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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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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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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5

之
丞
司
、
吟
5

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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を
司
、5
3
3
4
1

r
g
。
α
ニ
〈
ま
毛
〉

z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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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Z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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え
さ
主
主
・
・
1
3
4
H
E
C
E
も
〈
毛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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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
・
・

牢
遇
、
〉
・Mm
g
C
C
C
M

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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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80年 6 月至10月 F 我所八名研究人民和十一名研究生分成

七ノト小姐，按照銃一的調査大綱，対我国蒙古活族的述斡ホi吾、京

部裕固i吾、京3í ì吾、土族i吾、保安i吾以及蒙古i吾巴忽虎一一布里

E特方言和主投特方吉道行了一次調査。調査結束盾，各担分別

編写了三科資料z 調査披告(包括i吉音、 i吾法)、 i司f亡、 i舌i吾材

料。迭些資料先后子1980"'-1981年期間油印了少数針。苅了更J

泥地提供i吾吉学界研究参考p 現在P 我伯在油印稿的基硝上p 提

出了統一的要求和規格F 重新加工申定， .将桔祭正式出版。一

《土旗i吾河rC ))的泊印稿是土族i吾調査姐和青海民族学院民

族研究所、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基民族i吾文亦公室在以互助土族

自治昼苅調査点捜集、 1己景到的i司rC材料的基拙上共同整理編写

而成的。之后， 1984年夏P 暗斯巴特ホ同志又一次去青海省互助

土族自治基y 与昼民族事会局魯文忠同志一起，対油印稿避行了

核実工作。在此基拙上又キト充了一千余条i吾i司p 井按照統一的体

例加以修ìT， 形成了現在的有六千余条i吾i司的《土族i吾i司rC >>。

《土族i吾i司iC >>的油印稿和以后キト充的i司条均i青青海民族学

院民族研究所李克郁同志申閲辻，本1s中的議活借i司p 曽i青青海

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席元麟同志加以益定，井注明戴i吾里的1実法

和写法。

在《土族i吾i司rc>> 的整ノト縮写辻程中p 得到当地昼政府領

専、昼i吾文み公室領専和全体同志的大力支持p 得到李克郁同志

和席元麟同志的熱情帯助.借本有出版的机会F 謹向上述同志表

示衷心的感開。

由T我所歓少編纂出版i喜美斗哲的工作径栓p 本1s中可能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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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有不少敏点靖漠F 敬i者同志わ批評指Jr。

肉襲古大学蒙古悟文研究所

1985年 8 月

附E 土族i吾調査姐成員和友音合作人名単

清格カミ泰 本所教授

恰斯巴特京 本所研究生

季 東 本所研究生

調査姐姐長

調査姐姐員

調査姐組員

議
曹
良

文
仁
志

董
弓
芥

昼i吾文舟公室駅工 男 21~ 友音合作人

芸i吾文亦公室駅ヱ女 22歩 友音合作人

昼i吾文亦公室駅工男 25~歩友音合作入

14 



繍宝5P 滋明

1 、本 (ì司主》股i司六千余条p 其中包括隻合淘和謂姐。牧

i司以常用両方主。

2 、本《河i[))是以互助土族自治昼土族活方吉材料苅依据

縮写的。

8 、 i司的形惑p 除慣用 i吾和振生新的i司 rC意X者外p ー接采

取i司干形式。劫i司i司千后面画一短横。 1

4 、単河按主条処理F 均折、i司美。由主条帯起的条自治副

条p 排担j在有美主条后面P 不杯i司笑。

隻合i司的第一小i司素不能独立遠用吋p 迄小集合i司也按主条

処理。

5 、同音i司分別列条。同J(ì司以 xx 同 xx 来表示。多J(ì司

的i司J(， 用①②③・…・・来分別。

6 、与蒙古i吾同源的i司F 尽量注明其間源i司。 i司干与i司綴量

然都与蒙古i吾|司源，m.主主接築刃慣不問的， ì司干和i司祭分汗写s

i司干与蒙古i吾[司源， ìíiJ築不同源的P 不同源部分画一横銭表示。

蒙古i吾同源i司用蒙文杯記p ち只表明与該i司条的同源美系p 井不

説明i司又。用蒙文写的劫i司采取i司干的芋結束形式。

7 、能翼手i人借i司来源的，均祢借i司来源。同吋尽量注明借出

i吾言中的有面写法或其投了音杯。

土族i吾中訳語借i司的音和Jえ都同訳語相同吋p 在借河来源里

只注ーノト“訳:"，具体借人的訳語i司以略J i.又i吾借i司加蒙古i吾同

源i司綴拘成的i司F 蒙古i吾同源部分称写蒙古文4s写形式P 井在河

銭前面一短横表示達接尖系6 如z

goidau く形〉 訳s ①怪道F ② ìfâ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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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a- <劫〉茨~ --毎朝

島蒙古語某一方言i司同源的9 除在淘源柱里用蒙古文或音椋
綜明設i司在蒙古i吾方吉里的渓音タ卜，后迫用角括号注明“〈蒙

方> "。
一波紋i司根粗間的蒙古i吾同源i司F 杯明同源部分f 不同源部分

雪在括弧里。如z

�lJ <名主 柑( "" ) ①首次，~回F ②第一

8 、対有疑向，需要遊一歩研究以后オ能碗定的同源、i司・注

:主間号。

9 、副条里的蒙古福岡野、調和借i司，只注明与主条不重隻的

部分B ‘看不清同源美奈的F 用横銭表示。如Z

ama <名> ..，11.. ①哩，口，②口子

: ama .,.09 pads_ "fJ 6!~ 口緊ー

lalo1J <形〉 年軽的

lah1J kun 、ー令制 年経人

10、 i司条的翻葎，尽量采用対当的双雷雨。てa 技不到対当双i吾

i司的里采用棺近i司或音浮加注蒋p ・或者只用注蒋的亦法。誇文和

注稗p 均放在i司条各項的最末尾。

口、主条和副条均按下列音序排列z

.a:: a (~) (v) 

e: e (:3) 
i: i (9) 、( F) (1) (}:) (1) 

0: 0 (u:) (U) (0:) (;)) 

U: u (y) (a-) 

n 9 b p f x k G g 

m s 。 F t d t゚ 1s 

¥1 d手 dz 向. (ぇ) r 。

12、使用略活却下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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ぞ老〉名尚 〈形〉形容i司 〈数〉数i司

〈量〉量i司 〈代〉代}司 〈吋位〉吋位i司

〈劫〉劫淘 〈助劫〉助劫i司 〈形劫〉形劫i司

〈代劫〉代劫i司 〈鞍劫〉咲系劫i司 〈副〉副i司

〈后〉后量i司 〈事〉事捌i司 〈違〉達河

<ì吾〉罷弓i司 〈灰〉灰i司

〈使〉使劫惑 (余〉永劫惑 (互〉互劫惑

〈完成〉完成体

〈蒙方〉蒙古i菩方言 〈双方〉双i菩方言

智、I (蒙古都史》 隼I <<竿夷浮i吾》

控s 鮭吾カミi吾 波z 双i吾

満z 満州i吾 戴z 戴i菩

13、美子某些音椋的演音説明如下E

(1)苅了拾研究者提供方便p 対子元音采取了在音位i己音的

基拙上這当反映重要変体的実隠情況的亦法。其変体是s

a 有 a、 æ.. Y 的変体，

令官的渓音是[ ie: J , 

e 有 e 、 3 的安体。 e 在漢音上代表前述有辻渡音的弁口

度梢有不同的九ノト音，即I [ie J.. [i B J.. [i� J ，井使前迫輔音

顎化。如: de-[d'leJ "" [d'lぉJ , 
i: 有 i: 、 1: 、 1: 的変体s

i 有 i、 1、 1 的変体，

0: 有 0:、町、。:的変体。 0: 的音蹟除了少数情況下舟 0:

(如在唇靖音后)外，ー般前述有辻渡音 U o 即 : [ Ue: ]、

[ uo: J, 
。有 o 、。、 3 的斐体。。的漢音在少数情況下苅典型的

。以外p 一般前迫有辻渡音 u。即I [UeJ 、 [U3J 、 [Ua J 、 [UoJ。

如l -korgo [ kUargUa J. 

11 



u 有吋有[uaJ 的色彩，

u 有 u、 y 的変体s

g 在少数双i吾借i司中出現。

(2 )b 舗音祢i己土族i吾中的双唇不吐『清寒音 [p J , p 靖

音杯i己土族i吾中的双唇吐弓清塞音 [p' J , 

d 輔音掠i己土族i吾中的舌尖歯臨不吐笥清塞音 [t] ，土

族福中的 t 杯t己舌尖歯観吐笥清塞音 [t‘] , 

ぇ輔音出現在ノト別訳語借i司中。

(3)鼻輔音羽在元音后面拘成l潤音市吋p 使其前面的元昔

P生鼻化，如:sa1J ì.実 [5句] (活併)， XUlJGur 渓[ xﾕlJGur ] 

(特〉。

(4 )ì司的重音一般落在i司的最后一小音帯。

13 



a 

a: 〈感〉 明

a:na 問 ame f太太

a:ne: 〈名〉双z 阿妨 ①祖母，妨妨p ②老

a:ne 同 a:na 〈名〉控: ana 娼掲，母来 「父

a:ba 〈名〉訳z 阿笹崎 ①父来，②公公p 岳

a:ba a:ma 阿掲 父母来

a:bau 同 auu

a:blu: 〈名〉 哨供J 鬼火 「恨有一些

a:xaUg3 〈副〉 ~肘7 ①一些P ②相当F ③ 

a:ga 〈名〉 、制百 叔叔

a:go: 〈名〉訳s 阿帯 兄，寄

a:gu 〈名> &.阿姑 ①姑娘，②姑姑

a:gu ima: 無らdヲ 母山羊

a:gu naxoi 争!I'{I 母狗

a:伊1 kvdam F'll]'1良町 母狼

a:gu lama w 尼姑

a:g叫a- 〈劫〉 旬開晶 (大声)突

a:宜la 〈名〉訳s 阿掲 掲掲

a:mU 〈名〉 併e 小米

a:sa,r 〈名〉 制同 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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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e 

a:89 mo:ro・

a:S9 8un 

a:89 d叫a: ー

a:S9 dula:d手\D

a:89D~9 同 a:仰g

I a:da 

a:dal 

a:dal ula:ｭ

a:de: 

a:Çl~9 

a:~9 

a:胸 8un也1

a:~a 

a:偽記同 a:~a

a:~ 

a:( ;u: 

a:rdaG 

a:rdaGla-

ai 

a匇a: 

au 

au-

a叫oa- 岡山10a-

s 

〈名〉 句併号 ①牲畜，②牛

伝()xf 牛則

~ 牛拐

令町品 放牧

同~J ①牛信p ②放牧者

〈名〉推I ata 父奈

〈名〉 令d 生活p 生廿

e 生活F 辻活 「大容

〈名〉訳s 阿参 ①苓苓p 祖父p ②老

く名〉 令町刊号 d 牧人P 牧童

く名〉州 司、子

弥子 子司、

〈名〉 a:~a <蒙方〉帯，兄

〈名〉訳s 阿姐

〈名〉訳s 阿男

〈名〉 句明J

く劫〉 句F哨

〈感〉訳s

〈名〉

〈形〉

〈劫〉

句'CI9

句曹

姐姐p 妨

勇男

該子(愛称) r受

①愛情P 珍惜p ②覚

吠

公弓

①覚的P ②寛閥

①百，②盛



ausGQ- 〈勃〉 旬何 放寛

aur 同 u;r

ana- 同 xana-

anaGa- 同 xanaIGa- ......... analGa-

analGa- 同 anaGa- ......... xanalGa-

ana立lana く形〉蔵: 13'1' ，，'町守 好象p 如同，宛如

anltæ 同 an~i:......... an~s 

an~i: く代〉 廊里

and手i:xo羽 く代〉 醜些地方

an~i:XOl;)g3 〈代〉 在明些地方

and手i:gu く代〉 廊里的

an~i:da く代〉 到赴

an~i:-d同 〈代〉 往暁里F 朝明里

and?;iGa� 〈名〉 麻雀

and?;ire: く代〉 廊里

and?;ire:gu く代〉 廊呈的

and?;s 同 an侮æ......... an~í: 

andt;.o: く名〉 舞踊 r-
al;) く形〉 相(明b ①首次， fk回P ②第

a1J 〈名〉 ~ i福P 幅面

al;)Gai・ 〈劫〉 h市事 ①弦汗p ②弦口

al;)GaiGa- 〈劫〉 制~lr ①弦汗〈使)，②弦口

al;)Gai1Ga- 同aIJGaiGa- l (使〉

aIJ~S 〈名〉 w :rC 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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ãbau 同 átiU

abu- 同 aou-

aGa 

aGadiu 

ala: 

ala;degui 

ala 

ala-

alauou怒e:

alaG 

alaG a:se 

alaG sdarGa 

alaG tau思I

a!aa trJaUxai 

alaG fl<lalaG 

alaG oalaG 

alaQaｭ

alaGde-

a]aadelaa-

alaafl<lileｭ

alagui 

alalGa- 同 alaGa

alalde-

4 

〈名〉

〈名〉

吋7 兄F 寄

"""1 嶋守 兄弟

〈名〉識z 訂可

〈形劫〉 伯郡~

〈名〉悦J

く功、助劫〉 柿

①爵香P ②5章子

想柔持

①跨p ②桔p 棒争当

①議p ②表示扱端的

意え(fl<l加d?ila: ala~a 恨透了〉

く名〉戴z 罰E・冴8・ 大象

く形〉 柿d 花的F 斑駁的

句炉ゆ 花牛

誘花畑包

〈劫〉

〈劫〉

〈劫〉

〈劫〉

〈形功〉

く功〉

鶴
雄
州
側官もT!'
併用電F

内
、
計

怖
怖
何
時句

花色奮惇

花色靴子

斑斑駁較的

敷街了事P 弓糊

i上系

成斑攻

成斑駁〈使〉

①岐視，②区別対待，

想恭，要承 i③偏愛

顕示(互〉



副aldedal 〈名〉 時句 d 繍系的梓子

aladal 〈名〉 時d ①恭姿，②ゑ法

a19 〈代〉 1r1¥' 廊十

a19 kun 制d 郷小人

a191Jg3 〈代〉 T剤1t<? 那一十

alema 〈名〉 情r1) 水果

叫ema arase 句岬 果皮

alema gandle 粁子 果把

alema s也u '官時昏 果i十

alema d;:>Gla- 句曹争 摘果

alema <t�1JgeraG 附句~ 果核

ab:u 〈名〉戴s 自民' 初i

alGa 同 xalGa

alGU IPJ xalGU 

alGula- 同 xaIGula-

alda 〈量〉 制J 庭(商骨左右伸宜的

長度) 1 ④渇

alda- 〈劫〉 ①失落，②脱市，@放，

aldaGa- 〈劫〉 帰宅jt !!' ①放(使)， ②解脱

aldala- 〈功〉 制官，争 民量 L<使)

aldalGa- く功〉 司~;守~ ①展汗p ②解汗

aldalGasa:r く劫〉 制刊町向イ失持以来

aluan 〈名〉 布切;./ ①差役P ②税

aluandi: 〈形〉 制御f 有債的，欠債的

s 



aJuan~9 

aロ1a:

a訂1a

〈名〉

〈感〉

〈名〉

ama-na:lJ99 nai1Gaｭ

ama-na:羽99 no:rGaｭ

ama-na: xabﾇl9-

ama-na: Gua-

ama-na: tabﾇl9-

ama-na: dura:-la 

ama-na: uu:la-

ama-n9 pad9 

ama-n9 xad司

aman-de bauda 

ama baGa 

ama xabÇli羽 gua

ama xalad?;a 

ama xUﾇli-n9 8ama 

aロ1a XUﾇl9 

ama Gurdan 

ama-la-na: adallana 

a立1a suJa 

ama sui1ana 

ama 号d9re:d詞

ama toro: 

6 

制erI~ ①公差人F ②債戸，

娼時p 明町 L③民夫

官ぱ ①岨p 口 F ②口子

9t-I'W-乃挨;!!'領情

erI'W-う~洞ー下鳴
かI IJ向住噌

erI~ 允潜

erI 併内 日匝鳴

erI 。同~1 何信口

erI 搭ー晶搭鳴

1<'鮒

1<'何~

口緊

鳴硬

成活把了

砂噛

MJ 制時不住鳴

~ 説11回日帰

側同&1"嶋J口歯好

伽吹雪@ 曝，鳴，口舌

何明J 鳴快

6rRwﾌ 1norHrÌ;誹空活

句干J 鳴松

随- ;,./; 随声附合

幌市宮司 住鳴

令聞~1 口腔



蘿ila Mr薑 時~ 鳴紫

ama 同 jama"'-'jamar"'-' amu"'-'j詢a 

ama 同GaIJg3 制}柄3 多少

amaxa:n 〈名〉 令時ーー ①噛里，②満噛

amaxa:n 〈代〉 向"'" 多少

amaxa:朋3 〈代〉 官~~ "'"問多少
amaxgi: 〈代〉 官~~ 4") J官公梓的

amaGasada 〈情〉 ~州../~①xì合如何P ②絶対

amag3- 〈代劫〉 ~α 

ama.a- 〈功〉 制吋，

amalaGa- 〈劫〉 制品?

amasa- 同 amusa- "'-' amta-"'-' amsa-

amasar く名〉 制吋.，.f:

amats 同 amts

amatsxa:n 同 amuxa:n "'-' amaxa:n 

amatsgi: 

amad� 

amadu 同 amadi:

ams 同 amsn

ams-na: th-

amsn 

amsn mula; 

〈代〉

〈形〉

〈名〉

姉f 制

併-10，，('

合J 材合

併d

①窓枠p ②忽去作

①鳴含P ②戴(弓日爵

子〉

①鳴合(使) ，②戴

〈耳鳴子) (使〉

①蓋子，塞子，②口子

「的

①什え梓的p ②，宮祥

①有申書的p ②会説的

耕命

①生命P ②命遺

命小

T 



àmen 鈎S ~っ 命大

allìO: 同 ama:

amU 同 ama'"'-' amar '"'-'守 ama'"'-' 詢a  

amuxa:n 同 amaxa:n ~ amat9Xa:n 

amusa 、 く功〉 骨何， 口ロ口凶円不三P 云，空云会

amusaGa- 同 amusalGa-

amusalGa- 〈功〉 告制可F 品味(使)

amuta 〈名〉 官匂J 味道

amutadi: く形〉 世匂電r{' 有味道的

amuten く名〉 時電J 劫物

amuraG く形〉 柑市守J 和睦

amuraGda- く劫〉 官令下村唱F 変和睦

amuraGdsGa- く功〉 制市明伊宮' 使之和睦

amsa- 同 amusa '"'-' amasa-"-' amta-

alnta- 同 amusa'- '"'-' amasa-.,- amsa-

amtaI 向 amuta

a立ite く形〉 併~ 活的

amte-Ia 〈形〉 lrÍ-~ ~ 活活地

asGU- く功〉 "'1hn喧 借

aSGUGa- く劫〉 前向17 1!' 借〈使〉

aSGU 〈名〉 官向!v ~ ①借物P ②債条

aSGulGa- 同 aSGuGa-

a�;l1 く感〉 股日帯〈表示腕惜)

aClr;)' 〈感〉 股II~犠〈表示愛情〉

8' 



濺�- 〈劫、助劫〉拘 ①不能，②作不7，

@准以

adam 〈劫〉 t司~tI ①不能p ②作不了

aヨaGa- 〈劫〉 愉VT<I 痛

aJa: く感〉 訳s 吹町

alau く感〉 訳z 吠酌

aJag 〈名〉醸z 関'~Z:::' 翼翼

a;aG 〈量〉 一把

ajaGla- 〈劫〉 握 「撰子

aJl く名〉訳z 阿娯 ①娯，②嫡母p ③大

ajiI 〈名〉 同司 村案，村庄

ajil ku向同 ajil kU[j9n 

ajiI kU[j9n Gt拘J 部居P 街坊

ajilGa- く劫〉 句読'l1' 昨暁

ajiIGadal 〈名〉 令~~ 昨晩法

ajilGad手in 〈名〉 旬干，!!，.J 昨暁者

aJlm 〈劫〉 、官; tI f白

ajimel 〈形〉 告w令f ①胆小的P ②受伯的

ajidal 〈名〉 句 d ①可伯的p ②伯的祥

aj9- 〈劫〉 令官曹 ①伯，害↑自，②掠 l子

aJu: 〈名〉訳=阿娘夫 娯夫

a]u:l3e:r 〈名〉 進襟

ara: 〈名〉 ~; 臼歯

ara:l く名〉 句司 ①卒掠F ②河地

9 



àra:l~e・問 ra:l命令

ara:ua 同 ra:ua

ara:uu 〈名〉藤z 々省 公山羊 「怠是

arau 〈副〉 同('!f'Jb ①白白地P 柾然p ②

arau gule- ~ ①胡説， ②白説

araU93 〈副〉 同(~)α ①故意地p ②白白地

ara.g-la く副〉 11京('!f'JÌ) ~①故意地P ②自白地

araca 同 ra:lca "" ralaG 

arac 〈形〉 、京d 持活

aramu 〈名〉 ①指紋p ②手投

araSe 〈名〉 句櫛 ①皮F ②反昧

araSe bolelGa- Ql ~ 熟反

arase Xal 鮭 反睦

aradac 同 radaG

aradaG"4;le 同 radaa"4;le

ara"4;lau 〈名〉 山羊皮

ara"4;laG 同 ra"4;laa

ara"4;lac amadu 帰。 大鳴巴 「③歪浩

aren 〈形〉 11京(~) ①清，干浄，②透明p

arsn-d9 〈代〉 句 (rraJ) 。 ①全部p ②一切

arsnd9- 〈劫〉 ~(rraJ) 申 弄干浄

arend9Ga- 〈劫〉 句(官官./)'ÕI!!' 弄干浄〈使〉

areU93 〈形〉 句 (rraJ) 向干干浄浄的

ar919- 〈劫〉 ~ ①(天)晴p ②〈水}

10 



l清，③干浄

arslsan dur 句f .晴天

arslGa- 〈劫〉 ~ 清担，清除

ar;:>G 〈名〉 旬明J ①背箆p ②糞匿

町lan 同 rlan

ardaGa- 〈劫〉 官同市 供〈小該)

aua:ds- 〈劫〉 令~ 取消

aua: Çld同ー 令9rrrrrl 匂R 帯去

auu 〈名〉蔵s 悶匂 寄寄

auu n;:>XUl 加rrC 公狗

auu kYdam 識: F町中嶋 公狼， 「③要，④掬

auu- 〈劫〉 令@ ①牟，取，要，②芙，

auugU1 〈形劫〉 愉~ 想要

au叫Ga- 〈劫〉 崎弥 止掌， 1よ取

. -自

1 、、

む 〈感〉 ~ 唆(表示不満意〉

i:ー問 uai・ 「面条

〈劫〉 匂司P ①〈食物)下鵠p ②下

む同 li:

i:fu 〈名〉双s 愉樹

むk句 〈名〉訳z 泥抗 火抗

11 



〈劫〉波s 庖ー α 答座

〈名〉訳z 庇干〈双方〉事情

〈名〉訳z 鵠膏 鶴鵡

〈名〉訳z 楼桃

〈名〉 ー可 ①銭粁，②訪撞

〈代〉双s 一控 ①ーザU， ②都

〈代〉訳z ー桂一品大家

〈名〉 神宮e 鬼

〈劫〉 怜 ①損耗p ②磨損

〈功〉 偽。 ①損耗(使)，②痔損

(使)

〈名〉 前TI~ 山羊

1:1a- 〈劫〉訳z ーも

i:lám 同 je:lan

i:ls 〈代〉訳書一律

i:IGa- 〈劫〉 'hr前。

む昭3 〈副〉

l:!JS 〈副〉

i:!J9 ..・ H・ i:!JS ..・...

i:�a 

i:侮æn

i:也s

〈副〉

《名〉訳書

〈名〉

〈事〉

-
r
佃
町
山

弘
昌

n
M
M

門
u
u
h
u

-
勾
勾
-
町
均

iG 

iGa 同 jæGa

知ua

iguala 

ile: 

立e:-

Ue:Ga・

una: 

12 

爆

全部

下鵠(使〉

剛オ

太F 辻分

越…・・越

太P 辻分

意見

草法子F 砕草

''''τ"" 夫戸



ima: ntigu 旬o<a 山羊業

imao 同 Ji:mao

imel 〈名〉 骨何百司 鞍子

imu 〈名〉 干ザ3 女設〈愛称〉

imha 〈名〉訳z 閉ー 関天 r天

imbads- 〈劫〉双=開ー ①変関天P ②変関雨

ilsa 〈名〉波z 雨傘 傘

ida: ー 〈功〉 ~ ①累p ②疲倦，乏

ida:Ugi: 〈形〉 押州い ①芳累的P ②疲乏的

ida:loa喝 〈劫〉 ~午!!' 票、疲倦〈使〉

ida:ld9- 〈劫〉 ザ唱F 事官曹 票、疲倦(余〉

ida:dal 〈名〉 開守守 累的枠子

idau 〈情〉双s 一定

idaU1a・ 〈劫〉訳z 一定一品 肯定

ide: 〈名〉 W乃 除

ide:le- 〈劫〉 同〈宵 イ七除

ide:leoa- 〈劫〉 旬ポ向。 化肱〈使〉

ide- 同 de・

ideloa- 同 deloa-

idefJ9 同 de拘

ideld9- 〈劫〉 特電帯電守 吃(余〉

ided再in 〈名〉 同 :d ①食物P ②食者

jde~in d羽田 京西 食物

idα~in kun 鮪J 食者

1-3 



ide- 〈劫〉 旬m 惇

idag 同 udeg

idelc;a- 〈劫〉 唱蜘'nt 痔痛〈使)

idedal 〈名〉 愉明喧認 痔痛的梓子

ir 〈名〉 明 刃

ire- 同 re・

。

。: 〈感〉 匂事 嘆(表示悦然大悟)

o:bo: 〈名〉 旬irIヲ 殻包

o:ke 〈名〉 句~ 脂肪，油脂

0:89・ 〈劫〉 T刑 生長 「②中和

0:89- 〈劫〉 旬Jl7f1 ①i周造中〈指調料)，

o:S9Ga- 〈劫〉 句情" ①調造中(指調料)，

②中和〈使〉

o:89Ga- 〈劫〉 持柿下 生長〈使)

0:sg9 〈名〉 旬?司'11~ 肺

o:sgu 向。:sge

0:11 〈事〉 h舟 駆証牛声

0:11;1;113 く名〉 左官管

0:命0: 〈名〉 冬青〈植物〉

0:命0: mo:de ~~ 冬青樹

14 



o:r 

019- 同 u19・

omOG 

omoG<;li: 

u:ー

u:ー同 au・

u: 同 au

u: u: 

u:xan 

u:xaU93 

u:la-

u:1aula-

u:lGa-

u:ld9-

u:ロ1u

U:ﾒlS 

u:r 

u:r baGa-

u:r Gars--

〈名〉

〈名〉

〈形〉

〈劫〉

〈事〉

〈形〉

~ 

旬QJ

匂令市f

u 

特句曹

句"""

曙光

姓民

有姓的

侠

呼呼(剖大風声〉

梢寛的

〈形〉 句"""例3 稿責点
〈劫〉訳z 一品 搭

〈劫〉訳E 一品 ①多労F ②M事

〈劫〉 柏村伊 快(使〉

〈劫〉 知宮内 共伏

〈名〉訳z 島木〈檀物〉

〈名〉双z 梶子

〈名〉 句~ ①弓，②蒸汽

@明 冒汽

'"育 冒汽

16 



u:r gu:ke-

u:r taGsra:・

u:r ]u:ｭ

u:r 1pe:・

una: ・・

una:Ga-

〈劫〉

〈劫〉

立
神

r
w

una:lGa- 岡山la:Ga- '" na:Ga・

una:lGaldeｭ

una:lde-

una:san 

U国:san fan 

une: 

undur 

un�r telJ93r 

undurxa:n 

undurxa:羽3

undu出Ga

undurde-

undurdSGa-

UGU-

uGulGaｭ

uGuldeｭ

UGudal 

16 

〈劫〉

〈劫〉

〈形劫〉

〈名〉

〈形〉

句パv 旬

旬守旬

、!Tf'rrrJ

d 

同~j

旬開ぽ

①扉~，⑤鼓弓

①窒息，②断笥

呼吸

繁明

①倒p ②朕

①倒〈使)，②朕(使)

推倒(余、互〉

倒〈余)

失敗的

欠牧年

母牛p 乳牛

高的

q吋 天空p 高空

〈形〉 旬開~OJ 梢高的

〈形〉 同事~OJ柿7 梢高的

〈劫〉 骨珊f 船 変高(使〉

〈劫〉 旬市開 変高

〈劫> 1町m:~ 変高(使}

〈功、助劫>~ 姶 (~ira: GU9S命a 被

迫上了〉

〈劫〉 恰噌抑 止姶

〈劫〉

〈名〉

術時句 姶(余、互)

