寄菩忘薫 飲昧 凍宜 峻賞蒔此嫡宴泳快 珂柾蒔
僕 此嫡宴泳求喉西 効絢蒔僕 此嫡宴泳, 飼候煮密蒔此嫡宴泳求 瑚貯
庫辞値矛笠. 休此庫辞堰 鞄孔別 峻賞此嫡密 瑚貯庫辞堰竺昧 僕潔丸
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堰 卓祁蒔改休頬 時座穐貯寄慰 峻賞蒔此嫡
宴泳共 蔚漆戴快雁 足方泰 此根蒔 倦 系殊蒔烏藷亜 矩及寄餌 寄菩
忘薫 飲昧 寓餌 僕潔丸借密 責囚頬 佼笠 華房 冴紗昧嵯 五別珠忘求
柏 晒求蓬 此嫡宴泳, 此嫡煮密此嫡宴泳亜 冴恭寄餌 寄菩笠.
此嫡蔚漆此辺房 卜及密 橿泳共 鮎招群嵯 庫辞戴餌 岐笠.
此嫡蔚漆此辺密 暑 橿泳快 峻賞脈 文固望 荻快 刑看 峻賞宴泳
脈 峻賞州勘共 曙困戴快 橿泳頬笠.
峻賞此嫡快 倣狭 烏娃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腫故慰 鳳彊値
矛笠. 椋擦此嫡亜 幸頴岐 頬竪昧 散以往慰 遺硝寄舗包 珂柾此嫡往
効絢此嫡, 飼候煮密此嫡快 笠渥頬 胤求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腫故慰
瞥俄僑快 峻賞此嫡菩笠. 椋擦此嫡亜 桂恩手 徳求喉西 飼候煮密此嫡
亜 哨啄泰 徳調取密 休此蒔烏娃 僕潔丸借昧 丸泰 峻賞泳吋密 峻賞
脈 瞥文, 取紘脈 柾歳房 返別取取 扮幣忘薫 倣壇仇 鞄萌 穐貯寄
菩笠. 僕潔丸借頬 包悪 潔疾蒔 倦 泳吋蒔瞥文堰 柾歳昧嵯 吾別往
飼煮座望 粍辞壇 雑啄戴飼群 頬詰泰 峻賞脈 瞥文望 荻快 峻賞蒔此
嫡宴泳, 峻賞州勘共 曙困戴取 扮忘群 墳岐笠. 頬庵房 僕潔丸借密 飼
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此嫡蔚漆此辺密 査俊蒔方育頬薫 頬共 雑啄戴
快 堰竺房 僕潔丸借頬 飼烏密 取逮堰 方育昧 寓餌 此嫡共 蔚漆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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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嵯 孤甘擦 虻庶平 滞 苔呉掌蒔堰竺, 橿泳僕庵頬笠.
此嫡蔚漆此辺密 笠冒橿泳快 此嫡宴泳密 刑看 垢平昧嵯 殴房
此嫡密 鳳系望 曙困戴慰 包悪 沢泉密 取紘脈 柾歳, 此嫡蒔孔曹莞望
芝郁蒔忘求 返堀快 橿泳頬笠.
此嫡密 泳吋蒔丸恭堰 此欺管此頬密 取紘脈 柾歳密 宴泳快 峻
賞州勘共 卓祁蒔忘求 辞侯戴慰 此嫡煮密州勘共 冴恭腿忘求柏 芝郁
蒔忘求 返別取餌 岐笠. 飲詰往 此嫡蔚漆此辺頬 頬庵忘求 粍辞壇 締
往餌 寄快庵房 吻械笠.
系泣 峻賞州勘密 曙困堰 此嫡煮密州勘密 冴恭房 僕潔丸借頬
此嫡昧嵯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昧嵯 着烏蒔僕 辞兆忘求 岐笠. 此嫡
煮密州勘亜 冴恭幾忘求柏 僕潔丸借頬 此嫡昧嵯 煮僕密 取漫共 俊取
戴慰 鋪滞望 笠戴薫 飼煮蒔僕 散凋望 矩冒痛 俄怯冴 殆快 此嫡竺招
蒔漆絢頬 矩及寄餌 岐笠.
飲詰往 此嫡煮密州勘密 冴恭忘求 晒求蓬 此嫡煮密蒔此嫡宴泳
亜 沢座寄慰 飲庵頬 取紘蒔僕庵忘求 寄菩笠慰 戴舗 此嫡蔚漆此辺頬
締往快庵房 吻械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快 吻守 此根, 烏榊, 畦貯垢平昧嵯 殴房 此嫡
密 鳳系頬 翁吻殆快庵忘求 戴舗 殴房 此嫡宴泳密 事受亜 翁吻殆餌
岐笠. 此嫡宴泳昧 翁吻殆快 殴房 此嫡密 事受共 返堀取 扮慰嵯快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雑啄望 此嫡竺招蒔忘求 丁慰壇 活佼滞冴 返笠.
飲詰劇求 此嫡煮密州勘亜 冴恭岐 竪昧勘 此嫡蔚漆此辺望 泳歳
結慰往亜 僕潔丸借密 取逮堰 方育共 粍辞壇 雑啄値煮快 此嫡煮密蒔
此嫡宴泳共 丁恭戴舗平 泰笠.
此嫡煮密州勘亜 冴恭岐 笠冒 此嫡蔚漆此辺昧嵯 値偉値平 滞
借方泰 畦州密 戴往快 択幹蒔栽鳳共 辞僕潔蒔栽鳳求 辞兆戴舗 散困
冴橿昧 丸泰 橿卜泰 栽鳳宴泳共 丁恭腿忘求柏 求幹泳吋堰 荷潔密
泳吋蒔俊頬共 粍辞壇 返堀快庵頬笠.
求幹泳吋堰 荷潔密 泳吋蒔俊頬共 返堀快庵房 此嫡煮密此嫡昧
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足冴蒔漆絢頬笠. 頬 泳吋蒔
俊頬快 散困冴橿昧 丸泰 栽鳳宴泳密 橿卜貯昧 烏藷値嵯躯 返本冴
殆忘薫 飲庵房 択幹蒔栽鳳共 辞僕潔蒔栽鳳求 辞兆擦迅 徳 雑啄滞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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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笠.
此嫡煮密州勘冴恭竪 此嫡蔚漆此辺昧嵯 値偉値平 滞 借方泰 畦
州密 笠競 戴往快 系殊畦貯散凋救鋪昧 翁吻殆快 刑看 俊頬共 返堀
慰 此嫡散凋密 刑看 垢平昧嵯 粍辞泰 此嫡蒔曹莞望 佼時戴快 此嫡
宴泳共 丁恭戴快庵頬笠.
包 此嫡昧 散困冴橿昧 丸泰 栽鳳宴泳密 橿卜貯亜 雑啄寄舗 泳
吋蒔俊頬亜 返別取群 此嫡座椋管密 粍辞泰 此嫡竺招蒔曹莞頬 佼時
岐笠.
飲詰往 泳吋蒔俊頬亜 返別手 笠冒昧勘 辞此嫡蒔午漫昧嵯 系殊
畦貯散凋昧嵯密 俊頬共 返堀慰 粍辞泰 曹莞頬 雑啄寄舗平 僕潔丸借
頬 此嫡密 粍辞泰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脈 鋪滞望 佼時戴快 此嫡宴泳
亜 催笠慰 駒滞冴 殆笠. 頬遵却 此嫡蔚漆此辺房 卜及密 橿泳共 虻
庶 抵牧返頬 鯖貯寄舗往娃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嫡蔚漆此辺昧 丸泰 粍檎泰 値祁頬 煮別
珠忘求柏 此嫡庫辞望 笠飲庶往哀冴 殆快 丁慰泰 堰替峡泣蒔活佼亜
矩及寄餌 寄菩笠.

飼煮蒔恭時
飼煮蒔恭時房 僕潔丸借頬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取尽薫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戴快 恭時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
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冴救 窺卜座幹取溺嵯快
窺卜座
笠冒堰 渥頬 遺擦戴擦菩笠.
《飼煮蒔恭時房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取尽薫 煮
窺卜座自歯種》
36
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戴快 卓祁蒔僕 恭時睦械笠.》(《窺卜座
窺卜座
猿, 282村取)

飼煮蒔恭時房 憾亜取 候殊蒔貝胞望 活慰殆笠.
飲庵房 芳査 僕潔丸借頬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痴此戴快 恭時頬宜快庵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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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潔丸借頬 卓祁堰 絢瑳昧嵯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痴此泰笠快
庵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僕潔丸借飼殺密 勧飼蒔
僕 粗橿堰 偉鯖昧 凍宜 飼烏密 峡北昧 寓餌 遵峡値往娃笠快庵
頬笠. 笠擦駒戴舗 飲庵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遵
峡戴快雁嵯 勧飼座望 位取泰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飼煮蒔恭時房 僕潔丸借頬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取尽烏 漫泰 恭時忘求嵯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痴此戴快庵望 借方泰
貝胞忘求 戴慰殆笠.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快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痴此滞 徳 丁慰壇
活佼岐笠. 刑看庵望 飼烏密 密此脈 峡北昧 寓餌 遵峡滞冴 殆快 猿
峡共 亜取取 恵泰 煮僕頬技 返笠. 煮僕頬宜群 矩嶋壇 刑看庵望 飼
烏密 密此脈 峡北昧 寓餌 遵峡滞冴 殆快 猿峡共 亜取慰 飲庵望 痴
此戴舗平 戴薫 糖 飲丘餌 希 徳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勘 取迅冴 殆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痴此戴快 恭時房 卓祁
堰 絢瑳頬 飲 煮僕僕 僕潔丸借望 漫泰 此辺頬宜快雁求喉西 箪詰往
倣快 竺葛泰 恭時頬笠.
卓祁堰 絢瑳房 飲 煮僕僕 僕潔丸借望 漫泰 此辺頬劇求 僕潔丸
借房 矩嶋壇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飼烏密 勧飼蒔僕
煮位堰 峡北昧 寓餌 粗橿戴慰 遵峡戴舗平 泰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遵峡滞冴 殆快 猿泰房 倣守 煮僕僕 飲 往宜 僕
潔昧餌躯 殆笠. 煮僕頬 吻灰 沫喉蚕休頬往 烏整 笠競 往宜 此欺管
房 翁密 往宜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畦州共 偉竺戴慰 遵峡滞 猿
泰頬 返笠. 翁昧餌 画峡芳虻往 片券舗 飼烏 畦州共 飼殺密 偉鯖丸
求 遵峡戴取 恵戴快庵房 煮僕忘求嵯密 猿泰望 婆聞烏快庵頬薫 翁密
密此共 凍僑薫 飼烏 峡北昧 紘招寄餌 痴幹戴快庵房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自鈷峡快庵頬笠. 券蔚 往宜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快 飲 往宜 僕潔密 粗橿堰 偉鯖昧 凍宜 遵峡戴舗平 券蔚 往宜
僕潔頬 飼烏密 峡北望 慰冴戴慰 飼烏密 密此脈 方育共 宴処滞冴
殆笠.
飼煮蒔恭時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飼烏 沓峡
求 此慰戴舗 勧飼蒔僕 煮位望 蚕芳慰 飼烏密 偉鯖堰 殺暇昧 凍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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勧飼蒔忘求 遵峡値往亜快 恭時頬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勧飼蒔忘求 偉竺戴慰 遵峡値往亜快 飼煮蒔恭時房 翁昧餌 画
峡芳虻往 芝歳寄舗 飼烏密 畦州共 飼烏密 偉鯖丸求 遵峡戴取 恵戴
快庵堰快 胤候蒔忘求 丸恭岐笠.
飲庵房 笠冒忘求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戴快
恭時頬笠.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泰笠快庵房 卓祁責囚堰
絢瑳此辺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煮僕渇餌 飼殺頬 沼牧取慰 飼硝
密 檀忘求 値偉値往娃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笠擦駒戴舗 飲庵房 卓祁
堰 絢瑳昧嵯 飼休噂散密 椋掌望 位取泰笠快庵望 駒泰笠.
飼休噂散値往亜快庵房 飼煮座密 借方泰 糟啄頬笠. 飼煮座房 刑
看庵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吻往亜快 此欺密 座殊僕庵躯壬 飲
別盗 笠競 檀昧 密値嵯亜 吻械宜 飼烏飼殺密 檀昧 密戴舗 装別往亜
快庵望 借方泰 貝胞忘求 戴慰殆笠. 煮僕頬宜群 刑看庵望 遵峡滞冴
殆快 猿峡共 亜殊之吻械宜 刑看庵昧 丸戴舗 飼殺頬 沼牧取快 恭時
望 取唇平 泰笠. 猿峡躯望 痴此戴慰 沼牧堰 密桂共 笠戴取 扮快庵
房 舜笠蓬 煮僕頬宜慰 駒滞冴 返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痴此滞之吻械宜 沼牧
望 笠滞 徳 江求栽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丁慰壇 取迅冴 殆笠.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戴快 恭時, 飼煮蒔恭時房 卓祁堰 絢瑳
頬 僕潔丸借飼殺密 此辺頬宜快雁求喉西 箪詰往倣快 竺葛泰 恭時
頬笠.
卓祁堰 絢瑳房 僕潔丸借望 漫泰 此辺卜之吻械宜 僕潔丸借飼殺
密 此辺頬笠. 卓祁堰 絢瑳房 僕潔丸借飼殺密 此辺頬烏徳畦昧 卓祁
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値偉戴舗平 滞 沼牧房 僕潔丸借昧
餌 殆笠.
卓祁堰 絢瑳房 糖泰 僕潔丸借飼殺密 此辺頬烏徳畦昧 翁密 檀
昧 密値嵯亜 吻械宜 飼烏密 檀昧 密虻戴舗 冴痴戴舗平 泰笠. 翁密
勘豊望 己望冴勘 殆取躯 烏候房 別観調取往 飼烏飼殺密 檀頬笠. 飼
烏亜 値平 滞 卜望 翁昧餌 梼隅烏仇慰 戴快庵房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
望 嫡捉戴快庵頬薫 翁密 株忘求 飼烏 畦州共 値偉戴仇慰 戴快庵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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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僕忘求嵯密 恭時望 自鈷峡快庵頬慰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戴取
扮快庵頬笠.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戴快 飼煮蒔恭時房 蔑州往 飼烏 檀望
穴慰 飼烏 往宜 卓祁望 煮硝蒔休橘昧 密虻戴舗 締調取 粍冴戴仇快
恭時頬薫 矩冒躯 靴忘群 桂昧嵯 鳳共 循漆滞冴 殆笠快 殺鯖望 亜取
慰 喉樫招快 旺宴望 飼硝密 檀忘求 陶慰往亜快 恭時頬笠. 飼煮蒔恭
時房 飼烏 檀望 穴取 扮慰 翁密 株忘求 墾吻亜仇快 密質鯖, 漆絢整
庫躯 戴群嵯 旺宴兵昧嵯 幹方戴慰 煮自戴快 往弊戴慰 栽淫蒔僕 泉
勘, 方救煮密, 沢札煮密, 桂沼牧座 莞堰快 僕圃頬 返笠.
頬遵却 飼煮蒔恭時望 取唇平 蔑州 別梼泰 兆威昧嵯往 勧飼蒔
僕 煮位堰 殺暇, 飼休噂散密 卓祁竺殺望 亜取慰 飼烏 往宜 卓祁畦
州, 飼烏 潔疾密 蓬祁畦州共 峰呼求 値偉滞冴 殆忘薫 卓祁堰 絢瑳
望 座堰蒔忘求 冴痴値往哀冴 殆笠.
飼煮蒔恭時密 借方泰 貝胞僕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痴此戴快庵
堰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戴快庵房 嵯求 突冴返頬 及宴寄舗殆笠.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痴此戴快庵房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戴
烏 漫泰 胤候漆絢頬薫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戴快庵房 煮僕忘求嵯
密 猿峡共 痴此滞冴 殆餌 戴快 活佼求 岐笠.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痴此戴舗平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滞冴 殆忘薫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
望 笠戴舗平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葛葛壇 痴此滞冴 殆笠.
飼煮蒔恭時房 僕潔丸借頬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忘求嵯密 猿峡共
痴此戴慰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望 笠戴餌 戴快 恭時忘求嵯 卓祁堰 絢
瑳昧嵯 位取戴舗平 滞 胤候恭時頬笠.
飼煮蒔恭時頬 卓祁堰 絢瑳昧嵯 位取戴舗平 滞 胤候恭時忘求
寄快庵房 飼煮蒔恭時望 取尽快庵頬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僕 卓祁蓬幹
飼硝密 方育宜快庵堰 宴及岐笠.
卓祁蓬幹昧 丸泰 胤候恭時房 卓祁蓬幹密 候殊求喉西 箪詰往
包笠. 此嫡蒔蓬幹, 卓祁蓬幹昧 丸戴快 胤候恭時房 卓祁蓬幹密 候殊
昧 烏藷戴慰殆忘薫 卓祁蓬幹密 候殊房 卓祁蓬幹昧 丸戴快 胤候恭時
昧 密戴舗 卓祁雑順昧 育啄岐笠.
飼煮蒔恭時房 此嫡蒔蓬幹, 卓祁蓬幹密 候殊堰 守識 及宴寄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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殆快 恭時頬笠. 刑看 卓祁蓬幹房 候殊昧 殆別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
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頬笠. 卓祁蓬幹房 飲 俄亜 擦唇嵯
亜 吻械宜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仇快 方育脈 殺暇忘求喉西 哨
庫戴舗 僕潔丸借飼殺頬 五峡快 飼煮蒔蓬幹頬笠. 僕潔丸借頬 飼煮蒔
恭時昧 絶絶壇 嵯嵯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煮幹蒔忘求 貝蚕霧平 卓
祁蓬幹望 飲 候座蒔方育昧 寓餌 檀殆餌 結慰往哀冴 殆忘薫 飼煮座
望 処自壇 抱琢戴慰 雑啄値往哀冴 殆笠.
卓祁蓬幹昧嵯 翁密 取昼効昧 凍宜 豊守頬慰 翁密 時橿昧 商望
勝快庵房 卓祁蓬幹密 飼煮蒔候座堰 胤候蒔忘求 別右往薫 頬詰泰 恭
時望 亜取慰嵯快 卓祁堰 絢瑳望 座堰蒔忘求 冴痴値往哀冴 返笠.
卓祁蓬幹房 僕潔丸借頬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煮幹蒔忘求 貝蚕
蜂之吻械宜 飲庵望 飼硝密 檀忘求 雑啄値往哀庵望 方育泰笠.
卓祁房 冴睦滞冴勘 冴哨滞冴勘 返笠. 飼烏 往宜 卓祁房 飲 俄
亜 丸殺滞冴 返忘薫 丸殺戴取勘 恵泰笠. 卓祁蓬幹昧嵯 沫喉密 取椋
勘 借方戴取躯 飲庵房 別観調取往 佼漆蒔僕 鋪滞望 滞之頬薫 偉竺
蒔鋪滞房 戴取 恵泰笠. 翁昧餌 密質値嵯 卓祁望 戴仇快 恭時房 卓
祁蓬幹密 飼煮蒔候座昧 別右往薫 頬詰泰 恭時望 亜取慰嵯快 卓祁昧
嵯 撮峡共 頬拠滞冴 返笠.
僕潔丸借昧餌快 飼烏密 方育共 雑啄値往哀冴 殆快 桂允桂手泰
檀頬 殆笠. 僕潔丸借房 倣守 飼烏飼殺密 檀昧 密値嵯躯 卓祁蓬幹望
座堰蒔忘求 五仇往哀冴 殆忘薫 飼烏 蓬祁勘 蔚醇値往哀冴 殆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蒔恭時望 処自壇 取迅 徳 卓祁蓬幹密 候座蒔
方育昧 寓餌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共 煮幹蒔忘求 貝蚕芳慰 飲庵望 飼
硝密 檀忘求 締調取 宴処値往哀冴 殆笠.
頬庵房 飼煮蒔恭時望 取尽快庵頬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卓祁蓬幹飼硝密 候座蒔方育頬薫 呼求 舗烏昧 飼煮蒔恭時頬 卓祁堰
絢瑳昧嵯 位取戴舗平 滞 胤候恭時忘求 寄快 胤虻亜 殆笠快庵望 佼
舗紗笠.
飼煮蒔恭時頬 卓祁堰 絢瑳昧嵯 位取戴舗平 滞 胤候恭時忘求
寄快庵房 糖泰 飲庵頬 処自泰 卓祁蒔恭時, 求幹泳吋蒔恭時頬烏徳畦
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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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祁蓬幹昧 丸戴快 胤候恭時房 卓祁蓬幹密 候座蒔方育共 育啄
泰 恭時卜之吻械宜 亜時 査手蒔頬薫 卓祁蒔僕 泳吋密 恭時頬笠.
卓祁蓬幹昧 丸戴快 宴式堰 恭時房 泳吋蒔座伊望 胴餌 寄劇求
査手蒔頬薫 卓祁蒔僕 種橿頬往 泳吋房 卓祁蓬幹昧嵯 査手蒔頬薫 卓
祁蒔僕 恭時望 亜取餌 寄薫 殴慰 孤幹蒔僕 蚕休頬往 泳吋房 卓祁蓬
幹昧 丸戴舗 佼冴蒔頬薫 孤幹蒔僕 恭時望 賞戴餌 岐笠. 凍宜嵯 亜
時 査手蒔頬薫 卓祁蒔僕 泳吋密 恭時躯頬 卓祁蓬幹昧嵯 位取値平
滞 胤候恭時忘求 岐笠.
飼煮蒔恭時房 亜時 査手蒔僕 泳吋僕 求幹泳吋密 処自泰 卓祁
蒔恭時, 求幹泳吋蒔恭時頬笠.
飼煮蒔恭時頬 求幹泳吋密 処自泰 卓祁蒔恭時忘求 寄快庵房 頬
恭時頬 求幹泳吋密 飼煮蒔候座堰 卓祁座望 種借蒔忘求 育啄戴慰殆
快 恭時頬烏徳畦頬笠. 求幹泳吋房 休此根昧 質受泰 査手蒔僕 泳吋
管亜蓬雁嵯 亜時 飼煮蒔僕 泳吋忘求嵯 包悪 沢泉密 取紘脈 柾歳望
孤丸戴慰 飼煮座望 抱琢戴快庵望 候座蒔方育求 戴慰殆笠. 糖泰 求
幹泳吋房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此欺密 候座蒔
方育共 亜時 華頬 硝啄戴慰殆快 泳吋忘求嵯 飼殺之吻械宜 此嫡密
刑看 座椋管望 包悪 柾歳堰 育歳昧嵯 値糊戴舗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
望 粍辞壇 雑啄戴快庵望 休此蒔此祁忘求 戴慰殆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快庵房 求幹泳吋密 候座
蒔方育頬薫 華房 卓祁蒔飼唖密 糟啄忘求嵯 亜時 飼煮蒔僕 泳吋僕
求幹泳吋密 泳吋蒔方育脈 卓祁蒔飼唖頬 飼煮蒔恭時昧 育啄寄舗
殆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飼煮蒔恭時望 位取戴烏 漫泰 椋掌房 此根昧
嵯 煮硝, 竺招昧嵯 飼煮, 威州昧嵯 飼恭, 郁糊昧嵯 飼漫頬笠.
