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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980 年 6 月至 10 月，我所八名研究人民和十一名研究生分

成七小小姐，按着統一的提銅，対我国蒙古語族的述斡示湾、京部
裕周i吾、京多 i吾、士族語、保安i吾以及蒙古i吾巴ホ虎一布里亜特

方言和豆投特方言道行了一次調査。調査措束后，各担分別編写
了三神資料..調査披告〈包括i吾音、 1吾 i生〉、河1仁、活活材料。

逮些材料先后芋1980ー1981年期間油印了少数扮。苅了更)"72.地

撞供i吾吉学界研究参考F 現在P 我1:1在油印稿的基硝上提出了銃

一的要求和規格p 重新加工宿定F 将陪祭正式出版、

“巴ホ虎土i吾i司i[" 是除巴均三虎士i吾調査姐的成果之ー。除

巴カミ虎士i吾調査担以呼伶貝ホ盟除巴忽虎旗西島珠ホ公社苅調査

点， ì己表了五千六百余条i吾i司。根据捜集到的河i[材料F 整理縮

写了“除巴永虎士i吾i司 i[" 的油印稿。?由印稿的整理繍写工作是

包祥和武述同志完成的。 1983年春夏由武述同志按着統一的体例

加以修i丁的問吋，文到除巴カミ虎旗西島珠ホ公社避行キト充調査，珪

一歩充実之店タ形成了現在出版的逮Jト集子。

借本有出版机会，謹向在活言明査辻程中捨我約以熱情支持

的当地領専有i干部、群余表示衷心的感首仁

由子我所敏少編纂出版迭美A布的工作径強，本有中可能述

会有不少敏点鵠涙p 敬i青同志的批i平指正。

肉謀古大学蒙古曙文研究所

1 9 8 3 キ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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〆

附z 除巴永虎土港澗査組成員、 ↑み助澗査工

作人員和皮者合作人名単z

長
良
員

組
姐
，
姐

組
担
姐

蚕
査
査

澗
澗
澗

授
生
教
姉
党

副
誹
閉

所
所
所

本
本
本

祥
述
格

尼」1
-

包
武
吉

具カミ図

嘆投桑

登斯寓

言布生

赤目曙投圏

遭乃

索索来

島云其芥格

南吉霞

f

、

Pノ-
r

8 

除巴カミ虎旗i喜文亦公室負費人 跡助工作人員

除巴カミ境旗西島珠永公社令官 1弁助工作人員

商tt殊京公社牧民蒙古族女店主音合作人

西島喋丹士会社牧民蒙古族女 史昔合作入

西島珠京公社牧民.蒙古族 男友音合作人

西島珠カミ公社干部蒙古按 男 支音合作人

西島珠示会社学校教姉蒙古族男友音合

作人

西島珠丹て公社学校教姉繋古撲 女史音合

作人

西島珠カミ公社牧民蒙古族女友音合作人



鏑写 i児明

1.本“1司 f仁"1防司豆千六宵余条。r&1司以常用問芳主，問吋

牧景了解放以来出現的ー些新情。

2. ì司祭介主祭和割祭。主条包措車問和業些質合間，単1司均

綜i司実。副条是由主祭間帯起的?司姐戎質合間，不骨、i司美u

3.1司的形窓，均梁取1司干形式内劫1司i司干屑商刻一祭壇横。

用費文iJ;雪的劫i司梁取i司干的非常東形式。

4.開条的繋実布雪果敢木貴賓主祭的省略形式。

5. 問者i司介則列条 e 多文i司附i司文，用⑦⑨⑨・…・・来介則。

6.表示完全相同意文，而積昔木問的i司，介則功!祭。イ9.怪突放

tE貫申牧常用的ーノト形式屑商。男演形弐"貝注“問 x x x" 。

7.ì司祭翻罪，尽量果用対等的波i菩i司。茂木到対等i司的采用

意胃、性票率磐亦種。

8. ノト則i司祭意J!.木津伊1，軍事文部介暫換。

P.業些士1菩附繋文明雪，按繋文i司根来喪君。 ì司根暫木清的

栄作蒙文布雪。如z

br;) : 〈代〉 4rt;:( 

;)ibx 〈代〉 咽明~(\'o

dz:;)D 〈者〉

su!- 〈苛1>

部些

那小

暦関点

情

等

10. 憎耕1人借1司来標的，転借i司果源υ 同吋尽畳注明借出i吾

吉中的iS面雪性。

11.主条和副条均按下述音序排列z

e 



aæeèllðuOU !l ~b叩う p f 潔

qkglmsJtd 1j色合dz; jr w 

12.特化靖音分別枠担j在有笑守、各輔音部的最唐.

13.使用略濯E

<4;>名潤

〈代〉代情

〈劫〉劫開

〈製〉富Uì司

〈進〉迭問

〈憤〉慣用濡

ffl: 椴i喜

〈形〉形容i苛

〈量〉畳清

〈助劫〉爵劫調

〈店〉昏蓑淘

<ì吾> ì吾弓i苛

満s 構潜

〈数〉数i苛

〈吋〉吋位潟

〈代劫〉代議i司

〈事〉事抱i司

〈眠〉政情

波s 技潜

14.ヰ寺西稽車約<< {和明1 "出現在京方言~pì司末的曹司守末

時， ~去挨在其帯面的充音算仕事出現在i司末吋，均i実作“Jj"。

15.第一音哲以后的弱化元音均宋掠弱化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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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α: (1) 〈沼b 勺 明

α: (2) 〈民〉 争J 明

a: xa: XUJ d 紙 明日合!梅

α:13 同 asag

a:xulJ く名〉 浪z 相関) 阿旬

。:g 〈名〉 相J~ 糠

α:g悶3 〈形〉 句司J '"時 湿〈茶〉

a:gtai 剖i 胃q r茶

α:ロ1 〈名〉 併e 根食

a:J 〈名〉 句耐 牌『

α:J dzalJ W可 性情，牌弓

α:JI}- 〈劫〉 令例t為 友牌主主

。:d31: 〈名〉 官~ 大姐

a:c包Tm 〈形〉 句明ザ 漸斯

α:d;)u: 〈形〉 句明~ 緩慢的

屯 a:d;)u:xalJ 〈形〉 、明~""" 緩慢的

。:鳴り:t- 〈劫〉 句明伊唱F 量得緩慢

。:r悶g 〈名〉 句咽." 骨盆

al 〈収〉 1rC 吹

oi lomo: w 勺 晴晴



副 .. d 岐

al 旬m明 快晴t 包方的

ai- 〈劫〉 、宮' 書柏

。il 〈名〉 嶋守 家p 村落

ailag- 〈劫〉 令~ 昨暁

ailI1:l;) 〈名〉 句;;d 客人

αilIlnai x:l:l eωrFI-I 客慌
αilIJl- 〈劫〉 令ポ寓為 作客

alma:r 〈形〉 h時f 可f白的

aimJlg 〈形〉 、掃偽d 王手、慎

。imtxaj く形〉 令w旬曹司 胆小的

aidu ぇ名〉 町村 害f白感

aidu: xur- 告r 慎f白

αidu:tai 〈形〉 同村同時 危隆的

αidu:担i xuitalJ ~ 被冷

αl1'Og 〈名〉 句."，1 .酸牛拐

Ol1'Og nar-

" 
融妨酒

。irognoi ar~ J 句h 妨酒

alru ‘ く名〉 句~~ 妨干

ano901J匂il 満: 句村曹J 州 閏年

αnl:ー 〈劫〉 句情 昧限

Ondl:ー 〈劫〉 働時同町 里得寛凸

ond伊r 〈形〉 ~ 寛凸的

andgar budu:1J 告例J 寛凸的

oq- く劫〉 句T 間

2 



句~ wllJボJ年初一俊áqa:伊:lJ xo:l 満z

aqf3al�- <劫〉

αIl，j3alæu:r <形〉

叫ßJー く劫〉

叫伊r <形〉

G司令。: <名〉

句州，

句神均官官官

'ht神宮電

句切究

令句ザ~

QlJ く名〉 "勺
0lJ Xl:ー♂

G弓 gura:

0lJll0-問。伊D

OlJq <形〉

G羽田da弔

問)qa:r- <劫〉

句g- <劫〉

句伊1 <名〉

0lJ伊1 baig:>lJ 

句901也ー く劫〉

0lJ伊l也u:r <名〉

OlJgI!ー く功〉

U]JglI' ぐ形〉

αlJgtr ara:羽

ゆ く名〉

αp 同 aßa:

αß- <劫〉

αj3a:d tut-

。

毘巴眼

好庇巴眼的

毘巴限

昧縫眼的

翠

猪

打猪

知句 野生劫物

-柑内 初

日開.J~ 起初

令制W育

制~

物市h

~ 

初旬刊冒

注意

渇

財P

財F

ー弦ー翁

錐

5長汗

的役条

的
帯
黄
地
猪

金
黄
狩M

 

W

向

悌①要②要⑤芙

1rifrrr/蜘'留

.._ ! 



o{k1: 亡、〈名〉 令a 交

a゚a:xai 〈名〉 骨神~ 蜘蜂

aPå:xai 閑却: 同e 鶴手邑雪

a.[3a:J - 〈劫〉 令@冒耳 牟去

a13ag 〈名〉 柿dヲ 叔， {自

a.゚ag agJ 旬宮守 姑姑

a130g xura.x ~ 1nIJ 姑父
a.゚alsu!l- <劫〉 制均ポ 点火

a.ßamxai 同 α.ß<lmgal

a.゚amgai 〈形〉 令@句q 善T接受的‘

a13ai'- 〈劫〉 旬@司F 主文

a.ß伊i く名〉 嶋君時 イ自p 叔，老大容

αP伊i i侮i: 句守 伯母F 嫡母

α.ßga:ggai く名〉 時内情卸q 老大娘

G副l:g く名〉 時寓J 猪人

α町Ig- 〈劫〉 官9:zç帽 牟日巴

G阿Ir-'- 〈劫〉 1 悌悶 牟来

G阿佐JIg- く劫〉 告9~寓珊 牟来日巴

α.ßtagd- <ー劫> 'h9'''''';I 被掩

a.゚tu!l - く劫〉 惜明G 使攻占

a.゚dar く名〉 時ポ7 箱子 1

a.゚rag 〈形〉 司町e樗e 巨大的

a゚ral く名〉 令&l~ 保佑

a.ß.ju:l句〈名〉 渦蜘4 拙揮

a13lju:l句gu:d 同 a13-ju:lolJ 

企



Oß,r- 〈劫〉 告命脈 登上
ax( 1) く名〉 ""'J 兄

ax du: 旬僧 兄弟

αxalJ du: 'trmﾌ <nG9 奇的)1..

αx(2 ) 〈形〉 匂dヲ 大

axa く名〉 相rr(I 大膏

axa:dQJ く名〉 納町Q 寄膏

αxal く民〉 初刊 眠時

αxas 〈名〉 物rrN 長事

axas dzaxas 胴刺N 長華

αxmad( l) <名〉 守円市J 紳士

axmad(2) く形〉 物市J 老的

axt く名〉 -tmd 号車弓

。玄tal- く功〉 加柿 去勢

G伊:r く名〉 句r{: 空句

G伊』 〈名〉 句~ 山洞

Q伊Í1J jaxa: ~~ 骨盆

G伊it く形〉 旬開可F 有備会的

agan- 〈功〉 骨肉守 打猫

agar dla13旬g ~ ri'~ 式器

a91a9 〈形〉 官州M 僻通的

G伊一 〈劫〉 加iIO {昔

G伊:1 19- く功〉 制Imm 侃帯E巴

agJu:羽 く形〉 州市J 調的

αgru; 〈名〉 句πe 楠

s 



。1- 〈劫); 怖 集

ala゚ 〈名〉 備1 又号主

nla酎 urhad 協9:r<' ~ゐ<iJ 格祝

むla[3ta{) く名〉 情蜘J 差投

。lal3d- く劫〉 俳句 強迫

ala忍ー く劫〉 情'IIlJ 涯

alag( 1) く形〉 '曲.J. 花的

αlag(2 ) く名〉 情円内 手掌

alag(3 ) く名ト 制.J-， 関

alag 也[31- 輔6t 撤閑

alag 句t- 匂唱F 牧関

a1伊1;) gar 俳句J 伺 関E尋F 温棚→

αlagJ く形〉 情"哩e 花毛的〈牲畜〉

alagd- く劫〉 時曹司 拍

。.l agda: く名〉 哨時J， 跳免

ahm 〈名〉 舗でqヲ 梨，果

αllmDαi UXUl 時品.J e 制@ 果汁

αlu:l- 〈劫〉 怖が 被恭

αl玄 〈名〉 骨高官JJ 笹子

alxa: く名〉 制帽匂 慢歩

αlxam 〈名〉 唱尋問ぜ 歩

ロlxu:l- 〈劫〉 制. 跨述

al回i- 〈劫〉 材開 簿謄

αlsauαl剖lJ 市司市可 麟蹴状

als伊D- 〈劫〉 令~ 一蹴-2曳地走

e 



αls伊r 〈形〉 怖が 棲的

.0IJI9- 〈劫〉 舗間鴨 義死nô

olt 〈名〉 惜d 金

al tOlJ xara:剖i 世d 句相時 燕

α1tolJ gad由 制~~櫛 北扱星

ui tOlJ gurgu:1 梢~和p 野鴻

α1 tOlJ gurgu:ldoi 'tt4~和抑制 黄鷲

01 tOlJ也:agu: 綿布J開制 金盆

oIta: 〈名〉 該子(称呼用語}

αId( 1) 〈吋〉 嶋d 大釣

αld(2) く量〉 制d 震

old( 3) 〈形〉 情官制 通赴的

oId._ 〈劫〉 制唱F 失去

αlda: 〈名〉 制'"'ヲ 錯i臭

。ld世 〈名〉 制胃，f: 尊姓大名

oldαr- 〈劫〉 制w 松汗

αld町ト 〈劫〉 併'ð'.刊y 開名

aldαrl 〈形〉 併司Fポ1 著名的

αldart dU:JIlJ q明寓J 著名歌唱家

。ldartai 〈形〉 併~ 有名的

αldu:J 〈形〉 制駒市守 {芸失的〉牲畜

a! ム〈代〉 惜f 明ノト

α! buxa司 供GJ 一切

αla 〈形〉 制~? 頑皮的

o!o:xalJ く代〉 内相J、 什ι地方

7 



al13 〈民〉 内号 姶〈我〉

叫13a: 〈代〉 時。3 凡

a!fu:r 〈名〉 ゆ時d 錨荷包

am 〈名〉 令手J 置聾

am a1J9J:司 知句守曾 弦白

αm old- 梢w 失言

am ur- 指喋

αロ1 nè:司 'JrOO 汗口

炙n ni:f- ~ 対ロ

am bαrdam 島VI 守口的

am bo:- 匂曹 欲言文止

am.bu!a:回ld唱 Q7~ 友生口角

αm bu! -…同守 家ロ

αロ1 XO:ー 合'I!'‘ 堵住ロ

αm :X!αi句i 命明暗守 i党持活的

αm xagal- 合併 〈主持婚礼人〉輔自菖

αmxα伊r司 .合"' 井口

G町1 xol叩 。品 ①撒酔⑤磨披鴫魚、

。m ，母l宮司・ 令制， 略有酔意

am xa食lQr 令品f 慣習、

α口1 Xαtm .(h町e 噛梗的

am XQT- 令市 察奮規色

am xa:r 制f 樺gp

am xi1 ~ 口密 . 

am :XOXO:1J baix�: 偽耳鳴J &wre 愉肝不住!魔的

8 



αm x:>事m \rÓ7\'ず 慎書的

am xul 制J 鳴桧

αm xul世ー 婦噌 松口

am xulã:ー 舗咽 看人家的口『

。m xur~ 供r 2邑2EZF 

αm gamt- 併電申 住噴〈小援〉

。m madau 和J 信口

αロ1 ロm: 向e 噛損的

αm mu:句i 向開q 噛損的

。msαga:u "Jf~ 粉噛的

αmIα羽 ~ヲ 白票的

am tulαg- 柑τ' 対蹟

am turgau 相川 場者快的

am dαg- 物官' 随声附和

am <tut;'- W明暗 友生口角

am 釦il- ，姉 歌口

αm 仰向r- v句~ 干渇友粘(鳴里〉

αm 伽d伊i 明~ 鳴私的

。mc位。:r- ~" 〈因冷和病予喋口

am dlO:li羽 明伸J 噛軟的

αm jixti: ~~ 説大活的

ama: bar- “句 掩噛

ama: bugil- ば島ゐ 堵住噌

αmα: X;αßI- eJ 僻寓 忍住不協

aIhQ: mad:_ “匂 鳴ß閥〈弓〉

9 



ama: <tim1: 9rI~ 問H薄

ama: j世pl:- ø，.f~陶 明鳴

。m田ld ;)1'- 。 、官開 (言口

αrnanda: da(3a:伊e: 帰J事胃J崎dヲ制時出口不透的

αrna1J αjlαg 時J 句平~ 土i吾

ama1J JrJu:lag 時J~町耐ヲ 口尖翻浮

αrna1J uJig 時J~ ロ供

αrna羽 xaJig 時1 <H1t可 口信

αrna1J xu:r 時J ~I: 口琴

αrna1J xundi: 時J 保育~ ロ腔

αm句 xu司u: 時、f 旬櫛 ロ鞍

ama1J xu也u: 時J \b,,(ð& 第一頚椎

arna1J tα羽俳句 鵠J <m<'鴨d 口誓

amau to~;): 柿J 州向 口令

αrna羽血lI'lIg 時J 対~ 口尖命令

amI:Jinα13- ~町q 時 要t苦言

αIDI:Jin 也0:- 根町号制旬蹟向

αrnI:Jin bu関:lag- 持宮守~~T 食言

αrnnαi ardam 時f e '"''' 口技

。rnnai bug!a: 時J &' 61品ô) 口軍

αrnIlαi 伊r也 時I 6' 何-a"/ 任費口舌

αmnai 也u:J 時J 6' 町刊号 i舌柄

。rnagla1J く形〉 時柿可 太平

αロ108ー 〈劫〉 併f1T 遭受

。mαr 〈形〉 時f 太平的F 安好的

10 



。拍貯如何iJ3 補ぱ太平的

。mar- 〈劫〉 令骨F 休息

amarxa1J 〈形〉 鳩.J 易

。margal- ぐ劫〉 時，時 相恋

αm町d;)u:l- <劫〉 時間nVI 接生

αmu: 〈名〉 時伽/ 樵廉

amu:r 〈名〉 令制~ ロ子

amba:s 〈名〉夜z 岬~ 案板

αmト く劫〉 併宮司 来得及

αmJa:gúe: <劫〉 併-mIヲ~ 来不及

αmfllgüe: <劫〉 骨~tr 匂神ぞ 来不及

amt く名〉 惜d 味道

amtal- '<劫〉 併申書 2，主主2シt 

。mtgüe: 〈形〉 併.J~ 究生吃的

αmt阻i 〈形〉 肉料 好吃的

amttaixa1J <形〉 術開"'" 甜

amtt句 〈名〉 併~ 甜食

amd;)'α:güe: 問 amJa:güe

amd;)I~güe: 同 amJIlgúe

amrog 〈形〉 帰."J 桐受的

omrolt 〈名〉 晴利t 休息

G同 く名〉 惜号 生命

G同nftr 〈形〉 快晴f 自私的

orqsxo; 〈名〉 併柿mIヲ SC，呼吸

。同盟0: a゚- 旬@ 呼吸

11 



。司8XO' but- 保， 空患

G同SXO' xut'a:ー 伽mo 扉息

G同SXO 伊rog- 和? 呼『

。同sxol 同 G叫sxa:

G同凶q ぐ名〉 時事J 劫物

。町d 〈形〉 併で6 活的

α司dI' く名〉 併w電~ 同名人

G同dr- く劫〉 情烏明' 活着

G同世ω く名〉 併叩.，.'t 生活

由(1) 〈劫〉 相J 全来

08(2) 〈名〉 句J 文

也(3) 、形〉 旬N 宜的p 径宜的

os xar- ~ 正視

G国1-( 1) • <劫〉 制偽 一宣〈走〉

G国1-(2 ) 〈劫〉 制， 又〈用文子)

asar く名〉 制同 楼

。回r-(l) 〈劫〉 制同 共照

。回rー (2) ぐ劫〉 令官官' 全来

αsu:一 〈劫〉 令伽冊 i河p 提i司

田町dl ど名〉 制~ 問題

国lu:l- 〈劫〉 ~ 対准ー

佃d- 〈劫〉 官~ 叉〈用文子、

白血:IJ 〈形〉 ~I ①分汗的②則的

aJ(l ) 〈名〉 ~ 思

oJ(2) 〈名〉 句q ①佳JL②砂子

12 



αJ uxilJ ~ 僅女

aJ xu; ~ 佳JL

aJ- 〈劫〉 令官時 載

afα く名〉 令胃~.， 駄子

aJI90 ) く名〉 桶d 利益

α1[19 tus 句d 利益

a[19<2 ) 〈名〉 制~ 痘痕

α1[lt 〈形〉 令寓電e 有恩的

a[Ir- 〈劫〉 守市W 掌来
• 

吋伊1-- 〈劫〉 制刊誌 利用

αJtα. 〈副〉 時d 永恒的

at 〈名〉 ~ 職務詑

α担: 〈名〉 句dヲ 嫉炉

。担:匂ut9: 開句 嫉炉

α担:1'OX- 〈劫〉 令~ 嫉炉

G開g 〈名〉 令胃官@ 把

G加9-0 ) 〈劫〉 令~ 握

G加gー (2) 〈功〉 制帽 倒

α但r 句1 旬f: q.荷7 荒地

atl:ー 〈劫〉 令開 牧錯

α位。:1 〈名〉 制問'I!'守 肘

atra羽qai 〈形〉 令関内C 強曲的

atru:I- 〈劫〉 令開官，ft 報

αd- 〈劫〉 句 割

αdag 〈形〉 匂明t 最次的

13 



αdagda:羽 r;tvJ 至少

adl1 く形〉 句前 相似的

adIlxalJ 〈形〉 句~ 相似的

adlltxa:- <劫〉 ~帽 比較

ado 〈名〉 待問@ Zる群

αdo ~αru:l- 4町p 放Eき

ado:Ju; く名〉 切寓J 弓{官

adgo:s ミ、名〉 T司市岬 畜美

G中a. 名〉 ~ヲ 鱗

• 
ad;) く名〉 令官昏 活Jl.

α:l.5g 也:alu 同d 神宮e 小満

αd;)r1 く名〉 愉守 工作

ac包Ill~ く功〉 旬州， 倣工

ad;)IlJ 〈形〉 ~'J.，(' 勤労的

ac抱dJuJ 〈名〉 耐震J エ人

ac包I1talJ ど、名〉 、雨4 駅員

。匂901- 〈劫〉 市押，弘 打量

α也rag く名〉 ~， Jl.弓

aJ く名〉 同3 情勢

aJa, く収〉 制3 明野

αja:r( 1) ご名〉 句f 告剥

，ajα:r(2 ) 〈副〉 句f 緩慢的

。Jαョ 〈、名〉 ~ 註脚

。JOIJg \名〉 旬吋宮 雷

αJag く名〉 句dヲ 碗

14 



αiu:1 〈名〉 句守 危隆

αju:1 tugJu:r 句府吹偽e 危F金

aju:lxai 〈名〉 旬明、'I'II'~ 心寓

ajgal- く功〉 句'l!"lr 盛(碗里〉

。Jgüe 〈形〉 句~ 不愉快的

ajlag く名〉 句匂@ ①調②声

。jtaí 〈形〉 令~ 妥当的

ajtaixa1J 〈形〉‘ 令雨明J 静造的

ar 〈吋〉 句昏 背局

aro: 〈名〉 句dヲ 臼歯

αra:c包1U: く名〉 甲駅曹 牧音机

aral 〈副〉 Tポ 凡乎

aroi Jaroi 寓~ 勉勉強彊

aro゚ 〈数〉 句e， 十

町釦羽田伊1J~町 ~~~")十一月
町卯1J XI町 句611 ~") 十月

町ßa羽抱卵羽 榊J 句sl 十五

ぽaßda玄 く数〉 柄拘~ 第十

町G例。ga:r <数〉 h旬~ 第十

arog 〈名〉 'trrrIヲ 亦法

αrag uxa:n 匂可J 汁1某

。ra1(1) 〈名〉 旬守 犠 l

aroJ(2) く名〉 句守 島

aru' く名〉 令がゆ 皮

ぽ(3a:d 〈数〉 h句句J 十来ノト

15 



位。alJ 〈名〉 句eJ 十号

ぽPαs く事〉 h制 手弧脚臨地

。r卯sxi:ーど劫〉 情制α 撹劫

町ßad く名〉 句M 中旬

町伊!XOJ く形〉 h押明~ 参差不芥的

ぽ'.ßu:lCL. く数〉 守可附J erJ 十小一起

町4i く名〉 句〈い 酒
\、、

ぽ4;InJIIJ く名〉 補情i 酒鬼

ぽ4;Id- く功〉 句句 喝酒

ぽ伊l く名〉 令市守 干牛糞

町伊1 tu:ー 句@ 拾糞

世伊1- く劫〉 旬雪品 想亦法

ar伊lJIIJ 〈名〉 1rn!r'+-J 拾干牛糞的人

ぽgU!喝 \形〉 州市J 践的

arsl01J く名〉 州為J 獅

町'1- く功〉 情寓 擦

町'fa: lJ 名〉 柿VI ①至水②温泉

arIu:r(l) <名〉 恰均v1: 抹布

ぽ'fu:r(2) く名〉 情官官vf: 鋤

町d 〈名〉 句d 人民

ard irgad 町~ 百姓

αrdl:羽 tula:lagJ J句拘伸~人民代表

ardl:1J du d 、書舟 民歌

。rdag く形〉 h明t 、 耕生慣葬的

ar1flω ぇ名P 旬開前 民主

16 



町ピちI!- 〈劫〉 ~鴫 保然

町也αs く事〉 、..-;r<< 一茸一堂地

町dwsxÍ!ーく劫〉 句ヲ叫仇 僚然

ar也.gar Jud 旬ヲ官rC .，噌 面白牙

orjo:旬羽 〈名〉 、xwror/ 野善

αt'u:羽 く形〉 句官d 清浩的

Of゚al- 〈劫〉 常時品 オヲ釣

01'.[301匂伊mn- 情緋.，e併r" 宅省

Of゚IlJ 〈形〉 時J 性多

αt'ßd5- 〈劫〉 甘食宮暗 増多

0 &,1- 〈劫〉 州 天晴

æ卯r 〈名〉 令6lr(' 性格

9 

a:(1 ) <ì吾〉 勺 明

a:(2) 〈灰〉 勺 獄

。: a: 勺勺 突声

a:dar- 〈劫〉 旬~ 鈷巴

a:世a，)J 〈名〉 旬明吋 〈擬括的〉酸妨

ð:句i: 〈名〉 怖が}ぞ 妨豆腐

a:r-( 1) <劫〉 貨をF ①控住②時咽

11 



a:r-(2 ) 〈劫〉 ' 守京 尋

a:ru: 〈形〉 官トJil6' 瞳巴噌JL

an 〈代〉 ザ 逮，迭小

an UJ 柏町 迭吋

an xasag 怖可 i主些〈京西〉

an c私立 w守 今年

ana:gu:r 〈代〉 持俄 主人送呈

anar- 〈劫〉 ー?時 特組

anar1a~19lle: <形〉 骨T常時e 仁搭的

angu:r 向。駒郡l%r

an胞: 〈吋〉 同句 y 迭泡

and 〈代〉 ....J 迭顎

andax 〈代〉 争時(l.， 此地的

andu:r 〈代〉 旬噌保 返，z.

9:g(1) 〈名〉 h可 轄

a:g(2) 〈庇〉 hち 噂

。羽k ぬi悌g 旬。，<ft\':~ 和平

明k回g 〈名〉 州側乃 口紅

alJ伊:1 く形〉 何(}![ 経時地

8恐怖lxalJ <形〉 何摘。J 軽軽地

句伊lC抱u:r <名〉 和側海時f 胸口上部

3羽伊i部l:rd-<王寺〉 何倍習場開 撤往領口

a:ggar 〈名〉 h的苦 ヨ〉揺富@衣探

9:g1- 〈劫〉 h与， 按嘱富山

alJ随g 〈名〉 恥間〉 曽槌父

18 



a:IJti: 〈形〉 守噌.，(1 有幅面的

a゚ 〈名〉 句 ①和睡②f1道

。'13 nairtαi 何耐友好的

aß 旬:r- 句" 合遥

a゚ar 〈名〉 働f 角

a゚ard(i): 〈名〉 愉"'~ 率縄〈牛〉

a13x- く劫〉 骨骨0 折

a向田: 〈形〉 匂 T珂~ 不静服的

a13gM: da゚g�: q司吋q 不和睦的

a13güe: 也a13güe : 向。'13g色e: da13g�: 

a131a1 〈名〉 ー晶司 固体

a13lli:羽伊tJgu:羽 rrI ~GÌ 囲員

a゚ti: 〈形〉 19ﾇ!(1 和睦的

a゚d- 〈劫〉 事9~ 破杯

a゚dar- 〈劫〉 19" 杯

a゚darxi: く形〉 1i?~刊ぞ 破的

ax 〈名〉 1<'1) ①母②酒麺

aX oro吋 守市市守 愛国的

ax bαt'- @京 接生

。X OOt'lgJ 何時守 接生婆p 助P土

ax jox ~~ 吠助

axil- 同 ixal-

。Ixnar 〈名〉 旬、，.f: 妻

a~ 〈名〉 対h 起始

aga: く副〉 制り 梢微

Ul 



egal xu:g 嫡電kもJ 凡人

agam 〈名〉 時lJ 鎖骨

。gU!S- くー功〉 愉時 友生

agu!rag 岡山rag

。副 〈名〉 鮒宮e 耕

agJ du: 旬。e 姐妹

agJalJ 〈富r)> 市J 瞬間

a1- く劫〉 情， 磨損

a1ag く名〉 骨骨可 笑柄

a1bag 〈形〉 仰向 多

。lb司令il 司担 半年

a1ga1- 〈劫〉 命(1.， i凡笑

。lJ 〈名〉 悼宮守 使臣

a1du!r 〈名〉 尚南守 剖皮刀

。1du:rJilJ 〈名〉 情拘寓J 皮匠

alda゚ く形〉 向号 各神的

。1a: 〈名〉 偽~? 老嘩

am(1) 《名〉 守マ 務

3ロ1 u:- 毎句" 吃弱

。m nairu:l- 何明帝 ~2.弱

am nairu:lqgJ ~日J引m'I ~i: 1fIJ員

。m tu�c- 句'ttα 上諸

。m(2) 〈名〉 ーマ3 母的

am .unag 句OrrIヲ 母弓駒

am nOxOl 和胃q 母狗

20 



am botog @明@ _，.~母詑

am buru: 句官e 母牛駿

am xaJrag 二歩母牛

am xoq 伽，~ 母錦羊

am 句~α: 側、竹 母鳩

am ねrm 句官官tJ 二歩母詑

。mdα:g 相tヲ 二歩母弓

am Jα立1α: 梢dヲ 母山羊

ama:! t名〉 事品{背 鞍子

aman く吋〉 時/ヲ 南p 前

与manJa: 〈吋〉 市村~e，J 向前

amag ax 偽句怜3 妨妨〈第三人称〉

amag ic\)i: 同 amag ax 

amagmg 〈名〉 縛句T司 衷

amagsu:l 〈名〉 絹〈固有 老太婆{伺}

amagte' く名〉 錫句e 女人

amagte:su:d <名〉 蜘鴨間t 姐女，担女灯

amba: 〈名〉満= ド持司 妨妨

amgau 〈名〉 哨rI 一老太婆

9叫ag 〈名〉 均'*' 医院

amsag く名〉 万背

amsu:I 〈名〉 暢胃曹守 女子灯

amJ 〈名〉 市守 医生

amJα:J11'- 旬開 i青医生

amJil- 〈劫〉 呼時 行医

21 , 



amd,)- 〈劫〉 呼" 穣〈迫JL>

amd,)a:r 〈名〉 保~ 議迫

a回9 〈名〉 制う 父

a田g a:文 10) 父母

観泡Irgu: tasargu: 鮒可@舎旬幌G9 相反的

@回'rgu:J- <劫〉 ~ 反対，挺抗

錦町gu:Iigdー〈劫〉 骨幌伽句 遭反対

asxul く違〉 時償3 或者

asrag 旬] 制@哨3 対面

aJ 〈名〉 制守 ①芸②果子把jし

aJi1- 〈劫〉 情論 按把

atag- 〈劫〉 愉。 費

adan 〈代〉 、d 迭些人

edag- く劫〉 旬。 窪愈

adal- 〈劫〉 楠 使用

adaldag juin 前町市内 家具

ad�: 〈代〉 知e 迭去多

adi:I�a:lJ <代〉 岡剛.，J 送弘多

adni:x く代〉 旬句~ 他的的

adlal 〈名〉 ゆ守 家具

a1Jas旬 く副〉 制輔J 終予

aq;g� 〈形〉 旬。e 荒宏人畑的

ajaJdag 〈形〉 傾向 和『的

er 〈名、形〉 11:, ①男人②公的

ar am 、 1f, 夫妻

22 



ar una9. 句"'" -~公~

ar uxar 旬耐 公牛

ar no:xoi 加~ 公絢

ar boね9 hポ -~公聡

ar buru: 供時@ -~公牛

世 xaIrag 二~公牛

ar xOl} 。宵守 公錦羊

ar mor らぐ 公耳

。r 恒苓a: 制\(1') 公鵡

ar 匂'rom 句rpf/ ニ歩公聴

ar da:9 wヲ 二歩公弓

ar Jama: 情dヲ 公山羊

ari:羽田:ld xur- WI:同~.e ~成年、

ara: I,} 〈形〉 ~ 花的

ara:gJ 〈形〉 W句点 花毛的〈母牛)

ara:l- 〈劫〉 旬{海 客『

。Ira:l<t- く劫〉 対~ 鰭乱

世a:ト く劫). 旬開 乱画

ara:g 〈名〉 trI 吋候

。，rax(1) 〈形〉 前7 解葬的

arax 阻:ggu: 句~ 勝笥的

arax(2) 〈名〉 別7 技力

arax fula; 時句 自由

arax tagJ 相明 平等

araxlu:lー〈劫〉 相前{il 訴葬

23 



町鋸也事 〈名〉 制J 器官

町'ag く名〉 待G円 岸

aragte: く名〉 伊電.，(' 男人

ar咽te:su:d <名〉 W鴨mI 男人 (1f])

世'agti: 同 aragte:

aralxag 〈形〉 帽。勺 勇敢的

aramxl' 〈形〉 知的q 愛尋技的

arad く副〉 旬({ 一宣

ar,1X く名〉 制乃 数珠

arig- 〈劫〉 、<'t 特

ai'gi<゚ xαr- %句@句 国共

aru: ぇ名〉 旬守 下巴. 
世田即 〈名〉 旬'O&~ 兜世

智u:l く形〉 匂偵 健康的

arJ3a:xi 〈名〉 毎叙)c 蝶

ar(3a:xi: 回調: :n19 雪花
、

arßa伊ß- 〈劫〉 待依Jorr 痔痔

erxaI- 〈劫〉 相~ 撒解

arxal<゚ guisa:- 納骨，e~同 亦理

arxam 、〈形〉 相IrJ 費

arx炙 く形〉 守~ 有奴的

arxl xuru: 句(\(1 <1叩官e 持指

arxi:la9.1 〈名〉 、持松宮号 主任

arximsag <形〉 ~ 可敬的

。r伊. 〈務〉 前句 回特的

2,‘ 



argild- 〈劫〉 匂備司' 旋特

argu:l同 aru:l

、 argu:l xam伊:1agJ' 旬梢命匂品市守 E生員

。rgu:l- 〈劫〉 't-:a(i自 交述

argu:lag 〈名〉 前側7 友旋

arlu:s 〈名〉 情<rJ 混血枠〈人》

arsu:1 〈名〉 旬慣曹守 男人的

art 〈名〉 ザ 早

art ur4 匂関e 古代

arti:司、80i WI~ 早茶

官官。羽 〈副〉 柄。J ①越早③早一点

ardan 〈名〉 旬曹守q 宝貝

町dan J可 ~ 玉米

ardan Julu: d司待 宝石

ardant く形〉 待問甲e 宝貴的

ardal- 〈劫〉 旬倫 一宣〈走〉

官邸m 〈名〉 、開局 ①学問②本事

ardamta1J <名〉 初旬J 学者

ardamti 〈形〉 待切手曹司 有学浜的

awa:ﾘt 'undastalJ 知怖い~J 都温克族

. 
1 

i:nfa: 〈代〉 制 erI 往違法

25 



i:g 〈名〉 干羊糞

i:g- 〈代劫〉 旬時 法祥

i:ga:d 〈違〉 相側冒4 ヂ是

i:m 〈代〉 帯情Fe 逮梓的

i:la: く吋〉 切関 9tJ 向迭迫

1:&( 1) 〈名〉況z ~ 践子P 肥宅

i:&(2) 〈名〉 時

i:æi: 的r伊1- ~n怖 期待

indu:r 〈名〉 知旬。f 穣

in<t 〈名〉 令市q 縛女

lqa:- 〈劫〉 情~ 笑

iqa:mtxi: <形〉 情w旬CK' 受笑的

iqa:d 〈名〉 旬m';6' 笑

iqa:dam 〈名〉 句~~ 笑i舌

iqa:dti- く形〉 句w柄引P 可笑的

iqßal合一 く劫〉 旬T紛， 微笑

l:�)gln:- 〈劫〉 旬(I(\orr 噺〈弓〉

i゚a: 〈名〉 匂駅前e 持塾物

ißal伊:ー 〈劫〉 、帰。 催妨

ixal- 〈劫〉 唱。ゐ .汗姶

ixar 〈名〉 ~， 双胎(畜〉

ixar- 〈劫〉 恰~ 抽喧

ila{3- 〈劫〉 、柑偽 按摩

ilag 〈名〉 供句 肝

ilar- 〈功〉 時w 暴露

26 



ilarxh 〈穆〉 倫明 明霊的

i1 i.゚J 〈名〉 告伺:rC 背心

i1u:(1) く名〉
〆

偽帰 沙

ilu:(2 ) 〈形〉 情僻 多，余

tlu: ~位 制1 間月

i1u: xuru:也i 柿例制六指JL

ilu: 伊ト ~ 多出

ilu:da:羽 利J 至多

i1u:r く名〉 情~ 挺斗

i1.ß~lUk 〈名〉 情伽@ 務

il伊:ー 〈劫〉 情令 寄

il伊ld，) xa゚t- 術品，e伺， 飢

i1d- 〈劫〉 向 熟皮

iIda: 〈名〉 地被

ild,)ig 〈名〉 向句 !1p 

il d,)gi1J J ix \蜘t蜘 枇杷

im 〈名〉 、捜 耳i己

lmao- 〈劫〉 帽F 、 打耳氾

imar- 〈劫〉 補曹 捻

imlag 〈形〉 保可 生格子的

imlag x悶伊:- 4時官F 思!同

isga:ー 〈劫〉 制。 2t酵

〈名〉 柚哨d 塾

〈劫〉 幅 害差

iJi羽gu:rti: 同 iJu:rti:

27 



可ig 〈名〉 制t<Iヲ 山羊議

iJi腿i: 〈形〉 幅削e 好害差的

可im旬，gi: 〈形〉 匂刑制f 好害差的

iJu:r 〈名〉 相側 差耽

ifu:rti 〈形〉 匂胃旬刊 差祉的

iJgi、 〈名〉 何同f 遺子

iJgi: u:d 愉d n常(瞳〉

iJgi: Jir- 寓官' 構造

iJgi:Ji羽 〈名〉 愉句寓』 笹匠

iJdu: xur- 匂-ゆ供r 害差

itag- 〈劫〉 、~ 相信

itxi: itxi: 柿伺~ 県鳴

it伊l 〈名〉 情{干守 信

it伊lti ， 〈形〉 幅制 可事的

id- 〈劫〉 .蜘 吃

ida' 〈名〉 情句 肱

ida:l- 〈劫〉 蜘{悔 化隊

ida.ßxi:旬弓〈名〉 蜘事旬J 釈板分子

idaJ ，(名〉 、刊号 食物

idar 〈形〉 蜘f 壮年的

idarsu:d 〈名〉 旬~ 壮年

idu:l- 〈劫〉 蜘G持 法吃

idfig- 〈劫〉 、開。 吃了噌

id,)i; 〈名〉 匂q 娼掲

id,)iu 〈名〉 旬J 主人?