簡略 d ①拾的京酉，②ネL品



ugo 〈名〉 対句 i苦p 言悟

ugodi: <W-> 同乃~ 多1舌的P 多吉多i吾的

uguls 〈名〉 匂がq 猫失鹿

ula: 〈名〉 前J ①韓底p ②脚掌

ula: 〈名〉 旬h句 ①渡辻p 辻，②騨姑

ula:・ 〈劫〉 '!v<¥1r 突

叫a:lJgi: 〈形〉 '!vω雨情号 受突的

ula:a:lrÇl(]阿 〈形〉 匂柿ー 受突的

ula:laa- 〈劫〉 同梅干v 突て使〉

ula:lds- 〈劫〉 制'rMW 突(余〉

ula:dal 〈名〉 匂伯電荷 突的祥子

ula 〈名〉 句v'4J 山

ula nurs 和切9 山梁

ula niur ~ 山披

ula k9~e:n ~J 山披

ula XUﾇl9 h何@ 山岨

ula xalJ鉞r 伽州WI: 山丘

ula sa:r 山根

ula rgalJ 山崩

ulaxa:n 〈名〉 削-1- 在山上

uladh 〈形〉 旬干I~ 有山的

ula1p9 〈名〉 句守1，:<， 上山労劫者

ulaua:ds・ 〈劫〉 '!v伺情" 突起

ule 〈名〉 同与J 活JL

11 



ule Uar9- @明開 作活JL，労劫

ulele・ 〈劫〉 匂ポ，為 作活，労劫

ulet�9 〈名〉 句雨宮骨 ヲテ劫者

u19- く劫、助劫〉柑 得到 (jer~9 u19san 

d喝1'J9 技到的京西)

ule・ 〈劫〉 錨 ①成苅，②可以，行F

③苅了 (b9 t�m9-d9 

u19 ua我是苅了廊崎)

u19Ga- 〈劫〉 舗F 成~(使〉

u191回ー同 u19Ga-

u191Ga- 〈劫〉 1,:; ;'" 得到〈使)，荻得〈使〉

u191Gu:d9- 〈劫〉 紛開胃 成苅(使)

u19d91a: 〈副劫〉 偽有7 宜到

ulon 〈形〉 前J 多的

ulon XUGui 兎数的

ulon t�:n 問。J 多少

ulon uaisada 向州J 冒9 員然多

ulonxa:n 〈形〉 蜘 d 校多的

ulonxa:lJg3 〈形〉 制押d制り校多的

uloDSGa- 〈劫〉 制押fl'l!' 変多〈使〉

ulonda: 〈数〉 制J匂~， 多次

ulonda- 〈劫〉 匂恥司F 変多，増多

ulond9Ga- 〈劫〉 制時官F 変多(使〉

ulolJgi: 〈形〉 匂~ 多数的

18 



ulo1J 〈名〉 愉吋 世帯

ubl;] 〈名〉 制J A 

ulol;]di: 〈形〉 制./1JrrC 有云的

ulo1Ga Gar91Ga 旬ヰ，t，和由旬吹支

uld9 〈名〉隼s 湿り}都、，~①耳刀，@腰万

uld91a- 〈劫〉 ~句協 (用弓万)lÕ(

uld9di: 〈形〉 帰宅~ (\0時 有馬万的

umus- 同 m聞か

US9 同 uas9 '" j目。

uda: 〈量〉 ~~ 次p 回 「持久

uda:・ 〈劫〉 匂司F ①返p ②投長吋rãJ，

uda:n 〈形〉 句~ 慢的

uda:osGa- 〈劫〉 守曹司吻 媛慢(使)，放慢

Uda:nd9- 〈劫〉 1CI~ I�' 変慢

uda:nd9Ga・ 〈劫〉 旬~~ 緩慢(使)，放榎

uda:l;]93 〈形〉 ~t<乃慢一点JL

uda:l;]9i: 〈形〉 ?内明押持G円 袈慢的 「慢点

uda:xa:n 〈形〉 旬刊J ①肘l司梢長点p ②梢

uda:xa:l;]93 〈形〉 句~制3 ①肘向精長点p ②稿

慢点

ude 〈名〉 帰d 「ゴ

ude-na: I?al;]la- 上ー晶 上fl，揺fl

ude-n9 mal;]li: 仏州f 円相

ude bairs 円程

19 



ude p国GU 剖明tち n攻

ude xa:lGa ~与Jヲ n廟

ude sgsd再in 州:d 看門人

ude ~:>.u 栓 n栓

ude tolGui 州市守 円相

uds- 同 ids‘

udsg 〈名〉 愉W可 膝F 膝蓋

udsgle- 〈劫〉 倫明ò? ①用膝括起P ②用膝

udur 〈名〉 育事戒 日子 L走

ud田 uls- 宮島 到中午

udurla: 〈名〉 匂回目 、 白天F 白昼

utpigu 〈名〉 句~ ①飲食p ②伏食p

③吃的

u1!aigu ide伊1 旬刊B 侠食

u1!ai伊1 Ga侮穏r 和司 飯惜

u1!aigu ~da:ー 匂噂'!!' 作飯

u1!aigu ~da:~in 同守 d 厨姉，炊事員

u1!aUGa- 〈劫〉 旬開匂， ①喝(使)，②吃(使)

u1!as- 〈劫〉 匂貯胃 喝

u1!as ~dam 官事建 能喝

u侮æ- 〈劫〉 句切 ①看F 除p ②捺望

u也記lGa- 〈劫〉 ~;o. 法看

u~lGadal 〈名〉 .~初~ 展品

u侮ælds- 〈劫〉 句切句 看〈余}

20 



u�?訶aI 〈名〉 旬'Q!~ ①者共(有五看失)，

②看法p ③xÆ点

uc与u;r 〈名〉 匂T宮嶋f ①末梢p ②尖子F ③ 

LJ頁端

ultu;rdi: 〈形〉 ~~c".ぞ ①有尖的p ②有頂端

u~y-n9 u~ydur 匂，~~旬開f 大前天 l的

u~ydur 〈名〉 旬開~ 前天 「期

uje 〈名〉 匂~J ①美市，②竹哲，⑤吋

uje 〈名〉 同訓7 〈猪、狗〉食ー

uran 同 uron "" Ul';)IJ 

uran 〈名〉 'fo1叝J 技木p 巧手

uraa 〈名〉 句~ 初乳

url: 〈形〉 ~ ①晩的F ②返的

url: 〈名〉蔵z ミ剖 給F 給流

url:xa:n 〈形〉 旬開J ①梢晩F ②梢返

url:xa:IJ93 〈形〉 旬開情J 例3 梢返些

uri:le 〈劫〉戴z ミ苅'一弘 勃流

uri:du 〈名〉 骨叩~tI 下午

uri:1l;lixa:n 〈形〉 旬開~.，./①梢晩F ②梢返

uri:1l;lixa :IJ93 〈形〉 旬開~例3 ①梢晩p ②稿返

uri:1l;lile- 〈劫〉戴: ~~.一前給流

uri:1l;le 〈名〉 旬前司~:rC 晩田作物

urilaa 〈劫〉 ~~ 選清〈使〉

urilde・ 〈劫〉 同句 選i青〈点、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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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s 〈名〉 ~ ①債券p ②欠帳

urs- 〈劫〉 ~ 掛(把羊毛繍散)

urs- 〈劫〉 匂耳目 遭i青

uro: 〈名〉戴z 実・ 戸体

uro- 〈劫〉 'ﾇ ①遊p 人F ②下〈雨、

uron 向 urolJ........ uran i雪等)

urolJdu 〈名〉 ~J 釈食

urolGa- 〈劫〉 T叩 4'1!' 法遊， i上人

urolds- 〈劫〉 匂初旬 遊〈余)，人(余〉

uross- 〈劫〉 旬~ ①流p ②梢

urosGa- 〈劫〉 句"帽 流(使)

uroro羽 ，(名〉戴s 実例民問・ 死人立起

urolJ 〈名〉 ~ ①位置，②地方，③床

urolJ Ga侮ær 和戒 地方，赴所 L捕

urolJ ti: q，.檎 i上位子

uroG 〈名〉 旬開J 来戚

uroG tul'OG 句d 来戚朋友

ur:>G uars- @耳目 詰奈，馨奈

uroGle- 〈劫〉 骨叩，司v 詰婚，詰奈

uroGtan f!;l誅 〈名〉 句~ー 全体来戚朋友 f悶声

ururu: 〈事〉 ①火苗燃焼声，@喧

urgu- 〈劫〉 1G~ 背，在 f的) ，②任会

urgu 〈名〉 愉;G ①掴子(一人背得功

urguIGa- 〈劫〉 1G¥'(� ~ 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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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gu~in 〈名〉 愉持 J ①背的人F ②背的京

urd手ila- 〈劫〉 匂知弘 ①友財，②得犠財L西

urd手idi: 〈形〉 匂句.J~ ①有銭財的P ②得犠

urd拘 〈名〉 制，./ 銭財 L財的

urc与9 〈吋位〉 旬f'(' 前

ur~;)lJ 〈名〉 切守~ 前年

n 

na:ー 〈劫〉 令官' ①貼p ②糊p ③貼近

na:ー同 una:ー

na: 〈迩〉訳z 那 那4

na:kasa:r 〈副〉 按順序F 依次

na:kor 〈名〉 沼津地

na:ko吋à- 〈劫〉 陥人沼津中

na:Ga- 岡山a:Ga・"" una:lGa-

na:GUl 〈名〉蔵: ~肉・恥・ 皮祷子

na:la- 〈劫〉 1"l!'長 陥遊

na:la- 〈劫〉 号車， 閣割

na:la- 〈劫〉 予知益 友穿

na:lGa・ 〈劫〉 拘内， ①貼〈使)，②糊{使〉

na:ldsGa・ 〈劫〉 拘句 v :埠接

na:ma 〈副〉 t毘， ~~常p 相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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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被修怖潜屑 saixan na:ma 恨好}

na:似tin 〈名〉 要素者

na:tan 〈名〉 沼津地

na:de- 〈劫〉 'p  ①玩F ②表演

na:den 〈名〉 ~ 玩笑

na:den gule- 、掛 汗玩笑

na:d釦a- 〈劫〉 'P!!' 玩〈使〉

na:degu 〈名〉 ~ 玩具

na:delde 〈劫〉 'p句 玩〈余〉

na:dem 同 ha:den

na:dedaI 〈名〉 伸明。守 ①玩的祥子，②瀞戒

na:d錦泊 〈名〉 拘m :çJ ①午隠家p ②演員，

na:詁 〈名〉訳= 芽子 L③玩要者

na:也e Gare司 t官 友芽

na:r9 〈名〉 鞍峰

na:rsan 〈形〉 同令的、周年令的

naila- 〈劫〉訳. -為 挨

nalman 同 ni:man 〈数〉 ~ 八

nalmanxa:n 〈数〉 付帯J 只有八(ノト〉

nalmanIa 〈数〉 同肺/ 八(ノト〉ー起

nalmanda: 〈数〉 付.J1cvrIヲ 第八回

nalmanda:n9 〈数〉 竹村句均1c在第八回

naita:・ 〈劫〉 世m'I!!' 打噴嘘

nau- 〈劫〉 1;p ①看p ②注視p ③鯵

J4 



普，⑨(告〉申， (告〉著

naubaGar 〈名〉 ゐ〈均)附騎手

nauxa 〈名〉 ヰtmlj 眼原

nauxada- 〈劫〉 、明暗 生日良原

nauJGa- 〈劫〉 旬内 ①看〈使)，②中(自

nau詁 〈名〉訳z 路子 脳 L掠) (使〉

nanpaila- 〈劫〉双=一為 安排

nango:la- 〈劫〉双=一ゐ ヌ佳辻

nango:也9 〈名〉訳z 暖錦子 火鵠

nangua 〈名〉訳s 南瓜

nan1laide- 〈劫〉訳z 耀ー 因ヌ佳

nan~in 〈形〉訳z 安静 静的

nau 〈形〉 愚霊的

nau1a司 〈劫〉戴z 守ド'司 ①拾，②{裳述，③賜姶

naGa:de・ 〈劫〉 旬市コ可 捧倒

naGa- 〈劫〉 待問' ①推倒，②放倒

naGa 〈名〉 号事刊匂 号句

naGai 〈名〉 何時〈蒙方〉 男父

naGU 〈形〉 1r<¥-I ①搬軟的F ②易折的

naGala- 〈功〉 匂~ 下駒

naGj:le 〈吋位〉 拘1'f1\' 迭逸

naG�nda: 〈吋位〉 ~ー 往述通〈来〉吋

namngu 〈吋位〉 何時h i主連的

naGøi-~ 〈吋位〉 何時一 朝違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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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a- 〈劫〉波s ー栴 畳

nala- 〈劫〉 句T為 窺視

nama:n 〈名〉 句J 雰

nama:n pude:ー @帽。 降雰

namaG陶 骨rI 句制 今天早農

namala:u ザー 今天早農

namba 〈形〉蔵I IIJ~ 司'tI 抗腔

namtar 〈名〉 向f 故事

nasa: 〈名〉 戴: ~'1・司・ 痘疫

nase 〈名〉 制e 年令

na随la- 〈劫〉 持l'ーー 捧倒， ~央倒

na艶1a- 〈劫〉 制品 t定歩F 増加年令

naselaGa- 〈劫〉 守司守一ー 捧倒(使〉

na時di: 〈形〉 利時q 高令的，上年~的

na艶du 〈形〉 制d 有歩数的

nasba 〈名〉蔵I ~'1'tI' ①病人F ②病包心

nasba~9 〈名〉蔵: ~ '1・勾・-~病人

nasbara:ー 〈劫〉戴z ~'1・司'-li'得病

nad 同 n町

nadba 同 nasba "" narba 

naj誅 〈数〉 何f 八十

naj誅da: 〈数〉 ~~ヲ第八十回

nar 〈名〉戴z 明. 病

nar kure- @窃 生病

26 



nar d再0:ー 患病，得病

nara 〈名〉 'trrI 太m，日

nara bau- 財官 日出

nara paGda- 句R事 日落

nara xala- 仙 上午

nara xerge- 、α 日斜

nara Çl ilJge:ー 4刊。 日落

nara ~derg3Ie- 日畢

nara da1.la:ー q,Q 日落

n訂a 1l;liko- 日怯

nara 1.laGda- 同 nara paGda-

naren 〈形〉 ~J ①知的P ②仔知的

n訂en gedese 。守f\ó' 小腸

nareng3 〈形〉 ~J 肘7 ①根掴的F ②知一些

narensGa- 〈劫〉 拘向 弄姻 L的

narende- 〈劫〉 世阿' 変姐

narba 同 nasba "" nadba 

narGal 〈形〉 初守 嫌的

ne:ー 〈劫〉 'JTO 升

ne:k9- 〈劫〉訳z ー令 ①担，②握

ne:le- 〈劫〉 何晶 混合

ne:leGa- 〈劫〉 制為。 混合(使)

ne:JGa・ 〈劫〉 い与(1 升(使)

ne;ten , <形〉 T時d ①潮F ②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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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tenxa:n 〈形〉 争'<<V"f'J 略潮湿

ne:tenxa:ng3 〈形〉 ヤ鴨，""/~り梢潮湿

ne:teng3 〈形〉 同J向 恨潮湿

ne:tensaa- 〈劫〉 争'\'WP付 期湿〈使}

ne:tends- 〈劫〉 ヤ鴨押' 受湿

ne:tendsaa 〈劫〉 下鴨"!i'1!' 弄湿〈使〉

ne:dzs 〈名〉双= 提子

ne:dt;,a lJ 〈形〉訳書撃障 ①労的p ②可怜的

ne:負.1n 〈名〉 ①家["，②径詐

ne 〈代〉 守rI 迭

nen-sa xuins 旬J 偽情Jぅ今后P 以后，此后

ne saina 句J ⑦逮好，好 E巴，②就逮

梓R巴

ne <ì菩〉双E 明，時〈表示加強 i吾

nene kun 一@品J 女人 L弓〉

nengen 〈形〉 柄下J 薄的

nengenxa:n 〈形〉 鴫蜘t 略薄的

nengends- 〈劫〉 柿~ 斐薄

nent!sn 〈名〉波z 年一 年代

nen~i1Jdzs 〈名〉双z 眼鏡

nendzs 〈名〉波z 捻子 灯芯

neugs 〈代〉 ザ同 逮ノト

nexgs 岡田sgs 〈代〉 ザー 逮些 r酬，⑨主資

nem 〈名〉 ①掛格， f1ト銭， ②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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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mna:u 〈名〉 長杉〈単展的〉

nemba- 〈劫〉 加知 ①蓋上p ②披上

n回lbarga 〈名〉 下両句 被子

nembarga ~ioa VrI) 被失

nemdi: 〈形〉 ①〈鈴格〉貴的p ②債

nemtl;!o:u 〈名〉 一努 労苦 L銭的

nem恥;ora:・ 〈劫〉 一寛一，変労

ness田 〈劫〉 制 ~ 

nessla- 同国随la-

nessloa- 〈劫〉 1¥'1T ~(使〉

nes~泊 〈名〉 1¥'1J 禽炎

ne随a- 同 ne回，loa-

nesgs 同 nexgs

ne綿加同 nes~加

nedur 〈名〉 匂.f~ 今天

nergo:u 〈形〉 前額比常人凸出的

ner踊:同 nsb阻: "'-' nubsa: 

ni:ga:r 〈名〉 妨永〈姐妹子弟中最

ni:man 同 na加m L小的)

niu- 〈劫〉 ~ ①隠蔵，②埋伏F

③操戴p ④識

niu 〈代〉 ~ 現今p 現在

nm maaf;ls 句ぜ~ 今天早最

niu 輅lo:u 今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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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u durgu ~~ 今天的

niulGa- 〈劫〉 宗両官F 隠戴〈使〉

niuld9- 〈劫〉 問内 臆蔵〈余〉

niuda:r 〈名〉 担答jし〈土族女人古

吋戴的一科帽)

niudur 〈名〉 ~句R 今天

O1ur く名〉 拘ぽ 隆

niur gui 匂剥ぐ 没有E金的p 不知差的

niur da:ld9- 句均 芸E金p 芸人

ni町a:ー同 nu:raト

niurdi: 〈形〉 相暗"" ①有栓的F ②誹面子

n泊3 〈数〉 肘7 L的

nig3 ama mo:ro・ 制J 品。， 〈牛)一声耽叫

nig3 aji~9 Gu~a 情句9~恒e 大吃ー掠

ni93 nig3-na: 併)6rI 互相

nig3 xombo sdlu ~制号 一口水

nig3 samb� 一梓

nig3 昭9! 制時守 ①度減的F ②ー心一

nig3 dulo:n 崎~ 一星期 L意的

nig3 dolo:n同 niga d叫o:n

nig3 d同日 将 一会JL

nigar9 ti:gu 州問7材命e 決定

O1g3 r;)G 間可 一方面

nigi:degu 〈副〉 制3一 一些， -丁点j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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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gi:$ige 同 nigi:degu

n凶ba・同 nemba-

nenaja 〈劫〉

nene kun 同 nene kun 

nenda: 同 nda: "'-' da: 

ne;ukire- 〈劫〉

ne;ukereGa- 〈劫〉

ne羽ge- 〈代劫〉

ne1JgeIGa- 〈代劫〉

nebsa: 同 nersa: "'-' n町旬:

睦覚 (/J、設用語〉

和刊， ⑦捻p ②接

'þ~ (l ①捻〈使) ，②握〈使〉

句時 法梓

相合相 法違梓

n9ka: 

n9ki: 

n9k9-

〈名〉戴; ij'F' 

〈名〉約f

〈劫〉卯

①名誉p ②怨言

①皮大衣F ②皮祇

奴

n9k9JGa- 〈劫〉 ド陶 奴(使〉

n9ke$in 〈名〉争(l J ①訪奴ヱF ②褐〈一

神帯色奴物〉匠

n9Ga- 〈劫〉

n9ga:ma (n9g3 ama) ugo 

n9g3 同 nig9. ' 

n9ganda: 〈数〉

n9gandar 〈数〉

n9g3xa:n 〈数〉

n9g3xe:n同 n9gaxa:n

n9g3ffiusu 〈副〉

句市 奪投，下垂

肘)1#同一句活

tOJ~ヲ 第一回

tOJ~ 第一

析。J 伐ーノトp 只~-t

伊制~ 一概p 一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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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sg3da:r 〈副〉 内一 一決JL，ー起

nsg3-de 〈副〉 肘") ;& ①瞬間p ②ー下子

nsgl: 〈代〉 告Jα 迭梓p 法会p 如比

nsg1:-ns 〈代〉 守rI '" e 迭梓的

nsgi:~9 〈副〉 一点JL

n9gu:dur (nig3 udur) 別7 句f 一天

nsme;ー 〈劫〉 1r品 添F 加

nsme:lGa・ く劫〉 柿事。 添(使)，加(使)

nsme:lds- 〈劫〉 例年明 添加(余)

ns.ロlo:n 〈名〉 姉J 田鼠

ns町lure:・ 〈劫〉 柿 (GJ)~ 擁軟

nsmba: <ì吾〉 もI~ 、 ①是，②対，③就是

nsmbi: <ì吾〉 ~9C ①是F ②対

nsmbsn誑 〈名〉 強迫F 強制J，逼迫

nsmbsn誑la- 〈劫〉 強i自F 強制

nsmpssa 〈名〉 告糊~.~耐ゆ①泊，②誕，③唾液

nsmgen 同 nengen

nsds・ 〈劫〉 令市 ①鵠F ②斉

nsdslGa申 〈劫〉 令市怜 ①鵠(使) ，②穿(使) , 

nsds~in 〈名? 令市寓J 打奏者 L③植(使)

nsdsr 同 nudur 〈名〉 争w僻 杵

n9dsrdå~ 〈劫〉 加柿耳噂 打寄

nswiGa:r 〈副〉 知<aJー 独ノト，独自

nswiGa:rda- 〈劫〉 知G(- 独立生活，孤独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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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司::igo:r 〈形〉 加。J 裸体的F 赤身的，赤

条条的 r服(使〉

n94l igo:rleGa司 〈劫〉 加胡，. (} 赤身(使)，脱光衣

ns~e:r 〈代〉 加。d ①一些p ②ノト則的

n~u:dur 加OVÌ~ ①ノト別日子里F ②有

吋

nsj:>m 〈名〉 肘J ①官p ②首領p ③大

ns�m ti:・ q執 封官 Lヱ

nera 間 nsr3

nsr3 〈名〉 制7 姓名

nsr3- 〈功〉 'M' 蒸摺

nsr3- 〈劫〉 ①安頓p ②安装

nsr3laa- 〈劫〉 ャーF 怜 蒸溜(使)

nsr3di: 〈形〉 拘1'<' 有名的

no:r 〈名〉 拘~ 湖

no:r 〈名〉 争~ 党p 眠，睡眠

no:r kure- 保育 打時，瞳睡

no:r kuraa- ~.f() 催眠

no:r da:rs- 句官' 晴睡，睡睡

no:rs- 〈劫〉 h 淋湿

no:rGa- 〈劫〉 令市 淋湿〈使〉

nont;Ja 〈名〉 ①感覚，②名堂

noko 〈名〉 加句 ①洞，②孔，③地道

noko manta- 偽， 歯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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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ko bo11l1a0Y G・ノ 坑

noko 1l;!ulo 間晶 穿限

nokola- 〈劫〉 和OJY 鈷孔

noko]sGa- 〈劫〉 和<l4or o 鈷孔(使〉

noko1o- 同 nokola-

nokolc恥G 〈名〉 ~，，:mJ ①注地F ②洞

nokor 〈名〉 ~神f ①同伴，②伴侶，③同

nokor 9s- <'t 帯忙 L路人，④情人

nokort� 〈名〉 ~~ 長ヱ

nokor1l;!i1e- 〈劫〉 ~神帥 ①帯忙p ②作伴，

③成伴侶p ④結交(朋友〉

noli: 〈名〉 肥料

nosons 旬守e 匂T刊 今夜

no1l;!in 〈名〉 同時d 孤JL

no1l;!sra:・ 〈劫〉 4時間帯 交孤独

not�ra:Ga- 〈劫〉 ~r司明1ft!' 変孤独(使〉

nor 〈名〉戴s 有:1:\'司・ 毛病

norla- 〈劫〉蔵s 有:I:\ 'q' 枯萎

norlaGa・ 〈劫〉巌s 有:1:\'司， -t!'枯萎(使〉

llOlJ 〈名〉 ηJ 10-1 今年

llOxui 〈名〉 加"" 狗， (十二支的)成

llOxui 901go (a~oa， 狗患

mxui $ira:lGa- 甲州v 唆狗

DOG~iGa- 〈劫〉 'P~ 0 渡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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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G~i1 〈名〉 W\' 曹司 雷雨

n;JGÇ)命令 〈劫〉 ~ザ京 辻渡

n;JGdo: 〈名〉 和.".9 笈失

OOGdo:la- 〈劫〉 ~押~，.， 套笈失

oo}o:n 同 nsjo:n

nUGla- 〈劫〉 加~ 玩弄(掌在手中玩弄)

nu: く活〉 官昏 時〈表示疑問〉

nu:r 同 niu:r

nu:ra:ー 〈劫〉 ヤ開' ①場陥p ②堵

nu:ra:lGa:- 〈劫〉 初"
場陥(使〉

nuko:ss 〈名〉 加制棉 キト丁

nuko:ss ti:ー 偏食 打朴丁

nuko:ssle- 〈劫〉 令神州~;.， 打キト丁

nUGu:n 〈形〉 ~ 録

nUGu:nxa:n 〈形〉 令官官~ 精錬

nUGu:nsaa- 〈劫〉 ヤ~~ 録(使〉

nUGu:nds- 〈劫〉 争~ ... 斐録

nUGu:ndsGa- 〈劫〉 争~'Õ"I!' 受嬢(使〉

nUGu- 〈劫〉。 や明 探面

nUGuGa- 〈劫〉 仲間帽 探面〈使〉

nUGulGa- 同 nUGuGa-

nUGur 〈形〉 満: 1骨平和f 抱投的

nUGura:ー 〈劫〉 ~ 脅曲

nUGurO:ー 〈劫〉 拘~ 変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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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gu 〈名〉 ~ 山羊主主

nugule- 〈劫〉 ~" 下山羊長

nugu詁 〈名〉 毛毛然〈一神野草〉

numu 〈名〉 併e 弓

numpe- 〈劫〉 悼@ 吐唾沫

numpelGa- 〈劫〉 ~4w 唾〈使〉

nuds 〈名〉 令官e 限晴

nude alaG 1!aalaGdu$1 哨""/::11';""開守眼花了

nuds tsle:ー 旬開 ①眼紅p ②羨慕

nudu 同 nuds

nudu ne:ー 軒下 時眼

nudu-ns diursn gua 1('句't(a~1vt伺①食心的，②不満足

nudu ba:ss 向咽 眼原 L的

nudu bsnke- 矧-α 睡眼

nudu xanasaa- 隼: Il合宿思中合 句柿'1 臆毛

nudu xane・ 句T 問眼

nudu kumosko 。耐句 眼常 「⑨使限色

nudu 1!aæb~i- :!!&宮司 ①毘眼，②昧 0&，

nudu usds- ~ 害眼(得眼病〉

nududi: 〈形〉 令官t'~ 有限的

nudur 同 nsdsr

nudurGa 〈名〉 知宮内 拳共

nudurGada- 〈劫〉 京切で!' '�' 用拳共打，拳告

nudurlalds- 〈劫〉 示明(~)句拳音(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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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1l;lyn 同 no1l;l in

nu1l;lyn bul i: 控: bala 孤JL

nur9 〈名〉 拘~ ①腰F ②背，③梁p

nur9-na: puki:- @械情 奇腰 L④刀背

nur9 galJsa 行子 脊椎

nur9 9a~ba ①背，扇背p ②腰椎

nuru 同 nur9

nursa; 〈名〉 戴: ~同寸 晩坂

nursa:.lJ9a U1l;l9- 的1Iill'晴 j司膳

nG;)Gmaょ 〈名〉 正当髪

nguro:・同 guro:ー

nta:・ 〈劫〉 匂守電F 睦

nも9ra:ー く功〉 守耳守電" 'f1 ①睡p ②舗

nt9ra: sau- 旬 舗着

_nt9ra:Ga- 〈劫〉 .i' W 睡(使〉

nt9ra:lGa- 同 nt9ra:Ga-

nt9ra:ld9- 〈劫〉 匂時酬明 睡(永〉

nda' 〈代〉

'"' 
我〈客体格和与位格

nda:-n9 〈代〉 ,", 9 日自在]的 L形式〉

ndalJ 〈形〉訳z ①稔当F ②老実

ndalJla・ 〈劫〉泌一、 ①変稔当F ②変老突

ndaxg9 〈代〉 何一 我fì1<主格形式〉

ndaS9- 〈劫〉 司事烏利時 (口〉渇

ndas(;ldal 〈名〉 1t;~拭 〈口)渇的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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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dasaa- 〈劫〉 匂烏1f1!l' 〈口〉渇〈使〉

ndasg9 同 nda玄g9

ndasgu 〈名〉 旬匂，-me 升水

ndaten 〈形〉 惜~ (味〉甜的，

ndat9nxa:n 〈形〉 1rF電叩J ."，J 稿甜

ndat9nxa:ng3 〈形〉 時，.rm-/1，\{乃梢甜ー些

ndat9ng3 〈形〉 向VI向 甜滋滋的

ndat9nSGa- 〈劫〉 併明押旬 弄甜

ndat9nd9- 〈劫〉 官匂胃rr~ 変甜

ndat9nd9Ga- 〈劫〉 告匂~.~ 弄甜(使〉

nda~ær 〈形、名〉 ①好咋的F ②杯蛋

ndar9 〈名〉 小手鼓〈噺時用}

nde: 〈代〉 吋 法皇

nde:xo1J 〈代〉 旬。J 法一帯

nde:X01Jg9 〈代〉 旬。J 例7 在法一帯

nde:gu 〈代〉 物ポh 法里的

nde:ﾇl9 〈代〉 同c\(' 法里

nd9Ga 〈名〉 同ポ Jロ1口;1、ZロE 

nd9GaIa- 〈劫〉 岡村， 念児

nd9GalaGa- 〈劫〉 ~、'!I' 吃児(使}

nd9Galald9. 〈劫〉 岡村守耳切 吃児(余)

ndeg3 〈名〉 初判7 蛋

nd9931e- 〈劫〉 守聞が}恥 下蛋

nd9re: 〈代〉 物~ ~') 法里

ndere:xa:ug3 〈代〉 同州内在i喜一帯

38 



ndare:gu 

ndare:{<l6 

ndoo勾

ndorlaｭ

ndoG 

ndoGdi: 

ndur 箆 undur

時間 ba d手続~a

n"4!詢 

D"4!i:]a峨

n"4!i:laGa柑

n"4!知lla拘

n"4!orla伽

n"4!OGla嚇

n旬。Gma:

虫色紅白

n1量amge馴

n1soGla-ー

出関laGa噂

nやGla:

a偽a:g3D

n侮a:la

〈代〉 約ボい

く代〉 持切がf

〈名〉漉1 ~ïε'F 民

〈劫〉

〈名〉蜘d

〈形〉 卸時守

迭塁的

在遮皇

経堂

①愛好，@慮意， t青

顔色p 色捧 L態

有光洋的

…舗叩不要客『

〈名〉

〈劫〉

〈劫〉

〈劫〉

冒持

〈劫〉撒s 側窓1)'悶・

〈劫〉

〈名〉

く名〉議z 筏話筏尽

く劫〉

〈劫〉磁: ~Il'j鴫'叩恥

〈劫〉識: ~Il'j嶋一句

〈名〉議事者守町

〈名〉

寺院皇眺的舞踊

敷

敷〈使〉

①控帯U， @担

①祭神， @(用手指〉

述失 L弾滅

泳草〈一幹檀物〉

嘱毒事的干狩念鐙活劫

@鵠東， @(工作〉

告-段落

集合p 集中

集合〈銭) ，集中〈銭〉

@議遺p 参議議彰

ヨ〉架干〈よ人夫}現時辻

去)， @ (宗教〉摸]羽

〈劫〉磁: ~民同-;， (宗教的〉摸I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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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laGa- 〈劫〉蔵I J'!l.民間・ー句模頂(使〉

n~Gla- 同 n~9Gla-

n~æS9 〈名〉 初判ゆ 翠

nttæ回 fo:d9 切J 三星{天象的〉

n~æS9 tolGui 句帯句r(I 型枠子

n~æs9da- 〈劫〉 常明~'Ii" 型地 f 己〈自己的)

n~e:D 〈代〉 相J ①主子、主人F ⑧自

n<]?,e: -na: 〈代〉 ...,JwI 自己F 本人

n~e\la 〈名〉識I J'!l.~内司 客人

n~ila- 〈劫〉 倣

n~isg3 〈名〉 土塩 r@合身

n肉.9Gla- 〈訪〉 ①和睦p ②固結F

n向.9GlaGa- く功〉 ①和睦〈使)，②合長

n負lua 同 n~eua L<使J

nd2�.uan 〈名〉蔵I J'!l.奇~.tI 肉方子(婚礼よ増給

n~uua1f.l9 〈名〉戴I J'!l.~内'tI-2'('客人 L的肉訣)

。

1JGai- 同 a1JGai-

1JGua 〈劫〉 旬~ 洗

日GuaìGa骨 〈劫〉 骨z伐宮神町' 洗〈使〉

。GUaS9 〈名〉 知市~ ①毛，②畜毛，③銭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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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aS9 xai1l;lila- 。開封， 関羊毛

IJGua回 xura: o(h，~ ') 毛毛雨

IJGUaS9 ti: ー q，l食 繋毛

IJGUaS9 ramda 毛彊縄

IJGuas9di: 〈形〉 知句耐τ~ 有毛的

.IJGuadal く名〉 制~ ①洗物F ②洗法

lJGuse く名〉 匂術附句 屈

.IJGUS9 alda- 令下。 放民

lJGuraG1l;le 〈名〉 可冒旬開":r号 好放屈的人P 毘築子

lJgana: 〈形〉 厨害

lJge 〈名〉 相吋 ①衣襟，②下接

lJgeda <ì吾〉 也

lJgele- 〈劫〉 刷、る 接在衣襟里

IJgo く名〉 同~ 顔色

13go alde- 情事 退色

羽go・na: tai- erI材偽 搭技股，投下降

IJgo 1l;lir� alde- R判官匂 憶伴

lJgots 〈形〉 匂州暗 鮮鞄的

IJgorgo- 〈劫〉 州向。 液劫

IJ90Gma: 〈名〉讃s 実寸肉 最

1J9uliG 同lJgubG

IJgubG 〈名〉 猫共麗

lJ9u1ga・ 〈劫〉 'k均曹(伽〉 点火，燃着

lJguma 〈名〉 稀飯p 糊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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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Sg3 

。gUSg3

~gu~aG 同lJgu~OG

lJgu~OG 

1Jgure:・

1Jguro:ー

1Jguro:lGa・

羽ksr侮aG

1Jkorlo 

1Jkor1o・

1Jkua 

ba: 

ba:ｭ

ba:ksｭ

ba:g3 

ba:!Gaｭ

ba:lds- 同 ua:lds・

〈名〉 制~

〈名〉

〈名〉 も旬官J

〈劫〉 守同!!'3li1'

〈劫〉 匂~

〈劫〉 同吻与〈干

〈名〉 側、"'"
〈名〉 蔵: ~筒弐・珂

〈劫〉

〈名〉

b 

〈名〉訳，

〈劫〉句

〈劫〉訳z ー α

〈名〉双，

〈劫〉匂~

ba:ldsGa・同 ua:ld釦a-

ba:回

ba:ss a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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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肘@

偏w

胸脂

錦子

槽

燃F 着火

①譲劫F ②舗

議劫(使〉

駄鞍

乾子

牛友情 「好

①i魯吉F ②以俵活i寸

唄

投原

①抜，②造抜，③冷敷

八寄〈島〉

投原〈使〉

尿

湾位p 大使失禁



ba:S9 tU1:199- 句@ 捺糞，拾肥

( ba:ss tugun 句補 糞坑

ba:tsr 〈名〉 句司或 英雄

ba:d手in 〈名〉 &rrr.J 投尿的

ba:raGÇl~s 〈形〉 向却問f 好投尿的

ba:uo: 〈名〉訳z 把握 〆

bai <t吾〉訳s 唄〈用予句尾表示允

bai- 〈劫〉 @鴨 地p 立 L持活笥〉

baila- く劫〉訳s 接-f， 接投

baila- 〈劫〉訳z 敗-~ 失敗

bailGa- 〈劫〉 何事v 結〈使)，立〈使〉

ba凶a:r 〈形〉 @宮崎 提的

baida- 〈劫〉訳=接-l1li 揺揺

baidan baidan 揺揺揺揺

baidoG 〈名〉 置支架『樫，④迫浩

bairs 同 bi:re 〈名〉 ①穿迫，②|寸法，⑤円

bairsn 〈名〉 拘束J 位子〈指皇帝的宝座〉

bau- 〈劫〉 句曹 ①下来F ②落，降落

baubi: 〈名〉訳E 宝貝

baufu 〈名〉訳s 包祇

baufu-na: XU"4l9- WI 蜘 包包祇

. baulGa- 〈劫〉 @がv ①下〈使) ，②落下

(使)，降下〈使〉

bau1ds- 〈劫〉 句拘 ①下〈余)，②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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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 ，降下(余〉

bautu: 〈名〉波z 包失 決巾

baudal 〈名〉 句時守 ①P 量 F ②利調p

@成果P ④年成

ban 〈名〉訳=板 木板

banfa: 〈名〉訳E 亦法

banfalJ也9 〈名〉訳z 板房子 監獄

banks- 〈劫〉訳z 亦、搬ーα ①亦理F ②搬家

bangui 〈名〉訳z 板桓

banSl!a- 〈劫〉訳，伴子-. ;.伴倒

bandalJ 〈名〉訳s 板莞

banda1Jla- 〈劫〉弘一% 坐板莞

bandi: 岡崎nde:

ban<to: 〈名〉双，板鞍 鵠

balJ UGU- 接吻

balJ ba羽 dz9 〈名〉双z 棒子

balJ p9lJ 〈名〉訳z 担棚

balJ9i: 〈名〉訳z 坂桓 面拒

balJla- く劫〉 訳: - 4y 掴郷

balJﾇl� 〈名〉 蜘=認 来長杉，央長抱

balJd手記n 〈副〉訳s 傍近(?) ①将近P 差不多p

baa 〈名〉 果樹 L②{古i十

baGa- 〈劫〉錐， bazO\ an 句〈的①打， @筑p

baGa ala- 術品 打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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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Gald9- 〈劫〉推s bazO} an- 匂打架

baGalGa- 〈功〉娃: ba:t:.Ojan- !l'打〈使)

baGald詞G 〈名〉 句~ー ①手腕子F ②脚障子

baGa~in 〈名〉誰: bazO¥ an-冒~打的人

baGu:r 〈名〉 句司e 手鍋

baGur 〈名〉 Qo，o~ 木盆

ba! 〈名〉 前 蜂蜜 f録p ②敷街

balaG く形〉 掛d ①斑斑点点F 花花録

ba19- 〈功〉 6高 ①熟F ②成熟

balslGa- 〈功〉 6高句， ①熟(使)，②成熟

baIGas9 〈名〉 制~ 境、国境 L(使)

baldalJgu 〈名〉 小鼓

baldaG 〈名〉 Q'h;rI 把柄

bald9- 〈劫〉 併， 馨

bamban 1j;la: 〈名〉訳z 板板茶 時茶

bambi: 〈名〉 制舵 盾

bas 〈名〉 句付 ①虎，②寅〈地支之

bas ~ilcJ?iGa 制-;rrIヲ 虎患子 Lー〉

bass 同 bas "'" pass 

bass- 同 boss- "'" paS9-

badzar 〈名〉娃: bazar ①城p 城市，②城槙

baja:n く形、名〉 &VI 〆 富的F 富人

baja:nds- 〈劫〉 針押甲 変富

baja:ncJ?�- 〈劫〉 Q~ 変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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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ra:・問 bura:

bars-

baril 

bal'J:r;) 

barbald手in

baraa 

barma 

barmalaｭ

barmalaaa-

bYij制

be: 

be: gi:・

be:k9-

be:S9・

〈劫〉 旬

〈名〉 句守

〈吋位> ~ 

①掌p ②捉，捕，③労

劫p 干活JL，④刺誘

①弧手F ②把柄

右

〈名〉 供蜘w 啄木主主

〈名〉満 s 匂~<' 捕〈島等)的関

〈名、量〉竿z 巴傷蛮①秤F ②庁

〈功〉竿z 巴↑易蛮-;.，用秤量

〈劫〉竿z 巴↑易蛮 -t市称〈使〉

〈名〉訳z 白洋F 硬吊

〈名〉 制3 身体

何} 死

〈劫〉訳E ー α ①競F ②播

〈功〉 烏柿 高テミ

be:S9aa- <劫〉 @酬明 高栄(使)

be:s91aa- 同 be:S9Ga- ..,. 

be:sslds- <劫〉

be:sdal 

be:d?i:r;) 

be:負担

be:rs 

be:re aou・

be:rs auugui 

be:rs ksle-

誠

〈名〉

〈名〉訳E

〈名〉訳z

〈名〉

~句

~~ 

~ 

令@

愉m'

0;, 

高栄〈余〉

高テミ的祥子p

北京(地名)

別計

妻子F 娘担

妾娼担

想要娘姐

rJL 

高沢効

i見娼担，介錯対象



ben~l 〈名〉訳z 崩食 俊子〈一幹食物〉

bejss- 同 be;ss-

bergen 〈名〉 '何't/ 抽坦

bsn bsn 〈事〉 終日号(鼓芦〉

bsndz:s 〈名〉訳z 本子

bsda 同 buda

bi; <ì吾〉 僻 ①則，②勿F ③莫P

bi;fan 〈名〉訳s 白肌 L④不要

bi:kar く名〉 ①帳房p ②帳蓬

bi:go:r 〈形〉訳z 背銅JL ①詑背的，J!P編的F

bi:la- 〈功〉双I -;., 背i南 L②曲背的

bi:la- く功〉 訳: -;1' 比較p 比

bi:�: 〈名〉 食イV E 臭虫

bi:dzaila- 〈劫〉 斎戒

bi:re 同 bairs

bia;, 〈名〉訳z 表 表紙(迷信活劫中焼

bi;,ks- 〈劫〉 窺視 正的黄妖}

bo: く名〉 制乃 ①亙姉p ②法姉

bo: na:ds- ~ ①作法求p ②跳舞

bo:ー 〈劫〉 均曹 掴ヂし L<迷信的〉

bo:ls 〈名〉 ~~ 牙床

bo:l;,o 〈名〉 句~rrIヲ 脚伴

bo:boda- 〈劫〉 向両市守 上脚伴

bo:loa- 〈劫〉 匂'OÌT!' 招ナし(使〉

bo:ld?o・ く劫〉 供併" 此， ß区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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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Ì~OGä-. 〈劫〉 供~() 吐， p区吐(使}

bo:sai 〈名〉訳= 表菜

bo.ss 〈名〉 島側e 誠子

bo:cbG 〈名〉 句時帰 ①掴縄p ②睦帯

bo:~s 〈名〉訳z 簸箕

bo:~ i1a- 〈劫〉訳z 簸箕 -h 簸〈根食等)

bo:1sai 同 bo:sai

bo:~i 〈量〉 ，匂句e 包 「的〉受称

bo:ro 〈名〉 供~1 ①腎p ②〈痔愛小技

bo:r;:>Gle- 〈劫〉 Ei!n菅平市 上吊、自主益

bo:rdz;:>G く名〉 句甲府d ①油作慎p ②油条

bOGods- 〈劫〉 顛簸

booun 、 〈形〉 句~ ①{尽，②嬢

bOGunds・ 〈劫〉 句可押 ①変{民p ②変棲

bOGundslGa- 〈劫〉 匂T~ ①弄低p ②弄棲・

bOGun路島同 bOGunds!Ga-

b.;GUIJ9a く形〉 向~1tO) ①f艮{民p ②f艮嬢

bols- 同 bals-

bolsloa- 同 balsloa-

bombo 〈名〉 ~ 甘露

bos 〈名〉 ~ 布F 棉布

boss- 〈劫〉 制 ①起P 姑立p ②起床

bosa: sau- 令!!o 停止

bo釦a- 〈劫〉 iIh咽 ①枯立起，②扶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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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sct'u 同 bosoa "'-pOSQ� 

bodono <名〉

boro 〈形〉

boro mors 

borod9市 〈劫〉

boroda: ， au偽a

boro:hGa- 〈劫〉

同
附
句
隔
日
一
日

bordo~ <tin 同 barbal d?;ín

b;>lGJ- <劫> s切

bu:la- <劫〉双z 一軍，

bu:lGa- 同 baulGa

bU:S9n く名〉

〈名〉

〈名〉

〈名〉

〈代〉

bu:d9 

bu:d9 

bu:rga 

bu 

bun也9

bundzs 

bUlJkalJ 

bUGU 

〈名〉双z

〈名〉双s

L⑤栂立p ⑤建立

科牛

灰色

灰弓

変灰色

①関天，②〈夫)関況

変灰(使) l況的

韓草p 熟皮

補

績

旬開ぞ 小麦

bold99 <蒙方〉関茎 (f旨小接的〉

~~ 跳蚤

er.我

子
子
本
融
制

〈名〉蔵: R弓測F'Z::. 本康(宗教上i井放有

〈名〉 句F 鹿 L的房子〉司

bUGun 同 bOGun

bUGunds 同 bOGunds

bugau 

bugsle-

〈名 > �Z: 

〈劫〉 @付与，

布告

①填P ②堵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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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gsleaa- 〈劫〉 &申%。 堵塞〈使〉

bula:ー 〈劫〉 @干， ①埋F ②埋葬

bula:laa- 〈劫〉 elt 'nt 埋〈使〉

bulaG 〈名〉 創刊t 泉F 泉水

bulaadu 〈形〉 験開司舎 有泉的

bulai 〈名〉推: bala 小夜

bulai urgu・ 匂G 杯苧

bulai-ds delGa- 。'Io('õ' ;0 暇該子

bulen 〈形〉 肋J 現成的

bulen 〈形〉 時d 温的

bulend9- 〈劫〉 時~噂 変成温的

bulendsaa句 〈劫〉 6'rm '�(l 准各(使〉

bulendsGa- 〈劫〉 61，ヰπ押ポh 温(使)

bulesGa- 〈劫〉 舗守明Q 准各(使〉

buli: 同 bulai

buli: sali: 子女、 JL女

buli:sg3 〈名〉堆: ba1aー 子女〈隻数}

buliu 〈名〉 柑吋@ 磨石P 砥

buliude':' 〈劫〉 時時守 磨p 磨万
s 

磨(使) ;磨万〈使〉bul iudelGa- 〈劫〉 時咽旬、。

bu19- 〈劫〉 ~ 拾

bu191aa- 〈劫〉 S;~;'!l' 拾(使〉

bulsld�- 〈劫〉 6高押知 拾(余)

bu19~in 〈名〉 鎖~-:d 強盗F 掠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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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hU 〈名〉 餓明勺 角落，角

bublJde・ 〈劫〉 舗甲骨曹 成角

bublJdu 〈形〉 僚村哲惨 有角的

bubG 〈名〉 @持吋 排子

bubGla 〈名〉 供恥ゃ" 排成排子

buldu: 〈名〉 蛸幅

bulltin 同 bul9~in

bumdul;:'G 〈名〉 6l~l可 ①小瓶子， "②小伝子

bumbur 〈名〉 弓額書室

b叩i: 同 puç:i:

buda: 〈名〉 鳥rrIヲ 調粥

buda: 〈名〉 eJ 草A

buda:la- 〈劫〉 ~，.， 分葉M.生

buda 〈代〉 erJ 我{ìJ， ~自灯

budalJGula 〈代〉 食事偽司.JfJ 我fìJ， ~自(f]

budasg3 同 budalJGula

bude- 〈劫〉 @明 染

buden 〈形〉 e冊f 粗

buden naren ~ 粗如

buden g9dese 内li1&I 大腸

budenxa:n 〈形〉 隔制J 粗一点

budende- 〈劫〉 @叩~I;T 受粗

budendelGa- 〈劫〉 ~刑事柿 加粗(使)，斐粗(使〉

budelGa- 〈劫〉 @唱p 司l!' 染色(使)，上色(使〉

51 



budsre- 〈劫〉 @相関 ①伴政p ②打前失

budsrGa- 〈劫〉 @刊町明。 持政〈使〉

bud:lG 〈名〉 卸d ①顔料F ②顔色

bu1p匂同 pu~ig

bu~ira:・ 〈劫〉 Q.n，府 腔

bu~ira:lGa- 〈劫〉 @沢和'11' 弄腔

buje 同 be:

buje 伊:-同 be: gi:・

bujexa:n 〈名〉 町一 身上

bujedi: 〈形〉 ~ 有体形的

bur 〈代〉 告究 全

bur buje &cヲ 全身

bura:ー 〈劫〉 鳥司F 完鱈，捨東

bura:IGa- 〈劫〉 @押~ ⑦消耗(使)，②完捨 J

bura:dal 〈名〉 街甲府 消耗 L<使)

burs- 〈劫〉 ~京 関性

bUT9IGa- 〈劫〉 倫明早。 関住(使〉

bur~:n 〈名〉 ~ 関雨天

buro:nds・ 〈劫〉 匂司貯司F 変成関雨天

bur:lGロ~i: 〈名〉 母ヌ耳

buru: 〈名〉 句官e 牛駿

burg3 同 bu:r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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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pa:pala- 〈劫〉訳z ー， 聴

pa:gs- 〈劫〉訳z -(、 杷

pa:la- 〈劫〉訳E 一% ①腿p ②W\

pa:lagu 〈形劫〉訳:- fT~ 照的

pa:rda- 〈劫〉訳z 伯- 威時

pal 〈名〉 坑

pa臼a- 〈劫〉双z 一弥 担ド

pau 〈名〉訳= 抱 拾焔

pau sman 割奇 火弱

pau s<1lars- 訳s 泡ー 起泡

paugs- 〈劫〉波z ー- ('t 
倒地

pauda- 〈劫〉双=
ー- ~ 抱古

pau1tJs 〈名〉訳z 焔-~ 射音手

pau~o: 〈名〉双， 倒顎 鵠
, I 

/ 

pau~audls 〈名〉双z 抱伎子 爆竹

pangs- 〈劫〉双z E分ー α 扮望

pangsna: 〈名〉波z 昇一〈ヤ 震雷

pan~o:ー 〈劫〉訳z ①章者p ②章腿

panuaula- 〈劫〉訳z 一% 扮望

pau 〈名〉双z ①棚F ②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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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 da:ta- 捨- ., 搭棚薗

palJ palJ 〈事〉双s よ主併合声〉

paGa- 同 baGa-

paGﾇl9 .(名〉 命n<<' ①徒弟p ②小痢嚇 ‘' 

paGda- 〈劫〉 伽帽 容幼

paGdalGa- 〈劫〉 和事句， 容鈎〈使〉

pag伊1・ 〈劫〉 ①筑F ②修建

paS9 同 b描9 "" b出

P掛か同 b部9- "" b部9-

paSGa- 〈劫〉 a1'I!f ①起〈使)，②桔立

pad9 〈形〉 @官e 結実F 堅固 l(使〉

pad9lJ93 〈形〉 付示。7 恨捨突

pad9xa:ng3 〈形〉 @切明J併7 稿結実

pad91a- 〈劫〉 Qo;,;, 弄錯突

pad9SGa- 〈劫〉 旬開 ①錯突〈使) ，②乳閏

pad9d9- 〈劫〉 @明司F 受捨突 l<使〉

pad手ærGai 〈名〉 6ll:RtmC 淋巴捨

pad手ir 〈量〉 撮

parlo羽 〈名〉 靴子

pardi: pardalJ 〈事〉 日昨日腔帆帆

pard:>司，1a・ 〈劫〉 句向， 族炉

pi: 〈罷〉双E 広〈表示嫌奔p 不服

pi:pilJ 〈名〉波s 批i平 l~) 

pi:玄ai 〈名〉訳z 皮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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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a- 〈劫〉茨z ー為 贈

pi:la- 〈劫〉訳z ーー為 直己(胡匙等〉

pi:le・ 〈劫〉 ~~pu:le <蒙方〉吹

pi:lelGa・ 〈劫〉 匂科婦。 吹(使〉

pi:~9 〈名〉波z 牌『

pi:~i-na: ra:l命令 wi 句h 改変牌弓

piau 〈名〉双= 河E茸マ

pinlun 〈名〉波s 食波

pind9n 〈名〉双， 平等

PiIJg9司 〈劫〉波z ー- (¥0 i平

PiIJgO: 〈名〉波z 章果

piIJla- 〈劫〉双E 一忌 党

P9!Jg9- 〈劫〉波z ー- (¥0 E並

p9ロa 〈沼〉 制ぞ不是⑦木対，⑦ポ是，

@不(表示不同意〉

p9�:sanba ぐi主〉 制干ーー 杏則タ f雪)不然的活

po:fara:・ 〈劫〉 ~懇p 枕愁

pO:g9・ 〈劫〉波z ー- (¥0 自リ

po:g.d?;;n 〈名〉波z 一仰J 削地者

po:la:也g 〈名> r更: ]i!(g卵子 騨牛タ公牛

pO:f.'ldi: 〈名〉双E 抱一 袷弾

po:rdi: 問抑制1:

popo:r 〈名〉波: ~白地九 関嚢

加s~lGU・ 〈劫〉 制;'!!' 建造F 修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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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関口 〈名〉 剖~'IJ n瞳

pOSau- 問 bosaa- ~ bosau-

P田aulaa- 〈劫〉 制冊、F 立〈使〉

pu=kai 〈名〉 双I tト克 紙牌

pu=Ie- 問 pi=Ie-

pu=l elaa- 同 pi=Ielaa-

pu=也9 〈名〉波s 鵠子

pun誑 〈名〉訳z 金子

puger 〈名〉 S\'~ 観蓋

pugi=・ 〈劫〉 告側 ①{民共，②明腰，暗腰

pugi=n pugi=n 島供J 一期一期状

pugi:laa- 〈劫〉 針。明;0 恰腰(使〉

pu伊H= 〈形〉 供<al(' ①完整F ②図圏

pug9Ii=羽g3 〈形〉 働側肘7 1~完整的

pugsli=-Ia 〈形〉 供ゆ~~ 完完整整地

pugsI i!Saa- 〈劫〉 供併ぞ刊? 完整(使〉

pu伊，Ii=ds- 〈劫〉 @剖押 ①斐閤満，②斐完整

pugsIi=dslaa - 〈劫〉 告Glr~初 完整(使)

pugunaa 〈名〉 9TI，一 牛虻

puse: 〈名〉 州J 腰帯

puse=le・ 〈劫〉 島仙 系帯子

puse:lelaa- 〈劫〉 併合平，1(} 系帯子(使〉

p田:>13 <ì吾〉 制9 文

pu喝sna:ー 〈事〉 i~ 合F 噌噺(爆作声}

pU98 同 psf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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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ロi: 〈名〉 鮪q 錯漠 f的，③鬼魂

pudaa 〈形、名〉句d ①腔的，②混的，油

pudaala- 〈劫〉 旬開、 ①弄腔，②弄油，撹浮

pudaalaaa・ 〈劫〉 ~品1!' 混法〈使)，撹1宰

pudaasaa- 〈劫〉 句"旬 混油〈使)，撹浮

pudaaÇ!a:ー 〈劫〉 ~匂， 着魔

pudaads- 〈劫〉 ~ ①変腔，②変洩

pudaadslaa- 〈劫〉 ~司専1!' ①腔〈使)，②油(使〉

puds:ー 〈劫〉 @耐 ②弥漫p ②冒弓

puds:d手in 〈名〉 鮒寓J 遮蓋的人

pudiu 〈名、量〉 偽~ 捧

pudiuls- 〈劫〉 匂掛， 捧

pudiulsaa・ 〈劫〉 告柿為。 捧(使〉

pudsra:ー 〈劫〉 ら明 全土~fh

pudsra:ugi: 〈形、名〉 偽明干α、 ①好~揚的P ②全壊

pudsra:laa- 〈劫〉 島市T ~揚(使〉

pudsrs- 同 budsrs-

pu~aa 〈名〉 匂".，1 豆子

pu~aa nuao:n ~ 浅緑p 草録

pu~ig 〈名〉 知可 ①ヰS，②文字

pu~igle- 〈劫〉 合#為 i丁約，立釣

pu~iglelaa- 〈劫〉 告が為~ 訂釣(使〉

pu~igfl;ls 〈名〉 告対宮q ①ìJ{字人F ②文人

pu~ira.:ー 〈劫〉 街~ 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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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dzudru 〈事〉波z

〈名〉

〈形〉

〈劫〉

J
m帆
，
納

fト時噺

①悌p ⑤神

ヌ佳的F 困ヌ住的

変堆p 変困ヌ住

puraa:n 

purg3 

purg3d9・

fa: 〈名〉波s 注忽

f�:f�:dz9 〈名〉双z 刷子

fa:fu 〈名〉波= 法求

fa:la- 〈劫〉双2 ー・忌 罰

fa:la噂 〈劫〉訳z ー圃暑 友p 分史

fa:r 〈名〉訳z 法JL，亦注

faigs- 〈劫〉波z 一 α 捧

faida- 〈劫〉訳E ーー唱F 捧

f蚣 〈名〉竿s 桓 d 年

fan nOGﾇligu 加情。 渡年

fa:g 〈量〉訳s 双

fa:gben 〈形〉訳z 方便的

fa:ggu:la- 〈劫う波E 一冊 防tp，提防

fa:gI� 〈劫〉双= 一忌 防炉

fa1J1l;lyan 訳a 双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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γ 

品。問 xoo r各
falala- 〈劫〉 ①持礼，②股拾，③准
far 〈名〉 偽情( nr(' ) 担

fi: 〈名> ~，棟前 森林F 林木

fi:ds 〈形〉 柄。 有林的

fo:gs 同 o:ks

fo:ds 〈名> ~:火敦匂d 星星
fo:ds 〈名〉竿s 斡敦匂胡 羽毛， ~羽毛

fo:dsle- 〈劫〉 -為 長羽毛

fo:r 〈名〉 怜f ①巣F ②脅F ③洞穴
fo:r 〈名〉 ~ 投墓、

fo:ro・ 〈劫〉 擁虞

fo:rolJgi: 〈形〉 擁底的

fon 同 fan

fu:ー ぐ劫〉 双， 腐 腐佳

fu:la喝 〈劫〉双 z ー為 ⑦挟p ②挟持

fu:lun 〈名〉波z 官京

fu:lGa・ 〈劫〉夜: -~ 腐住(使〉

fu:da 〈名〉 旬開J 口袋

fu:dala- 〈劫〉 旬開為 業口袋

fu:dat!'Js 〈名〉 句時宮守 口袋匠

fu:命i: 〈名〉双s 4S ì己

fui 同 fi: '" xui 
、、

(fuimi: 〈名〉訳，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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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id9 問 fi:de

fuicti: 〈名〉渓s 品~机

fun 〈名〉訳書 粉

fun 〈名〉双s 分

釦ne:田 〈名〉 句守叫e 炭炭

釦ne:dze 間加ne:回

fune 〈名〉竿z 窓、組句~姻

fune-d9 ala: �:icticta 電F 柿p/'tr:悶司被姻薫死了

fUD9- 〈劫〉 句曹 日奇

fuD9 〈名〉 家族

fuD9g3 〈名〉 句~ 狐狸

fUD91Ga- 〈劫〉 旬17 4w 輯(使〉

fun9se・ 〈劫〉 句甲骨 嘆，開

fun9SGa- 〈劫〉 旬守曹冊。 嘆〈使)，開〈使〉

fUD9sde- 〈劫〉 官民酬。 喚到

fUD9de- 〈劫〉 句~開 、姻薫

fun9delGa- 〈劫〉 句明事午伊 姻薫(使〉

fUD9r 〈名〉 旬申f 味(能嘆到的『味〉

釦D9rd9 〈形〉 句17~ ①有香味的，②美

fun9rdu 同 funerde l味的

funerla・ 〈劫〉 枯潤

funden 〈名〉夜= 混怜〈一科食品〉

仇llJgu・ 〈劫〉 h制下 探握

fU1JgulGa・ 〈劫〉 hボ干柿 採握(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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釦t;løia 〈名声 民矯