飼煮蒔恭時望 位取戴烏 漫泰 椋掌頬 煮硝, 飼煮, 飼恭, 飼漫
共 借方貝胞忘求 戴餌 寄快庵房 此根, 竺招, 威州, 郁糊垢平昧嵯 飼
煮座望 雑啄滞雁 丸泰 僕潔丸借密 胤候方育亜 煮硝, 飼煮, 飼恭, 飼
漫密 椋掌管昧 密値嵯躯 処自壇 育啄希冴 殆烏徳畦頬笠.
飼煮蒔恭時望 処自壇 位取戴烏 漫値嵯快 芳査 此根昧嵯 煮硝
共 蚕霧平 泰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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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根昧嵯 煮硝快 此根竺殺散凋垢平昧嵯 飼煮蒔恭時望 位取戴
烏 漫泰 借方泰 椋掌忘求嵯 僕潔丸借密 卓祁責囚昧嵯 往嵯快 査俊
蒔僕 方育頬笠.
卓祁堰 絢瑳房 此欺管密 密札蒔僕 凋幹僕庵躯壬 此根昧嵯 煮
硝共 蚕霧平 竺招脈 威州, 郁糊望 江窮泰 刑看 垢平昧嵯 煮硝共 丁
慰壇 蚕蜂冴 殆笠.
此根昧嵯 煮硝共 蚕蓬笠快庵房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頬宜快 飼
唖望 亜取薫 飼烏 往宜 卓祁望 借鯖昧 菓慰 刑看庵望 此慰戴慰 雑
順戴薫 刑看 畦州共 飼烏密 取逐脈 檀忘求 装別往亜快 宴式堰 泉勘
共 亜取勘汲 泰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此根昧嵯 煮硝共 蚕芳烏 漫戴舗嵯快 冴救密 卓祁此根堰 飼烏
葛密 求査堰 竺沼忘求 桂時戴慰 飼烏密庵昧 竺籍戴舗平 戴薫 華房
潔疾蒔飼質鯖堰 卓祁蒔飼喉鯖望 亜取慰 潔疾畦貯共 庫辞擦尽慰 丸
借密 畦貯烏榊冴紗望 華舗平 泰笠. 雪壇 此丸煮密共 江窮泰 包悪
殴房 此根望 孤丸戴舗平 泰笠.
飼煮蒔恭時望 処自壇 位取戴烏 漫戴舗嵯快 糖泰 竺招昧嵯 飼
煮共 雑啄戴舗平 泰笠.
竺招快 此嫡散凋昧嵯 偉竺蒔密密共 亜取快 垢平求嵯 竺招昧嵯
密 飼煮共 梼往嵯快 別梼泰 飼煮座昧 丸戴舗嵯勘 駒滞冴 返笠. 此
根昧嵯密 煮硝勘 竺招昧嵯密 飼煮昧嵯 糟啄寄薫 威州昧嵯密 飼恭,
郁糊昧嵯密 飼漫勘 竺招昧嵯密 飼煮昧 密戴舗 佼時岐笠. 竺招蒔飼
煮座房 飼煮勧恭郁亜密 暑父亜快 趣糟頬薫 州卜散祁卜之吻械宜 卓
祁責囚飼硝亜 桂遍佼笠勘 竺招蒔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頬劇求 竺招昧
嵯 飼煮座望 丁慰壇 位取戴快庵房 亜時 借方泰 畦州求 往査笠.
竺招昧嵯 飼煮座望 位取泰笠快庵房 飼烏 僕潔密 潔疾蒔勧恭堰
飼煮猿望 慰冴戴薫 飼烏 僕潔密 峡北望 抱琢戴慰 飼烏 僕潔密 檀昧
密虻戴快 竺招共 雑擦泰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竺招昧嵯 飼煮座望 佼時戴烏 漫値嵯快 僕潔密 竺猿望 蚕霧平
戴薫 煮硝蒔僕 竺招蒔休橘望 亭仇平 泰笠. 飲峡慰 飼烏密 取勘此根
望 亜取慰 飼殺密 偉鯖昧 凍宜 求査堰 竺沼望 勧飼蒔忘求 偉竺戴慰
宴処戴舗平 戴薫 丸沫宴泳昧嵯 粍辞泰 飼煮猿堰 曹莞猿望 痴此戴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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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泰笠.
飼煮蒔恭時望 処自壇 位取戴烏 漫戴舗嵯快 糖泰 威州昧嵯 飼
恭望 雑啄戴舗平 泰笠.
威州快 此嫡散凋密 系殊蒔烏藷求嵯 威州蒔忘求 飼恭値平 往宜
密 勧恭望 衣慰壇 戴慰 飼煮蒔忘求 墾吻往哀冴 殆忘薫 此根昧嵯密
煮硝, 竺招昧嵯密 飼煮, 郁糊昧嵯密 飼漫共 丁慰壇 佼時戴慰 僕潔
管昧餌 温温泰 系殊畦貯散凋望 矩及戴舗者冴 殆笠.
威州昧嵯 飼恭密 椋掌望 宴処戴飼群 翁昧餌 柾歳寄取 扮慰 州
庫求 鮎別往亜快 威州, 飼烏 僕潔望 漫戴舗 侯桂戴薫 飼烏 僕潔密
檀昧 密虻戴舗 庫辞戴快 飼恭蒔潔疾威州共 絢瑳戴舗平 泰笠.
飼恭蒔潔疾威州共 絢瑳戴烏 漫値嵯快 威州絢瑳昧嵯 飼休噂散
密 椋掌望 位取戴舗平 戴薫 威州共 笠糊群蒔忘求, 芝苔蒔忘求 庫辞
擦迅之吻械宜 威州共 啄丸蒔烏榊求 時江戴慰 潔疾烏榊僕受共 丸丸
蒔忘求 卯詰貝平 泰笠. 飲峡慰 飼硝密 椋糾, 圃糾烏取共 絶絶壇 亭
仇嵯 椋糾, 圃糾昧 丸泰 冴方共 烏候蒔忘求 飼硝求 奨疾擦唇平
泰笠.
飼煮蒔恭時望 処自壇 位取戴烏 漫戴舗嵯快 糖泰 郁糊昧嵯 飼
漫共 雑啄戴舗平 泰笠.
郁糊昧嵯 飼漫共 雑啄戴快庵房 飼煮蒔恭時望 絶絶壇 位取戴快
雁嵯 往嵯快 借方泰 椋掌蒔方育頬笠.
郁糊昧嵯 飼漫快 往宜密 竺招蒔勧恭堰 威州蒔飼恭密 磯此蒔活
佼頬笠. 取育根昧 州郁煮密亜 翁吻殆快 泰 郁糊昧嵯 飼漫密 椋掌望
宴処戴舗平 州郁煮密密 晶菊堰 娃裟望 系峡招慰 往宜密 竺招蒔勧恭
堰 威州蒔飼恭望 慰冴滞冴 殆忘薫 卓祁密 辞賞系堰 僕潔密 墳辞望
佼漫滞冴 殆笠.
郁糊昧嵯 飼漫密 椋掌望 宴処泰笠快庵房 飼烏密 檀忘求 飼烏
往宜共 佼漫泰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郁糊昧嵯 飼漫密 椋掌望 宴処戴烏 漫値嵯快 胤求僕潔密 吻管
塔求 漆守岐 飼漫蒔桂時休望 亜雫平 戴薫 辞僕潔蒔, 辞郁亜蒔糊漫
硝泳共 蚕霧平 戴薫 僕潔桂休密 竺招此根蒔芳婿座望 華頬 庫僻擦唇
平 泰笠. 飲峡慰 飼硝密 郁糊衣辺望 絢瑳戴舗平 戴薫 竪糊望 穐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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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舗平 泰笠.
飼煮蒔恭時望 位取戴烏 漫泰 椋掌僕 此根昧嵯 煮硝, 竺招昧嵯
飼煮, 威州昧嵯 飼恭, 郁糊昧嵯 飼漫快 査磯卓祁求査望 処自壇 宴
処滞 徳 紅往餌 雑啄希冴 殆笠. 卓祁責囚房 孤卓祁蚕休堰密 檀密
丸偉望 幹孤戴快庵躯壬 穐休泰 卓祁桂休昧 密虻戴取 扮慰嵯快 此根
昧嵯 煮硝共 丁恭戴慰 飼煮蒔僕 竺招共 雑擦滞冴 返忘薫 飼恭蒔僕
威州共 絢瑳戴慰 往宜密 郁糊休望 穐貯滞冴 返笠.
査磯卓祁求査房 呼求 卓祁磯丸共 絞糊忘求 穐貯戴慰 飲昧 密
虻戴舗 卓祁堰 絢瑳望 結慰往哀雁 丸泰 卓祁求査頬笠. 査磯卓祁求
査望 処自壇 宴処戴舗平 卓祁磯丸共 卓祁密 烏歓, 煮休磯忘求 貝蚕
芳慰 飲密 煮勘蒔頬薫 穐休泰 鋪滞昧 密虻戴舗 州郁煮密飼管密 包
悪 勘辞堰 糊値沼幹望 系峡招慰 卓祁責囚堰 絢瑳此辺昧嵯 往嵯快
刑看 堰辺管望 冴痴値往亜群嵯 此根昧嵯 煮硝, 竺招昧嵯 飼煮, 威
州昧嵯 飼恭, 郁糊昧嵯 飼漫密 椋掌管望 鞄萌 処自壇 育啄値往哀冴
殆笠.
煮硝処替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飼煮蒔恭時望 位取戴烏 漫泰 椋
掌蒔方育管望 堰替蒔忘求 弧檀忘求柏 飼煮蒔恭時昧 丸泰 亜時 粍檎
泰 値祁望 煮保笠.

循漆蒔恭時
循漆蒔恭時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僕潔丸借
密 循漆休望 蒔淫 幹椋戴舗 飼烏 往宜密 育硝蒔雑竺昧 寓餌 勧循蒔
忘求 装別往亜快 恭時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冴救 窺卜座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遺擦戴擦菩笠.
窺卜座
《循漆蒔恭時望 位取泰笠快庵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胤求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望 幹椋戴舗 飼烏 往宜密 育硝蒔雑竺
窺卜座自歯種》
昧 寓餌 勧循蒔忘求 装別往娃笠快庵望 密欠苔械笠.》(《窺卜座
窺卜座
36猿, 283村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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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漆蒔恭時房 憾亜取 候殊蒔貝胞望 活慰殆笠.
飲庵房 芳査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僕潔丸借密
檀望 穴慰 飲管密 循漆休望 蒔淫 庫僻擦唇 装別往亜快庵頬笠.
循漆蒔恭時房 僕潔丸借密 桂允桂手泰 檀望 穴慰 丸借望 遺僻
戴慰 詣別蚕霧 飲管頬 華房 卓祁蒔歩密脈 循漆蒔蒔淫座望 亜取慰
卓祁責囚堰 絢瑳此辺昧 飼唖蒔忘求 幹椋寄餌 戴薫 僕潔丸借歳昧 欝
頬 管別亜 飲管密 循漆蒔取逐昧 密虻戴舗 畦州値偉密 歩嗣共 旬忘
薫 胤求飼管密 丸借蒔責囚堰 種橿蒔卓殺忘求 飲 別盗 別仇蓬 卓祁
堰辺勘 座堰蒔忘求 冴痴戴快 恭時頬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檀昧 密虻戴慰 飲庵望 華頬 庫僻擦唇 卓祁
堰 絢瑳望 煮幹蒔忘求 結慰往亜快 恭時房 卓祁蓬幹密 胤候方育共
育啄戴慰殆快 亜時 漫休泰 糊呉頬笠.
僕潔丸借房 卓祁密 煮僕頬慰 烏候幹休頬薫 桂允桂手泰 循漆蒔
取逐脈 檀密 栽鳳飼頬笠.
卓祁房 飲 別盗 笠競 方僕頬 吻械宜 煮僕僕 僕潔丸借密 循漆
蒔檀昧 密戴舗 勝手寄薫 庫辞泰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望 別祷餌 幹椋戴快亜 戴快雁 凍宜嵯 卓祁
堰 絢瑳密 座堰亜 汁芳寄餌 岐笠.
系泣 卓祁堰 絢瑳望 勝手戴快雁嵯 鰻宴蒔方僕勘 借方戴餌 歯
胞泰笠. 飲詰往 鰻宴蒔方僕飼硝勘 僕潔丸借昧 密値嵯躯 蒔淫蒔忘求
矩及寄慰 峡胞希冴 殆笠. 吻桂峡 鰻宴蒔漆絢頬 鳳峡戴笠慰 値勘 煮
硝蒔方僕僕 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頬 欠弊戴虻往 奨垢壇 庫昼寄取 扮
快笠群 卓祁堰 絢瑳頬 座堰蒔忘求 手痴希冴 返忘薫 孤丸求 僕潔丸
借密 循漆蒔改休頬 華吻取慰 蒔淫 庫僻岐笠群 瑳此 鰻宴蒔漆絢頬
孔峡戴笠慰 値勘 飲庵望 淫侯戴慰 煮幹蒔忘求 鳳峡泰 漆絢望 矩及
戴群嵯 辞手勘根昧嵯 喉樫招快 堀求脈 旺宴望 陶慰 泳歳卓殺, 泳歳
辞手戴餌 岐笠.
循漆蒔恭時房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取逐脈 檀望 穴取 扮慰 鰻宴
蒔僕 系殊烏榊蒔冴橿躯望 借方擦戴快 系殊取根煮密脈 烏榊躯改煮密
飲峡慰 殴房 威醍頬往 烏紗躯望 貝蚕芳快 栽淫座, 佼冴煮密脈 胤候
蒔忘求 丸恭岐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取逐脈 檀望 蒔淫 庫僻擦迅 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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昧躯 鰻宴蒔僕 兆威堰 漆絢昧 育歳寄取 扮慰 刑看 亜改座堰 寺受休
望 衝丸泰忘求 幹椋峡胞戴舗 卓祁堰 絢瑳望 檀殆餌 勝手擦唇往哀冴
殆笠.
頬遵却 循漆蒔恭時房 僕潔丸借密 檀望 穴慰 飲管密 循漆休望
華頬 庫僻擦唇 卓祁堰 絢瑳望 煮幹蒔忘求 結慰往亜薫 辞手勘根昧
喉樫招快 旺宴望 丸借蒔責囚忘求 淫侯戴慰 泳歳卓殺, 泳歳辞手値往
亜快 卓祁蒔糊呉頬笠.
飲庵房 糖泰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飼烏 往宜
密 育硝蒔僕 雑竺昧 寓餌 装別往亜快庵頬笠.
刑看 畦州共 飼烏 往宜密 育硝蒔雑竺昧 寓餌 装別往娃笠快庵
房 往宜密 育硝蒔漆絢堰 抵牧返頬 瑚貯寄快 啄雑昧 寓餌 装別往
娃笠快庵頬笠.
循漆蒔恭時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煮硝密 循漆蒔鋪滞望 華頬快
糊呉卜之吻械宜 煮硝密 紗江竺勘脈 丸根密 育硝蒔雪座昧 寓餌 刑看
畦州共 装別往亜快 糊呉頬笠.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卓戴快 此嫡蒔蓬幹, 卓祁蓬幹堰竺房 蔚
漆密 煮硝脈 蔚漆丸根此頬密 琢根歯胞堰竺頬宜慰 駒滞冴 殆笠.
此嫡蒔蓬幹, 卓祁蓬幹頬 座堰蒔忘求 手痴寄舗往亜飼群 蔚漆密
煮硝僕 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望 華頬 庫僻擦尽快 畦州脈 腿溺 蔚漆丸
根, 鰻宴蒔啄雑望 育硝蒔忘求 祖噴泰雁 烏藷戴舗 刑看庵望 飲昧 寓
餌 装別往亜快 畦州亜 椋躯壇 値偉寄舗平 泰笠. 勧飼蒔僕 此慰求
啄雑望 散幹戴餌 育硝蒔忘求 祖噴戴慰 飲昧 寓餌 刑看庵望 装別往
亜快 恭時房 育硝蒔僕 啄雑歳昧嵯 手痴寄慰 庫辞寄舗往亜快 卓祁蓬
幹密 苔呉掌座昧 寓快 亜時 峰呼競 糊呉頬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檀望 梼旺 卓祁蓬幹頬 殆望冴 返快庵遵却
育硝蒔僕 困 啄雑望 梼旺 卓祁蓬幹勘 返笠. 卓祁蓬幹密 育硝蒔雑竺
房 券芳 侯慈戴慰 笠僻戴薫 糖 抵牧返頬 瑚貯岐笠. 卓祁堰 絢瑳房
飼圃堰 此嫡密 唖頬泰 丸根堰 垢平管望 喉橿壇 瑚貯庫辞戴快 育硝
蒔僕 啄雑歳昧嵯 舗詰 橿泳共 虻招群嵯 蔚漆瑚卓戴快 此辺卜之吻械
宜 飼圃取峡蒔 倦 此嫡休此蒔漆絢頬 嵯求 笠僑慰 州烏寄快 卓祁堰
辺堰 牧桂勘 唖頬泰 券蔚 潔疾郁亜共 橿漫求 戴舗 手痴寄快 券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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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弓慰 侯慈泰 此辺頬笠.
卓祁堰 絢瑳密 侯慈座, 笠僻座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
看 畦州共 喉橿壇 瑚貯寄快 啄雑堰 飼烏 往宜密 育硝蒔僕 雑竺昧
寓餌 装別往哀庵望 方育泰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瑚貯庫辞戴快 啄雑堰 飼
烏 往宜密 育硝蒔僕 雑竺昧 寓餌 装別往亜平 包悪 掃逮堰 芳舗易汐
望 淫侯戴慰 卓祁堰 絢瑳望 座堰蒔忘求 辞手擦唇往哀冴 殆笠. 侯慈
戴慰 笠僻泰 啄雑昧 卜亨蒔忘求 管別寓快 痴幹椋掌頬往 慰竺孔瑚泰
痴幹糊呉房 殆望冴 返笠.
循漆蒔恭時房 育硝蒔啄雑望 欝頬 圃育垢左戴慰 峰餌 整困戴舗
卓祁堰 絢瑳望 飼烏 札丸求 結慰往哀冴 殆快 苔峡蒔糊呉望 旬吻貝
慰 飲庵望 啄雑昧 改坂戴餌 蒔胞値往亜快 恭時頬笠. 循漆蒔恭時房
烏座峡泣堰 翁密 威醍昧 江粗蒔忘求 丸戴薫 虻烏昧嵯 飼烏昧餌 鳳
北泰庵躯望 己吻管頬薫 己吻管頬快 威芳昧勘 飼烏密 育硝蒔雑竺昧
寓餌 蔚漆戴慰 瑚沢戴舗 己吻管頬快 恭時頬笠.
循漆蒔恭時房 瑚貯寄快 啄雑堰 飼烏 往宜密 育硝蒔雑竺望 慰
仇腿頬 返頬 烏座峡泣頬往 翁密 威醍望 烏泳蒔忘求 刑糊戴虻往 桂
誠丸慰 己吻管頬快 包悪 沢泉密 勘札蒔僕 宴式堰 遺漆蒔僕 此慰糊
札, 沢札煮密 莞望 胤候蒔忘求 孤丸泰笠. 勘札蒔僕 宴式堰 遺漆蒔
僕 此慰糊札望 亜取群 循庫座頬 瞥州寄薫 抵牧返頬 瑚貯戴快 笠僻
泰 啄雑望 峰呼求 僕札滞冴 返慰 卓祁堰 絢瑳密 堰替蒔僕 糊勘共
旬吻外冴 返笠. 育硝蒔僕 啄雑昧 庫望 広頬慰 刑看庵望 循漆蒔忘求
丸戴快 恭時望 取唇平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戴快 峰房 糊勘共 旬吻貝
慰 飲庵望 改坂戴餌 育啄戴舗往哀冴 殆笠.
頬遵却 循漆蒔恭時房 遺漆蒔泉勘共 鈷峡慰 勧飼蒔僕 此慰求
啄雑望 散幹戴餌 育硝蒔忘求 祖噴戴薫 刑看庵望 飲昧 寓餌 装別往
亜快 芳婿泰 糊呉頬笠.
循漆蒔恭時昧嵯 僕潔丸借昧 密虻戴快 糊呉堰 育硝蒔雑竺昧 寓
餌 装別往亜快 糊呉房 嵯求 結識壇 及宴寄舗殆笠.
僕潔丸借昧 密虻戴快 糊呉房 育硝蒔雑竺昧 寓餌 装別往亜快
糊呉密 烏藷求 寄薫 育硝蒔雑竺昧 寓餌 装別往亜快 糊呉房 僕潔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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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昧 密虻戴快 糊呉密 漫休泰 活佼求 岐笠.
啄雑望 亜時 児 吻快庵勘 僕潔丸借頬薫 飲庵望 瑚卓値往亜快
庵勘 僕潔丸借僕庵躯壬 僕潔丸借密 檀望 穴慰 飲管密 循漆蒔取逐脈
檀望 華頬 庫僻擦唇平 刑看 畦州共 瑚貯庫辞戴快 啄雑堰 育硝蒔雑
竺昧 寓餌 椋躯壇 装別往哀冴 殆笠. 飲峡慰 蔚僕密 煮宴蒔密勘往
烏質衣札昧 券鰍峡取 扮慰 漆座岐 竺蚕脈 育硝蒔僕 啄雑望 児 整困
戴慰 飲昧 寓餌 刑看 畦州共 値偉戴舗平 僕潔丸借密 華房 卓祁蒔歩
密脈 循漆蒔蒔淫座頬 燭笠技 系殊蒔檀忘求 辞兆寄舗 佼笠 刃 漫休
望 庫昼滞冴 殆笠.
循漆蒔恭時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密虻戴舗平 滞 胤候糊呉頬笠.
循漆蒔恭時頬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密虻戴舗平 滞 胤候糊呉忘求
寄快庵房 芳査 飲庵頬 此欺密 循漆蒔候座望 育啄戴慰殆快 糊呉頬宜
快 此竺堰 宴及寄舗殆笠.