28 



id;)i1- 〈劫〉 旬脅~ 合群

ir(l) 〈名〉 .、ー 万刃

ir(2 ) 〈名〉 、官 静子〈型〉

ll'- 〈劫〉 情 来

〆irax dail 旬。 梢‘ 明年

叝a:g�: 〈劫〉 初旬~ 没有来

ira:tag- 〈劫〉 、が旬。 来一越

ira:dui 〈名〉 初旬q ①前途②未来

祉aß伊r 〈形〉 、耐'dI 隠釣出現的

ll'a在1- 〈劫〉 恰骨 毘

ir゚a:de: 〈形〉 相部~ 手指〈能活中的

形象説法}

ir゚as 〈名〉 旬令制 豹

irßi:ー 〈劫〉 匂時T 隠釣出現

irmag 〈名〉 恰句 後、台

irfig- -<劫〉 初寓。 来杷・

irt珂 く名〉 W 対手

irti: 〈形〉 情電rC 有刃的

mag 〈名〉 句.，.J 恋人

Ilalt 〈名〉 制d 性利

unagt 〈副〉 時明t 永述、

I向。:r同 〈名〉 相初旬J 貴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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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0: 〈名〉 唱， 粉

0: tuJ,x- ~ ナト粉

o:n 〈名〉 陥井(打猪〉

。:伊1- 〈劫〉 旬姉 (牛看見戸体肘〉

大叫

。:1 〈名〉 句訓 鱗子
.島

0:回，rlo:toi 〈形〉 匂~・~ 系着的

o:J 〈名〉 も暗号 里臆

o:J瑚 xaxal d 州 須(下巴上的〉

。:$- 〈劫〉 匂~ 岬

o:dO:l;) 〈彦〉 河市可 短的

o:dO:l;)加log~ ilr 縮短

o:dO:l;) xusu: 伽9，柑 棉扶

。:r く名〉 旬刊~. 鮭帯

。i( 1) 〈名〉 匂f 視

oi Iugui ~ 樹林

。i(2) 〈名〉 旬e 喋宵

olgu:r 〈吋〉 ~ 近妊

oigu:r undasta1J 隔が耐制帽J 権吾忽族

。il 〈名〉 ~ 糠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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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 〈劫〉 旬" 前tl (1軍需)

:>ild3 01- ~怖 刺死

。i1:>g- 〈劫〉 h内 了解

;, ilg:>1s- 〈劫〉 ~~幅 互相了解

。ilg:>md3 〈名〉 台同持制 \理解力

:>lmU: ぐ名〉 同制9 株子

:>it 同 Jit:>x

:>it:>x 〈代〉 J匂電電~ 那ント

;)11' 〈形〉 旬ポ3 近的

:>irt- 〈劫〉 ~ 接近

:>00; 〈名〉 句切@ 梗

。n;，i!doij 〈形〉 何ヤ可 昧一眼時一一般的

:>oof3Jtoi 〈形〉 1o!'òe~ 准萌的

:>nJl 〈名〉 句曹守 理恰

:>001- 〈劫〉 ，，"t格 脂准

::mJo1og 〈名〉 匂ポ~ 特点

ondo: 〈代〉 'Iç可申B 業他的

。ndor- 〈名〉 和問曹 辻冬

on1j'伊i 〈形〉 匂旬句v(' 特別的

on1j'伊訂lr- 〈劫〉 %市宮町内4 出群

01}, 〈名〉 相号 験口

。羽g 〈名〉 匂吋e 〈炉満教的〉偶橡

3羽9 oru:1- ?甲府軍曹革 祭ネE神祇

oijgl!d~ 〈劫〉 %柑事 弓噺

Oij伊i- く劫〉 匂旬開 '汗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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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伊i!og- 〈劫〉 ，S41)"恥"" 敵井

。併: 〈名〉 令制ヲ 犠

0,IÞ:1- 〈劫〉 制付 堆起

o13og 0陶 1;s,.I 1;&tI 浮劫状

opor 〈名〉 匂悦 惑度

�)xt 〈名〉 硫蹟(火弱〉

oxtoo: 〈名〉 旬dぅ 腰鼠

。qtl'- 〈劫〉 匂ポW 獅硯

。伊n- 〈劫〉 対准

。gtol- 向。tí>1-

勾旬，rgl:同09旬'rgui

。師。，rgui 〈名〉 匂慨が 天空

。1-(1) 〈劫〉 制 得到

。1-(2) 間1>:>1-

。10: 〈名〉 骨~掬 麻

。10:0 〈形〉 愉J 多的

010:0 tum句 句~ 群余

。1:l!t 〈名〉 制d 牧荻

。lu:lo: 〈代〉 怖がrJe，J 大秋JL

。l伊i 〈名〉 骨品噌~ 盲腸

。lItl'- く劫〉 匂~ 多起来

。1m 〈名〉 ー恰-rI 、、 刺p 遊項

。l也:>1- 〈効〉 情姉 惇虜

。lml:>gd:>: 〈名〉 制:，，'.11"iI t4rvJ 停虜

:>m:>g 〈名〉 匂制 威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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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τ喜子

。m:>gJ- 〈劫〉 1vゐ曹刊号 間豪

:>m:>gt:>i 〈形〉 %伽時時 野倣的

:nnr:>x- 〈劫〉 %ゐr咽 騎倣

omru: 〈名〉 1v~9 胸捕

。11- 〈劫〉 旬寓 去

吋rJlg- 〈劫〉 待費寓帽 去R巴 , , 、
且 、

:>I;)J' 〈名〉 明R 金剛杵

。bl- 〈劫〉 伽軍高 割

。ωf 〈名〉 も~ 教特匁
, ムー

。txoi 〈名〉 もvrrI， 句

O'txo1J問"tg;>羽

。t伊i 〈白名今 匂w守 蒲棒

。tgo1J ぐ穆争 加柵J 最小的

。t伊1- 4効令 撒汝

a佐01- 〈劫〉 も明裕 、流劫放牧

。d 〈名〉 -' 星、

;)(j;,: 〈名〉 旬。 現在

。doix;JlJ く彦〉 同欄J 短少的

odw:r 〈名〉 初市f 樹痘癌

的』 ぐ勃〉 も~ 議

3J3:r 〈名〉 、開R 底

。JU:ll 〈名〉 和初J 録松石

。jdol 〈名〉 ~~ 縫争卜物

ojd3lIuJ 〈名〉 句-ifJ 裁鑑

or( 1) 〈名〉 御神 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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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di.゚tgar 哨~補蓋

。，r(2) <名〉 匂~ 述

or- 〈劫〉 %前 人F 遺

oroi(1) 〈名〉 毎~ 取

a同i.dar- 令耳' 上房蓋

。r;>i(!) 〈者〉 匂p<' 晩

oroi羽x:>:l 明J伽FI 晩仮

oroixo:IJ 〈形〉 ~ 晩些

oroit- 〈劫〉 匂府桐 返

oro1J 〈名〉 怖J ‘ 地方

orog- 〈名〉 旬将司 逃飽

orol- 〈劫〉 句"ー 代

。ru:l- く功〉 加官長 〈帯〉遊，人

。IrxlI'- 〈劫〉 %持軍 怒眠

。，rxo:doi 〈名〉 句明~ 人参

。r't- 〈劫〉 旬ポー 抗

。r苓u:lag <名〉 句αが均 旋潟

。IrgIl- 〈劫〉 h柿 油漏

。r伊1 〈名〉 句~ 〈炉識教亙姉的帽子〉

orlog 〈名〉 句Mヲ 政人

〈劫〉 匂柿p 代替
iJ 

。rlu:l-

。吋Ig- 〈勃〉 令官II'~情 遊去杷

orJlm( 1) <吋〉 、官官持 附近

。，rJlm(2) <名〉 ~ 近来

。rJa: 1J undastalJ 1Vr;.JdÌ~町J 都伶春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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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u:l- 〈劫〉 旬間ul 翻涛

。rJu:lag 〈名〉 句胃P.I， 翻涛

。rJu:lg拘留damtalJ WI~翻滞家

nrJblJ 〈名〉 句時勺 宇宙

。rd 〈名〉 匂ne 宮殿

。rdnlJ 〈名〉 、"" 宮殿宅

。Irdu:加i 〈形〉 匂~蜘~ 箆定的

。r1fJm 同 arJIm

np: 〈名〉 夜盲

np:ー 〈劫〉 匂府 鱒鏡

op喝 xa.ßt- ~<le~ 盆続

。p:log- 〈劫〉 蜘?句， d 盆鏡

np:ldu:r u9 ~時~旬。3 壌環的活

< 

。

。: 〈稽〉 .,& 時〈間性t司盾}

。:ー 〈劫〉 匂叩 喝

0:1(1) 〈名〉 ψJ 火銭{草〉

。:1(2) 〈名〉 附J 山

む:h:lJ ar wI'trf司 山関

。:h:lJ <3lJgar WI 何~ 山間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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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君、~i J~ 山崩

。:lI:lJ u゚ar J~ 山岡

。:h:lJ xactu: ~IJ明@ 山披

。:lI:.IJ xo.lJ.fo:r d 伽時~ 山阻

。:ll:lJ却IJo: ~ftvfrポ 山岨

。:lI:U xormoi J~僻 山麓
，、 -

JG吋。:h:lJ • xUDdi: 山谷

。:1I:lJ gU! d 付 山拘

。:li:lJ J.ar ~~) 山脊
?宮

d 婦'.JU:II!.IJ dumd 山腰

。:1l:.IJ伊10g WI 雨dヲ 山拘

。:1- 〈劫〉 %伽為 依牲口
hー4・ ー

。:10g'- d 九〈劫詰ー 知内 社喝

。:lgarJ 〈名〉 伽句明守 流癒者

。:1c:t- 〈劫〉 句b 会見

。:8 〈名〉 も~ 零骨部

。:8nαi jaxa: %抑J & ~9- 骨底骨

む:JIl- 〈劫〉 ~為 原涼

。:t 〈名〉 ~ 袋

o:tIg 〈名〉 旬刊~ 肺

。泌1- ー〈劫〉 句咽為 拘
-叱， . 

抗告1m 、 〈形〉
a島
句rm'I 覚的

. 
。:也1m XU8U: 伽旬崎 肥大的衣服

o:c:tIr- 〈劫〉 令官""'''' 放心

。:d5u: 〈形〉 句~ 心寛的

36 



り:cちり:S 〈名〉 知d .g，申裾

。:r(1) 〈名〉 可~ ①怒③蒸『

u:r(2) 〈名〉 句守í: • 臼

u:rag' 〈名〉 句叩J 初乳

。:rag 但rほ 句h 大脳

。:ral- 〈劫〉 令~も 生笥

。:rXOl 〈名〉 句~ w-
�il- 〈劫〉 %柿 突

�ilCllJQai(1) <名〉 旬合耐~ 〈粘附子劫物内

駐外壁的)水泡

前ila:UQai(2) <形〉 制崩~ 愛突的

�i1amtgai 〈形〉 制師時~ 愛突的

ﾙOi1Jlg- 〈劫〉 制渦開胃 ー突E巴

前im町 く形〉 時官曹t 胃失的

8αi路町 〈名〉 術相~ 煩悩

un-(1) 〈劫〉 句曹 g奇

un-(2) 《訪〉 匂rr (朕倒的〉倒ゐ

una: 〈名〉 句dヲ 役畜

。na: xu回g 鮒句 箱重卒

unag 〈名〉 句.，."ヲ 弓拘 1

un伊.u tu:ral 句ゆ/句可f 蒋蒋 一‘, 

una1t 〈名〉 匂T舟d 年成

unu:l- 〈劫〉 句.' 被騎
_)-

。oog:ー 〈劫〉 句市 弄倒

。n伊:Jlg- 〈劫〉 句市;I'(nf 落下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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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伊1 ..，. 〈劫〉 旬市協 下拘

りおも? 〈劫〉 毎時 睦

unta: 〈形〉 匂ボヲ 眠着的

unta:g�: 〈劫〉 加ポヲ吋f 没睡

unτra:ー 〈劫〉 ~ t 熔天

。nc包む:1- く功〉 匂明哲d 下垂

。弓α: く名> 初q 韓

uqa:r 〈名〉 句~ 需~

，:，~u1J 〈形〉 前VrI 大的

u:gg- 〈劫〉 匂叩 放毘

u:ggu: 問。羽目

u:ggur く名〉 制宮~9 毘

u:g9,:,r ald- 官匂 放民

ulJI- く劫〉 知県 i実

u:gIa:抱g- く劫〉 加情例市 念一下

uxa: く名〉 相norI， 知覚

。羽:ij 〈名〉 蜘軍イ ①智力②廿諜

uxa:1J. };x1laト 柿w 神経錯乱

uxa:r- く劫〉 旬帽J!'~ 省悟

U玄ロ:m回r く名〉 切削 覚悟

uxar- く劫〉 旬開 退

uxarxal 〈名〉 句"押喰 限寓

uxu: 〈名〉 匂flf J 水
" 

uxu:w~ uxar 匂伽.J&. 酬 '水牛

�u:nd at'- 愉.J ..e 'ID1Ir 説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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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水

畦

制J 岬

制rrI'td

uxu:~ am 

uxu:羽 90:

恨む:1- 向。:1-

水民的匂怖胃@〈形〉uxo:rxm 

迎匂骨司匝〈劫〉UXt-

根子'w 〈名〉。g

故多知d。9 qu加g

〈劫〉

く名〉

洗制切uga:一

t甘

小

小
一
一
途

違

A
i

小
一

套
一
使
投

制ゆ制e

匂明器

匂州市

相叫市p

〈劫〉

〈劫〉

〈劫〉

〈劫〉

〈名〉

。gα:du:

ugsru:l-

。伊1-

。g回r-

も守町

併J

。gcl3lr-

鮭底

①紅②丙

1
 

0
 

情〆

ば

〈名、形〉。la:~

天花。iα: lJ n� 

食道

服

仰が""ula:lJ X;): loi 

紅糖

冠

紅的

花丹
笥
山
市

丁

旬可

柿tI~

向'"'"
柿~

前~7
匂持者

句@。la: lJ x� 

。la:lJ sata羽

。 la:lJ dl.ala: 

〈形〉

、
/
、
ノ
、
，
，
、
/

d
w
q
d市効

ula:剖羽

。iα:gfllJ

。la:lc包，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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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α:rI1

。lai-



ulam 〈副〉 場4ぜ 越

。lbar Lar %楠f 柑7 撞色的

u11- 〈劫〉 旬袖 舗

。1s く名〉 術作 国家

uls tur 句T背骨 政治

。1d く名〉 情州、 人的

。1- 〈劫〉 幌T 狼曝

。ma:司 く名〉 情骨J 癌

。ロ101 〈名〉 毎的 関道

umalJJ Jaxlα: ~ f(fr& 恥骨

。立1ar 〈吋〉 制(j 北

。mb...，. 〈劫〉 ~6'r 瀧

umdag 〈名〉 惜別J ，関唇

ustxa:ー 〈劫〉 も命1l'I"IIY 消夫

。Sl1' く名〉 匂胃宮 銭故

uta: 〈名〉 旬相J， 姻

utag- 〈劫〉 旬胴曹 函

utu: 〈名〉 守町伺 銭

。d- 〈劫〉 旬唱F 返

むda: く量〉 同"/， 次

uda:一 〈劫〉 匂叩官F 抱延

。da!lJ く形〉 耐WI 糧

。da:羽 ußSilJ 時開t 慢性病

むdardagS 〈名〉 %明司~.市q 領袖

むdardlag く名〉 旬開~， 領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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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ge町 〈名〉 、押J 産婆

。事9 u13Im,ti: xu:u 旬d 時晴./.，呼鍋J 病包JL

。J- 〈劫〉 句 挫

UjQ: 〈名〉 句.J， 桂馬柱

。ja:tai 〈彰〉 匂可制 詮着的

。jIIg- 〈劫〉 毎，寓W 挫住R巴

官句 〈形〉 WI 巧的

。l'Cl\lxai 〈形〉 切師号 破定的

。raf3- 〈劫〉 匂t& 反叛

ura!l(l) 〈名〉 旬."ヲ 套粁

。rag(2) 〈名〉 毎PrI 来戚

。rag bat'lld- 耐w 結婚

。rag x:α1- 制 高婚

。rag t;Jgt- ~ 訂婚

。ra- xu:l 、~ 令偵 尾骨

。ragmal 〈名〉 匂叩前 櫨物

。rα剖α: 〈吋〉 加冊~&I 向前

ural 〈名〉 毎pp守 唇

-uraI- 〈劫〉 骨明内 巧作

。ram 〈名〉 h内 情緒

。rlX 〈名〉 旬事" 套索

。rlld- 〈劫〉 匂ポw 饗(弓}

。rIldα:ー 〈劫〉 匂~ 寮

。rI1dα:1αg- <劫〉 %が明匂 使饗

。rlldu:l- 〈劫〉 匂事再開長 使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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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問。r6

uru:<l) 〈形〉 " %前官@ 悲街的

uru:(2) 〈吋〉 待W官@ 朝下

. uru:d- 一〈劫〉 ~抑 不走送

町ßa:güe: ‘〈劫〉 匂骨内情。e 没有反叛

。r.ßαld- 〈劫〉 耐掛電曹 二翻漆

urßamt伊 i 〈形〉 句柏町持 反隻兎常的

。r.ßu:l- く劫〉 旬何a 翻

。r伊S く名〉 句-gnÌ 生長

。rlaJ 〈名〉 句柑 工芝

。rJgαr 〈形〉 句時宮 翻特的

。rt 〈形〉 毎耐1 長

。rt boj珂 句~ 長短

。rt が1:>: 神甲静 傭壇

。rtatxa:ー く劫〉 令官明和胃 延長

。rtad- く劫〉 ~~唱F 起-!f(衣服〉

。rt~α1;) 〈形〉 ~ 較長的

urttl 〈吋〉 令官。哨3 南迫

。rttld 〈吋〉 匂宵唱9 句寄') ~ 南迫

urd- 〈劫〉 T甲府神 流

urdu:r 〈吋〉 恰句~ 南迫

。rcßl:羽剖:d udar 旬~，~~句f 大前天

。ré包，InU1;) r名〉 申官官司J 前年

。r喝ldar 〈名〉 匂~電車C 前天

ut'lt 〈名〉 ~J 聴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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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d(1) 〈吋〉 匂官。 南、前

urd(2) 〈肘〉 ~.J 先

urd- 〈劫〉 .. 領先

urda: 〈吋〉 、開4 、:rI 予先

urdax く吋〉 守同時，α、 前面

urdad く肘〉 、開d 先前

。

。:(1) 〈名> , 匂『 毛病，敬陪

0:(2 ) 〈政〉 匂『 握

o:゚ o:゚ 柿号愉9 叫牛声

o:x 〈名〉 旬。@ 指肪

o:pa:u 〈名〉訳: ~~ 脅棚

o:d く吋〉 時4 向着

o:dal- 〈劫〉 ~神 決旺'

o:du: 〈名〉 州制e 下脚料 1

。:r( 1) 〈代〉 h何7 見タト

o:r qutag 初WrI .外多

o:r(2 ) く代〉 ~ 自己

o:r o:n:羽 J 自己〈隻数}

唱。:randu:ra: く代〉 時伊耐f: wd 彼此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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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l: :t}

o:rlil-

〈代〉

〈劫〉

〈代〉

む
吋

自己的

成交

自己o:rtol 

ヌ今

u 

u: 〈活〉 曹@ 時〈関性預后〉

u:n く代〉 1Gi 迭

u:gu1J同 u13ga1J

u:! 〈名〉 憎J ﾃ 

u:J nu:ー 判 云汗

u:lt- く劫〉 倫明 天間

u:回1 〈名〉 時伽守 起源
噌

u:J 〈名〉 匂市J (冬貫主春用的)

整畜肉

u:d 〈名〉 、tV.J n 
u:da1J I:ud 帰d帽 n牙

、

u:dIii; xa13tu: 'tGVI 6< 命~6< n崩

u:dni: xaru:l 時vÌ e 命叩奇 看打人

u:dni: su: 鳴Vl9 :r、 n月

u:d;.. 〈劫〉 帰宅申 汗倒

u:da1J baigu:la副 得..d~材開f 創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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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1) 〈名〉 匂棉育q 同~人

u:r(2 ) 〈名〉 時宮 杯

u:r(3) く名〉 愉f 寓

u:r(4) <:名〉 ~ 委員明

u:r- 〈劫〉 帰r 背(手〉

u:rag 〈名〉 時句 任会

u:rt 〈副〉 時d 永恒

u:rtl- 〈劫〉 崎将自h 端遊杯里

u:rd- 〈劫〉 1v\~ 噺

ui tumalJ 吋~ f乙万的

uil 〈名〉 同事J 行苅

u i1a:ー 〈功〉 ~ 吹

uiJJil- く却11) 旬最冒品 服多

uilJlagJ( 1) 〈名〉 T州~zq 服会員
P 

uilJlagJ<2 ) く名〉 ~品句f 信貨員〈商店〉

uild- 〈劫〉 1m'Im 作事

uiId[3ar 〈名〉 h和舟守 エ「

uild~ag く名〉 ~句 実践

ulm- 〈功〉 匂司市品 喧時

un 〈名〉 1vd,? 俳銭

uninJ 〈形〉 T可押宮守 度誠的

Ull1lJ 〈形、情〉 1v¥rrl 真的

Ull1g 〈名〉 守町"<? 狐

unlr 〈名〉 T可申f ~味

unirt- 〈劫〉 T可申lit;f 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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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吋ー 〈劫〉 同州 不自信

unfilJ 〈形〉 同t:tÌ 孤独的

unf勾 amagte: 悌句q 寡姐

unf均 xu:gad 何lrI 孤JL

unf1fig- 〈劫〉 hr市、百h 相信把

unti: 〈形〉 匂守市e 貴的

und 同 umad

undag 〈名〉 加料7 ~ß 

undastalJ 〈名〉 h市制J 民族

出ldar 〈形〉 快晴f 高

uncIar oojIIl 持r(' 高度

undarlag く名〉 ~号、り 高原

undu: 〈名〉 ~割前昏 根

undu:l- 〈劫〉 ~制品 生根、

u.q 〈副〉 ~ 永久

U弓a: 〈名〉 旬~? 母牛(五~以上〉

u.qa:ni: 玄u: 同wi & '"明 牛妨

u.qu: 〈名〉 ~& 灰

u.qU:羽 U羽g 岡市J 初旬 灰色

u.qu:rt- 〈劫〉 T可申.~ 接吻

UlJ fimti: h可州電rC 肥沃的 4

UlJk 〈量〉 T崎 口

WJk- < �!T> 呼@ 合P 唆

WJkal- 〈劫〉 婦鍋 狼呑虎日目

u1Jkar- 〈劫〉 初吻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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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J9 〈名〉 同干0" ①顔色②面JL

U:IJ9 旬.t- 句唱F 吊〈面JL)

U:IJ伊J く形〉 匂事例l:C 表面的

U:IJ伊 r..:.. く功〉 旬が旬、 辻去

u1Jgramd W匂蜘J~ 以前

U羽9ra:Ij udru:d 同特例J 句~WI 往日

U1Jgra:1J c゚ilu:d ~\'\~WI. 往年

u:lJ9ra:ー く劫〉 情同事。 度迂

u:lJgra:ga:g色e: く功〉 同州~ 没有辻

U゚a: .<名〉 制り 守5苓

uf3a: xa:lJ 句J 玉皐

u.゚a:l- く劫〉 t..1r 起毒

u.゚a:lc゚ く名〉 h釦匂q 戴肱

u.ßag 同 u.ßa:

uf3ag asag 畑町 苓守幸

uf3ag de:das 旬。~ 祖宗

ußal 同 u9u 1

u.゚lhIj u:r 愉守 VI 句~ 立冬

u .゚li::IJ tuil 制 d 嶋守 冬至

uf3ar く吋〉 旬鳴f 前迫

u.゚u: く名〉 守制骨 草

u.゚u: tu:- 旬@ 鋤 t

u.゚u:l- 〈訪〉 守制時 隈草

u.゚u:lu:l- 〈劫〉 守創抽d自 放牧

u.ß伊む 〈名〉 惜rI 老夫子

5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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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13J均 〈名〉 蜘寓J 病

�13Jiu xur- @可 生病

u13d- 〈劫〉 1Qvr . 痛

u13dag 〈名〉 偽可 膝蓋

ux- 〈劫〉 匂唱曲 死

U玄:a:gü.e: 〈劫〉 吋句 T耐e 設有死

uxa:ral- 〈劫〉 ~偽守 F奪愛

uxadxi:- 〈劫〉 句"“h 猛然<!人身〉

uxar 〈名〉 ~ 牛‘

uxar bu: 1& 勉

uxar bura: 供ポ3 劇肌

uxar xar- 命買F 話ど牛

uxar Julm 向e 磐石

U玄ar tarag 句句 牛卒

回:ar 加1- 同 uxar xar-

uxri:lJ bQxa: d 句嶋 牛糞

uxarJilJ く名〉 制~ 牟イ宮

uxi:(1) 〈名〉 守町f1& 枠樹皮

u~i:(2) く名〉 T雨f 〈男〉母

ux珂 〈名〉 附J ①女JL②小姑

娘

uxilJ du: 旬。@ 妹

U玄id 〈名〉 ~ 女子

uxu: 〈名〉 句柄@ ①失友②毛

uxu: aßa玄玄UlJ ‘愉ri&.W 理定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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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笈U・ dzas 喧 ~ 理友

uxu:nl su゚ ~e 快句 毛孔

uxu:J - く劫〉 h鮒 致死

uxu:1ig 〈形〉 制時勺 多毛的

uxu:rxu 〈形〉 h伽刊9 多毛的

uxul 〈名〉 匂可@守 死亡

uxmal 〈形〉 h舗守 死的

四Jig- 〈劫〉 ~がF 死了日巴

uxdal 〈名〉 ~可 戸体

u9 〈名〉 制乃 i舌

ug 加!α:5αld- *明品唱冒 員幸治

U伊:ぬJS- e，./ 匂 食言

U伊:r j:>f3- Q-I:~ 肝i舌

uga~d :>r- 制下J~ ~ q庁活

ug- 〈劫〉 旬ず 姶

uga:u du: ~.q，{ð9 出嫁的妹

妹

U伊:J ぐ形〉 旬刊句守 様慨的

Ugi:5U:d 〈名〉 憾前調t 元P者

ugl:r- 〈劫〉 旬ポ~ 努

ugu:la:tag- <劫〉 h母船旬。 要寄来

ug� 〈劫〉 旬持f 投有

U伊11 〈名〉 1e守 冬

U伊1] :>r- 待'IP 人冬

u9u1d,;- 〈劫〉 1i'I7C 辻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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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伊Jl(話。. 〈名〉 ~. 冬菅地

ug!a 〈名〉 知ゐ句 明天

ug!a:dar 〈名〉 ~句愉f 明夫

ugs- 〈劫〉 旬判官 逆

u1agJi:g noxoi 時句.J~ 母狗

u1u: uxu: 時<a& 旬櫛 汗毛

ulg1:- 〈名〉 愉悦 揺盤

ulmi: 〈名〉 句合終 脚背

uld- 〈劫〉 匂拘 剰

ulda: <ì吾〉 帰9 .J 可不

ulda:ー 〈劫〉 時ljI(I 留

ulda:Jig- 〈劫〉 匂耐btO 留下昭. 
uldgala:g 〈形〉 対柑曹司 机俄

ula:ー同 uila: ー

ulg- 〈劫〉 唱4æ 佳

ulgar 〈名〉 h対昧 ①故事②梼梓

u!gar 加:- 旬F 猪迷i吾

u!d- 〈劫〉 匂神宮骨 仇

伹ad 〈名〉 句栂 惇子

umb 〈副〉 h硲 諮

umb ~a旬g- 命~ 沖破

umb gitag- α術、 探破

umbar- 〈劫〉 偏向 陥

umxal- 同 u:gkal-

umxi: 〈形〉 匂ゆ<w 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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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d- 〈劫〉 偽4 一穿

uSa司 〈形〉 ~ 少的

usag (1) 〈名〉 同?可 字

、 U拘9 biJ� 会R可 文字

usag (2) 同 ufig

usgal- 同 uJgal-

usagdar 〈名〉 h討句f 昨天

usar- 〈劫〉 'IØ\'伽r 脚色

u岨ar 同 uSagdar

uJ- 〈劫〉 旬e~ 者L

uJa: 〈名〉 ~ヲ 仇

uJa: a{3- 時 ，披仇

uJa:talJ 〈名〉 ~ 仇故

uJa:rax- 〈劫〉 h偽，ポ3 仇視

uJig 〈名〉 ~ 口供

uJ汀ig- 〈劫〉 ~~O 抗了目巴

uJu: 〈名〉 19~ 胸

uJgal- 〈劫〉 hポ， 供

utag 〈名〉 ~ 関戸

u恰1- .<劫〉 匂ポ 老

utigal- 〈劫〉 旬補 甥

ud (1) 〈名〉 可mIJ 羽毛

up (2) 〈名〉 ~ 中午

udi:u x;):1 ~~ 午仮

udi:羽 xnÎn d 伽w-t，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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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i:lJ saﾎ J~ 午茶

udi:lJ 1 uru: d句柄舗 上午

udー(1) く劫〉 匂噌事 送行

ud-(2) 〈劫〉 旬w 穿i主

udaJ 〈名〉 h引守 晩上

udar 〈名〉 句f ①日②昼

udðr 句合 句~ 整天

udar 句rJ 句刊号 整天

udri:lJ sa~ru: 曹t 唄尚 目店

udi: 〈劫〉 旬守 未

u<l3im く名〉 、明暗唱t 葡萄

u�- 〈劫〉 句切 見

uæagJ →児 uæal u訛gJ 

u訛gdal 〈名〉 ~句守 現象

u訛l (1) 〈名〉 ~:r 占ト

u訛l u� - 旬籾 占ト

u也al uc包 agJ 司市匂守 ト者

u訛l (2) 〈名〉 旬τF守 視点

u訛l xana: 句"./， 思想

uc包alfi羽 〈名〉 ~~ ト者

u訛ld - 〈劫〉 ~匂 見高{民

u訛m<13 く名〉 'hrQ台守 景物

uæasgu:la:羽〈形〉 匂例伎町7 美町的

uæeJg色e: 〈形〉 旬"M ~ ヌ生看的

u也aJti: く形〉 ~制持母 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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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d加:Ia:ta銑ぷ〈劫〉 '1m!'償d旬。、 者一下