釦鴇e: 〈名〉訳z 民卒

fugon 〈形〉 G~ 深

fugon湖沼 〈形〉 G~ OJ 稿深

釦gon白a・ 〈劫〉 G~ 似} 深〈使〉

fugonds・ 〈劫〉 ~~ 変深

fugondslGa- 〈劫〉 G~~ 深〈使〉

fugor 〈名〉竿s 忽格JL 1vc吋牛F 宜(十二支之ー〉

fugu・ 〈劫〉 旬明日 死F 死亡

fuguGa- 〈劫〉 1v(GO 死(使〉

fugulGa- 同 fuguGa-

fugu回n 〈形劫〉 時<'frr/ 死了的

fugudal 〈名〉 匂神d 死的方式

fugu~in 〈名〉 耐震J 死的

fula:n 〈形> ~:忽刺安前l!'Î紅的

fula:n nUGu!n ~ 紅紅録録的

ful a:n budoG 旬d 紅色

fula:n xo:la 偽がq 食道

fula:n xOijxoa 深紅

fula:nsaa- 〈劫〉 前ll" ~ 変紅(使〉

fula:nds- 〈劫〉 前ll"~ 変紅

fula:ndslGa・ 〈劫〉 前ll" ~lvr 変紅〈使〉

fula 〈名〉 制J ①文P ②火銭

ful e:・ 〈劫〉 柚曹 2ミ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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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e:・ 〈勃〉 帝時事 ' 剰p 余

fula:lGa- 〈劫〉 旬電器、 ro 乗IJ (使)，余〈使〉

:fuliu 〈形〉秘詐列冗時偶多余

加li~ 〈名〉 柿育環t 型地人

fula- 〈劫〉 ~~ ①型地F ②套〈牟等〉

fumugi: 〈形〉秘z 忽箆関市同①臭的F ②友

臭的p ③狐臭

fumugi.:da- 〈劫〉 初荷(\明寺 ①変臭p ②散友臭味

fumur 〈名〉 銀役

fumura- 〈劫〉 打き皮折p 起き度設

fumurGa- 〈劫〉 打成折子

fuja:ー 〈劫〉竿:%!、牙句 詮，郷

fuja:Ga・ 〈劫〉 匂τ'!!' 系〈使)，挫〈使〉

fuja:lGa- 同 fuja:Gá-

fuja:lds- 〈劫〉 旬官舟唱' 栓〈余〉

fuja:同r 〈名〉 匂v 伽f ①系帯p ②瞳縄

fura:ー 〈劫〉 匂~ ①翻身P ②変

f凹a:lGá- 〈劫〉 旬持、F 反辻来

fura:Gar ;<名〉 句句pf: ①背約p ②翻股

fure: 〈名〉竿: ~午列~? 科子

fure: 〈名〉 。~司君 ‘拍JL

fure:le- 〈劫〉 匂w恥 留神

fure:da- 〈劫〉 伽前司君~ 用拠JL打石子

fure:di: 〈形〉 ~~ 有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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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riru:幅farara: 〈事〉 時噛噛哨

釦m 〈吋位〉 句 (ne) ①下迫p ②西述

furand!: 〈吋位〉 知(ポ) ~①以下F ②以西F ③ 

L以内
fura叉a:n 〈吋位〉 句(ne ) "'"'①梢下p ②梢西
furexa:!J93 〈吋位〉 句 (ne) "'"'~①梢下F ②梢西
fursx:>!J93 〈吋位〉 句(掛川J同3 在下瀞一帯
釦re伊 〈吋位〉 句(扮) ①下面的F ②西面的

f凹~e 〈吋位〉 句(世) ①往下F ②往西

furo:ー 〈劫〉 物京， ①纏F ②巻

furo:1Jgi: 〈形〉 匂束"“h ①纏銭的F ②旋詩的

furo:lde- 〈劫〉 旬京弱電' ①纏第p ②壷旋

furo:ld9羽gi: 〈形〉 旬~~持品 旋特的 r<使〉

furo:ld9Ga・ 〈劫〉 匂添婦'Q':!!' ①纏銭〈使) ，②盆旋

fur:>1J1a- 〈劫〉 ①祈祷p ②保佑

furu:le- 〈劫〉 。胡傍 翻

furu:I9- 〈劫〉 @叩ゆ 〈到)傍晩

furu:19Ga- 〈劫〉 G胡4帯。 翻〈使}

furguI9- 〈劫〉 T官制 ①周p ②揺劫

furgulooa- 〈劫〉 句合似前。 用〈使}

furgudaG 〈名〉 同州7 掠病 r泊顕子

furgud9- 〈劫〉 h官。守 ①受椋p ②掠内p ③

furgud9Ics- 〈功〉 匂胃<a~ 受掠〈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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ピー
，~:;_. 

f 

ーち

X 

xa:・ 〈劫〉 旬

xa:司 〈劫〉

xa:n 〈名〉 句J

xa:xal 〈名〉

xa:lau間同 xalau伺

xa:laa 〈名〉 何ふtち

xa:laa- 〈劫〉 令官匂

xa:laai 〈名〉 制ポ

xa:da- 〈劫〉

xa:lta- , <劫〉 4同司F

xa:ltalaa- 〈劫〉 ~ 

xa:lﾈl 〈名〉訳z 盆子

xa くi吾〉

xal 〈名〉訳E

玄ai ma~lt;)a 

xai 〈形〉訳z

xal 〈劫〉双E

xaid同: 〈感〉

xatnaa 〈名〉 rr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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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芙閉F ②蓋

包庇

皇帝P 汗

蜘昧

n蔚

失i閣(使〉

蝿子草

晴弓

分寓F 寓別

分寓(使) ，分汗(使〉

臣子

表示強調或活弓特折

鮭

鮭帯

害

晒

明恰呼

粍牛





xana:- 〈劫〉 物押 咳時空

xana:lGa- 〈劫〉 合Tπ~ 咳嚇(使〉

xana:d9 〈名〉 旬帽~ 咳敬〈病〉

xana:du 〈名〉 何~ 感冒F 街民

xana 〈代〉 ①大家p ②都 l

xana- 〈劫〉 句 窪愈

xanansa 〈副〉 ~J 最

x蚣ansa xuin::>gu 偽W!"'<Ì'I 最后的

xanaGla 同 xunàGla

xanala 〈代〉 大家

xanalGa- 〈劫〉 ~ l豆治F 治庁

xanaSGa・ 〈名〉半: [1合泥思事合旬刊"/j 眉毛

xan9- 〈劫〉 句T 間眼

xan9- 〈劫〉 守押舟 i羽眼〈使〉

xanda:也9 〈劫〉 伽町ft'I9 汗杉 「里〉

xantJ;lil�- 〈劫〉 加~ 抄袖(把手揺人袖子

xantJ;ls 〈名〉 命可すe 〈衣〉袖

xalJGu~ 〈劫〉 干吃妙面

xalJGulG�- 〈劫〉 干吃妙面〈使〉

xalJ 〈事〉 抗〈弓的叫声〉

xalJsa: 〈名〉 相叫J 畑斗p 阜姻鍋

xalJl'J誡 〈名〉 偽州~ 山梁

xa1]l'J�r1a- 〈劫〉 伽内情晶 堆土

xaIJdau 〈名> &: 巷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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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Q 〈名〉 伽f 〈麦〉芭

xaGai 同 xGai

xaGala- 同 xGal9-

xaGara- 〈劫〉 旬司F 破肱

xala- 〈劫〉 命:tr 友情

xala- 〈劫〉 。舟 熱起来

xalalGa- 〈劫〉 納品? ①取暖p ②加熱

xalau 〈名〉 命恥時 油妙、面

xalauﾇl9- く形〉 相当多p 多多的

xaliu 同 xalau ' 

xaliu 同 fuliu

xaHu ugo 制乃 度i舌

xaliu sara ~? 調月

xalas9 〈名〉 命与刊9 ①皮子F ②売JL

xab羽 〈形〉 O(lT干，~ 熱的

xablJ ur::>n 市叩J 新痕述一

xablJ ur::>~a ( """ bau命的 匂前ヲrC 変暖

xablJ bulaG 掛d 温泉

xal::>lJ bulen @内..，./ 熱呼呼的

xablJ kuiden も~ 温度

xal::>lJ S991 di: 市副将司-rC 熱心腸的

xablJ 1l:lir� ~ 熱情

xablJ ~u:ra 句守1I? 素人之問

xal ::>lJxa:lJ9a 〈形〉 仙抑J制3 稿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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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l;)lJg~ 

xab羽田a

xalo1Jds-

xal;)1JdelGaｭ

xalo1J~

xalGa 

xalGa 

xalG� jese 

xalGa 同 xà:lGa

xalGuｭ

xalGulaｭ

xalGulaGa-

xalga 

xaldan 

xaldan Çl~au 

xaldan4<ls 

xal4<le 

.玄al今a!・

xam 

xama:ー

xamun也9

xamugi: 同 fumuqÌ:

〈形〉 柿~~ 1良熱
〈劫〉 柑明伽 熱(使〉

〈劫〉 伽旬開 変熱

〈劫〉 州市時帰 加熱〈使〉

〈劫〉 姉~ ①友熱，②出汗

〈名〉 州内 暗示暗(地名〉

〈名〉竿s 恰刺中雫柿均手掌

同骨 肩甲骨

〈名、劫〉 偽情

〈劫〉 制帽品

〈劫〉椛TIl7ft'!J"

〈名〉竿s 黒里干

〈名〉向J

."..,!/ 

〈名〉制~:r<'

〈名〉

〈劫> 1rlmr 

〈名〉戴s 電荷

〈劫〉 O('nQ 

〈名〉訳s

「跨歩

①歩子p ②涯歩p ③

①涯歩，②跨歩

①涯歩(使)，②跨歩

(使〉

肝

金子

金鞭子

掬金工人

恰投宜拘(地名〉

①友備p ②倫櫛

靴子

倒牙

膳瞳子

xamugi:ds・同 fumug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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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mn喝 〈名〉 娘家

xambu19・ 〈劫〉 ①吹天，熔天，②擦，

xambu19G�- 〈劫〉 偲天〈使〉 l徐

xambura:・ く劫〉 時司F 休息

xamde 〈吋位〉 命~ 一挟F ー起

xamd91a- 〈劫〉 ~ ①接近，②相遇，遇見

xamdelaGa- 〈劫〉 命匂明l' !!' ①走在一起〈使)，

②在一起(使〉

xamdera:ー 〈劫〉 州鴨 滑F 溜

xamdera:I Ga- 〈劫〉 柑輔、F 滑〈使)，溜(使}

xam~ila- 同 xanfl;l ila-

xam~ 同 xanfl;l9

xa(:la羽 〈形〉 制吋 怠情

xa(:lalJGula 〈形〉 側吋一 f艮髄洋洋地

xa輙lD く形〉 何~ ①蝶的，②酸的P ③ 

苦的，④成的

xaロind9- 〈劫〉 が切時 変苦

xa{;l1lJ99 〈形〉 村官官、/向 ①諌的，②酸的，③苦

的，④成的

x8{;lil9- 〈劫〉 判。 ①変錬，②変酸，③

変苦

xa{;lilGa・ 〈劫〉 付~ ①媒(使) ，②酸(使) , 

③苦(使〉

xada:・ 〈劫〉 命\'!l' 涼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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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ada:lGa- 〈名〉 何~ 民干〈使〉

xada く名〉 合相J 彩礼

xada 〈形〉 'trTr:I 璃辻的〈弓或w1等〉

xadala- 〈劫〉 和市長 5高

xad9r9・ 〈劫〉 。司!'~ 釘1

xado:�) 〈形〉 命町@ 硬的

xadolJ93 〈形〉 仰が例3 f艮硬

xadolJla・ 〈劫〉 命~ 強(使〉

xad:llJsGa・ 〈劫〉 命事官官時晴 使硬度加強

xad:llJd9- 〈劫〉 合町時 変硬p 変堅強

xad:llJd91 Ga・ 〈劫〉 命明~ 使加強硬度

xad手配Ga:r 〈副〉 炉開d 単独

xa~ær 〈名〉 。明f 頬

xa~ira:- 〈劫〉 暗暗

xad手irá:・ 〈劫〉 伽匂司F ①分汗p ②寓汗

xa~ira:羽9i: 〈形〉 有笥管炎的

xad手ira:lGa- 〈劫〉 時晴(使〉

xajaG 同 àjaG

xajaGla- 同 ajaGla-

xàra:ー 〈劫〉 。市~ 島

xara:lGa- 〈劫〉 命京宮市'!l" ~(使)， i且児

X町a:ld9- 〈劫〉 。司i\~ 抄架

xara 〈形〉 命1:) 黒的

xara u19・ .儲 傍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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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灑a xacla1J 何官舎 硬榔榔的

xara ki: (1¥' 暴凡

xara kuo 。、 黒灰

xara ku像9 G~ 蛮力

xara Ga偽記r 伊d ①世界p ②大地

xara ga:ra ,.",. 紅糖

xara g3r ~ 牢房

xara IS8g3 例制"1' 苦力，苦役

xara maxa 1~J 痩肉

xara m01JGul ら何v守 蒙古族

xara sa:r 麗

xara 8gs1 xada 令'171~-. 死心

xara tsロlUr 句恥f 結

xara tsru:ds 句酬。 老百姓

xara da:rs- 句" 作悪玉歩

xara rgul ー鋪 数九寒天

xarauls- 同 furu:ls-

xaraulsGa骨同 furu:lsGa-

xaran く数〉 秘z 恰)LtH:~十

xaran koos ~ 中旬

xaranxa:n 〈数〉 榊."J 只十ノト

xaranda: く数〉 句令J 匂電押I~ 第十回

xarandoG nUGo:n .a".，ー抑WI 墨録

xara1Jg3 く形〉 ~J~勺 f艮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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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ata~GU

xara1JGuxa:n 

xara1JGuxa:U9a 

xara1JGudaｭ

xaraUGudslGaｭ

xarab~iGai 

X町axa:U9a

xaraSGa陪

xarala-

〈形〉

〈形〉

〈劫〉

〈劫〉

〈名〉

〈形〉

〈劫〉

〈劫〉

xara~sGai 同 xarab~iGai

:&arU 

xaril 

xars・

xars-

xarsn 

玄arsnda-

xarsl- 同 xarsls-

xarsls-

xars19Ga・

xarGal 

Xぽga

xargβー同 xergs・

72 

〈名〉

〈名〉

〈劫〉

〈劫〉

〈名〉

〈劫〉

〈劫〉

〈劫〉

〈名〉

〈名〉

何吻刊 黒陪

何材開.mJ 梢黒暗

何旬鴨帽./~乃梢黒些

4刷抑 変黒暗

。が~'ll' 友暗(使〉

印
刷
同
州M~ 
~ 

Q棟

。市

句叩守

何宮市

令官官品

。司~'w

令w守

刷、

燕子

梢黒点

黒〈使)

天黒

抄葱(檀物名)

回答

特回，返回

①看P ②面朝

歯子

歯

①畑返P ②回答

①問返(使)，②回答

〈使〉

糞決

珠子(串在耳墜上用

T装飾的珍珠等〉



xargul 〈名〉 相前

xargu19- 同 fur伊19-

xargu191ca- 同 furguI9ca

xargudac 同 furgudaG

xargud9- 同 furgud9-

xargud91Ga・同 furgud91ca-

x�rIa- く功〉 何晶

xar1alcaｭ

xar19-

xarmal~æ-

〈劫〉 何尚早v

〈功〉 何が

く劫〉

〈功、名〉 令官@xarmu-

〈劫〉xarmuca .,. 

xaruan 同 xaran

xaruanxa:n 同 xaranxa:n

xaruanda: 同 xaranda:

xaruandar <数〉

xaua1dau <形〉

xau訂〈名〉

xauar-na: ne: ・

xauar baca・

xauar":sa xaﾇliUg9 !Jlsco:・

xe: ー 〈功〉

令官Q !!，

ヱ
ー
に
一

n坐JL

①友黒F ②昏迷，

@肱畢

友黒(使)

迩p 児述

①友熱，②l司*'~

①射F ②蛮，③刺，④

〈蜂的〉刺計

①刺(使) ，②蛮(使)

第十

多鼻梯的

①鼻子P ②鼻梯

i算鼻悌

付(.，(1) 弓准 「心

d判官V-I内向(鼻子友酸)街

制} ①晒F ②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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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伊1 fon 骨GG~ 阜年

xerge 〈劫〉 h勺 公錦羊

xergs- 〈劫〉 守電α 旋特

xergslGa- 〈劫〉 'ti倍。 特劫(使〉

xsger1s- 〈劫〉 感謝

xsgerls~in 〈名〉 討坂者F 乞巧

xsgsle- 〈劫〉 ①討p ②要

xsgsle~s de- 一一、， 討坂吃

xo:xo誑 〈名〉訳z 盆子

xO:i?alJ 〈名〉訳z 和尚

xolo 同 xulo

XO];JG 〈名〉 ~;rrI 甲胃

xoþGla・ 〈劫〉 ~伊舟 穿甲胃

xu:ー 〈劫〉 4ゆ ①晒F ②姥

xu:xmra:・ 〈劫〉訳s 一晶 后悔

xu:xu誑 〈名〉訳z 胡琴

xu:gonda- 〈劫〉訳z 火曜一切 抜火曜

xu:la 〈名〉 偽YJi;J 飼料

xu:la 〈名〉 ~Jr:同 ①咽F ②喉F ③惇子

xu:lo 同 xu:la "" xu:lon 

xu:lo 同 xu:la "" xu:lon 

xu:lon 同 xu:la "" 'xu:lo 

xu:lon 同 xu:la "" xu:lo 

xu:lombu: 〈名〉 ~!!'<Ñ時一 甲状腺紳大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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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lodu 〈形〉 。曹が明F 有痛症的

xu:laa- 〈劫〉 衡が1!' 晒

XU:SSD 〈形劫〉 合阿J 干的

xu:Ssn xurau:Ss 何百暗号 �9 干羊糞

xu:Ssn maxa らJ") 肉干

xu:~au 〈名〉訳s 胡淑

xu:æsn 同 xu:回n

xu:也9Dds- 〈劫〉 命F宥fuor o;t 変干

xu:dlsDdsl aa- 〈劫〉 命~ ~!l'干(使〉

XU:dz9U9a 〈形〉 何州J柿7 干燥的
xu:r誑 〈形〉 伊首1'1& 在

xuan也9 〈名〉訳z 郁子

xuala- 〈劫〉訳s 刻一品 ①画F ②刻

xuactau 〈名〉訳z 花槻

玄uaJæn 〈名〉双= 化監

xuauu 〈名〉蔵: '1同尺叶 武F 武さ

xuauu~9 〈名〉蔵: '1司尺骨-;rC武士

XUl 〈量〉訳z 回F 次

xui 同 fui "" fi: 

XUl 〈名〉 伽号 万鞘

玄ul 〈形〉訳s 杯

xuibola...: 〈劫〉訳z ー為 t仁f良

XUlDO 〈吋位〉 ~.j1 ①以店，②背后，后

xUIDO sausan 旬柿J 落后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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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ino ~da:r 

xuinoxa:n 

xumou:>1J93 

xumogu 

xumOﾇl9 

〈吋位〉

〈吋位〉

〈吋位〉

〈吋位〉

①以后F 后来P ②近

耐rr mJ 梢后 i来p 最近

伽m-rrraJ食<")以后

~"" 以后的
。時T守的 以后

xuinolilda: <副〉 偽情d 術すJ 以后F 以今以后

xuinordá: 同 xuinolilda:

xui xui 〈名〉双z 回目 回族

xuila- 〈劫〉訳z 杯一ー ①極陥F ②使均:

xuil�- 〈劫〉 h神 (万)人鞘

xuimor 〈名〉 偽情らf ①室内平地F ②地根

xuid9 a:ba 伽鴨電e 愉 継父F 后多

xuit�: 〈名〉蔵I I:) q ・5 ・ 径千3

xui~ 〈形〉 伽明ぞ 以后的

XUi~9 maG問問 XUi~9 maG~9 、唱

XUi~9 maG~a ~~伝州第二天早農

xuna:訛 〈名〉 。'l7 f'\村守 ①摺子P ②銀役

xuna:æ9la・ 〈劫〉 伽1'\\1'御益 起鍍折

xuna:æarå:・同 xuna:æ91a-

xunaGla 〈名〉 偽F刊 ①鼠F ②子〈十二支

xuoa 〈名〉 伽'!~ 羊F 綿羊 l的)

、 xun9 ma臼a- 旬る 羊日時

xunsma:t� 〈名〉 伽T骨骨~明e 羊{官

xunla- 〈劫〉訳I ;共ーも 欺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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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un也ä: 同 xu~æ

XUlJXU 同 X;)lJXU

xUlJGur 同 X;)lJGur

XUGU 〈名〉 内腔

XUGua- 〈功〉 。曹~ ①分P ②弼，③除

xUGualGa- 〈功〉 <Iv~~ 分(使) L(数学)

XUGUl 〈名〉 ①故事，②謎i吾

xUGunde: 〈名〉蔵z 酬明・ ~ll~' 本鉢子(紅教)

XUGu19- 〈劫〉 。曹utrl 折断

XUGu19Ga- 〈劫〉 伽J!li'l '!%' 折断(使〉

xUGul1!;laG 〈名〉 年経人

XUGur 〈形〉 唱E帽f 短的

XUGUr 〈名〉蔵s 町". 模， I::n模，印板

XUGura:・ 〈劫〉 。司問 断

XUGurxa:n 〈形〉 匂市J 梢短

XUGurxa:lJ93 〈形〉 伽可情.11司令7 短一点JL
xUGurla- 〈劫〉戴: tI"・ー晶 印刷

XUGurSGa- 〈劫〉 旬怖が明 弄短

XUGUrd9・ 〈劫〉 旬開押 変短

xUGurd9IGa- 〈劫〉 知司押句， 錆短(使〉 「伴
"uI9- 〈劫〉 旬、 ①接合(放盆)，②撹

xu191Ga- 〈劫〉 偽午~ ;", ①接合(使)， ②撹持

(使)
xulo: 〈名〉 <lvlarJ~ ①朕系，②朕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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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u10:oa- 〈劫〉 制SJ!9 違接

xulo:ld9・ 〈劫〉 .au;剛司' 違接(余}

xulo:dz9 〈名〉 帰句哨 系帯

xulo 〈形〉 ωJ 造的

.xulo ta:da 距寓

xulox�:n 〈形〉 僻咽J 梢透

xuloxar.193 〈形〉 州WaJ~ 梢逸

xulogu 〈形〉 伽晶α、 活赴的

xulosoa- 〈劫〉 伽~帽 活〈使〉

xuloda- 〈劫〉 柑噌 ①変造p ②寓活

玄ulod910a- 〈劫〉 O(\OCO~~ ~ 通(使)

xulus9 〈名〉 。v~柑 竹

xulu也e 同 xulus9

xu10a- 〈劫〉 仇品?明 イ命

xuloa 同 xuJGai

xu1Gai 〈名〉 柑，!!，C 小倫

玄ulGaila- 〈劫〉 ~，. 倫

xuma: 〈名〉訳書 胡麻

xumao 〈名〉 傷付 義民

xumba:ー 〈劫〉 旬怖 ①瀧泳p ②渉水

xumba:IGa- 〈劫〉 匂崎'vr ①静泳〈使) ，②渉水

〈使〉

xumbolo- 〈劫〉 吐字不清

xumbolo1J9i: 〈形〉 吐字不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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笠umbu- 〈劫〉 俗的 ①裏p ②欽荏p ③合

玄umbu 〈量〉 h崎 一口〈指水等〉 l衣

xumbulaGa: 〈劫〉 伽和h ①裏(使)，②欽妊

xumbulo- 〈功〉 耐揃， 〈口〉含 L(使〉

xumbulGa- 同 xumbulaGa-

xu伺同 XU<<t9

xUﾇlS xGara- .(\,!M' (小技)住鳴

XUﾇls-ns saida:r 鴫慢

xu向 C与o:lon 同0;./ 鳴軟的

xUﾇl9di: 〈形〉 伽~ 有鳴的F 有壕的

xudu 〈副〉 ~(c--・) f艮，非常

xudUGtu 〈名〉 伽~ 呼圏克函(活悌的ー

玄むdula- 〈劫〉双=一品 装糊徐 l科封号)

xu侮a- 〈劫〉 <Iv:rr (狗)吠

xult� 〈形〉 <lvr:./ ①鋭利p ②鋒利

xu侮æ 〈名〉 偽宮J 神公羊

xu<<t訶s- 〈劫〉 ~o;t 受鋭利

xu<<t訶91Ga- 〈劫〉 伽l;'!lT守句， 鋭利(使〉

xud手ædu 〈形〉 ~ ①鋭利的，②(万〉快

xu<<tin 〈数〉 何J 三十 i的

xu<<tinda: 〈数〉 何./~ヲ 第三十回

xu<<tilGa- 〈劫〉 伽~ 包〈使〉

xu<<tir 〈名〉 。~ 破

xu<<tir 〈名〉 伽電〈、 算干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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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llJ~~':-，

xu~ir "4!ida- 傷事 打呼日告

xu~ira: ー 〈劫〉 伽がW 出算干声

xu~irla- く劫〉 偽有〈渦 打軒p 打呼噌

xu今s 〈名〉 伽女官@ ①鳴F ②|家'

xu<te "4!ire: 訳Fぐ 唇

xu<te 侮aulde- 明" t半鳴p 抄噛

xu<te- く劫〉 O(\V~ ①包P ②包国p ③翻

xura: ・ 〈劫〉 f同~ 牧 i巻

xura: く名〉 伽勺 雨

xura:-ne de:l e <:t舟守 雨衣

xura: da:re- 旬押 雨i枠

xura: daala- 匂!!'c'ヰ， 滴雨水

xura:lGa- 〈劫〉 。'C7~~ 牧(使〉

xura:dal 〈名〉 句京明認 牧人

xura:de- 〈劫〉 。守'"守寓帽 ①圏起来，②共起来，

xurin"4!9 〈名〉 偽ポ宮守 赴宴者 l③牧起来

xure- く劫〉 伽'" 美，圏

xure 〈名〉 併前官@ 指尖

x�l'en 〈名〉 偽京(/ 宴席，婚宴

xur9n 〈数〉 ~J 二十

XureD kede 。。 (月)下旬

xor9nda- 〈劫〉 伽~~ 参加宴会F 赴宴

xur9b~9 く名〉 。曹洞l)'C7&;z\' 指套

xurem 同 xur9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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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lﾌr�: sman ゐd 副司 毒諸

xurGa 〈名〉 伽.".i~ 羊主義

xUrGal 〈名〉 <h7~ 虫子

xurGala- く功〉 伽w骨 下茶

xurGu:ss く名〉 <h7.戸ゆ 羊糞

xurla- 〈劫〉 印刷

xur立la: ー 〈劫〉 <h7.恥 ①撹，②楼

xurml: 〈名〉 旬。司号 諸子

X::>llS 同 xuns

X::>llsma:1j;!s I司 xUllsma: 1j;!s

x::>ns1j;!s 〈名〉 伽T棺f 羊{官p 牧羊人

x::>1Jnen 〈名〉訳z 荒年

x1Jxu 〈形〉訳= 扮鉱

XJlJGur く名〉 仇判明守 持

x::>lJGurc腕G く名〉 偽情予育富岡t 豆角

X;)lJgua 〈名〉訳s 黄瓜

xJlJ1a- 〈功〉訳s 一品 ①着急P ②慌

x::>1JÇ.la 同釦lJÇ.lia

X;)G く名〉 w ①糞p ②肥料

x::>rs- 同 xurs・

x::>rs 同 xurs

xui~a1J 〈名〉訳z 会場 交流会(ー枠侍続的

商品交流会) 「的〉

xui専all 〈名〉訳= 反圏【倒訳、小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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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匂「
司降

xgerls~泊同 x9gerl~in

xgs <名〉 ~ 淘胞，掬源

xgsle- 同 xsgsle-

xgor 同 fugor

k 

ka: 〈名〉戴: ~・tI]r:::' 令〈根据布幅面的責

窄形成的ー挟正方形布〉

ka:la-' 〈劫〉蔵: F 吋r:::' 量F 用尺量

ka:1?da 〈名〉蔵: F'r 牲畜

ka:1?da sula:ー 制品 欽牲畜

ka:也9 〈名〉訳z 骨子 栄令

ka:rda 同 ka: 1?da

ka:rda a:8S 令~9 牲畜

kai xUi 〈名、劫〉双z 升会 ①会波，②汗会

kai xui ne:ー 1'0 汗会

kailiudzs 〈名〉 半大猪

kaula- 〈劫〉訳s 章一品 ①依寧，②寧

ka羽gi: 〈形〉 ①空的，②空心的

kaIJgi:Ug3 〈形〉 ①空的，②空心的

kalJgi:回a・ 〈劫〉 室〈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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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ugi:de- 〈劫〉 受空

kaugi:dooa- 〈劫〉 空(使〉

kaugi:ra: 〈劫〉 変空

k8lJma: 〈名〉 啓子

kalaG 〈名〉 疲

kalaG-na: numpe- td ~Q 吐疲

kalajaG 〈名〉 理ヌ事

kama: 〈名〉 替

kama:-de 代替 r 鉄郎

kamur 〈名〉蔵: F'弓弐 .①紋子，②弓H爵子，③

kamur nudun 知J 王不限 [草〉

kamba 〈名〉巌: F剖'向・ 文花(一幹有香味的

kambu 〈名〉戴z 剖F~'当 故布(寺院的首領等〉

kaﾇle 〈名〉戴: F匂 唾液

kada kada 〈事〉 時砧(踏硬地声〉

kadaG 〈名〉蔵: F'司ヲ司W 恰述

kadam 〈名〉蔵: F吋I:) 'W 狼

ka命的 〈名〉蔵i F'qr::.' ①面釈，②数

kact9 同 kaÇl9

kajalJ 〈名〉蔵: F' I:) S r::.~' 曲調

kajaG 〈名〉 ①歎子，②糠

kara: 〈名〉蔵: F' 2;, 槽 「自称)