此欺房 循漆座望 亜手 質受, 循漆蒔僕 此嫡蒔質受頬笠. 循漆
座忘求 戴舗 此欺, 僕潔丸借房 殴房庵望 瑚卓戴慰 晒求蓬庵望 躯管
別貝群嵯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昧餌 鞄萌鞄 隼刑殆慰 峡求蓬庵忘求
蔚瑚擦唇往亜快庵頬笠.
僕潔丸借頬 飼烏密 循漆蒔候座昧 寓餌 休此庫辞堰 此嫡卓祁昧
丸戴仇群 翁密 檀望 呼宜虻往 翁密庵望 烏泳蒔忘求 候塔庵頬 吻械
宜 飼烏密 循漆蒔檀昧 密虻戴舗 飼硝密 雑竺昧 寓餌 装別往亜平
泰笠. 循漆蒔恭時房 僕潔丸借忘求 戴舗韻 飼烏密 循漆休昧 密虻戴
舗 飲庵望 華頬 庫僻擦迅冴 殆餌 戴快 恭時僕庵忘求 戴舗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卓値往亜快 卓祁責囚昧嵯 蔑州往 卜宴戴餌 位取値平
滞 胤候糊呉忘求 岐笠.
循漆蒔恭時望 丁慰壇 取迅 徳昧躯 僕潔丸借房 包悪 勘札堰 遺
漆共 紘伊戴慰 育硝蒔漆絢昧 寓餌 飼烏密 循漆蒔檀堰 取逐共 衝丸
泰忘求, 苔峡蒔忘求 庫僻擦迅冴 殆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改休頬 華
頬 庫昼希冴汲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忘求嵯密 飲管密 鋪滞頬 華吻取
薫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勘 丁慰壇 慰冴希冴 殆笠.
循漆蒔恭時房 僕潔丸借忘求 戴舗韻 飲管密 循漆座望 華頬 庫
昼戴餌 戴舗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堰 鋪滞望 笠値往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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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汲 戴快 恭時僕庵忘求 戴舗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密虻戴舗平 滞 胤候
糊呉忘求 岐笠.
循漆蒔恭時頬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密虻戴舗平 滞 胤候糊呉忘求
寄快庵房 糖泰 飲庵頬 循漆蒔蓬幹忘求嵯密 卓祁蓬幹密 候座忘求喉
西 箪詰往倣快 糊呉頬烏徳畦頬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密虻戴舗平 滞 胤候糊呉房 卓祁蓬幹飼硝密
候座昧 喉苔寄快 糊呉頬舗平 泰笠.
刑看 此嫡休此蒔蓬幹, 卓祁蓬幹房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蓬幹頬笠.
僕潔丸借房 飼烏密 循漆蒔改休忘求 飼圃望 蔚漆戴舗 此嫡散凋昧 足
方泰 系殊蒔受喉共 循漆戴薫 飼烏密 卓祁蒔改休忘求 殴房 此嫡密
鳳系望 返堀慰 晒求蓬 此根堰 烏榊, 畦貯共 循漆泰笠. 僕潔丸借密
蒔淫蒔頬薫 煮幹蒔僕 循漆蒔責囚昧 密値嵯躯 卓祁堰 絢瑳密 刑看
垢平, 刑看 喉畦昧嵯 包悪 殴慰 孤幹蒔僕庵頬 曙困寄慰 晒究慰 査
手蒔僕庵頬 循漆希冴 殆笠.
休此根昧 頬拠岐 刑看 卓祁密 撮峡脈 此嫡蒔手佼快 辞蒔忘求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責囚密 偉雑頬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責囚昧 密値
嵯躯 飼圃堰 此嫡亜 蔚漆瑚卓寄慰 卓祁堰 絢瑳頬 辞手戴快庵躯壬
卓祁蓬幹昧嵯快 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昧 密虻戴舗 飲庵望 華頬 庫僻擦
尽快庵沫昧快 笠競 憩榊頬技 殆望冴 返笠. 呼求 循漆蒔恭時房 僕潔
丸借密 循漆休昧 密虻戴舗 飲庵望 蒔淫 幹椋戴餌 戴快 恭時僕庵忘
求 戴舗 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昧 密戴舗 勝手寄快 卓祁蓬幹密 候座蒔
方育共 育啄泰 亜時 卓祁蒔僕 糊呉忘求 岐笠.
循漆蒔恭時頬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密虻戴舗平 滞 胤候糊呉忘求
寄快庵房 糖泰 飲庵頬 芳峡 擦丸密 方育共 亜時 谷侠壇 雑啄滞冴
殆餌 戴快 卓祁蒔糊呉頬烏徳畦頬笠.
卜竺泰 休此蒔擦丸共 梼旺 卓祁蓬幹頬技 殆望冴 返快庵躯壬
卓祁蓬幹密 糊呉昧快 値葛 擦丸密 方育亜 育啄寄餌 岐笠. 擦丸密
方育共 亜時 谷侠壇 雑啄滞冴 殆餌 戴快 卓祁蒔糊呉躯頬 卓祁堰 絢
瑳昧嵯 密虻戴舗平 滞 胤候糊呉忘求 岐笠.
循漆蒔恭時房 査痴泰 刑看 休此蒔擦丸脈 胤候蒔忘求 育碁寄快
晒求蓬 擦丸, 僕潔丸借頬 休此密 煮僕忘求 莞時戴舗 休此脈 飼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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蓬祁望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求 蔚醇値往亜快 擦丸, 卓祁蓬幹頬 蚕
泳蒔午漫昧嵯 槽仮慰 笠僻戴餌 手痴寄舗往亜快 煮硝擦丸密 方育共
亜時 谷侠壇 雑啄滞冴 殆餌 戴快庵忘求 戴舗 卓祁蓬幹密 胤候糊呉
忘求 岐笠.
僕潔丸借頬 休此密 煮僕忘求 莞時戴慰 卓祁蓬幹頬 鯖貯庫辞岐
芳峡 擦丸快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僕潔丸借密 鋪滞望 衝丸泰 華頬薫 刑
看 畦州共 晒求蓬 休此蒔漆絢堰 券蔚 往宜密 嵯求 笠競 育硝蒔漆絢
昧 寓餌 循漆蒔忘求 装別往哀庵望 方育泰笠. 循漆蒔恭時房 晒求蓬
休此蒔漆絢堰 飼烏 往宜密 潔疾蒔雪座, 育硝蒔僕 啄雑蒔方育昧 寓
餌 峰呼競 求査堰 竺沼望 蚕芳慰 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望 庫僻擦唇 処
自壇 宴処戴餌 腿忘求柏 芳峡 擦丸密 方育共 亜時 谷侠壇 雑啄滞冴
殆餌 泰笠.
頬遵却 循漆蒔恭時房 此欺密 循漆蒔候座堰 卓祁蓬幹密 候座蒔
方育共 育啄戴慰殆忘薫 芳峡 擦丸密 方育共 谷侠壇 雑啄値往哀冴
殆餌 戴快 卓祁蒔糊呉僕庵忘求 戴舗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密虻値平 滞
胤候糊呉忘求 岐笠.
循漆蒔恭時望 育啄戴舗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昧 密虻戴舗 雑竺昧 寓餌 装別往亜快庵房 卓祁蓬
幹昧嵯 蔑州往 丁慰壇 取唇平 滞 椋掌頬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循漆蒔恭時望 丁慰壇 位取戴烏 漫値嵯快 桂
遍佼笠勘 僕潔丸借昧 密虻戴舗平 泰笠.
僕潔丸借昧 密虻戴舗 卓祁堰 絢瑳望 座堰蒔忘求 冴痴戴烏 漫
戴舗嵯快 丸借密 方育脈 取逮望 孤慕戴舗 峰房 求査堰 竺沼望 蚕芳
薫 飲庵望 丸借飼殺密庵忘求 躯管別平 戴薫 丸借望 戴往密 竺招蒔
休橘忘求 詣別蚕霧平 泰笠. 僕潔丸借密 循漆休昧 密虻戴舗 卓祁堰
絢瑳望 冴痴戴飼群 糖泰 卓殺望 糊値戴快 包悪 殴房庵望 孤丸戴舗
責囚戴舗平 戴薫 磯借蒔蓬幹望 下峡 五峡慰 卓祁蒔此辺糊呉望 丁恭
戴舗平 泰笠.
雑竺昧 寓餌 戴快 糊呉房 煮硝此根頬 弧断 循漆蒔恭時望 育啄
戴烏 漫泰 椋掌蒔方育密 借方泰 貝胞望 頬挙笠.
卓祁責囚望 飼硝密 雑竺昧 寓餌 峰餌 手痴戴烏 漫値嵯快 飼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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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宜 卓祁密 煮鰻宴蒔漆絢望 児 整困戴慰 飲昧 寓餌 求査堰 竺沼,
辞菊辞榊望 咽竺戴舗平 戴薫 擦丸密 休此蒔漆絢堰 飼硝密 育硝蒔雑
竺昧 寓餌 卓祁堰 絢瑳密 晒求蓬 椋峡脈 糊勘管望 蒔淫 正育戴舗平
泰笠. 糖泰 烏座峡泣昧 峰餌 丸戴薫 翁密 威醍昧 江粗蒔忘求, 循漆
蒔忘求 丸戴舗平 泰笠.
循漆蒔恭時望 育啄戴烏 漫泰 借方泰 椋掌管僕 僕潔丸借昧餌
密虻戴快 糊呉堰 雑竺昧 寓餌 戴快 糊呉房 倣怪 査磯卓祁求査望 処
自壇 宴処滞 徳昧躯 谷侠戴餌 雑啄希冴 殆笠.
査磯卓祁求査房 芳峡 此嫡昧嵯 亜時 卓祁蒔頬慰 漆守岐 辞責
喉丸僕 僕潔磯丸共 知鯖忘求 戴舗 卓祁密 煮硝共 絶絶壇 亭峡餌 腿
忘求柏 僕潔丸借密 循漆蒔檀望 亜時 華頬 庫昼滞冴 殆餌 滞之吻械
宜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共 芳峡 往宜密 雑竺昧 寓餌
芳峡 札忘求 座堰蒔忘求 値偉滞冴 殆餌 戴快 亜時 堰替蒔頬薫 卓祁
蒔僕 求査頬笠. 僕潔磯丸昧 密戴舗 啄丸蒔僕 衝初橿堰替烏榊昧 密
虻戴舗 蓬慕寄快 衣時管堰 庫辞栽管頬 絢瑳寄慰 飼圃蔚漆此辺昧嵯
江弊蒔僕 座堰亜 頬拠寄慰殆快 芳峡 往宜密 啄雑房 査磯卓祁求査望
卓祁堰 絢瑳密 刑看 垢平昧 処自壇 宴処値往哀 徳 刑看 畦州共 循
漆蒔恭時昧嵯 椋躯壇 装別往哀冴 殆笠快庵望 佼舗紗笠.
頬遵却 煮硝処替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循漆蒔恭時望 位取戴烏
漫泰 椋掌管調取 辞群蒔忘求 値祁腿忘求柏 循漆蒔恭時昧 丸泰 亜時
堰替蒔頬慰勘 粍座岐 峡値共 丁恭戴菩笠.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 椋掌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 椋掌房 此根蒔方僕昧 偉竺蒔
密密共 喉舗戴慰 此根密札密 鋪滞望 華舗 刑看庵望 装別往亜快庵忘
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卓祁堰 絢瑳昧嵯 此欺管密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娃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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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庵房 此根蒔方僕昧 偉竺蒔密密共 喉舗戴慰 此根密札密 鋪滞望 華
舗 刑看庵望 装別往娃笠快庵睦械笠.》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 椋掌房 憾亜取 候殊蒔貝胞望
活慰殆笠.
飲庵房 桂遍佼笠勘 卓祁堰 絢瑳昧嵯 此根蒔方僕昧 偉竺蒔密密
共 喉舗戴快庵頬笠.
此根蒔方僕昧 偉竺蒔密密共 喉舗泰笠快庵房 卓祁堰 絢瑳昧 歯
胞戴快 系殊蒔方僕堰 此根蒔方僕亜蓬雁嵯 蔑州往 此根蒔方僕昧 烏
候望 憾慰 飲 歯胞昧 偉竺蒔密密共 喉舗泰笠快庵頬笠. 笠擦駒戴舗
卓祁堰 絢瑳昧 歯胞戴快 方僕管亜蓬雁嵯 此根蒔方僕望 亜時 借方戴
餌 舗烏薫 査俊蒔忘求 貝蚕蓬笠快庵頬笠.
此根蒔方僕昧 偉竺蒔密密共 喉舗戴快 椋掌房 卓祁蓬幹昧嵯 此
根蒔方僕堰 系殊蒔方僕頬 珂快 鋪滞昧 丸泰 堰替蒔垢左昧 烏藷戴慰
殆笠.
卓祁堰 絢瑳房 蚕泳共 蔚漆戴快 僕潔丸借密 責囚僕庵躯壬 虻
烏昧快 系殊蒔方僕堰 此根蒔方僕頬 笠 歯胞泰笠. 系殊蒔方僕堰 此
根蒔方僕亜蓬雁嵯 別壊 泰 方僕頬 返別勘 卓祁堰 絢瑳頬 座堰蒔忘
求 手痴寄舗往哀冴 返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系殊蒔方僕望 桂擦戴虻
往 諾擦戴群 煮宴煮密脈 汁威刑醍煮密昧 淘別取餌 寄薫 孤丸求 此
根蒔方僕昧 膨葛泰 煮密共 堪峡取 扮忘群 此欺管密 卓祁蒔歩密脈
循漆蒔蒔淫座望 淘別動峡慰 此欺管頬 此根蒔忘求 瑚殊寄舗 卓祁望
漫戴舗 形呼庶 責囚滞冴 返餌 戴薫 卓祁堰 絢瑳飼硝共 漫醍昧 楢動
峡快 偉堰共 亜雫倣餌 岐笠. 系殊蒔方僕密 紗江返頬 煮宴蒔朋偶躯
忘求快 卓祁堰 絢瑳望 滞冴 返忘薫 孤丸求 此根蒔方僕密 歯胞返頬
系殊蒔方僕躯忘求快 卓祁堰 絢瑳頬 座堰蒔忘求 檀殆餌 勝手希冴
返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此根蒔方僕堰 系殊蒔方僕房 笠渥頬 借方泰
歯胞望 戴取躯 頬庵房 憾 方僕頬 珂快 鋪滞頬 嵯求 渥笠快庵望 密
欠戴取 扮快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系殊蒔方僕頬 足方戴慰 卜竺泰 鋪
滞望 戴取躯 別観調取往 偉竺蒔密密共 亜取快庵房 系殊蒔方僕頬 吻
械宜 此根蒔方僕頬笠. 系殊蒔漆絢頬 奨垢壇 矩及寄舗殆別勘 煮硝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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僕潔丸借頬 卓祁蒔忘求 唖座寄慰 竺招此根蒔忘求 紗江寄取 恵戴群
卓祁堰 絢瑳房 勝手希冴 返笠.
江汲 系殊蒔方僕頬 孔奨垢戴笠慰 値勘 僕潔丸借頬 此根蒔忘求
唖座寄慰 卓祁蒔忘求 卜梼嵯烏躯 戴群 鋪威望 阪威忘求, 貯共 侯忘
求 辞兆擦尽群嵯 卓祁堰 絢瑳望 座堰蒔忘求 辞手擦迅冴 殆笠.
系殊蒔漆絢飼硝躯 佼吻勘 飲庵頬 別祷餌 矩及寄慰 峡胞寄快亜
戴快庵房 辞蒔忘求 此欺管密 密札蒔僕 珂休, 此根竺殺根泉密 紗江
竺勘昧 凍宜 偉竺岐笠. 卓祁蒔忘求 唖座寄慰 此根蒔忘求 幹椋岐 僕
潔丸借房 返快庵房 躯管別貝慰 喉疾泰庵房 旬吻貝群嵯 足方泰 系殊
蒔漆絢望 矩及戴慰 達堰蒔忘求 峡胞値往娃笠. 偉郁 卓祁堰 絢瑳昧
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庵房 系殊蒔方僕頬 吻械宜 此根蒔方僕頬薫 凍
宜嵯 此根蒔方僕昧 偉竺蒔密密共 喉舗戴快庵房 系殊蒔方僕堰 此根
蒔方僕密 琢根宴泳共 亜時 堰替蒔忘求 孤慕泰 卓祁蓬幹密 椋掌忘求
岐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快 蔑州往 此根蒔方僕昧 偉竺蒔密密共 喉舗
戴舗平 戴快庵躯壬 此根此辺望 別祷餌 戴慰 此欺管望 此根蒔忘求
別祷餌 紗江擦尽快亜 戴快雁 卓祁堰 絢瑳密 蓬祁頬 鰍仇殆餌 岐笠.
此根蒔方僕昧 偉竺蒔密密共 喉舗戴快 椋掌密 堰替座, 竺葛座
房 取旺 擦烏 此嫡煮密共 絢瑳戴兜 卜喉 往宜 葛管頬 僕潔丸借望
遺僻戴快 此根此辺昧 矩嶋泰 煮密共 堪峡取 扮慰 威州絢瑳卜群昧躯
券舗鰍恐忘求柏 此嫡煮密州勘共 隊系別鈷峡慰 飼候煮密共 侯悦擦尽
快雁調取 頬僑餌 岐雁嵯 踏急頬 旬吻倖冴 殆笠.
此嫡密 系殊威州蒔漆絢頬 此嫡煮密蒔忘求 蔚漆岐笠慰 戴舗 此
欺管密 此根密札頬 自汐求 此嫡煮密蒔忘求 蔚漆寄快庵房 吻械笠.
此欺密 密札房 鰻宴蒔啄雑望 孤慕戴取躯 飲庵望 別祷餌 己吻管頬快
亜 飲峡慰 此欺密 此根密札頬 別祷餌 瑚貯庫辞寄快亜 戴快庵房 此
欺飼硝密 紗江竺勘脈 飲亜 別盗 凋幹望 戴薫 別盗 此根蒔慕逮望 己
快亜 戴快雁 鰍仇殆笠. 此嫡煮密此嫡昧嵯 此欺管密 沓峡歳昧 殴房
此根頬 翁吻殆慰 沫喉求喉西 孤幹蒔僕 此根密 晶察堰 慕逮頬 泳歳
寄快 漆絢昧嵯 此嫡密 刑看 座椋管望 晒求蓬 此嫡煮密此根忘求 遺
僻蔚漆戴快 此辺房 此嫡煮密州勘亜 嵯慰 系殊威州蒔漆絢頬 矩及寄
菩笠慰 戴舗 自汐求 阪漆究餌 手痴希冴 返笠. 頬庵望 桂擦戴慰 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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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此辺望 栽諾壇 戴虻往 粛鈷峡餌 寄群 此欺管房 式俊 此嫡煮密州
勘密 悦借腿堰 慰矩豊望 壊艇取 恵戴慰 此嫡煮密共 漫戴舗 形呼庶
責囚戴仇慰 戴取 扮餌 寄薫 飼候煮密昧 丸泰 兆根昧 孜餌 槍求寄舗
此嫡煮密共 紘孤戴快雁調取 壱詰淘別手笠.
卜喉 往宜管昧嵯密 此嫡煮密幸頴堰竺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此根
望 菓招慰 此根此辺望 粛鈷峡群 此欺管望 此根蒔忘求 醐管餌 戴慰
瑚殊整戯擦尽薫 此根手取亜 桂恩取群 吻桂峡 穐泰 威州休堰 磯此休
望 亜取慰殆別勘 此嫡煮密共 取唇外冴 返笠快庵堰 幹擦昧 卓祁責囚
堰 絢瑳此辺昧嵯 此根密 鋪滞頬 変矩往 人薫 此根此辺頬 変矩往 借
方泰亜 戴快庵望 鯖唖泰 遺棚忘求 佼舗煮慰殆笠.
飲庵房 笠冒忘求 此根密札密 鋪滞望 華舗 刑看庵望 装別往亜
快庵頬笠.
此根密札密 鋪滞望 華舗 刑看庵望 装別往娃笠快庵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畦州管望 烏榊雑桂蒔糊呉頬往 痴竺蒔糊呉頬 吻械
宜 此欺管密 此根望 庫幹戴快 糊呉忘求 装別往娃笠快庵頬笠. 笠擦
駒戴舗 刑看 畦州値偉密 烏候歩嗣共 此欺管密 此根望 庫幹戴快雁嵯
旬慰 飲管密 飼唖座堰 蒔淫座望 孔詰卜忘尽快 糊呉忘求 刑看 畦州
共 装別往娃笠快庵頬笠.
此根密札密 鋪滞望 華舗 刑看 畦州共 装別往亜快 椋掌房 卓祁
堰 絢瑳昧嵯 珂快 此欺管密 鋪滞頬 此根密札昧 密戴舗 咽州岐笠快
煮硝蒔宴式忘求喉西 箪詰往倣快 竺葛泰 椋掌頬笠.
煮硝此根房 休此根 遵冒忘求 此欺房 飼烏 檀忘求 蚕泳共 蔚漆
戴慰 飼烏 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快 飼煮蒔頬慰 循漆蒔僕 此嫡蒔質受頬
薫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頬 卓祁責囚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快庵望 弧濯笠.
此欺房 系殊蚕泳庫辞密 困系頬薫 系殊蚕泳昧嵯 墾薫 凋幹戴快
庵躯壬 飼烏 凋幹昧嵯 鰻宴蒔僕 系殊蒔漆絢密 慕逮望 己取 扮望冴
返取躯 鰻宴蒔漆絢飼硝亜 守識 此欺密 凋幹望 卜忘尽快庵頬 吻械笠.
鰻宴蒔漆絢房 密札望 籍値嵯躯 此欺密 凋幹昧 慕逮望 欠招餌 岐笠.
密札望 亜手 此欺房 橿阪壇 鰻宴蒔漆絢密 慕逮躯望 己快庵頬 吻械
宜 飲庵望 改幹蒔忘求 蔚瑚戴慰 蒔淫蒔忘求 峡胞泰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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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孤慕泰 密札僕 此根密札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珂快 此欺管密 鋪滞望 咽州戴快 偉竺蒔方僕頬笠. 此根密
札房 卓祁蓬幹昧 舜亜戴快 此欺管密 痴幹密 泳吋蒔座伊望 咽州泰笠.
泳吋責囚昧 丸泰 此欺管密 泉勘脈 恭時房 泳吋密札昧 密戴舗 咽州
岐笠. 系泣 此欺管密 凋幹房 此嫡泳吋蒔遵取昧 烏藷共 憾薫 飲昧
密戴舗 州弊寄取躯 此嫡泳吋蒔遵取快 此根密札望 虻庶嵯 此欺管密
痴幹昧 慕逮望 欠捷笠.
頬庵房 江汲 飼困泳吋哨殺密 此欺頬宜勘 此根蒔忘求 唖座寄慰
卓祁蒔慕逮望 駆頬 己忘群 卓祁亜求 寄餌 寄快 此雑 戴往躯 亜取慰
嵯勘 祁絞壇 焚冴 殆笠.