'udlu:r 〈名〉 旬抑制 ①尽夫②尖頂

uj (1) 〈名〉 市'O'~') 吋代

uj (2) 〈名〉 ~') 市C檀〉

uJ ujti: urag- 制令市 抜守5

uj (3) く名〉 ~') 美当官

uj bolc包ー f 錦司陪 脱臼

uja:l く名〉 匂ポC 堂

uja:l a玄 吋3 堂兄

uja:l du, .~ 堂弟

ujanJir 〈名〉 匂W明f 三主人

ujar 〈名〉 句w母 洪水，静

UJar or..;. 和初 瓢波大雨

ujar 蜘1:- ~. 友洪水

町(1) 〈名〉 ~， ①幹子，特②精子

ur xu:ー 旬 結果

ur dtIlJ Wや可 錯果

ur (2) く名〉 情~') 子女

山 xu:gad 倒防J 子女

ur- 一く劫〉 匂柿 摺

uran く吋〉 ~ヲ 西

uraI am ~岬 務丸

uram (1) 〈名〉 ~宮内 妨皮(生妨煮沸

后上面詰的ー毘皮〉

uram (2) 〈名〉 旬'CfI'It. 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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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amd- 〈劫〉 ~ 結

urag-(1) <劫〉 -匂@ 拾挙

山agー (2) <劫〉 匂uG f京肉

lJl'I吋 〈劫〉 旬開司' 欠債

uri1 〈名〉 1øQr遣 山丁

uru:sa1 〈名> . 初w偽守 握板

uru13J 〈形〉 匂耐冨号 仁慈的

町'_ßa:羽k 〈名〉 壷，酒杯

urx (1) 〈名〉 制り 〈蒙古包天宮的〉犠喧

urx (2) 〈名〉 刷、 戸

urxl~ sarag .J~ 民兵

山伊; 〈名〉 句制3 部

町伊羽 〈形〉 ~ 寛

urg~l- 〈劫〉 術情 背〈京西}

urgald- 〈劫〉 倫掛， 背(人}

urgalda 〈副〉 h剖~ 経常

世伊l喝il- 〈劫〉 h刑罰命 接鑑

U時u:l- 〈劫〉 、締 拾起

urs 〈名〉 旬開J 心故JL

町fa:1 〈名〉 匂w旬守 仁

ur相 〈名〉 同利3 牟枯

世du. 〈名〉 旬慣例e 末JL

urda.゚ar 〈名〉 唱雨明断e 釈

山令u:l - 〈劫〉 、R明棉 乗

Ufa: 〈名〉 旬ポ3 三歩公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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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no:n 〈吋〉 1tFI, 逮迫

na:司.0: 〈名〉 勇男

oa:gu:r 〈吋〉 争開d 遮迫

oa:gu: 〈副〉 拘'CI~ 相当

国:1a: 〈吋〉 制~erI ①向法適，

②以来

na:d- 〈劫〉 'JIlltVr 玩

na:dam 〈名〉 拘市ザ 那述慕

oa:du:l- く劫〉 旬唱が 怯玩

nai noi amba 訳Z 妨妨ィ満: ド知、 外祖母

nol9- 〈功〉 何百曹 f吾

nai~læ- 〈劫〉 'JIm!al" 揺劫

naigam 〈形〉 予可~J 揺擢的

nalm 〈数〉 加手J 1¥ 

nalm，句 X町 ~~， 八月

naima:o xar崎町'.ßCÍJJ 阻向9 ~ 
~， J 榊.J cr噌J 中秋

nQ1ma: 〈名〉訳z 匂肘 英実

oaimαq 〈名〉 ~ 八号

oa�u:la 〈数〉 加附J erI 八小一起

naimdax 〈数〉 和句~ 第八

凶imdu伊:1' (数〉 加句~ 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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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i加:ー〈劫〉

naiq, <名〉

nai屯Imba: く名〉

nair <名〉

nair 加.ßr

nair- <劫〉

nαなal... <劫〉

n山amdー く劫〉

nairtai 〈形〉

na.ßJ 間 na.ßIu:

nα.ßIu く名〉

na.ßtα9 na.ß tαg 

na.ß t伊n- <劫〉

naxa: <名〉

naxa. gU1sa: 9r 

naxa: nd xur-

内
，

}
M
M
M
 

打噴嘘

朋友

<ì青来姶出生

第三天的該子起名的捌!麻的称呼〉

~ ①朕吹②交情

輔偽 謙辻

同
附
同
制
'!ri,(l 

'!ri~悼材

"町市

制e

X叫蜘句向州

怖J'õf伽

怖d

~ 

h胡

naxa:阻む く名〉

naxIlq,- <劫〉

nagち く名〉

nag色 agJ

nag色 iq，i: 同 nag1s uxi 

nagち ux i:

nag包 xurax

nal - く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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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併

。樗0./ 1nl, 
柿

ーノト達一小

朕吹

誹和

友好的

叶

呼扇状

頻頻捜劫

年令

鵠綿羊

社年

老人

揺曳

虜p 男父

娘母

母
父
擢

虜
摸
揺



①{民的②静的

安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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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甑ー下

瓢一下

党性的

静

安静的

辻秋

秋菅地

梢

将我

沼津地

祈祷

秋

九
陥
落

数
太
日

秋
秋
分

人
立
秋

八十

党員

我

党

J 旬f

d 句作句w

」
叩

附

M
M
M
J
W
 

1# 
J 州t;/

匂7IV

伽
州
側
洲
町
州

ー島

州
側
耐
州
側

司持

柿制α

、R

namrJ司 xu伊s domd 

〈劫〉

〈名〉

namo:sxi:ー〈劫〉

naJalJ nag Orｭ

〈名〉

namc包U:lJ

nast吋同 naxa:tO]J

〈代〉

〈数〉

naml司 gaJu羽

〈名〉

〈代〉

〈名〉

〈劫〉

〈名〉

namrI羽田r

〈形〉

〈劫〉

〈形〉

〈名〉

〈形〉

na町lor 01-

nalmasxi:ー〈劫〉

nal"l d;}im 

nar or-

nam1αgJIl-

namar蜘:

namαrd;}-

nam (2) 

nam (1) 

namJ 

namd;}-

namag 

namar 

nαmal 

nαロ1α:

nαd 

nar 

naJ 



nar bar- @晴 日食

nar x仕t- 時開 日食

nar xura:l- 告京姉 日畢

nar 伊r- ~ 日出

nar t吋ー 旬~ 日斜

narαnd a:ー 初.J~ 100 ' 晒太悶

n町句 xùα:r 'trVI、何~ 葵花

n町u: ー 会〈名〉 拘岬 松

naru:nai ct句ga:ru: 松塔

n町.f.- 〈劫〉 令制T 中署

nar buda: ~鳥，.，.t， 小米

na:ー 〈劫〉 ドW 升

na:、raaa 十〈情〉 岡市J 真是

na13t 〈副〉 'tt9J 穿

na13tar- 〈劫〉 'tt9" 穿

na13tgalct- <劫〉 怖が~" 連強

na゚tl- 〈劫〉 'tt9"; 穿

nax-(1) 〈劫〉 '!r<l 娯

nax-(2) 〈劫〉 ドF 追

naxmal 〈形〉 仰向 紡娯的

nag 〈数〉 肘3

naganも同国gta:

na伊B 〈名〉 肘J 一号

na伊白羽 〈数〉 ~下J 俣侠ーノト

nag旬: 〈副〉 伊d 巳毎

58 



nagd- 〈劫〉 ~ 鱈合

nagd招 〈数〉 ~ 第一

nagdag- 〈劫〉 ~ 困錯

nagduga:r 〈数〉 ~ 第一

nag令ー 〈劫〉 ~ 捜

nam- 〈劫〉 判 カ日

namagd- 〈劫〉 柿句 増加
、

namar 〈名〉 ~ 争ト益

nar 〈名〉 'JrI:, 名

nara:u bar- e，./ 匂 芸人

narg也e: 羽ru: ~伽開@ 芳名指

nar- 〈劫〉 予， 酪

narti: 〈形〉 ~ 有名的

ni:I- 〈劫〉 阿梅 -@-

ni:lu:l_; 〈劫〉 何糊 メロh、

ni:lbar 〈名〉 何補~ 和

ni:t 〈代〉 同J 忌共

nila::g同 ni1a:d

ni1a:d 〈副〉 快WI 相当

nimi:xa羽 〈形〉 酬O.J 薄

nid- 〈劫〉 制 ~ 

nidag- 〈劫〉 初旬 ~ 

nIrag- 〈劫〉 1nO • 雷告

nirgu:l- く劫〉 付制 使雷告

na:gd.[3:Jr 〈名〉 加梢~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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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u:r 〈名〉 が."，~ 銭毛

na:r;>羽qai 〈形〉 加F畑守 士主的

nait:llJ ぐ形〉 加d 湿

nair( 1) 〈名〉 加型 覚

nall' ug色e: 句神q 失fi~

mir xurag- 告刊 催眠

nair (2) 〈名〉 ~ 膜

noirImgl- 〈劫〉 例市品 日間

nairs- 〈劫〉 切開~ 就寝

mxol 〈名〉 伊"" ①狗②成

noXo i . tu: 1- <1rw為 唆狗

nox�lJ buxa: d 相糊 眺蚤

noX;): 〈名〉 和嶋 毛

noxt 〈名〉一 和~ 強失

nJxtl- 〈劫〉 加切る 一帯笠!k

mxtlu:l- 〈劫〉 加市旬，ー 使帯笈失

nogo: く名〉 物守.，fヲ弓 菜

mgo:u 〈形〉 令官甲官J ，、緑

no伊:r- 〈劫〉 令官官官市 友録

nogu: 〈名〉 初回e 軍事

nom (1) 〈名〉 併e 弓

∞m xarα13- 何@ 射箭

mm  (2) 〈名〉 ザ ヰ3

nom UlJj- 柏崎 念ヰ3

nomOlX;)lJ く形〉 柿WmJ 老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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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JllJb:g 〈形〉 怖"" 老突的

n::>8- 〈劫〉 告m 燃

n::>句1:- 〈劫〉 争淘官' 点燃

nodnllJ 〈名〉 ~ 去年

n::>s::>ld- 〈劫〉 争~. 持斗

n::>s::>ldIlg- 〈劫〉 ~尚川 打起来日巴

n::>J::>IJ 〈名〉 加J r同...,. 

noj司 I可 制守 玉萄黍

n::>jod 〈名〉 加d 官民

noj:)rxol 〈名〉 争耽咽守 犠治

n::>rI- 〈劫〉 加0& 夢唆

nu:r 〈名〉 旬d 湖

nur- 〈劫〉 '!OXr f畠

nura:ー 〈劫〉 抑官' 場

nu:ー 〈劫〉 計。 扱

nu:Ieg- 〈劫〉 倒。 迂移

nu:dl 〈名〉 予蜘守 迂移

nu:ru: 〈名〉 ヤ御崎 ①煤②茨

nux 〈名〉 加句 ①坑②洞

nUX9lJ伊r 制lÌ伺 寄洞

nux- 〈功〉 加@ 事ト

nuxa: 〈名〉 加伽岬 争ト訂

nuxad 〈名〉 加偽J 朋友

nuxar 〈名〉 ~ 同志

nuxarlal く名〉 加偽情 友i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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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好的

男

J
1天

那
眉
華

影哨

加偽向

加制3

h伽柿喝

肘伽d

榊守

加ゐ句

加恥

〈形〉nuxarsag 

〈代〉

〈代〉

nu伊:

〈名 p

〈名〉

〈名〉

〈劫〉

nuga:da玄

nu伊:dar

nugul 

nula ‘ 

披

白鈴子

斗蓬町
一
一
同
州

numar-

numrag (1) <名〉

numrag (2) <名〉

〈形〉 赤身的nusg司

杵智市GI:〈名〉nudu:r 

血挟智"'~

ヤT京<ì)"マ

〈名〉nud,) 

大道nura: dzam 

貼

笈糊

粘性的

仔知的

'J!l!' 

付与J

拘匂時f

何J

同J

〈劫〉

〈名〉

〈形〉

qa:-

qa:lt 

qa:ld句gIr

qaxt (1) 〈形〉

茂盛的〈形〉qaxt (2) 

粘的掛町Tf:〈形〉qals伊r

仔姐的

ー一枠暗述

砕

ω." 

ザfW〈形〉

qamdai xadag 

qamba� 

加J〈副〉qas 

圧砕

破砕

嬰JL

句官'

官:srl

初号

qas d世ー

〈劫〉

〈名〉

qa関1-

qa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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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ra写 叫〈穆〉 tJ 摺

qara13 qaxt 加d 掴致的

q'町Q13 qambai が肘 佃致的

/ qara13 伊tu: a.t惨 11\腸

玲位。13J 〈形〉 'hf~ 招致的

qarxa13 〈形〉 拘"'" 掴的

qu:ー 〈劫〉 耐， 隠購

qu:x 〈名〉 和尚 隈静

qu:gι 〈詰〉 物相事 襲蔑

思J:S 〈名〉 ~ 部密

qu:r 〈名〉 拘v~ 1金

qu:ra:~ bar- WI 句 芸人

qu:rald- 〈詰〉 知両 富対

qux- 〈劫〉 句" 探

quxu: 〈名〉 肘9 鼻沸

勾，uxu: 伊}:屯叫 令F味 流鼻梯

ゃxu:伊: nむー e，J 約 議 j講

略。xaJ- 〈劫〉 物!II:I'f 撲撞

quglu:r 〈名〉 向向~ 脊髄

司ug1u:raI-.. (劫〉 1VÚ"lo!!op, 刺頚椎

弓ひla手一 〈議〉 き裕 註5定

quJbu: 〈名〉 世制e 1~ 

quJbu: go:ct同 何冊 流沼

l'),utag く名〉 ~ 故多

号。tagJltJ く名〉 知明J 喜三牧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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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otgal- 〈劫〉 官- 定居

qodrag 〈名〉 同~， 拳

quru: (1) 〈名〉 知~ 背

quru: u:r- 制島 背手

喝町。: (2) <名〉 防官e 槙

quru: 伊1'Og- ~ 上房梁

qurgqU 〈名〉満z 抑制?J 照片

qur伊U tat- 句， 照相

qu:xuau 〈名〉祝z 牛黄

qud く名〉 w' 目黒

q l,ld iram- 知骨 毘限

qud ußd・- 愉w 間限

qud bulti:- 対R 睦眼

qud Ja.゚J- :ri:lf 授限

qud æαr- 曹司障 使限色

quda:αq- erI 句T l司眼

quda: nð:ー ば判。 時限

qudni: uXQrxaj ~e 同州 隈H~

qudni: saga司 知Je~ 限白

qudni: lil tWﾌ 9: "ri咜 眼鏡

b 

加? 〈寵〉 句 R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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凶，!- 〈劫〉 II!' 控原

加:139αi 〈名〉 句均時 熊

加:13gailJ JXUU 情J 怖~ 熊胆

ba:xαq <:形〉 加J 相当多

ba:g�: 〈名〉 民寧

00-9,- 〈劫〉 句判持 曹

batar 〈名〉 向市f 英雄

bai- 〈劫〉 @鴨 有

bai1J 〈副〉 M 常

OOi1J da'!i~ 時J 帯三地

baiga:l (1) <名〉 。明制 自然

加iga:l (2) <副〉 @柑q 錨常

bai伊:$J9- 〈劫〉 落在后面

baigu:l- 〈劫〉 ~ 建没

baigu:lag 〈名〉 ~品Jヲ 机失

baigu:lαlt 〈名〉 忠明日a'M‘J 建立 、

baild- 〈劫〉 鮒唱' 打伎

baildα:羽 〈名〉 対~ 故役

bαildαd 〈名〉 ~司e 誠士

baisa:- 〈劫〉 ⑥暗唱F 査

加国i 〈名〉訳z 俗間'" 白菜

加可IlJ 〈名〉 側同1 良子

加itU:lJ 〈名〉 @耐J 不苧母畜

凶itU:lJ am xoq 側ヲ何守 不苧母錦羊

baitu::u uqa: 同~') 不字母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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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itu:君u:回r 匂献 三~牛

baitu:Jj jama: 補J， 不苧母山草

baitu伊i ぐ助劫〉 ~ 不但・・・而且

baitugd- 〈劫〉
-時

bai釦: 〈形〉波z 白搭 自白的

加idal 〈名〉 命明守 情況

bair 〈名〉 供~、 位置

以mdα。 〈名〉 @市吋 板莞

加叫 〈名〉 伽胃守 小噺鴫

以m也d 〈名〉 @句" 梧子

加nql 〈名〉 併合同 銀行

bax 〈宅島 “3 
央趣

以お悶: 〈名〉 句嚇 原

bαXQr- 〈劫〉 令帽\'1 羨慕

baxt-(1) <劫〉 ③時 包括

凶xt- (鈴〈劫〉 伽咽 羨慕

b眠ta:- 〈劫〉 伽噌I!' 包括

加xtαi 〈形〉 @帽事号 愛好的

同lr- (1) <劫〉 争向 域

加qlrー (2) <劫〉 h匂 思戸叫

加qIra: ‘く形〉 島句dヲ 好日月的

baqJrald- 〈劫〉 令官令向 喧器

凶g 〈形〉 w, 
bag ud 、4 傍午

加.9 xalu:羽 鍋VrI 小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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嶋
崎
山
鳴
腹
昌
一

峨3

o掛守

以司Q xar 

以司Q xa:l 

fIWVI 肱司Q xuita1J 

f刷e同伊tu:

小脳

柱

霊得太小

較小的

大釣

集中

少年、少年的

教師

割削F

旬ボh

J
m
h
w同町

以羽田xa:

加，9 tarxx 

〈名〉

〈劫〉

， 00伊9

00'伊d-

く形〉

〈名〉

〈劫〉

民明句

加g羽:

句~〈名〉

〈名〉

〈名〉

回伊ト

OOgsu:l 

M副 @同f

工具句"守加路

加1 (1) 務@守〈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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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

蒙昧的

変昏騎

打砕

大口喝

模糊的

徐

青蛙

大斧

蜜蜂

成、一

舗K'

〈名〉

く名〉

〈劫〉

〈劫〉

加1 (2) 

国lai

抽w国lair-

6同@寓加la.ßI-

斜耳曹〈劫〉凶1α，g-

柿開qく形〉001町xai

6柿〈劫〉

〈名〉

、〈名〉

OOll-

同1田i

ωd 

Q;;e ~時

加lt

I凶lt 也ugi:



寝泊物

盾@帰守

〈名〉

b;ambai <名〉

加mbalæu:r <形〉

加lt u:

聖買悠悠的

鹿患

併@与均111:

併館

側J

〈名〉bambar 

治
的
制
的
固

也

A
W
緊
竪

制n:

<ì吾〉

<名〉

〈形〉

〈形〉

恥宮

ba関:r

WI 加111m

@電9加t

通迂

二把握

一狩

違襟

准各

~ 

同
，
旬
J酬

〈劫〉

〈名〉

〈劫〉

ー〈名〉

〈劫〉

batl .... 

batlag 

凶<tu:

加也ー

t入真的

①富②宮人

富牧

富寂

@珂場~

M 
供.J

句d

M 

6'r"!!' 加的:ー

加的:m伊i <形〉

〈形、名〉同ja1J

加j01J mQl1j'l1J 

加101J tara:J珂

〈名〉

〈名〉

宮人(1m

喜氏

市日

bajαd 

句f加jar

高沢的

再見

高栄

富的

d 、d

~ 

加jrI:1J白Udar

bajαrtαi (1) <形〉

加iαrtaj (2) <慣〉

〈劫〉

向将~

向r梅加j伊1-

高沢

何旬J

~ 

〈形〉

ー〈劫〉

ba)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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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sag1alJ 〈形〉 Istf' 111m t-¥) 吹E長

同1<13- 〈劫〉 - 友財

加r 〈名〉 令官制 ①虎②賞

加r- 〈劫〉 6rp 了錯一

bara: (1) 〈名〉 ~ヲ 商品

凶.ra: xUdald- 伽" 嘗貨

加ra: (2) 〈名〉 ~') 景物，彰子

bara:l- 〈劫〉 句想ゐ 眺望

加阻止 〈劫〉 ~ 陪

ba1'Og (1) 〈名〉 @切e ，巴匁虎

barag (2) <副〉 句，t き句

baragsa:l- 〈劫〉 QXOh2i!!''b 約サ

ba1'Ogd- 〈劫〉 鳥時 損耗

以lru:ntα; 〈吋〉 句d 西透

baru:nttl 〈肘〉 &.nraJ 吋1 西迫

barumttld <吋〉 句J 州j~ 西迫

baru:n1f1la: <吋〉 旬F州 6'rI 向西

baru:lJ 〈吋〉 向型J ①西②右

baru:伊:r 〈肘〉 ~日品企 以西法

bar伊1- 〈劫〉 旬開ゐ イ古計

barJ1Q- 〈劫〉 句胃曹 結束杷

borda1J同bardam

、加rdam 〈形〉 &r:.'t 勝徴的

bar匂伊r 〈形〉 90"が 組槌的

国r- 〈劫〉 ~ ①事K②耕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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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a:l~ 〈名〉 蜘~ 正骨帰

出rl(3fd- 〈劫〉 伽@姉 弧

1lat'1gd- 〈劫〉 旬開 拘

加rlgdJlg- • <劫〉 何時胃柵 被m\佳

Ilat'Jl 〈名〉 向守 n道

加rl!d- 〈劫〉 .~内 捧股

加rJmt 〈名〉 対d 股据

加害。 〈形〉 何世 緊痩的〈衣服〉

加ru:t 〈割〉 財官官J 弓上

加rQCl!d 〈名〉般E 6pnrana Qザ 大臥

加&，109 〈名〉 @点Jョ 建造

同事e: 駒市íe:問 bu:ße: bu:(3e 

ba:le- 〈名〉 叙帰e 手套

ba:le: 玄i:- ~ 戴手套

bð可indz 〈名〉双z 背心JL

加n 〈名〉訳z 本ばヲ 本設，俳銭

b�Dd- 〈劫〉 ら匂 苅ヌ告

加ndau xandofj 伽d 令均J 慌慌張弦地

bax 〈名〉 制3 ①墨②墨水

加~Iag 〈形〉 制~ 堅固的

baxlalt 九〈名〉 的被d 盤〈一般指保

、、. 炉、守炉〉

baxcS~ 〈劫〉 Q(¥7c 乳国

balag 同 bilag

ba1xu 〈名〉 航糊@ 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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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lga1- ‘〈劫〉 斜。格 親捜

baIla:r 宅名〉 掛ポf 牧場，翠湯

ba1ta伊' 〈劫〉 検輔、 准各

ba1tgal 〈名〉 舗剛椛 准各

ba1t拘d 、〈名〉 駒内 殺意

ba1d- く劫〉 続， 準各

bada:r世 〈劫〉 h町R 等

baj 1 <名〉 前3 身体

baj daf3xar ::>1岬 句幸~ 告書 杯亭

baji:U 協同Ir xí:ー 鴨J 岬dα 倣操

baj1u:1叫 〈劫〉 向棚 実現

bar 〈名〉 鳥寺 議詰

bara:d 〈名〉 ~ 鳩担{f1

barax 〈名〉 &r句 婚、圏端

baraxJa: ー〈劫〉 抑制 恰耀

bar伊B 〈名〉 。，r;\tI 娘

barJgar 同 biIru:

bi; 〈代〉 和 我

bi: boI山 Q{'el 設住

bi:r 〈名〉 献 宅

bi:ralJk も〈名〉満: h櫓 摺面杖

bi:ralJkad- <去さ〉 諜z ~ 重幸

bilaU 〈形〉 柿J 現成的

bi1ag (1) 〈名〉 制句 吉祥

bilag (2) 〈名〉 続可 手し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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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ag xurag- 告tG 蛍礼

bilag salag 哨可 キL品

bi1xan1san ぐ名〉 鰍句勺 圏噌JL

bil1j'iru: 〈名〉 肺訴~ 脚『

biJ <ì菩〉 制守 不p 不是

b可ー 〈劫〉 6't" . 宥

biJhXOlJ間 biJxOlJ

b可 ilJ 〈代〉 蜘t 別的

biJxo1J 〈形〉 続~ 幼小的

biJig 〈名〉 6'm勺 ヰち

biJig 也αー 明百F 教ヰS

b可igJ句 〈名〉 蜘寓J 学者

biJir- 〈劫〉 余命甲 牧伺

b可u:l- 〈劫〉 6't:mi指 1上湾

b可u:rax- 〈劫〉 供供偽。 1人生，踊牒

biJgu:r 〈名〉 制帰f 鋳

biJru: 〈名〉 合胃~ 疹

bitax 〈名〉 @ポh ①吐〈指尖〉
, 

②耳畢

b泊 〈代〉 供J 我ffl

b冝ar 〈名〉 句a 〈劫物身上的}

m抜

bir伊:1 〈名〉 姐

birga:li:弓 jα10: d 哨，1， 伊失蝿

bir伊:lt- 〈劫〉 生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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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u: 〈名〉摂t 6'(~ 表

bo:ー 〈劫〉 ~ 包まL

b::>:゚ 〈名〉校:惇俸制 点心

bo:l 〈名〉 旬守 奴乗

ba: h:lJ i<t匂 d 旬J 奴京主

bo:ltl- 〈劫〉 ~ 掴

bn:lttai jum @が~.町 包祇

bn:m 〈名〉 匂øf， 炭痘病

b::>:dni 〈名〉 旬布。 麦子

b:>:dni bnlnJ.3s ::>r~ eef市x"'e 苦神

bo:rsog 〈名〉 句，刊VJ 樵点

boﾎ' 〈名〉 間 〈牛牟的〉下鞠

b::>iJ.3:>r 〈名〉 @鴫脅 香炉

boig:>lJ 〈名〉 財F

boid.3- 〈劫〉 向宮市 成長

b::>nt:>rxoi 〈名〉 島職情守 皐丸

boJS 〈名〉 ~ 姻油子

b::>g;)I也u:r 〈名〉 句向鴨宮 喰脆

b::>gu: 〈名〉 制dヲ fl故

b喝tn: 〈名〉 働時榊 揖骨

b:>gd 〈名〉 蜘d 蚤人

boI 〈助劫〉 前 如果

b:>l- 〈劫〉 Ql ①熱、成熟

②行、成治

balo:~ gurIl 働州側 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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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lo:d 〈遣う 動J 主考
.) 

bolo13so:IJ 〈形〉 倒怖J 文明的

bÓ)lo13回r- 〈劫〉 鎖倒四 ν 成熟

bolo13sol':>:lJgui <形〉 蜘旬均~ 成熟的

bolo13suru:l- く劫〉 鎖倒~， 鍛燦

bolbol 〈助劫〉 il偵 -・・的活

balboJ 〈助劫〉 ~. 星然、即使

bal玄ùe: 〈劫〉 iltr9旬《トC /不行

balgo: tai 〈形〉 内切時~ 倣熟的

001伊:mè包11- <劫〉 向曹柿 1董慎

bolga:mc:t 〈名〉 @宮"'~ 慎重

bolgo:mc:ttoi <形〉 向舟~ 慎重的

balgo詰 〈后〉 一向t 毎

ooIgamè抱toi 同 0019a:mé包;pi

bolltoi 〈形〉 ~ 可以的

balIIg- く劫〉 紛胃帽 行了

bo1c:ta:xoi 〈名〉 惜別開r(' 雀

bo1c:tmar 〈名〉 e胃制 雀

bol誂: 〈名〉 創初dヲ 釣会

bol誂: toxt- 句時 約定

bo!- 〈劫〉 ilt 算了

bolflg- 〈劫〉 舗哩胃鴨 算了昭

bos く濯〉 制@ 司ド

bot:>g く名〉 @明@ GB議

bot咽ー 〈劫〉 @命曹 ①起②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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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togJI9- 〈劫〉 @命守町胃 起了噌

b::ld-(1) 〈劫〉 e;, 算F 想

b::ld-(2) 〈劫〉 制 起

bodu: 〈形〉 供時@ 返鈍的

bodolxi:l- 〈劫〉 @剥〈渦 思案

b.:>dg�.lU 〈名〉 s~〆 心廿

bodl 〈名〉 @曹司 念失

b::ldlog 〈名〉 匂剖Ï). ①想法②政策

bodtoi 〈形〉 h叩f 実在的

bocj，田4 〈名〉 h刊可e~ 菩辞

bojmd- 〈劫〉 匂可\"'õ' 辻短(衣服〉

bojIq 〈形〉 句可f 短的

bor く形〉 も百。 灰的

boro: 〈名〉 匂，.t， 雨

bor，):αrl- 同署 雨停

boro: or- %前 下雨

borog- 〈劫〉 @耶 吠(狗)
ノ/ 

borgu: く名〉 在蝿

borg.l- 〈劫〉 S柿 泊涌

borJog く名〉 sr;nl 豆

bortog く名〉 @開宮@ 躍

bordo: 〈名〉 儀相Jヲ 羊草

bordo: xacl- 命， 刈草

bordu:r 〈名〉 s~明，，1: 肥料

bordu:r oru:l- 匂事官占 施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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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包lα 〈名〉 告姉.，/ヲ 肉干

baf:>゚ 〈名〉 食事n 腫

bu: 〈名〉 9& 拾

bu: agar w 武器

bu: ald- 信号 定火

bu:- 〈劫〉 句冒 ①清遊②降

bu: bu: 句e 句@ i青遊

bu:d3 ug- 句'O'.，.&' 1押 投降

bu:g.α 〈名〉 ゐ~? 先p 前面

bu:lag- 〈劫〉 向均 下誌

bu:s 〈名〉 知宮J 駐地

bu:IIg- 〈劫〉 句曹m 住了昭

bu:dal 〈名〉 句時守 振店

bu:也 〈名〉訳: s.,.,./ 包子

bu:r 〈名〉 ゐ匂 神公取

bu:r- 〈劫〉 旬開 下降

bu:rai 〈形〉 句曹~ 虚的一

bu:ral 〈形〉 匂叩守 抄毛的

bU:f く名〉 旬開守 遣吐

builαg 〈名〉 州-/' 鼻錦子

Lux 〈名〉 e.l) 虻牛

buxlIld- 〈劫〉 脈R唱胃 撒吹

buxlag 〈名〉 @帽竜 草堆

bug 〈名〉 匂@ 鹿

bUgI::g pun tU: 鹿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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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伊・(1) <:名〉 &胃守 腕

bugo; (2) 〈名〉 創刊e 調子

bug!α: 〈名〉 伽~， 肱1中

bul 〈名〉 錫@ 穀

bul- 〈劫〉 動 埋

bulag (1) 〈名〉 品d 泉

bulag (2) 〈名〉 舗円句 招

bu1αr 〈名〉 鎖曹f 水晶

buh.IJglr ぐ形〉 掛時f 混油的

bulJI.IJ 〈名〉 h可 肌肉

bulJ1rxai 〈名〉 舗官官咽号。 腺

bult- 〈劫〉 ~ 脱

bult伊r 〈形〉 偽電~ 突出的

bu1d3mu:r 同 b:lld3m;)r

buldz:- 〈劫〉、 6押， 脱

bulc凶r- 〈劫〉 6書押 脱

bula:一 〈劫〉 舗~ 拾

bula:sald- 〈劫〉 時雨明 賭

bulIg 〈形〉 制J 暴烈的

bu�g- 〈劫〉 el<'f 携瞭

buldru: 〈名〉 錦開@ 務、丘

bum 〈数〉 制 十万

bumh '<名〉 併@ 道士

bus- 〈劫〉 匂 返

bu開:ー 〈劫〉 白'I!'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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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回d 〈代下 制d 剰人

bu悶1- 〈劫〉 ~ 沸

buelag- 〈劫〉 旬句 熱

buJu: 〈形〉 制m9 敏捷的

but 〈副〉 吋 演

but nirag- 加α 粉砕

but 如何ー ，，&宮町 打培

butag- 〈劫〉 @伽 椋眺〈弓〉

butal- 〈劫〉 M 粉砕

butαJ- 同 butα1 -

butar- 〈劫〉 匂骨 ーも散

butarxai 〈形〉 旬開~ 分散的

butαrJJg- '{劫〉 向精明、 散了杷

butra:- 〈劫〉 旬開 弄散

bud- 〈劫〉 Q.;r 染

bud'α: 〈名〉 駒内 慌

budag (1) 〈名〉 句d ー口紅

budag (2) 〈名〉 9ta�I 顔料

budagJIlJ 〈名〉 匂明J 染匠

budagd- 〈劫〉 ~司F 上漆

bud}a:ntai 〈形〉 e;，;、Fd 室奈的

bu包ー同 bus-

buè包;ar 〈形〉 btI 脱腔的

budz位10:1- <劫〉 ~ 使汚辱

bu也町t- 〈劫〉 i~切 砧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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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jαntai 〈形〉 @抑制 有福笥的

bujan旬羽 〈名〉 ~ 有福者

buja羽 〈名〉 蜘J 福，

buru: (1) 〈名〉 蜘官9 借漠

buru:gα: mad-:- eJ'~ 道歌

buru: (2) 〈形〉 知雪@ 反的

buru: (3) 〈名〉 h宮e (出生当年冬到

第二年春期末間的〉小牛

buru:l- 〈劫〉 @問.}. 退

buru:Jα:ー 〈劫〉 知官官~ 斥費

buru:d-'- く劫〉 令聞司F ①対不起②靖

burxalJ 〈名〉 s.帽J 梯

bur伊: 〈名〉 保が9 ， 柳条

burd31lJ 〈名〉 匂d 花開岩

bo: 〈名〉 供句 亙姉(男)

bo:gi:1J Ju ta:羽 J 帽。J 炉j荷教

bo:。 〈名〉 s;<li時 群

bO:1J bo:羽 ~~ 供向7 点失恰腰的

bO:1J伊ト 〈劫〉 ~'I'X' 集中

bo:l- 〈劫〉 島偽 亙姉作法

bo:lc包ー 〈劫〉 保~ 日区吐
F 

bo:ld3u: 〈名〉 ~('rl神事 日区吐物

bo:r 〈名〉 傷付7 腎

bo:ri:lJ aru: d 句伺 ①包皮②閉嚢

bo:ri:lJ QJntJrxJi Ji市川 皐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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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rdu: 〈名〉 @怜刺繍 去勢来浄的

牲畜

bu: 〈港〉 鶴 別

bu:.゚e: bu:.゚e: 告制 fif制 宝貝

bu:.゚e:l- 〈劫〉 島拘為 喋嬰JL

bu:!u:r 〈名〉 島柿僻 (圏毛主包的)毛縄

bU:d ì:ー 〈劫〉 ~ 変得閥抗

bu!rag 〈名〉 倫相乃 鞍鞍

bull 〈名〉 鮒J 牙床

bU1J bU1J 供可知可 一顛ー顛状

bux (1) 〈代>' 供@ 全

bux (2) 〈名〉 制乃 捧股手

bux JJarIld- @時唱冒 捧E交

bux (3) 1名〉 供@ 監峰

bux- 〈劫〉 島崎 埋伏

buxa: (1) <名〉 @刊伺 頭

buxa: (2)' <名〉 州J 腰帯

buxa:gl1e: 〈名〉 恥制総 女人

buxa:t- 〈劫〉 供。伽司' 生現子

buxa:ti: 〈名〉 何時時 男人

buxa1J く代〉 街。J 全部

buxa1d5- 〈劫〉 島俄， 建造恰腰

buxal 〈形〉 供~ 整的

buxi: 〈劫〉 除制 具有『

buxi:ー 〈劫〉 供Gw 膏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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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囲

捧殴手

灰白的

全P 大家

培

一
向
.
吋

w
w

〈劫〉

〈名〉

bu::ru:l-

buxliq 

〈形〉

〈代〉

〈劫〉

bu伊:xalJ

bugad 

塞子

験õ，.