i王arblJ 〈名〉戴z F5R 剖 ードカミ尤〈部分土族的

karcta:da・ 〈劫〉 ①ヌ住苅p ②逗弄，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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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弄

kauaG- 間 kajaG-

k"1SU也au 〈名〉双z 口車

kydam 同 kadam

ke:ー く劫〉 <w長 反胃

ke:le く名〉 崎将 ①世子F ②援

ke:le ko:- 告。 腹脹

ke:lela- く劫〉 伺同栴 杯胎

ke:led�.: 〈形〉 怖;~ マ有庇子的F 佐子大的

ke:r9g 〈形〉 崎町 脆的

ke:regds- く劫〉 崎司~(I唱F 変脆

k3D く代〉 0-1 1住

k3n da 宮@ t住都，堆也

k:;mR3rg3 〈名〉 何州乃 鼓

k3nmala 〈代〉 吋ー 任何

k3nt゚誅 〈名〉蔵z 剖戸可あ守 故欠(寺院的首領〉

k31gi: 〈形、名〉袖付 ⑦口吃的，②詰巴

k3句3 〈名〉 裂的口

k3sg3da- 〈劫〉 裂建

k3ji- 同 ke:-

ki: 〈名〉隼z 克(l\' 民

ki: nau- ~ 中風

ki: tau- 尋問 舌リ凡

ki:de- 〈劫〉 Ow~ 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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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i: 〈形〉 ~'ÕI'~ 有民的F 剖民的

ki:demer 〈形〉 ~'ÕI'同 不正径的〈作氏上放

ki!demel 同 ki:demer l務的女人〉

ki:'4le 〈名〉 〈除冨q 民婆(侍説中的〉

k9lJgerg3 同 k3ng3rg3

kegena:・ 〈劫〉 坦児

kegere:・ 〈劫〉 似~ 打輔

kele:lde- 同 kere:de-

kele 〈名〉 ωJ 舌

kele ge:・ 似} 釣定

kele・ 〈劫〉 〈冷 ①協，②嘱附，可昨F

keleGa・ 〈劫〉 ()4,. G 説〈使〉 l③告訴

kelelde・ く劫〉 <rlrif.;, ①説i舌(余) ，②砂架

keledal 〈名〉 〈内 d i文捻p 吉治

keledi: 〈形〉 偽電~ 有舌的，善子説i舌的

kesaG 〈名〉 怖ワ ①決F ②部分

kesaGla- 〈劫〉 側，品， 分成決

ke鴎r 〈名〉戴: F'~司弐 天亮

k部a・ 〈劫〉 ""'~ ザ(使〉

ke田・ 〈劫〉 。v~ 胃酸

ke田Ga・ 〈劫〉 。v~ !:!' ザ(使〉

ke回m 〈名〉 伽併 鵠巴

kesg3・ 〈劫〉 〈同似} (~)拐

k9tla: 〈名〉 鳴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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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o: 〈名〉 -吃剰的

k9~ge- 〈劫〉 制怜 探

k9~9釦a・ 〈劫〉 制α 。 探〈使〉

k9~gu: 同 k9~gu:r

k9~gu:r 〈名〉 制帰f 梯子

kede:- 〈劫〉 (161~ 臣ト

kede:ua: sau- 句 臣ト着

kede:IGa・ 〈劫〉 (l6I~怜 臣ト(使〉

kede 〈名〉 ~ 火鎌

kedele- 〈劫〉 打破

kede 〈代〉 。。 九小

kOO9 n蚶9 和ゆ 費庚p 多少~

ked9nda: 〈代〉 ~~ヲ第九次

k9d9ndar 〈代〉 (l.;ø酬明 第九

ksd9lJg3 〈代〉 句J 例ヲ 多少

k9d9xa:n 〈代〉 制-../ 只九ノト

ked9xa:lJ93 〈代〉 側-../令c? 多少，九ノト，多~

k9dela 〈代〉 。制与f 九ノトー起

kedu:d世 。岳、'1c 九夫

ksd手e: 〈代〉 。ポヲ 何吋

kStte:n 〈名〉 0-,./ 按 「還，⑨一向

kStte:d9 〈代〉 ~ ⑦窪常p 往往p ②永

k9dlau 〈名〉 (焼火〉椙

ke也aG 同 kes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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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9re: …〈名〉 句行 ~璃

k9re:ld9Ga・ 〈劫〉 ....~O 砂架(使〉

k9re:d9- 〈劫〉 帰宅申 砂架

k9ru: 〈名〉 句ワ 事端

k9r~s- 〈劫〉 O~ 切P 割

ksr~sGa・ 〈劫〉 ~O 切(使) ，割(使)

keoaG 〈名〉 疹p 斑疹

ko: 〈名〉 令官@ JL 
ko: Çl~yn 岡、J JL女

ko: 〈名〉 @司 領灰

ko:ー 〈劫〉 G~ 彰語長， 友n* r (使)

ko:IGa- 〈劫〉 G刊号。 ①膨脹(使) ，②鼓弓

ko:r 〈名〉訳z ①楳，②頼，③粒

ko:rle- 〈劫〉 ①摘P ②脱粒

kO:rs9 〈名〉 保M~ 泡沫

ko:rssda- 〈劫〉 供伺官事 起泡沫

konor9- 〈劫〉 G~ 出汗，友汗

konorgo 〈名〉 向州可 酒曲

konorse 〈名〉 保~ 汗

ko)ngon 〈形〉 @州トJ 軽的

kongonxa:n 〈形〉 φ側、。J 梢軽些

kongonga 〈形〉 相OJ~ 梢経

kongonds- 〈劫〉 G~併'ÕI 受軽

kongond9Ga- く劫〉 供ボh~下 減軽(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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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ndslen 〈形〉 (d~ 横的

konds]ends- 〈劫>' (Ø~計守叩 横向 ! 

kondsl endsGa ~ 〈劫〉 G" t;rl押申。 横向(使〉

kondslesGa- 〈劫〉 G"，電荷刊。 横桔〈使〉

kol 〈名〉 G，守 ①脚F ②腿，③蹄

koJ alde- 制守 失足

kol nurs 和司守 脚背

kol XUfS 伽問@ 脚指、脚陛

kol la: 制J 脚底

kol <tiud問 守叩q 脚眼 rtﾆl 

kols- 〈劫〉 (d,l, ①套(牟等)，②郷，

kolsGa- 〈劫〉 G .. ,o ①套〈使) ，②架(使〉

kold�: 〈形〉 。持司I'~ 有脚的

komosgo 〈名〉 何刊吋 眼常

komor9- 〈劫〉 告h f口

kOmOr9Ga- 〈劫〉 (d~明。 f口〈使)

komorgo 〈名〉 @市~ 箱子

kosgo 〈名〉 御栂 (平均) ①半， ②決JL

kOﾇls- 〈劫〉 。~ 涼僅

kors- 〈劫〉 。鴨 涼

koross 〈名〉 諸王草(ー神野草〉

koro]Ga- 〈功〉 。市旬、 冷涼(使〉

korGa時同 korolGa-

kQrGQ 〈名〉 州内 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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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or:;JololJ 〈形、名> G耐~ ⑦~僅的，⑤涼挟

ka:la- 〈劫〉訳，考一品 考試 「③孤独的

k:>羽 〈形〉訳s 空 ①空的，②偏僻的，

k:>羽la・ 〈劫〉双，空一品 ①変空F ②変孤独

kOlJlIa 〈名〉 油併(祭粗用的)

ku: 同 ko:

ku:"tl;!臼 a- 〈劫〉 倫明為 当 JL子

kua 〈名〉 戴I ~・町 訪

kuabau 〈名〉訳， ①持包p ②-tS包

kual 同 kol

kuala- 〈劫〉訳z 守一裕 ①寺，②賛

kualdi: 同 koldi:

k凶 〈名〉双， 可ヨ

kuixua 〈名〉訳， 葵花

kuiga- 〈劫〉訳z 吃弓

kuila- 〈劫〉 毎令晶 悲泣

k凶1a- 〈劫〉 。鴨 (1\9) 晶 結札(初生嬰jし>H土勝

kuiden 〈形〉 。明..J 冷的

kuidenxa:n 〈形〉 Gvc'9"o-I 梢冷

kuidensGa- 〈劫〉 Gvc'9" ~ 涼(使)，冷(使)

kuidenda- 〈劫〉 Gvc'�"' " 変冷

kuidendaGa・ 〈劫》 。明電押喧可F 涼(使)，冷(使)

kuideuga 〈形〉 Gvc..J肘7 f艮冷

kuidare:ー 〈劫〉 備押 変冷

90 



kui<<tæ・ 〈劫 F ~ 移p 足

kui~Ga- 〈劫〉 供~ 移〈使)，足〈使)

添足F 加移

kui偽æm 〈形劫〉 供wマ 移的F 足的

kuidz9 〈名〉 向柑 吐勝

kuidz91a- 同 kuìla・

kuir9 〈名〉 ①姐亦p ②組枠

kun 〈名〉 G*, 人

kun w1a:・ 伺侯人

kunorS9 同 konors9

kungon 同 kongon

kundun 〈形〉 。~ 霊的

kundunxa:n 〈形〉 。吋-J 較重的

kundung3 〈形〉 。行可F 併7 況旬旬的

kundunsGa・ 〈劫〉 供市制 加重(使〉

kundund�- 〈劫〉 G~噂 加重タ辻重

kundundaGa- 〈劫〉 G~ 加重(使〉

kuk 〈事〉 笥地(形容~啄物状〉

kugo 〈名〉 供@ 乳房

kugo・ 〈劫〉 保@ 吃妨p 脆

kugo 〈形〉 制乃 青的

kugo xauar 。制 清鼻沸

kugo Xal'lar rUS9- 合併%前d 流清鼻持

kugo �:iu 暢宮e ~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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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gOIJg3 〈形〉 G;(l;制つ 青青的

kugoxa:n 〈形〉 。ポlOÌ 梢青的

kugol 〈名〉 静子F 友静

kugolaa- 〈劫〉 供OG 午〈下 吃妨(使〉

kugodi: 〈形〉 。持~ 有乳房的

kugods- 〈劫〉 。\Ô'ÕI 変青

kugod関a- く劫〉 。将軍'!!' 染青(使〉

kugoro:lGa・ 〈劫〉 GM'l1J. 友青(使)

kUﾇlin 〈名〉 G;.蹣i<' 令1)，目Itt令1)

kU1?gu:r 〈名〉 作除制 梯子

kudo19・ 〈劫〉 鉄曹長 牽

kudolGa- 〈劫〉 供~<l 牽(使〉

kudu 〈名〉 伽J 家

kudugu 〈形〉 0()曹がい 家里的

kud手i]e- 〈劫〉 供胃品 ①上原p ②宍旺

kud手i1eGa- く劫〉 供胃品。 ①上原(使) , ②兵E

(使)

kud?;idu 〈形〉 GI~ 有力的，勃大的

ku偽9 〈名〉 令官舎 力量

kud回 alds- 制'ÕI 精疲力尽

kud?;sle 1?dagu 京駅T6I 哉』生

kurs- 〈劫〉 <a;f 到p 到述

kur9 〈名〉 斗〈撒神用的〉

kur91a・ 〈劫〉 用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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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r9IGa・同 kuroa-

kurGa- 〈劫〉 供，p 到述〈使〉

kurge:・ く劫〉 G;,p ①寄p ②送行'

kurge:・ 〈劫〉 供。 ①嫁p ②胎送

kurge:n 〈名〉 納t 女婿

kurge:IGa- く劫〉 Gt.例。 送(使}

k世gu- 〈劫〉 紗

k町goIolJ 〈形〉 蜘O~ 涼僅的

kurguGa- く劫〉 紗(俵)

G 

aa: ー 〈咲劫〉 ①協F ②i人苅p 子是

(uergs uai Ga:-ns ..・ H・滋有十角〉

aai 〈事〉 ~ 猪的叫声

Gaidau 〈名〉荻z 街道

GalJ同 rGalJ

GalJmer 〈形〉蔵: �l:l J::・ð4 í' 元根的

GalJtfJ誅 〈形〉戴: í 司J:: 'Æ'r 有叔的

GaI く名〉 'l"守 火

Gal alda-"" Galda- 情唱F 失火

aaJ xi:ー α 焼火

Gal gu1g3・ 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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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1 tai- 句午eぃ 放火 • 

Gal t9rg3-n9 也an 、 q可ç，./e 泊 火卒泊

Gal .'t!'&ygurde・ ，旬開 内屯

Galau 〈名〉 付r6' 水略

Galat�G く名〉 @麻ヌ島②斑鳩

Galdi: く形〉 ~~ 有火的

Gal~u: 〈形、名〉 伊河@ ①去筑的p ⑧成子

Gal~u:ra:・ 〈功〉 が可帽 友筑

Gal~u:ra:Ga・ 〈訪〉 付叩~.ﾍ!' 友筑(使〉

GaSGU- 〈劫〉 Oßr;同 @刺p ②fL

gasauaa- 〈劫〉 。rmnr u' @刺(使)，②ナL<使}

嶋崎ulaa- 同 GaSGUGa-

側関uld9- く劫〉 .;'tr~ 刺(余〉

間凶9'- 同 xas;lUs-. '"'"' Ga~t19-

田署ín ~同 xas;l泊一

国~t19・岡田r;lil9- '"'"' xar;lil9-

Ga:nnd9- 同 xar;l加d9-

Clada: 〈名〉 ~ ①大石山F ②岩石

G.!1da:-n9 sa.:r 、明 d 句電q 岩石根

Cll1da:di: 〈形〉 令暗唱時 有岩石的

Gada 〈吋位〉 、和d 外面

Gada- 〈劫〉 伽司F 訂争ト

GadaX:llJg3 〈吋位〉 付mrI附在外面
Gadagu 〈形〉 ?可，~ 外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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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das9 , <名〉 hポ@ 訂子

Gadaロ9 〈吋位〉 約咽~ ‘外面

Gadass 同 Gada問

Gada~s 〈吋位〉 ~- 朝外，肉外

Gadar 〈名〉 約f 面子

Gadar 旬i- 句暢 吊面子

Gadar 〈名〉隼r 中合答阿JL~ 鳴子，耳鳴子

Gadarla- 〈劫〉 和電午， 上面子，吊面子

Gadardi: 

Gadiu 同 aGa diu 

Gads-

Gadsn 

GadsGa-

GadslGa- 同 aadsGa

Gadsm 向 Gadsn

〈形〉

〈劫〉

〈名〉

〈劫〉

約軍事e 有面子的

合唱' 政割

蜘曜時 婆家

.jl明冒 V 牧割〈使〉

. Gadsr ι 〈名> .a岬f 鎌万

Ga侮a- <劫> """ 晴 r③部境，④里

Ga侮就 く名、量〉炉ゆ ①土地，耕地，②地p

Ga伽r-na:羽3 ra:l伽ー WÌ向柑m 換f1\境

Ga也ær po:gi今加 倒ー仰d 倒地人

Ga~r fU!s-

Ga侮ær f町u:li~in

Ga~ær xGali~in 

aa今ær kudol~-

魚、 耕地F 型地

@前倒 J 翻地人

句舟冒J 翻地人

命制 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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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ær Mre: ヤ地~，地迫

Ga~ærla- 〈劫〉 和噌為 昼地

Gaæar 同 Gadar

Gar 〈名> ' "付 ①手F ②手Z

Gar alds- 、情申 失手

Gar uro・ 句" 干渉

'Gar-namge GarGá・ WÌ榊3 和v 露一手

oar-na: baida:-" ;'-<<J擢ー，握手

Gar-na: GàrGå-ヲ WÌ~ 使出全部手芝

Gar-na: cy訶a- WÌ 庖打 ①招手，接手，②庖手

Gsr-na: rgu- Wﾌ 骨骨 背手

Gar-ns 'ne:ks・ (uars-) e 握ー α 握手

Gar nurs ¥ 
, 

~開@ 手背

Gar xada 手生

oar xurs 偽問@ 手指

回r kual 納 爪牙

Gar 守 kundun 蜘~ 手重

Gar kongon 相d 手軽巧

Gar lalJtu 榔失 手鍾

Gar I:>G 手勢
"''�"-t: 

Gar mula: 小笥

Gar-sa alda必a 同 Gar-sa Gar~a 

Gar-sa n:>GÇl今a 守J肘問時径手

Gar-sa Gar<加 、t ヤ習q 脱寓了別人的照!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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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 st託金a 令官ぞ 手熟了

Gar g;g3 柿7 大手

Gar-de kUJ悔a 。~ 到手

Gar-d9 sair 。銭JL 現金

Gar-d9 (加r~泊 。 WPJ 手失使用的

Gar ~iraG 習匂d 手尖禁

Gar ~i:ー 明(\ 伸手

Gar ~o:loD 開伯J 手軟

Gar やuDGula 憲一 手来的

Gar rmu 指紋

llar bUGa- (弓、 wt等)奔馳，蹄

Gar9- 〈劫〉 \"胃 ①出，②上

naraa- 〈劫〉 ~ ①出〈使) ，②上〈使) , 

③掌出来(使〉

Garla- 〈劫〉 付長 手弧

Gardi: 〈形〉 ~ 有手的

Gu:r 〈数〉 。'Ø~

Gu:r nas9-D9 gorma 怖Ì9 ~í'剖二歩母島

Gu:rxa:D 〈数〉 4曹抑J 只二〈ノト}

Gu:rla 〈数〉 。，ボJ 二ノトー起

Gu:rdcl: 〈数〉 .(\v~ ~ヲ第二回

Gu:rdar 〈数〉 。'Ø~明，..f: 第二

GU- 〈功、助功>~ 拾

çua旬同司Gua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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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UO 同 Gu:rla

Guisa{) 〈名〉蔵p 明司・司白・西蔵，后戴

Gui~s 〈名〉 何 T明 乞巧

Guirla- 〈劫〉 ~ー ①拐輔，②討要，③清

Gun~舗S 〈名〉 ①JiIf1，②替 L求

Gun~oss 同 Gun~s

GUGur 〈名〉 仲d 主菜

Gul 〈名〉 伊守 淘

Gul-ns xgsn 守合J 拘胞

Gulo 〈副〉双s 辻了(? )①根p ②特別

GUS kele 一〈宵J 小舌

Guse 同{louse

GUSGU- 〈劫〉 偽曹珊 撹持

GUSGUGa- 〈劫〉 伽明'llll'l!' 撹持(使〉

GusGula- 〈劫〉 伽~ ①撹持，②撹乱

GusGulGa- 同町田UGa骨

Guda: 〈名〉 知d 来家

Guda: nine 来家母

Gudal 〈形〉 傷事守 ①涜活，②偲的

Gudal kele- 怖 ①撒慌，②吹牛，③欺

Gudal-de 町osan 。旬開市J 受輔的 L輔

Gudal1l:!e 〈名〉 伽*<' 協慌活者

Gudole・ 〈劫〉 @雨 ①劫，②劫手，③劫

GudolGa- 〈劫〉 @雨。 揺劫〈使)L身，④汗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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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dolGu- 同 GudolGa-

Gりduss く名〉 何イ'rrrI 靴子

Gur 〈名〉 光

Gura:n 〈数〉 ?曹ゆJ

Gura:n gs- (¥ 分方三十

G目'a:-ds dur 句f 第三天

Guru:dur 句f 三天

Gtlra:nxa:n 〈数〉 何mJ 只三(小)

Gura:n1a く数〉 同所J 三ノトー起

GUl"a:nda: く数〉 初令1111胃円匂第三回

I Gura:ndar 〈数〉 付&J~第三

GuraG~e 同 GuraGロ<ts "'" 1JGuraG~e 

GuraGÇld拘同 GuraG~s "'" 1JG世aG'4le

Gursl 〈名〉 伊~ 面粉

Gurel teda- 匂唱F 磨苗

Gursl <tira:- 開閉貯 和面

Gureldi: 〈形〉 {\V;~ 有面粉的

Gurge 〈名〉 付ぐい 活捨，

Gurgele・ 〈劫〉 ?曹持品 結活口

Gurdi: 〈形〉 有光的

Gurdun 〈形〉 伽開J ①快的p ②敏捷的

Gurdun nar 癒: i~' 急病

Gurdunxa:1Jga 〈形〉 何.，./~乃快ー些

Gurdunsaa- 〈劫〉 伽柄拘引用 加快(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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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rdunda- 〈劫〉 <h7~事 加快，変快

GurdundaGa- 〈劫〉 <nr1iW�'11' 力口快(使)

Gurdunla- 〈劫〉 。守席拒 力口快， 快些

GurdulJ93 〈形〉 令官~1~{畏快

GOIJ 〈名〉 <(Iv，.ワ 島現

g 

ga: ga: 〈草〉 9J?f 煙草 I罵(喝、_ß鳴等的叫

ga:fu 〈名〉双g 寡担

ga:ga 〈形〉双z 宗宗 小的

ga:ga ais 阿娯 問娯，小娯子

ga:ga bulai 推: bala 嬰JL

ga:ga buli: 同 ga:ga bulai 

ga:伊1l:ls <苦言〉訳 s 京Jj<-，守小t~

ga: cJ?,u: <名〉校z 京賢 小男子

ga:ra . <名〉薪z 寸ミ 糖

ga:radi: 

ga:rdzaG 

gaiks-

〈形〉蔵z 寸々ーポ有糖的

〈名〉蔵: ~"l"'~' 酒毘

〈劫〉波z ー α

〈名〉双=芥子

①改p ②修改

菜将

L声〉

gaic位1

gaumaula- 〈劫〉訳z 高*冒一品①安慰.②咲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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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凶ai 〈名〉双z 高台 戒台

伊nbu 〈名〉訳z 千部

ganga:r 〈名〉訳s 粁粁JL ①麦桔p ②(檀物〉

粁子F ③(植物)茎

gan"4;lalJ 〈名〉訳I 1幹杖 構面杖

gan待alJ同 gan"4;la lJ

gan今alJla- 〈劫〉双z 干浄一裕 ①忌共，②全，③全部

gan~e: 〈名〉双z 甘薦

gan~in 〈名〉訳z 干計 計灸

gandzs 同 ganga:r

gan~ln 〈名〉 i正明人

galJ 〈名〉双s 鉦

galJ 〈名〉訳z 鯛

伊lJbi: 〈名〉訳z 鯛宅

galJgar 〈名〉 雪山

galJgar-ns tolGui -6'州市q 雪山頂

galJdalJ 〈名〉 人腿骨

galJdzs 〈名〉訳s 紅子

gala- 〈功〉訳=一為 干(活)

ga"4;la: 〈名〉戴z 司『・5・ 活吉

gara dua'lJ _()町勺 自海螺

gargalJ 〈名〉 伽~ 碗桓

ge: く劫〉 双: 1朗 放

ge:lGa 司 〈功〉訳z 踊ー初 政(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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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dj: 〈違〉 a,9- ①不用協・・・・・・， ②不

但・・・・"而旦・.....

ges 〈名〉 ①戸F ②家族

gesDen 〈名〉 ①信息，②消息，③信

ger 〈名〉 ~ 房

ger-Ds ma羽li: d らも守宅 房櫓

ger 1pire: 屋橋

ger ualGase @キ肘ゆ 靖

gere 〈形〉 句骨 閉的

gersl 〈名〉 ①関面p ②南面

gersl 1'OG 一問勺 南

gergel~・ 〈劫〉 柿締罰 ①友光p ②肉耀

gerdi: 〈形〉 ~材 有房子的

g:3DgUD 〈名〉双z 光視

g:3DgunxaD 〈名〉訳z 光根Z叉

galialJ 〈名〉双= 千穂

g:3~~9 〈名〉慮，竹.ti r::' 小噺鳴

g:3~~9 xUr9 〈名〉蔵: 1)叶ø r::'伽問@ 母指

gi:bi:�9 〈名〉訳= 隔壁

gl:伊 〈名〉 粁子

gl:gur 〈名〉双s 拐梶JL 拐杖

gi:la ・ 〈劫〉訳s 隔一品 隠寓，分寓

gl:~alJ 〈名〉訳=街巷 街，胡「百ù，街道

gÎ:1!;!ida・ 〈劫〉 ①得回食病p ②患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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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ﾌ:t�9 〈名〉 ②回食病，②癌

gi:侮ir 〈名〉双z 戒指

g9- 〈劫〉 α 倣

g9- 〈咲劫〉 。 ①説，②PL-!，③辻

g9n99- 〈劫〉 併ðt 民主主

g9nr?9- 同 g9n向ー

g9n:?9Ga- 〈劫〉 。印可。 収笥(使〉

g9lJg31a- く劫〉 ①守技，②督促

g9ge:n 〈形〉 ∞J ①亮，②明

g9ge:nSGa- 〈劫〉 似rrM ①抜亮，②弄亮(使) , 

g9ge:nd9- 〈劫〉 似同 変亮 L③摘清楚

gege:ndeGa・ 〈劫〉 似hポ} 弄亮〈使}

geleG 〈名〉 何可 路肢

geleGde- 〈劫〉 旬。， 路肢

geleGdelGa- 〈劫〉 旬。，同 路肢(使〉

gelGa・ 〈劫〉 帽。 倣(使〉

geda: 〈名〉訳s 吃癌

geda:la・ 〈劫〉訳s 詰痘癌，形成痘癌

geda:r 〈名〉 青楳面条

gedai- 同 g9di:ー'" g9de:ー

gedal 〈名〉 句守 作法

g9de:・ 〈劫〉 。事情 ①挺P ②昂首，③拾

gedese 〈名〉 旬刊~6' 腸子 L(共)

gedergu 〈副〉 何'言。e ①~， ②逆F ③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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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

99dergu1e- 〈劫〉 匂持守 倒退

gadi:ー同 g9dai- "-' g9de: ー

g9t恥3 〈名〉 納氏 妨

g9~:r く名〉 向~ ①迫録p ②境界

g9dzaGde- く功〉 牙惨

g9re:l 〈名〉 句守 光P 亮

g9re:ldu 〈形〉 句市..e 有光洋的

g9re:du 同 g9re:ldu

gO:d9 〈名〉 棉祇

go:ro 〈代〉 納付7 其官p 男外

go:ro kun 対守t 人家p 別人

go:rola く劫〉 旬<l:v; .. ①見タト，②男外，③変

心，④起邪心

go:r~a 〈名〉訳z 裏脚 ①褒脚，②纏腿

go:r~i: 〈形〉 戴: l司『・号 特別的

go:r~i:羽3 〈形〉蔵: l 1!j l号 1~ 奇怪的

go 〈名〉 制可 i舌

gO alda- 官午。 失言

go SGa- 骨骨l"ITI7 向侯

go-rena: sau- Orr('r{i jed旬①泊活算数F ②履行

goト く劫〉 令官官 胞 L培言

gOll;)g3 〈形〉双: - 1~ 怪的

goilGa- 〈功〉 宇~'\' !!' 鍍金

goi1Gad事in 〈名〉 Gm~ ①胞腿者，②服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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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dau 〈形〉波z ⑦怪道，②施計多端

goidaula- 〈劫〉 ①湊合，②敷街

go咜�9 〈名〉 ?dTd 鍍金者

gouk9- 〈劫〉訳z - 0  ①勾P ②約

gun 同 fugon

gon~ir 〈名〉蔵z 司「《-R3R' 甘珠カミ径

gondz9 く名〉 訳= 冠

gOlJner 〈名〉訳s ①灯蛾P ②店官

gOlJgun 〈名〉双s 光楊

gOW9 〈名〉玖z 耀子

gOlJd9 〈名〉訳z 公的

9090: 同 a:go

g010- 同 guanla-

g0190 〈名〉 。州乃 狗恵子

golgola- 〈劫〉 (i~~冷 下狗恵子

gorma 〈名〉 蔵z 司『・司' 螺弓

gu: 〈名〉 母

gu:ks- 同 gouks-

gu:ks- 〈劫〉訳z 佑ー α 佑廿

gU.k9- 〈劫〉 一口『喝下去

gu:1un 〈名〉訳z 鹿衣

gu:ロ 〈事〉 日区在鴻的声音

gu:da:dzs 〈名〉訳z 鈎搭子 鈎子

gu:dsde 〈名〉訳s 姑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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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u:傘a: 〈名〉 持場

gu:je 〈名〉双z 姑夫

gua- 同 UGO- "" GO-

gua 〈名〉訳s 瓜

guai- 同 goi-

gua 〈劫、 i吾> .~時 ①没有p 宏F ②不

guanla- 〈劫〉訳z ー晶 件田古

guandls 〈名〉訳s 管子

gua.u bo: 〈名〉訳z f播

gua.u 4li: 〈名〉双z 公文身

guaks- 〈劫〉双z ー α 剖

guala- 〈劫〉訳z -~ 桂

g四dsn-ds 〈盲目〉 径常

gua~a:r 〈名〉訳，剖ー 桓子

gua偽a:r aardi: ~ 有杷子ー祥手的

gui 同 gua

guils- 〈劫〉 匂向暑 去世p 死亡

伊li~sn 〈名〉訳， 規程

g凶必a: 〈名〉訳， 国家

guidi;.un 〈形〉訳書 貴重的

釦ln 〈名〉訳s 功

gunguI;JG 〈名〉 小瓶子

gunﾇlila- 〈劫〉訳z ーも 恭喜p 賀喜

gunda.u 〈名〉訳s 公断 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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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n毎an 〈名〉波， -工「

gun~andalJ 〈名〉双z 共P党

gun~sn 〈名〉訳E 功巨

gun~in 〈名〉蔵z 号司:t:l.~司・ 葡萄

gund山伊:ra T弐 葡萄糖

gunぇ9n 〈名〉双z 工人

gUlJlau 〈名〉訳E 1 功努

gUlJ�e 〈名〉訳s 公社

9UlJ麁 u9i ~9lJ juan 豆生院 公社豆生院

9UlJ~i 同 g四抑:i:

gUlJdlo: 〈名〉訳s 工作

gUlJdlO:t!;l9 〈名〉双z 』 宜号 ①駅員，②工作人員

思1伊1 (Jau 〈名〉 。州乃匂~布谷主主

伊19u (JU:同 gugu 伺U

gugula:・ 〈劫〉双z 拘何一る①蟻曲，②喰腰

guguri: mo:d9 2又z 拘拘もe 歪樹，歪木

gule- 〈劫〉 旬神為 ①i見，②i又沿

gu1eGa・ 〈劫〉 匂棉為。 説〈使〉

伊11edal 〈名〉 匂神晶~ ①i文治p ②吉治

guleld9- 〈劫〉 h柿均 説{余〉

思lliuliu 〈事〉双s 巳 鼓溜溜(指眼晴特功〉

思119 〈名〉訳s 枯糠p 松子

伊l1o:r同 gu19

思Ilg3- 〈劫〉 点〈灯、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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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lsge 〈名〉 鵠