泳吋此嫡昧嵯 此欺管頬 別壊 泳吋密 峡北望 抱琢戴舗 責囚戴
快亜 戴快庵房 飲亜 別壊 泳吋密 此根望 亜湿快亜 戴快雁 密戴舗
偉竺岐笠. 査手泳吋密 此根,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殊 徳昧躯 峰
呼競 泳吋蒔恭時望 位取滞冴 殆忘薫 卓祁密 撮峡共 漫戴舗 責囚滞
冴 殆笠.
卓祁蓬幹昧嵯 庫昼戴快 此欺管密 密取脈 責囚休勘 此根密札昧
密戴舗 咽州岐笠.
此欺管頬 変矩往 穐泰 密取脈 檀望 庫昼戴快亜 戴快庵房 此根
畦州頬笠.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桂時泰 此欺躯頬 穐密泰 密取共
亜取慰 卓祁昧 蒔淫蒔忘求 舜亜戴舗 包悪 旺宴堰 擦及望 頬以貝群
嵯 締調取 責囚滞冴 殆笠. 糖泰 泳吋蒔峡値宴泳共 飼唖泰 丸借躯頬
飼烏密 卓祁蒔改休望 衝丸泰忘求 庫昼滞冴 殆忘薫 卓祁密 撮峡共
佼時滞冴 殆笠. 此根蒔忘求 唖座寄取 恵泰 磯借房 峻賞脈 文固望
己吻勘 卓祁責囚昧 卜梼瑳冴 返忘薫 飼圃堰 此嫡共 飼烏密 方育昧
寓餌 座堰蒔忘求 蔚漆戴舗往哀冴 返笠. 凍宜嵯 卓祁堰 絢瑳昧嵯快
此欺管密 此根密札密 鋪滞望 華舗 刑看庵望 装別往亜快 椋掌望 位
取値平 泰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往嵯快 舗詰亜取 別弓慰 侯慈泰 畦州管望 装
別往亜快雁嵯 痴竺雑桂此辺, 烏榊威州此辺勘 借方戴慰 足冴蒔僕 密
密共 亜取取躯 頬詰泰 此辺管勘 此欺管密 此根密札望 庫幹戴快 椋
掌望 丁慰壇 兵蚕芳快 漆絢昧嵯躯 児希冴 殆笠. 橿阪壇 痴竺蒔取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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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雑桂蒔漆招昧 券鰍仇 此欺管望 豊守頬仇 滞庵頬 吻械宜 僕潔丸
借望 密札貯戴慰 飲管密 此根望 庫幹戴舗平 泰笠. 飲況平躯 飲 別
盗 卓祁堰辺勘 座堰蒔忘求 冴痴戴慰 卓祁蓬幹望 密札蒔忘求 勝幹値
往哀冴 殆笠.
頬遵却 此根密札密 鋪滞望 華舗 刑看庵望 装別往亜快庵房 卓
祁堰 絢瑳昧嵯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 椋掌密 借方泰 貝
胞頬笠.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 椋掌密 憾亜取 貝胞房 嵯求
及宴寄慰 籍卜寄舗殆笠. 此根蒔方僕昧 偉竺蒔密密共 喉舗戴快庵房
此根密札密 鋪滞望 華舗 刑看庵望 装別往亜烏 漫泰 辞州頬薫 此根
密札密 鋪滞望 華舗 刑看庵望 装別往亜快庵房 此根蒔方僕昧 偉竺蒔
密密共 喉舗戴快 宴式堰 恭時望 育啄戴烏 漫泰 丁慰泰 活佼求 岐笠.
此根蒔方僕昧 偉竺蒔密密共 喉舗戴舗平 刑看庵望 此根密札密 鋪滞
望 華舗 座堰蒔忘求 装別往哀冴 殆忘薫 此根密札密 鋪滞望 華舗 刑
看庵望 装別往亜平 此根蒔方僕昧 偉竺蒔密密共 喉舗滞冴 殆笠.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庵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位取戴
舗平 滞 借方泰 椋掌頬笠.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庵頬 卓祁堰 絢瑳昧嵯 位取戴
舗平 滞 借方泰 椋掌忘求 寄快庵房 芳査 飲庵頬 密札蒔僕 蓬幹忘求
嵯密 卓祁蓬幹密 候座蒔方育頬烏徳畦頬笠.
刑看 此嫡休此蒔蓬幹, 卓祁蓬幹房 飼煮座昧 丸泰 取逮堰 方育
共 雑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密札蒔僕 蓬幹頬笠. 蚕泳共 堰替蒔忘
求 僕札戴慰 蒔淫蒔忘求 蔚漆瑚卓戴舗往亜快 此欺管密 凋幹房 為
飲管密 密札座密 庫啄頬薫 飼圃堰 此嫡共 瑚卓戴慰 休此共 庫辞擦
唇往亜快 責囚昧嵯 珂快 此欺管密 鋪滞房 飲管密 此根密札密 鋪滞
頬笠.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庵房 卓祁堰 絢瑳密 撮峡共
漫泰 丁慰泰 活佼頬笠.
卓祁蓬幹房 此欺管望 査手此根忘求 唖座擦尽快庵忘求喉西 擦
歯岐笠. 僕潔丸借房 飼烏密 此嫡泳吋蒔遵取共 鼎梶慰 飲庵望 蔚査
戴仇快 丁慰泰 偉鯖望 取械餌 希 徳 江求栽 飼圃堰 此嫡共 蔚漆瑚
卓戴快 卓祁責囚昧 蒔淫 淘庶往嵯餌 岐笠. 僕潔丸借房 卓祁堰 絢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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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 煮僕頬慰 卓祁堰 絢瑳望 勝幹戴快 檀勘 僕潔丸借昧餌 殆取躯 偉
晋 自汐求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忘求, 卓祁堰 絢瑳望 梼結慰往亜快
檀殆快 質受求 寄快庵房 吻械笠. 僕潔丸借房 丁慰泰 卓祁蒔蚕泳宴
堰 華房 竺招蒔飼唖望 亜雫平 休此密 舜笠蓬 煮僕忘求 寄慰 卓祁堰
絢瑳望 梼結慰往亜快 漫休泰 質受求 希冴 殆笠. 此根蒔忘求 唖座岐
僕潔丸借房 飼烏密 泳吋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雑啄戴烏 漫泰 卓祁責
囚昧 蒔淫蒔忘求 舜亜戴薫 卓祁蓬幹昧嵯 往嵯快 刑看 畦州管望 兄
蒔取逮座殆餌 装別往娃笠.
卓祁蓬幹房 査手此根忘求 桂時泰 僕潔丸借密 檀昧 密戴舗 撮
峡泰笠.
此嫡煮密州勘亜 冴恭寄快 休此蒔堰竺望 菓慰佼吻勘 峻賞脈 文
固望 孤丸戴快 責囚歳昧嵯 轡自 此嫡煮密此根頬 往倣慰 頬 此根忘
求 桂時泰 僕潔丸借密 責囚昧 密戴舗 此嫡煮密州勘亜 晴散泰笠.
卓祁庫辞堰 飲 蓬祁望 咽竺戴快 偉竺蒔方僕房 査手此根忘求
桂時泰 僕潔丸借頬笠. 僕潔丸借密 此根密札冴紗頬 華忘群 華望冴汲,
飲 鋪滞頬 穐貯寄群 希冴汲 僕潔丸借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佼笠 刃
鋪滞望 戴餌 岐笠. 椋況 卓祁責囚房 刑看 漆絢頬 笠 悪勝別手 笠冒
昧 卜別往快庵勘 吻械薫 鳳峡泰 兆威歳昧嵯躯 手痴寄快庵勘 吻械笠.
卓祁房 自汐求 庫散庫辞戴取 扮忘薫 倣守 僕潔丸借密 蒔淫蒔頬薫
兄蒔密札蒔僕 責囚昧 密値嵯躯 卜別往慰 撮峡蒔忘求 辞手戴餌 岐笠.
刑看 漆絢頬 座坂寄烏共 憤吻嵯 烏笠峡快庵房 卓祁望 戴取 扮忘仇
快庵頬往 笠凶返笠. 飲詰劇求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庵房
密札蒔僕 蓬幹忘求嵯密 卓祁蓬幹飼硝密 候座蒔方育脈 飲 庫辞密 苔
呉掌座昧 寓餌 卓祁望 撮峡昧求 頬挺別往亜快雁嵯 丁慰壇 位取戴舗
平 滞 胤候椋掌忘求 岐笠.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庵頬 卓祁堰 絢瑳昧嵯 位取戴
舗平 滞 胤候椋掌忘求 寄快庵房 糖泰 飲庵頬 卓祁亜管密 候座蒔糊
呉頬烏徳畦頬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平 滞 胤候椋掌房 卓
祁蓬幹密 候殊蒔方育脈 飲 庫辞密 苔呉掌座昧 喉苔寄快庵頬舗平 滞
之吻械宜 卓祁蓬幹望 活葛冴痴値往亜快 卓祁亜管密 候垢堰 慰鳳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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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辺糊呉昧勘 寓快庵頬舗平 泰笠. 卓祁亜管密 候垢堰 慰鳳泰 此辺
糊呉堰 別右往快庵房 卓祁堰 絢瑳昧嵯 位取戴舗平 滞 胤候椋掌忘求
希冴 返笠.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庵房 卓祁亜管密 候垢頬薫 慰
鳳泰 此辺糊呉頬笠. 孤幹蒔僕 峻賞泳吋, 取紘泳吋房 峻賞蒔 倦 孤
僕潔蒔候座忘求喉西 胤求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矩江擦尽
慰 此欺管望 自管密 峻賞州勘昧 阪芝擦尽烏 漫戴舗 孤幹蒔頬薫 孤
僕潔蒔僕 此根畦貯共 漆時漁槍擦尽快 泰掃 穐猿堰 韻休昧 密虻戴舗
僕潔丸借望 瞥文峻賞泰笠. 飲詰往 卓祁亜管房 僕潔丸借望 包悪 柾
歳堰 育歳昧嵯 値糊戴慰 飲管昧餌 飼鳳究慰 痴侯泰 散凋望 矩及値
煮快庵望 慰根泰 卓祁蒔候垢忘求 戴慰殆快庵躯壬 僕潔丸借望 此根
蒔忘求 唖座擦唇 飲管頬 卓祁蓬幹昧 飼唖蒔忘求 淘庶往嵯餌 戴快
糊呉昧 密虻泰笠. 卓祁責囚飼硝亜 僕潔丸借飼殺密 此辺頬薫 僕潔丸
借飼殺望 漫泰 此辺僕庵躯壬 飲管密 此根望 庫幹戴取 扮慰 穐州蒔
糊呉忘求 此欺管望 漆守幹椋滞冴 返笠快庵房 祁絞戴笠. 卓祁頬技
雪碁泰 此欺管躯頬 滞冴 殆快 殺江泰庵頬 吻械薫 俄育往 偉鯖戴群
改壇 滞冴 殆快庵頬取躯 僕潔丸借房 自汐求 泳吋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
共 飼唖戴慰 卓祁責囚昧 形呼庶往嵯餌 寄快庵房 吻械笠. 卓祁亜管
房 僕潔丸借望 此根蒔忘求 唖座擦尽慰 密札貯戴舗 飲管索索求亜 卓
祁責囚昧 淘庶往嵯勘汲 腿忘求柏 飼烏密 埼慰泰 此祁望 笠戴餌
岐笠.
卓祁亜管昧餌快 丸借望 唖座擦尽慰 庫幹擦迅冴 殆快 穐漫休泰
此根蒔桂烏亜 殆笠. 系泣 峻賞泳吋勘 飼烏密 孤幹蒔僕 此根望 丸借
歳昧 漁槍擦唇 丸借密 此根忘求 躯管仇慰 戴取躯 飲庵房 僕潔丸借
密 峡北堰 胤候蒔忘求 紘招寄快庵忘求 戴舗 雑啄希冴 返笠. 倣守
僕潔丸借密 峡北望 抱琢戴快 卓祁蒔僕 此根躯頬 辞硝 僕潔昧餌 識
冴希冴 殆慰 飲管望 竺招此根蒔忘求 唖座擦唇 卓祁蓬幹昧 飼唖蒔忘
求 淘庶往瑳冴 殆餌 滞冴 殆笠.
卓祁亜管房 僕潔丸借望 密札貯戴舗 飲管索索求 卓祁責囚昧 淘
庶往嵯餌 戴快庵望 候垢忘求 戴慰殆忘薫 糖 辞硝 僕潔望 密札貯滞
冴 殆快 漫休泰 此根蒔桂烏共 亜取慰殆快庵躯壬 卓祁堰 絢瑳昧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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蔑州往 此欺管密 此根密札望 華頬慰 飲庵望 庫幹戴舗 刑看庵望 装
別往亜快 卓祁蒔糊呉昧 密虻戴舗平 泰笠.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庵房 頬遵却 卓祁亜管密 候座
蒔糊呉望 亜時 竺丁壇 育啄戴慰殆快 堰替蒔僕 椋掌頬薫 僕潔丸借忘
求 戴舗韻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丁慰壇 取尽慰 煮僕
忘求嵯密 鋪滞望 笠滞冴 殆餌 戴快 卓祁蒔椋掌頬笠.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 椋掌望 位取戴快雁嵯 往嵯快
烏候方育快 此根蔚漆此辺堰 竺招此辺望 刑看 此辺昧 兵蚕芳快庵
頬笠.
此根蔚漆査痴頬 卓祁堰 絢瑳密 煮僕僕 僕潔丸借密 此根密札冴
紗望 華頬快 畦州宜群 竺招此辺査痴房 此根密札密 鋪滞望 華舗 卓
祁堰 絢瑳望 笠飲招烏 漫泰 畦州頬笠.
此根蔚漆査痴房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 椋掌望 育啄
戴烏 漫泰 借方泰 方育密 戴往頬笠. 此根蔚漆此辺望 兵蚕蓬笠快庵
房 笠競 此辺佼笠 此欺管密 此根望 蔚漆戴快 此辺昧 偉竺蒔密密共
喉舗戴慰 此根蔚漆此辺望 査俊蒔忘求 蝉別集慰往娃笠快庵望 密欠
泰笠.
此根蔚漆査痴昧嵯 烏候房 卓祁蒔蚕泳宴, 卓祁宴望 蚕芳快庵
頬笠. 卓祁宴望 蚕芳快庵頬 此根蔚漆昧嵯 烏候忘求 寄快庵房 飲庵
頬 此欺管望 此嫡煮密漫辺望 漫戴舗 形呼庶 責囚戴快 歩吸泰 卓祁
亜求 躯甘快 胤候活佼求 寄烏徳畦頬笠.
卓祁宴望 峰餌 蚕芳烏 漫値嵯快 蔑州往 葛堰 冴救昧 丸泰 奨
雑座望 華頬快庵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平 戴薫 卓祁此根堰 峡泣
望 殺暇貯戴慰 穐密泰 卓祁竺殺望 栽鳳戴舗平 泰笠.
竺招此辺査痴房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 椋掌望 育啄
戴烏 漫泰 借方泰 方育密 笠競 戴往頬笠. 卓祁堰 絢瑳房 此欺管頬
戴快庵躯壬 卓祁責囚堰 此嫡煮密絢瑳密 座堰舗喉快 此欺堰密 此辺
望 別祷餌 戴快亜 戴快雁 鰍仇殆笠. 此欺堰密 此辺房 候殊昧 殆別
嵯 竺招此辺頬薫 此欺管密 此根堰密 此辺頬劇求 卓祁堰 絢瑳望 座
堰蒔忘求 冴痴戴烏 漫値嵯快 此欺管望 遺僻戴慰 庫幹擦尽烏 漫泰
竺招此辺望 刑看 此辺昧 兵蚕霧平 泰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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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欺堰密 此辺, 竺招此辺望 兵蚕蓬笠快庵房 笠競 刑看 此辺昧
兵嵯 僕潔丸借望 葛密 求査堰 竺沼忘求 桂時擦尽慰 飲管密 卓祁蒔歩
密共 孔詰卜忘陣忘求柏 丸借飼殺頬 華房 飼唖座堰 蒔淫座望 亜取慰
卓祁責囚堰 絢瑳此辺望 座堰蒔忘求 冴痴戴勘汲 戴快庵望 駒泰笠.
竺招此辺査痴昧嵯快 竺招此辺望 兵蚕芳群嵯 痴竺雑桂此辺, 烏
榊威州此辺望 峰餌 紘苔戴薫 竺招勘株蒔飼淫望 漫煮求 戴群嵯 舗烏
昧 系殊蒔飼淫望 峰餌 紘苔戴快庵頬 借方戴笠. 糖泰 竺招此辺望 瑳
侯堰 遺僻密 糊呉忘求 戴舗平 戴薫 戴往亜 歩, 歩頬 絞, 絞頬 順望
遺僻戴慰 豊守頬餌 戴舗平 戴薫 卓祁雑順堰 結識壇 偉喉戴舗 手痴
戴舗平 泰笠.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 椋掌望 育啄戴烏 漫泰 借方
泰 方育僕 此根蔚漆此辺望 査痴擦尽快 此辺堰 竺招此辺望 査痴擦尽
快 此辺房 芳峡 葛密 査磯卓祁求査望 処自壇 宴処値往哀 徳 座堰蒔
忘求 雑啄希冴 殆笠.
査磯擦丸快 僕潔磯丸昧嵯 循漆岐 卓祁蒔磯僕竺殺頬 包 此嫡昧
俊何招慰 此嫡密 刑看 座椋管頬 卓祁蒔磯僕竺殺密 方育丸求 墾薫
責囚値往哀庵望 汐固戴餌 方育戴慰殆笠.
卓祁磯丸亜 循漆泰 此根竺殺堰 勘株, 畦貯, 責囚烏霜房 刑看
此嫡座椋管頬 凍宜紘霧平 滞 候佼烏頬笠. 此嫡密 刑看 座椋管房 卓
祁磯丸密 刑僻望 割吻亜快 堰竺昧 華房 冴紗密 竺招此根蒔霜刑共
取械餌 寄薫 頬 堰竺昧 此嫡煮密蒔僕娃蔚漆, 此根蔚漆此辺頬 粍座
寄餌 岐笠.
竺招此辺望 査痴擦迅雁 丸泰 方育勘 査磯卓祁求査望 処自壇
宴処戴舗 僕潔磯丸札忘求 値往哀 徳 座堰蒔忘求 雑啄希冴 殆笠. 倣
怪 僕潔磯丸昧嵯 循漆岐 貯査札査幹此辺頬 包 往宜昧 卜孤貯寄舗
卜磯管頬 《堪伊兵忘求!》亜 吻械宜 《往共 凍宜 兵忘求!》共 滅招薫
責囚密 兵時昧 嵯慰殆忘薫 刑看 此嫡座椋管頬 駒求柏亜 吻械宜 華
房 雑休望 亜取慰 雑取 此辺座堰求 葛望 己管慰殆笠.
頬遵却 芳峡 葛密 査磯卓祁求査房 卓祁蓬幹昧嵯 此根望 烏候
忘求 蝉別集慰往亜快 椋掌勘 丁慰壇 位取値往哀冴 殆餌 泰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此根望 烏候忘求 蝉別集慰往哀雁 丸泰 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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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頬 弧瀧珠忘求柏 僕潔丸借密 此根密札望 華舗 卓祁堰 絢瑳望
檀殆餌 結慰往哀冴 殆快 亜時 峰呼競 取勘蒔取晶頬 矩及寄餌 寄
菩笠.

冴

救

冴救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漫泰 卓祁責囚昧嵯 汐丸蒔取漫共
俊取戴慰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 衝慰救勘飼頬宜快庵望 糟啄戴快 煮硝
処替密 烏候午煮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冴救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借鯖頬薫 僕潔丸借密 密此共 硝
窺竺卜査種》
12猿, 292村取)
啄泰 衝慰蛎冴睦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冴救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借鯖忘求嵯密 汐丸蒔僕 取漫共 俊
取泰笠.
僕潔丸借房 葛堰 冴救密 救勘健昧 漆守此根蒔忘求 偉歳希 徳
飼烏密 蓬祁望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求 蔚醇滞冴 殆快 飼煮蒔僕 散
祁休望 亜手 戴往密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共 頬拒餌 岐笠. 此嫡竺招蒔
散祁硝快 駆房 此欺管求 頬拒別雫殆快庵躯壬 虻烏昧快 頬 種橿密
散祁凋幹望 籍卜蒔忘求 漆守戴慰 取昼戴快 借鯖頬 殆別平 泰笠. 蔚
碁蒔此欺密 散祁密 借鯖頬 蛎冴僕庵遵却 此嫡竺招蒔種橿密 散祁密
借鯖房 頬 種橿密 凋幹望 籍卜蒔忘求 漆守戴慰 取昼戴快 衝慰蛎冴僕
冴救頬笠.
冴救頬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借鯖頬宜快庵房 冴救頬 僕潔丸借
望 密札貯, 漆守貯戴舗 戴往密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求 偉苔擦尽快 籍
卜橿偉密 借鯖頬薫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凋幹望 籍卜蒔忘求 取昼戴
快 救勘密 借鯖頬宜快庵頬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散祁密 借鯖頬宜
快雁 冴救密 候殊頬 殆忘薫 卓祁責囚昧嵯 冴救頬 俊取戴快 汐丸蒔
取漫亜 殆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望 密札貯, 漆守貯戴舗 戴往密 此嫡竺招蒔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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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硝求 偉苔擦尽快 籍卜橿偉密 借鯖頬笠.
冴救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此根蒔籍卜密 借鯖頬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垢左芝苔戴舗 戴往求 籍
卜擦尽快 借鯖房 冴救頬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密 方育脈 峡北密 衝慰
硝啄飼頬笠. 冴救房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 僕潔丸借密 方育
脈 峡北望 亜時 埼慰泰 華頬昧嵯 硝啄戴慰 江午泰 此根峡泣蒔柾取
共 亜取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蔚碁蒔座椋管密 方育脈 峡値宴泳共 垢左
芝苔戴舗 衣幹密 飼煮蒔方育共 貝菓快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密 衣幹
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北望 種丸座戴慰 硝泳貯戴舗 卓祁此根望 貝菓慰
飲庵望 僕潔丸借飼殺密 此根忘求 躯緩忘求柏 飲管望 戴往密 此根忘
求 密札貯泰笠. 冴救密 卓祁此根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値
宴泳共 亜時 竺丁壇 育啄泰庵忘求 戴舗 飲丸求 僕潔丸借密 取逮堰
密取求 寄薫 飲管密 橿偉密 此根蒔烏藷求 岐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頬
衣慰泰 橿偉望 頬拠滞冴 殆快 此根蒔烏藷僕 卓祁此根望 守識 循擦
戴慰 庫辞擦尽薫 僕潔丸借望 密札貯戴舗 戴往求 詣別蚕芳快 鳳卜借
鯖僕庵忘求 戴舗 僕潔丸借望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求 偉苔擦尽快 此根
蒔籍卜密 借鯖忘求 岐笠.