吋均

制J

〈名》

〈名〉

bugil-

bug!a: 

昏bugs 

bugla: 間熱的

~鍋jし

~竜〈形〉

駄背的

伏

全体

全部

一廓ー弱状

摸表

娯表兄

臆

困錯

@が~

卸柑J

〈形〉bugtar 

告旬開置

お
町
酬

〈形〉

恥w
伶
伶

bugtara:羽

bugti:ｭ

bugd9:r 

bugdu:la: 

bu俳句 bug色aJJ

く名〉

時均

時句

軒持匂

bul ��9 

〈名〉

〈劫〉

bul 

bulix 

bulxemd-

睦

茎
日
開
家
刺

鮒鴨

附句

鮒q

、
，

i
-
‘
，F

、
，
，
、
，
，

一
紘
名
告
勃

，
、
，
、
，
、
‘

bulti:ー

buldag 

bul 

供与T

時d

b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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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石

温
磨
磨帥僻

帥拘

〈形〉

く名〉

〈劫〉

bula:羽

bulu:d-

bu!u: 



buld5u: 〈名〉 時明1 戒指

bumba: bumba: 制iGj附iGj 液劫状

bumba:re: bumba:re: 島崎ポ h拍却処 奔布来

bumbag く名〉 師i<? 球

bumbag 80'6- ~ 打球

bumba1也ー 〈劫〉 @長傍， 液劫

bumbar bumbar 師眠@梯t 譲劫状

bu回1- 〈劫〉 告柑E 系腰帯

bu喝ùe: 同 buxa:güe:

buslu:l- 〈劫〉 告柿唱島 被包閏

buJ 〈名〉 旬J 衣帯

buta:一 〈劫〉 除制} ①蓋②完成

buta::g baigu:l- 島肘J 旬G 建設

buta:g 〈形〉 @帽J 完整的F 完全的

butu: 〈形〉 余剰持 封住的

butu: dulm01J Ipf 立蹄的

bu抑制。: ~ 彊縄

butu:弓 〈名〉 蜘φJ 除タ

bu tu:ni: xo:l 9 ~剖 年夜飯

butum<゚il-<劫〉 知稲城 封

bUd(1) く名〉 告N 布

bud (2) 〈名〉 。鱗

budan 〈名〉 h・1.， 鶴斡

bUdar- 〈劫〉 @帽~ 持政p 打前失

bUdu::g 〈形〉 島耐J 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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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du::g qo~ 

bUdU:1.) baitu::g 

budu::g gatu: 

bUdu::g Loo09 

〈形〉bUdu:゚J 

budu:r- 〈劫〉

buc¥)ig 〈名〉

buc¥)igJi:g 〈名〉

buc¥)gal- 〈劫〉

bur 〈代〉

bur- 〈劫〉

bura::g da:l 

bura: (1) 〈名〉

bura: uila:一

bura: (2) 〈名〉

bura:g 〈形〉

bura:gki: 〈形〉

burax- 〈劫〉

bur3g 〈形〉

buraxg udar 

burxi:ー く劫〉

burxu:l- 《劫〉

burgad 〈名〉

burlagc¥) xuitagｭ

拘J

&-.1 
<191ゆ

句"'，
~:z<' 

@明ぬ~

島町7

旬内J

偽情

食酬J Ow&守

島官民つ

~ 

島~

~ 
島伊号明

島.(i

h可

~ 
供.~

決.~

Eπ伽/

句f

烏ポa，e句~

qonJ 記名〉訳z 篇食告側同

粗銅

不平母島

大腸，

瓢

大体的

長大

午隅

午踏家

跳午

全

吊(面JL)

皮祇

剰帆

吹桐帆

笠

完全的

昏暗的

覆蓋

昏暗的

閉天

受閉

覆蓋

隅

浪費

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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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a吋 b句ー ~ 包俊子

qanJ bo:ー 句曹 包俊子

QOlJ 〈名〉波z 併

QOlJga:羽 〈名〉訳: 号蜘WI 併干

hαIar- 〈劫〉 鍋v 溢

b凶 〈事〉 句d 睦睦

P 

pα:gu: 〈形〉 町~侭 宏能力的

pa:s 〈名〉 公共汽牟

pa:dag pa:dαg 何事t 蜘d 一践一路地

pOl 〈名〉訳z .~ 牌

pa� Il!α:d- 拘市 打牌

卯l.ilu:r 〈名〉訳: ~~'" 碑，碑楼

pal- 〈劫〉 操接、{玉吉)

pas pαs 9rN勧N 拍手声

戸d 〈副》 g"J 完全

par par 勧R 告書 島ーも声

palJ <:1;>訳= 卸可 棚

pelJ Xl:ー 〈ー 搭棚

palJdz 〈名〉奴= 卸MJ 盆

pi: く名〉 6鑰C 毛宅

pi:ni: tu9tai d 句晴氏 宅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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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si:・ 〈名〉 波: ーポ吋
p�:ti:g 〈名〉訳t 1艇

pi=<i.5�: 〈者〉 訳= 争開，('，

pintu:s く名〉 設= 如、開ポ

pl号 gue 〈名〉設= 保母吋ト

p10 〈名〉 Z立 z 公t言寄

pllt<>ag p!]tsag 持病t 特:t?I

p15 pa 、 ,*N ,*N 

plflg n1$ 19 同 Pldαr pαdar 

Pldol' padαr 

p::l: tu:l 〈名〉 祝:

p;>l p;>I 

por por 間協1 bol 

pU:<゚ru く者〉 訳:

puntu: く名〉

pu13J;) 〈事〉

pus 〈事〉

purlg- 〈劫〉

Q<l:r 〈事〉

gal 〈名〉

日αr gαr 

‘ 6 . . 

決'õlf: ~ 

胞腿

前哨

翁明司

争舟~

号制

鳥時

'*~ 

時十..

,*1: ,*1:‘ 

謂翠

ーも机

~机
、，

粉条

辛果

司豊富て

勢里持主投

勢盟噌技

Eる蹄声

盲流

突突

強竹

謹茸

藩水芦

笑声

冒

祉布芦

主主

時!事時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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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 ぜ者)t叉: ~ 

fu: ~r喧 句"

X 

支也: 文Q: rJ 01. 

xa:ー(1) ぐ劫〉 句

xα:ー (2) 〈劫〉 句

玄a:n 〈代〉 偏吋ち

xa:司 ぐ名). ー句t

xa:~ 吋d “何曹q
xa:x t3民量g 州d 句句

xa:gu:r 〈代〉 “切~
xa:lαg 〈告〉 何村哲

xa:lt 〈名〉 帰宅t

xa:l 〈名〉 句制

xa:U珂 〈名〉 帆d

玄也m 〈名〉 命マ

玄α:J Ja:J 制守同守

xa:Ja: 〈代〉 “ポ~tI
部

伏

人伏

実声

美

排拐

郷里

皇帝

鵬

堺牟

由明JL

大口

間

知

排妨員

耕牢

弓虎的

往何処



玄.a: t- 〈靖〉 旬開" 耽襖

xa:tu:I- 〈勃〉 句噂p 〆 教漠

ヨ xa:d句 〈名〉 句噌d 箭壷

剖:ragJ 〈彩P 倫明守 汚自毛的〈ヰ名高

的毛色〉

xa:ral 〈形〉 令司是 灰色的{主主》

xai て吸〉 僻 鴫

xai- て劫〉 偽\t 等桟

xaig 〈形〉 、d 好的

xaig �' 1(', 静寂

剖10 Xl�:'tI:nu: 句婦向内神愈好

xa均伊蜘r 争~ 償点

xαi明。: .~ 態好

却iß 〈名〉 制"" 煎稿

xai゚ar 〈名￥ 令梢f 小走

却ixalJ 〈形〉 句wr! 実罰的

翠αixalJ 'u�r 句~t 番味

xaiXar- て劫〉 ゐw晴 注意

xai1- 〈劫b 命明書 牝、解，

xailα: 〈名予 命柿崎 輸

xailu:l- 〈勃〉 側~ 熔捺

xαiJ 〈名〉 '伽耐 勢刀

xaiJI1白 〈劫〉 命欄'" 勢

xaid.;lr- 〈勃う 令明W 蜂起来

玄:alr 〈名P 命制3 嚢

鋪



xair- 〈勃下 何'I'X'\""'，-、 熔

xαira:lJ bo:。 h附frrl ~6I 熔併

xairalJ 〈形〉 何j:rÌ 可惜的

xαll'OlJ9 〈名〉 司- 句，n 由実

xairal- く劫? 。鴫'li'~ 愛担

xairx，句 I問刻irtllJ 守

xairmag 〈名〉 命官付ー 若手

xairmαl 〈名〉 命F京骨q 熔餅

xair蝿g 〈名〉 命~ 金

xairt 〈形〉 合同~ 来費的，.

xairtαi 〈形〉 吻司~~ ，来愛的

xait' 〈名〉 句"" 鞍

玄an 4名〉 M:; 塙

xan-(1) 〈劫〉 軒下 ①惜i己②想

xan-(2) 〈劫〉 合同 放血

xana: 〈名〉 句"'ヲ IL;イ限 F へ;~

xana:nd' ;,r- ~ ，〆 J"rry.,wr ~ 匂官曹 i己起

xana:g�: く劫〉 '1rrnJ.ヲ~ 没有i臨到一

xanlαi • <名〉 4押，守. 意見

X田lta:s 〈名〉訳: 伽吻吋~'.' 汗杉

xand buda: ~蜘匂 大米

xanda:ー 〈劫〉 相時 ー 莞乱

X町ldα.gru 〈名〉 伽司rC 牢述秤

xaq く名〉 o!'rrr<' 
, 伴侶

xaqa:ー 〈劫予 句帽 咳.轍

縄



xa~a:d : <<名〉 ~縛.目 感冒

xaql- 〈劫う 術品 作伴

X句 gα1'4 同 xa!lJ偶d

文明包ai 〈名〉 伽市e 抗蓋

X句伊i taro喝 句句 空牟

組B伊r 玄G羽伊r 伽句~，仰が 榛声

X句garo.g 記名〉 何吋， ••• 宅夢

'湾問伊1'(1g 50苓ー ，α 敵智

XOlJ9血ー 〈劫〉 伽~ 喝哨

潤明Ir •. '~均gir 。州~ \T時f 丁丁当当

X句J 〈名〉 命州f 清明 .J .-, 
X句q 同 x句1

Xf.J゚  .J. 〈名〉 '"句 器具

xa13 xaf3 (Ir6)(Ir6) 狗叫声

xap- 〈劫〉 命@ 衛.

m拘r (1) <名〉 命iI: 春

xa酢11' 01 ... 6書 人春 ~ _! 

xα~rl:羽 u:r d 旬f 山立春 ',',' 

xa13rl!lJ :xugα5 dumd d 仇付句ぱ春分
抵蜘r (2) <名〉 令制 又

xaj耐d5- 〈劫〉 。T偽宮暗 辻春

xα如伊: 〈名〉 命令官柑3 春宮地

xa13x 〈名〉 嶋"J 挟

xaf3xag 〈名〉 '�tﾘtrrrI 蓋子

玄婚1句 く名〉 制6rrI， 匙

.89 



xaf3掴: 〈名〉 伺伽句 感冒

m酔町ー I 〈劫〉 ゐe蜘T 帯助

xa.(3srag (1) <名〉 M~ヲ 〈春季的》寒風

xa13srag (2)(名〉 僻僻均 (J'l権的〉挺子

却炉，ru:ト 〈劫〉 婦怖が 帯

xa卸 く名〉 制宮守 〈鵠畜;用的》央扱

m即ー 〈劫〉 伽Ð:st ①来⑨錯

剖• .(31'α:r 〈名〉 命e寓~ 〈草色等的〉央条

xa131u: 〈形〉 婦問@ 窄

xaf3I沼:ð- 《劫〉 ~，~ 持〈重要星}

罰則lCl1J !p馳r M:st~~ 美?を(ー駿描出

中狭窄之赴〉

xaf3tu: 〈名〉 僻剥e ①木振②鞍麺

剖，f3t伊t 〈形〉 併時柄。 崩的

xa13tgai ta:JSra: 器片

m何一 〈勃〉 命Qg， 酔

剖13d町 〈名〉 制蜘R 療

xa13，l1:羽滋:rrxoi G喝偽開守 蛤蜘

xa13,rag (H (名争 。均...t， 助骨

xa13,rag (2) て名〉 命~ヲ 酌肢

xaxa:ー 〈劫〉 令柵 ー唾住

Xむa:1喝ー〈劫〉 命帽胃輔 瞳往日巴

xaxa1 〈名〉 吻帽q 胡須

xa:副11 013- 暢 部胡子

玄田ω 拘:由 鳴. 制調子

場。
ミ



刻略。: 〈名〉 制切僧 耕身符

xa苓u:lsCllJ 〈名〉 制酬d 神

xag 〈爵U> 制， 破

XQg 回干 :ma 打破

潤9 c:t町F 旬司' 打砕

xagal-(1) <劫〉 句a ①破③欝〈柴〉

xa伊1- (2) <劫〉 命曹舟 耕

XQ伊J- 〈劫〉 命" 釘砕

XQ伊d 〈形〉 旬制 一半

xagad uxa:ntai XU!) 加."i flt根崎J 胡徐的

xagar- 〈劫〉 命" 破

XQ伊泡z- 〈劫〉 ゐ州市 吊〈王寺}

xal抑制ー〈劫〉 伽命~ 弄空H巴

xagsra:tai 〈形〉 伽耐抑f 空的

xal 〈名〉満z 制J 娃

xal-(1) 〈劫〉 M 換

xal-(2) 〈功子 of.4 分

xalax jos 伊加tag- 輔~~崎旬開時 告別

xalα:一 〈劫〉 命~ 致

xala:J.3Jll 司 〈劫〉 哨~'"誌 又手

xala羽 〈形〉 柿可 組心的

xala羽也adgai 聞が 組心的

xalCllJ9αi 〈名〉 。付f 、 蝿子草

xalag xatra: 哨dヲ命帽~.， 軟顛

xalag- 〈論〉 4同F 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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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xalo:U 〈形〉 制，rf' ド熱的
r冒土

xal u:uαrla:羽 山蜘4 ‘温泉

玄:al U::IJ agax ‘悌傷 赴署

xalU::IJ "bu幹部弓 鮒ボl./ 温熱的'

,xal O!:IJ xad,5ig 句η 街寒病♂

-xaIoitl xuita:IJ 向か/ 温度

xal邸宅 xuitaJJ xarag- 句..J~ 着涼

xal u:Jj 1¥lX 熱坑

xalo::IJ Iaraitai 震制電時 11蹟限的

xalU:JJ tOg::J: 句~， 火鍋

xalo::IJ loton 旬開e 奈熱的

剖10司令i:IJ fa゚i- 官可) cm6'c 熱敷

xalo:s- 〈劫〉 命句帽 熱

xalu:r- 〈劫〉 。均時 炭焼

xalbaJJ xalb句 4舟蜘可制令可 庖搭状

xalbar 〈名〉 輔倫守 支

xaIx 〈名〉 ω..1， 略忽略 4

xalxai 〈既〉 。晶~ 肢時

玄叫J5 〈名〉 輔~ 民

xal苓 α:ß- 悼 中賊民

xalga:ー 〈劫〉 内， 分汗

却19ai 〈形〉 制時~ 、左迫的 B

xal伊JJ .tooa9 僻句.J "'守...J， 勺子

xalta: 〈名〉 制"'" 跨

xαltar 〈形〉 鍋~ 部E艮粉鳴的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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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ald- 〈劫〉 令長ðor 支熱

xaldag 〈名〉 制，d; 関茎

XaIdI: 〈形〉 斜的

xaIdf3artai <形〉 州制対村 易{寺染的

xaId゚artai u゚IiU 守--' 侍染病

xalu: (1) く名〉 州司@ 水獄

xa!u: (2) く名〉 僻村e ①果皮②売

③樹皮
" 

xalu:u 〈形〉 。句-aJ 海璃毛的〈島的

毛色〉

XOIP 〈名〉 哨 杭
ー'

xam- く劫〉 .am, 接
、

xama:g�! <劫〉 柑~')旬柿~， 設有美系的

xamα:r- く劫〉 ~ 管

xamag 〈代〉 命ゐJ 最

xamagJ (1) く名〉 州市守 棚柱

xamagJ (2) <名〉 命品司守 鼻辛子

xamal- く劫〉 併p 杭理

xamar く名〉 命品f 鼻
a 町・・ b ・ 1/ 

xamrl:U U伊1& ~.~ 鼻趨JL
" 

xamrl:U udz:u:r J 旬情。f 鼻准, • , 

xαmrl:U nux d 加句 鼻孔

xamrI:U go゚Il d 帥守 鼻詮

xamrI:U Lar d 叫ヲ 鼻梁

Xamrl!1J tana: d 句dヲ 鼻柱

~3 



、

xamar- 《劫〉 怖r 揚

xamo: 〈名〉 付官e 癖

剖mbal く形〉 敏捷的

却m盆tf:lt抱《名〉 命~ 連

xam伊:1ー く劫〉 付柿 保許

玄am田i 〈名〉 ゐ市司守 衣袖

却m組可 〈名〉 命市雨宮号 套袖

玄amt 〈吋〉 舗唱B 共

玄白血t 50ra91 怖剛氏 同学

xamtad く時〉 命匂曹J 同吋

玄as- 〈劫〉 命伽 減

. xa'民l:r 〈名〉 ~ 〈狗名〉

x<i崎町 〈名〉 。咽9~ n権

xa叙lr 《名〉 。窃告 頬

却srI:)J gud伊r d 験掛f 額

剖I ぇ名〉 命N 玉

xa1a:同室。:1â:

玄，a1司 《形〉 ゐ寓J 奇怪的

xa1Ig 《名〉 命胃d 狗醤

玄:a111a9 〈名〉 州内 堤

剖191m: 間 XQUgra:

剖i回g く名〉 ニ:tJ牛、

副知 者名〉 r命鮒3 続落

xat- く劫〉 蜘唱F 干

xatm- て劫〉 術時 晒

ﾘ4 



xat句 〈名〉 命d ⑤島扇@娘子

xat句ー 〈劫〉 命噌珊 3・@童五@晶、 刺

@漏④毒華々

xat句[lg- .(.劫〉 倫明司脚 制了昭 よ. , 

:xatl羽Ir 〈形〉 倫明時f 帯枯的 r 

xatlg く名〉 命ポh ‘ 癒

xaugra: 《形〉 州知均 蜂域的

玄αtu: 《形〉 命司@ 麗的

xatu:x1αg 〈形〉 切d 載硬的

xatu:ct '- 《劫〉 命w す苦住

xatxu:l- 〈劫〉 伽鴨神 使誘

xatgTr- 〈劫〉 '(\州h 醜

xαtIlg- 〈論〉 。，胃帯 平坦

xata:r ぐ名〉 倫明脅 脊髄癖

xatr- 〈【劫〉 命鴨 、観

xatra: 〈客〉 命明~1 、鹿顛

xatru:l- 〈議〉 命帽p'f 療馳

xad 《名〉 ftJ 岩埠

xad -(1) 《務〉 命唱F 智

xad -(2) 〈劫〉 命事 験割

xada: 〈告〉 合""ヲ 智子

xadαg 〈名〉 伽"'" 培法

xadaglu:lー〈劫〉 何刊が 存放

xadαm 〈名〉 蜘哩崎 丈家

xadam GX 句匂 、大男子

9'5-



割.dam 健 向 畠母p 婆婆

九割帥輔f 怖~ 大摸子

盟副也n aseg 制り 岳父p 公公

沼岨u:r :(名〉 。~ 鎌万

mdgal-; く劫〉 何柿， 存

京商dlOlJ 〈名〉 命柿可' ご刈草場

xatt- 〈劫〉 命， 韓睡

却伊Z四 〈劫〉 数妨

xa45lr 〈影〉 。明~ " 排t斥的:

xacl駒: 〈吋〉 命時@ t 脅迫

調伽:la: i く吋〉 命"I!II'耐 eJ 往穿迫

x(略。:ttl 〈吋〉 命珂e q,:z, ・ 穿迫

潤t臨む:ttld <吋〉 命珂e 句句。 芳迫

xa&- " .<劫〉 命， ①校②可

却制:x Undast8:g 命M~ιJ 暗炉克族

m郎:r 〈名〉 命~ 鳴子

xα卸:r u[3u: ー制If 隠子草

剖也u:1- 〈劫〉 命. 使唆 ー~ ~ 

玄:adzgai 〈形〉 命司rC' 盃的

剖i 〈副〉 物e 剛オ

玄:aj- く劫〉 伽， 捧
'/ 

玄αiα:， (1) 〈名〉 命'"" 山塘

xajα: (2) 〈副〉 0rrI ',;, 有吋

xajal- 〈劫〉 。神 。庖手

xaj:xu弓 <副〉 句ftfIIÎ 目リオ?

96 

一‘ I司，!，'.!旬ー ・‘，，'日t 



xajJr9-:- <まち)'、

xar (1) <名子

xar(2)r;- ，'~名ザ

定。rl:羽 xit

何胃帽

恰./ '・ 5丸

令~')

~;時保

開ア日巴

舟亮三

月扮可r ',-

1 懇血バ→ ty

xarl~:g x叝 talJsu:rg也e:

液l1'1~事 xir t�1)gJQ鋹: 

潤r (3) <形三者> ~') 

xarα白ijQÌ

d 時f袖旬鮒~痛章者 I ，! (. 

~~輸伺旬(\(' 月{重量不満

>@黒@壬ー

潤r ala.[3 

xOr a1xa: 

xara司

xαr a}u:1 

xëiÌ' -'αt'S 

xαr art 

¥ 
玄αr iqa:d 

xar uxu: 

xar u1l 

xar ug�: 

xar uglar 

xαr ud1fa:r 

xar nog:>:羽

xar nu伊11

X町 'quda:u

悼刊
、

i... , 

向
一
叫
W
附
w
d
w怖
.
W旬神e

旬~~

争開~~

，\，~〆

令@守

M 

〈女労〉送寮人

之渇首審

苦役

時歩ナド

自己

横禍

白酒

清早

笑柄

白水

郎事

兎悪意的

大橋早u

-大白天

墨録

畢輩ぃ

'，1不日目黒的〈牲畜

毛色〉

97 



mr bag a.I, 恨，~

xar 肱，.1;)9 句""， 心算

mrb町唖

"'" 援涛心痛

認IrbJ:榊oJcl- 島開嚇 傍黒

mr 11煙n- 均， 杯悪意

酒ar XGnﾘt 句"'" 黒心

XQr. • JCGPU'Clg 帰命rJ， 寒民

翠碕~潟!)T 偽~ 慈善喜

玄町湾時 鍋J 世俗人

/ xar 湖担t 舗4・ 大汗

xar xuf t 備軍S 蛮力

X町伊r cw: 盤獄

玄ar~開~ Y..,; 痩腐
.-

xar s舗 ，食 〈未対抗的〉

挨茶

XQr $ð.t伊l 匂補.，:r. 黒心

潤r Jul ゐ..- 肉2量

xar f'ti&lt伝 暢場' 〈日陸出的}駿水

-ll磁調g 句州事 暴風雪

xar 慣g 匂... 寒鴨

~随時限 匂蜘 大畑

J xar t�1ag 句弱肉 犠

XQr .dOf- 匂昭島 麗
, 

斌ar cÞ拘羽 嫡司 4牲畜的}兎妨

乳房

輸



知.r &00 d 黒焚

xar jamb ー吻 犬架子

xar- 〈劫〉 締 看

xara: 〈名〉 命~， 黄昏

xara:I- 〈劫〉 句柿 楢准

xara:sal 〈老〉 命肺訴 燕子

xara:色伊i 〈名〉 。帽ポ 薦

xarai- 〈萌〉 命制 霊長

xarandai 〈名〉 犠: I<apa主主:àm 知d 梧宅

~ui 〈形〉 命Fヤf 蕪的

xara.[3- く劫〉 備@ 射

xara.[3I 〈名〉 令肺訴 ①繍⑨豊橋

xarag- 〈劫〉 ~ 神突

xaragJ 〈形〉 命胴宮脅 黒毛的〈母畜3

玄aragJ河 〈名〉 伽d 畏

xaragd- 〈劫〉 命F時 呈現

xaràl伊B 〈形〉 句切J 夜盲的

xaramgai 〈形〉 命F市守 昏晴的

xaramI 〈形〉 海拘守 害音的

xαrIIIIU 〈副〉 何~ 宣相

X位。:1 (.1) <名〉 命. 哨兵

xaru:l (2) <名〉 偽~守 訓子

xaru:l (3) <形> ' 令聞~ 明亮的

xaru:l- 〈劫〉 命耐 朝向

xaru:lxau <形予 句rShrÌ 明亮的

t9 



xaru:ld- <劫〉

xar.ßα:J. . <名〉

xar.ßα:J珂 く名〉

xar.ßaiー;<劫〉

X也伊Is- ー 〈劫〉

X位X1S <形〉

xargal也ー く劫〉

xargu:l- ぐ劫〉

xars •. <名人

xar姐g同xara泡gai

xarI羽ー 〈劫〉

xartai 間xartI:

xartl; (1M> 

xa~ 0 ベ ピ名〉

xard ;>Jｭ

剖ra:- <:劫〉

xara:l・00 ;.  <名〉

axr�: ぐ名〉

X句。:・ arßa:xi:

xaru:ト ぐ功〉

x詒qIlJ .0.(形〉

xa:' - <収〉

xa:lJ く収〉

Xa:xa: <;名〉

玄a:xa:r .. 000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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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情刊'

命神抑q

~均'守.e卸司v拘開開'唱胃明冒胃m官わ九

4幌官命何鴨

何舗胃

何側、

怖が京三

倫明寺

何言J

4同m

倒

射手

射手

伸出

〈一同〉射出

残酷的

照願

対照

眉光

看看H巴

句~特別 J

何ぐ、 界

e 匂胃嫁

柿
耐
附
，

茸
向
島

問
円
山
間
ルt良庖

守r叙同 腕自耳

ゐ開場 -~. ,. 回答

悦

併ワ

快

暗

暗

5賞

受虚来的

a 



xa:gJ 〈形〉 ()(拘置守 婁摺毛的

xa:l (1) 〈名〉 ()(向 〈牲畜的〉胎

xa:l (2) 〈名〉 倒的 援

xa:l XQ2匀J:I 似的伽~ 賄賂

xa:j 〈収〉 嶋守 鴫

xa:r (1) 〈名〉 側1:， r野

xa:r (2) 〈形〉 伺f 害現毛的
J 

xa:r (3) 〈名〉 令~ 脊

xa:r quru: 初ue 脊

xa:rdagJ同 xa:gJ L 

xanct 〈名〉 吻句守 把手

xan� 〈形〉 〈同J 晩生的

xan也 iIig 相時3 晩生山羊薬

xan� xurag 句dヲ 晩生錦手議

xantag 〈名〉 何可 怒

xant伊1- 〈劫〉 何I'ÔT 生笥

xantgalIig- 〈劫〉 何品珂} 生笥H巴吊

xalJ 〈代〉 。J i住

〈名〉 倒的 鼓
r ・ 、..

xa羽garag

xa羽garag 句':lS- ;a(¥ 打鼓

xa13i:1- 〈劫〉 打可欠〈人〉

xa13t- 〈劫〉 061" 身高

xa13tu:l- 〈劫〉 09cP(i'f iよ臣ト

101 



Jt鱇tl�: 言者〉 神科句 官

xa゚tJig- て劫〉 09伊ポh 舗下噌

xa゚rag 〈形〉 。句ち 脆的

xa゚J- ぐ劫〉 ~ 反告

xaxar- 〈劫〉 似~ 打輔

xag回r- 〈勃〉 和句 劫揺

xagJ- 者劫〉 付l'If 筋

xagJu:r 〈名〉 対喰~ 錆子

xal- く劫〉 〈渇 説

玄ala:羽 ug 偽場ri 匂や3 説的活

xald,5 ug- 品ヲ9 'w 告訴

xala:匂g- 〈劫〉 ゆK知。 泊一下

xalalga:ng�: 之劫〉 f帥<t./吋q 当然

xalals- ミ劫〉 〈揃， 討~，交淡

xalam 之容〉 輔縛3 腰万

xalix- 〈劫〉、 俳('r 串

xalu:la:tag- く劫〉 品蜘0制下 辻説一説，

xalxa: jaxa: ωα~l 例e 骨諮

xalJig- 〈劫〉 伸耐 i見昭

xaltgi: 〈形〉 《時1'I<K' 斜的

xaltgi:Iir- ぐ功〉 ω制~ 歪斜

xal'!(- 同玄alals-

xama:rxa� 〈鶴〉 怖附J 静儲情一地

xamxal- 〈劫〉 鋪偽 ー弄砕

xamxar- 〈劫〉 鰍~ 破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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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m静: 〈名〉 。制3 ①尺②寸⑤量. 
xamC¥sa:gi:n 0 ,[3- ~ 1C.惜量尺寸

玄舗ー " <劫〉 <kI; 贈路

xa旬g 〈名〉 ω勺 挟

xasamxi: <形〉 側VI!OC 好関掻的

xasi:l- 〈劫〉 ~勧 歪斜

xasu: ぐ形〉 句舗 房害

xala:- 〈劫〉 α~ 当心

xala:l 〈名主 ~智 課

xalig 〈名〉 州司 福

xalna:羽 〈代〉 o~ 多少

xat (1) 〈名》 o.J 火鎌

xat (2) く形〉 ~ 原本的

xatarxi: 〈形〉 令v刊守 破裂的(遠措}

xad 〈代〉 。。 凡

xadi: 〈代〉 句守 多少

xadi:ta:ll CIW常利制 貴庚

xadi:Jina:lJ <代〉 旬開時J 多少P 多.~え

xadu:la: 〈代〉 句N “ 九十一起

xadgana: 〈名》 ~~7 牛虻

xadlag 〈名〉 句柿7 渡口

xadJag gar- '"宵 瞳水

xad,)- (1) <功〉 令宮司 接手

xad,)- (2) <功〉 命宮暗 担も

xa<<tig (1) く名〉 旬ワ 寵疫

ι lﾘ:3 



疑心

控 (i

的司

令吋， /1 

杯疑

九吋

早
常
度

老
常
径
程

物品

~? 

~ 

~ 
旬開~

xad,)ig (2 )..く名〉

十〈劫〉

〈劫〉

〈代〉

〈副)>

く代〉

玄adl.a:da: 1J <代〉

〈名〉

xad,)il-

xad,)gal-

xa也a:

xa也a:ni:

xa也a:d

('q¥' -‘ xar 

刃刃〈民声〉吻f令Exar xar 

醒

島璃

吻京

納
，
帆
附

〈劫〉

〈名〉

xara: (2) 、 く名〉

〈劫〉

xar-

xara: (1) 

又

間醒xara:ー

十字架

如果

事情

聴明的

要
具
需
工

庇該的

砂架

匂，ωe

崎
町
町
一
問
問

句句q

く名》xara:s 

〈違〉

く名〉

〈形〉

xara13 

xarag 

〈名P

〈名〉

く形〉

〈劫〉

xaragla1J 

xarag田:

xarag回i

xaragtl: 

城塙

涼

，涼快的

a.，旬

M
W
W例

、
F
-

、
F

、
，

告
停
止
ゆ

羽目ld-

S

D

 

1

:

 

m

m

 

a
,

a 
z

x

 

‘ 

愛砂鳴的く-形〉

xaru:xalJ 

xaru: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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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aru:s- ぐ動〉 句耐 乗穂 t一'.'且

玄argal- 〈劫〉 a..ゐ 使用 ‘:弘

, 
玄argi:l- 〈劫〉 句句為.f!十 防御

xargi:lax ~ 情。榊句向 神痘 , 

, xarI- 〈劫〉 句寓 ①切②樹 、

玄arti: 〈后〉 z園、 吐 a� 与・・・「般的 "‘'向?一

却rtJ'gi: 〈形〉 匂，ac 残酷的

%1: 〈名〉 m a宅 も. .-. 

玄1: b可ral 鮒司向 迷信

玄1:- 〈劫〉 a ①干②盛

xi: xi: a..a.. 笑声

xi:nag 〈名> • 輸出羊，

玄i:x 〈名〉 句句 耳盛子

xi:ト(1) <劫〉 何梅 最空

玄i:Jー (2) <劫〉 令明書 離刻

玄i:Jag- 〈劫〉 備。 法倣

xi:lmaJ 〈名〉 ~. 離刻晶:

X1:8- 〈劫〉 向明暗 ーも揚

xi:旬m ;<形〉 何da'1) 欲、的

玄増剖 〈名〉 嶋N 地盤

xi゚u:dl) 命令僻 扇子

xi゚u:r(2) <名〉 儀禽蹴 撞子〈打巷蝿用〉

Xlg9: 〈名〉 保附@ 轄

玄il 〈名〉 ωJ ①舌②謡言

副1 :xoJJJa:r 制刷 ロ歯伶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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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畠椀
玄Ud 01'- 色，、 ー，、伊 学活

xililJ 〈名〉 情"勺 験麟

xilu. 〈名〉一 制怖J 胆

~ilgi; 〈形〉 舗網う 唖巴 7

xils <::名} 時T制 寛忠

xiltag K名〉ー: 内GJ. 鯉盆

ximil- ど劫〉 崎署T 噌 ぐ~t

玄ila:1 同玄ala:l

xi 〈名〉 喝t 汚堀

XIDlI'O‘ 〈名〉 α句'/， 感冒

ぉ:1 く名〉 句~ 坂

xo:l xi:- ~ 倣飯

xo:l 却F 伽僻 坂食

xo:loi (l) 伽1!IM ①喉②管子

xo:l:>i (2) 伽柿e 姻筒

ぉ:l:>nllr <形〉 偽ポ曹寓f 禽噛的

x:>:r.>nd 〈吋>t， .l.~ 。曙蜘唱~r~ : 之i閣

xo:回羽間却Ixtl:恵

xo:rm:>9 <名〉 句哨.". 対乳稀蒋妨酪

xoin 〈吋〉 蜘1.， ，可.

①北②后

xoim:>r く名〉 。時献 〈蒙古匂的〉上i首鹿

xoigd:iì, <1f寸シ 蜘明町R 北迫
、A , .‘ 、

xoiJ く吋〉 句柄守 以后

xoiI:>: 費時〉 伽梢~ÐrI 向北

xoild 〈時〉 @帽wi 以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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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前姐却lt

北方。明時〈吋》

〈吋〉

xoit.ll 

北迫伽鴨官~ <lr舟?

伽鴨9'~') �6' 

xoittl 

北迫〈吋〉

ど吋〉

xoittld 

Jt迫:備制f.