伊ldiur 〈名〉訳z 骨条JL 花奮

gudo:r 同駅ldiur

gudo:rle- 〈劫〉双z 骨呆JLーる 結花普

gudols- 〈劫〉 @押下 劫

伊ldolGa・ 〈劫〉 @雨。 揺劫

gu<te: 〈名〉 何tC? ①世子，②胃

gu<tixa:n・ ds 〈名〉 <a~e- 時子上

gu~s 〈名〉 鳥~e 惇子，頚

gu~i-na: ~i:・ 6rÌ前 仲時子

gud拘 〈名〉 (ð~\， 香

gudz:an 〈代〉 我

gur 〈名〉戴: ~弐・ 帳房

思lr9- 〈劫〉 令官曹 編奴

guro:ー同羽伊lro:・

guro:lJ guro:羽 同京J~帰京J 液劫状

gurGa- 〈劫〉 供~O 編鋲(使〉

gurmel 〈名〉 余計守 鰐子

思lr~G 〈名〉 <amJ ①木敏p ②扶撤

Ia: 〈名〉訳， 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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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ー同 ula:・

la:ba 

la:ba "t!;!i~G 

la:k9・

la:Gur"t!;!9 

la:sæ9 同 la:ræ9

la:�9 

la:�9 

la:詬la-

la:dzlla-

la:r':>1J 

Ia:r�9 

la 同 ula

lai 

lei 

〈名〉双z

同可

〈劫〉訳z ー α

〈名〉 匂柿Tr9 :r~ 

「日) ，②噺帆

①膳八〈十二月八

刷肌花

①投F ②〈演)奏

愛突的

〈名〉訳z 蝶椴

〈名> las <蒙方〉節子

〈劫〉訳s 錬子『恥 i周錬味

〈劫> lasla-<蒙方〉 鰐面粉

〈名〉蔵: äJ'弓ど 悌堂

〈名〉蔵官町号 爵香

〈名〉蔵 z 肉司・

<ì吾〉訳z

①福，②送弓，③命這

哩、児〈表示民間、

強調等i吾弓〉

la iIa- 同 li:la司

lauxan <名〉双z 老訳 丈夫〈也可指一般男

Iauxan be:rsGula 州~';TfJfJlJ 夫妻 L性)

lauxan命a

laulaｭ

IauI9 

lausa: 

lausl 

L
も
‘

vei 

、

, 

〈名〉訳z

〈劫〉訳: -ー
〈名> k;(' 

〈名〉句d

〈名〉訳s

老訳家F 老夫子

按

灰条草〈灰菜〉

曝

老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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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u(:s 〈名〉訳s 老鼠

laul?9 同 lau伺

1aul?l 〈形〉双E ①老突p ②誠実的

lan 〈形〉訳z 備

lan ban 〈名〉訳z 案板〈面板〉

lan pen 〈名〉訳E 股盆F 浴盆F 水池

lank�- 〈劫〉双z 一 α t竺措

lanke・ 〈劫〉訳z 住ー α 妙

lanGula 〈形〉訳z 備ー 慨情的

lan4;laG 〈形〉蔵I ~"i 'æ tIJ~l' ①苦F ②痛苦

lan4;laGla・ 〈劫〉蔵z 同司 'ætIJ刻・ーも受苦

lan4;laG1!;ls 〈名〉識z 閃 T珂~'- :r~受苦者

lan1!;l:>1Jra:ー 〈劫〉訳z 織ー 倫撒

lan~e 〈名〉 大腿

la1Jk9- 同 la1Jla・

la1Jla- 〈劫〉訳s 浪ーる ①涯p ②溜述

la1Jma 〈名〉 榔麻(一神植物〉

]a1Jte 〈名〉訳， 榔失

la羽田同 la1Jts

la1Juu1!;le: 〈名〉 蔵s 罰民骨æ' 大象

labs9 〈名〉識I j:Ij'き 数包

Iabﾇl9- 〈劫〉 知dt 瓢蕩

lab~9- 同一 labp9-

lab~a 〈名〉 何宮守 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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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sle- 〈劫〉 1，.e前 ①長叶P ②展叶

laxa1J同 laGa 1J

laxba 同 laGba

IaGa:ー 〈劫〉 柑'Il' ①挑逸p ②捺

IaGa1J 〈名〉蔵z すF J:::' ①店p ②寺

laGalGa- 〈劫〉 守~l'll'T 挑迭〈使〉

IaGu 〈名〉 亦法

IaGur 〈形〉 重隻

laGur laGur 重麦

laGba 〈名〉蔵z 司l:) 'q. ①天畏蓋，②蹟

IaGs誑 〈名〉 小木桶F 註投JL (提

laGﾇli: 〈名〉蔵z 閃"l'~司' 手巾 L水小中市}

laGÇl~i: 〈名〉 失巾

lalo1J 〈形〉 年程的

lalo1J kun "'_G~ 年青人

lalo1Jds- 〈劫〉 変年経

lama:n 同 nama:n

lama 〈名〉 相/ ①噺瞭p ②活悌

laman"4<l誅 〈形〉 ①f良好的，②倶美的，

lamade: 〈名〉 祢t 一審 刷昭事 L@減宜的

lamar 〈名〉蔵z 可司:1\' ①悌*T， ②神大丁

lamban xurGai 〈名〉 鼠姐

lampi:・ 〈劫〉 坐〈童腿坐法〉

lasgur 〈名〉蔵 s 叫司弐・ 手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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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æe 同 labs9

la!J今a羽 〈名〉 褐杉(組毛銭錦奴的

lar 〈名〉 黄蛤 L衣杉)

laro: 〈名〉識: ~l'実・ ①笥管炎F ②鹿病p

largo: 〈名〉識z 肉「可苅・ 手套 L③l宇端

larc像、同 labd向

le 向 lai

lenba: 〈形〉蔵s 島町周 幼稚

lenben 〈形〉訳z 東便 ①経巧F ②伶倒

lenxua ~i~aG 〈名〉訳s -~ 蓮花

li: 同 lai

〈活〉 匂掃 不F 勿

li: amen 一時J 命送

li:xun 〈名〉訳z 寓婚

li:go:r 〈副〉 故意

li:la- 〈劫〉訳z 留一裕 ①剰余F ②保留

li:laGa- 〈劫〉訳z 留ー切 剰(使〉

li:su: 〈名〉訳s 立秋

li:~u: 同 li:su:

liauk9・ 〈劫〉訳z -(¥ ①煉p ②焼

lia1J 〈名〉訳z ①梁F ②根

lia1Jku:�9 〈名〉訳z 関口子 夫妻

1ialJla唱 〈劫〉双s 一晶 涼

liu 〈名〉訳s 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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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u 〈名〉技:W コ危p 辰(十二支之ー)

liufo:dls 〈名〉 ñ\篇

liugu: 〈名〉訳z 流淘 坊p 畦

J�Jiua: 〈名〉訳z 琉璃瓦

1iUdl9 ger 〈名〉双z 楼子-~楼房

linjin 〈名〉、反z 東聡，児殺

lilJ93n 〈形〉 干脆

19Ga:ー同 laGa:ー

lsma同 a19ma

19mo:n 同 n9mo:n

1989a: 〈名〉 ①道理p ②礼哲

19s93 〈名〉戴z 肉明'寸 活路，活JL

19s93-na: Uar9- @京 ①工作P ②作活JL

19s931a- 〈劫〉蔵s 内欄'寸ーも{故活，干活

19s93tl9 〈名〉戴z 内崎1・- :I\'芳劫者

10: 〈名〉訳s 甥

10:la喝 〈劫〉双: l票ー栴 ①金，②翻

10:19- 〈功〉 ~9 匂事 尋不到

10:19- 〈劫〉 匂~9 e海 不可，不行

lo:lugu 〈形劫〉 匂_';9 ~'fn6I 技不到的

lo:so 〈名〉双z ①R夢喋p ②麻煩

losola- 〈功〉双z 日現喰一品 麻煩p 芳重号

lo:sola~9 訳I ß~喋一旬\' (客套i舌〉添麻煩了F

芳習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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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ti: 〈名〉 皮軽〈軽尖有銀役的

lo:1l;ls 〈名〉 f!-，~ f!匠 l自制皮鮭〉

lo:d?;泊 〈名〉訳，f!径 夢盤

lo:ro-(li: uro-) 〈劫〉 h鞠 T叩 不下雨

lon 同u10n

lon XGui 同 ulon XGui 

lon 悌ada 同 ulon jisada 

lonlo・ 〈劫〉訳s ー為 苦L，成染乱

IOG;Jr 〈名〉蔵s 筒可「守 菜子淘(地名〉

10m 〈名〉 例 ①布p ②径〈悌〉

lombo 〈量〉 〈ー〉巻(径〉

lom1l;ls 〈名〉 ザ宮e ①~生F ②文人

10泊 〈名〉 哨刊号 ①麻p ②麻疹

10随・ 〈劫〉 対d 俄

loS9Ga- 〈劫〉 同刊。 餓〈使〉

10回lGa・同 IossGa-

Iossdal 〈名〉 ~1!1f ~ 仇憤

Io1l;l9 〈名〉訳z 諒碍 礁子

lo1l;lsda- 〈名〉訳z 球庸一切 碍庄

lo1l;l9da 〈名〉双z 碍碍-J 破坊

lo d?;i1l;l9 同 lord?;iua: 「者

lord手iuà: 〈名〉蔵E 商号明・司' ①誹故事者F ②朗涌

lord?;9 〈名〉 藤s 肖・号苅・ ①故事，②煩i司，③厨

lord?;;JG.. 〈副〉 戴z 罰・雪~. ①突然p ②忽然 l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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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1

ma:nau 〈名〉賎: õI'苛 時瑠

m�:ne:r 〈名〉訳z 麻眼〈双方>.盲人

ma:fan 〈名〉訳z 麻煩

ma:fanla・ 〈劫〉訳z 麻煩ーる 添麻煩

ma:fu 〈名〉 泳水

ma:la・ く劫〉双z ー暑 ①麻木F ②湿

m�:le 〈形〉双z 麻利 快，敏捷

ma:le悶a・ 〈劫〉訳s 麻利 -dvt 加快(使〉

ma:lm 〈名〉訳z 弓路F 公路

ma:mi: 〈名〉 ①青楳p ②妙麦

ma:~o: 〈名〉訳s ~勺〈妙勺)

ma:~i: 。〈名〉 姐妹p 姉妹

ma:~ir 〈名〉 向明~ 担子

ma:~9・ 〈劫〉 持F 事J\掻p 孤痔

ma:也9 〈名〉訳: ..，.~~ 芝麻

ロla:uaG 〈形、名〉 ①組槌的F ②麻子

ロla:uu 〈名〉訳z 抹布

ma:uuda- 〈劫〉訳z 抹布-~ 抹，擦

ma: 〈感〉 iI 拾(対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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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ì吾〉訳E ム(用予匂尾F 表示

提椀的反向i吾笥〉

ロla く代〉 表示詑指一美事物

(!JYfU: ma1J99 土什会的〉

ma自a- 〈劫〉 {~ (羊)叫

maimai 〈名〉訳z 芙実

maimai1!;l9 〈名〉訳z 英実-:r<'芙実人p 商人

ロlau く事〉 (猫〉叫声

mau く形〉 4宮苦t ①不好的F ②杯的F

③五的F ④凶悪的

mau kun (ð~ 杯人

mau 99- (¥ 使杯

mau 9sm OrJ 倒毒

mau lai 蔵g 同町 不幸命這

mau sain kun 句{<a市J 杯人F 喜音鬼

mau f侮a- '雨明q 降究

maunssGa- 〈劫〉 {~ ①誹i寿〈使)，②縞臭

(使)，③出五(使〉

maunsd9- く劫〉 知事 ①変五p ②変杯

maun9d9Ga- く劫〉 旬時' 出丑(使)，霊五(使〉

maunga 〈形〉 匂e 肘7 ①沈街，②泣分

百lauxan く形〉 匂d 丑的

mauxanxa:n 〈形〉 知TrmI{ 梢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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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nauxanxa:nga <形〉

mauxanGul a <形〉

maUk9~aG <名〉
ーF害1子

甑áumadi: (mau amadi:) 

maumadu <形〉

mau向:-同， mau~a:・

mau!l9 

ロlau!l9

mau~a:・

maudan 

mau~a xGai 

mau~in 

〈名〉

〈名〉訳z

〈形〉訳書man 

m叩 be:

知""""'肘1 丑点凡
匂""，-1- ~艮准看， f艮五

1，.n-eー 魔鬼

匂61 1r品~ 阻不好的F 鳴偽的

he 併~ ①這笥不好的F ②命

送不好的

〈人民市単元〉角

猫

①説杯i舌p ②誹i寿

球〈ー称用毛作的球〉

和:7~ ~~ 母猪

毛巾

①満p ②全部

全身

念珠mane 

制3

〈名> -&:t¥' 

〈名〉

〈名〉訳z

〈劫〉 匂守flo;~

〈名〉訳z 毛蛋

mane1!;l9 

m如g9ra:

manta-

必
中W
恥w

，
、
，
《
、
，
《
、

irr~ :r~ 念径者

喧

似，

ロlantaGa

mantu: 

mandaiIa-

〈劫〉併i'l:!"

〈名〉双z

〈劫〉訳z 一品

man1!;lOG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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捻，掘

捻(使)，掘(使〉

慢失

慢待

①湾冠F ②冠



m蚣d?;誡Gai ぐ惣う 鼻塞的

mand?;ira:. 〈劫〉 鼻不通弓p 鼻塞

man~u: 〈名〉満s 令官@ 満州

manjan 〈名〉訳s 埋怨

ma1;)GUæ9 同 mo:羽GUæ9

mQU99 〈代〉 4 向 〈表示芝指同ー美事

物〉①之美p ②什.z._，③等等

m句99 〈形〉訳s -" 急位

m蕭JIi: 〈名〉 私争協e 額失

m句li:玄a:n 〈名〉 和均一 額尖上

ma:gda・ 〈劫〉訳: -9'  t 
ma:gda XUGui f良位

maxa 〈名〉 らJ) 肉

max� buje 〈名〉 制3 ①肉体F ②身躯

maxa-d9 m炒-n9 向6' 1c 受吃肉的

maxadi: 〈形〉 旬開q 有肉的 「将

maka 〈副〉 ①不久，不多吋，②即

makaxa:n 〈副〉 ①不久F ②早些

maGa!Ji 〈名〉 旬制 明天

maGa~9 同 maGa!Ji

maooa 〈名〉蔵s 明・同事『・ 費i司

maOO9r 〈形〉 知叩f 能的

maG!Jigu 〈名〉 明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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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j;l9 〈名〉 明年

maG~9 〈名〉 早農

mal~ 〈名〉 明天

malGa 〈名〉 仇".，<' 中国

malc包9 同 mols9

mamaG 同 tambaG

mamu 〈名〉蔵: êW狩 母羊

ma~da:ー同 marda:ー'" mu~da:ー

紅ladu 〈后置〉 ~ 好象p 如・・・・・・似的

majaG く名〉 1r~ 痕述

mara 〈名〉 ~? 原

maralJGU く形〉 納Jー 黒暗

maradu 〈形〉 ~~ 際肥的

mara~æ- 〈功〉 ~~ 上擦

mara~æGa- 〈劫〉 ~ !!' 上牒〈使)

F‘ 〈名〉 ~ W~<' 弓蜂mar9 dzUlJna: 

ロlarnaG 〈形〉 紫的

marnaG guguadzl 要紅色扶烏

marGa:n く名〉 1rm市J 争政

marGa:n muru: gua 負~匂~\' 没E舎漏洞，没暗錯漠，

marda:ー同 ma~da:ー'" mu~da:ー L没E舎争iS(

mar也a: 〈数〉 ①老早，②預先

me:l 〈后量〉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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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lenxua 〈名〉双E 棉花

menmengur 〈名〉 蒲公英

me_lJxen 〈数〉 4内J 千

me_lJxenda: 〈数〉 4肘WI~ヲ千次

me_lJ93n 〈形〉 前トJ 薄的

me.!Jgu 〈名〉 品1<<õ 銀子

me_lJgu sna:~~a 観鼻圏

me_lJgule- 〈劫〉 私吋長 鍍根

me.!Jgu1!;l9 〈名〉 伝時宮守 観匠

me_lJgu"4Ji1e- 〈劫〉 伝吋冒電器 比成銀子

merblJ 〈名〉蔵: ðl'肖民・ ①炉身鏡p ②宝鏡

ml! く名〉訳z 黒ー=

ロll:ー く劫〉 接吻

ml! 〈名〉訳書 煤

ロ11: 〈名〉灰= 肱

mi:fi: 〈名〉訳E 墨水

ml:gul 〈名〉訳= 政現花 ri人

mi:la- 〈劫〉 ①昧p ②隠匿p ③否

mi:to: 町四 〈名〉 -~ 珍珠

mi:d1;.v 〈名〉訳z 墨汁

miau訃 〈名〉訳z 苗子 ①禾苗，②苗子

minbi.!J 〈名〉訳z 民兵

mindtj,u 〈名〉訳z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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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勾1匂 〈名〉波z 命令

mo: 〈形〉 ~ 鴫偽

mo: 〈事〉 品。 牛叫声

mo:同 máu

宜lo:ks- 〈劫〉訳s ー α

mo:l�- 〈劫> �: -る

mo:d9 〈名〉 色。 木尖

mo:de terg3 W乃 大卒

ロlo:r 〈名〉 私f 路

mo:r ald9- 制， 迷路

mo:r Gare- '\"~ ①上路p ②出口

mo:r Gargu ?伊e 上路(指出嫁〉

mo:r G訂saD kun 付時Î<MrrI 出口人

mo:ri: 〈名〉蔵z 領・ミ・ 午脂(-*中蔵族午脂〉

ロlo:ro・ 〈劫〉 ~ ①牛叫，②明日月

ロlo:rOGa・ 〈名〉 も~(} 日叫(使〉

mo:rodal 〈名〉 伝~~ 呼L叫的祥子 「出嫁

mo:rla- 〈劫〉 もボv ①上弓F ②出没，③

ロlOOUl 〈名〉 も'l!'~ ①蛇F ②己〈十二支

mOGul~æ- 〈劫〉 阻p 鴫 L的〉

ロ10GUr 〈形〉 品~ 鈍的

ロ1oGurda- く劫〉 品官官事 ①理屈，②友審

mOGurde- 〈劫〉 品開' 変組

mOGurdsGa- 〈訪〉 伽明V 広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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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Gurdu・ 〈劫〉 品市開 ①鞄，②寮

moIs9 〈名〉 も与!'I@ l゙¥ 

moIs9 kor9- 阪~ 結泳

moIs9 Çliod9re:・ 化泳

moIs9da- 〈劫〉 長何時 用泳打

moIs9-du 〈名〉 知棉電t 在泳搾上

ロ10S90 〈劫〉 呼冒4 穿

mos9IGå- 同 mOSGa-

mOSGa・ 〈劫〉 保冊。 穿〈使〉

mOﾇli1G�- 〈劫〉 物干iÎ'; T i実F 念(使〉

mOﾇl9- 〈劫〉 匂梓iÎ'; 1実p 念

mO"4!9 〈名〉
" :r~ 木匠 「的〉

ロ10r9 〈名〉 伝q ①弓p ②午〈十二支

mor9 OOG~do: 加~ 弓笈尖

mor9 bumbur 弓(前額)最

mor9 Iaus�: 匂吋 弓B票

mor9 SUO ~ 弓妨

町】or9 sner 弓吐帯

mor9 da:x� 句rI~ 弓拘

Eorr誠me治明\du駒d也a明田~in '向 騎兵

町10 同~ 昌信JL

mor9 〈名〉 野蔓脊

mOf9 也UlJna: 同 m訂9 dzulJo�: 

mor91�- 〈劫〉 も前 出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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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edi: 〈形〉 ~ 有馬的

mOlJGul 〈名〉 ら何守司 土族

mOlJGul g3r 〈名〉 ら巾守(l{/ 苗包P 蒙古包

mOlJGul1!;li1 e- 〈劫〉 ら干官官幅晶 説土族i吾

mo羽GUC回 〈名〉 4耐曹付 妖，魔王

mu:fan 〈名〉訳s 模活 f考恵

mu:la- 〈劫〉訳z 謀一品 ①思謀，②d思想F ③

mu:lan mu:lan 謀ーもJ 左思右想、

mu:dan 1!;liC与aG 〈名〉訳: - 2T2'可 牡丹花

←一---------mu:de く形〉 訳z 母的

mu:~e 〈名〉訳z 母湾

mu:]alJ 〈名〉訳=模梓 祥子

mu 〈量〉訳= 宙

mun 〈形〉 もπ7 愚宋的

ロlu-ne 〈代〉 4守e 我的

mundao詬 〈名〉訳:fl道子 fl洞

mundi: 〈迩〉 此外

mun卸lJ 〈名〉 蔓菩

mu羽geræe 〈名〉 私旬ゆ 軟骨

mu羽Gula- 〈劫〉 ら相事 変思議

mUlJguloG 〈形〉 国的

mUlJguloG回a・ 〈劫〉 弄園(使〉

mu羽gul謁de- 〈劫〉 変圏

mu羽伊lloGdeGa・ く劫〉 園〈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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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澡 〈名〉 町甲(~) 小夜玩的右子、
, 

mUGU n�:ds'" ~~ 玩石子

mUGuri: 〈名〉 園l闇

mugan 〈名〉 市トJ 老太婆

mula: 〈形〉

mula: �:ga 一柑守J; 小叔叔

mula: pu~aG 一句吋 説豆

mu1a: ke:le -(l制e 小腹

mul�: ki: 一同 微凡

mula: Gal 一村 小火

mula: sula: ①小華y ②晩翠p

mula: de:l 一句前 祥子 l③JL女，④零砕

mula: de:l 命aGå 嶋守甲，J) 祷腰

mula!1Jgi: く形〉 少数的

mula:xa:n 〈形〉 梢小

mula:s 〈名〉 小華p 晩翠

mula:sGa- 〈劫〉 罪小(使〉

mula:d9- 〈劫〉 変小

mula:d9Ga- 〈劫〉 鎗小(使〉

mulà:~in 〈名〉 IJ、妾F 小老婆

mula:~i1e- く功〉 ①作小，②化筒

~mula:c与in 同 mula:~in
mule- 〈劫〉 ~ 性交

muleldu- 〈劫〉 鳥寺\";~ 交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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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mu~aG 〈名〉 不育母羊

ロlUsao 〈形〉 {#特J ①可悪的F ②杯的

musaoGula 〈名〉 {J!& 令官J 可悪的

mUS9 〈名〉 輸牛

ロlUS9 une: ー匂守~フ 輔乳牛 「先

ロlUj;l9 〈吋位〉 市(1"') M ①前面F ②対面F ③ 

mu伺 ja:g 蔵s 関R・ 前次F 上次

ロlUj;lIXa:D 〈吋位〉 府(1"')付J 梢前

mUj;lIXa::g93 く吋位〉 倫(rr)(r~向提前

mUj;llXO:羽田 〈吋位〉 市(rr) rraJ例7 前面

mu輙lgu 〈吋位〉 偽 (TT) 耐い前面的

mu~igu ude 備J 前日

mu~igu kun ~~J 前人

mu~igu ~d9 4雨 n牙

mUj;lile~9 〈劫〉 市 (，!，r)~ 首先F 汗尖

mUj;li~9 く吋位〉 市(rr)内一向前P 往前

mUj;lGa- 同 mU~Ga・

mUj;lge- 、〈劫〉 伝m ①狩p ②担

mUPg9Ga- 〈劫〉 伽i<'fJ!' 行〈使〉

mUêGa- 同 mu陶a- く劫〉 挨打

mUêg9- 同 mUPg9-

mUê伊Ga- 同 mu旬9Ga・

mUêda:ー 〈劫〉 "";~ 忘i己

mUêda:叩i: 〈形〉 "n附mC 健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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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da:lGa- 〈劫〉 -;" 忘〈使〉

mufda:lds- 〈劫〉 '"'句 忘〈余}

mu~da:dal 〈名〉 '"'~ 健志

mu~d!:a: 同 mardza:

mutele・ 〈劫〉 私事w ①抜p ②拍F ③脱

muteleGa- 〈劫〉 長午'II1í'1!' ①抜〈使)，②拍〈使〉

百lUtere:ー 〈劫〉 私財， ①脱落p ②脱臼

mutou 〈名〉訳， 木美

mudaG 同 pudaG

mude:de- 〈劫〉 向~ 知道〈完成〉

mude- 〈劫〉 旬 知道 r党

muden 伊la 和持。 ①不知道p ②不知不

mude da adasa ::16'~ 不知不党

mudelGa- 〈劫〉 ~事。 ①知道(使) ，②通知

mudedal 〈名〉 {o;r ~ 知訳

muded手in 〈名〉 {o;r :d 知道的人 「的〉

mu1!;l回 〈名〉 1r:d ①猿，②申〈十二支

muri: く形〉 伝，，~ ①歪的P ②曲的F ③ 

mUrI:IJ93 nau- 匂T帽 斜視 L斜的

ロlUr1: san: ~~ 歪的.不正的

ロlurl!SGa- 〈劫〉 旬開~ 歪〈使)，邪〈使)

muri:de- 〈劫〉 伝可申 変邪

muri:dooa・ 〈劫〉 匂時町 ①弄歪p ②弄邪

muro:ロ 〈名〉 も~ ①江p ②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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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ro:n tçJ ir官 ①江述p ②河岸

muro:n ~9bla・ ?に成江

muro:ndi! 〈形〉 ~c，i(I 有江河的 n主用〉

muru: 〈名〉 知宮@ 錯i畏〈常与 marGa:n
/ 

百lUrg3 〈名〉 褐子(一幹帯色衣杉)

murg3 de:I - q梢 褐杉

murg3n 〈形〉 1rrfJﾌ (手〉巧

murg3~9 〈名〉 褐匠(作褐杉的)

murgo: <ì吾〉 不需要F 勿

murgu- 〈劫〉 令官命 ①〈相)頂，②櫨失，

murguGa- 同 mur伊lGa- L叩首

mur伊JGa- 〈劫〉 私官G~ ①櫨尖〈使)，②矛盾

〈使)，③頂〈使)

mur伊ld9- 〈劫〉 もT酬明 頂(余〉

mbar 〈名〉 。f 印版，

mpe:le- 〈劫〉戴: t:l.島町司・ 友展

S 

sa:・ 〈劫〉 命" 挨妨

sa: くi吾〉 日阿(表示疑問〉

sa: Gar9- -~ 友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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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ba:g 〈名〉訳z 麹跨

sa:bu 〈名〉訳z 紗布

sa:pu:也9 同 t吉a:pu:也9
( 

sa:xu 〈名〉訳z 茶壷p 水壷

sa:g9- 〈劫〉双: -() 擦f<使) ，③駆鬼〈使}

sa:g9Ga- 〈劫〉訳s ーω ①擦(使) ，②摩譲

sa:19 〈名〉 ""wl~ 母羊

sa:1Ga・ 〈劫〉 吻内， 按妨(使〉

sa:ma 〈名〉 作用

sa:r 同 ~:r

sa:r 〈名〉訳: -JL 麹

sa:r 〈量〉訳s ーJL 荏

sa:r 同 sdz:a:r 〈名〉 ①根脚F ②根

sai 同色ai

sain 〈形〉 判d 好

sama 〈情〉 句1， 好日巴(表示同意〉

sa油田Ga・ 〈劫〉 令~6nt 変好〈使〉

sa泊009- 〈劫〉 令~'ÕI ①変好F ②安逸

sain9d9Ga- 〈劫〉 4時r~ ①変好〈使) ，②安逸

sa加g3 〈副〉 句J例7 好好地 l<使}

sain-du 〈形〉 物./-;9 好赴

/ saixan 〈形〉 旬"'" ①美商p ②好

saixanxa:n 〈形〉 制桝J ①梢美，②梢好

刊誌anxa:Dg3 〈形〉 旬開J向①美点JL，②好点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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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虔xang3 〈形〉 ~肘7 ①美点JL，②好点)[.