冴救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漆守蒔橿偉密 借鯖頬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快 僕潔丸借密 此根蒔籍卜硝僕 幹擦昧 亜時
華房 冴紗密 漆守蒔偉苔硝頬笠. 漆守蒔忘求 偉歳寄取 恵泰 丸借房
此根堰 痴幹密 籍卜望 頬拠滞冴 返慰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共 頬渠冴勘
返笠. 僕潔丸借頬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共 頬拒飼群 卜竺泰 漆守硝泳昧
凍宜 偉苔寄舗平 泰笠.
僕潔丸借望 鳳卜泰 漆守硝泳昧 偉苔擦尽快 借鯖房 冴救頬笠.
冴救房 丸借密 紗江竺勘脈 雪座昧 寓餌 舗詰亜取 沢泉密 竺招漆守
望 貝倣慰 飲庵管望 籍卜蒔忘求 救勘泰笠. 冴救昧 密戴舗 僕潔丸借
房 舗詰 竺招漆守管望 籍戴舗 戴往密 漆守貯岐 竺招蒔休橘忘求 荊
招餌 岐笠. 冴救昧 密戴舗 漆守寄慰 救勘寄快 漆守硝泳昧快 此嫡竺
招蒔散祁硝昧嵯 借勝蒔烏改望 冴痴戴快 救勘蒔竺招漆守僕 葛堰 葛
密 救勘共 己快 胤求橿硝管望 江窮泰 舗詰亜取 竺招漆守管頬 歳
泰笠. 僕潔丸借房 竺圃泰 硝泳共 悪升 唖吋 葛漆守管堰 胤求橿硝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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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管昧 偶宜寄舗 冴救堰 漆守蒔忘求 偉苔寄餌 岐笠. 冴救望 梼往嵯
快 僕潔丸借頬 戴往密 竺招蒔種橿忘求 偉歳希冴勘 返慰 飼烏密 蓬
祁望 籍卜蒔忘求 蔚醇値往哀冴勘 返笠.
冴救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勘株密峡蒔籍卜密 借鯖頬笠.
僕潔丸借房 幹取蒔此祇堰 卓祁蒔密峡昧 烏藷戴舗 勘株密峡蒔
忘求 偉苔寄舗平 手雑戴慰 衣慰泰 橿苔望 頬拠滞冴 殆忘薫 蓬祁望
渥頬戴快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共 頬渠冴 殆笠. 僕潔丸借密 勘株密峡蒔
籍卜橿偉密 借鯖勘 冴救頬笠.
戴往密 衣籍岐 此根蒔取逮堰 密取求 偉苔岐 飼煮蒔僕 此嫡蒔
種橿墳昧嵯快 椋況 卓祁蒔密峡脈 幹取堀密 椋峡亜 歯胞戴餌 岐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墳昧嵯 懸別取快 幹取蒔此祇堰 卓祁蒔密峡密 埼慰
泰 勘株密峡蒔宴泳快 此祇堰 密峡密 衝慰貯殺僕 冴救望 借鯖忘求
戴舗 沢座岐笠.
冴救堰 辞此管此頬昧 懸別取快 勘株密峡蒔宴泳快 卓祁辞此管
昧 丸泰 冴救密 人往刃 此祇堰 穴冒, 飲昧 奨守戴餌 佼渇値往亜快
辞此管密 卓祁蒔密峡求 懸別取快 衝慰密 勘株密峡蒔宴泳頬笠. 冴救房
辞此管昧餌 亜時 慰悦泰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墳以煮慰 紅貝舗煮薫 凍
瞳頬 佼墾想煮快 竺招蒔散祁密 別鈷頬頬笠. 辞此管房 慰悦泰 此嫡
竺招蒔散祁望 煮慰 紅貝舗煮快 冴救望 散祁密 別鈷頬求 華頬 質威
戴慰 胆刑戴薫 飲昧 佼渇戴烏 漫戴舗 刑看庵望 笠戴餌 岐笠. 此嫡
竺招蒔散祁硝墳昧嵯 蔚碁蒔此欺管此頬昧 懸別取快 幹取蒔此祇堰 卓
祁蒔密峡密 宴泳勘 冴救密 此根堰 密峡共 椋順忘求 戴舗 頬拒別
手笠. 冴救頬 取灰 泰返頬 慰偉泰 幹取蒔此祇堰 密峡昧 烏藷戴舗
冴救堰 辞此, 卓祁亜管此頬昧 卓祁蒔幹取堀脈 密峡密 宴泳亜 丁恭
寄薫 卓祁丸倣密 勘株密峡蒔籍卜橿偉頬 頬拒別取餌 岐笠. 飲詰劇求
冴救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墳昧嵯 頬拒別取快 幹取蒔此祇堰 卓祁蒔密
峡密 借鯖忘求 岐笠.
冴救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凋幹望 籍卜蒔忘求 取昼戴快 救勘
密 借鯖頬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質受脈 庫辞密 胤候漆絢房 飲 凋幹昧 丸
泰 籍卜蒔僕 取昼昧 殆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快 駆房 此欺管求 頬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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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取快庵躯壬 虻烏昧快 此嫡蒔種橿密 散祁凋幹望 籍卜蒔忘求 取昼
戴快 借鯖頬 殆別平 泰笠. 籍卜蒔取昼亜 返頬快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
密 凋幹頬 佼時希冴 返慰 此嫡竺招蒔種橿飼硝亜 鳳取希冴 返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昧嵯 僕潔丸借密 凋幹昧 丸泰 卜根蒔僕 救勘
快 守識蒔忘求 葛漆守管昧 密戴舗 冴痴岐笠. 葛房 僕潔丸借密 凋幹
望 籍卜蒔忘求 救勘戴快 救勘蒔竺招漆守頬薫 飲庵房 冴駆房 葛漆守
管密 偉苔硝頬笠. 葛漆守管昧 密戴舗 辞硝 僕潔丸借密 凋幹昧 丸泰
救勘亜 雑啄岐笠. 僕潔丸借密 凋幹昧 丸泰 取昼亜 州唖烏 手痴岐笠
群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凋幹頬 籍卜蒔忘求 手痴希冴 返笠. 此嫡竺
招蒔散祁硝密 凋幹頬 椋躯壇 手痴寄飼群 葛漆守管頬 鳳卜蒔僕 救勘
硝泳昧 凍宜 鳳烏蒔忘求 偉苔寄舗平 戴薫 飲詰飼群 刑看 葛漆守管
密 凋幹望 籍卜蒔忘求 救勘滞冴 殆快 鳳卜借鯖頬 殆別平 泰笠. 僕
潔丸借昧 丸泰 鳳卜蒔救勘硝泳密 借鯖, 葛漆守硝泳密 鳳卜借鯖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衝慰蛎冴僕 冴救頬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密 蓬祁望 蔚醇戴烏 漫泰 卓祁責囚昧嵯 偉竺
蒔鋪滞望 泰笠.
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冴救房 橿偉堰 救勘密 借鯖忘求嵯 僕潔丸借密 蓬祁望 蔚醇戴
快雁嵯 偉竺蒔鋪滞望 苔械笠. 頬庵房 蛎冴亜 僕娃凋幹昧嵯 偉竺蒔
窺竺卜査種》
8猿, 451村取)
鋪滞望 戴快庵頬往 笠凶返察械笠.》(《窺竺卜
窺竺卜

冴救房 別観調取往 僕潔丸借密 冴救僕庵躯壬 冴救密 鋪滞房
僕潔丸借密 蓬祁蔚醇昧嵯 珂快 鋪滞頬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密 衝慰
蛎冴求嵯 僕潔丸借密 蓬祁蔚醇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冴救頬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快庵房 冴救頬 僕
潔丸借密 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快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刑看 凋幹昧嵯
偉竺蒔歯胞望 泰笠快庵頬笠. 卜孤蒔忘求 卓祁責囚堰 絢瑳此辺昧嵯
偉竺蒔歯胞望 戴快庵房 鰻宴蒔漆絢頬 吻械宜 煮硝僕 僕潔丸借頬笠.
飲詰往 冴救密 救勘共 己取 恵戴快 葛頬往 磯丸, 僕潔房 偉晋 飼烏
密 蓬祁望 座堰蒔忘求 蔚醇戴舗往哀冴 返笠. 冴救, 葛, 磯丸脈 僕
潔忘求 頬拒別手 卓祁密 煮硝,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昧嵯 偉竺蒔鋪滞望
戴快庵房 冴救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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冴救房 卓祁密 取勘此根望 循擦戴慰 僕潔丸借望 密札貯, 漆守
貯戴舗 卓祁密 穐休泰 煮硝求 穐貯庫辞擦尽快雁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冴救房 卓祁密 取勘此根望 矩及戴慰 庫辞霜喉貯擦唇往娃笠. 僕
潔丸借密 飼煮漫辺房 擦丸密 方育脈 僕潔丸借密 取逮望 竺丁壇 孤
慕泰 峰呼競 取勘此根望 取晶忘求 値嵯躯 休此密 擦及望 頬以貝慰
撮峡密 卯望 凍宜 辞手滞冴 殆笠. 飲詰往 卓祁責囚密 兵卯望 弧瀧
煮快 堰替蒔僕 取勘此根房 擦丸亜 庫辞戴慰 啄雑頬 方育泰笠慰 戴
舗 吻桂往 貝菓望冴 殆快庵頬 吻械笠. 擦丸密 方育脈 僕潔丸借密
取逮望 欝頬 籍竣戴慰 僕潔丸借頬 匠蒔泰 責囚威醍望 卜孤貯戴舗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取晶忘求 懇吻平 滞 堰替蒔僕 此根峡泣望 州擦戴
快 此辺房 星婿泰 冴救昧 密戴舗 冴痴岐笠. 冴救密 雪哨泰 此根峡
泣凋幹昧 密値嵯躯 卓祁密 取勘此根頬 循擦寄慰 抵牧返頬 庫辞粍座
岐笠.
冴救房 卓祁密 取勘此根忘求 僕潔丸借望 密札貯戴快雁嵯勘 偉
竺蒔鋪滞望 泰笠. 冴救頬 循擦泰 堰替蒔頬薫 卓祁蒔僕 取勘此根房
僕潔丸借望 密札貯滞冴 殆快 借方泰 椋順忘求 岐笠. 飲詰往 卓祁密
取勘此根頬 矩及寄菩笠慰 戴舗 飲庵頬 自汐求 僕潔丸借歳昧 晶責寄
舗 飲管密 殺暇忘求 寄快庵房 吻械笠. 僕潔丸借望 飼煮蒔僕 卓祁此
根忘求 桂時泰 卓祁密 煮硝求 躯管飼群 僕潔丸借望 密札貯戴烏 漫
泰 此辺望 五仇往亜平 泰笠. 僕潔丸借頬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密
飼唖望 亜取慰 卓祁密 卯昧 淘庶往 位偉壇 煤蜂冴 殆勘汲 此根蒔忘
求 唖座擦尽慰 桂時擦尽快 此辺房 冴救昧 密戴舗 冴痴岐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望 卓祁此根忘求 桂時擦尽烏 漫泰 凋幹椋掌堰 糊勘共 州擦
戴慰 飲管望 密札貯戴烏 漫泰 此辺望 籍卜蒔忘求 漆守戴慰 救勘
泰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密 此根密札冴紗昧 寓餌 責囚橿泳脈 兄糟, 糊
呉望 峰呼求 瑳竺戴慰 卓祁責囚密 雑順歳昧嵯 飲管望 密札貯戴慰
此根蒔忘求 橿及擦訊笠. 冴救房 卓祁蒔葛望 江窮泰 竺招漆守管望
籍戴舗 僕潔丸借望 泳吋蒔忘求 唖座擦尽慰 卓祁密 椋峡脈 糊呉泣忘
求 桂時擦訊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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冴救房 葛望 江窮泰 竺招漆守管望 漆守戴慰 穐貯庫辞擦唇 僕
潔丸借望 漆守貯戴快雁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望
漆守蒔忘求 偉歳戴烏 漫泰 知鯖休橘堰 竺招漆守望 矩及戴慰 飲管密
漆守貯共 雑啄泰笠. 冴救房 漆守休堰 橿偉休昧 殆別嵯 飲 別壊 此
嫡蒔種橿佼笠勘 芳婿泰 卓祁磯丸共 循絢戴慰 飲共 知鯖休橘忘求 戴
舗 僕潔丸借望 葛堰 冴救密 憾峡昧 一餌 詣別蚕蓬笠. 冴救房 卓祁
蒔葛望 循絢戴慰 飲 救勘健昧 泳吋碁, 泳抄碁求 僕潔丸借望 詣別蚕
芳快 舗詰 胤求橿硝漆守管望 偉座戴薫 飲共 炎午泰 丸借望 偶宜戴
慰 飲歳昧 欝頬 乃峡固房 丸借蒔僕 竺招漆守忘求 穐貯庫辞擦訊笠.
冴救房 卓祁密 煮硝密 鋪滞望 華舗 卓祁責囚昧 漆守幹椋戴快
雁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冴救房 卓祁責囚密 堰替蒔僕 求査堰 竺沼, 辞菊堰 辞榊望 矩
及戴快雁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堰替蒔僕 求査堰 竺沼, 辞菊堰 辞
榊望 矩及戴快庵房 卓祁堰 絢瑳密 撮族共 汁芳戴快 此凋蒔僕 畦州
頬笠. 亜時 華房 沢泉密 兄蒔密札蒔蓬幹僕 卓祁房 峰呼競 求査堰
竺沼, 辞菊堰 辞榊頬 返頬快 撮峡蒔忘求 辞手滞冴 返笠. 卓祁密 求
査堰 竺沼, 辞菊辞榊房 卓祁密 衝慰蛎冴僕 冴救昧 密値嵯躯 矩及
岐笠. 冴救房 卓祁堰 絢瑳密 取勘此根望 育硝蒔僕 卓祁橿泳脈 卓祁
堰 絢瑳密 刑看 垢平昧 育啄戴烏 漫戴舗 僕潔丸借歳昧 欝頬 管別亜
飲管密 密此脈 方育共 種丸座戴舗 飲庵望 飲丸求 卓祁密 求査堰 竺
沼, 辞菊堰 辞榊求 躯看笠.
冴救房 葛頬 卓祁堰 絢瑳昧 丸泰 救勘蒔烏改堰 鋪滞望 笠戴勘
汲 戴快雁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冴救房 葛密 漆守此根蒔烏藷共 衣
慰壇 笠取薫 葛丸吸望 絶絶壇 亭恐忘求柏 飲 救勘蒔取漫脈 烏改望
絞糊忘求 穐貯値往娃笠. 冴救房 堰替蒔僕 葛凋幹椋掌堰 葛此辺糊呉
望 州擦戴慰 卓祁堰 絢瑳辞孤昧 丸泰 葛密 竺沼蒔取勘, 竺招蒔取勘
共 丁慰壇 雑啄値往亜勘汲 泰笠.
冴救房 卓祁責囚昧嵯 卓祁磯丸密 鋪滞望 江根壇 穐貯戴快雁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冴救房 卓祁磯丸共 舜笠蓬 冴救密 磯丸, 葛密
磯丸, 僕潔密 磯丸求 穐貯庫辞擦訊雁 烏藷戴舗 卓祁責囚昧嵯 卓祁
磯丸密 煮勘蒔鋪滞望 絞糊忘求 穐貯値往娃笠. 冴救房 卓祁磯丸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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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招此根蒔忘求, 磯此烏榊蒔忘求 絶絶壇 紗江岐 桂蒔足撮密 穐磯忘
求 尽霧 州郁煮密晶菊飼管堰 包悪 孤卓祁蚕休望 整撮戴慰 往宜脈
潔疾, 僕潔密 墳辞堰 卓祁密 辞賞系望 穴冒守戴餌 冴琢戴勘汲
泰笠. 冴救房 卓祁磯丸共 卓祁密 煮休磯忘求, 烏歓忘求 貝蚕芳慰
此嫡煮密絢瑳密 堪祖育共 歩別州艇快 堪伊丸求嵯密 此祁堰 牧桂
共 笠戴勘汲 頬挺別煮薫 慰根泰 此根竺殺蒔霜刑脈 責囚烏霜忘求
辞硝 僕潔望 循漆脈 漫棚昧求 孔詰卜忘尽快 査効丸求嵯密 鋪滞
望 笠戴餌 泰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密 桂允桂手泰 循漆休望 衝丸泰忘求 庫幹値往
亜快雁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望 華房 飼煮密札堰
循漆蒔改休望 亜手 檀殆快 質受求 尽蓬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密 循漆
蒔改休密 華頬昧 寓餌 州徳昧 峰呼競 責囚育琢共 州擦戴薫 舗詰亜
取 丸借蓬幹望 漆守手痴腿忘求柏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僕潔丸借頬 飼烏
密 循漆休望 亜時 華頬 庫僻戴勘汲 泰笠.
冴救房 卓祁漫辺泳撮畦州共 峰呼求 値偉戴舗 卓祁密 芝郁蒔撮
峡共 頬拠戴快雁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冴救房 卓祁責囚密 雑順歳昧嵯 卓祁漫辺望 泳撮粍座値往哀冴
殆快 送伊堰 飼殊望 悪升 僕潔密 舜笠蓬 救勘飼共 尽霧 竪泳飼求
貝蚕蓬笠. 冴救房 竪泳飼密 此根堰 救勘共 己管別往哀冴 殆快 漆守
此根蒔烏藷共 絶絶壇 矧慰 飲密 救勘硝泳共 処自壇 蚕霧 卓祁漫辺
頬 丸共 頬別 泳撮粍座寄舗往亜餌 泰笠.
冴救頬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昧嵯 汐丸蒔僕 取漫共 俊取戴慰 偉竺
蒔鋪滞望 戴餌 寄快庵房 冴救頬 雪哨泰 送伊堰 飼殊望 取灰 漫僕借
密 漫僕頬烏徳畦頬笠.
冴救房 蔚僕忘求快 偉晋 取界冴 返快 雪哨泰 霜刑脈 飼殊望
取灰庵忘求 戴舗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借鯖忘求嵯密 取漫共 俊取戴
慰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密 胤候方育脈 飲 雑啄糊勘
共 種丸座泰 卓祁密 取勘此根望 循擦戴慰 庫辞霜喉貯擦唇往哀冴 殆
快 江午泰 柾取共 取灰 星婿泰 此根峡泣亜, 雪哨泰 竺招雑休堰 桂
江密 活休望 取灰 鮎哨泰 救勘飼頬薫 僕潔昧 丸泰 締返快 此祇堰
密峡共 取灰 僕潔密 漫丸泰 別鈷頬頬笠. 星婿泰 此根峡泣亜, 噸舗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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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招亜, 漫丸泰 救時, 埼慰泰 僕株密 硝啄飼僕庵忘求 戴舗 冴救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昧嵯 汐丸蒔取漫共 俊取戴慰 偉竺蒔鋪滞望 戴餌
岐笠. 舗烏昧 冴救頬 券蔚 休此蒔擦烏昧 別壊 往宜, 別壊 此嫡蒔種
橿昧嵯往 殆餌 寄快 橿阪泰 取勘飼密 取漫脈 鋪滞堰 胤候蒔忘求 育
碁寄快 雪哨泰 取漫共 俊取戴慰 偉竺蒔鋪滞望 戴餌 寄快 江偉頬
殆笠.
卓祁責囚昧嵯 冴救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房 冴救密 竪泳飼昧
密戴舗 丸共 頬別 泳撮岐笠.
卓祁漫辺房 泰 蚕丸昧 締往快庵頬 吻械宜 舗詰 蚕丸共 虻庶
粍座寄快 時烏蒔僕 此辺頬笠.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卓祁漫辺望 芝郁蒔忘求 粍座値往亜快雁嵯 亜時 借方泰 畦州快 竺招
蒔冴救密 取漫脈 鋪滞望 丸共 頬別 泳撮値往亜快庵頬笠. 冴救密 救
勘蒔取漫脈 鋪滞望 峰餌 泳撮値往亜快亜 恵戴快亜 戴快雁 凍宜 卓
祁密 辞勘脈 時況蓬祁頬 汁芳寄餌 岐笠. 卓祁蓬幹密 休此蒔威醍房
卓祁密 丸亜 呼伝 徳矩笠 葛堰 郁亜密 取勘猿望 棲賞戴仇快 平鯖亜,
冒刑亜管頬 往整旺笠快庵望 佼舗煮慰殆笠. 躯卜 冴救密 取漫脈 鋪
滞頬 峰餌 泳撮寄取 恵戴慰 葛堰 郁亜密 取勘猿頬 卓祁密 紘殺飼,
瑚汐飼管昧 密戴舗 棲賞葛滞 徳昧快 卓祁密 丸亜 抵別取慰 葛頬 瑚
殊寄餌 寄薫 偉郁房 卓祁堰 絢瑳望 偶招快 編借泰 竪堰共 亜雫倣餌
岐笠.
冴救密 舜笠蓬 竪泳飼快 冴救昧 丸泰 奨雑座堰 噸舗旺 柾取,
星婿泰 救勘休堰 僕潔蒔霜刑共 亜時 埼慰泰 華頬昧嵯 硝啄泰 漫僕
借密 漫僕頬笠.
冴救密 竪泳飼快 丸共 頬別 泳撮粍座寄快 僕潔丸借密 卓祁責
囚昧嵯 汐丸蒔取漫共 俊取戴慰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冴救昧餌 締返頬 奨守泰 竪泳飼快 飼殺頬 取灰 江午泰 飼殊堰
改休, 卓祁堰 絢瑳昧 矧吻呆彊 孔軍密 辺蒔忘求 戴舗 僕潔丸借歳昧
嵯 汐丸蒔僕 猿漫脈 漫殺望 取灰 僕潔密 冴救忘求 岐笠.
冴救密 竪泳飼快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借鯖忘求嵯密 冴救密 取
漫共 飲丸求 頬別己快笠. 冴救密 竪泳飼快 冴救頬 蔚醇泰 卓祁漫辺
望 泳撮粍座戴烏 漫泰 責囚堰竺昧 僕潔丸借密 漆守此根蒔 倦 勘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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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峡蒔籍卜橿偉密 借鯖忘求 寄薫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北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凋幹望 籍卜蒔忘求 頬挺別往亜
快 救勘密 借鯖忘求 岐笠.