后参』1r6l 

后抱

牛虻

迂夜

匂守

句"

xoid 0:{3 

Ìt話h

〈名〉

〈劫P

着。id

却id

r.ln 

ザ

ゲ
刷

XOn-

新開〈名〉xo副B

新聞

}
川
仰

r.l~回副司3

く名〉 昼夜lQoog 

使迂夜ぐ勃〉

〈劫〉

X加。:1-

辻夜日巴柿潟鞠:lC>nJlg-

尻伽市岡〈名〉

〈鵡〉

却n制d... 効〉

:lC>ndloi 

嫌。脚"お時時

寺本輸相官'

嫌尖

来②
 
羊
毛
錦
羊
包
郵

。明味匂f

蜘r('

ぐ名〉

〈名〉

却時fÞr

玄l>q

制r姉xail:d .. 却q

放羊。椋掛xaru:l-r.lq 

拘盤Jigd xoqn 

1U7 

i己号

好奇

羊信

~9 哨

情情""

句d

xoqnol 1m 

く劫〉

〈名〉

xoqrox-

XOqJIlJ 



お柄、 〈名〉 偽神'119 持JL

XOlJq dugl'Og- 旬可W 揺持

X:>lJqJ- '<劫〉 。肘<t 信，挑

X:>lJqI1 〈名〉ー 偽州内 澗

X:>lJqlua く名〉 制旬4 捻子J 『も

X:>lJg (1) 〈名〉 。肘'119 聾子

却羽 (2) ィ名〉 伽句@ 大腿臆子肉

X:>lJ!Pl4)u:r<名〉 伽句G均~ 山丹花

lC)lJ伊r 〈名〉 偽吋!1t: 恋人

x:>ufo:r ィ名〉 伽骨肉~ 場

lC)f3 〈名〉 偽号 海言

却f3 XO:- 供∞ 強弄是非 , 
も

lC)f3 x:>f3 。略。~ 狗同声
l 

xo,(3l:lJ 〈形〉 繍恥 d 私人的

却炉 〈名〉、 。，向@ ①水斗②槽

罰則 〈形〉 ωhC 受挑抜寓!胃的

XO゚J XUlJ 電民対 愛娘弄是宇的入、

:x;,f3Jl- 〈劫〉 伽irl 受

X:lf3Jl唱ーぐ劫〉 伽鞠， 改変

X:lf3JIJ喝ー〈劫〉 伽時開' 受昭、

玄:aXlr 〈名〉 一伽~ 糞土

XOXO:lJ 〈形〉 令市ば 空的

lC)XOl 〈形〉 句戚 謄子.

xoxormm 悼4 '髄鼠

部I~rol 〈名〉 伽句者ー 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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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rog 〈名):て 伽" 泣扱

xogt- 〈劫〉 物時 酔

X喝ロ:- • •• (:劫〉 物明司F 使酔

却gtu: (1) 〈形〉 匂明暗@ 喝酔酒的

x:>gtu: (2) く名〉 畑町@ 酔鬼
s 

X:>gtJlg- 〈劫〉 令官~帽 酔杷日

xoJ 〈形> •• ωJ 逸

xolo~g ( 1 ) ι 〈名〉 物~ヲ 黄鼠狼

xol:>~g (2) 〈名〉 怖"均 虹

xol:>tJg ar 1.,. 旬。 虹消

x:>l勾g 制t，;.; 句唱' 虹現

xol:>j3IIg- 〈劫〉 州知明 違鎗杷

xolu:r ぐ吋〉 柑咽者 通赴

xol加: (1) 〈名〉、 州制ヲ 咲系

x:>}b:>: (2) 〈名〉 傾向嚇 靭帯

xolooi xo!加i 制舵伽峨 分羊群声

xolb咽d- 〈劫〉 伽捕時 難違

xold- 〈劫〉 偽協" 寓通

x:>l-(1) 〈劫〉 柑T 接合

xo!-(2) 〈劫〉 暢T 換

x:>�: 〈名〉 併~ヲ 交換

x:>�: nαima: 偽情 物物交換

xo�: xud ~ 対失来

xo�:t 〈名〉 帰押唱9 筑子

xo�:r- 〈劫〉 輔w 友軍記， .神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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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þn 〈憩》 ωi'I ヲ 稗予

却炉開 〈形〉 伽~ 染称〈畜〉

xam 〈名〉 句待 ①能@拾弾

xam mm  情 弓箭

おm xaraf3- 命~ 射箭

xam咽 く名》 伽骨d t少

xa゚t)j 〈名〉 蒙古万

xa゚t)r 〈形〉 伽QI: 稀少的

X�S Ja伊 伽VN ~， 相声

罰IIa羽 〈名〉 州司 滑稽

xala副 く感〉 伽~ 好要畿稽l的

X�lar- 〈識〉 伽宮町 落下

却IIarIIg- <劫〉 伽町寓帽 返J!J昭

xalu. ぐ名> 伽旬@ 旗

xalu:r- 〈訪〉 伽偽'!pl' 成尖降

玄;)t 〈名》 t:"J 域

x:>tJQxa 〈名〉 藤

xa゙Q undas匂窃 句吋~，f 回旗

却t伊r (1) <名〉 伽~ 法地

却t伊r(2) <形〉 伽~ 凹的

xam:d 〈名>. 伽~ 胃

xaoo:droi .(;at xilu: 嶋君~.9 ~J 州ば胃酸
〈時〉 <trmII 

e 

盾来. xaq包，1m

xat6伊E 〈名〉 ~ 禿予

xaJ;): 〈名〉 令tnt， ①虎牙②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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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oja:l- 〈劫〉 旬開，.l， 主聾

X:ljor (1) 〈数〉 伽曹長

xo�r buxti: t�a: it<a材対句 双嘩詑

X:ljor (2) く宰b 伽~ 二号

xojor(3) 〈量〉 伽~ 双

xOJorxo1J 〈形〉 伽~J ,: 保侠商守、

xojor由x 〈数〉 。時凋“h 第ニ

xojorduga:r 〈数是 旬開併 J 第二

xojlo: 〈数〉 知時占吋 偶

玄:or 〈名〉 伽vII，、 毒

xor xor 命oi: 伽宮 渓被声

xor- 〈劫〉 匂官' 吸

xom: (1) く名〉 。時竹 委員会

xoro: (2) 〈収》 吹酌

X:lrog く名〉 伽~ 拒子

xorol- 〈劫》 伽甲骨 街害

X.lrolJlg- 〈劫〉 。，晴酬し 害砲

xorxol く名〉 。叩州 虫

t 回tl'XOi xud!x 術料。 僚聾一

xor伊l / 〈名〉 伽市守 ①能義②羊糞

xor゚t)j 〈名〉 伽Tゐq 下議

xormu: 〈名〉 4π制e 臆毛

xor�: 民名〉 伽刊~') 商店

x:>n , 〈形〉 伽可電9 有毒約

xorto羽 〈名〉 知"'" 苅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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罰rd-(1) <劫〉 ~ 恨

xord-(2) <劫〉 伽罰論 黍捧

xorml 〈名〉 伽w伽者 恨

部E 〈数〉 何守 二十

:K:>f- 〈劫〉 伽耳目 美

:E)flg;>l'::' . <劫〉 倫明勤 禁止

却'f19d:>1 <名〉 伽~ 囚徒

:K:>fld 〈名〉 ~ 下旬

:K:>fa: 〈名〉 伽"/， 羊圏

田'fa~ 〈名〉 句J 二十号

玄む:ー 〈劫〉 句， 坐

xu: 玄u: 句@句@ i青坐

xu:l- ぐ劫〉 何a ①抄②剥

xu:lag 〈名〉 令柿dヲ 水桶

却:la9- ~劫> 句均， 下湾

xu:]s- 〈劫〉 句b 同坐

玄u:} 〈名〉 ゐ~ 法

玄u:Il~( 1) <形〉 旬胃t !日

割J:Ì珂 (2) <名> 旬d 技墓〈祖掌相{寺的天葬赴〉

XU:Jl9ト く劫〉 旬m 坐H巴

xu:Ilr- 〈劫〉 旬開 変旧

玄u:d1 〈名〉 句叩寄 座位，

xu:r (1) <名〉 伽~ 琴 、，

剖:t(2) (名> ' ~ 尿布

xu:r- 〈訪〉 旬町 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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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o;roi (1) 〈形〉 、句暗号 干的

官。:I'O l 伊也知 令~ 陪地

XU:I'Ol (2) e、名， ~ 挫万

，xo<r司Jid- 〈劫〉 。帽明暗' 挫

xu:rmag く形〉 句ポ'rI 観的

xu:rt- ぐ功〉 4附押 受輔

xu:rd.-- 〈劫〉 。駅間電' 弾琴

XU!t' 〈名〉 句ポ 座、基座

XU:r ta.゚r 材合 莫基

x�:gj 〈形〉 伽肺訴 黄毛的〈母牛、島的毛色〉

xùα:}- 〈劫〉訳z 期伽柿 刻拳

玄。α:J<3lJ 〈名〉双z 伽~t吋 花生

xüa: 合ロ:lJ 〈名〉訳: 何明市 画匠

x�:d;)u; :(名〉訳z 伽ty~9 花糠

x�:詒ai 〈形〉 偽明'1!'c 花毛的

xüa:也gai adu! 旬官@ 多毛色弓群

xuαa 〈名〉訳: 伽ty~ 花

xua:rtal 〈形〉 Q叩押q
'‘ 有花的

x�� (1) 〈名〉 伽e 旋民 1'- _. 

x�l (2) く名〉 伽守 鞘

xüaiß 向 gδαiß

玄üaixal- く功〉 伽w骨格 僚 :i<', 
x�il- 〈劫〉 伽姉 揺人鞘中 '可‘

XUQJS く名〉 ~ 回族

xualJgua く名〉訳z 伽酬 , ゅ1Ç'W 黄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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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s 〈名〉訳z 僅

玄unα?ー ピ劫〉 物詩型E {申ー

玄undag ぐ名〉 伽市均 ①直②麿

xundaldι 〈功〉 匂市旬 畳騎

xuqaι 〈名〉 何・叩僧 衣摺，

xUllα: ー 〈渇h 旬開 仲備腰

xuu 〈名訴 M 天鵡

xuUg- 〈劫〉 物句" 逃捧

xu羽田g 4名〉 舗帽同占 高祖父

認時ー 〈劫み ‘ otril 神長

却炉:ー 〈劫〉 伽偽， 除

xu{3α:r 〈名〉 制同 分支

xu{3ai く彰〉 備f 不受苧的

xu伊i tø胸: 暢句 不苧母~~

xU{3ad て名》 倫t 珍珠

。i{3In1flr 《形〉 命喝鴫2 自私的，

xu{3JS伊:1 〈名〉 匂鮒咽認 革命

却炉伊:lt てJ感〉 偽制4唱S 革命的

却炉ai 〈形〉 鋪叫 禿的

X{事却i j<tta: 例@ 白骨

X噌xair- 〈劫〉 偽何w 枯萎

副島伽ja. 伽e柄 W均 命這

xU{3Jr;.... 〈劫〉 伽句 受

xu(3JraJ 〈名b 伽句ミ・ 変化

玄u{3Jralt 〈名》 州rJ 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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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xu: 〈名〉 4刊e 梓

xuxui 周到J.ßl(Qi

X(Jqlr~ く訪〉 知句 打曙噌

玄ug(1) <mU> 伽官e 事長，

xug git噌哩 α伽 罪蹄
xug tQt~ 匂司胃 訴鞍

、

xug (2) 〈名〉 句@ 肢〆

xug(3) 〈副〉 物xre 〈猛然拍〉脱

xug tat- 句唱' 猛然抽脱
初伊J- (1)<劫〉 偽官a 折断

xu伊J- (2)<劫〉 匂ポ 拙

xu伊ldz 〈名〉 制ば 狗醤

xugu.゚frJ- <劫〉 句179 :1ðr 持〈賂捧〉

xu伊Q. 〈名〉 4句咽，.t， 吋期
xul (1) く影〉 ωJ 金黄毛的〈弓〉
xul(2) 〈形h 制J 松，弱

xulaJJ (1) 〈名〉 一称島

xulaJJ (2) <名〉 柿J 野駅

xuJar- 〈劫〉 句句 松弱

xulIx 〈名〉 伽~ 耳尿

xulu. 〈名〉 偽ヰ~ ①芦苓②竹

xuJgu:ー 〈劫》 柑宮司 倫

xulgai 〈名〉 伽句時 賊

xul伊可 く名〉 偽句咽母 小働

、 xu崎町】 く名〉 州市1.， ①甲状腺⑧予.

H& 



-xulgan xa屯，ag 間同即日伊lJ xa~句

xul伊na く名〉 州市Jヲ 鼠

玄ulgant- く劫〉 伽午司守問調 甲状腺』中隊

xull- 〈劫〉 句協 放

玄ultxa:ーー 〈劫〉 句- 放松

xulc抱113 〈形〉 柿喫t 校猶的

xumαl合Ir <形〉 伽砂."c 小耳長

xus 〈名〉 ~ 神錦羊

xus- 〈劫〉 。叩 吠

xusu: 〈名〉 綿宮崎 衣

xusu: 騁ag- "。 裁衣服

xusu: U伊:ー 匂α， 洗衣服

xusu:l- 同 xusl-

xusl .... 〈劫〉 伽bー 穿衣

初J-::- 〈劫〉 伽宮町 蓋

xuIlag 〈名〉 ~，J， 行李

xuIlag b;):ー ~ 打行李

xutQg 〈名子 ~，J， 刀

xutag- 〈劫〉 伽'111M .混

xutagt 〈名子 。叩"'õ9 呼園克閤

xud 〈名〉 ~ 来家，来家父

xuda: 〈名〉 折銭

xudal (1) <名〉 伽v守 慌活

xuda! ~I申 柿 撒慌

玄udaI(2) <名〉 物v者 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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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蹄c

撒礎的

@明m血J b句ー

〈形〉 。時雨qxudalI 

実伽伊句く劫〉xudald-

商~主伽v句.;/ヲ〈名〉xu伽l由

経商

商人

てkxudαJda: xi:ー

州開dxudaldo・ J IU <名〉

望圭4叩~.ー〈名〉xudor 

跡匂F僧く名〉

〈名〉

xudu 

井t

母家
家
来
来
撒

伽晴" • 

伽駅付

句柄欄J

蜘r均

伽，，~

xudug 

〈名〉

xudgaisu:d <名〉

〈名〉

xudgai 

破

寒癖

'0 <名〉

〈名〉

xudrag 

xuc福祉

xUJat;} 偽開1

t;ra~ 甲〈名〉xUJog 

事業

向提
議

水
合
、
夫
羊

雨
集
伺
姐
錦

制e

句

~.吋可

。'V1í'''/ヲ

句"

伽~ì

伽~

〈名〉

、
P
、

F

、
f

、
〆

劫
劫
名
名

ど
、

J
弘
、
ぜ
、
ど
、

Xur OS 

玄白r-(2)

Xurー(1)

xurax 

XUI 

消息

下錦羊義

111 

打折

句哲哉 9

句t'"情

〈名〉

xurgal-(lH劫> • 

xurgal-(2)(劫〉

xuragJ同胞ra91

xurag (1) 

xurag (2) 



玄り開! 〈名〉 伽，守 ①法会②会改

xurol xi:- c、 汗会

xuromdu:l.. <劫〉 偽w匂が 按

xurlID 〈名〉 ~ 婚宴

xurml::U aq; d 旬。円 喜酒

xurlmal- 〈劫〉 知前・ 結婚

xurlmla~g間: <劫〉 何偽"'， ~ • 未鰭婚

xuru く名〉 。叩l!9 手指，脚指

xuru:Jlai 玄ðaa 伽開dø 伽~ 指紋

xuru:13S' .. <名〉 。，珂ve，c 頂計

xurgu:! 同 surgu:!

初出1a副司 〈名〉 物納J 上帝

XUl1l 〈形〉 知d 鋭利的

xurslag 〈形〉 伽耐~ 机史的

xurd 〈名〉 伽~. 速度

xurda:u く形〉 句-' 快的

xurwa く名〉 伽\-&') 人間

xura: ー 〈劫〉 伽府 政拾

xu!,a::ugui 〈形〉 伽開耐~ 掠合的

xu!,a:lt く名〉 知時d 政荻

xo: (1) く名〉 @同 怠

xo:(2) 〈民〉 @同 喋

xo:ー 〈劫〉 供似h 駆証

xo:lag- 〈劫〉 制制。 友酵

玄o:lgu:r く名〉 鮒a;伸f 酵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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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口〈指長度》

証牛声

浮

匂刊.〈量〉xo:m 

同
，
納
愉

〈収〉xo:d 

〈劫〉xo:r-(1) 
) 
"" 自寺

民箱

鼻畑壷

荷包‘

問
問
削

‘〈劫〉

く名〉

〈名〉

xo:r~ (2) 

xo:rag (1) 

~ 

xo:回9 (2) 

xo:喝ø:U gar 

xo:rag (3)" <名〉 勝

向后

愛吹的

〈副〉xo:ro: 

〈形〉xo:ru: 
4ι 、可怜的偽句僻〈形〉xo:rxl: 

現J匂『〈名〉xu: 

下乳

催乳

~ 

句向，

舗ぱ

xu: bu:ー

xu: bu:lαg

〈名〉

〈名〉

JL子xu:窃

牢
幌
娘

耕
拾
、
姑

相句xu:x 

材Fxu:x dαman-

趨人

小舌

小接JL

青毛的{母牛、

fl:J的毛色}

乙

州
，M

j
w附

納4〈名〉xu:ga:u 

xu:g�:U xar 

xil xu:galJ 

く名〉

〈形〉

xu:伊d

xu:剖

H9 

少年

伽寓J

G..orI ャ偽J

く名〉

〈名〉

xu:gJilJ 

xu:gdnu:d 



Jhl:1 〈名〉 令前 ①尾巴⑨盾

xu:l 玄Qr ~) 十二月

xu:li:lJ d 最近的

xu:li:I.} o:p d 愉 后参

xu:li:恐慌回r d 旬pt 接弦

xu:li:lJ icJ5�: d 域 盾掲

xu:lda: 制J 未了

玄u:ld- 〈劫〉 ~ 弧尾毘

xu:Ja:l 〈名〉訳= @市f 韓被

xu:おg く名〉 伺vη 胸，瞳

xu:dar く名〉 吻偽Tt 影

xu:dar uPJilJ 怖wJ 擁箆

xu:dar 栂ト 句唱' 照椙

xu:di く名〉 訳z 伽ポ 口袋

xu:偽 〈名〉 令伽守 時骨

xu:喝ni: jaxa: 命伽J &州 儲骨

ー玄u:J 〈民〉 保f 喰

xu:r 〈名〉 伸f 戸体

XUl 〈名〉 @持 肪

xui tamtar- 句匂町R 来九族

xu lDl , ma:ma: WI.~ 干掲

XUitalJ 〈形〉 ~ 冷
-、

xuíta喝 tu:ru 句官@ 霜

xuitalJ I.uru: un.皿 句曹e 匂F 下霜

xuitalJ tu:dar 4渦~ 寒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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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ìta司令Ìij ta_゚j- wη 輔告 冷敷

xuiteg- 〈劫〉 匂明.，0 ①損部②浪費

xun- 〈劫〉 令市 夫

xuneg 〈名〉 向可 ①水斗②水橋

xunu: 〈名〉 令守叫@ 畏

xunteg(!) 〈名〉 伽伽可 胸繭

xunteg(2) 〈名〉 州句 眉毛

xuntag atru:l- 旬明占 鍍眉

xund 〈形〉 倫明9 霊的

xund- 〈劫〉 告別胴 碓 ¥ 

xunda!一同玄undl-

xundatxa:ー〈劫〉 偽司開。 尊重

xundi: 〈形〉 無司氏 空心的

xundi: nuxti: mod 加句"晶司9 椅洞

xundl- 〈劫〉 蜘司ゐ 招待F 尊重

xundle1J 〈形〉 蜘柿4 横的

xund5il く名〉 供ポJ 被

xund5il xuJ- ~ 蓋被子

xund5li:1J dotor J~ ず被里

xund51i:羽也ax J "", 被失

xuq 〈名〉 令ポ 夜

xuq turJ 幅制 通宵

xuq dumd 柑d 半夜

xuqu: 〈名〉 偽同e 食棋

XUIJ 〈名〉 ~Iぱ ①人②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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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 1J XQr gura: ~')令官ItMØ 狸狸

XUlJ turalxi: ta:g 同相官d 人美

xu:g xu:g 知可帰宅}ι ~机芦

xu}Jk 、 〈名〉俄z cyMka 、①毛巾②兜

xu:gga羽 〈形〉 伽o.f 軽

xu:ggalJ閥gα::g d 侶

玄u:ggal- 〈劫〉 旬州， 、去勢

xu:ggam回9 <形〉 鮒(1f，~ 謙虚的

xu:ggar 〈名〉 像以"rf: 白霜

XU゚ xu゚ 。喝~.; 狗叫声

xu゚a: (1) 〈名〉 附句 ー連

xu゚a: (2); <名〉 ~句 腰側

XU゚a:g 〈名〉 僻可 棉花

xu，[3al告ー 〈劫〉ー 偽僻宮唱 1 浮劫

XU゚ard- 〈劫〉 偽倫明 嬢

m阿 〈名〉 。舟宜q 弓弦

xux (1) 〈形名〉 附3 ①士壬②甲

却玄 u1.3u: 守制骨 青草

xux (2) 〈名〉 司島 司 町. M 乳房

xux (3) ぐ名〉 l ,,' ""句 斧子

xux- 〈劫〉 供@ 、晩現

xuxa: く名〉 供伺e 抱沫

xuxar- 〈劫〉 ♂偽〈切 友士士

XUXl: 〈名〉 舗句 布谷島

xuxu:I- 〈劫〉 tiI~ 晴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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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ugi: 〈名〉 h伽M 胸膜

割19S四g 〈名〉 駐毛虫

剖gJi1J 〈形〉 保<rJ 老共JL，老太婆

〈鏡称〉

xugJi1J nai-nai 1t('1t(' 外祖父

xugJid 〈名〉 保M 老人的

玄ugJid- 〈劫〉
¥ 

~(lo:mt 〈拐、肉等〉起零

xugJir- 〈劫〉 保旬 老

剖gJsu:l 〈名〉 保術調F守 老年人(れ}

xug<t- 〈劫〉一 @内 2t展

xug<ta:ー 〈劫〉 蜘哩ぬ 激2主

xugd包il 〈名〉 蜘w守 史展

xug<tim 〈名〉 蜘

""
⑦音~⑤感器

xug合imJi1J <名〉 ~FJ 音~家

xug<timd-<劫〉 蜘吋噌' 演奏

玄ug<tu:司 〈形〉 伽雨J 活設的

xulig 〈名〉 州司 駿旦
ーふ

xul 〈名〉 @お 腿、脚

xu! aJ3- 世@ i青安

xu! xund 働問9 杯苧

xuli:司。1 d ゅt 脚板

xuli:祖 bil1Jru: ~Q~ 脚『

xuld Or- τ 場 、富田 会走路

xu!- 〈劫〉 時T 郷

玄u!a' (1) 〈名〉 錦司胃q 箱牟〈木牟上装

量木箱放置衣、物食品等的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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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a: (2) 〈名〉 、 時w嶋 郷縄

xu!a:ー 〈劫〉 帰~ 等待

xu!a:d.5 ap- 締~棉 接受

xIlIar- 〈劫〉 舗司 出汗

xu!u: 〈名〉 締嚇 ①汗@ヱ資

xulu:l- 同 xular-

xuJs同 xulu:

xulsu 担t'(l:JltJ 刷"'~ 軽寂
Jι 

xult 〈形〉 帰唱9 有強的

xuld- 〈劫〉、 鮪曹' 捺

xulda:ー 〈劫〉 鮒\'I'(l， 使掠
, 

xuldu: 〈形〉 保，伺 捺的

xumar- 〈劫〉 Gt鳥取 拍

xumu: (:名〉 術向師事 葬麦皮

xus- 〈劫〉 余命 望

玄U回g 〈名〉 鮒tC? 歌子

羽田1 〈名〉 ~，耐 希望

x吋 〈名〉 知e 力量

xuJing¥冾: bol:>g- 告胃./~偽， 取消

xuJ- 〈劫〉 金4旨 撰

x!.tJ xuJ 命制御時 妊羊芦

xuJa: 〈名〉 駅~') 島厩

xuJa:ー 〈劫〉 鮒~ 〈使妨}書道結

xuJir 〈形〉 命寓f 国ヌ住

xuJir baraxI8:1 島側~ 圏費量

12' 





~ur dm ~ 匂僧 小費千

xur-(1) 〈劫〉 @腎 ①到述②捗

xur-(2) 〈劫〉 保IP 受涼

xura: と名〉 偽ポヲ 圏子

xura:g色e: 〈劫〉 何町制時 未到

玄ura:l- 〈劫〉 告京事為 ①圏起②拘炉

xuralJ (1) 〈形〉 旬可 紫

別ralJ (2) 、 て形〉 旬吋 椋色的

xuralJgtalJ •• <名〉 蜘耐J 資本家

却同十 〈劫〉 供.6r 翻P 打撲

xu回g- 〈劫〉 供.0 送

羽目d • .'<形〉 偽がヨf 掲毛的〈母畜

毛色〉

xu同1 〈名〉 句ミ 青銅

xural- 〈劫〉 付 套

xurðlト く劫〉 ~ 移

xuram :.<名〉 令官マヲ 島掛

xuru: 〈名〉 告刑事 ①地皮②表皮

xuru:lig 〈形〉 蜘州司 土民肥沃的.

xur[3a:d- 〈劫〉 供時 打穣

xurpald- 〈劫〉 供可制唱P 翻液

xurpu:l- く劫〉 恥輔 弄翻

xurx- 〈劫〉 奔馳

玄Urxl: 〈形〉 句市('tC 房害的

xurxlr- 〈劫〉
. 

食がW 既日刊

1~6 



xurxira: 〈省〉 h僧? 標帯

xurga:Ji:g (:名〉 ~ 送来者

xurga羽 〈名〉 ~ 女婿

:xurlu:l- 〈劫〉 働4自， 被套

xurmag 同却羽r .. -~ 

剖吋 〈名〉 命科ぞ 明3居

xurJig- 〈劫〉 ~~ 到7P巴
J 

xurJgin- 〈劫〉 向震句 表略

xurtal 〈后〉 ~， 宣到

xurti: <~> 匂mt(' 有威民的

xurtl 同 xurtaI

xurd 〈名〉 供鴨9 斡

xur� 〈名〉 ~ 伊予

J!ian- ぐ劫〉 ~ 申費

J!ianam伊1 〈形〉 句品守宅 知JL'、的

J!i'句伊r 〈名〉 側~ì 腿梁

J!iαlJgαr Jαxα: 判e 腿梁

J!iOlbar 〈形〉 借倒 容易的

考αmd 同J，amd

~αωd 〈名〉 知守、I iIZ. (族、入〉

J!iαtad undasta:g 同偽曹J 双挨

事tαd ug 制り 訳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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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句d

k 

k.I k.I 令制魚崎 託畜芦

‘, ，句、

-守 g 

伊:白: (1) 〈名〉 〈業些物体頂

端的〉吃霧

ga:dα: (2) 〈名〉 喧病

伊1 〈名〉 tt' 実

伊ix- 〈劫〉 争相胃 奇怪

gaixaltαi 〈形〉 相4・e 奇怪的

gaix田n 〈形〉 付"，..， 椋奇的

伊iXi四1119 〈名〉 付州~ 美妙

伊国1 〈名〉 抑制守 椋奇

ga限ma:r ， 〈形〉 付時f 令人椋奇的

gaigtie: 〈形〉 加~ 設什会

伊凶(1) 〈名〉 争州J 畑斗，煩袋

伊田 (2) 〈形〉 和.，/ 孤独的

伊出 baj ~， 光模

伊n回~r 〈副〉 争咽ポ 単独地

伊B回:rd- 〈劫〉 少明W 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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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n鱈XltJ 〈穆〉 争帽帽J 噌}的三

伊ndIg ; <名〉 何'" 大理石

伊nd1ng 〈名〉 何nI， 捕縄

g司(1) 〈名〉 世可 皐

伊羽 (2) 〈名〉洩z 伊可 鉦

g喝 (3) 〈名〉波z 号吋 鯛

伊vx- 〈劫〉 和('ftt 劫揺

伊.(Jga: muta.(J ，""，..1， 句J 恒河

伊弓伊司 〈形〉 ,"",WI 漂亮的

伊羽伊.(J falJ伊弓問伊羽伊羽

伊司伊r gUIJ伊r 伊吻f 伊~~ 経叫芦

伊羽gIß- 〈劫〉 和時F 尖嘩

伊P 〈名〉 伊3 映

伊l13h! .(J jaxa: ~J~帽 傾

伊.ß:x .<名〉 帰rI， 実子

gaßjα: 〈名〉 例竹 功

ga゚ja: baigm 1- ~ 立功

g肱a1 〈名〉 和司守 ①猪③実

gaxailJ U:r d 峨 猪寓

伊xoin x:>:l 明J 句WI 猪食

伊剖ilJ mulc抱Ig J ，""..1，ヲ 猪患

gaxaiJIIJ 〈名〉 付帽J 猪イ宮

伊gn- 〈劫〉 伊"'" 停

伊i 〈名〉 ~守 火

伊l 司伊S 同d 斡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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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慣Fト 輔'" 放火

伊1 均時 句句 火牟

伊J tuI.;..' 句fI， 生火

伊1 dugtJi 句肘 摩托牟

伊1I::g aju:1 J 句守 火突

伊1u: 〈名〉 向e ①鵠②雁 τ‘ 戸

伊lt 〈形〉 付。 有火的

伊I伽: ι〈名〉 付珂e 狂犬病

倒的:r-.. <劫〉 が叩' 友筑

ga抱ー(1) 〈劫〉 付α 市制

ga抱一 (2) 〈劫〉 併合 逝世 l

伊!gu:~町一ぐ形〉 仰~ 有市制的

例!gJlg- 〈劫〉 付知帽 逝世H巴

伊mbI: 4名〉訳z 伊紙 銅宅

gambu: 〈名〉波z 伊@‘ 、千部

gamIIg 〈名〉 ザ~ 一茨

gamJI9阿i 〈形〉 ザ相官~ 有史的

事UílIlgtαi c抱iI ，持 突年

ga副g 〈名〉 J何d 実荒

伊関gd- -ぐ劫〉 、令耐' 先ヌ住

ga闇1- 〈劫〉 付命 街心

伊dαg 〈名〉 付~ 痛苦

伊1α1- 〈劫〉 利根 酸敗

伊Iu::g (1) -<形〉 例~ 、競的

galu喝 (2) <影〉 f例〆 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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関!Iu:d..t ぞ劫〉 令柑・ 痛突

伊da: 同 90伽;

gada!Q 〈吋〉 何~ 圏外的

90白n 同伊加:

9OdagJa: 間9Oæ，α:Jα:

90dar xanta:s 付f 伽司櫛 汗杉

9Odu:r 〈吋〉 加が 外面

伊dαrIIl- • <劫〉 付府武骨 政視

90旬、 〈吋〉 付均 ?外面'

伊曲:X 〈吋〉 付州司 外面的

90也a:gu:r 〈吋〉 村内d 外面

伊釦:1a;. . .<吋〉 村明快吋 往外

ga也ar く名、 量〉 和rI: ①地②里

90加r buxalJ 時t 到赴

伊dなm;) i令ilJ rrl17tI 地主

伊r 〈名〉 irI: 手

伊rαtag- 情，明暗 握手

伊r aldu:r 情輔氏 手工諜草

伊r ~:l 匂討時 手鱗

伊r :>ru:l- 匂"が 下手

伊r ura羽 切J 手巧

伊r uild゚ar 旬品arir者 手工並

garu也u:l- 、~書 露一手

伊r 01:1- 同 肥合

伊r bar- @ぉ 握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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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 ba:拘 句ポ カ拙的ー

伊r xal- 4舟 手生

gar .xa,la lJ 怖勺 手下不利索

伊r xals- 針柿 手順

伊r xatu: 何宮@ 手重的

伊r xaJ-
""" 

尼手

伊r xar- 句 等待

伊r xar{3αi- 句@鴨 伸手

gar xa却:1J 句時J ♂空手

~容。l 匂ば 手拍的

伊r xul開i 備"" 丈一大手大脚的 J

伊r xund 告'" 手重的

伊r xU;(lk 手柏

garxt喝ga1J 制。J 手軽的

伊r xul 供者 四肢

gar xur- ~ 劫手打

伊r a1'Og- 併V 霊能

伊r 伊国dga:l 、 偽情~ 手鏡

gαr muxar も明f 措据

gar muxard- Fゐ間' 変得束手王策

伊r Ja国 耐." 手黛

明r ta:r- 句" 合手

伊r 嗣tu: 旬開持 手失禁

伊r t91JB- 句" 協調

伊E 旬帯: 制w， 手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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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 tutag- 崎司F・ 比斌

gar dα:ー 句" 倣保

gar damci臨む:1- 句~， 経手、

gar da:r 制~) 在手上

gar d::>r 匂;R)
‘・

手下

伊r dui~i: 句~ 手巧的

gar dur- 句w 揺手 3 

gar 也o:li羽 ~. 手軽

伊ra: 伊r... 1:rI~ 出手、

伊ra: 伊rog- WI 併U'， 使出全部手芝 ...1.

gara: tugtuU- WI 知市神 袖手

90r嘩~.ij aja:r d 鴫3 悦 11匝手守

伊rI::g Q1' d 、買抱 手背

伊rl:羽 urlal d 句摘、 工芝

garl::g国ag d 句吻可 益字

garI:羽 udzu:r vl 1ttø制 手尖ん

伊rI:羽 v剖m珂iI VI 伽明鴨~~ 手笈

garl::g ~α{u: d 句:J!i 薄酬

garI::g xulu:. d 鮪'IIfIe :披酬

garl::g XUJ VI~ 披醐

garI::g 向島 d 、fr， n生

90rt af3ti: 神 19電~ 順手的

gart ;)t- qe 令官曹 到子

ga此 ba{u:l- qe 句JPl， 致以薄酬

gar- 〈訪〉 ~ ①出炭②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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偵団:9悦: <勃》 付J， 酬 設有出

伊1'Oi 同伊1'00

伊ra1J 〈后〉 仲J 余

伊1'09- 〈劫〉 和v 牟出

伊ral 〈名〉 付守 起源

gar喝 く名〉 付d ①周②行墨

伊E苓 〈名〉 ~， 耳部

garIIg- 〈劫〉 和m 出rPÔ-

gard- 〈劫〉 供w 勃手

garm 〈名〉 哲郎d 損失

ga:ー 〈劫〉 似3 芸

伊:Iig- 〈劫〉 〈鳩岡} 芸持E巴白

g組Z く副〉 仲間J 忽然・

gan官a1J 〈副〉 伽剥J 忽然問

gand矧ー〈劫〉 ~ 上当

g姐dgar 〈形〉 。司<w: 4 仰首的

伊nct く名〉 伽~，; 鎖鮭

garu詰u:rag <名〉 旬融勺 桂子

伊羽 〈副〉訳z 吏

ga~aJ 〈違〉 梢司S 但是

ga_pt- 〈劫〉 09" 麟

伊ga::g (1) <形〉 似-J 明亮的

gaga::g xaru:l 句~ 光明的

gaga:羽 (2) <名〉 似-J 活梯

gaga:xa:g <形〉 側ぽ 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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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司p:r- 〈望号主 似切 受亮

伊l 〈繭〉 。認 稽徴

gam 、ミ名〉と C'II 毛病

gamg也e: ~ 没有美系

伊mJ- 〈勃〉 併4電 后悔

gamt- 〈劫〉 悦司冒 住〈鳴〉

ga回gla羽 〈形〉 侃飾可 解様的

伊'JU! 〈名手 。常備 樹舟子

伊'JU!1J同伊'Jgu:羽

伊ta:d- く劫〉 ~ DT，窺伺

gatu: 〈名〉 句伸' 腹

伊tu: u゚d- 帰司W 世子痛

柳川町 tur- 何'wI~~. ~水駿昧

gatu:ga: gudi:ー erJ 陶q 凸世

gat1一、 〈劫P ~ 館水

gadarga:羽 〈形〉 。'Ø~ 向后的

伊di:ー 〈劫〉 CIOø司君 {叩

ga也ag 〈名〉 制乃 2え鱗

伊r 〈名〉 悦 ①蒙古包②家

伊，r xad ~ 山洞

gar xar- 伽， 看n

garal 〈名〉 句守 光

gar゚a: 〈名〉 工F 活JL

garI く名〉 句宮号 証据

伊rIi1- , ，(劫〉 ~~も 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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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s 〈名〉、 肘(rj 頂予

gil- 〈劫〉 ゆT 起

gil伊r 〈形〉 伯尚f 光滑的

giJi: 〈名〉 α開守 狗

gitag- 〈劫〉 MO 踏

gir[3u: 〈形〉 榊〈ぱ 差怯的

gll'gl: 〈名〉 匂伺 妻

伊:伊l 〈名〉 ?甲J 韮薬

伊:hau 〈名〉訳z 高梁

伊:J11- 〈劫〉 伊姉 逗弄

伊l1， baj ~号制ヲ 鯨夫

{PX 〈名〉 和1， 鞠子

伊却:d- 〈劫〉 ~噌 鞠

伊xd- 同伊xo:d-

g;:>l く名〉 ヤ官竜 ①河②中心

伊1 l1,uru: 食肉e 梁

伊1 xana: 物内 大意

g;:>l dald- 匂柿 噂鳴

伊lI:u ~xoi d 句司副 河湾
、

伊1- く劫〉 付曹 嫌悪

{pls 〈形〉 伊~ 公平的

伊lt1g 9αr- 出花蕊

{plωi 〈形〉 炉事肘 活的

g;:>ldu: 〈情〉 和~ 主要是

伊þ: く名〉 村内 掴掴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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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J)md- 〈劫〉 ~'"' 埋怨

伊tmld- 〈劫〉 腕挺

伊tmlcbt jop- 腕挺

SJ)d 伊d ~~ 一埠ー路状

伊ooi- 〈劫〉 初鴨 凹陥

伊00:0伊00:0 何可抑可 ー趨ー揺状

伊也g 伊也g ヤポ官官d 一麹ー揺状

伊dz:>i- (1) <劫〉 付時 結

SJ)dz:>i-(2) <劫〉 伊時 立停

伊dz:>il:>g- 〈劫〉 伊""'I!' 竪立

伊dz:>il:>gJIg- <劫〉 ?v,u"'UiAih 立起R巴

伊dz:>ild:>:o 〈形〉 ?町~ 竪立的

伊dl.:>lι 〈劫〉 伊均 頻頻劫弾〈竪

立物〉

伊J 〈形〉 付' 漂亮的

伊J- 〈劫〉 ヤ切 打扮

伊j:>Ixi:l- 〈劫〉 ~柿 打扮

SJ)J:>m回9 く形〉 や柿匂d 漂亮的

伊r皿 〈名〉 9叩1'1， 混

gu: (1) 〈名〉 伊 渠

gu: (2) 〈名〉 9・9 淘

9u:j 〈名〉 宇剥 黄銅

gùα: 弱。: 付，~ ①青蛙叫声②島

現P~声、

g�:gal- 〈劫〉 付""' ①青蛙叫②島穂

日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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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i- 〈勃〉 f'" 求

g�i.(3J 〈名〉 伽梢柄 〈套弓粁的〉

皮套縄【

g�ih 長名〉 ?制d i青求

guαns 〈名〉訳= 付d 仮泊

guir�J 4名〉 ~ 乞巧

gUD 〈名〉 ザ 三~公牛

gunalJ X::Jq 付-1<111狩 三~錦羊

gunlαìJ gu: 付-1 G僻 三歩母工主 、 喝 " 

gunalJ mor 付l~ ー-タ'i=)/，ム~~

gunalJ Jama: ~:""桶均 三歩山羊

guné包 〈名〉 炉事(1 , 三度母牛

gunlJ51lJ tama: 付J 哨句 二歩母聡

gUI},- 〈劫〉 ~ 煩悩

guqlgtal 〈形〉 付同時 悲街的

guq1r 〈名〉 付~ 哀

gUIllr- く劫〉 和帽 悲街

gugur- 〈劫〉 料開。 滑、

guld 〈形〉 付。 竪的

gUllJ51lJ gulc抱llJ 伊~~.~ 甑悠状

gul(亀19 く形〉 伊宮-rJ 細長的

gUllJ51gx，句〈形〉 仲間J 細長的

gu1 (1) く数〉 伊e 三十

9u1 (2) 〈名〉 ~ 玄列、

gUJl羽 〈名〉 何J 三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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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tal 〈名〉 伸身 靴

gutalJl:g 〈名〉 加畑J 靴匠

gutar- 〈劫〉 炉開 悲現

gutro! 〈名〉 や""，，:Z 悲現

gudamd,) (1) <名〉 伊~ 胡同

gudamc包 (2) く名〉 ~. 定廊

gudar- く劫〉 炉開 前況

gUJ く名〉 ~') 大腿

gura゚ 〈数〉 í"'.句

gor゚a:g xar 付命J .fr('') 三月

guro俳句 く数〉 'F'6mrI 佼俣三ノト

guro゚da:x ーく数〉 令官句~ 第三

gura゚duga:r く数〉 付句宮~ 第三

gurlﾌ ぇ名〉 付守 面粉

gurIl曲J:r- 同戸'" 和面

gurIl加 ì buda: 匂~ e~，，1ヲ 面条

gur゚a1J く名〉 和&Ì =号

gurßal告，I1J 〈形〉 9官官制d =角的

gur゚u:la く数〉 'F'句mJ ..erJ 三小一起

gurgu:ldα1 く名〉 付~ 露雄

ー 9O:g(1) 〈名〉 偽α、 約鈎

9O:g (2) 〈名〉 ~ 約竿

go:gd- 〈却~> 命G唱F 的(畠〉

gu: 〈名〉 時守 母王寺

gu:r 〈名〉 ~.~ 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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観1:t四 〈劫〉 ~ 憧

gu:ragd- 〈劫〉 供w句 被折憧

gul- 〈劫〉 令官曹 飽

gui13- 〈劫〉 ~ 撞

guixalJ 〈形〉 向。J 設的

guilag- 〈劫〉 ~w怜 胞，奔馳

gU18- 〈功〉 偽情 捧上

gui回:一 〈劫〉 ~(} 結束

釦li回gd- 〈劫〉 ~ 被証上

guisad 〈形〉 G�I 完全的

gui回dga:l 〈名〉 知市~ 手旗

guiIig- 〈劫〉 ~(l 抱E巴

guidal od ~~守匂唱9 流星

guDc゚- く劫〉 告'" 一令違ーノト

gu:{) 〈形〉 ~ 深

忽llJ ulα!lJ 柿~ 深紅色的

gUlJgar13a: 〈名〉 偽均時3 備会

伊副9・ 〈名〉訳z 蜘干高官、 公社

gu恐喝u: 〈名〉訳: ~t('.，9 公主

gulig 〈名〉 保~ 狗患

gudgar 〈形〉 ~ 鼓起的

gUc゚ir- 〈劫〉 供時 極措

gujxalJ同guix'句

gur- 〈劫〉 ~p 編

gura: (1) 〈名〉 蜘匂 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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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告が綱

島d

〈名〉gura. (2) 

国家〈名〉構:gura~ 

日司王奇声

断甥

蟻劫

何17('伊p('

h前

蝿虎

保州.，9~

保育@匂守

gur゚aI 

gurßalc話 jOI3-

gur゚al& <名〉

gurmar .<形〉

〈名〉

guri: guri. 