Bai玄ánGula 〈形〉 句帽Jー ①倶美p ②f良好看

SåiG組問 saixàn

同組a:rd四. 〈劫〉 受慢

B�idai 〈名〉 面条〈食物〉

said組 〈名〉蔵s 奇 '''ï司・ 柴述木〈地名〉

saidi: 同 saidai

saic;b 〈名〉訳書 節子

saimala- 〈劫〉訳s 錦ーる 錆 「兜}
阻i命。G 〈劫〉 僅子〈ー科技小的背

sau- 〈名〉 句司 坐

sau derle- 下蛋 f服

sau sau 〈名〉 土族姑娘穿的帯話衣

sau 同 su:

sauxan 〈名〉双z 仕火 位洞

saugu Ga~ær 〈名〉 句m&和d ①住史上p ②放恰

sauIGa・ 〈劫〉 句均， ìl:坐

sauIGa 〈名〉 句制ヲ 水橋

saulde- 〈劫〉 4ポ明 坐〈余〉

saudal 〈名〉 句ポ 坐相

sau1p誅 〈名〉訳z 草圏 蒸笈的園子

sau~i羽Gula 〈形劫〉 句'C':J~~ザ坐着的(隻数〉

~F 同 sam

sana- 〈劫〉 句 ①想，憶念，⑧打島

時。



⑤自付p ④廿算

sanalGa・ 〈劫〉 令!"T 算(使〉

s瀟ald9- 〈劫〉 令F 旬 ①息詰p ②週避

sanadal 〈名〉 情.，~ 算法

san~a:r 〈名〉 '"珂曹f 糞又

san~a:rda- 〈劫〉 物叩押 用糞又打

san~;)lJ 〈形〉蔵s 翁剖守~Z::' 小心

san~;)lJla・ 〈劫〉蔵z 翁剖剥'吾と・ーも，J、心

san侮;)lJlaGa- 〈劫〉蔵: ~iJl剖・還と-1rw小 JL.' (使〉

san~;)lJd9- 〈劫〉蔵z 翁例制'吾1:;' -'�' 1艮小心

sanc包1 〈名〉 刺JL

sa司 〈名〉蔵z 剥良明 活備

salJø~9 〈名〉蔵z 剥と剖・号剥 ①大丞p ②秤迦悌

salJød同le- 〈劫〉蔵s 剥民剥・号明 敬仰

salJr~9 同 salJø~9

saGadal 〈名〉 制~ ①問題，②向的梓子

saosi:・ 〈劫〉 物雨明 毛友宜竪

阿国i:lGa- 〈劫〉 """~ 毛友宜竪(使〉 「吋

sa思l 〈名〉 ①吋向，②空隙，②隈

sala 〈名〉 令:W~ ①枝P ②又子『分譲

salala- 〈劫〉 制'w1r ①分枝P ②分又P ③ 

salalalJ 〈名、事〉 ①鈴p ②崎日郎日郎 (鈴

声〉

t 凪ladu 〈形〉 ~ ①帯枝的p ②帯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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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i: 〈名〉蔵z 鞠・同町 泥瓦活

saliu xai く名〉 誘花睦

salki: 〈名〉 -1ft~ 微凡

salma- 同 samla- '" samna-

sam 〈名〉 令rt 杭子

samufe耐 〈劫〉 令~f 拐

samna- 〈劫〉 令ち， 杭

samba 〈名〉 神~

samba jamba 各神各祥

sambadu 〈形〉 神美的

samla- 同 samna- '" s�lma 

samlaGa- 〈功〉 併l""!!' 杭(使)

sam侮;)lJla- 〈劫〉 蔵: ~ð\I司・ポ' 注意

sasa:ku 〈名〉訳z 挟祝祷 汗柏樟

sasa 〈名〉 ①塑像p ②備像

sadau 〈名〉訳s 切刀

sadu: 同 sadau

sa~agai 同 sad手igai

sad手igai 〈名〉 ~(' 喜鵠

sad手ile- 〈劫〉 令mも 散P 散汗

sa~ileGa・ 〈劫〉 4明もv ①粉砕(使) ，②散

L<使)

sad手id手加 〈名〉 4明 d 撒播者

回d手ira:ー 〈劫〉 物~ ①散汗p ②脱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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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也9・
、

〈劫〉 令" ①酒{水)，②撒

sa~9- 〈劫〉 物宮町 吃椋

sac加G 〈名〉 句.J 穂子F 甥子

sajo: 〈名〉訳s 山弱p 土豆

sar 〈名〉 肘間

sar 〈形〉 ①合遥p ②能力

sar XUGui 恨合透

sara:d9- 〈劫〉 吻~ 醒

sara 〈名〉 ~ ①月亮，②月扮

saradi: 〈形〉 ~~ 有月亮的

sari: 〈形〉 令官官q ①歪F ②邪F ③不正

sar9- 〈劫〉 句 穿醒，醒

sar9 〈名〉 句ポ 秋皮毛

sar9n 〈形〉 旬。J 涼爽

sar9nga 〈形〉 柵J~ 涼点

sar9nle- 〈劫〉 帝京命誌 乗凍

Sar9nSGa- 〈劫〉 句制。 涼(使〉

sarend9- 〈劫〉 吻同事 変涼

sar9nd9Ga・ 〈劫〉 旬。;r 00 涼(使〉

sar91Ga・同 sarGa・

sarba: 〈名〉 街寒

sarba 〈名〉戴: ~.司・ 毛根

sarGa・ 〈劫〉 吻索。 醒(使〉

sarg3・ 〈功〉 句伽 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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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rg31Ga・ 〈劫〉 旬。柿 提醒〈使〉

sargu 〈吋位〉 怖.~ F日投

sargu niur 知甲f 岡技 「水之北

sargu rOG W可 ①悶披p ②ÚJ之南F

sar1a- 〈劫〉 ①相l::b 比較p ②比

饗p ③量尺寸F ④武

sarla~i uè与e・ 試涜看

sarlald9・ 〈劫〉 比饗(余)

saua: 〈名〉 帰7 ①器具，器皿，②洗股

s蛄a:fl;l9 〈名〉 命@冒q 作器具的匠人 l盆

sauar 〈名〉 令制 又子

s蛄蚌da- 〈劫〉 4劫w 用文子挑、打

se:r 〈名〉双s ①銭F ②(人民市)元

se:r aSGU- 制m.e 借銭

si: <ì吾〉 制J ①不，②没

s9n 〈名〉双z 震

回n 〈名〉双z 省(行政区〉

s9na:・ 〈劫〉 -1IlT~ ①伸，仲倣腰，②〈腿

S91;)g9 〈名〉 蔵z 翁R・司 獅 1行劫物〉照行

s9lJ99 mo:rl�- ら~ 獅晩

間関9 ~i~iGa 明;."，1ヲ 獅恵子

s9xu:l�- 〈劫〉波z 一忌 伺候

S9G 〈名〉 美哲

s9geld9・ 〈劫〉 遇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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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91a: 同 sula:

s91aト同 s叫 a:・

s91a:xa:n 〈形〉 伯明J 梢秘

s91a:xa:ng3 〈形〉 制d 制7 梢松

S9mu 同 sumu

S9ロlUla- 〈劫〉双=思諜ーも①想p ②思諜p ③考

s9mbe:l 〈名〉 央杉 l慮

回m~æn 〈名〉 ①坐世，②宇宙

s9m~;)lJla- 〈劫〉 ①提防p ②小心p ③

防各F ④当心

S9r s9r 〈事〉 令t 令f 調瓶(小民声〉

s9rsn 〈名〉 影子

ssru:ssle- 〈劫〉 帰料品 ⑦略H閏F ⑤吹『

S1: 〈事〉 明rr (濫抜力声〉

Sl:fu 〈名〉双， 姉交

sl:te: 〈名〉技z 桟秩

Sl:d�lJl�- 〈劫〉双: t.弐ー 間

Sl:也au 〈名> ì史 E ⑦f任安F ⑨業戚

sl:&s 〈名> ì史 z 柿子

s]msge:r 〈副〉 ~削f ⑦情情地p ②秘密地

so: 〈名〉夜s 梧i臭

so: 〈名〉技s 鰹 強力

so:ban 同色o:ban 「欺負

so:bolo- 〈劫〉 ①看病p ②治庁p 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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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ò:la・ 〈劫〉波z 鵠ー為 犯鵠1臭

so:laGa- 〈劫〉訳z 積一旬 弄惜

so:r 〈名〉双z 鎖JL 項圏

so:ri: 〈名〉 ①旋1月p ②友旋

son9 〈名〉 令守守 夜

son~iGa- 〈劫〉双z 算i十一?批i平(使〉

son~9- 〈劫〉訳z 算i十 批坪

sobda- 同色o:da-

SOGSOG 〈名〉 ①堆釈p ②群 「来

SOGsoGla- 〈劫〉 ⑦堆起来p ⑨集中起

SOGsoGlaGa- 〈劫〉 ⑦培起来 y ⑦穿:申担

SOGdo: 〈君、劫〉 ⑦士堆，②槙(邪)l来

SolGui 〈形〉 併柄。 左

SolGui Gar 制 左手

sO]Gui r:>G W吋 左透，左方向

SolGui uar:>l;) 向~ 左右

SOSO 〈形〉 σ)~， (奇秘較

SOSOd9- 〈劫〉 ⑦空き膚， ②斐散

SOSOd9Ga- 〈劫〉 苦言(使)

sosoro:ー 〈劫〉 ①斐虚F ②斐散 4

SO~;)G 同 sa~;)G

sor 伊la ー- ~M 宏比

soros9 buldu: 〈名〉 句frd- 輪婿

soros9 〈名〉 句柑・匂同野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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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ひ1Jra 〈名〉 斗〈量殺食用的〉

出'lJGU- 向 SOlJGト

SOlJGO 〈名〉 宅

S;)lJGU- 〈劫〉 知句" 迭捧

S;:JlJGUGa噌 く劫〉 知市'!!' 述拝(使〉

S;)羽mOlJ 〈名〉訳z 清明 清明哲

SQlJd9- 〈劫〉訳z 重一。 霊新

sOlJ1J;li solkan 〈名〉 識経名

S01J1J;l i s;:JIJr a b 〈名〉 識経名

S01J1J;l9- 〈劫〉 交換

S;)IJra: j誑9 〈名〉戴: a;c::・弐'併号 鵠骨

S;)IJua: 〈名〉戴: iß民・警守司Fi' 倒実者

s;:JGdo: く名〉 物事 ①〈酒〉醇F ①蘇醇

S;)Gd;) :lJg i: 〈形、名〉匂叩吻q ①〈酒〉酔的F ②酔2又

S;)Gdo:lGa崎 〈劫〉 物叩~ 酔(使〉

s;)Gdo:rà: 嶋 〈劫〉 4酬明司F (酒〉酔

SU: く名〉訳z 酷

SU; 〈名〉 令官@ 膜

SU: do:ra 句~) 膜下

SU: く事〉 訳z 5吏

SU:g3 〈名〉 情句 耳E金子、耳邦

SU:g3 d'aO:- 柿 戴耳部

SU: 31e- 〈劫〉 対〈冷 出目撃

su:l く名〉 嶋守 尾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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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19- 〈劫〉 句官事 拍(出) ，抜〈出〉

su:19- 〈劫〉 匂骨格 勿銭、穿銭

su:19Ga- 〈劫〉 令神平rO 穿銭〈使〉

su:ldi: 〈形〉 -1rG~~ 有尾巴的

su:l�9 〈名〉 匂刊号 胆

su:da- 〈劫〉 句時 央在膜下

su:daGa- 〈劫〉 句押'!l' 央在膜下〈使〉

SU:~9 〈名〉 市~<' 跨骨

su:ra: ‘ 〈劫〉 ①滑、溜F ②照行

su:ra: na: ー一 10，!"， 滑倒

su:r�:IGa- 〈劫〉 滑〈使〉

su:re:s9 〈名〉 令倫111&1 愁腸

su:re:s91e- 〈劫〉 令偽vイ拘る 喚声収笥

suanpan 〈名〉双， 算盆

suampan 同 suanpan

suila- 〈劫〉訳s 一裕 随

suida: 〈形〉訳s 随一。 慢

sUida:la- 〈劫〉訳書随一柿 放慢

sUlda:rla- 同 suida:la-

sun 〈名〉 ~ 如、乳

sun bau- 向曹 下乳

sun baulGa- 句~ 催乳

sun sa:ー 句， 排拐 r仲愉腰

suna:ー 〈劫〉 句nt ①伸展，②打可欠，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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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a:lGa・ 〈劫〉 旬ポF 伸展(使〉

Sune:也9 〈名〉 匂w帰e 東魂

sunos9司 〈名〉 frrrad 肝

sunOSGa- 〈劫〉 句. 肝〈使〉

suno吋a- 〈劫〉 句向 肝到(使〉

sunosdal 〈名〉 旬刊電荷 ①消息p ②肝的祥子

suno~da- 同 sunosda- ~ sunorda-

sunorda- 同 sunosda・~. suno~da-

sundi: 〈形〉 ~~ 有妨的

sundi: 1l;la: :rr~ 妨茶

sundula- 〈劫〉 物柿 墨騎

sundulalGa- 〈劫〉 知事1t'w 墨騎(使〉

sundz9 〈名〉訳s 司、子

sundz9 Çlic与yn 制'" 弥女

sUlJ9umG 〈名〉 知時I~ 葱

sUGur 岡田町

sugo 〈名〉 情<? 斧

sula: 〈形〉 +i+J ①秘的，⑤空間的

sula:- 〈劫〉 10術品 ①伏p ②捷(水)，③

sula:lGa- 〈劫〉 1t7偽晶 T 炊(使〉 l葬育

sula:lGa- 〈劫〉 ~ 放松(使〉

叩là:d9・ 〈劫〉 匂格1;' 変松

sula:dooa- 〈劫〉 令指;t'!!' 変松(使〉

sula:delGa・同 sula:d9Ga-

139 



su1勾GU 同 sl:>:!JGU

sumu 〈名〉 -10M ①箭，②(蜂等的〉

sumu u~u:r 匂明GI: 箭尖 l刺計

sumu ~ida: 開J 箭共

sumuda- 〈劫〉 令~ 射〈箭〉

sumudaGa・ 〈劫〉 併時!J' 射箭(使〉

sumuda1d9- 〈劫〉 匂~句 射〈余)

sumu1j;ls 〈名〉 令島宮q 射手P 弓箭手

sumba:・ 〈劫〉 ①照行p ②嬬劫

sumbunaGri: 〈名〉 ①姻虫p ②虹弼1，

sumbul:>G 〈名〉 水泡 i③条虫

sumbur 〈名〉 匂舟E 群山峰

sumbur 〈形〉 完整

su也omba 〈名〉戴s 麺剖'勾' 松柑 『刃

surs- 〈劫〉 -Il1電 包〉学刃，②刃憤，③熟

surs- 〈劫〉秘s 禿速舌 51..出①酪，②倒

surs 〈名〉 一神山柴 f状

surs sula:ng3 柿伯咽J ①松松寺苓，②庖打

sursGa- 〈劫〉 句!J' 学司(使〉

sursm回G 〈名〉 句柿d 羽当士t 

sursdal 〈名〉 -Il1~ ①作風F ②学民

surGa:・
〈劫〉 -Il1~ 教

surGa:Ga・
〈劫〉 -Il1~ !J' 教〈使〉

surG�:dal 〈名〉 物wr .，:x 教学法P 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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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rGa:ctin 〈名〉 令wrJ 教姉

surgu- 〈劫〉 <\OO~刊 ①抹P ②徐

surfluGa- く功〉 句~O 抹(使)

Eurfjul9- 〈劫〉 相持品 ①抹，②徐

5urgulGa- 同 surguGa-

sur!a-- 〈功〉 玩弄

SUl"C思lD ノ〈名〉 句寓J 学生

ちna"- I弓 suna:-

I.;. n 司c-æ，a く名〉 牛鼻圏

snaGxder fHl sneg;der 

snamba 〈名〉載s 割守司・ ①医生P ②豆生員

えnamba Ur9- 1!.m i青医生

sne:Ga- 〈劫〉 4曹守同 ①消天〈使)，②浪天

(使)，③熔天(使〉

sneg;der 〈名〉 ①粗奮瓶P ②宝瓶

sner 〈名〉癒z 号『 后革秩

sba 〈量〉 一片F 一頁

sbai 〈名〉 唱ヤ~(' 青楳

sba� Iama 制~) 杏

sbarJa 〈劫〉 料理

sbarlaGa- く劫〉 料理(使〉

SGa: 〈名〉 的

SGa:d9閏 〈劫〉 柑明酬 倒{完成)

sGa- く劫〉 制句F ①阿，②打肝，③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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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a- 〈劫〉 市命" 倒

SGau 〈名〉訳z 吋候 ①吋候，②吋期p ③

SGan 〈形〉 句rrrI 美而的 L空|潤

回an go 制り 好肝的

SGan deﾇl9 、がí~ 好吃的

SGaJ 〈名〉 令情守 胡須

sGal gi: 似》 留胡子

SGal "4l irGa:ー <'tm' 舌iJ胡子

sGalGa- 〈劫〉 制加耐明 向(使〉

国aldi: 〈形〉 令同官T\' 有胡須的

間ald9- 〈劫〉 制~唱。 互相向好

SGo19- , 〈劫〉 旬開晶 弄陪

sGuda- 〈劫〉 旬?併胃申 賜(互)

SGur 〈形、名〉 旬間f ①膳的y ②盲人

sGuro:ー 〈劫〉 句明官' 変臨

SGuro :lJ91: 〈名〉 句W官官ボい H喜子

司a羽同 ~galJ

開ala: ー 〈劫〉 変痩

sg町 〈名〉 声音

sgardi: く形〉 有声的

sge- く功〉 J;.，問 ①凪p ②児面

sgegua- 〈劫〉 h同1u，<' 能看児

sgelGa- 〈劫〉 句ボ? 児(使)

soeldo- く功〉 令官明均 相会P 遇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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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3~a: 〈名〉戴z 司 R ・ 5 ・ 活言

sg1: 〈名〉 旬h\)\' ①破喧片，②尿布

Sg9- 〈劫〉 令α ①守íP，②等侯

sg91 〈名〉 制時守 ①IL\' ②思想

sg91-1a li: r9gun9 ~~将柿令Jぅ不如意的

sg91-d9 bau- 電F 向" i己住

sg91-d9 sau- 。 令官胃 i己住

sg91 tai- 材~ i人真的P 注意

sg91ti:ー同 sg91 tai-

sg91-1a く名〉 向柑~ ①満意的，②随犀的

sg91Ga事 〈劫〉 ~~ i上等

sg91d9- く劫〉 何I~ 等候〈余〉

sg91du く形〉 令明(I;~ ①好心的P ②有心的

sg9da1 〈名〉 制同守 ①留F ②守炉法

sg9re: ー 〈功〉 ヰボ切 ①麻痛p ②刺痛

sg9re:lGa- 〈功〉 -h-.<¥:;v ;'!l' 麻痛〈使)

sgo: 一 〈劫〉竿z 捗可 T吋下 EZ 

sgo:lGa- く功〉 w刊初 思(使)

sgo:ld9- 〈劫〉 \~州事 思(余〉

sgo:dal 〈名〉 \'(7\('r~tr ①耳i吾，②詩的祥子

sgo 同 sugo

sgol 〈名〉 旬叫{禎 脚

sgolda- 〈劫〉 対1(1弁明 甥

sgoldaGa- く劫〉 制侍明。 賜(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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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旬oldalde- 〈劫〉 補償. 甥〈余〉

喝ode- 〈劫〉 匂T伽， 脆

喝odeoa- 〈劫〉 4軍神.，0 脆〈使〉

sgodeloa- 同司odooa・

sgodedal 〈名〉 令T伽 d 脆的祥子

sgor 〈形〉戴z ド・ 国

咽orlo- 〈劫〉戴E 司弐ー為 ①閤鏡，②特圏

喝ormo xai 〈名〉 一睡 場花鮭 r神支

喝U 〈名〉戴z き ①塑像，②神牌F ③ 

S伊1mbun 〈名〉蔵z 号・《弓W 塔カミ寺〈寺名〉

噌ura: 〈名〉 蔵z 司R ・司・ 特山(ー神宗教活劫〉

slo:gou 〈名〉 惜同rI， 彩虹

sb:gou oar~~a 令育、~~ 現虹

sb:gou 伊idad同 削除'""'~ 消虹

sman 〈名〉戴: ~~' 弱

sman penpen也9 片片子 弱片

sman surgu 相官〈も 上蔀，敷弱

sman s也u ~暗号 萄水

Sロlan uare- @明 自己萄

S区lanba: 〈名〉蔵s 笥司 'q' 産生

smanba:~e 〈名〉蔵z 裁可同・- :~医生

sman~e 〈名〉蔵: ~~'q' -:~①医生，②炉士，⑨

sme:n 〈名〉 情噌7 店 L蔚剤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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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uge:r 問 stmsge:r -

smur~æn 〈名〉 匂持 金リ

sder 〈名〉蔵s 注"5:1:1\' ①神衣上掛下的布

条，②被封治神畜的阜、曝、牛、山羊等

B也a:r 岡崎:r

s也a- 〈劫〉 柿 ①修p ②倣

s訛nds 〈名〉 后年

s訛u 〈名〉 同7 薫香

s訛u1a- 〈劫〉 物+弘 薫香

B也aaa- 同 saa・

S也aaadal 同 saaadál

s訛liu 〈形〉 清楚

s也aIiuuga 〈形〉 清楚点

s訛liusaa- 〈劫〉 清楚〈使}

s也aliude- 〈劫〉 変清楚

s訛1iud9Ga- 〈劫〉 弄清楚〈使〉

s訛mu 〈形〉 ①荒涼，②貧磨

s(危ar 〈名〉蔵 : g守 ①打肝p ②技尋p

s也araa 〈形〉 喜音 L③偵察

s也are- 〈劫〉 ①起泡，②突起

s訛ru: 〈名〉蔵: g"ミ可制 来房p 来族

s訛rla- 〈劫〉蔵: g守ー晶 打折

s也armi: 〈名〉 ①木炭，②草木炭y

s訛ua 〈名〉誠z 喜 "q 根源、 L③火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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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gema: malGa 〈名〉 - {吋ヲ綿鍛的帽子

s也sn 〈数〉 ~ 九

sdwr 〈名〉 油持面

S也01J‘ 〈名〉蔵: "'1司r ①指令，指示，②神論

S也3羽 bau- 句甲 下指示P 下旨

sdz:01Jla- 〈劫〉蕗z 司号.::'ー恥①下指示P ②下神論

sdz:01JlaGa- 〈劫〉蔵z 勺ぎに'一旬指示(使〉

S也01JSO 同 sdz:o羽

sdz:u 〈名〉 制帰 ~Yß: 

sdz:u 1l.1irGa:- C'fl'!!' 理友

sdz:u 1l.1irGa:1l.1in α，~ 理友員

s也U llars- @官耳 措友

E也 1 〈名〉 制ゆ 水

sdz:u tau- 句曹 水沖

B也u rè位QU 井

S也u-re la:ksd回 baulGa- t立 α官@向均F 投下水

sdz:uanba 〈名〉 松柑

sdz:ula- 〈劫〉 ~伽為 語水

sc包u1l.1s く名〉 ~伽:~ 提水者

sé包urs- 〈劫〉 匂~li' 倒水

sdz:urslGa - 〈劫〉 旬伽ポv 倒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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く2

。 a:ー同 fuja:-

。 a: 〈名〉 ら.J-; 懐骨

。a: 〈名〉 鹿

。a:go: 〈名〉訳z 抄銅

。a:la- 〈劫〉 ①撒，②打砕

。a:lad?;in 〈名〉 :r，~rnÌ 剥〈皮〉的人

。a:ls- 〈劫〉 品刊キτ 表リ

。a:sar 同 fuja:sar

。 a: Çl s 〈名〉訳z 抄子

。a:çsdi: 〈形〉訳: -~ 有沙子的

。a:ロliu 〈名〉 壁虎 「台子〉

j;la:也9 〈名〉 台子(晒棋吋看根的

軋:ro: 〈名〉菰z 寸実・ ①誼津，②残茶叶

。au 〈名〉 帰T.-6' 島

。aud匹ina: ・ 〈劫〉 lrtr，，(ヤ 喧昨

。an 〈形〉訳z 里 ①明星，②清楚

。an 〈名〉訳 z 昼〈行政区〉

。andan t輙id?;aG 〈名> llZ.: -:11':%勺 山丹花F 仙丹花

。a1J 〈名〉訳z 相 相片

。a1J auu- 時一 ①撮影F ②照相

軋lJ ~au!a- 照-~ 照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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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名〉訳z 賞 賞品

ロaugua 〈名〉訳z 香瓜

。auau 〈名〉訳z 山淘

~uaula 〈形〉訳z 洋一 清楚的

ç:alJç:e:la・ 〈劫〉 念f費

。alJç:i:le- 〈劫〉訳z 上席ー協 坐上席

。aucf?;iau 〈名〉双z 香蕉

。au 訛u  〈名〉訳z 香宅

ロau ju: く名 > &, 香魚

ロaa 〈形〉 砕小的

�:aag3 〈形〉 砕，零砕

ロaad9- 〈劫〉 受砕

。agni: 〈名〉 献子神位前的根食

。ama: 問。泊la: "'-' ~lma: 

。amalo: 〈名〉 歌澗名

。arla- 〈劫〉 出没

。arda g3r 〈名〉 一明 庫房

。æne 〈名〉蔵: 4 ・ 9 ・ ①家族，②宜系来罵

。ænsen 〈名〉訳= 先生

。æn<向。 〈形〉訳E 閑散 閃

�:誅dan 〈名〉双E 仙丹

�:誅cko:na 〈副〉 現在，弓上

ç:æn也9 〈名〉訳z ①弦子F ②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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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lJgan 〈形〉 制ìÌ 号〉諦的，舎琉，@溺零

。詑弓ganxa!n くJ~> 制∞J 韓棒的

~ælJganxa;ng3 〈形〉 村州ìÌ-w，可硝掃ー些的

~ælJgang3 く形〉 相〈トJ肘7 稀一些

。ælJgansca- く劫〉 旬的ボ干 稀(使〉

。ælJgand9ω く議〉 知的司F 交諦

~ælJgand9Ga- く訪〉 匂ωボF 変葎〈使〉

~æJ 〈名〉 対守 ①破璃，②鏡子

~æl nau晴 旬開 照鏡子

。æla幽 〈劫〉 柄。 ①激ロ， ミ争時

‘ �.l詬olJ 〈形> . 祷譲治

�.l詢ar 〈名〉議: 4j'制民・ {出米〈地名〉

担母mbalaød向 く名〉 醐蝶

。悶nu:l 〈名〉 帰官官守 蚊子

￠ぉdar く名〉戴z 号守究守 旗子〈手旗〉

。ærara 〈事〉 沙?少?少(~毘議声〉

鰐泡rla骨 〈劫〉鐘 :xir助成 鮪

ç.lærla嚇 〈劫〉 ¥Trft ( Q--o ) ①渓，@泊

ç.l関口na: 〈名〉蔵z 司:z:.'"". 排

ç.lærma:la噛 く劫〉戴E 奇ぞ狩 持臥，排列

。夜ll'dau 〈名〉議事守幸r ーる嬢炉

ßærdalJla時 〈劫〉戴z 守電ど一品蝶炉

�.l誦ar 〈名〉 制肘 泥

�.l誦ar xuimor 偽情手曹Z 泥修的抗下平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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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uar jonso:r-ns pacd?d: 泥倣的特槽

。æuarda- く功〉 ~'ó' 成泥待

。æuardi: く形〉 ~τ~ 有泥的

。æuar!\}s 〈名〉 矢合拍子 泥匠

。e: ー <'QJ> 旬。 撒尿F 小便

。e:le- く劫〉 訳g 舎一品 舎得

軻:lGa- く功〉 Jポ品。 撒尿(使)，小便(使〉

。e:ss 〈名〉 決似;61 尿

。e:ss alds- 1rl~ 小便失禁

。e:raG"fl;ls 〈名〉 何刷、宮守 尿床的

。e:rsls- く功〉 々京る 熔熔

çe:rle- 同 çe:re19-

ロe:rleGa- く劫〉 南京る F ①;捺(使)，②冶燦

ﾇi: く名〉 訳= 戎 l(使)

。i: daula- 句姉 唱戎

ロ1: 〈肘位〉満:句~l ①中間p ②当中

Ç1:XU羽田 く名〉 訳z 西紅柿

。1:gS- 〈劫〉訳z ーー α 吸‘、

。l:gua く名〉 訳z 西瓜

(Ji:la- く名〉 訳z 淘-1， i旬向， I可(敬語〉

。l:(JalJ 〈形〉 ①喜音的P ②姐的

。i:(Ja羽la- 〈劫〉 オヲ省P 市f金

ロi:d手ids 〈形〉、反z 稀奇的 ①美町p ②{自問

。iau ~alJ く名〉 訳z 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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ﾇID 〈名〉、反z 倍

ﾇlin xaIss イ~e 信封

Çlin 主urge均in 供府d 送信人

Çl立la: 〈名〉 ~ 壊子
6 

。 ina:ls-' . <詰〉 令Fも ①悲哀p ②怯愁

ロina:lGa働 〈劫〉マ ~;l!' 愁!辺(使〉

ロina:da也 〈名〉 市T" " 訂槙子

çina!~9 〈名〉 叫州 捜子

。IDaGa 〈名〉 句円J~ 勺子

ロinaGa xa ual'du 命品約F 有勺子般的鼻子的

蹣De:- 〈詰〉 有T吋 笑

Çline:銅像詰 〈名〉 守守司~ 可突釣

寝泊e:lGa- 〈劫〉 ~，~ 笑〈捷〉

çine:ld9幽 〈劫〉 匂!~hn 笑活〈会〉

ﾇline:dal 〈名〉 対T円時守 笑i舌

ﾇline:d9 〈名〉 1fr吋官申 笑i舌

ﾇlIDlUl'a 〈名〉 ~~附 新婚相

輅na 〈形〉 ~Iぅ 新的P 新幹的

。ffi9 a:伊1 間姑 CD大姑ま品@新婚記

容In9 n!:lg3 約7 拐一

。in9 fon 、J 新年

ﾇlin9 k9d9 〈明 上旬

ﾇlIDa sara ~) 春市

(<l in9 ta: ua:Q 嶋4 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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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in9 è包e:uu 姐夫 新女婿