冴救密 竪泳飼快 冴救頬 蔚醇泰 卓祁漫辺望 泳撮粍座戴快雁嵯
偉竺蒔鋪滞望 泰笠. 冴救密 竪泳飼快 冴救密 卓祁此根堰 卓祁辞籍
望 位偉壇 抱琢慰冴戴慰 鯖貯庫辞擦尽薫 冴救頬 循絢泰 葛堰 卓祁
磯丸共 慕椋壇 冴救密 葛, 冴救密 卓祁桂休忘求 穐貯庫辞擦訊笠. 糖
泰 蚕及岐 救勘柾榊求 辞葛, 辞磯, 辞潔望 冴救密 卓祁漫辺望 粍座
戴快 責囚昧求 檀殆餌 孔詰卜忘訊笠. 僕潔丸借房 冴救密 竪泳飼密
蚕及岐 救勘健昧嵯躯 冴救頬 蔚醇泰 卓祁漫辺望 紅往餌 泳撮戴慰
芝郁蒔忘求 粍座値往亜餌 岐笠.
卓祁責囚昧嵯 冴救頬 俊取戴快 取漫脈 鋪滞昧 宴泰 畦州快 蔚
僕煮密昧 烏藷泰 喉僑舎吻処替昧嵯快 駒滞庵勘 返慰 査痴泰 求幹泳
吋密 卓祁峡泣昧嵯勘 峰呼競 値渇頬 煮別取取 恵戴菩笠.
査痴慰辞亜管房 求幹泳吋密 卓祁漫辺冴痴昧嵯 冴救頬 借方泰
鋪滞望 泰笠慰 戴群嵯勘 冴救密 鋪滞望 此嫡蒔蓬幹卜孤昧嵯密 取勘
飼密 鋪滞頬往 求幹蓬幹密 沼牧蒔僕 取漫昧 殆快 取勘娃喉管密 鋪
滞堰 碁求 育碁戴取 扮幣笠. 頬庵房 此雑根 冴救密 鋪滞畦州共 此
嫡休此蒔蓬幹昧嵯 珂快 蔚僕密 鋪滞堰 笠凶返頬 佼幣笠快庵望 駒値
紗笠. 査痴処替昧 密戴群 蔚僕密 鋪滞房 飲 凋幹望 州弊戴快 系殊
蒔 倦 此嫡蒔宴泳昧 駆頬 密質寄快庵忘求 岐笠. 頬詰泰 求幹泳吋密
査痴処替昧 烏藷戴舗嵯快 冴救密 取漫脈 鋪滞畦州亜 峰呼求 値祁希
冴 返笠.
査痴峡泣昧嵯 冴救密 鋪滞畦州共 星婿泰 蔚僕密 鋪滞畦州求
佼餌 岐庵房 此嫡蒔蓬幹卜孤昧嵯脈 渥頬 冴救密 鋪滞畦州共 煮求
取昼昧 宴泰 畦州求 候庵堰勘 宴及岐笠.
冴救密 取漫脈 鋪滞昧 宴泰 畦州快 橿阪壇 取昼昧 宴泰 畦州
亜 吻械宜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密 借鯖, 衝慰蛎冴昧 宴泰 畦州頬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冴救昧 宴泰 処替蒔値祁頬 粍檎戴餌 煮別
珠忘求柏 卓祁蒔冴救宴望 竺恭戴慰 卓祁堰 絢瑳望 冴痴値往亜快雁
嵯 堰替蒔僕 惜丸亜 矩及寄餌 寄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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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

祁

卓祁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泰 漆守蒔
僕 責囚頬宜快庵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午煮密 戴往頬笠.
漫丸泰 冴救 窺卜座
窺卜座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遺擦戴擦菩笠.
《卓祁房 候殊昧 殆別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
窺卜座自歯種》
37猿, 192村取)
烏 漫泰 漆守蒔僕 責囚睦械笠.》(《窺卜座
窺卜座
卓祁密 胤候兄蒔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快雁
殆笠.
包悪 沢泉密 柾歳堰 育歳昧嵯 吾別往 飼圃堰 此嫡, 飼烏飼殺
密 煮僕頬 寄舗 飼煮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仇快庵房 僕潔丸借密 候座
蒔方育頬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戴舗 卓祁
蓬幹望 五仇往娃笠. 僕潔丸借頬 五峡快 卓祁密 漁沢堰 沢泉快 笠僻
戴取躯 飲庵房 刑憾 包悪 潔疾蒔 倦 泳吋蒔柾歳堰 育歳昧嵯 吾別往
飼煮座望 雑啄戴飼快雁 胤候兄蒔頬 殆笠. 州郁煮密密 札潔取柾歳健
昧 殆快 僕潔管頬 五峡快 潔疾値糊卓祁房 州郁煮密飼管密 札潔取籍
招共 曙困戴慰 往宜脈 潔疾密 飼煮猿望 寄旬烏 漫泰 責囚頬慰 僕潔
潔煮煮密卓祁房 州郁煮密兵慈頬管堰 殴房 効絢蚕休望 曙困戴慰 僕
潔潔煮煮密州勘共 蚕豊忘求柏 僕潔丸借頬 此嫡密 煮僕頬 寄烏 漫戴
舗 五峡快 責囚頬薫 此嫡煮密卓祁房 僕娃昧 密泰 僕娃密 峻賞, 泳
吋昧 密泰 泳吋密 瞥文望 芝郁蒔忘求 曙困戴慰 僕潔丸借密 此嫡竺
招蒔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頬笠. 僕潔丸借頬 此嫡煮密州勘亜
冴恭岐 笠冒昧勘 卓祁望 泳歳戴快庵房 頬欠 囚賞泰 此嫡竺招蒔飼煮
座望 抱琢慰冴戴慰 峻賞此嫡亜 翁以菓房 包悪 殴房庵密 育歳昧嵯
吾別往 飼烏密 飼煮座望 粍辞壇 雑啄戴飼快雁 兄蒔頬 殆笠.
卓祁房 飼煮座望 漫泰 責囚頬宜快 式昧嵯 此嫡休此蒔蓬幹卜孤
堰 衣籍座望 亜取取躯 此嫡休此蒔蓬幹卜孤堰 育碁寄快 飼烏密 胤候
雪座望 亜取慰殆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忘求嵯密
卓祁密 胤候雪座房 芳査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頬薫 兄蒔密札蒔僕 責囚
頬宜快雁 殆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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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祁房 査手此根,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求 桂時泰 僕潔丸借密
蒔淫蒔頬薫 兄蒔密札蒔僕 責囚昧 密値嵯躯 庫散庫辞戴慰 撮峡滞冴
殆笠. 系泣 此嫡蒔蓬幹房 飲 煮硝僕 僕潔丸借密 煮幹蒔僕 歯胞堰
鋪滞, 飼煮蒔頬慰 循漆蒔頬薫 密札蒔僕 凋幹昧 密戴舗 庫散庫辞戴
烏徳畦昧 兄蒔密札蒔忘求 手痴寄舗往亜快 雪座望 胴慰殆笠. 戴取躯
別壊 此嫡, 別壊徳往 此嫡蒔蓬幹密 刑看 沢泉管頬 僕潔丸借密 煮幹
蒔頬薫 兄蒔密札蒔僕 責囚昧 密戴舗 手痴寄快 竺勘亜 渥房庵房 吻
械笠. 取旺欧 峻賞此嫡昧嵯 飼圃望 蔚漆戴慰 畦貯共 循漆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凋幹房 別観調取往 僕潔丸借飼殺密 密此脈 方育丸求亜
吻械宜 駆房 威芳 峻賞泳吋, 取紘泳吋密 密此脈 方育昧 凍宜 矩取
恵値 手痴岐笠. 飲丘笠慰 戴舗 峻賞此嫡昧嵯 孤幹蒔僕 峻賞泳吋堰
峻賞州勘共 既種別弁烏 漫値 僕潔丸借頬 五峡快 卓祁責囚勘 翁望
漫戴舗 五峡虻往 飲 俄育密 穐方昧 密戴舗 手痴岐笠快庵望 密欠戴
取 扮快笠. 此根蒔忘求 唖座寄取 恵泰 僕潔丸借房 峻賞脈 文固望
己吻勘 卓祁責囚昧 卜梼瑳冴 返忘薫 飲 座堰蒔辞手望 頬拠滞冴
返笠. 卓祁房 処自壇 飼煮座望 漫泰 僕潔丸借密 飼唖蒔頬慰 蒔淫蒔
頬薫 兄蒔密札蒔僕 責囚忘求 卜宴寄舗殆笠.
系泣 卓祁頬宜慰 戴舗 兄蒔密札蒔忘求 手痴寄快 竺勘亜 蔑州
往 渥房庵房 吻械笠. 冴救頬 哨啄戴烏 頬辞昧快 値葛 此嫡昧嵯 手
佼蒔僕 泳吋密 峡北望 丸瑚泰 査唖飼, 此根亜管昧 密戴舗 州泰岐
午漫昧嵯躯 僕潔丸借頬 飼烏密 泳吋蒔遵取脈 峡北望 鼎梶慰 値葛
峻賞此嫡州勘共 孤丸戴舗 兄蒔密札蒔忘求 責囚滞冴 殆保笠. 飲峡戴
舗 値葛 此嫡州勘共 辞侯滞冴快 殆保忘往 蔚碁蒔僕 査唖飼, 此根亜
管密 泳吋蒔 倦 擦丸蒔州泰座堰 僕潔丸借密 此根密札冴紗密 欠坂座
忘求 戴舗 峻賞脈 文固頬 返快 此嫡共 蚕芳取快 恵戴菩笠. 頬詰泰
威芳昧勘 卓祁責囚房 僕潔丸借頬 珂柾蒔 倦 効絢蒔柾歳堰 育歳昧嵯
吾別往仇快 汐雑泰 方育脈 峡値宴泳, 穐密泰 密取共 亜取慰 飼烏密
兄蒔望 雑啄戴烏 漫戴舗 密札蒔忘求 五彊庵頬菩笠.
卓祁蓬幹密 兄蒔密札蒔僕 雪座房 僕潔丸借密 星婿泰 冴救昧
密戴舗 取勘寄快 此嫡煮密蓬幹昧嵯 亜時 種借蒔忘求 往整往薫 華房
冴紗昧嵯 庫僻寄餌 岐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密 衝慰蛎冴, 籍卜橿偉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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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鯖忘求嵯 卓祁密 取勘此根望 循擦戴慰 卓祁密 兵卯望 弧瀧煮薫
飲庵忘求 僕潔丸借望 密札貯戴慰 責囚昧 孔詰卜忘唇 卓祁望 撮峡昧
求 救勘泰笠. 冴救昧 密戴舗 漆守救勘寄快 此嫡煮密蓬幹頬平駒求
卓祁蓬幹密 兄蒔密札蒔僕 雪座頬 亜時 種借蒔忘求 往整往薫 亜時
華房 冴紗昧嵯 庫僻寄快 蓬幹頬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忘求嵯密
卓祁密 胤候雪座房 糖泰 漆守蒔僕 責囚頬宜快雁 殆笠.
僕潔丸借密 檀房 橿偉昧 殆笠. 僕潔丸借頬 漆守貯寄取 恵戴舗
痴幹密 籍卜座堰 卜招座望 佼時戴取 恵戴慰 困躯戴餌 垢困蒔忘求
凋幹戴餌 岐笠群 僕潔丸借房 卓祁蓬幹望 卜忘尽慰 梼結慰往哀冴
返笠. 卓祁房 僕潔丸借頬 橿偉戴快庵忘求喉西 擦歯寄慰 橿偉岐 檀
昧 密戴舗 辞手戴慰 粍座岐笠. 卓祁責囚昧嵯 僕潔丸借頬 橿偉戴群
撮峡戴慰 団別取群 族泰笠快庵頬 休此亜 佼舗煮快 遺棚頬笠. 飲丘
烏徳畦昧 卓祁房 為 橿偉頬慰 橿偉房 為 卓祁頬宜慰 駒泰笠.
卓祁頬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漆守蒔僕 責囚頬
宜慰 戴舗 休此庫辞密 券 橿泳矩笠 僕潔丸借密 漆守貯冴紗頬 蔑州
往 渥房庵房 吻械笠. 僕潔丸借昧 歳戴快 刑看 泳吋堰 泳抄房 飼煮
座望 雑啄戴仇快 胤候蒔僕 方育脈 峡値宴泳昧嵯 卜招戴劇求 漆守蒔
橿偉望 頬渠冴 殆快 漆絢望 亜取慰殆取躯 籍卜橿偉密 借鯖頬 返忘
群 峰呼求 漆守貯希冴 返笠. 取旺 擦烏 此嫡泳吋蒔遵取共 蔚査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責囚頬 冴駆頬 手痴寄舗矛取躯 飲 漆守貯冴紗頬
黄幣兜庵房 籍卜橿偉密 借鯖頬 返保烏徳畦頬菩笠. 蚕根躯系頬 戴往
密 知望 借鯖忘求 戴舗 頬拒別取快庵遵却 僕潔丸借房 倣守 冴救望
借鯖忘求 戴舗 一餌 荊昌 徳 漫休泰 此嫡竺招蒔散祁硝共 頬拒慰
冴救密 鳳卜蒔救勘健昧 籍卜蒔忘求 豊守卜冴 殆笠. 冴救頬 哨啄戴
烏 頬辞密 卓祁責囚管房 峰呼競 籍卜橿偉密 借鯖望 亜取取 恵泰庵
忘求 戴舗 刑憾 垢困蒔頬慰 江漆守蒔僕 責囚忘求 雪趣取別取薫 珂
柾槽幹頬往 荷潔辞囚堰 渥頬 卜竺戴餌 種橿蒔頬薫 漆守蒔僕 座伊望
道 江遺蒔 刃 咽刑密 責囚頬宜慰 値勘 喉垢蒔頬慰 取鋪蒔僕 午漫共
吾別往取 恵戴菩慰 孤卓祁蚕休密 晴文堰 嫡鳳烏躯, 貝喉密 刑阪堰
焚兇望 頬以貝取 恵戴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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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祁蓬幹昧嵯 僕潔丸借望 戴往密 竺招蒔休橘忘求 詣別蚕芳慰
籍卜蒔忘求 取昼戴快 籍卜橿偉密 借鯖房 冴救頬笠. 冴救房 飲 別盗
蔚僕勘 取界冴 返快 噸舗旺 漆守蒔冴粍堰 救勘柾榊, 囲隊戴慰 慰券
泰 送座堰 卓祁蒔頬薫 僕潔蒔僕 此辺糊呉堰 歯霜望 粍檎戴餌 硝啄
戴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僕潔丸借忘求喉西 汐丸蒔僕 取取脈 殺僅共 己
餌 寄薫 戴往密 此根, 冴救密 卓祁此根昧 烏藷戴舗 丸借望 卓祁漆
守昧 詣別蚕芳慰 飲 凋幹望 漆守取勘泰笠.
冴救昧 密戴舗 漆守救勘寄快 卓祁房 僕潔丸借密 漆守貯冴紗頬
亜時 華房 沢泉密 蓬幹頬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忘求嵯密
卓祁密 胤候雪座房 糖泰 卓祁頬 胤候蒔僕 此嫡蒔瑚卓望 亜雫倣快
蓬幹頬宜快雁 殆笠.
卓祁頬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兄蒔密札蒔頬薫
漆守蒔僕 責囚頬宜快 尚群頬 煮求 卓祁密 煮僕, 活葛飼密 凋幹密
位取昧嵯 卓祁密 雪座望 慰竣泰庵頬宜群 卓祁頬 胤候蒔僕 此嫡蒔瑚
卓望 亜雫倣快 蓬幹頬宜快 尚群房 卓祁密 丸根密 瑚貯庫辞密 位取
昧嵯 卓祁密 雪座望 弧断庵頬笠. 卓祁蓬幹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育歳戴快 殴房庵頬 胤候蒔忘求 曙困寄慰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雁 頬呼
取戴快 晒庵頬 循漆寄快 堰竺頬宜慰 駒滞冴 殆笠. 殴房庵密 喉垢蒔
僕 蔚漆瑚貯, 橿阪泰 泳撮望 烏候忘求 戴快 瑚卓房 卓祁頬 吻械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鳳彊, 育歳戴快 殴房庵頬 喉垢蒔忘求亜 吻械
宜 辞群蒔忘求, 橘蒔忘求亜 吻械宜 殊蒔忘求 粍辞壇 晒求蓬庵忘求
遺硝寄舗平 卓祁忘求 岐笠. 舗烏昧快 芳査 殴慰 孤幹蒔僕 峻賞州勘
共 既種別弁慰 佼笠 晒究慰 査手蒔僕 此嫡州勘共 蚕芳烏 漫泰 僕潔
丸借密 責囚頬 歳泰笠. 殴房 此嫡州勘密 曙困堰 査手蒔僕 此嫡州勘
密 冴恭房 僕潔丸借密 此嫡蒔取漫脈 鋪滞昧嵯 胤候蒔僕 瑚貯庫辞望
亜雫倣快 此嫡卓祁頬笠. 糖泰 州郁煮密密 晶菊堰 辞囚忘求喉西 此
嫡煮密漆郁望 佼漫戴烏 漫泰 卓祁辞囚, 潔疾蒔勧恭望 頬拠戴烏 漫
泰 責囚勘 招吸泰 泳吋責囚忘求柏 僕潔丸借密 此嫡蒔取漫脈 鋪滞昧
嵯 胤候蒔瑚卓望 亜雫倣快 此嫡卓祁頬宜慰 滞冴 殆笠.
僕潔丸借密 此嫡蒔取漫脈 鋪滞昧嵯密 胤候蒔僕 瑚卓之吻械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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飼圃堰 僕娃望 蔚漆戴快 責囚昧嵯 胤候蒔僕 瑚卓望 亜雫倣快 責囚
勘 卓祁忘求 岐笠. 此根, 烏榊, 畦貯垢平昧嵯 殴房庵望 曙困戴慰 晒
求蓬 此嫡煮密蒔僕 此根, 烏榊, 畦貯共 循漆戴快 責囚望 卓祁頬宜
慰 戴快庵房 頬徳畦頬笠.
卓祁房 別盗 丸根望 胤候蒔忘求 瑚卓戴快亜 戴快雁 凍宜 嵯
求 笠競 憾亜取 貝胞望 亜手笠.
卓祁密 烏候貝胞密 戴往快 殴房 此嫡州勘共 既種別弁慰 晒求
蓬 此嫡州勘共 蚕芳快庵頬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雁嵯
亜時 借方泰庵房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庵頬笠. 此欺房 此嫡
蒔質受僕庵躯壬 桂遍佼笠勘 此嫡竺招蒔忘求 飼煮座頬 佼時寄舗平
泰笠. 僕潔丸借密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房 此嫡宴泳密 衣慰泰 硝泳僕
査手蒔僕 此嫡州勘昧 密戴舗 活佼岐笠. 郁亜此嫡州勘快 僕潔丸借密
取漫脈 鋪滞望 咽州戴快 偉竺蒔方僕頬笠. 芳峡 往宜昧嵯 値糊竪 惜
取蔚卓望 江窮泰 潔煮蔚卓望 雑擦戴舗 僕潔潔煮煮密州勘共 蚕蓬庵
堰 辞竪 散困宴泳共 此嫡煮密蒔忘求 蔚漆戴舗 此嫡煮密州勘共 蚕蓬
庵房 胤求僕潔丸借密 此嫡蒔取漫脈 鋪滞昧嵯 胤候蒔僕 辞瑚望 亜雫
包 此嫡卓祁管頬笠.
卓祁密 烏候貝胞密 笠競 戴往快 此根, 烏榊, 畦貯垢平昧嵯 殴
房庵密 晒庵昧求密 胤候蒔僕 遺硝頬笠. 此嫡州勘躯頬 此欺管密 飼
煮座雑啄昧 慕逮望 欠招快庵頬 吻械笠. 殴慰 孤幹蒔僕 此嫡州勘亜
僕潔丸借昧餌 此嫡竺招蒔柾歳望 穐方泰笠群 此根, 烏榊, 畦貯密 戯
竪座房 系殊畦貯散凋垢平昧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密 雑啄望 自堀
泰笠. 晒究慰 査手蒔僕 此嫡州勘亜 僕潔丸借昧餌 此嫡密 煮僕忘求
嵯密 取漫共 佼時泰笠 値勘 僕潔丸借頬 此根畦貯蒔忘求, 烏榊蒔忘
求 既淘別雫殆忘群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粍辞壇 雑啄滞冴 返餌
岐笠. 僕潔丸借房 此嫡密 煮僕忘求嵯 矩嶋壇 悪勝別平 滞 査手此根
堰 畦貯, 烏榊望 栽鳳戴舗平 煮僕忘求嵯密 取漫共 丁慰壇 俊取戴慰
煮僕忘求嵯密 沼牧堰 鋪滞望 笠戴群嵯 飼煮蒔僕 散凋望 俄怯冴
殆笠.
此嫡卓祁堰 此根, 烏榊, 畦貯密 3丸卓祁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
望 雑啄戴烏 漫泰 漆守蒔僕 責囚頬宜快雁嵯 衣籍座望 亜取慰殆取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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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頬座勘 殆笠.
飲庵房 芳査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 貝胞昧嵯 旬吻倖冴 殆笠. 此
嫡卓祁頬 僕潔丸借密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 責囚頬宜群 3丸
卓祁房 僕潔丸借望 殴房 此根畦貯脈 飼圃密 育歳昧嵯調取 値糊戴舗
飼煮座望 粍辞壇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頬笠.
糖泰 責囚丸根昧嵯勘 嵯求 育碁岐笠. 此嫡卓祁昧嵯 責囚丸根
頬 煮求 殴房 此嫡州勘共 鳳取戴快雁 峡値宴泳共 亜取慰 此嫡庫辞
望 亜求苦吻往嵯快 孤幹蒔峻賞泳吋, 此嫡蚕休頬宜群 3丸卓祁昧嵯
責囚丸根房 此欺飼硝亜 吻械宜 此欺管密 沓峡歳昧 翁吻殆快 殴房
此根, 既淘別手 畦貯脈 烏榊頬笠.
糖泰 冴痴糊札堰 糊呉昧嵯勘 俊頬旺笠. 此嫡卓祁昧嵯快 槽休
蒔冴橿堰 糊呉頬 烏候忘求 寄取躯 3丸卓祁房 此欺管望 遺僻蔚漆戴
快 糊呉, 此根, 烏榊, 畦貯垢平昧嵯 晒庵望 循漆戴慰 殴房庵望 返
堀快 糊札頬 烏候忘求 岐笠.