錦的供同守

街句e〈名〉満z

〈劫〉

g，α 

控目

閃肉友光状

棉暗m

繍'rN繍'rN

g,oloìflg-

g,olos g,olos 

只

謄独

脱毛病〈牲畜〉

1I 
司J

〈罷〉

〈名〉

〈名〉

iα: 

酷熱的

諌淑

奇想d

xalU:J3 

〈名〉波z

1α:g 

log，o:羽

lo:~u: 

爾

、一定

肯定的

措実的

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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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瞭

w 
h
，
尚
一
吋
同
w
w

〈量〉双z

〈構〉

〈形〉

1013 

loj3 

〈形〉

loß加i

10゚du:J3 

〈名〉満z

く名〉

l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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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b 〈名〉 民刊@ 笛

lamb uila:- 時押 吹笛

laIi:g 〈形〉満z Mば 臭

lo:~:g 〈名〉浪z w吋 夢ト

1句q 〈名〉 ゐ耐@ 瓶子

1:>.(3J 〈名〉 ~ 注扱

l:>g 1:>9 1.nI 、J. 梓秤跳劫状

lus 〈名〉 恥有 定王

l色a:s 〈名〉波z 旬d 曝子

i句qùa: く名〉 訳z 旬何@ヲ 蓮花

百1

mα: 〈吹〉 y 捨〈僚〉

ma:q 〈名〉 ~ 数珠

maru::g • xurd 明J 偽雨法措

ma:lーィ〈劫〉 4梢 羊叫

ma:Ja::g 〈副〉訳z 弓上 一・ 主即

ma:常一 〈劫〉 句" 掻

ma:c話。:r <名〉 旬吻~ 痔痔捷JL

ma:rJIl く名〉俄: Mapma店長品守 元帥

mαほ句<名〉 持J A帳建

man (1) <名〉 和J 灰坐

mαn (2) <名〉 知J 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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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 0 \,1,;", 、司事 雰散

man tat- 旬唱F 降雰

man (3) <代〉 w 我ffl

ロlOn- ど劫〉

'" 
守夜

manOI 〈代〉 毎q 我れ的

manai 玄UlJ 備J 〈夫妻之間的称呼〉

manals- 〈劫〉 令市 '問看守

manar- 〈劫〉 ら， ①昏迷②~揚

manu: 〈名〉 -horan6' 高瑠

ロlant- 〈劫〉 令市 降雰

mantu 〈名〉双: 仏切e 慢尖

manda:- <劫〉 仏明， 升起

mandtrー〈劫〉一 ら明曹 努力

manq, undastalJ 令官@同制帽J 満族

malJq く名〉 伽、"/1 抄丘

malJgad 〈名主 和!!f1N ①魔王②喫鵠斯$1"

malJgad gutal や唱軍守 旦鞍

malJgαd s�:nda 洋葱

malJgadl:lJ mo:q r:J~ 紅十字

mo:ugtr 〈名〉 伽‘~ 羅

ロlOxt- イ劫〉 品， 称勢

mogαd 〈副〉 4胃町 一定

mognoJ 〈名〉 伽~ 后噛勺

mol 〈名〉 制 牲畜

mal maH'- 愉 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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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主

帽子

J 相J

均時

mah:lJ i<<61lJ 

〈名〉

戴帽

①掘②倒

守

火鞠子

牧民

径管牧~主

扱

働時

俗，

malgai 

偽，

供時~

俗d

偽T

maltu:r 

mal1l1lJ 

ma1d.sｭ

maJ 

汽牟

材料

制e

快t〈名〉

〈名〉俄z

〈劫〉

maJllJ 

奇曲

梓子

有可能

可柏的

MaTepøaJI 和明d

も時

~ 

らw電'"

matara:l 

mad.s1:ｭ

maJag 〈名〉

majα併αi <形〉

〈形〉

争玲

忘ìa

忘了R巴

I半的

知可

色村~
ら，

令開隅

旬開守

も梯

m町ag

maragldal巧〈名〉

〈劫〉

〈劫〉

〈形〉

mαrt-

martIJg-

mafO:加i

母

那寸、

那寸、

今天

平安的

w
u
M
M
旬

ゆ
油
川
伶

ロla:ma:

mana: 

mana:x 

mana:dar <名〉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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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gai umdｭ

malI1lJ間 mα11l 1lJ

malt-(1) <劫〉

malt-(2) <劫〉

〈名〉

〈名〉

〈劫〉

〈副〉

mand 



mand αsm- 情句 問候

mandal 〈名〉 も帽a 君

mandaJ 智司 旬官' 下電

maugni: nair 伽0/&拘f 小接三日宴

maugar 〈名〉 仏時f E建

ロlax 〈名〉 和3 設滑

maxal- 〈劫〉 位向 輔

maxlagd- 〈劫〉 和両 受鞠

maxI- 〈劫〉 和f1f そ立

mal(匙ー 〈劫〉 併" 打暗

mal也a~ 〈名〉 併~') 賭注

malæa:r 同 maldz:a'

mas æ岱氾l 制J 酬，l 手末

mas 制副1 xl:- α 汗万

maJ(l> 〈名〉 .hJ ①猿②申

maf(2) 〈名〉 'bJ 雪星

matar 〈代〉 らJ 句J 那小

mad-(1) 〈劫〉 ;;., 知道

mad-(2) 〈劫〉 ;;., 感覚

mada: 〈名〉 匂句 -消息

madagd- 〈劫〉 匂句 通告

madagdal 〈名〉 向句守 通知

madaJs- 〈劫〉 ~ 相互了解

madi:u 〈形〉 簡単的

madJag 〈名〉 相勺 知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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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dral 〈名〉ー """守 神経

madral ald- 備事 失去知覚

maragc包il 〈名〉 らh守 技求

marag(tsilta:o<名〉 知柑VI 守家

m町gaU 〈形〉 相rJ 智

mi: mi; mi: .~ ~ ~ 114猫声

mi:si 〈名〉双z 墨水

mini 〈代〉 句a 我的

mini:x 〈代〉 供刑、 我的

minu:t 〈名〉 匂曹旬、 分

miti:羽 xu:ー 関

ma:lu:r 〈名〉訳=茅屋 関所

mail 〈名〉 旬守 調李

~al!u' 〈名〉満z 匂ocf 張

mo~伊l 〈名〉 私物守 蒙古

ma~伊1 undas:旬羽 h市<rrrVI 蒙古族

ma~伊l 回i ~ 時茶

mal句gtai 〈形〉 制開市q 〈羊惇子下的〉肉啓

max- 〈劫〉 ;;，耐 力喝

maD・ 〈形〉 ;;".;官e 鞄的

ma伊1 〈名〉 匂時 ①蛇②己

magai 訛gu: 鴨掛 構負

mad 〈名〉 令官9 木失

mad Ja[3J- • 伐木

mada~ xaLa: 旬J 制球3 柵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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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tJg- <劫〉

mud.) (1) -<名〉

mud.)I:羽 d町ag

Ílluè包 (2 ) く名〉

muq，'α:羽 〈名〉況z

mu可gai 〈形〉
、

mo:g 〈名〉

ロlo:r 〈名〉

mo:r- 〈劫〉

muna 〈代〉

muna; d.)il 

muna:xalJ <副〉

mna!xa羽b;>lt;，!

munadar 同 mana:dar

munti:ー〈劫〉

mUlJ •• <罷〉

mu司 Janar

mUlJk <形〉

mUlJ9 <名〉

mUlJgalJ u玄0・

mu明alJ dz:u: ta防

mUlJgni: J;,nx;, j 

mUlJgni: d位却司

mUt;)9a:ru' <名〉

mux- く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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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α 狩，担

匂e 省

明J 句均省長

対塾木

品市可 木匠

弘司~ 曲的

伝。 麗婿

も(lf:' 網

長〈干曹 牛叫

も，f 如今

明守 今年

旬時J 方オ

~') 迄今

も開明 受得静敦教的

伝J 是

~ 本蹟

ら禍3 永恒的

伝輔 、 ①根②銭

令d 酬水銀

品時J ~号材供幹灸

伝時J ?旬開守財迷

恥刊J e OtrrmÌ 銀匠

、保保1\9 軟骨

恥命 天



来

頼

腿

"T伽
も剖吋

も拘

〈劫〉

〈名、量〉

〈劫〉

〈劫〉

mux�:-

muxli9 

①晴②剥削

球

~ 

制~

倫明声

mulax-

mnl<<t-

〈名〉mu!u: 

球イと

結球

mulu: xoil-

供匂

去。保J

枝

ー会)[.

勉勉強強的

伝ポ

もtVI

mlu: 玄u!d

く名〉

〈名〉

〈副〉

m可

muJir 

mud 

恥'4'<a&' ~ì mudu: 也udu:

mu1f悶 muJ

mur(1) <名>. 鳥保持

足逃長f

仏-VI

く名〉mur(2 ) 

江

持〈肩上'

銅壷

①撞②叩長

伽同婦

長官@

品τ。

伝切る

〈名〉

‘
，
〉
、

F

、
F

裁
か
品
劫
劾

J
ε、
，
《
、
，
、
，
、

muralJ 

muraßJíト

murag 

murag-

紅

使叩尖

立即

背

~傍・

令嗣J

〈劫〉

mural-

murgu:l-

l ‘明~;

匂材号

〈副〉

〈名〉

〈名〉

murta 

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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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

万

千
千

旬Mヲ

句d 句d

く数〉

同，O:QgOlJ tum 

司ondu

同OlJ9



向。x 〈名〉 Y, 肉

IllOXllg 〈形〉 持trr4TtI 原肥的

同叫伽B 〈名〉 相内 牛遭

S 

回: U{3[句 ~ゅd 中民症

鉱山n 〈吋〉 :.rJ, 那迫

叙l:XU 〈名〉訳z 茶壷

関:gmr μ え肘〉 ~ 都迫

回:s 周回:rm

回:[a: 〈吋〉 冨舵討 向那説

餅l:t- 〈劫〉 句司F 逗留

回:d 〈吋〉 町明9 那迫

関:d ctil 
'"' 

后年

回:dag 問調:dag

回:d;苛 〈名〉 司噂或聖一 大后夫

民l:r 〈形〉 句同f 班点違貫的

sa:ru; 〈形〉 がt，J. - 紙'

関i 〈名〉 :�' 茶

咽inai 90也世 d 伊f 茶槍

回ト 〈劫〉 ，唱E 天亮

回i.ß旬、 〈形〉 町内 略自的

閥単位 〈彰〉 ，棉E 漁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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蝿i仰r Iló)伊:~ ""'" 浅緑色的

回ißarxai <名〉 穂JL

saiJa: ー 〈功〉 令嗣w 褒梁

salttur 〈副〉 命輔副~， 好好地

組id 〈名〉 句d ①臣②部長

sair 〈名〉 開f 侶

sairlag 〈名〉 消痩〈羊}

sanaJ 〈名〉 句者 意見

担nu:lag 〈名〉 句ポ..1， 建説
;j,}. 

san副g 〈名〉 命明.，/ 髪

J 組ndaJ 〈名〉 令ポf 椅子

回ndar- 〈劫〉 和明E 着急

姐ndarJlg- <劫〉 .."命指誠'" 着急E巴

田沼 〈劫〉 句} 合

回1Jq 〈名〉 mぽ3 急腹症〈島〉

組JJq tat- 旬唱F 剖軍事

図柄1r 〈形〉、 問時f 鈍白的

副1Jg- 〈劫〉 ，句 渇

回F 〈名〉 神'句 子宮

回{3dag 〈名〉 輔吋 土地

回{3J 〈名〉 長~ 徒弟

民lXO: 〈名〉 剖e 雪

副却: aポー 旬。 雪雰

組xa: ar- 匂p 下雪

岨XJJgα:1J く名〉 州'" 屯

1&1 

色



輔副19a:lJ tat- 、， 関車

saxIldag く名〉 d拘d 島全土草

SQXu 〈名〉 吻naf 自喉

国xlai 〈名〉 m品守 鴎

関苓U:I 〈名〉 ~ 火石

国平09 〈形〉 前~ 壮実的

回g 否名〉 ;rJ ①表②吋問

民Ig u:r 句~ 天『

鉱旬。:羽 〈形、名〉 ~ ①白的②虞

回伊:lJ bu伽: 句内 大米

関90:羽認lr tfrI:) 正月

国90:羽珂.OX iTJ, Brf1 

回伊:lJ鉱此句 ゐW可 白糖

国伊:lJ Lu:伽 偽偏晴帯 自露

回gu:lJ tuglog 句刑事 錫

副伊:j 〈形〉 珂明e 自毛的〈母牛、

島的毛色〉

副伊:副llJ 〈名〉 ~ 辛

回伊:la9 〈名〉 開制事 春常

組伊:rmag <名〉 句側一 関陪人

回gai一同 JlgCJ:-

回910伊T 〈形〉 令品~ 枝叶横生的

回98 〈名〉 令'"昏 鑑

回91'19 〈名〉 '肺.，/ 国

回.91'1901- 〈訪〉 喝明1ft 盆鏡

162 



組lα: 〈名〉 嶋dヲ 枝

関mar- 同副m町一

samarxal 〈名〉 吋酬~ 太間穴

調mu:r- 〈勃〉 令句" 乱

鑓IßlIKlJJ 〈名〉訳z 句噸J 算盆

掴ms 〈名〉 昔宮t 長杉

調m回: 〈名〉 蝋J 鼻趨

回m姐g 〈名〉 警

担S- 〈訪〉 令， 撒

組組g 〈名〉 吻潤" 穂子

回t01J 〈名〉訳z 句可 砂糖

調txalO1J 〈形〉 酬明.、J 地的

回d- 〈劫〉
" 飽

間J 〈数〉 制3 百万

関l'01J 〈名〉 句可 傘

回目l郁: 〈名〉 々が~ 嵩

間13u: 〈名〉 F育&l!f 前膏

阻rlo9 〈名〉 令府d 耗牛

時:1 〈名〉 同遺 ①〈河、湖的}深

水赴②(成〉年

S<l:<t 〈名〉 ，旬守 胸骨

S<l:<ta: tani:lag- “句雨。 挺胸

sa:<ta: tUl,'- 討句司R 挺拘

sa:d;)a:ra: ulJI- 僻 wì 匂時背涌

旬:d;)iト く劫〉 ~協 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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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r 〈名〉 ，僧 忌;

sailagJ 〈名〉 令~句守 離刻家

sailu:rJ 〈名〉 句年守偽2(' 睦刻家

sa.(3ar 〈形〉 ，何 干浄的

sa.(3arxa羽 〈形〉 時oi 一千浄的

sa゚l'al- 〈劫〉 ，伝る 担除

san偽同 xanct

saW-tar 〈形〉 宮以~ 蔚盤的

同00- 〈劫〉 ，前 熱闘

sa.羽al 〈名〉 宮鴨情 吹E長

sa:ggalti: 〈形〉 側併;1(1， 快感的

sax- 〈劫〉 市(i. 掲

sa1a13- 〈劫〉 輔" 刻(舶〉

salam 同 xalam

samb 〈名〉 d句 胞

sas- 〈劫〉 宮間 載

sa匂羽 〈形〉 句J 聡明的

sasag (1) <名〉 胃可 花

S舗ag un- 旬写 花謝，

回路9 (2) →見 mぴdEar 旬簡g

sa喝al- 〈劫〉 ~ 汗花

sa喝i: 〈名〉 、開~ 眼珠

satgal 〈名〉 r拘柑 心情

satgul 〈名〉 崎，鋪 刊物

satar- 〈劫〉 - 諮

114 



帥tl.... 〈勃〉 -, と吻司市 酪

f;~)，包司同 8a8a~

卸r (1) 〈名〉 ，者 疲

sar sar 令f 令f 民声

S苛ー同 xar-

S苛ag 〈名〉 開可 一士兵

sargi:~ d<ﾍﾌ'Qg d 旬開1， 宰官

saragt or- 神匂~ 参寧

S智ag- 〈劫〉 4可@ 隻費量

sar_ßa:~ 〈名〉 4可制J 番甲

sekant 〈名〉俄: ceKyHT -ttG!o~ 秒

民): 〈副〉 ~， 穿

旬: xatax- イ}市明暗 穿孔

。: ,kUn 官舟ぽ宅 耕新的

句:xar 〈形〉 胃鴨f 麻子

句:~d- 〈劫〉 調司占』 鎖

白血rxoI 〈名〉 物~ 共趣

句n:>sd- 〈劫〉 句"旬 折到

句n:>r 〈形〉 物~ 折覚畏敏的

80ns- 〈劫〉 相vd 折

句nsu:rgüe: ，<形〉 -111，孤島守旬制 稚折的

sons_゚artai 〈形〉 旬刊匂村 好折的

8;)ns/lg- 〈劫〉 匂~ 折了昭

旬l1Jq 〈名〉訳: 間何@ 菌戸

sa1JQnai irmag 間同.Je- .~ 窟台

量65



fヲ

白羽qnoi xura: 則.，J 6¥ W ., 富樫

白羽qooi jol u: 酬鴨J &惜3 寵様

s01Jg- 〈訪〉 匂ぬF 迭

白誕p<t o"_ 令句切@柑 造拝

白羽ln 〈名〉 相~， 葱

8o{h: 〈形〉 冒憎 活法的

回，.(3Jト 〈劫〉 令鍋 や理

回，.(3JlogJ 〈名〉 殉鍋~ 炉土

回xt- 〈劫〉 冒胴喝事 弾

同J!j- 〈劫〉 ~ 打p 磁

回J!jlld- 〈劫〉 m柿唱' 打袈

回'J!jdda:J 〈形〉 m岬町市時 愛打架的

回J!ja! gans 副将3 何J 唯一的

sOJ!ju:l- 〈劫〉 同村 使打

回g句i- 〈劫〉 曹関宮"" 時

回gju:lι 〈劫〉 m時p 使島民臨

sogru: 〈名〉 抄鴻

回1 〈名〉 胃ば 称号

旬lO1J9揖 undasta1J 梢酬が""'"耐J 朝鮮族

solm:>羽 〈名〉 "' 庖明星

samo: 〈名〉 -寺 ①杯②轟

白~- 〈劫〉 宮町R 椋

旬Nlg- く劫〉 頭市開駒' 受椋R巴

soIm咽 . 〈形〉 4柑d 突然的

soIm咽 u13I同 蜘.J 急病

18・



sojo:ト同 s喝ju:l-

sor:)1- 〈劫〉 宮咽IIW 障

SOrlD~l:Q 〈名〉 旬開t 磁挟

su: く副〉 ~ 汗

so: tαt- 句唱F 祉汗

su:玄 〈名〉 勝股

su:rag 〈名〉 物ar.t， 塔

su:rxal 〈名〉 宮町戒 i喜嘗

5U:! 〈名〉 令府守 基硝

s�:nda: 〈名〉訳z 蒜失 蒜

suntai 〈副〉 特別

sUlJ(!) 〈名P 訳z 寸

sUlJ(2 ) く形〉 h可 実心的

su羽g- 〈劫〉 匂旬 延長

sUlJ伊. 〈劫〉 匂均可F 延長

su゚ 〈名〉 耐3 雨衣

su゚a 〈名〉 :rirIヲ 小径

5uxar- 〈名〉 ~ 落(lá )，退

sug 〈副〉 ",.,1 一起

su伊ト 〈功〉 ,d‘ 凄
, 
sug1ar- 〈劫〉 田両 集合

sug1u:]- 〈劫〉 調曲曹品 捜集

su1- 〈劫〉 i青

su!a:lJ 〈名〉 避清

sumarxalJ く形〉 ,m,J 精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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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閥的句r9〈形〉susu: 

sudal 同 xudal

sudo: 同 xodu:

学生

学刃

匂前骨~〈名〉句ro9.f

~ 〈劫〉

〈名〉

〈劫〉

surolJ-

毛梢

教

匂均曹司sur.゚u:l 

句拘q 教官11

慨がT 学校

情J 匂p..tヲ校長

教又

少詳

句li1!'surga:-

surga:md5 <名〉

く名〉surgu:! 

surgu:b:1J dara9 

〈名〉

〈形〉

句w守民J1'tal

mポ~so:lJk 

酷~ 

d 

〈名〉訳zsu: 

蛍子く名〉

〈劫〉

sU:S 

製斗〈謎語中的

形象説法}

盛宴

提包

歯~ 

く形〉

su:sd-

sun掲:Xl:

相可〈名〉

〈名〉俄: cyMKa 

〈劫〉

sU1J 

回~

脆

僻灯碗

r野

句ポ加，

官制tく名〉

〈名〉

鼠19d-

sug1f 

髄
弥

店
骨
須

~ 

州
，
州
側

〈名〉

〈名〉

〈名〉

sul 

sum 

sumag 

sumbur 

4・58



suc¥3ig 〈名〉 ~ 信仰

surag 〈名〉 h内 群 n: 

S町tí: 同 xurt i:
a 、

〈稽〉 宮' 也

fα: 〈名〉訳s 叫 紗

Jo: güα 浪t 香瓜

Jo: Jo: ##  ?少沙

Jα:n 〈名>. • 秋草

Jo:bu; 〈名〉波E 紗布

JQ:xoi 〈名〉 ゐ剖 軽

Jo:9o- 〈劫〉 ""α 〈大雨}友時時声

Jo:9oα:羽 〈名》 制\VI 喧呼

Jo:9oIld-( 1) <劫〉 品~ 砂、

Jo:9oIld-(2) <劫〉 .J，.(向 鵠乱

Jo:c包，I:U ojog 旬開勺~ヲ 碗

Jα:c包伊i 〈名〉 4司市'!!"<'. 喜鵠

Jo:rd- 〈劫〉 句w 催

Jo:rdlog 〈名〉 弘明ポdヲ ',' 要求

Jan- 〈劫〉 震rr ;i 煮

知町同 J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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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nartoi 問 Jmαrtal

landu:r 〈名) &: 令制 聖2万

1町向 〈副〉 寝付3 ー宜

I町g 〈形〉 開""， ①黛②強

1句伊:ー 〈劫〉 開句司F 控

J句伊r- 〈劫〉 寓均噌 酒辻量

I句ju: toxo: 品常持制骨 香油

la.゚a: 〈名〉 令句叫e 泥皮

la.゚ag 〈名〉 寓w， 容Jl.

10伽 〈名〉 匂俄 泥

Jo.陶rd- 〈劫〉 均鳥， 階人泥中

.fa.(3:xad- 〈劫〉 暢珊 拍打

la匙JClDS 〈名〉 時開t 尼姑

.Jα町ー(1) <劫〉 掃m 政

la.(3$-(2) <劫〉 :ø6宮町 倒地

la.(3111- 〈劫〉 昔神 来日

la.(3dog 〈形〉 ~ 敏捷的

1"，島 〈名〉 剖柄 欧

1也ー 〈劫〉 常" 運，接

J偲崎 α拘z- 匂m持制明 運向

la:xagd- <劫〉 令酬司F 被排

laxam 〈局〉 対."tI 特近

1αxu: 〈后〉 """噂e 特近

laxmal am 匂揃伺 蔚膏

la泣αg 同時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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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αgoi 〈名) '.: 品dヲ 脚醇子

Iogn-(1) <劫)， 布市白 賞

Iogn-(2) <劫〉 震均' 傾肝

Iognogd- 〈劫)， 4哨F明r' 授奨

Iogdo: 〈名〉 郡司dち 警察

lolo:g 〈名〉 相“ 泥狩

laIoi- 〈劫〉 柿時 標

Iolorn 二 〈名〉 長~J 批帯

IolIlJ 〈名〉 時可 エ資

101伊lt 〈名〉 柑N 考拭

l01gu: 〈名〉 併~ 組硬的毛

1αlJo: 〈名〉 dポ'). 度活

101ぜな く形〉 ~ 嘘巴的

l011.fIr- 〈劫〉 ~ 鎗舌

101m ，ー 〈名〉 小湖

10m 〈代〉 ~， ゼR

10mαi 〈代〉 R恥骨 他

Iombar<im <名〉 制御ザ 痔搭

Ja関g 〈名〉

""'" 痢疾

Iot 同 x:>r咽

伊t- 〈劫〉 制曹 焼

Iatα:ー 〈劫〉 偽押 焼

Iatα:1αg 〈名〉 常時州事 燃料

Jαtα:JIg- 〈劫〉 南町明咽 焼了杷

lada:{Jﾜe: 〈劫〉 ~~ 1喧耐 未能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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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剖担直 〈名一〉人 開.:r 力量

1凶伽伊i 〈形〉 問削 能干的

lad帥 〈名〉 m鮒 本領

ladmag 〈形〉 ....u 能干的

IαctI:g 〈名〉 ~ 宗教

lactga:rla1 <名〉 知曹棉 限制

la釦r:xa i 〈名〉 .~耐 関膜

1町 〈名〉 w 韓牛，五歩公牛

I世ー 〈劫〉 句 ①鏡③熔

larai 〈名〉 寓~ 陸

Jarai ugiie: 匂制 冷淡的

J町帥Ql i:dz d 、氏 香宅
、

1αm句 IU d 崎 鏡子

Jarait) t¥)X¥): d 句紛 雪花膏

larait) tumpa:g d 句暢J 蜂盆

J町αiga: bug1a: xuJJk ば吋舟3 笠

Iara玄 〈名〉 句"， 街

larag(1) 〈形〉 句'/，も 亮業革黄毛的

larag(2) 〈名〉 時."ヲ 雪議

laragd- 〈劫〉 句'I'II';t 晒

larmai- 〈劫〉 ~ 杏斗

1αrmailα9 <名〉 間隔柑3 努力

J町'1 1伊ー 〈劫〉 h側、， 抄抄作駒

Iardz 〈名〉 α刊J 抄狐

18:- 〈劫〉 ~ 撤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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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g 暗鬼 taxnl:-Ja:g 

Ia:制k 〈名〉 も州 糞重

Ia:dz 〈名〉訳z 柑h円 茄子

Ia:rau く形〉 制F勺 尿坑的

Ia:rauke: 〈形〉 対lFr特ぞ 尿説的

Ia:伊: Ia:ga: ~~ 叫山羊声

Iagamt¥)il-(劫〉 匂併拠品 批坪

Ieka:nt 題詩k担t

Ii:( 1) 〈代〉 冨e 保
Ii:(2 ) 〈最〉抵z 伺e 尺

Ii:(3) 〈名〉訳= <tC 
、' 

戒'

Ih t喝ヨト 句時 漬或

Ii: xu1u! 訳z 西欝戸

Ii: g�: 訳z 旬開J 西瓜

Ii:xnu:r 〈名〉 費支拍〈瀬虫》

1む§ 〈名〉 誠司3 調理.
Ii:gti: 〈形〉 岡町J(' 潮湿的

iむIa:l 〈名〉訳: 現問問 汽牟

iむd- 〈議〉 句"， 決心

Ii:da: 〈名〉 蜘匂 穐定

Ii:dam 〈名〉 令閣時 棒

Ii:d!3ar 〈名〉 句"偽守 決定

Ii:d!3a均1- 〈詰〉 句崎康長 解決

Ii:� 〈名> &: 柿子 西紅柿

Ii:r 〈名〉 村~， 《牲高的〉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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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ru: 〈名〉 前科奇 席

Ji:rag 同 SQlSl'<l9

Jina: 〈后〉 m同3 -・・那梓・・・程度

Jini: 〈代〉 寝台 郎的

Jini:玄 〈代〉 時蜘 的て的

Jinè包 〈名〉 令市e 性蹟p タト表

Jinds- 〈劫〉 令明 現察

1泊tßi1- 〈劫〉 ~ 研究

Ji喝 〈量〉訳= .J- 銭

1同伊司 醤油

1均g- 〈代勃〉 寓時 都梓〈作〉

J註19 〈后〉 令制恥 好象

1均g- 〈劫〉 令側F ①消化②日落

Ji磁Ja;ー 〈劫〉 句的。 消化

1切a:re: 〈形〉 4側~ 消失的

Jl磁Ja:g (1) <形〉 制.，J 梼

Ji:g伊羽 (2) <形〉 制lÌ 疏

Ji:gglig 〈名〉 蜘偽可、 (牛牟上用以装京西

的〉卒箱

Ji{3ar 〈名〉 匂偽ぐ 汗手

J i{3ar 1 i{3ar ~喝肘 細雨声

Ji{3art- 〈劫〉 匂烏唱田・ 出手汗

JiP玄lu:r 〈名〉 帰備制 尖木美

Ji13Ia:Ji司 〈名〉 嫡納涼J 車開，求姉

Jiptar 〈名〉 輔副 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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盤

雨毛毛
耳

暗唱成

匂旬。3 偽~，

副h

〈名〉Ji゚tar 

fi゚ra: bora: 

〈名〉Jix 

耳鳴~αF Jix xo羽田ー

耳背倫明@Jix xotu: 

背
時
孔
垂

耳
耳
耳
耳

. 
耳膜

耳捻子

塞

~e 附
前(e 拘句

~e 倒的

~e 偽吻f

偽耐e

も時

Jix x:>明a:

Jix Ju:9.ｭ

fixni: nux 

Jixni: bitax 

岡、

尿帽榊

手設

i誌ni: xaoor�9 

Jixni: xa.胴u:r

〈劫〉

〈名〉

〈名〉

〈名〉

fix-

Jixa: 

Iixag 

糖

甘草

塞了杷

方向

時帰

村It

同
H

、
，
，
、
f

酔
功
名

E
J

、
，

t

fixar 

Jixar 

fixfig- ポ:=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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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向

公平的

小指

陥人目巴

劇

陥人

開]

ポ，

震句f

偽慣習@

帆姉

常知

-1t旬制3

術何守

Jig 

Iigalｭ

figJ 

J igJ igi: xuru: 

figJil- <劫〉

Jigd →同 xaqnIigd

Jigd- <劫〉

figdfig- く劫〉

〈劫〉

〈形》



li純ir 〈名〉 羊糞

Iil(l) 〈名〉 柑守 @頚項@ili丘

Iil(2) 〈名〉 、守 教璃

Iiland 玄町ー 柑"/>$何 照鏡子

Iilag 1喝q 時d 、制 1宣

Iiト(1) 〈劫〉 神T 換逸 P

Iiト (2) く劫〉 !冒ゐ 麻木

Ii1a: 〈名〉 姉ó) 京
、J 

Ji1a:詩ar 〈名〉 吋ぬ&1: 火鞠子

Iila゚ (1) 〈名〉 暗号栴 ①Ij\題審極譲

Jila.゚ (2) 〈名〉 ~;柏町 樟腿

Jilf�!9 〈名〉 箆子

11m 〈名〉 令ザ3 宮券

Iim ta~a:l 相o:z 葬分

Iim- 〈功〉 4神 吸，損

i加.a: 〈名〉 ポa， 信JL

Iima: x町ga91 何偽号 血F通員

Jimax 〈量〉 ~ f占

Iima玄ー 〈劫〉 吋~ 描

1包nag 〈名〉 球ち 情物'

Iim伊ト 〈劫〉 婦~ 打扮

1加IJU:t 〈名〉 m崎fJI: 穣子

Jid 〈名〉 物1 法求

Jid- 〈議〉 -旬 拠

Jir叩(1) 〈劫〉 句 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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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lrー (2) 〈劫〉 胃育 指

J缶・: (1) 〈名〉 旬句 巣子

J皆9: (2') <名〉・ 句句 発子

Iir9: (3) 〈名〉 物句 床

J註a:回g 〈形〉 句怖可 板簡鹿座

Iiram(1) 〈名〉 切持 生扶

Iirma]J也u:x 旬ゐJ 肺向 鉄炉子

Iiram(2 ) 〈名〉 樟帯

IirIig- 〈劫〉 寓官官岡下 描出目巴

Iirdag 〈名〉 句司 祷

J皿ar 〈名〉 ~ t生P 蹟

Ilnartai 〈形〉 町可~ 抗原的

Ilga: ー 〈劫〉 4句判開 窺視

Irltga:]J 〈名〉 岬vw/ 理由

〈名〉 も 色子

1:>: bug ゐ句@ 梅花鹿

I:>n 〈名〉 寓'&1 j良

J:>nl:]J xur゚紵 ~~鰍 寺麻疹

I:>nx:>i 〈形> 旬開~ 食心的

I:>n t伊i 〈略〉 和司曹ぞ 尖的

I:>nt伊'r laxa: ゐ叩nm:刑e 坐骨

1:>羽q:>r 〈名> ヰ酬明苦 海青

I:>ßoild:>羽 〈形〉 制向可 尖的

I:>ß伊r 〈形〉 お匂~ 尖 e

I:>x:>i 〈名〉 ~ 石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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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x~id- <・功> 回曹町可F 抹灰

j026- 同 e~-

109 ja{O: w ~~') ①笑活②相声

10伊1- 〈劫〉 ~品 期笑

I~gI- 〈劫，> 4開~ 大顛

I~副1:- 〈劫〉 冒州司君 時

10副0: く名〉 ら時勺 顛歩

10副u:l- 〈劫〉 も掃が 顛歩

I~I- 同句'I-

IoImog 同町'Imog

Jor 〈名〉 ゐt& 尖尖

Joro: 〈名〉 令~ 土

Jorgo:ld;3 〈名〉 句~C 崎蚊

一 Iu: 〈后〉 ~ 好象

Iu:ー(1) 〈劫〉 怖 ①ザ②剃

Iu:ー (2) 〈劫〉 句曹 擦起

Iu: ula:lJ OM 柿VJ 大紅

Iu:9.- 〈劫〉 も時 喧時

IU: 9.a:羽 〈名〉 WtVI 噌京

IU:9.u:l- 〈劫〉 ~iI"附 使呼晴

Iu:mal 〈名〉 <tp守 塑像

Iu:d 〈副〉 句WI 一宜

Iu:d- 〈劫〉 制抑 決定

Iu:dai 〈名〉 句帽q 口袋

Iu:r町 〈名〉 α'lJlltl\9 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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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õα:S 〈名〉波: ヰ?でd 間子一

i加:sd- 〈劫〉 存可婦'" 席4

I加:rd 〈事〉 ~ 猛抜万声

lun:xai 同 Ionxoi

Iu羽 〈名〉 鳴耐刊P 朱砂

Jl埼g- 〈劫〉 も向伊 潜水

lupu: 〈名〉 制附 島

Ju.ßu:nαi baxα: 嶋~e 匂綿 島糞

Jupu:沼町Iu:ti: xU1J 崎.J.. 句僻制

鍋J 渇胸人

Ju.゚t 〈副〉 時事 透

lu.゚tar- 〈劫〉 帰明 辻完

Jux- 〈劫〉 干

luxu: 〈名〉 鮒骨 血

Juxu: nux- 加。 輸血

J uxu: J alag- 噌v 磁血

Iuxu:nai sudal 柿1& 句守 血管

Juxul (1) 〈形〉 開司高 窄的

Iuxul (2) 〈形〉 ~ 重要的

Jugui 〈名〉 常~ 林、森林

lugurn 〈名〉 句ザ ①尺③路銭

lul- 〈劫〉 もキ曹 易日

lulu: 〈名〉 前ve 石失

Iulu!1J 01伊i 付ザ幌市守 宜腸

Iulu:xa1J 〈形〉 悼~ 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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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um 〈名〉 尋長官時 '妖

Iu1<<¥)lg 〈吃〉 柏"" 掴長的

Iu1ct1gxa]J く司王〉 柿胴""守 細長的

Iumu: 〈名〉 柿伺 指甲

Iumu:1- 〈劫〉 時~ 描

Iutax- 〈劫〉 宮W円旬 捷

Jutxαmal xi:ー 寓開時守 α 煎

Iud:"" 〈劫〉 α唱' 屠采

IudIIg- 〈劫〉 ~ 屠義昭

Iudrag く形〉 供問視 誠実的

Jurnu:d 〈名〉 愉d 章f

Ju: 〈名〉 常<M& 樹樟

Iu:ー(1) く劫〉 ゐ~ 携

lu:ー (2) 〈劫〉 々e 曾

Iu:<<¥) ta悶1- . 令伽@句耐 典『

Ju:1t 〈名〉 ゐ蜘t 焦篇

lu:da: amttαi 併明時 戚

lu:da1J く名〉波z 取灯問W可 火柴

1u:c包i: 〈名〉訳z ゐ~~ 告i己

II1:r( 1) 〈名〉 ゐ神f 担帯

1'1:r(2 ) 〈名〉ー もtl: 箆子

lu:r- <�;1J> 々。， 擾取

lu:rdー(1) <劫〉 も神押 担

Iu:rd-(2) <劫〉 も官官噂 箆

lul 〈名〉 ~ 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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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1- 〈劫〉 .. 同 放逐

Iula: 〈名〉 前句 関

Julag 〈名〉 情可 涛

JulagJi1J く名〉 婦が寓J 涛人

Julu: (1) 〈名〉 岬時帰 猪狩j

Iulu:(2) く名〉 婦!Ji\& 唾波

Iulu: go:d;;- ~ 抗誕‘

Iulu:t:la: qulb- &-1- 掛@吐唾沫

Iulxi: 〈名〉 ~，O<' 口蹄疫

Ium く代〉 ~ 都

Juta:1J 〈名〉 情。J 偶象 e

I叫gar く名〉 京府@宮 鬼

JUd 〈名〉 旬。 牙

Iudni: J�:s -' e 1，曹例J 牙刷

Judar 〈名〉 寓窃去 伴子

Iudarlu:l- く劫〉 寓開柿 使伴

Judla1J 〈名〉 情~ 二~(羊〉

JUdla1J xoq ~ 二~棉羊

Inctral- 〈劫〉 震時 上弓持

J世 〈名〉 ~ 珊湖

Jura: 〈名〉 知句 鋸

Jura:輙- 〈劫〉 α官官ov 据

I町ga:ー ぐ功〉 ゐT持。 贈

Iurgaト 〈劫〉 もボ市 帯笈失

Jurmu: 〈名〉 村制昏 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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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rぜignu:l- <劫〉 ら耐~ 友時時声

La:nt く名〉 句"。 怪

La:r 〈名〉 句守e 残撞

1anag 〈名〉 旬刊J， 勺子

100伊lJ ~r却i ヤWI 蜘同 蝋安1.