糖泰 此嫡卓祁房 此嫡煮密卓祁頬 撮峡戴慰 此嫡煮密州勘亜 冴
恭寄群 締往取躯 3丸卓祁房 僕潔丸借頬 竺猿望 慈慰 晒 此嫡絢瑳昧
管別査 擦烏喉西 擦歯寄慰 此嫡煮密州勘亜 査 笠冒昧 辞群蒔忘求
手痴寄薫 此嫡煮密絢瑳密 辞烏娃昧 手痴岐笠. 躯卜 此嫡州勘密 遺
硝躯望 卓祁忘求 佼快 威芳昧快 殴房 飼候煮密蒔散困糊札密 此嫡煮
密蒔散困糊札昧求密 遺硝, 此嫡煮密州勘密 冴恭忘求 卓祁頬 締往快
庵忘求 寄薫 此嫡煮密州勘亜 査 笠冒 卓祁望 泳歳滞雁 丸泰 畦州快
州烏寄取 扮餌 岐笠. 飲詰往 此嫡煮密絢瑳密 雑順房 此嫡煮密州勘
亜 査 笠冒 此根, 烏榊, 畦貯垢平昧嵯 卓祁望 泳歳戴取 扮忘群 此
嫡煮密密 芳婿座望 峰餌 庫僻擦迅冴 返慰 僕潔丸借密 飼煮漫辺望
締調取 粍座滞冴 返笠快庵望 佼舗煮慰殆笠.
卓祁房 飼煮座昧 丸泰 鳳彊堰 育歳望 隊胞戴取 扮忘仇快 僕潔
丸借飼殺密 飼煮蒔僕 取逮堰 方育, 卓祁蒔改休昧 密戴舗 卜別旺笠.
卓祁頬 卜別往快 鰻宴蒔方僕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昧 丸泰 鳳彊堰
育歳頬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座望 散祁忘求 戴慰殆快 此嫡蒔質受求嵯
飼煮座頬 鳳彊寄慰 育歳寄快庵望 隊胞戴仇慰 戴取 扮快笠. 僕潔丸
借密 飼煮座頬 鳳彊寄慰 育歳寄群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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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望 舜渇餌 俄怯冴 返餌 岐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
座望 散祁忘求 戴慰殆快 此嫡蒔質受僕庵躯壬 峻賞脈 文固頬 殆慰
飼煮座頬 育歳寄快 萎昧嵯快 足圃蒔忘求 卓祁頬 卜別往餌 岐笠. 飼
煮座頬 鳳彊寄慰 育歳寄取 扮快笠群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戴舗 責囚滞 足方勘 返忘薫 卓祁頬 卜別欧冴勘 返笠. 峻賞此嫡昧
嵯 卓祁頬 卜別往餌 寄快庵房 孤幹蒔僕 峻賞泳吋管密 峻賞脈 瞥文
忘求 戴舗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頬 鳳彊葛戴烏徳畦頬笠. 此嫡煮密此嫡
昧嵯 卓祁頬 泳歳寄餌 寄快庵房 峻賞此嫡亜 翁以菓房 鳳系頬 僕潔
丸借密 飼煮座望 育歳戴烏徳畦頬笠. 飼煮座昧 丸泰 鳳彊堰 育歳頬
翁吻殆快 泰 飼煮座望 抱琢戴慰 雑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卓祁責
囚頬 卜別往餌 寄快庵房 足圃蒔頬笠.
飲詰往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頬 鳳彊寄慰 育歳葛泰笠慰 戴舗 卓
祁頬 吻桂徳往 自汐求 卜別往快庵房 吻械笠.
卓祁頬 卜別往快 守識蒔椋僕房 僕潔丸借密 華房 飼煮密札堰
竺招蒔紗江昧 殆笠. 卓祁密 活葛飼快 笠凶吻灰 僕潔丸借頬薫 卓祁
房 僕潔丸借飼殺密 此辺僕庵躯壬 僕潔丸借頬 華房 冴紗密 飼煮密札
堰 卓祁蒔改休望 悪勝保望 徳 江求栽 卓祁頬 卜別往慰 撮峡戴餌
岐笠.
卓祁房 飲 煮僕僕 僕潔丸借頬 華房 飼煮密札望 亜雫平 卜別
旺笠. 僕潔丸借頬 華房 飼煮密札望 亜手笠快庵房 飲管頬 此根蒔忘
求 唖座岐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僕潔丸借頬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望 亜
取取 恵戴慰 飼烏密 此嫡泳吋蒔遵取脈 檀望 鼎梶取 恵戴群 卓祁責
囚昧 淘庶往瑳冴 返笠. 華房 飼煮密札房 僕潔丸借望 卓祁昧求 守識
勝幹戴快 方僕頬笠. 僕潔丸借房 華房 飼煮蒔此根密札望 亜殊 徳昧
躯 飼烏密 飼煮蒔方育脈 峡北望 飼唖戴慰 飲庵望 雑啄戴快庵望 痴
幹兄蒔忘求 貝蚕芳慰 泰形呼庶 責囚戴餌 岐笠. 卓祁頬 卜別往快亜
卜別往取 恵戴快亜 戴快庵房 僕潔丸借頬 華房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忘
求 桂時戴菩快亜 恵戴菩快亜 戴快雁 密戴舗 偉竺岐笠.
卓祁房 糖泰 僕潔丸借頬 華房 卓祁蒔改休望 悪勝別平 辞手戴
慰 撮峡滞冴 殆笠. 系泣 僕潔丸借頬 華房 飼煮密札忘求 桂時戴快庵
勘 借方戴取躯 飲庵躯忘求快 卓祁頬 卜別往 辞手滞冴 返笠. 卓祁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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飲 煮僕僕 僕潔丸借密 卓祁蒔改休昧 密戴舗 勝幹岐笠. 僕潔丸借頬
竺招蒔休橘忘求 絶絶壇 紗江寄快庵房 飲管密 卓祁蒔手哨望 活佼戴快
守識蒔方僕頬笠. 庫辞岐 飼候煮密往宜管昧嵯 卓祁頬 卜別往取 恵戴
快 守識蒔椋僕房 炎午泰 僕潔丸借歳昧 卓祁此根頬 欝頬 晶責寄取 恵
泰雁求喉西 飲管密 飼煮蒔僕 此根密札冴紗頬 華取 恵戴慰 孤卓祁蚕
休望 整撮戴峡躯壬 竺招蒔休橘, 卓祁休橘頬 紗江寄取 恵泰雁 殆笠.
卓祁房 飲 煮僕僕 僕潔丸借頬 此根蒔忘求 唖座寄慰 竺招蒔休
橘, 卓祁休橘忘求 絶絶壇 紗江寄舗平 卜別往 勝幹希冴 殆笠.
査痴泰 卓祁峡泣昧嵯快 散困宴泳亜 庫辞戴快 散困休密 殊易忘
求 希 徳 此嫡卓祁密 擦烏亜 勘況泰笠慰 戴群嵯 此嫡卓祁密 椋僕頬
散困休堰 散困宴泳密 刑阪昧 殆笠慰 佼幣笠. 散困休堰 散困宴泳密
刑阪頬 此嫡卓祁頬 卜別往餌 戴快 方僕忘求快 寄取躯 飲 刑阪頬
殆笠慰 戴舗 卓祁頬 孤甘擦 自汐求 卜別往取快 扮快笠. 卓祁房 飲
煮硝僕 僕潔丸借頬 卓祁望 汐雑戴餌 方育戴慰 飲庵望 雑啄滞冴 殆
快 竺招蒔休橘忘求 紗江寄菩望 徳昧宜平躯 卜別往慰 勝幹寄餌 岐笠.
卓祁撮峡密 胤候方僕房 鰻宴蒔漆絢昧嵯亜 吻械宜 煮硝昧嵯 旬
吻平 泰笠. 椋況 卓祁撮峡密 胤候方僕昧 宴泰 畦州快 卓祁密 煮硝
脈 鰻宴蒔漆絢此頬密 琢根宴泳昧嵯 別壊庵頬 佼笠 鞄 偉竺蒔僕 鋪
滞望 戴快亜 戴快 畦州宜慰 駒滞冴 殆笠.
卓祁昧嵯快 煮硝之吻械宜 鰻宴蒔漆絢勘 卜竺戴餌 歯胞泰笠. 庫
辞岐 系殊烏榊蒔冴橿頬 悪勝別取快庵房 晒求蓬 此嫡州勘共 蚕芳慰
衣慰壇 戴快雁嵯往 此欺管密 此根堰 畦貯共 蔚漆戴快雁嵯 鳳峡泰
漆絢忘求 岐笠. 糖泰 孤幹蒔頬薫 孤僕潔蒔僕 此嫡州勘戴昧嵯快 僕
潔丸借密 卓祁蓬幹頬 娃慰戴慰 侯慈泰 堰竺望 虻庶嵯 手痴寄取躯
此嫡煮密州勘戴昧嵯快 僕潔丸借密 取逮堰 方育昧 寓餌 阪漆究餌 楢
競 歳勘求 庫辞戴餌 岐笠. 之躯吻械宜 郁州蒔兆威堰 飼圃取峡蒔漆
絢勘 卓祁昧 卜竺泰 慕逮望 欠捷笠. 孤卓祁蚕休昧 丸泰 郁州孤幹管
密 取椋頬 欠弊戴虻往 孤卓祁蚕休頬 郁州蒔忘求 慰恭寄舗殆快 孤群
昧 卓祁蚕休昧 丸泰 郁州卓祁休橘密 取椋頬 穐休戴慰 郁州蒔僕 取
取脈 及丸座頬 穐貯寄快庵房 卓祁昧 鳳峡泰 兆威忘求 岐笠.
鰻宴蒔漆絢頬 卓祁堰 絢瑳昧嵯 借方泰 歯胞望 戴劇求 卓祁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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絢瑳昧嵯 撮峡戴烏 漫値嵯快 卓祁密 鰻宴蒔漆絢望 児 整困泰雁 烏
藷戴舗 孔峡泰 漆絢房 飲 歯胞望 弊貯擦尽虻往 淫侯戴薫 鳳峡泰 漆
絢望 煮幹蒔忘求 矩及戴慰 蒔淫蒔忘求 峡胞戴快庵頬 借方戴笠. 卓
祁堰 絢瑳昧嵯 鰻宴蒔方僕密 歯胞望 桂擦戴虻往 諾擦戴群 煮宴煮密
脈 刑醍煮密昧 楢殊冴 殆忘薫 芳舗易汐望 群招 恵戴餌 岐笠.
鰻宴蒔漆絢頬 卓祁昧 卜竺戴餌 慕逮望 煮取躯 卓祁撮峡密 胤
候方僕忘求 寄快庵房 吻械笠. 卓祁撮峡密 胤候方僕房 別観調取往
煮硝昧 殆笠. 卓祁密 煮硝亜 別祷餌 穐貯寄慰 飲 鋪滞頬 別祷餌 華
吻取快亜 戴快雁 凍宜 卓祁密 撮族亜 汁芳岐笠. 卓祁密 煮硝亜 穐
貯寄慰 飲 鋪滞頬 華吻手笠快庵房 卓祁密 煮硝共 頬拒快 冴救, 葛,
磯丸脈 僕潔密 籍卜橿偉頬 絶絶壇 笠雫取慰 僕潔丸借密 卓祁蒔改休
頬 江根壇 燭手笠快庵頬薫 葛堰 冴救密 救勘健昧 僕潔丸借密 循漆
蒔檀頬 卓祁堰 絢瑳昧 佼笠 炎午壇 漆守幹椋寄慰 衝丸泰忘求 庫僻
岐笠快庵望 密欠泰笠. 煮硝共 穐貯戴慰 飲 鋪滞望 華頬快 此辺望
児戴取 恵戴群 吻桂峡 鳳峡泰 鰻宴蒔漆絢頬 漆座寄慰 漫休泰 系殊
烏榊蒔冴橿頬 矩及寄舗殆忘薫 沫喉密 取椋頬 穐休戴笠慰 値勘 卓祁
頬 卜別往 撮峡滞冴 返笠.
卓祁密 煮硝共 絞糊忘求 穐貯戴舗 卓祁密 撮峡共 頬拠戴快雁
嵯 査磯卓祁求査望 処自壇 位取戴快庵房 借方泰 密密共 亜手笠. 卓
祁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鳳彊戴慰 育歳戴仇快 孤幹蚕休堰 飼煮休
橘堰密 初柾泰 檀密 丸偉頬笠. 飲詰劇求 州郁煮密共 江窮泰 孤幹蚕
休望 腫喉擦慰 僕潔丸借密 飼煮漫辺望 桂休忘求 活佼戴快 卓祁磯丸
共 卓祁密 烏候休橘忘求 貝蚕蜂 徳 卓祁密 煮硝共 江根壇 穐貯戴慰
飲 鋪滞望 華舗往哀冴 殆笠.
卓祁房 卜竺泰 苔呉掌蒔堰竺望 虻庶嵯 鯖貯庫辞泰笠. 卓祁房
僕潔丸借頬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 殴房 此嫡共
既種別弁慰 晒 此嫡共 絢瑳戴烏 漫泰 責囚忘求喉西 擦歯寄舗 殴房
此嫡密 鳳系望 曙困戴烏 漫泰 責囚忘求 泳歳 鯖貯庫辞寄舗往娃笠.
殴房 此嫡共 既種別弁慰 晒 此嫡共 絢瑳戴烏 漫泰 責囚昧嵯
査俊蒔忘求 往嵯快庵房 潔疾値糊卓祁頬笠. 泳吋密 蓬祁, 蔚僕密 蓬
祁房 潔疾密 蓬祁堰 突冴返頬 及偉寄舗殆忘薫 潔疾値糊房 泳吋値糊,
- 297 -

僕娃値糊望 漫泰 辞州求 岐笠. 此欺管頬 往宜脈 潔疾望 橿漫求 散
凋戴慰 卓祁責囚頬 潔疾郁亜碁求 手痴寄快 漆絢昧嵯 潔疾蒔僕 柾歳
昧嵯 吾別往取 恵戴慰嵯快 包悪 孔痴堰 慰籍望 荻快 峻賞泳吋堰 峻
賞州勘飼硝共 曙困滞冴 返笠.
飼煮座望 漫泰 卓祁責囚昧嵯 潔疾値糊卓祁頬 粍冴寄群 泳吋値
糊卓祁密 堰辺頬 往査笠. 泳吋此嫡昧嵯 此欺管房 卜竺泰 泳吋頬往
泳抄昧 歳戴舗 散凋戴餌 寄薫 峻賞泳吋堰 峻賞州勘快 僕潔丸借忘求
戴舗韻 飼圃堰 此嫡密 包悪 柾歳堰 育歳昧嵯 吾別欧冴 返餌 戴快
煮寄快 時堀系求 岐笠. 僕潔丸借頬 泳吋値糊望 雑啄戴舗 泳吋蒔峻
賞脈 瞥文昧嵯 吾別往快庵房 殴房 此根堰 畦貯, 飼圃密 育歳昧嵯調
取 粍辞壇 値糊寄烏 漫泰 辞州頬笠.
卓祁昧嵯 泳吋値糊密 堰辺頬 冴痴岐 笠冒昧快 僕娃値糊密 堰
辺頬 往査笠. 潔疾値糊, 泳吋値糊漫辺密 雑啄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
望 漫泰 卓祁責囚昧嵯 胤候蒔僕 辞兆忘求 寄取躯 飲庵忘求柏 僕潔
丸借密 飼煮座頬 粍辞壇 雑啄寄快庵房 吻械笠. 凍宜嵯 潔疾値糊, 泳
吋値糊頬 雑啄岐 笠冒昧勘 僕娃値糊密 堰辺望 冴痴戴舗平 泰笠. 査
痴泰 卓祁峡泣昧嵯快 潔疾値糊畦州共 勧飼蒔僕 堰辺忘求 佼取 扮幣
忘薫 僕娃値糊畦州共 泳吋値糊昧躯 悦峻擦尽慰 泳吋値糊頬 雑啄
岐 笠冒 僕娃値糊卓祁密 堰辺頬 及頬別 往嵯餌 岐笠快雁 丸値嵯快
取蒔戴取 恵戴菩笠. 卓祁蓬幹庫辞密 苔呉掌蒔堰竺房 煮硝処替昧 密
戴舗 辞群蒔忘求 値祁寄餌 寄菩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卓祁昧 丸泰 粍檎泰 処替蒔値祁頬 煮別珠
忘求柏 僕潔丸借密 候座蒔方育昧 寓餌 卓祁望 辞手擦唇往哀冴 殆快
漫休泰 此根峡泣蒔桂烏亜 矩及寄菩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嫡蒔質受求嵯 此欺頬 亜取快 散祁頬宜快
庵忘求嵯 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密 戴往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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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丸泰 救勘飼 窺竺卜幹取溺嵯快
笠冒堰 渥頬 取蒔戴擦菩笠.
窺竺卜
《此欺房 鵬硝蒔散祁堰 腿溺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亜種械笠. 鵬硝
蒔散祁頬 散系鳳烏硝求嵯密 此欺密 散祁頬宜群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密 散祁睦械笠.》
此欺房 鵬硝蒔散祁堰 腿溺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
頬笠.
此欺頬 鵬硝蒔散祁堰 腿溺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亜取餌 寄快庵房
此欺頬 橿阪泰 散系鳳烏硝亜 吻械宜 此嫡蒔質受頬烏徳畦頬笠.
散系替蒔位取昧嵯 佼群 此欺勘 笠競 幹札系堰 笠凶返快 散系
鳳烏硝頬笠. 此欺房 散祁系殊密 倣狭 手貯堰竺昧 散以屋忘薫 笠競
散祁硝管頬 笠 飲詰泰庵遵却 散系替蒔僕 系殊丸此共 籍戴舗 飼烏密
鵬硝共 佼質値往娃笠. 頬庵房 此欺勘 散系鳳烏硝密 戴往宜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飲杵雁 此欺房 鵬硝蒔散祁躯 亜取慰 此快 橿阪泰 散系替蒔質
受亜 吻械笠. 此欺房 此嫡蒔種橿望 頬拒慰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此快
此嫡蒔質受頬笠.
此欺房 此嫡蒔種橿望 頬拒慰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墾薫 凋幹戴
快庵忘求 戴舗 笠競 刑看 質受管堰 胤候蒔忘求 育碁岐笠. 此欺密
候殊蒔雪座僕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飼硝亜 此嫡休此蒔忘求 沢座
寄慰 庫辞戴快 此嫡蒔歳座頬笠.
飲詰劇求 此嫡蒔質受宜快庵房 此欺頬 散祁系殊望 江窮泰 包悪
飼圃蒔質受管堰 育碁寄快 胤候雪趣忘求 寄薫 此欺房 呼求 此嫡蒔質
受僕庵忘求 戴舗 此欺股密 飲 別盗 質受勘 亜殊冴 返快 此嫡竺招蒔
散祁望 亜取餌 岐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欺昧餌 慰鳳泰 散祁頬笠. 蚕泳昧嵯 此嫡
蒔種橿望 頬拒慰 此嫡蒔宴泳共 懸慰 墾薫 凋幹戴快 此嫡蒔質受快
倣守 此欺之頬笠. 笠競 散祁系殊管房 散系替蒔候改昧 烏藷泰 蔚硝
蒔 糖快 桂峡蒔凋幹忘求 散質望 鳳取戴取躯 頬脈快 鰍峡 此欺房 此
嫡蒔忘求躯 飼烏密 質受共 鳳取戴慰 飼烏密 兄蒔望 雑啄値往娃笠.
此嫡蒔凋幹房 此欺密 慰鳳泰 散質糊札頬薫 凍宜嵯 此嫡竺招蒔散祁
房 此欺昧餌躯 殆快 慰鳳泰 散祁頬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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頬遵却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求嵯 亜取快 散祁
望 糟啄戴快 処替蒔蔚暇頬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望 育啄戴慰殆快 散祁
頬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頬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望 育啄戴慰殆快 散祁頬
宜快庵房 飲庵頬 此嫡蒔僕娃密 候殊蒔雪座望 孤慕戴慰殆忘薫 飼煮
蒔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泰 循漆蒔凋幹望 籍戴舗 取械慰 紅貝舗取快
散祁頬宜快庵頬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欺密 慰鳳泰 候殊蒔雪座望 孤慕戴慰殆笠.
此欺房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頬薫 飲庵望 梼
往嵯 此欺昧 丸戴舗 駒滞冴 返笠. 躯卜 此欺昧餌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頬 返笠群 散系鳳烏硝股昧 翁望庵頬 返餌 寄薫 散系替蒔質受
求 寄慰躯笠. 頬庵房 此欺頬 此嫡蒔質受求嵯 亜取餌 寄快 此嫡竺招
蒔散祁頬 此欺望 幹系望 江窮泰 頬舗密 笠競 質受管堰 候殊蒔忘求
育碁寄餌 戴快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慰鳳泰 雪座僕 飼煮座, 循漆座, 密
札座望 孤慕戴慰殆笠快庵望 駒値紗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泰 循漆蒔凋幹堰
竺昧 取械慰 紅往餌 岐笠. 此欺密 候殊蒔雪座僕 飼煮座, 循漆座, 密
札座房 煮漫蚕泳共 取紘戴慰 蔚漆戴舗往亜快 此欺密 凋幹望 籍戴舗
糟啄岐笠. 此欺房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亜手庵忘求 戴舗 蚕泳
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墾仇快 方育共 州烏戴慰 飲
庵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循漆蒔凋幹望 兄蒔密札蒔忘求 五仇往亜薫 飲庵
忘求 戴舗 煮漫兆威昧 憲兄蒔忘求 阪膨戴舗 墾吻往亜快 幹系堰 殊
蒔忘求 育碁岐笠. 飲詰劇求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昧餌 慰鳳泰 散
祁僕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欺密 候殊蒔雪座密 庫啄堰竺, 飼煮蒔方育
共 雑啄戴烏 漫泰 兄蒔密札蒔僕 循漆蒔凋幹堰竺昧嵯躯 取械餌 寄慰
鳳取寄餌 寄薫 紅往餌 寄快庵頬笠.
頬庵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頬 此欺密 候殊蒔雪座望 育啄戴慰殆快
散祁頬宜快庵望 駒値紗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欺密 州卜散祁頬笠.
此欺昧餌 憾 散祁, 鵬硝蒔散祁堰 此嫡竺招蒔散祁頬 殆快庵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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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 戴舗 別壊 散祁頬 鞄 悦借泰亜 戴快 畦州亜 往査笠.
鵬硝蒔散祁堰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欺昧餌 殆別嵯 笠渥頬 悦借
泰 散祁頬取躯 飲 亜招脈 悦借座密 竺勘昧 殆別嵯快 殊蒔僕 俊頬共
亜取慰殆笠.
此欺昧餌 殆別嵯 鵬硝蒔散祁勘 悦借戴笠. 此欺房 鵬硝蒔散祁
頬 殆別平 此嫡竺招蒔散祁勘 取械慰 此嫡竺招凋幹望 五仇往哀冴
殆笠.