1alJ く名〉訳z 物J 昼

1anai darag 昏句~， 昼長

Lamd 〈鬼〉 併d 賎飾的

1amd~句 〈稽〉 偽情J 便宜的

1at 〈名〉 品。 梯

Latar 〈名〉 4制3 棋

[.atar taJ.3J- 材6t 下棋

Lar 〈形、名〉 匂~J ①黄②戊

Lar 疵J.3.md: ~ ずト灯蛾

!ar uxu: 制骨 黄水

Lar uxu: 匂柿守 汗毛

1ar nog:>:lJ ~ 草録

1ar buri: ~~ 黄昏

Lar JuJ.3u: 常句@ 3苗失鷹

1ar t:>x:>: 句僻 黄油

Iar jala: 前d事 蚊子

laragJ 〈形〉 物帽e 金黄色的〈母牛、弓

的毛色}

1aragJ珂 く名〉 句."，J 己

[.armag 回xa: 何村岡♀ -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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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r- 〈劫〉 句m 副暴風雪

Lu:rαg 〈名〉 句nTIヲ 大凡雪

iuru: 〈名〉 何世 霜

Luru: un- 匂p 霜降

Lu:dar 〈名〉 々御r<' 露

Lu:dar un- 旬p 佳露

iun 〈形〉 ザヲ 新

Ll1n <<tiI w守 ①新年②元旦

Lunn na伊9 WI 伊J 初一

bund 〈名〉 ャd 上旬

iuru::u 〈形〉 知φJ 粗暴的

Luru:羽加1':): 知"'， 暴雨

tα:(1) 〈代〉 0,./ 態

ta:(2) 〈副〉 相栂 断汗

加: 1α町ー =r9.冒理 政断

tα:・・ 〈劫〉 ‘市 謂

ta:x ulgar 旬開6' "吋ポ~ 謎港

tamαr 〈代〉 句~ 。長r<1fJ

ta:9 〈名〉 句e 寒鴨

ta:tai く屯〉 句市f 告テ暢的

ta:r 〈名〉 、守宮 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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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r- 〈劫〉 句" 対

ta:rald- <劫〉 <I"!!"ポ哩' 不期而遇

抑:ru:x句〈形〉 旬開J 校合遥的

相:ru:l- 〈劫〉 旬~ E己

制:ru: lIIg- <劫〉 ~育!ÌI~ 自己各噌

相:rxüe: 〈劫〉 旬開胃@旬刊 不対

taißαr- 〈劫〉 柄拘 放心、

tai゚Jru:l-<劫〉 ~日J 安慰

taixar 〈名〉 拍子

tαi]- 〈劫〉 匂咽声 脱

tailag 〈名〉 句~ (成年聡的態称〉

tailbarl- <劫〉 同均4島 解蒋

悼ifa:g 〈名〉 ~ 太平

tan 〈名〉 叫 大珠

tana: 〈名〉 句吋 柱〈鼻〉

相nai 〈代〉 匂~ 態的

tαnαix 〈代〉 句~ 拍\{f1的

tαnaixl羽 〈代〉 明{ぽ 都{f1的入

加q- 〈劫〉 、TT 1入

加qgd- 〈劫〉 句向 被i入

ta羽 ta:g 知可怖ワ 袷声

ta:gqa� 〈名〉 句枠m<' 流域

tα:ggai- 〈劫〉 旬町別問 仰

ta:ggad 〈名〉 ~ 唐古特

tα:ggrag 〈名〉 相句f'~ 誓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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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αU9u: 〈略〉 句~" 務『的

tauiαi 〈名〉 q耐~ 牌

taUs ta13J- 抜櫨

ta13( 1) 〈名〉 時3 告予選

ta13(2 ) 〈数〉 句@ 五

ta13au xar 帰" "'1:, 五月

tα{3au xarI:羽 ta13au 惜J・~， JOnêI端午〈迭里没
'有辻“端午"之刃p 五月五日

指“水有了生命"的意思〉

ta13α羽 ;. <名〉 句eI 五号

ta13ag 〈名〉 o"SrfI 盆

ta13a1d3IU 奇形> • 嚇d 五角形的

ta{3ar- 〈劫〉 旬~ (双足)包11地

ta13u:la: 〈数〉 舗がJeri 五ノトー起

ta13xαg 〈数〉 嶋胃J 仮侠五ノト

ta13xa伊r 〈形> • 、e帽~ 崩平的

ta13dax 〈数〉 句匂h 第五

taßdu伊:r 〈数〉 句蜘~ 第五

ta島 〈数〉 句命円 五十

ta島ー 〈劫〉 材~ 放

ta゚Ja: 〈名〉 0"釦J 供物

taßJa:tαi 〈略〉 材令官市~ 放着的

tαßJ!Ig- 〈劫〉 0"l6\~ 放下町

tax 〈名〉 旬，.t， 蹄扶

taxα:r- 〈劫〉 句句 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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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xta: 〈名〉 柏市句 斑鳩，

taxtag 〈名〉 句例..t， 〈痩死牲畜的〉生皮

taxra:g11e: <劫〉 制帽dヲ匂桝 不断的

tα15- 〈劫〉 句<t 祭莫

ta15a: 〈名〉 納qヲ ①鵡②酉

ta15'α: lJ u:r 鴨d 嚇 鳴舎

tα15I1 〈名〉 令舟守 供物

tα平1 ta.゚ag ta131- 物肘輔偽上供

taJfiIm 〈名〉 喝命q 掴

ta平gan- 〈劫〉 句句甲 頻頻斐曲

ta苓Jgar 〈時〉 ‘政官喰 習曲的

taJfiIsxi:- 〈劫〉 匂似怜 寄}下

tOl5Ir 〈形〉 術αf 膏的

tag(l) 〈名〉 句..t 華子

tα9(2) 〈名〉 CmI 鋼板

tα9 Ju13u: W~骨 錦子

tagan- 〈劫〉 術命 偵察

tagnu:l 〈名〉 句向市守 特多

tagta: 同 tag lu13u: 

tα1 〈名〉 匂高3 草原p 平原

tα11:羽 tu:lai J 相情 野免

talarxal 〈名〉 哨T帽守 披酬

talI:mar 〈名〉 骨内司守 死者

talbai 〈名〉 句械 坊(牧坊)

talbag 〈名〉 惜制 祷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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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1xalJ 9m 材J"， 粉荊

tall- 〈劫〉 句協 分成商半

talrax- 〈劫〉 哨開 感1M

tam く名〉 匂伶 地獄

tamαg 〈名〉 術付ヲ 図章

tambu ぐ名〉 麻袋F 口袋

組問lX 〈名〉 州α、 畑草

組問xll- 〈劫〉 ~品情 吸畑

ta司Ir く名〉 婦~ 体力

ta司lrd- 〈劫〉 材T開 カ乏

何回1- 〈劫〉 句~ 断

ta民lrxai 〈形〉 句術開q 果断的， '断的

taslag 〈名〉 ~耐，/ヲ 房間

tasd- 〈劫〉 ~伽唱F 弄断

taJ- 〈劫〉 ~II-ç 打抜脚

taJα:( 1) 〈名〉 制~ヲ 樗

taJa: tuI- 材 文腰

taJa:nai ja却: 句fWI & ~ 時骨

tα1α: (2) 〈名〉 句供qヲ 措

t可α:r- 〈劫〉 匂術開 弄矯

taIIgnu:)- <劫〉 句約問占 奔弛

taJu: 〈形〉 句的@ 斜的

taJu:r 〈名〉 制~ 鞭

taJu:rd- 〈劫〉 句句m 鞭打

talxui 〈名〉満z 旬震情~ 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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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αt- 〈劫〉 句司F 控

toto: u!31 ilJ 同dヲ骨伽寓J 抽周

toto1;]9 〈名〉 句柄句@ 抽居

toto゚ toto{l 骨暗号拘司 抽搭状

totold""; 〈劫〉 句~loa:7 ①投社②痘李

totor gO也or 句f 伊n: 雄

totu: 〈形〉 旬開e 阻痩

tot [301也ー 〈劫〉 ~倒防 搭掲

tot9Ol也ー 〈劫〉 句ポ， 枕預

to宅lr 〈形〉 句胃虫 癖痩的

tojog 〈名〉 句rJ 拐杖

tor tor 句章句書 踏硬地声

tar- 〈劫〉 句司F 散

taoo:- 〈劫〉 旬開 !長

tαrαg 〈名〉 句YI 酪

tarlll 〈名〉 句~ 符

tarlX 〈名〉 物ポh 脳

tarJ.3ag 〈名〉 句制ヲ 早瀬

taoof.3伊羽玄a<tig 句句rl C'rmJ 鼠疫

tarxoi 〈形〉 情咽時 分散的

ta.rgGlJ 〈形〉 ~ 肥的

加r伊1J xUlJ 鍋J 静子

tar伊窃司α玄 ~， 肥肉

tarIa司q ぐ名〉 柿J 蝉

tarJa:xai 〈名〉 宮前~ 握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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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α1:- 〈劫〉 句司' 播科、栽

t01:x am 匂~岬 幸十荊

加害0: 〈名〉 句ポヲ 庄稼

tα1:0:1) 9α也αr 句S.WJャ"t 田

tαt'(l:I- 〈劫〉 句脚格 科地

tarα:101) 〈名〉 ~ 波田

taro: 1句 xur 。~， 谷雨

tOt'(l:J勾 〈名〉 旬開J 寂民

t露。g1S 〈名〉 相附 海

ta:一 〈劫〉 旬。。 載

ta:.゚ar 〈名〉 制?綿刊 返輸

ta:g 〈名〉 側同 亀~

ta:伊1- 〈劫〉 州市 揺小野j構

ta:J 〈名〉 ，制倒守 載重

ta:dag 〈形〉 制"'? 短小的

ta:dagxalJ 〈形〉 輔が〈下J 短小的

tan- 〈劫〉 句曹 涜浪

tana:gu:r 〈吋〉 句~ 以那迫

tanag 〈形、名〉 句吋 俊子

tanagα同胞B 帰"" イ愛子

tani:l'ag- 〈劫〉 同時与。 宜挺

tanigar 〈形〉 句何~ 野蔑的

tantì:ー 〈劫〉 句~ 鼓起

旬ntgar 〈形〉 句ポ~ 鼓鼓的

tand 〈代〉 相d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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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dax 〈代〉 旬叩a同 那里的

ta羽nag 〈名〉 制内 歌栽

talJxa: 〈名〉 W伺3 体力

ta羽xa:d- 〈劫> f 句州~ 精疲力尽

talJgalag 〈名〉 W内可 紬

t司gar 〈名〉 句匂守 天

talJgar dugar- 句切町r 打雷

talJgart nirgu:l- ~~ 遭雷望号

ta羽gri:lJ ojd;J1 
、 d 旬開守 天河

ta司gri:lJ dzad wlvvI 慣石

t句S 〈名〉 糊d 藤

t�:JS- 〈劫〉 句均 等子

t句SU: 〈形〉 旬柑伺 相等的

同su:rg也e: 〈劫〉 相畑保守柄。e 不相称

ta゚ ta゚ <n句句 健歩的

ta゚an 〈名〉 怖J 大全十

ta゚ax 〈名〉 句@勺 種子

ta゚� utigal- 制4書 甥種子

ta゚ar- 〈劫〉 句@官官 抱

taß玄 i:lJ jα玄α: <ft&句 WI~ 鎖骨

ta゚I 〈名〉 句制号 犬方木盆

ta開a: 〈名〉 匂針肘7 台険

ta゚rald- 〈劫〉 句鮒電' 掬抱

拘'X (1) 〈名〉 制7 神山羊

tax bux 6l~ 大力士

18D 



taxnk fa:g 材、 茶薦子

tax (2) 〈副〉 匂僧 艶

tax xar 命(， 漆黒約

tag 〈数〉 ~ 零

tag.ßaI 同 thg.ßal

tagJ く形〉 骨州C 平坦的

tagJihこ(1). <劫〉 相イ晴 扶正

tagJil-(2) <劫〉 骨が偽情 打斉

tagJxalJ 〈形〉 相制J 整芥的

tama: 〈名〉 〆輔句 騒聡

tama:mi: bux <Irr品。19 州 能峰

tama:ni: xu: 材~e 鳴門 詑妨

tama:lC¥3ig く名〉 輔棉則合 蟻挺

同ma:lC\3igan <名 J 哨併刑1， 盤虫駆

tama:IﾏlJ 〈名〉 嶋:J 放轄聡者

tambu: ・担r 備9 \'!t, 梅毒

tamtar- 〈劫〉 句匂京 摸

tamdaglal 〈名〉 句匂ð，.:r i己最

tamdg<)ト 〈劫〉 句匂品， i己

tas- 〈劫〉 q冊 忍耐

taf- 〈劫〉 句~ 顛〈碕乾}

tad 〈代〉 、4 他的

t~i: 〈代〉 句~ 那些

tadi:lina:lJ 〈代〉 ~吋 那ゑ些

tadni:x 〈代〉 句押ボh 他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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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ー 〈劫〉 争調的 情葬

te偽，a:.(3ar 〈名〉 句珂~~ 家畜

tac:tsa:gu:z'l句〈名〉 ~(JQtJ 伺葬員

tar 〈代〉 o"r:/ ①他②那小

ter uj 吋ヲ 那吋

tereg 〈名〉 句句 卒

targ�:r 〈代〉 句~ 以那里

targu:羽 〈名〉 旬。J 首

targu:lagJ 〈名〉 匂京働句e 主席

tarsalgu:su:d <名〉 句倫伽d 反劫扱

tarta: 〈吋〉 旬刊3 那迫

U:g- 〈代劫〉 旬。 那梓作

ti:ga:a 〈違〉 、制d 然后

tiIg゚al 〈違〉 r制~ 那会

ti:m 〈代〉 句材陣 那梓的

ti:Ja: 〈代〉 制c 6tl 往那迫

ti゚ 〈名〉 吋 洲

t羽gar 〈事〉 今酬が 鉄物撞古声

t珂gar tUlJgar 句向~ 鉄物撞音声

t;): 〈名〉 句J， 数百

t;):句ml ug也e: 句“e 句ac 兎数

t;):- 〈劫〉 匂宮町 看中

b:n 〈名〉 句pt9 〈蒙古包〉天歯

句:玄üe: 〈名〉 句pn9句悦 牒不起

匂:1- 〈劫〉 句柿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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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s ず〈名〉 句F柑ー 茨金

句:dog(l) 〈名〉 w剥( 鴇

to:dog(2 ) 〈形〉 句"'" 壊的

tO:dogxolJ 〈形〉
, 

~胃司 媛的

匂:r:>mtoi 〈形〉 骨11~ 混法的

to:r句g 〈名〉 q市~ 凡〔皮帽

toinoi jaxa: ~J If(rf 醸

to均ー 〈劫〉 ~ 第

tontor- 〈劫〉 変思i1Ø~，変老実

tontu:l 〈名〉 q宮司噌曹司 馬糞

tond 〈形〉 馴服的，老実的

tondxolJ 〈形〉 馴服的，老実的

tolJg 〈形〉 鮮撤的

bヨ伊i- 〈劫〉 匂旬開 振替

tOlJgr:>g 〈名〉 句旬開." 剃万

tOlJgrus 〈形〉 匂均叩@ 顛倒的

to;ogru:l- 〈劫〉 M宮~ 顛倒

tolJ1- 〈劫〉 句特~ 敵

匂'lJ1u:1 〈名〉 句~百置守 啄木島

to.゚ 〈副〉 判 正好

to.゚XOlJ 〈形〉 -鴫"" 中等的

tO.゚S (1) 〈形〉 <Iaﾘ:rC 簡単的

to.゚S (2) 〈名〉 q曙9:rC 組子

tO゚JoI- 〈劫〉 嶋I~ 知加子

ぬx- 〈劫〉 句" 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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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xlr- 〈劫〉 句句 衣服合身

bx:>: 〈名〉 句帰 拍

bx:>:t 〈形〉 匂蜘唱9 油性的

bx:>:rxu: 〈形〉 句句'" 油底的

bx:>i 〈名〉 句..n' ①肘②(河〉湾

匂x:>i1- 〈劫〉 句"柿 持〈笹子)

bx;)m 〈名〉 旬開跨 鞍庖

‘ bxJ- 〈劫〉 句曹-dt. 融

b~: 〈名〉 句伺3 信号

b~:ld- 〈劫〉 句句匂 碓上

匂平10:1- 〈劫〉 句""fポ 安排

匂g 匂g 、J 句d 敵古木物声

匂伊: 〈名〉 句~， 鵠

匂伊:羽 gar 句'I!'Î 僧 厨房

b伊:1- 〈劫〉 句官舟 倣飯

bg;>:J~ 〈名〉 ~器官J 炊事員

匂伊1- 〈劫〉 句品 ①瀞戎②表演

b伊S 〈名〉 句PN 孔雀

匂91;):m 〈名〉 句品FI 玩具

匂91;)9J 〈名〉 句品明氏 演員

b9Ju:rJ 〈名〉 句曹イ内Ew~ 更夫

bgb:一 〈劫〉 句時官F 決定

匂g匂:9也e: 〈劫〉 旬開"，~ 未決定

bg匂mol 〈形〉 匂時的 固定的

bgd:lfJ t;lgrog 句.".，.，句帽d 睦陸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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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gru: 〈名〉 句~・ 鶴

tolg;>i 〈名〉 句事官官~ !J, 

ω19;>i arig- 句<'t J..尋

t:>l伊 i uj3d- 繍唱聞 失痛

ね19;> l buxi:ー @鳴司E 僻首

t:>lg;>i X説6- 命宮司 揺失

t:>lg;>i bJS- ~ 鼠.-}k

t:>l伊勾加:lt d 句》 室長市

tom- く劫〉 句ゐ 握

匂mo: く名〉 句射事 規矩

t:>IDd問 tond

ぬ珂1- 〈劫〉 柑Tゐ 任命

匂S 匂S 句N 句作 鼓告木物声

t:>sxolJ 〈名〉 制明J 村

t:>t:>n 〈形〉 句噂rf 来切的

b匂g 〈名〉 句明@ 口調

totom 〈后〉 、時持 越…越ー・・

匂d 〈形〉 匂唄lf 清楚的

匂d- 〈劫〉 令官。 接

匂dorxoi 〈形〉 句，，~ 清楚的

to<! 〈名〉 今可f 勢鵡

t:>d;)lg tOd;)lg 句ftrIq.明d 砕歩疾走的

匂d;)ja:lJq 〈名〉 議子

ねr (1) 〈名〉 句'If: 関

t:>m;忍 xUlJk 闘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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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 (2) 〈名〉 句曹t 笠子

t;)ra: 〈代》 ~ 那些〈京西〉

匂ra9 〈名〉 句~， 鍛

ぬrog- 〈劫〉 令官官1!' 開

bram 〈名〉 唱同'fPt/ ニ歩聡

ぬrxo:m く名〉 白内障

匂rgu:1 〈名〉 句Eポー 開款

ぬro: く名〉 句~i 搭訳

tu:ー 〈劫〉 句宮曹 証

も，u:l- 〈劫〉 句官a 穿泣

tu:lai 〈名〉 術品e ①免②卯

tu:la~ bo:r d 附7 粟子

tu:la~ C臨むlcßlg WI"恥Jヲ 免患

tu:ma: く后〉 句械 d 毎当

tU:c゚u:r く名〉 句-mØ 答帯

tu:rai 〈名〉 令可~ 蹄

tUﾜ'(1g く名〉 句柄"事 壁

tuiJ.3ar伊n- く劫〉 句柄~ 眼路

tuil く名〉 句'" 扱

tun- 〈劫〉 今" 況淀

tuna:- 〈劫〉 句" 澄清

tunroOJ xG1u司 、~姉宮J 酷熱

tl勾xu: 〈名〉訳z 今別何時 銅壷

t叫伊l句 〈形〉 柄拘耐 透明的P 清激的

tu:ggalag 叫.ar 旬副E 晴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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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后〉 句~ 美子

tuxail- 〈劫〉 句"前 了解

tU9 く名〉 句rI '. 旗

切9 dalbα: -物輸rI， 自民

tU9α:r 〈副〉 匂宮n: 同日オ

tuga:r-a抗 骨肉J 清展

tu伊:rxCllJ く副〉 句柄d 側オ

tu901 〈名〉 句ポ 牛接

tuga1I~ <，名〉 句rh'I 放牛犠者

tu訴ai 〈名〉 柿9(' 申冒〈宅}

tugtail- 〈劫〉 句時前 抄手

tu1- 〈劫〉 柑 i脂近

tu1a9 〈名〉 制均 火捧子

tu1Qg- 〈劫〉 ‘~- 核対

tu1gu::g 〈名〉 句句~- 柱

tumu: 〈名〉 匂句@ 街寒

tus (1) 〈名〉 匂trÌ. 帯助

tU$ xi:ー α 替、助

tus (2) く代〉 句N 各

tus tu吋α:ー 、'f!'Ì 各自

tu田1- 〈劫〉 句dftr 帯助

tu田:J 〈名〉 制帽寄 反照

tusxα:ral- く劫〉 q時柄る 隔寓

tuIa:- 〈劫〉 令官偽， 交

tud- 〈訪〉 句時 照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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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d3→見ildar tud3 

tuja: 〈名〉 句~ヲ 光

turavqai 〈形〉 句酬明書a 消痩的

tufQX 〈名〉 句肘 大島

turlg- 〈劫〉 句<'c. 打哨鼻〈用鳴}

turu: 〈名〉 ~ Zる蹄袖

turI→見凶ar turI 

tu可申 〈劫〉 句iIt. 試

turIlag 〈名〉 句付dヲ ‘経捻

to: 〈量〉 旬。3 棒

to:n 〈名〉 句柿ì， 灸

to:n- 〈劫〉 句柿F 灸

to:r- 〈劫〉 句~. 迷向

to:rlig- 〈劫〉 句~ 迷向日巴

tu:ー 〈劫〉 旬。 ①捺②靖

tu:pi: 〈名〉訳z 土伍旬。怜 経

tu:xi: 〈形〉 句神<K' 生的

tu:xi:臼r ~) 迎春黄的

tu:l- 〈劫〉 唆

tu:du:s く名 > iY-: 土豆

tu:du:sni: nux 貸sゴす

tuàla:匂i: 〈名〉訳z 句噂骨材 施柱机

tu勾k 〈名〉 句椅例トe 喉結

tui~:ー 〈劫〉 相耐 鵠乱

tuimar く名〉 句梢f 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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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ntarxi: baisai 句守~~ 国白菜 d

tuntur tu~tur 句~. .(f関市f 鉄践腿腿状一

tuntgar 〈形〉 句肝属l4' i 凸起的

tuu tuU 蜘可句内 鼓声・

tu゚ 〈名〉 相9 中央

tu (3ad undastau 句馳t 、、噌争旬t 蔵族

tu(31ar- 〈劫〉 傾向 集中

tuxa:r- く劫〉 句樹~ 准各

tuga:mal く形〉 句珂前コ 普通的

tugas 〈形〉 句蜘 完全的

tugarga: 〈名〉 句榔..， 王寺蹄塔帯声

tugdi: ー 〈劫〉 句"鴨 鼓起

tugrag 〈名〉 相同 ，圏

tugraga:羽 〈形〉 相側'rI !国的

tul- 〈劫〉 旬。曹 付

tula: (1) 〈名〉 帰~ 71 

tula: (2) 〈后〉 帰~ 替

tula:lagJ 〈名〉 相知梅宮守 代表

tula{3 〈名〉 柑v6) 概況、

tula(31ag 〈名〉 帰府、 廿刻

tulix- 〈劫〉 句場α 推

tulig 〈名〉 ""'~ ニ~(羊}

tulig jama: 補"， 九二歩山羊

tulbar 〈名〉 旬。~ ，賠款

t叫 〈名〉 納者 仔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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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 to<1- 令，. 接議

tul- 〈劫〉 句ぜ協 升火

tu�c- (1) <劫〉 句拘， 鎖

tu1x- (2) <劫〉 句~ 徐

tulxa1s- 〈劫〉 句栴"" 相互推

tulxu:r 〈名〉 句帝ゅe 明匙，

tul玄u:r garag- 付v 汗鎖

tu!g 〈名〉 相同3 占ト

tull- 〈劫〉 句掛二 生仔畜

tuU 〈名〉 句耐e 柴

tulmu: r buda: 一:露子米

tum 〈数〉 句拭ー 万

tumar 〈名〉 句制 扶

tumar 也am rI 鉄路

tumri:Q darx句 d 句"'" 鉄匠

tumarlig 〈名〉 崎両勺一 金属

tumu:d 〈名〉 ~財制F 〈檀物根部的}

球体

tumu:d baiga: 同僧g &W.I事宮内 苛弱 E

tumbi:ー 〈劫〉 句雨明 鞠弱

tumbgar 〈形〉 州側 鼓

t吋ー 〈劫〉 ~市 扶

tulig 〈名〉 同句 后盾

tuIgal- 〈劫〉 相付， 依寧

tulmal 〈名〉 旬刊神事 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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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吋u:l ぐ名〉 令府軍事e 〈桂、惇子的〉樺)~

tur 〈形〉 句~ 暫吋， I店吋

tur tur ~句~ 描挫机声

tur- 〈劫〉 句w 生

turagdu:1- 〈劫〉 句時前句Gl 九e-生

turaJ 〈名〉 句w守 "来属

tura1 回d句 旬J 来戚

turi: 〈名〉 句ポ 靴筒
主M

turi:羽以刈10g tJrn'(i .J i剥均政策

turu: (1) 〈名〉 ~僻 穂

turu: (2) 《名〉 ~僻 品目

turu:l- 〈劫〉 句~ 快，領先

turu:llig- 〈劫〉 令市舗が 領先q巴

turu:I 〈形〉 ~ 先前的

turxam 〈名〉 句~ザ 娘家

turxamda: ir- 判J 初回娘家

turgalJ 〈形P 相刊J 快

turIgin- 〈劫〉 句'tt:It令F 友耕燐声

turd 〈事〉 ~ 雀~声

tUl,"- 〈劫〉 句鴨 前沖

tas qas 句-N1fN 〈磁的〉硬榔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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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da: 〈港〉 d R巴

da:一 〈劫〉 句1M!' 吃得{主

da:g 〈名〉 ザヲ ニ歩弓

da:h:g 〈名〉 婦で可 搭桂

da:malJ 〈名> &: 拘J 大n

da:f'α:羽 〈名〉訳z 大壁帽吋 大衣

da:官。玄ー 〈劫〉 q，p帽 祈祷

da:dar da:dar 句~ q，~ 親票R揺擦的

da:du: 〈名〉訳= - 大豆

da:Ju: 〈名〉訳z "除 搭腰〈捧践用〉

da:r- 〈劫〉 唱W!!'li' 冷

da均 〈名〉 、d 践争

dailJ玄 i:ー ~ 打伎

dai(3alJ dai゚alJ 句併勺句~ 顛簸状

daisαg 〈名〉 句ば 故人

dair 〈名〉 句F電号 鞍傍

dair- 〈劫〉 旬開 沖

daira:d gar- 句明J~暗 超越

daira:tag- 〈劫〉 司冒日'晶、~，，"IT 沖ー下

dairogd- 〈劫〉 句市時 沖撞，遭遇

dairaldflg- 〈劫〉 qE~刷用 遇到ß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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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 

da~ 〈形〉 相勺 単

d~s 〈名〉 輔d 報

dα羽1 〈副〉 句砲{I 太

dau伊: 〈名> &: 蛋樵

da(3~ 〈劫〉 匂@ 越辻

da゚a 〈名〉 句w， 山崎

daßo:glle:→見 αmanda: da{3a:g也e:

da゚olga:u 〈名〉 輔句J 波浪

da (3α1伊:1- 〈劫〉 匂制官品
宅h島、.

起浪

da(3u' 〈名〉 匂制骨 並

da(3u: m>g;>: 知dヲ 成業

dal3u:l- 〈劫〉 旬剛 越辻

da.13u:hg 〈形〉 匂柑"' 伐越的

da.13xar 〈形〉 鴫鴨宮 重霊的

da(3xar gar 嶋 楼

dα.l3xarlald- <劫〉 q，h尋問， 重畳

dal3'!�- 〈劫〉 匂f(\ 路

da゚t- 〈劫〉 ~'" 剥槍

dax 〈名〉 句w9 翻毛光板皮

大衣

daxlai illg 句柿守、制7 早生的羊議

da苓一 〈劫〉 句〈、 再

dag- 〈劫〉 句 ①限随②服以

dagu: 〈盾〉 骨材 随着

dagu:l- 〈劫〉 句ポ 率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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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u:J od ー句ポ守柑 豆星

dαgu: r undasta司 旬刊、，.""恥J 述斡匁族

døgt~ 〈副〉 匂時4 経常

daJ (1) 〈数〉 婦J 七十

創刊2) 〈名〉 輔e 肩甲骨

dalai 〈名〉 嶋守 海洋

dalai- 〈劫〉 句旬 揚起

dalcq) 〈名〉 柿可 現

dalba: (1) 〈名〉 句切"，ヲ 麹勝

daJba: (2) 〈名〉 句鞠dヲ 収

dall- 〈劫〉 句鞠 招手

dallag 〈名〉 輔w， 招財佼式

dald 〈形〉 材d 暗中的

daldαJ- 〈劫〉 神甲格 隠蔽

da!u: (1) 〈形〉 材~ 斜

dαlu: (2) 〈名〉波z """明e 大料

damn- 〈劫〉 輔明 挑

dαmnu:r 〈名〉 輔T'!!I'者 崩f旦

damq;l田制: 〈劫〉 句~、，鴨 宏疑的

damctu:l- 〈劫〉 句. 伶

damru: 〈名〉 哨~ 小手摺鼓

das- 〈劫〉 句d 慣

daI- 〈劫〉 旬刊T 拍

dadam伊i 〈形〉 句舟守 熟録的

d岨1a9 〈名〉 句.w， 刃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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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α <<tmt- 〈劫〉 J 句界'" 兵荒王寺乱

daja~ 〈名〉 ~ 禅

dαja:uf 〈名〉 ~ 坐禅者

dαr- 〈劫〉 句" ①毘②撤

dar<<t ;yr- 句.，e柿 沖鋒

dar 〈副〉 、~ 立即

dar xαr 句e ・吋3 二月

dara: (1) 〈吋〉 ~， 之后

dara: (2) 〈名〉 W同 包祇

dαrag 〈名〉 句"""ヲ 首長

daral- 〈劫〉 句解協 庄迫

dαrαrnt 〈名〉 句ぱ 包椴

dαrui 同戸 dar

daru: (1) 〈形〉 、~ 謙虚的

daru; (2) 〈名〉 句酬e 黄酒

dαru:lag 〈名〉 句ポJ， 治幸了

darxα~ 〈名〉 句帽J 匠人

darmαII .... 〈劫〉 句制， 印刷

dars 〈名〉 桧

dαrJlg- 〈劫〉 句"寓咽 失捧H巴

dαr 〈名〉 匂官号 火弱

da:゚ar <:客〉 匂帰f 屋頂

da:gu:r 〈吋〉 匂伺f 上面

da:J 〈名〉 句o守 長抱

da:Ja. 〈吋〉 州側 d 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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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ttf 〈吋〉 二冊司9 ~， 上述

da:ttld 〈吋〉 制下。哨)~ 上述

da:r 〈吋〉 句('I() 上

da:ram 〈名〉 句句ボ 強盗

da:ramd- 〈劫〉 句句匂 劫

dandu: 〈副〉 句内縛 太

danctsa: ぐ名〉 明可 灯

nanctsa:ni: g;JI J 伊守 灯#Jb 

danctsa:ni: 111 ，J"，有 灯軍

dau dau q司、可 睡睡

d司lu: 〈名〉双: 句吻 灯箆

dau1U1J同 da1Jlu:

d句S 〈名〉 州J 星空子

da13"': - 〈劫〉 句6't 振曹眺眠

da 13u: 〈名〉 句告岬 鞍塾

da13u:ー 〈劫〉 、e." 際

da13u:r 〈名〉 匂鍋者 鰻糞

daxa: 〈名〉 制~9 縄

daxa:ga:r t;，伊1- 悦句品 眺縄

daxti: 〈名〉 句句e 靴套

daga: 〈名〉 制句 鈎

dagli: 〈名〉 句柿e 費

dagd-(1) 〈劫〉 句句 標

dagd-(2) 〈劫〉 句句 升

dagda:玄む 〈名〉 句刑0\' 強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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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dJig- 〈劫〉 旬句調。 升起日巴

daJans (1) 〈名〉 蝿子

dalans (2) 〈名〉 強鈴子

dalau 〈名〉 句恥勺 乳房

dalim 〈量〉 材守ザ 半庭

dalxﾎ 〈名〉 哨0守 世界

て:lalxi:n bumbursag da、f$tAJ 地支委

dalgar- く功〉 材句 花舟

dalgara!Jgú。 く形〉 婦~ゆe 展汗的

dals- 〈劫〉 q制 贈

daslu:l- 〈劫〉 哨d胡 使打

dald- -+ <見〉伊J dald-

dami.: 〈副〉 旬前 太

damd;)- 〈劫〉 婦唱哩 支持

dad;)g�- 〈劫〉 司明知 暗噌

dar 〈名〉 吋7 枕尖

daraxf 〈吋〉 、吋 眼前

daral- 〈劫〉 句柿 枕

daru' 〈名〉 旬がゆ 笈笈草

di:l- 〈劫〉 旬明高 腔

d涇tar 〈名〉 帰~ 本子

dißtgar_ 見。r di゚tgar 

di゚d 〈劫〉 旬制 舗

d涇d;)a: 〈名〉 旬制 塾子

dil 〈名〉 、を 頚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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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劫〉 旬、 展汗

dUa゚ 〈副〉 材句 作

di1a゚  tat- 句唱F 砲裂

dilag- 〈劫〉 句旬 展汗

di1bal- 〈劫〉 婦制 作

dUbar司 〈劫〉 材/ihf 作

dilu: 〈名〉 匂事村勝 牌

d1wa:匂1lJg1:¥1 ;) l':lU 押.:rJ~句J 天堂

d:>:xt;:)r 〈名〉俄: IlOKTOp 剖句f 医生

d:>:gu:r 〈吋〉 句叩f 下連

む:J:>: 〈吋〉 句W快 eJ 往下

d:>:I:>: :>r- 匂官' 況

白:ttl 〈吋〉 句~<rrt可7 下迫

也:tt1d 〈吋〉 ~ 0，荷，，，， 下迫

也a会19 ι 〈形〉 ~ 媛慢的

d:>nd，)19玄:>\1 〈形〉 ~内岬J 緩慢的

d:>\1伊d- 〈劫〉 句布司' 日高

白柄。:r 〈数〉 開耐~ 巴

cb゚ 〈名〉 句@ 正陵

cb.゚ gadoor 和rC 丘陵

cb ゚:l r1j' 19 〈名〉 句命開d 小土肉

cbß色1- 〈劫〉 句e. ①ナト②遊攻

00伊: 〈名〉 制句 鈎子

00伊1 〈名〉 句"守 定蹄病

00伊1m伊1 句曹守句者 一拐ー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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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log 〈名〉 句~ 靖子

d:>glog d:>gl司 句ゆ勺句蜘可 一膚・}拐状

d:>h 〈数〉 柑dヲ 七

d:>h:IJ burxOJJ 柑市J 伽d 北斗星1

d:>1:>::IJ xar 婦~判 七月

由1:>::IJ x:>n:>g 柑ザ句d 周

d:>l:>:羽(1) 〈形〉 材申J 多

d:>l:>::IJ g:>11oi 伊~ 命大的

d:>1:>::IJ d:>r 旬曹~， 差得活

d:>I:>:羽 (2) 〈名〉 <tra4吻J 七号

d:>1:>:伊n 〈名〉 柑ザヲ 山積

d:>1:>:1:>: 〈数〉 柑ポJ 9rI 七小一起

白1:>:d:>x 〈数〉 柑司市('r， 第七

由l:>:du伊:r 〈数〉 材市型.，c 第七

<1:>�:- 〈劫〉 句句世 醸

d:>�: ゚:>r xuru: 州市QC .(\叩J!6' 食指

d:>!gllJ 〈形〉 柑w 暴烈的

d::>!g:>::IJ 〈名〉 柑旬J 波

d:>!伊:1- 〈劫〉 句鞘姉 務濠一

d:>mb 〈名〉 ~ 茶壷

d:>s:>: 〈吋〉 q叩~， 内

d:>旬: a:dar- 賞~ J()里煩陳

d:>句: araxtalJ 匂匂J 内腔

d:>旬; o:x 旬刊 板油

d:>句: bo:r 島<<， 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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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即刻rau伊d- f何物' 昏迷

白紙 xaral- 。ゅ 機得心慌

d:>回:玄usu: 伽9:zn19 内衣

cbぬ rora玄 句J， 内街

do回:畑町，1r 婦~ 心廿

0050: 也U:Ì' 司~， 内部

白紙玄 〈吋〉 句切がh 里面的

白紙gu:r 〈吋〉 ~ 径由・・・中間

由旬:1.，: 〈吋〉 句耐 6rI 往里

也句:r 同 m旬:gu:r

白，t;):d 〈吋〉 q昭電噌 圏内的

dOJbn 同匂t3n

00'匂r (1) 〈名〉 q帽rI: 里子

OObr (2) 同 do回:

d"r 〈吋〉 句甲骨3 下

dora:司 〈副〉 句曹~J &.f 髄即

OOmi 〈形〉 句事号 弱的

OOmg 〈名〉 知書@ 擢

oomm�l .... 〈劫〉 ~肺 侮辱p 欺負

OOram伊z- 同 OOmmðyl-

00可gne: 〈劫〉 不答理P 不

理会

dot'13 〈名〉 ~ 会t瞬

OOt'13t:li 〈形〉 句時.，c 有力量的

白，&"g- 〈劫〉 句時 震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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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劫的

歌曲

芦昔

友芦

歌唱

句時内

匂Dft'

〈形〉dorglm 

〈名〉

〈名〉

du: (1) 

肝

的
下

唱
抱
束
完
声
雨
喚
一

盛
同
折
繕
没
有
雷
叫
時

、øÐ

J
W
叫
ず
匂顎掃

旬刊.J，句側

、開q

〈劫〉

〈劫〉

〈名〉

〈劫〉

〈劫〉

〈劫〉

〈劫〉

du: (2) 

由民 gar

du:I-(1) 

du:I-(2) 

du:log 

du:laIs-

du:ld-

du:s-

du:慨がe:

〈形〉du:tai 

句"，
匂抑

被叫

叫

召喚

袈慢的

接祥

中

中指

中牧

中波

螺蜘

舗1

句時胴

旬開

句聞が

叩
w
w
w

〈劫〉

〈劫〉

〈劫〉

〈劫〉

〈名〉

du:旬i 加町:

du:d-

du:da:tagｭ

du:dagd-

du:du:l-

du:dlag 

〈形〉

〈名〉

〈吋〉

du:rmαg 

du:t'O:I 

dund 玄uru:

dund 

知可

dund mal1J~ 

dund tat'O:I勾

〈名〉dU1J 



胃

du.Q 5a9O:羽 時J ?吉白的

du玄 〈名〉 喝明，e 額

dugαr- 〈劫〉 句市青 暗

dugui 〈名〉 句官17~ 自行牟

dula:]J 〈形〉 姉rrJ 暖的

dula:s- 〈劫〉 匂句切 、 取暖

dulas dulas q品W 句柿 肉肉保燥地

du!ma.Q --見 butu: dulma.Q 

dumd 同一 dund

dumdad 〈吋〉 句蒔電9 中間的

dumdu:r 〈吋> 句匂官官f 在・・・中

dut- 〈劫〉 句可' 験乏

duta:ー 〈劫〉 句w 逃一

dutaて flg- 〈劫〉 句崎明明 逃了日巴

dutagdl 〈名〉 ~時守 鞍点

dutu: 〈形〉 旬開@ 触少的

d叫mag 〈形〉 旬刊d 敏乏的

dud- 〈劫〉 句11v 滴

dudl- 〈劫〉 句柑， 稿

dur 〈名〉 句~') 喜好

dur dur dur 句f 句f 句f P4錦羊青

dora弓 〈名〉 句J 望遠鏡

ー dural- 〈劫〉ー 句柿 受

durtai 〈形〉 旬開~ 、尿意的. 
do:pu: 〈名〉訳z 電電曹恥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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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 〈名〉 句僻 弟

du: bar 供e 弟鱒

du: まurga:羽 向。J 妹夫

du:de: 〈名〉 婦~ 弟弟、，妹妹

du:d,)il- 〈劫〉 旬輔s 提

du:喝。:dl 〈名〉波2 豆角

du:r-- 〈劫〉 、~ 帯在上面パ

du:r- 〈劫〉 ~ 縞

du:ra:t�: 〈形〉 q，句何時 帯在上商的

du:ra羽 〈形〉 h御吋 識的ー

dui 〈名〉 句~ 技巧

dui{3alJ 〈名〉双z 開骨勺 豆併

duiti: 〈形〉 句\ftI\' 有技巧的

duiralJ 〈形〉 旬W吋 ~昏的

dun 〈名〉 句dち 四~公牛

dunalJ xoq 句~伽同 四~錦羊

duna羽 gu: ~(}悌 四~母弓

d佖alJ Im!,' 句守，./~ 四~会弓

duná羽 jamα: 句~桶匂 四歩山羊

dund,) 〈名〉 句守宮守 四歩母牛

dUd,)ÏlJ tama: 耐用J 句骨<? 四~母聡

duncち (2) 〈名〉双= 駅句4 敬子

dUlJ --見 ur dUlJ 

dUlJ dUlJ ~勺駅吋 鼓声

dUlJg- 〈劫〉 ~ボ》 勉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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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ijgin- 〈劫〉 句"句 暗昭義明

duxum 〈形〉 句制 方便的

dugra:羽 〈形〉 相側lÌ 園的

duli: 〈名〉 句耐 葺子

duJ (1) 〈数〉 句"守 四十

duJ (2) 〈名〉 句根守 砧子

dut 〈形〉 句d 抄近的

dut &am ~ 捷径

dur 〈名〉 相官@ 鼻協子

dur arangt1e: 畑氏、.，/ 対決 特別的

dur- 〈劫〉 句" 醸

dure: 〈名〉 W句 種子

dur'ð:開 〈名〉 句叩()f~ 韓

duraJ 〈数〉 相官句 四

durpa:g xar 句官&1 .. 母3 四月

du四阿9玄 〈数〉 句w鳥和 第四

durapduga:r <数〉 句駕向的f 第四

duram t:Jgto:l 句帽ザ句曹W守 規章

durp句 〈名〉 同&1 四号

durpald;s均 〈形〉 ー'恥~ 方的

dut.゚u:la: 〈数〉 相酬J tI 四ノトー起

durga::g 〈名〉 句向J 熱

durs 〈名〉 句唱がe 形

durti: 〈国'1> 相ポ 格外

qa:也 〈名〉双= 府環e 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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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bug 

~UlJ kI・ag

1Jux 

1j u1j U: 1j llf u; 

ヨー

、， ,. , ，..~、、

〈名〉

〈既〉

匂:xor 間句:xor

色Oijq 同田l.Qq

ω130: 同時伊:

色o} 同匂i

令。:XOlJ 〈形〉

C\)a:x句協jti: xU1J 

<tα:da:lJ 〈名〉訳=

す

Je瞬

間時間

:ma 
寓:=e寓:w&

ts 

d3 

mrmrI 
眠、税鳩J

E抱anga:da: xi:dag x句祝z 萄略嘩旬可Gr.rrI

C包，oßar 〈名〉 鴨何

事I!鹿

葎

証猫芦

叫山羊声

小的

棲子

作弾

萄靴匠

涼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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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助t\s 〈名〉 神~ 鳴角

伊g回1- 〈劫〉 駒句 相ド

喝。la羽 〈名〉 輩分

d,)alag 〈名〉 ~.ョ 峡谷

告ロJagd一司 〈劫〉 神崎 被i青

E包，ampalJ く名〉 訳= 帳逢 ‘蚊申長

合~ad (1) 〈名〉 情d .①茅②刺刀

喝。d- <2} く名〉 旦糞包

合ar 〈数〉 官J 六十

d,)aralJ 〈名〉 ~ 甲子

伊rag- 〈劫〉 震将' 享福

也ロroglOlJ <:名〉 問育舟~ 幸福

d,)aragJlg- 〈劫〉 司~~ 、安逸H巴

E包，argal 〈名〉 開1!"守 幸福

告ロrgalt 〈形〉 ~ 幸福的

d，)æn合羽 〈名〉訳z 肘d 将軍

E恥:tu: 〈名〉訳: 鍾失柑~ 稿

告訴d，)a: 〈名〉訳z 姐担

d5i:ー 〈劫〉 情~ 仲宜

告i:gu:rta羽 〈名〉 時開J ーも禽

d5i:lag- 〈劫〉 則市} 仲汗

d,)intu: 〈名〉祝= 枕J-

d,)ÏlJ(1) 〈名〉 W勺 秤

d，)i弓 (2) 〈名〉 F可 敷

也ÏlJkinむ 〈名〉 ~肘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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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易iJ;] ga:ru: 〈名〉 桧計 ! “唱一:":町・‘, 一

d;3i{3 〈名〉 内 鉄宅毒

d;3i゚ar- 〈劫〉 棉曹 生.誘

d;3ig 〈名〉 官勺 奇昇

d;3igan-( 1) 〈劫〉 W旬開 称

d;3igan-(2) 〈劫〉 W旬 蒸

d;3ignu:r 〈名〉 肘同f 蒸笈

d;3ignu:r xuitau 附句制 GWVI , 寒『

C包igJ- 〈劫〉 W哨T 吋氏

d;3igJUfrti: ー〈形〉 駅南@悶q 可悪的

Cちígtì: て形〉 ~ 奇怪的

d;3il 〈名〉 鴨守 ①年②属相め

合im 〈名〉 司~t/ 小径

C包imi:- 〈劫〉 明匂 t民鳴

d;3ims 〈名〉 ポ~ 水果

d;3iJ 〈名〉 相e 曽到、

喝iJa: 〈名〉 肘"'? 例子

c13iJa:J 〈名〉 明耐v~ 、 模泡

Cち可igt 〈名〉 梢JL

E包 id;3 ig 〈形〉 ~~ 小小的，小

型的

djira゚gar 〈形〉 鴨保w: 浮劫的

ci3ira .゚gan- 〈劫〉 間~αT" 、肉劫

ctirag- 〈劫〉 情~ 時(島〉

E包iram く名〉 ~竜 Jtt帯

ぷ01



凡人

①頑固的

~rrI 姉Jct51rl:1J xu:g 

@邪的

牙歯〈謎i吾

'司Gt〈形〉t包lru:

中的形象説法〉

肉道

酬。~

明舟T

〈形〉

〈劫〉

〈名〉訳s

〈名〉

ct51r ,Pa:de: 

clsir.゚i:ｭ

ttlu:bu: 肢布

銭

妊狗声

a明F"伊:d

~.ß伊P

伊10: ①墾縄②方

向章

習教員

習鞍

倒花

方子

大走

大走(島}

使大走

菜肴

媒人

抜

w6) w号

事噌〈名〉

~
一
向
…
叩

~ 

~， 

明朝舟

仔

叫
例
制
エ
ー
耐

Jl.. 

条

追

.aN 

明『切『切吟

、
》
，
、
J

、
P

、
，
、

P

、
，
、

r

、
，
，

E
，
、

F

、
P

、
，
，
、
，

名
劫
唱
晴
名
武
劫
名
名
劫
名
名
名

，
e
、
‘
，
、

J
、
，

t

，
t
J

、
，

e
、
，

e、
，

t

伊h:nl

合plo:d-

伊ma:l

伊r

伊1'0:

伊1'0:1-

rtora:1u:lｭ

E包u:J (1) 

ttu:J (2} 

rtulga:ｭ

d5U1ctlg 

cturam 

傷。r{3as

rtu: ttu: 都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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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3u: rt;:)lJ同d3i:gu:rtau

<l3uira: 〈形〉 問料 双胞1ft愈

<l3ulJ 〈名〉波z 明司 紳〈撞紳3

<l3uxu: 〈名〉 酬9 毛色

<l3uxu:1-' 〈劫〉 腎柿‘ 耕i人

E包ur- 〈劫〉 W明軍 鵠

dz. 

dza: 〈吹〉 J 是

dza:ー 〈劫〉 mJ' 指

dza:一 ぐ功〉 墨被祷

dza:羽 〈名〉 .t 象

dza:nai xoj;): @匂""" 象牙

dza:.゚al 〈情〉 時守 一定

dza:J3ar 〈名〉 間~ 指示

dza:gfre: 〈魯~> 司氏 相当

dza:lag- 〈劫〉 明匂 使教

dzα:ld- 〈劫〉 句匂 控告

dza:d- 〈劫〉 打珂欠t善}

dza:do: 〈名〉訳z ~ 側万

dza:da: 〈名〉 ~ 天実蓋

dzd:r 〈名〉 明~ 鷹番

dzαil- 〈劫〉 開‘ 肉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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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αi1u:l- 〈劫〉 開耐 移汗

訛illg'i1�: " 〈劫〉 開~.~ ヌ住免的

也;ai関窃 〈名〉 開伽司3 宮人

也αi加i 〈名〉 開1'(' 距寓活的

訛idu: く形〉 鴨明e 疏活的

d�idu:xa:g 〈形〉 開叩"'" 疏遺的

*0旭1- 〈劫〉 開司品 1厚騎

ælαn-唱 〈劫〉 ~ 恨

也anl 〈名〉 m守 恨

也antl:- 〈劫〉 ザ時間開 1歯袋霊得f艮大

æandα:g 〈名〉 ~ 檀呑

d問、‘dro :ー 〈劫〉 初旬開r]f 使怒叱

æa羽(1) 〈名〉 F可 稗弓

訛:g 5urtl 情v守 風格

也α:g Jmar 震~ 性情

æα羽 (2) 〈名〉浪z 、相可 醤

也a:gg- 〈劫〉 ¥ft('IJr 倣手勢

也a:ggld- 〈劫〉 明《柿 打姑

也α羽gu 〈名〉 明市@ ①襲撃②菱角

æa:ggα! 〈名〉一 付~') 炉身符

dta1jbl 〈名〉 肘柑 刃慣

訛 {3 く名〉 "号 空閑

也αf3a:r..;. 〈劫〉 曹旬~ 友濯

也α{3ag 也;a {3ag 神d 時d 一政一弦地

也a{3u:dl::g darag 般: 3aÐO瓦 ~vÌ~， ri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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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αßmr 問 dza.[3蝿F ~ーず t 

伽F回r 〈名〉 "'~ 空隊

的R即時 u:l J 制 慣

也aßd- 〈劫〉 ノ.，e" ‘来得及-

曲13J 〈名〉 両相 唱刻手ー

訛I3J bapgJ 偏向守 、結夫

向島旬la{3- ー輔~ 刻賠

也ax (1) 〈名〉 ~j 衣領

也ax (2) 〈名〉 ~j ①捧麗②迫

訛 '!j- 〈劫〉 ，α 托摘

訛 '!ja: 〈名〉 柿~') , 信件

訛 '!jdl く名〉 ポW守 ~信

也α'!jdl 玄urag- ~ 送信

æ∞Sdh:1J u:t 司、"J 信封

金:ogα1- 〈劫〉 町'ー 痔

訛gu: 〈名〉 時帰9 宣

æagu: 加r- @飛 打負

也agu:nai nαimα: ~9 両前 温民

æ，αgu:nai jaxa: ~9~& 宣刺JL

也a1a: 〈名〉 時dヲ 幡ー

也αlag- 〈劫〉 ~ 達

也alu: 〈名〉 品宮e 青年
、、、

司、

&αlu:su:l 同 æalu:su:d

也alu:su:d 〈名〉 雨明J 青年P 青年初

也αlu:r 〈名〉 内~
. 

方向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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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alu:rd- 〈劫〉 品F押 掌舵

也albtr- 〈劫〉 柿@啄 祈祷

也alxu: 〈形〉 6司@ 櫛情的

也alx u: r- 〈劫〉 ~'"開 友憾

也α19a1d- 〈劫〉 内匂 連接

也α111g- 〈劫>. 柿m 打友H巴

dr.alru:l- 〈劫〉 向官占 改

加hg- 〈劫〉 州、 呑

制jgu:ト 〈劫〉 山河掃 使呑

也am 〈名〉 VI 路

加max 〈名〉 神d 水藻

dl.amag 〈名〉 鋸末

也ambu: 〈名〉 F崎 臓部洲

加mbu:lJJJ 間的mbu:

也as- 〈劫〉 '"" 修

加国g 〈名〉 判d 政

也G旬~ga也ar J 和d 政府

也q田1 〈名〉 ，嫡 治庁

加spαr 〈名〉 柿e~ 修理

旬sIDal 伽m 州 .，rI 公路

也asdu: 〈名〉 刑制骨 倒花

也ad →児 taUgri:u 也αd

也adal- 〈劫〉 ~ 解ヂF

也剖gai 〈形〉 ~ 敵汗的

佃d伊i bais虔 @明"" 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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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αdgal- 〈劫〉 明晶 間病

也ad，311ー必 く劫〉 守曹長 鴫

也αja: 〈名〉 ~事 命遺

也aja:ー 〈劫〉 守'lI!' 夫賜

dzαja:1:aJ;J 〈名〉 開柄J 福者

æαr- 〈劫〉 守耳冒 用

也arα: 〈名〉 町dヲ 刺凋

dzara:xai 〈名〉 W抑q 直苗

的rlm 〈代〉 開， 有些

也aro:dz 〈名〉俄: sapOl{ 草堆

也arlag 〈名〉 ~ヲ 支出

dzarlal 〈名〉 w同 布告

也αrhg 〈名〉 神~ 命令

也arIIgd- 〈劫〉 神明事 下命令

的rs 同也α時

&αrJlm 〈名〉 噂相(/ 原則

也αrdl 〈名〉 叩d 支出

也ar包 〈名〉 欄官t イト人

dza: (1) 〈灰〉 匂わ 町ま
dza: (2) 〈名〉 情。3 甥JL

dza: ux匂 ~ ①タド甥女

⑤タト弥女

也a: xU:lJ 制GI ①外甥JL

②外封、JL

dza:l- 〈劫〉 耐ー 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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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a:lct a゚- 無品~ 悼 除賄

也a:r 〈名〉 ポ~， 黄羊

訛:1'd 〈形〉 時電J 喜善紅毛的

Cﾋa:rdag{ 〈形〉 同時句母 容紅毛的

〈牝弓〉

dz�u:lJ 〈形〉 時GÌ 可思的

也ap旬g く名〉 1'6'句 武器

訛l 〈名〉 申ミ3 〈挫畜牲的〉

tç縄宗

訛Dldag 〈形〉 向可3 残庭的

也ad 〈名〉 VN 紫銅

也adi:lJ bal J 時 銅場

訛rag (1) 〈吋〉 州ち 同吋

訛rag (2) 〈名〉 ボ乃 級，街

&arags- 〈劫〉 開〈切 井列

也aragsu:l- 〈劫〉 何句4書 排3司j

訛ralga: 〈名〉 州制J 麗『

也argal- 〈劫〉 ~揺 握手予

也argalda 〈名〉 州向。7 隔壁

也arlag 〈形〉 ポ吋 野的

訛rlag a町加羽 併帽J 野生劫物

色町lag u玄ar 制~ 野牛

&arlag gax叫 炉時 野猪

dt.;): 〈名〉 司' 脊背

ぬ:伊1- 〈劫〉 w品 用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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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削彦

&:'u 〈名〉 居民点

勧J- 〈劫〉 曹@ 、怯愁

~13u: r 〈名〉 W句m' 痛苦

dz;:>ßu:rtαix:>羽〈形〉 恥自!!11Jt、w 枕愁的

dz;:> ゚l:>lJ 〈名〉 耐裕司 ①痛苦②柄

也:>'!j:>:ー 〈劫〉 w令官' 創作

也;)'!j:>:lJ baigu:l- 同~Q相同 姐娯

dz;:>'!j�: 1 〈名〉 ~ 作品

也:>'!j:>:1J 〈名〉 制~ 作家

也:>'!jóJ:JIg- 〈劫〉 w旬開開 制造n~

白g8J19- 〈劫〉 和胃命宮町明 停了目巴 、

也:>1:>g- 〈劫〉 ~ 見面

dz;:>1゚:>1J 〈形〉 ~~ 日流恨

dz;:>d:.>Id- 〈劫〉 ~Ii' 打架

也:>r- 〈劫〉 ft 高日

也:>rlg 〈名〉 開守， 勇弓

dz::>rl仰i 〈形〉 W京胃~ 果敢的

dz;:>rr鈎u:l- 〈功〉 W柚"両日，jf 鼓励

dz;:>t'Ilt く名〉 関与J 目的

dz;:>rm:>g 〈形〉 明帝J 任意的

也。: 〈数〉 句@ 百

dz;u:ー 〈劫〉 間!I' q交

也u:弓 〈名〉 叩J 世記

也。:x 〈名〉 ~， 仕

C位。:r 〈吋〉 叩~， 中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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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u:r- ーぐ劫〉 明慣司F 続住

也u:g 〈名〉 WJ 夏

dzunai u:r @句l1C 立夏

t位。nαi tui1 @句明守 夏至

CÈl勾 or- 匂帯F 人夏

dzugα: 〈名〉 ""ヲ 淡笑

muga:l- 〈劫〉 需品 瀧玩

dzugα:S- 〈劫〉 ~ 欝国

也ugtα:ー 〈劫〉 ~司F 逃

也ul 〈名〉 ~ 悌灯

也。lai 〈名〉 品号 図f寸

dzulaßtα: gal- w4~仲 eJ ∞ 脱〈毛〉

也ulag 〈名〉 w4-at1 靴帯

也umbara: 〈名〉 W'li"f, 豆鼠

也us- 〈劫〉 Wl'It 辻夏

也usl<llJ 〈名〉 制恥可 夏菅地

也ud 〈名〉 問f 実

也o也α:IJ< 1) 〈形〉 ~ 厚

dzudza:羽 (2) く形〉 ~ 密的

也uc包a:x句 く形〉 m何J 較厚的

也ur- ぐ劫〉 明言曹 党11

dzurai- 〈劫〉 ~ 看上去扱清楚

也urag 〈名〉 明d 図片

dzurag 也ur- 官官' 画面

dzuragJllJ 〈名〉 ~鴫J 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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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uragt 〈形〉 帽押rtI-' 帯面的

也urxai 〈名〉 鴨開f' 星栂

æur玄a11勾 〈名〉 fiXO"'WAI 占星家

也urgα: ぐ数〉 -wP' 六

誦rga:JJ xar 岡市J 判 六月

æur伊:JJ 〈名〉 ~ 六号

也ur抑da玄 〈数〉 鴨~柄 第六

也urga:dugα:r ぐ数〉 、in'D'曹H・2 第六

也urgu:la; 〈数〉 開伊ポJ erI 大ノトー起

誦rnial 〈形〉 w向 面的

誂- 〈劫〉 ~ 搬

æo:玄 i: 〈名〉 w神ac 拐油(酸拐上的

自油〉

誂:lﾙJ 〈形〉 ~ 軟的

æo:li司 xol苓 輔α、 敏氏

也u 〈名〉 時@ 争t

也u: 回t'- 句w 打幹

dim: ー 〈劫〉 ¥f(a 戴(耳部〉

誦 :nta: 〈吋〉 鳴~' 左迫

誦 :nttl 〈吋〉 d 哨， 京逃

也u:nttld 〈吋〉 ~o，夜，.e 京法

誦 :n1f1fa: 〈吋〉 神同時 e,.J 肉京

也u:1J 〈吋〉 時J ①京②左

誦:ga:r 〈吋〉 ，依~ 弘京逸

也u:d 〈名〉 神e 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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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u:dI- 〈劫〉 甲婦， 作重要

也u:d1ad;3 .., iar- 神柿.，61開 説童書i舌

也ui 〈名〉 ~ 理

dzuiL 〈名〉 間守 紳

也uiti: 〈形〉 関電~ 安妥的

dzuidl く名〉 ~守 折・接処

dzuir 〈名〉 開f 比f以

dzunag 〈形〉 柄引可 昏情的

也unagα珂tαq 帰~.J 俊子

dzu゚ く形〉 ~ 正晴的

也ußlald- 〈劫〉 ~~ 商量

dzußJa:ー 〈劫〉 !;Ir\61~ 勢成

也u町a:r- 〈劫〉 m制W'"' 答座p 允i午

也UXll:- 守〈劫〉 ~' 裁

dzug 〈名〉 R勺 方向

也ug u也dag jum h問勺町"q， 指南計

dzug Jig 開7 方向

也ugi: 〈名〉 mOC 弓蜂

也ulag~ 〈劫〉 吋e J 抹

dzulga:]J bud ~特J 島W 抹布

也udar- 〈劫〉 ~ 累

也udral 〈名〉 ~ 辛苦

dzur 〈名〉 ~. 抱子

也urx く名〉 W句 Jì、1、

dzurxalJ irti: xur也 ~'FP(foj 恰電~ ~.J 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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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urxet 〈形〉 嶋崎 勇敢的

. 

JO~ ー 〈代劫〉 ~ 窓生

ja:卵f 〈情〉 開命H 兎玲如何

訴訟falJ 〈名> i5(: ~c:J ①牙粉②牙膏

ja:伊:日 く代劫〉 ボ同J 多会

ja:ga:d 〈代劫〉 が蜘J 苅什4主

ja:lag- 〈代劫〉 明治切 使忽梓

持:r- 〈劫〉 事守唱F 忙

ja:ralg色e. 〈劫〉 押誠司副 b人容不迫

加.ramtgaì 〈形〉 曹'!!'~却型FE 急操的

ja:ru: く形〉 柑~ 緊急的

]Qntai 〈名〉、反: ，π~ 硯

lantgar 〈形〉 同市4 ①調的②有架子

的

jandalJ 〈形〉 ~勺 痩的

]andαlJ xUlJ 鵠J 痩子

jαn伊:1 〈名〉双t 守句曹、長 姻巻

landz 〈名〉 初旬@ 模梓

jand肱αi 〈形〉 初旬π~ 美羽的

.゙J fo玄oi ~ 宮鴨号 水泥

jOJJga:dai 〈形〉 〈理支工具的虚

名〉

21 月



同q句 〈名〉 ポ曹t 技女

jax- 〈劫〉 友白

知玄G 〈名〉 ~骨 骨

jag 〈副〉 ~" .iE, lE好

jα9 tQg 輔 恰好

jtig to{3間 ja9 但9

ja伊!lJ 〈形〉 押J 粉紅

jaJ 〈名〉 ~， 皐

jal- 〈劫〉 情 腔利

jala: 〈名〉 愉dち 蚊子

jalag- 〈劫〉 暗F 分別

jalag{3ar 〈名〉 帰官職守 差別

jalagd- 〈劫〉 晴崎 失敗

jalalt 同Ilalt

iαlagd- 〈劫〉 巴僧~ 被分清

jalgu:l- 〈劫〉 崎明場 使分出

ja1ta1J 〈名〉 神VI 犯人

jal<同r- 〈劫〉 惜河 住

jama: 〈名〉 補dヲ 山学

)amar 〈代〉 神f 什公祥的

jamartI: 〈形〉 神押守 多~

jamar゚a' 〈代〉 舟句 任何

jamb 〈名〉 州3 架子

jαmbal- 〈劫〉 事揃， 摺架子

jambu・ 〈名〉訳z ~伺号 元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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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d- 〈劫〉 '司F 耀以

Jadαr- 〈劫〉 W唱F司F 乏

]CIdu: 〈形〉 '時@ 貧努的

jadu: mα11111;) ~ 貧牧

jadu. 抱卵:1珂 ~~ 貧寂

;iadu:hg 〈形〉 "が.C-J 比較寛的

拘du:r- 〈劫〉 問問 貧窮

拘r (1) 〈名〉 ~) 搭

jar (2) 〈名〉 ~') 樹市

狗ragJllJ 〈名〉 ~ 会日子手

jaragllllJ同 jαr喝fllJ

]arßJ'ー 〈劫〉 唱tth 例噛

Jarßl:ld句 〈形〉 唱官~リ 明鳴的

larIlg 〈名〉 ~ 麻煩

jarllgtai 〈形〉 開偽明柄。 隻奈的

jar也gar 1ud 同町也伊r Jud 

JOr- 〈劫〉 ~ 協

jara:tag- 〈劫〉 開府帽 耕一下

jarlld- 〈劫〉 w訴事 交淡

jænc抱，æ: l19i: 相制 条萄

l誦glI' 〈副〉 ，時f 正，正好

Ja:nu:ti. 〈形〉 間曹司'1(' 可笑的

]a:゚a:g 〈名〉訳z 問伽可 月併

jax 同 ji玄

jar 〈数〉 P..J 九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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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 Ji: 械情 突声

j~g 〈名〉 附句 母賂!J~

jik 同 jix

jix 〈形〉 ~ 大

jix OOg 伽1， 大小

jix xalri司 柿rrv./ 大署

jix x叫苓 命祢 大同

jix xar ~') 大尽

j:玄 xuita~ 蜘J 大寒

jix x珂 鍋J 大人

jix 姐玄Q: :11(¥9 大雪

hx句k 〈形〉 ~(l骨('t-. 多半

jixam回g 〈形〉 州制7 自高自大的

jixkau 〈形〉 州J 校大的

ji玄su:l 〈名〉 刊問者 長華

jilu: 周辺U:

jim <i吾〉 哩持 是

jir- 間 ir.... 

ゐ: 〈収〉 哩国 晴

お: �: 軍曹 唆酌

�:l- 〈劫〉 ~ 時吟

.゙13- 〈劫〉 ~ 走

�po:t;)g- 〈劫〉 F句市帽 走一越

.゙13u:l- 〈劫〉 ，向占 寄

þ酔J:IJIg- 〈劫〉 σ匂内情 寄了目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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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3伊:r 〈形〉 ，句f 歩行的

þf3伊羽 〈形〉 ，句J 歩行的

�f3Jlg- 〈劫〉 .明 走pe

jof3dl 〈名〉 事@副 事情

jof3rol Ug 掃討対乃 不客『的活

�xo. 〈名〉 ~6' ネL

jobiC包 xarー 斜視

jololJ xodo:d' ~""仰向曹。 大佐皮

jolOlJ job羽一 ~~事長岡7 隠隠釣的地

�lu' hるe 〈歯的〉横摂

los 〈名〉 ~e ①道理②制度

�B xel- 偽 誹理

þ回xrOQ 〈形〉 ，術開rrI 誹礼貌的

jo句rxo く形〉 酬明暗 誹礼貌的

þ回1- 〈劫〉 制帥 敬礼

lost;:>j 〈形〉 耐同q 有理的

�t;:>g- く劫〉 持曹円W 功

�dor p く名〉 間戒 突喪棒

io的:r 〈名〉 関市f 吃落

ju:tai 〈形〉 可申村 多弘

ju:rsag 〈名〉 横失

jU' 〈代〉 時骨 什企

ju:n�' 〈情〉 ~~ 忽能

ju:xalJ xu:玄'àJJ 叩帽J~ 京西什公的

ju:rn 同 jUI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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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制:同，us

ju1d 〈名〉

jum 問 jim

)um 〈名〉

jum xum 

jus 〈数〉

ju判 xur

Jusa:g 〈名〉

jusuda: 〈数〉

j01岨位 〈数〉

lusduga:r 〈数〉

jur 〈形〉

lurda::g 

lura:- 〈劫〉

jura:l 〈名〉

jura:gke: 制id

juralJke:lagJ <名〉

junamI 〈名〉

WO: 問 bα:

wa:dal- <劫〉

wa:r (1)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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