飲詰往 此欺昧餌 殆別嵯 佼笠 悦借泰庵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頬笠.
飲庵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頬 此嫡蒔僕娃密 質編堰 亜招共 咽竺戴快 散
祁頬烏徳畦頬笠.
此欺頬 此嫡蒔僕娃忘求嵯密 亜招共 亜取慰 此欺渇餌 此快亜
恵此快亜 戴快庵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取械慰 紅貝舗往亜快亜 飲丘
取 恵泰亜 戴快雁 密戴舗 曹亜岐笠. 此欺房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
座望 亜手 此嫡蒔質受僕庵躯壬 飲 質編堰 亜招快 候改蒔僕 散系替
蒔方育往 奨疾擦尽群嵯 幹系遵却 此快雁 殆快庵頬 吻械宜 蚕泳脈
飼烏 蓬祁密 煮僕忘求嵯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求 墾薫 庫辞戴快雁
殆笠. 江汲 此欺頬 吻桂峡 倣況 困笠慰 戴鞄宜勘 飲庵頬 候改蒔僕
散系替蒔朋偶望 奨疾擦尽快 散凋密 繊憾峡共 吾別往取 恵泰笠群 飲
庵房 此欺笠蓬 恨頬宜慰 駒滞冴 返忘薫 飲杵 此欺房 僕娃忘求嵯密
飲 別盗 質編堰 亜招勘 取械取 恵泰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欺密 候殊蒔雪座望 育啄戴慰殆快 散祁僕
庵躯壬 此欺頬 舜忘求 僕娃渇餌 墾仇群 孤甘擦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取嫁平 泰笠. 僕娃頬宜慰 滞 徳 飲庵房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望
密欠戴薫 此欺密 散祁望 泰矩観求 糟啄滞 徳 飲庵房 此嫡蒔質受求
嵯密 此欺密 候殊蒔雪座望 育啄泰 散祁,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駒戴快
庵頬笠. 此欺密 鵬硝蒔散祁房 倣守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取械慰 佼欺
殆餌 墾烏 漫泰 系殊蒔活佼求嵯躯 亜招共 亜手笠. 躯弊 此嫡竺招蒔
散祁望 取械取 恵戴看亜 糖快 飲庵望 朴別鈷峡餌 岐笠群 飲杵 此欺
房 此嫡蒔僕娃忘求嵯快 社房 形頬往 渥笠.
偉郁 此嫡竺招蒔散祁昧 密戴舗 此欺密 質編堰 亜招亜 偉竺寄
餌 寄薫 凍宜嵯 飲庵房 此欺密 亜時 悦借泰 州卜散祁忘求 岐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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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嫡竺招蒔散祁密 刑硝快 此嫡蒔種橿頬笠.
此欺密 鵬硝蒔散祁房 宅圃蒔宴泳共 籍戴舗 整慰旺笠. 鵬硝蒔
散祁房 喉刑昧 密戴舗 煮別取慰 僕娃鳳烏硝密 散峡蒔烏改僕 殺手丸
此昧 密戴舗 鳳取岐笠.
飲詰往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鵬硝蒔散祁堰快 鰍峡 刑看 此欺管頬
順座蒔忘求 整慰往快庵頬 吻械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嫡脈 種橿密
庫辞望 漫戴舗 頬呼取泰 此欺管昧餌 此嫡蒔種橿頬 煮快 散祁頬薫
凍宜嵯 飲庵房 此嫡蒔種橿堰 蓬祁望 渥頬戴群嵯 飲 庫辞望 漫戴舗
鯛殺蒔忘求 責囚戴快 此欺管躯頬 取械餌 岐笠.
此嫡蒔種橿頬 此嫡竺招蒔散祁密 刑硝求 寄快庵房 此欺頬 此嫡
蒔種橿歳昧嵯躯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取界冴 殆慰 此嫡蒔質受
求嵯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求 墾薫 庫辞滞冴 殆笠快 此竺堰 宴及
岐笠.
種橿煮密快 此欺密 候座頬薫 此欺房 此嫡蒔種橿歳昧嵯躯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取械慰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求 墾薫 庫辞滞冴
殆笠. 此欺房 此嫡蒔種橿望 頬拒慰 散凋戴群嵯 飼煮座, 循漆座, 密
札座望 取灰 此嫡蒔質受求 希冴 殆保慰 蚕根昧嵯 亜時 質編殆慰 檀
殆快 質受求 希冴 殆保笠. 此嫡蒔種橿望 梼往嵯 此欺密 飼煮座, 循
漆座, 密札座昧 丸戴舗 散唖滞冴 返慰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堰
庫辞昧 丸戴舗 駒滞冴 返笠. 飲詰劇求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密 散
祁僕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嫡蒔種橿堰 栃舗菓慰 散唖滞冴 返笠.
此欺房 此嫡蒔種橿密 泰 座椋忘求嵯 此嫡脈 種橿密 峡北望 雑
啄戴慰 種橿密 蓬祁望 蔚醇値往亜快雁嵯 卜竺泰 鋪滞望 滞 徳 飲求
喉西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己吻墳慰 紅貝卜冴 殆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嫡蒔種橿密 座椋頬宜慰 戴舗 俄育往 自汐求 取械餌 寄快庵房 吻
械笠.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烏 漫泰 循漆蒔凋幹房 此嫡蒔忘求, 種橿
蒔忘求 手痴寄快庵躯壬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欺密 飼煮蒔頬薫 循漆
蒔僕 凋幹堰 責囚密 漫休泰 桂烏僕 此嫡蒔種橿密 庫辞昧 烏舗滞 徳
種橿忘求喉西 己吻墳餌 寄慰 紅往餌 岐笠. 此嫡脈 種橿房 墳借昧勘
返頬 蔚僕密 墳卜堰 逮戯躯望 勝育戴快 此欺管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取界冴 返笠. 飲詰劇求 此欺頬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取械慰 紅貝頬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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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値嵯快 飼烏密 蓬祁望 種橿密 蓬祁堰 偉苔擦尽慰 種橿密 峡北堰
庫辞望 漫戴舗 形呼庶 責囚戴舗平 泰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嫡蒔種橿頬 煮快 散祁頬宜慰 戴舗 別盗
此嫡蒔種橿頬往 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密 刑硝求 寄快庵房 吻械笠. 此
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欺密 候殊蒔雪座望 孤慕戴慰殆快 散祁僕庵躯壬
倣守 此嫡蒔僕娃密 候座望 硝啄泰 此嫡蒔種橿躯頬 此欺管昧餌 此嫡
竺招蒔散祁望 墳以煮慰 紅貝舗者冴 殆笠.
此欺管昧餌 此嫡蒔僕娃密 州卜散祁僕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墳以
煮快 此嫡蒔種橿房 僕潔丸借頬笠. 僕潔丸借房 飼煮蒔方育脈 循漆蒔
凋幹密 衣籍座忘求 戴舗 偉苔岐 此嫡蒔種橿僕庵忘求 戴舗 此嫡竺招
蒔散祁密 刑硝求 寄餌 岐笠. 偉郁 此欺房 僕潔丸借密 泰 座椋頬 寄
舗 飲脈 蓬祁望 渥頬滞 徳 慰悦泰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取械慰 紅貝舗
往哀冴 殆笠.
此欺密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望 腫故慰 瞥俄僑快 取煮, 飼
候亜泳吋頬往 飲管密 峡北望 丸瑚戴快 竺葛, 郁亜脈 渥房 孤幹蒔僕
此嫡蒔種橿房 此嫡蒔僕娃密 候座蒔方育昧 紘招寄快庵忘求 戴舗 此
嫡竺招蒔散祁密 刑硝求 希冴 返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慕散戴快 散祁頬笠.
刑看 散祁硝亜 飲詰泰庵遵却 此欺密 鵬硝蒔散祁昧勘 泰泳亜
殆笠. 散系鳳烏硝求嵯密 此欺密 散祁昧 泰泳亜 殆快庵房 別卯冴 返
快 飼圃密 呉掌頬笠.
鵬硝蒔散祁房 蔚僕密 鵬硝亜 社餌 寄群 抵別取取躯 此嫡竺招
蒔散祁房 慕椋戴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頬 慕散戴餌 寄快庵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密 刑硝
僕 僕潔丸借頬宜快 此嫡蒔種橿頬 慕椋壇 質受戴烏徳畦頬笠. 僕潔丸
借望 頬拒快 此嫡蒔種橿房 飼烏 蓬祁望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求 蔚
醇値往哀冴 殆快 散祁休望 取械慰殆快庵忘求 戴舗 僕漁休此脈 鞄孔
別 慕椋壇 質受戴快 種橿頬薫 僕潔丸借頬宜快 此嫡蒔種橿密 泰 座
椋忘求嵯 己吻墳房 蔚僕密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僕潔丸借堰 腿溺 慕散
戴餌 寄快庵頬笠. 橿 戴拒共 墾吻勘 飲庵頬 此欺密 候殊蒔雪座昧
寓快庵頬慰 胤求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 埼慰泰 漫辺冴痴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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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舗戴快庵忘求 寄菩望 徳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慕椋壇 墾吻 紅旺笠.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雑啄戴快 此嫡煮密共 漫泰 卓祁責囚昧嵯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冴救頬 墳以煮慰 紅貝舗煮快 散祁忘求 岐笠. 卓
祁戴快 此欺管房 慰悦泰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冴救忘求喉西 己吻墳慰
冴救密 済卯吻況嵯 紅貝舗往亜餌 岐笠.
此嫡煮密共 絢瑳戴烏 漫泰 卓祁責囚昧嵯 此嫡竺招蒔散祁密
別鈷頬快 冴救頬笠.
飼煮座望 漫泰 僕潔丸借密 卓祁責囚昧嵯 冴救, 葛, 磯丸脈 僕
潔房 戴往密 蓬祁衣幹硝求 偉苔岐 此嫡竺招蒔種橿, 此嫡竺招蒔散祁
硝共 頬拒餌 寄薫 頬庵房 飼煮座望 雑啄戴烏 漫戴舗 責囚戴快 此欺
管昧餌 殆別嵯 慰悦泰 此嫡竺招蒔散祁密 刑硝求 岐笠.
飲杵雁 此嫡竺招蒔種橿房 駆房 此欺管求 頬拒別取快庵躯壬 虻
烏昧快 此嫡蒔種橿密 散祁凋幹望 籍卜蒔忘求 取昼戴快 借鯖頬 殆餌
岐笠. 蔚碁蒔此欺管密 散祁密 借鯖頬 蛎冴僕庵遵却 冴救, 葛, 磯丸
脈 僕潔忘求 頬拒別取快 此嫡竺招蒔種橿密 散祁密 借鯖房 頬 種橿
密 衝慰蛎冴僕 冴救頬笠. 冴救房 僕潔丸借密 飼煮蒔僕 方育脈 峡値
宴泳共 垢左芝苔戴舗 戴往求 籍卜擦尽快 借鯖僕 幹擦昧 飲庵望 雑
啄戴烏 漫泰 僕潔丸借密 凋幹望 籍卜蒔忘求 取昼戴快 借鯖頬笠. 飲
詰劇求 冴救望 梼往嵯 此嫡竺招蒔種橿密 質受脈 庫辞昧 丸戴舗 散
唖滞冴 返笠.
冴救頬 此嫡竺招蒔種橿密 散祁密 借鯖頬慰 冴救望 梼往嵯 此
嫡竺招蒔種橿密 質受脈 庫辞, 飲 散祁休昧 丸戴舗 散唖滞冴 返忘劇
求 此嫡煮密共 漫泰 卓祁責囚昧嵯快 偉郁 冴救頬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煮快庵忘求 寄薫 頬求喉西 冴救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密 別鈷頬求 寄快
庵頬笠.
冴救房 此欺管昧餌 慰悦泰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墳以者之吻械宜
飲庵望 紅貝舗往亜勘汲 頬挺別紗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嫡蒔種橿密 方育共 雑啄戴快 卯昧嵯 紅往
餌 寄快 散祁頬笠.
飲杵雁 冴救, 葛, 磯丸脈 僕潔忘求 頬拒別取快 此嫡竺招蒔種
橿密 方育脈 峡北房 冴救密 此根昧 密戴舗 亜時 竺丁壇 州烏寄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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冴救密 救勘昧 密戴舗 紅往餌 雑啄岐笠. 冴救密 此根房 僕潔丸借望
戴往密 此嫡竺招蒔種橿忘求 籍卜橿偉擦尽快 散祁査頬薫 冴救密 救
勘快 頬詰泰 此嫡竺招蒔種橿頬 飼烏 蓬祁望 飼煮蒔忘求, 循漆蒔忘
求 蔚醇値往哀冴 殆餌 戴快 胤候活佼頬笠. 冴救密 此根昧 密戴舗
僕潔丸借頬 戴往密 此嫡竺招蒔種橿忘求 偉苔希冴 殆快 此根竺殺蒔
烏藷亜 矩及寄薫 冴救密 救勘昧 密戴舗 飲庵房 穐泰 漆守休堰 橿偉
休望 取灰 亜時 衣慰戴慰 漫休泰 此嫡竺招蒔種橿忘求 穐貯庫辞寄舗
往娃笠.
飲詰劇求 此欺管房 冴救望 刑擦慰 冴救密 此根堰 救勘共 己望
徳宜平 此嫡竺招蒔種橿密 方育脈 峡北望 処自壇 抱琢戴慰 飲密 庫
辞堰 顧慕望 漫値 亜時 蒔淫蒔忘求 頬呼取滞冴 殆忘薫 慰悦泰 此嫡
竺招蒔散祁望 亜時 埼慰泰 華頬昧嵯 紅貝舗往哀冴 殆笠.
頬庵房 卓祁戴快 此欺管房 此嫡蒔僕娃忘求嵯密 亜時 悦借泰
此嫡竺招蒔散祁望 冴救昧餌嵯 己吻墳餌 寄薫 冴救密 済卯吻況嵯 紅
貝舗往亜餌 岐笠快庵望 駒戴舗紗笠.
此嫡煮密共 漫泰 卓祁責囚昧嵯 冴救忘求喉西 己吻墳餌 寄快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嫡竺招蒔散祁密 亜時 華房 橿泳共 頬挙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昧 寓快 飼煮蒔頬薫 循漆
蒔僕 凋幹忘求 此嫡脈 種橿望 漫戴舗 頬呼取戴快 此欺頬宜群 俄育
往 取械餌 寄快 散祁頬取躯 飲 冴紗堰 華頬快 擦丸矩笠 此欺矩笠
綴 渥房庵房 吻械笠. 擦丸矩笠 此欺管密 飼煮座, 循漆座, 密札座密
庫辞冴紗頬 笠僑慰 幹擦丸昧 此快 此欺管頬宜慰 戴舗勘 飲管密 此
根竺殺蒔紗江竺勘昧嵯 嵯求 俊頬亜 殆餌 寄快庵躯壬 此欺密 候殊蒔
雪座望 育啄戴慰殆快 此嫡竺招蒔散祁勘 飲 華頬昧嵯 俊頬共 亜取餌
岐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密 華頬快 此欺密 飼煮座雑啄昧 別壊躯壬 烏舗
戴快亜昧 密戴舗 偉竺岐笠.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飼煮蒔方育共 雑啄戴
烏 漫泰 循漆蒔凋幹堰竺昧 取械餌 寄快 散祁忘求嵯 此欺密 候座蒔
方育共 別盗 冴紗昧嵯 孤慕戴慰殆慰 飲 雑啄昧 変矩往 蒔淫蒔忘求
頬呼取戴快亜 戴快雁 凍宜 飲 華頬亜 鰍宜取餌 岐笠.
冴救頬 救勘戴快 此嫡煮密共 漫泰 卓祁責囚房 僕潔丸借密 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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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座望 漫泰 責囚密 亜時 華房 橿泳頬笠.
此嫡煮密漫辺房 候殊昧 殆別嵯 僕潔丸借密 飼煮座望 粍辞壇
雑啄戴烏 漫泰 責囚頬笠. 飲庵房 飼圃堰 此嫡, 僕娃飼殺望 此欺密
候座蒔方育昧 寓餌 蔚漆戴烏 漫泰 虻循泰 此辺頬薫 飲 庫辞密 亜時
華房 橿泳昧 殆快 卓祁責囚頬笠. 此嫡煮密漫辺昧 密戴舗 僕潔丸借
密 此嫡竺招蒔飼煮座頬 粍辞壇 雑啄寄慰 飼煮蒔頬薫 循漆蒔僕 散凋
望 俄 怯 冴 殆 快 系殊蒔 漆 絢 堰 此 根 畦 貯 蒔漆 絢 頬 椋躯 壇 矩 及
岐笠. 笠擦駒戴舗 冴救密 此根堰 救勘共 育啄値往亜快 此嫡煮密卓
祁堰 此嫡煮密絢瑳望 籍戴舗 此嫡蒔僕娃密 候座蒔方育亜 亜時 華房
威取昧嵯 雑啄寄餌 岐笠.
飲詰劇求 此嫡煮密漫辺望 雑啄戴烏 漫泰 卓祁責囚昧嵯 冴救頬
墳以煮快 此嫡竺招蒔散祁房 此嫡蒔僕娃頬 取械餌 寄快 此嫡竺招蒔
散祁亜蓬雁嵯 亜時 華房 橿泳求 岐笠.
休此蒔忘求 佼群 此欺密 散祁畦州快 冴駆房 此根亜, 処替亜管
昧 密戴舗 泣密寄菩取躯 散系替蒔質受管堰 笠競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密 散祁頬 桂遍僕亜昧 丸戴舗嵯快 州烏漆俊 戴取 恵戴菩笠.
取旺 擦烏昧快 此欺密 散祁望 炭壇 鵬硝蒔散祁躯忘求 峡値戴
菩笠. 慰丸 飲峡索密 尽響碍替祖密 循擦飼僕 吻峡索専槍索快 処替
此昧嵯 遵冒忘求 僕娃処替望 貝菓房 栽人宜繊索密 芝遺蒔頬薫 宴暇
泣蒔僕 僕散魚峡此根望 凄戯煮密蒔位取昧嵯 蔚噴戴舗 姶唖蒔凄戯望
偏快庵頬 僕娃密 衝藷密 飲峡慰 衝竪密 兄蒔頬薫 飲脈 渥房 凄戯密
恕貯求嵯 痴侯頬 頬拒別手笠慰 煮時戴菩笠. 頬詰泰 位値密 健呼生
昧快 此欺望 阪辞壇 鵬硝蒔散祁躯忘求 佼快 位値亜 銚仇殆保笠. 胤
丸 慕郁鳳系泣密 丸糟飼密 泰此欺僕 蛸索快 散祁頬技 此取密 蓬幹
昧 取往取 扮快笠慰 戴群嵯 散祁昧 丸泰 烏泳泣蒔値左望 管慰往矛
快雁 頬庵勘 此欺望 鵬硝蒔散祁躯望 亜手 散系替蒔質受求 佼幣笠快
庵望 駒戴舗紗笠.
泰矩観求 取旺 擦烏密 此欺密 散祁昧 丸泰 峡値管房 丸硝求
散系替蒔峡値密 繊憾峡共 吾別往取 恵戴慰殆保笠.
系泣 取旺 擦烏昧勘 僕娃散祁密 散系替蒔尚群佼笠 此嫡蒔尚群
望 鞄 借擦戴慰 飲 亜招勘 此嫡蒔位取昧嵯 慰竣戴仇快 査手蒔僕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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値管勘 殆保笠.
2 000舗寡娃 質受戴群嵯 条昔強遺密 《殺循蚕》瑳密 藷左望 頬
拒保兜 贈昔響矩頬倣索密 《順幹》瑳堰 吻峡索惜舛響索密 《取育借鯖》
瑳望 喉竺戴慰 《取幹》瑳望 締調取 煮時泰庵忘求 戴舗 芝遺受粗昧
密値 貯沢葛泰 舎僑笠珂 攻拒珂快 《孔房 往共 竺侯戴取 恵滞庵頬笠.
欠況密 蚕泳快 往共 峡値滞庵頬薫 往密 亜招共 焚餌 希庵頬笠.》慰
査蔑戴菩快雁 舗烏昧快 此欺密 散祁堰 飲 亜招共 橿阪壇 鵬硝蒔散
祁密 卯慰鼻冒忘求 倖冴 返笠快 位値亜 菓舗殆笠.
飲詰往 頬脈 渥房 位値管勘 僕娃密 散祁昧 丸泰 堰替蒔峡値昧
烏藷泰庵房 吻械菩笠. 飲庵房 笠躯 往宜脈 潔疾望 漫泰 責囚堰 僕
漁密 畦貯庫辞昧 衣鯛泰 此欺管房 竪蚕昧勘 飲 頬凶頬 辞値手笠快
峡値密 竺勘昧嵯 州烏岐庵管頬菩笠.
具索煮密昧嵯快 此欺望 此嫡蒔宴泳歳昧嵯 慰竣戴菩取躯 此嫡
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密 候殊蒔歳座望 弧壇取 恵戴菩兜庵忘求 戴舗 此
欺昧餌 慰鳳泰 散祁頬 別盗庵僕亜昧 丸戴舗嵯快 値渇望 煮取 恵戴
菩笠. 枕嬰索亜 散祁望 橿絞硝密 質受糊札忘求 咽竺泰庵房 散祁啄
根昧 丸泰 宴暇泣蒔, 殺江煮密蒔位値共 整祖戴慰 鳳系泣蒔峡値共
蚕芳烏 漫泰庵忘求嵯 此嫡蒔質受僕 此欺密 散祁昧 丸泰 位値快 吻
械菩笠.
煮硝処替昧 密戴舗 休此根 遵冒忘求 此嫡蒔質受求嵯密 此欺密
散祁僕 此嫡竺招蒔散祁昧 丸泰 堰替蒔峡値亜 丁恭幾忘求柏 此嫡竺
招蒔散祁頬 借方泰 処替蒔蔚暇密 戴往求 竺恭寄菩忘薫 堰替蒔僕散
宴密 椋峡蒔烏藷亜 矩及寄餌 寄菩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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煮硝処替密 烏候蔚暇堰 午煮
種足 固此, 喉遺冴 衝阪俸, 窺炎卜, 固此, 喉遺冴 漁州卜,
嵯座卜, 峡炎懇
鯖此 椋此, 遺冴, 固此 窺貯芝, 固此, 喉遺冴 辞戴処
時竺 倦 掃座 窺烏座
遺竺 竺韻駐
掃種 峡躯吸
劾 萎
僕紫栽
僕 紫
庫 痴

此 嫡 堰 替 哨 粗 此
曹 僻 芝 苔 僕 紫 衣 時
煮硝97(2008)寡 6婿 10卜
煮硝97(2008)寡 6婿 15卜
葵 100椋
100椋

ぁ¨85228
ぁ¨85228う
85228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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