。ln9xa:n 〈形〉 ヤ~ 梢新

。泊exa:ng3 〈形〉 ャOJ肘7 新一些

f;!ineSGa- 〈劫〉 4守司r() 翻新〈使〉

�:ined9- 〈劫〉 匂同 ①変新p ②改新

。ined9Ga- 〈劫〉 匂Fポ下 変新〈使)

�:inla- 〈劫〉訳z ーも rr・

。 inlaGa- 〈劫〉訳z 一句 行〈使〉

。inle- 〈劫〉 句舟 ①奔年，②上供，供神

ロ泊le- 〈劫> ﾌ)Z: 一也 献

�:inleGa- 〈劫〉 常伸。 奔年(使〉

ロindere:ー 〈劫〉 ①溶化，②熔化

ロindere:Ga- 〈劫〉 ①捺(使)，②消溶

。泊$ir 〈名〉 和，，(' 縫子 L<使)

。in$irle- 〈劫〉 伽宮T与， 上縫子

。11Jge: ・ 〈劫〉 匂以F 消化

。i羽ge:IGa- 〈劫〉 4倒的 消化〈使)

。~g3n 向。æ:r;)9an

。~1!;li 〈名〉訳z 星期

。lXa:ー 〈劫〉 雨明 排

。iGa:・問。ixa:ー'" ~Ga: ー

。lGal 〈名〉 品曹司 腿

fJiGai-na: xa$u:le- 討、柑 文汗腿

�Gai $ild手.ÎGa W~， 腿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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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 Ig0 〈名〉 顛: ~勺・叱 柏栂

。igoda- 〈劫〉蔵Z3N--e 用柏樹姻薫

。igu:de 〈名〉 \'IÔ')憾d 大n

。19u1 〈形劫〉 幅制 ①要去，②想去

�gulo1J 〈名〉 水槽

ç: igulOG 問。igub1J '"'-'ロyguh1J

。ilo:r 〈名〉醸: ~.~. ①面条p ②渇p ③飯

øilO1J同 ~lo1J '"'-' 轌b1J 

ロ ilo1Jgu 同 ~lo1Jgu

日i1go:・ 〈劫〉 ~o 持劫

日 ilgo:Ga 〈功〉 4電1何} 持劫(使)

日lma: く名〉 胎衣

ロ ima: IiGa- 〈劫〉 哨~ 巻起(使)

ロima:ls- 〈劫〉 術品 巻起p 挽起

。lme:n 〈名〉 常ザ3 汁

。 imerle- く劫〉 抹 (mauli:xa:n-ds

(;l imerle 額上抹油)

輅mer"4;s 〈名〉 能協会道的人

。ims- 向。imu-

。lmu- 〈劫〉 々品 ①吸，②晩

。lmUGa- 〈劫〉 常品。 吸(使)

çimul 向。æmu:l

Cllmur 〈名〉 術向f 吸管

gimsu:l 〈名〉 帰一 苔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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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Çlyr 〈名〉 鞭鞘

øi~ir Gual 〈名〉 一街v守 京拘(地名) r④友焼

ロira:ー 〈劫〉 村可F ①焼p ②愛p ③姥，

。ira:lGa・ 〈劫〉 句I'!!'~ ①焚(使) ，②賂(使)

。ira:lds- 〈劫〉 4明，!J...， 焼(永)，火葬(余)

。ira:~in 〈名〉 物1!'~ 焼的人

輜ra 〈名〉 失錯

ﾇllra 〈形〉 -I;{ ') 黄的

ﾇllra a:S9 令官再開制 黄牛

ﾇllra lJGUaS9 T冒~S' ①汗毛F ②黄毛

。ira xu:ré同 .çn;町村 京翠

ロira k9S9- 。すlÍa 胃酸

ﾇlira sdz:u 匂iiG' 黄水

ロlra ﾇlU: 婦別 猫尖鷹

ﾇllraxa:n 〈形〉 句附J 梢黄

。iral~in 〈名〉 4<,vi",J 黄刺(ー称植物〉

。lraml: 〈名〉 ~~') 'Íc守f 黄鼠狼

ロlraSGa- 〈劫〉 慌が\1!' 変黄(使)

ロirad9- 〈劫〉 -\;J;T~ 変黄

。irad9Ga- 〈劫〉 旬押 変黄(使)

。ira"t!;lin 〈名〉 対腎t 黄色弱

。ira"t!;lir 〈形〉 -I;l;r ".,;' 梢黄

。lre: 〈名〉 怖句 巣子

。lr9- く劫〉 ~ 幼〈桂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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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 irsn 〈形〉 句曹(ðJ 粗槌的，粗裡的

Gllr9Ga- 〈功〉 南京。 合内(鞍底等) (使)

。 lro: 〈収〉 時n~ (表示愛惜〉

ロ1r0: く名〉蔵z なぞ 午后P 下午

。lro:gun 〈名〉蔵: ~.玲-nv{晩坂

。iro:dsn9 〈名〉譲z な玲ー 在午后

。iro:dsgu く形〉蔵: ~・於ー柿、午后的

。lru: 〈名〉 雨情ぐ 土

ロiru:da- 〈劫〉 4腎~ ①坐土?占汚，②元精

。iru:di: 〈形〉 南関電!(' 有土的 L神

。irbu く形〉 蕗: ~"i'笥・ ①野遥的P 告子服的，

②幸福的

ÇJirGuld?,in 〈名〉 句柿J 虫弓蚊

。lrg3n く劫〉 守c<'t 旋特

ロirgs- 向。irg3n

。1rgs- く劫〉 ~α 惨透

。lrgsGa- 〈劫〉 -\可、。 惨透〈使〉

。irgo:ー向。iJgo: 一

ロ叝guds- く劫〉班、z 失勤古傷刊甑科

ロirgudsD ﾇJirgudsn 拍搭状

。irgudsGa- く劫〉夜、z 失勤古傷刊甑科(使〉

ロ irgudslGa四同(;lirgudsGa.-

CﾌrJa-

(;llrda 

く功〉

〈劫〉

4前

çr6'~ 

①斐黄p ②枯萎

来得及p 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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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 9- 同 9侮9-

。 O:ffil: 〈名〉訳z 焼麦 包子

。o:salJ 〈名〉訳z 学生

�:talJ 〈名〉訳z 学堂 学校

。o:rda 〈副〉 愉J 立問J，随関J， 弓上

f;l o:rdo 同f;lo:rda

。01a- 〈劫〉訳z ー骨 制

。010- 同 ~ola-

。01go 〈名〉 唾液

f;l oldo羽 〈名〉訳z 水洞 ①水坑F ②洞

。orGo1 向。orGol

ロorGul<tin 同 ~irGul<tin

�rGu! く名〉 ト，卦

。orGul u<te- 一勧伊 占ト

�UGo:r く形〉訳z 双-<同f 双抱胎

f;lOUGUr 同ロOUGu:r

f;loula oau�ir 〈名〉訳z 双一弘知明CxJ(.)屡長杉

�Ulo- 〈功〉訳z 一量 挫p 円

ØOG 同1'OG "" <toG 

f;loGla- 〈劫〉 ゐ，長 秒間

�GlaGa- 〈劫〉 4明舟!!' ~、 i南〈使)

伺Glo- 間的G1a・

ØOG~倒1 〈形〉 知句J ①熱閥的F ②活法的

f;lOG司自民lJg3 く形〉 ゐ時~/~ 熱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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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Gura:- く苅〉 角4弘司 ①耕出来，②空干，

⑨倒干

CYGura:Ga- く劫〉 4市明;t t ①排出(使) ，②空干

ロyge- く劫〉 訳z 詐-('; 許活 l (使)

ロygo 同 êgo "'v c刕o 

ロygulo1J同 øiguloむ'"'-' �gubG 

Cy19- 〈劫〉 九平， ①削タ②劉

。y19Ga- 〈劫〉 ~h..明 ①削(使)，②刻

〈使) ，③摘(使)

cy19s9 〈名〉 ~，与~ 肉土主

øybIJ 同ロiblJ '"'-' 麝oIJ 

cylo:r 同 cí!o:r

cyda: 〈名〉訳z 雰述

。y~0:dz9 同 Ø~o:Sl

ロyre:- 一〈劫〉 制帽 キ自信

cyre:Ga- く劫〉 食品可?。 相信(使〉

町re:dal 〈名〉 制T帯電荷 信頼

�re 〈名〉 ~.t6' 瑚瑚

ロyro:ー く劫〉 1çポ 祝底

。:yro: 同 ciro:

cyro:d手in 〈名〉 旬1;l)'\1 ';!'�J 祝雇者

Gyru: 同位u:

çyrun 岡山en

cyrunSGa- 〈劫〉 女官官制的 粗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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句r，'unde姐

øyrundsGa、

勾rruU93

担~a:ー

øé加:lGa

ø~a:lds 

øc加u

ぐ劫〉 供w恥

く功〉 句時守合

〈形> -1耐J 令ぐり

〈名、劫> ~J 

く功> ~句

〈劫> ~~ 

〈名〉

時au <名〉 16'~e 

供(}JOp~au-na: ko:lGa-

。~auda- <劫〉

�d?:ar; <名〉

ロ~au ti:ー

G~a.羽セ~9

Q~司G

ロ~aGa:r

G訛G-na: 

ロピ伝ær

Çl~ærGai 

~e:ー

Çl~e:le-

ロ命令leGa- . 

p~e:lGa-

(l~e:ld(;)-

ぐ名〉

て名〉

〈副〉

〈副〉

〈名〉

ぐ形〉 -1;'.".伊~

〈劫〉恰

〈劫〉蘇: ~'W 一匹

〈劫〉癒: ~~.一旬

〈劫〉

〈劫〉

,,, ;G 
匂冒~ ;官官

斐粗描(使)

j笠粒(使)

粗槌些

①歌子F ②歌

歌(使)

駄(余〉

鞭子

①胸開p ②胸F ⑨胸

挺胸 1骨

鞭拍

毛色， 毛主子

持哲子

毛主匠

⑦膝蓋骨，②崩固形

伊T小京商p ⑨銭杵詑

独自，探独地

独閏

⑦材料，②京西

破的

書p 差陛

①~展F ②誕生

支展(使〉

差(使)

差(余)

159 



Gd?;e:dal 〈名〉 、弐~ 祉，辱

。偽i: 〈吋位〉識: ~~同 ①中心，中間，当申p

②核JL.\

Gd再i:毎9 〈名〉戴I ~~肉-吋①中心的，②中指

Gd?;i:1l;!s xurs 偽問e 中指

~ilGa- 〈劫〉 相午。 i上去

�d?;i1ds- 〈劫〉 守宮T 柿 去〈余〉

GC与ir 〈名〉 ①践子F ②商〈度量

。d?;irle- 〈劫〉 秤 l単位〉

。d?;irleoa- 〈劫〉 秤{使〉

ロd?;irbu: 問。irbu

Gd?;irhu: a:dal 句司 幸福生活

。d事9- 〈劫、助'içlJ> 憎 ①去，②拾主要劫i司

増添遺行、趨向、完成等意χ

(.lC与0:S9 〈名〉竿z 希祉制、 樹

。d?;o:ss ~u:r 蜘~ 樹根

以~019- 〈劫〉 Q，.品 水升，沸

。:d?;olGa- 〈劫〉 制守 焼升(水〉

。d?;;J苛10- 〈劫〉 掠胞

G~u:r 〈名〉 、，向者 ①康子，②基砧，摂

G~u:r ti:ー 材会 巽基 i基，⑨根子

~u:r9 〈名〉 旬弐匂e 差，思!:，害顎 「的
cltu:rdu 〈形〉 h均n9 ①好差的F ②愛面子

。d手yæn 〈名〉蔵事事司 ①栄系p ②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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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yæn gua 、根 没有美系 L⑨毛病

G~yæn 〈名〉 ①損失，②残庭的，⑨

Gd手戸1 〈名〉 キ時/ ①女JL ，②姑娘 LZ定年

~yn diu 匂僻 妹妹

。~yl~aG 〈名〉 10&1 姑娘

Gd手~a:ー 〈劫〉 句胃 ①相遇，遇到p ②集

。~yt羽:Ga- 〈劫〉 10" 'c' 集合(使) 1 合

G~yre:・ く劫〉 喧時，砂悶

。<J?yre:ー同町re: ー

。~yre:羽gi: 〈形〉 受砂間的

5 

ョauda- 〈劫〉 教唆， 0愛使

sanma: 〈名〉双z 璃弓

劦ang9- 〈劫〉訳z 肉ー α ①浮劫，②顛悠

事anlJg9n tlang9n 浮劫状F 甑悠状

sandzs 〈名〉訳z 扇子

:;;anma羽la・|司容3.IJli3.IJ 1a-

~aIJbanla- く劫〉訳z ー為 上班

:;;alJla- 〈劫〉奴=一品 足3EEEF: 

�l:1lJla'- 〈劫〉訳z ー晶 ①上 (n) ，②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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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Jla- 〈劫〉双z ー為 鏑〈軽〉 i幼

~alJla- 〈劫〉訳z ーも 賞

~alJlaGa- 〈劫〉双z 上一旬 ヂ〆ぜ:0事平ìl

~alJ1ialJla- 〈劫〉訳z ーも 商量

�a.lJdian 〈名〉訳z 商店， rゴ市部

~aG 同 caG

~aGla- 〈劫〉 弄砕p 切砕

~aGlaGa- 〈劫〉 弄砕〈使}

se:le- 〈劫〉訳 z ー-i， 除lQf;j

~e: 1saila- 〈劫〉訳z 除財一品 ①寺本p ②除財

ssndzs 〈名> �Z: 升(計量単位)

t?sndzsla- 〈劫〉双z 升子一品 用升量

tn:ban 〈名〉双= 石板

S.lXUl 〈名〉訳z 石灰

s.lma: 向。ima: ""' cama: 

~ltou 〈名〉双z 石尖

s.tdo:1a- 〈劫〉双z ーや 拾援

s.t<~alJ 〈名〉双z 石匠

Sldz] く名〉 双z “十"字

手o:dzl 〈名〉双= 焼2氏〈拾死人焼的妖〉

~u:biau 〈名〉双= 手表

事u:da- 同s.auda-

事ualJlo- 〈劫〉訳z 詮一品 括['l， I河川

s.naGa 問。凶a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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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DaG 〈名〉 顛z 笥何・可・ 青蛙タ蛤膜

日bad0\j 〈形〉訳z 二把刀 魯葬的p 葬撞的

~bo' 〈名〉訳:~包 弓、怒『

ゆ0:-ns Gara: rsd?;a 吠'ì!rrP~相q 生弓了

~bo:do- 〈劫〉訳:~包-~ 生笥

~Ga:ー同ロixa:ー~ロiGa: ー

~lG a:Ga- く劫〉 雨明'!!' 排(使〉

~Gaj 同 øiGai

~Guads 〈副〉双z 笑i舌-~ 真的P 果真

~ga:ma 〈名〉 雪rGJ阿見 伯母

~ga:mten く名〉 守0;時τJ ①命大的人F ②貴人

関a:tÇls 〈名〉 宮内阿姐 大姐

:?gal] 〈名〉蔵z 司~. 骨髄

~gaGla- 〈劫〉 抱， 1í白時子

開es 同 ~g3sge

~ger19- 〈劫〉 麗: "， 1R・何割' i射

~ger19 g9- (¥ 致首f

t!g3 〈形〉 前3 大

写g3 ajil 句守 大庄〈地名〉

~g3 ude 時d 大n

:?93 bu!al 娃: baJa 長子

号。3 bujedi: 6同づ材 大ノト子

開3 pud?'.襾 偽苛d 蚕豆

~g3 mula: 尺寸

tl93 sarga 大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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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Q3 surGa:1 句"マ.;;~ ーノト、民-T長-

~g3 Gina:d向 々内向姐 大捜

S93 Sd9 々ポ1 大牙、 n牙

~g3 ta手 推: tax 磐石

S.93 rma: 大庄園

S.g3lJgi: 〈形〉 が~ ①多数P 多半p ②犬

S.93lJ93 〈形〉 宮内向 大一位 Lt'匂大概

s.g3bI9- 〈劫〉 感樹

sg3xa:n 〈形〉 柿(ぜ 梢大

s.93xa:ng3 〈形〉 州;./1TG) 大一曲

s.g3SGa- く劫〉 ポMO 放大(使〉

S.g3Sge 〈名〉 ~- 長華{fJ

s.g3d9- 〈劫、副〉が匂 ①成長p 長大，②大

〈表示程度，如z 悶詞9 ula:n 大声地突着〉

f,lg3d9Ga- 〈劫〉 ポlO;!O 長大(使)，放大(使)

~g3'tl;l加 〈功〉 刑~ ①第一夫人，②大娼

s.g3'tl;li!e ‘ 〈劫〉 ポ岡弘 成大老婆 i担

S.g3'tl;l9 xurs 〈名〉 判官e 伽問守大持指

s.gO 向。igo ...... cygo 

~lolJ 〈名〉 晩上

~lolJgu 〈名〉 晩仮

I?da: 〈劫〉 常w ①焼y ②作仮

~da:Gu く名〉 匂'õ"Il"n6' 焼柴p 枯草

t>da:Gu baGa- 打柴p 政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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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aun~9 〈名〉 句附鴨宮守 樵、夫

事da:laa- 〈劫〉 偽申1!'l!!， ①焼〈使h ②作仮

t]da:S9 〈名〉 、，~ 銭 l (使〉

~da:ss tsda- 旬唱F 投銭 「③神径

~da:s9 〈名〉 句ポゆ ①筋，②跡、血管，

~da:s9 tsda- 匂宅F ①抽筋p ②抽夙

~da:ss-ns tends19- 毎匂時 摸肱，切肱

~da:r 〈副〉 按照P 依照

事da- 〈劫、助劫>'m' ①能p ②腔，③離

~da 〈名〉 脳山(地名)

~dana r<t<)lJ 同rJ~d ①古代，②彼久以前

Ijdan;llJ 〈名〉 同r:I ①去年p ②μ前，③

t]damlJ r<t;:>lJ w 往年 i早先

t]damlJgu 〈形〉 知r:I~ 去年的

~damlJsa: 〈名〉 官明rr/1:rI 辻去

!?dan<tyr 〈名〉蔵z 同制'i-l.~"，. 丹珠カミ径

!?daa 〈名〉戴z 明司・ i己号

I}daala- 〈劫〉 忌i宅

f}dagu 〈形劫〉 同me 可能的，可能

( f}dagu tsgi:lJ9s uaisa 有可能的活〉

sdal 〈名〉 毛根

sdal 〈名〉 粘性

~dalds 〈形、名〉 ①粘性的P ②面精

f}dam 〈劫〉 調守 ①能p 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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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adal 〈名〉 調唱え 能力

ラda~加 〈名〉 間 ~-I ①能者，②会的人

;:;dari: 〈名〉 大麦

sdarGa 〈名〉 畑袋子

;:;darGala.司 く劫〉 装姻

sdarGalaGa- 〈劫〉 装畑(使〉

~daria- 〈劫〉 朝奔

r;;dardzs 〈名〉 水磨淘〈地名〉

r;;de: ー 〈劫〉 争ト

r;;de: ー 〈劫〉 h句 抜

r;;de:Ga- 〈劫〉 h句T() 抜(使)

r;;de:IGa- 〈功〉 キト〈使〉

1}de 〈形〉 、d 早

r;;de na:ma 特早P 老早

I}dexa:n 〈形〉 守z刊J 梢早

1?dexa:nga 〈形〉 %料-I-w.円早一也

I}deg9ne: 〈形〉 句'õ"- 早一也

~degu 〈形〉 官ポい ①早展的P ②早期的

t;;dele- 〈劫〉 ""orl 歯石

I}dele- 〈劫〉蔵z 智可 供悌

I}deleGa- く劫〉蔵z 習可-'!!' 供イ弗(使)

1?de19- 〈劫〉 ""orl ①掘，②概裂

1?deﾌ9Ga- 〈劫〉 令事事。 ①掘(使)ァ②撹i裂

1?ded9- く劫〉 キ府市 提早y 提前 L (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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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lJ9 〈名〉 、ijf 宮守 早農，清早

~d色<t9gU く形〉 T官官， ，.;(い 早畏的

~derg3 〈名〉 旬慨ぜ 7 打谷坊p 坊園

~derg3 <t誅 tlJ9- 甲守~ 打坊

~d9rg31e- 〈劫〉 匂叩占的v 主主坊

~dergi: 〈形〉 令官〈将 有諮H建的

~di:na く形〉 蔵z ド'吋' 奇怪

~d9 〈名〉 対~ 牙F 歯

~d9gU 〈名〉 1v冊。 関戸

~d9伊1 tlJire: 関唇

~d9伊1 keliu 関帯

~d91a- 〈劫〉 相似

~d91aGa- く劫〉 相似(使)

電{ld9ma く名〉竿z 冗傷箆克 慎慎

~d9ma xg91etlJin 乞巧

~d9ma d9rge 慢扮子(ー諜子慢失)

~d9di: く形〉 雨明害時 有歯的

~d9re:- 〈劫〉 旬、" ①破裂p ②井口

~d9r9- く劫〉 ~&I明 ①摩、抗摩，②持

~d9r9Ga- く劫〉 ~6'開'!l' ①摩(使) , ②持(使〉

~d9rg3 同 ~derg3

~do:gu 〈形〉 h布偶 年老的，老的

~do:gu xa:n ~ 父皇F 老王

~do:gu kun 姉J 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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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do:gu dalJdauda 

~dO:gUXg9 <名〉 、~付

~dO:gusg9 同 ~do:gほg9

~do:la d9nd9re:ー 持w裕一

~do:19-

~doxu

~doGu

~doGu-

〈劫> ~ 

〈名〉蔵z 守"l'z:r

〈劫〉 偽酔胃

~dogo:n 

~dogo:nsGa-

〈劫〉

〈形〉

〈劫〉

~dogo:nd9Ga- <劫〉

~dogo:nd9IGa- 同 ~dogo:nd9Ga..

~dO!9- <劫〉

~doI9Ga- <劫〉

, ~doI91Ga- 同 ~doI9Ga-

~do~;)司 〈名〉

令官情

~ 

旬w的件。

?叩州，ボ干

匂胃~

T抑制'1!'

老年人，老翁

①老人， .②祖先

変老朽，変老糊徐

老化

枠木

撹

①(用尖京西)礼，

①調，②密 L②整

①稿(使) ，②密〈使〉

変調(使〉

①割p ②切

①割〈使)②切(使〉

上弓酒

~dorIa- 同 ~dorloー

がor~a~in 〈名〉讃: l:I Wl ・弐d ①費煩者p ②表訪者

sdor~o-

~dorma: 

~d;)G 

~d;)G ~d;)G 

~d;)Gla 

r;;d;)GlaGa-

168 

〈功〉蔵t 司習守夫 ①横領p ②表揚

〈名〉

〈量〉

〈事〉

く劫〉

〈功〉

用妙面イ故的備案

一撮

枠f平地跳

抗葬

.抗葬{使)



~dugu 問 ~d9gU

~dur 〈形〉 、時 t走

~durxa:D く形〉 、胃~ 梢t三

害dぽxa:Dg3 〈形〉 ~~乃梢長
~ぽ甜a- 〈劫〉 1t，病院宅情 延長〈使)

t>durd9・ 〈劫〉 市甲府~ 延長p 変長

t>dur場ao 〈形〉 櫛園形

{!durdu く名〉 1D棉電岳 長度

~~:-同崎9:ー

持，9D 同 sæ9D

~dz9nda:n9 〈数〉 何"rrJ1D相t，1<'第九小

{!dz90dar 〈数〉 げ怖が'11: 第九

件。ndare 〈数〉 同d 柑勺 在第九ノト

t>dzl: 〈名〉 全土

t>dzl: 、a- 〈劫〉 担金土

1?dzl: la- 〈劫〉 ①准各，②造

~dzl;laGa・ 〈劫〉 担1ミ土〈使〉

tldzl:du 〈名〉 作用

ta:・ 〈劫〉 句 3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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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g�- 〈劫〉訳z ー α 踏

la: 'Ga- 〈劫〉 句匂 j青(使)

ta:lds- 〈劫〉 句'!!'"rt'õ" 請〈余、互〉

ta:~l 〈形〉双z 踏突

ta:da 〈吋位〉 ①近，②眼前F 対

面p ③穿迫F ④附近

ta:daxa:n 〈吋位〉 梢近

ta:daxa ‘ nga 〈同位〉 梢近

ta:daxolJga 〈肘位〉 附近

ta;dagu 〈吋位〉 ①近的p ②附近的

ta:dala- 〈劫〉 変近

ta:daﾇls く吋位〉 眼前p 近前

ta:dsds司 〈劫〉 ①箔短F ②変近

ta:r 〈形〉 ①破住，②破衣

ta:rd同G 〈名〉 ①破衣，②破苗

ta:vun 〈数〉 惜J 五

ta:vunla- 〈数〉 輔がJ 五ノトー挟jし

ta:uunda: 〈数〉 輔'"匂電刊J~ 第五次

ta:u凹ldans 〈数〉 旬命事ーー 第五次上

ta:uundsre 〈数〉 0rr&Ì州7 第五次上

ta:da~s 〈吋位〉 往近仕

ta 〈代〉 0,./ 的t

tai- 〈劫〉 術栴 放置

tai- 同 te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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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nene 〈名〉訳z 太妨妨

taibau 〈名〉双= 太保

taige 〈名〉訳z 台子

taigeld手æcx 〈名〉訳z ①台子P ②台険

l.aila- 〈劫〉訳z 一品 ①提P ②拾F ③挙

tailalde- く昔j) 訳: --�}W 拾〈余〉

taile- く劫〉 令市事 目覚

ta i1ecti kele- 倒， 解説

tai1eGa- く劫〉 旬京事u' 脱(使). • 

ta�e 〈代〉 那ノト

taiteU93 く代〉 那一十

taict誅 〈名〉訳z 甥彊 種子

ta i~æn baGa- 6'tw ( ::¥' ) 関種子

ta澈a 〈名〉訳z 太苓 ①曽祖父p ②太苓

tau- く司J) 句曹 証

tau- く劫〉 旬官d ①水沖p ②掩

tau ai 同 taur

tau 玄ua 1l;l i偽aG 桃花開可桃花

tauguctaG 〈名〉 土塩

taula- 〈名〉奴z 一品 ①拘p ②套

tau!Ga- く功〉 旬間早明 ①渇位p ②f立痢疾

taulGa- く劫〉 匂n-04 w ①(水〉沖，②(水〉

流p ③〈水〉滴

tau.r く名〉 訳s 制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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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n 〈名〉双s 炭

tana: 〈名〉 ばぅ ①貝，②珠

tana;d9- 〈劫〉 今押~ ①姑訳F ②詰奔

tan9 く代〉 、-1 e 惚的

tan9- 〈劫〉 句T 相i只

tan9san a:ba 各@ 千華

tan9san a:ma 阿姑 干掲

tan9Ga 〈劫〉 q，.y~'I!' 介錯

tan9!Ga- 同 tan釦a-

tan91d9- く劫〉 (\orr~ 相i只(余〉

tan9dal 〈名〉 今押~ 介紹

tang9- 〈劫〉訳z ー α 弾

tang3l'aG く名〉 識z 勾Z:::'~勺・ 絵柄

tangarda・ 〈訳〉訳s 弾，弾指

もandsls- 〈劫〉満z 相マ崎司 弄破

tand9ra:・ 〈劫〉 満: q.押併合円 破

talJ 〈名〉訳z 堂

talJ く情〉 可能p 也i午，或許

talJ 〈名〉 ①平原， ) 1 r:!:也，②鈍

talJGai- 〈劫〉 制畑ぞ 政子干

talJGu!a 〈代〉 0，./ω~ {}]¥ {fl 

talJGU~a-n9 〈代〉 <<-I<tv叩W~f都{fJ的

talJ:a- 〈劫〉訳E 一- ~ 2を

talJl i: く名〉 情枠r~ 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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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lJ1i: niur 拘~ 鰐

talJIiト 〈劫〉 昂首

ta羽!Ja:la- く劫〉双z 淡泊ー恥①淡i舌，交淡，②聯

もalJdargi:ma 〈名〉 歌i周名 L天

ta羽r9 〈名〉 ①鱈子，②金，③櫨

tab 〈名〉 廿i某p 心廿

tab!J9- 〈劫〉 旬e~ ①拍F 鼓掌p ②操

taGa:nga 〈代〉 那会多 l (脚〉

taGur 〈形〉 ~~ ①重墨p ②多屋的

taGurla- 〈劫〉 旬6'!!l7官晶 重差

taGurlaGa- 〈劫〉 旬号明柿". 重墨(使)

taas91i!aa- 〈劫〉 州防帽 破(使)

taa回19- 〈劫〉 相帥 ①弄破P ②弄断

taas9ra:ー 〈功〉 制~ ①破p ②断

taas9raai く形〉 制財ポt ①破住的，②有洞的

taa!J9 〈吋位〉 ~~守 向那迫

taa!J9xa:n 〈吋位〉 時-1 梢那迫

taG!J9X:J!Jg3 〈吋位〉 司雨時h~ 那一帯p 梢往那一

taa!J9gu く吋位〉 句~(f， 那迫的 i帯

taa~9 同 taa伺

taad手9 !Ji~9- 旬;!'I 漆汗

talaa 〈名〉 Cr.lrl1 ①妙面，②粉

tam 〈名〉 火化坑

tama�lJ99 く代〉 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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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maGa 〈名〉 時円J~ 章子P 印釜

tamaGala- 〈劫〉 婦市司， 印〈蓋〉章子

tamaGa!aGa- 〈劫〉 材市ヰ'I!' 印(蓋〉章子(使〉

taロ1U- 〈劫〉 毎~ ①捻，②謹

tamUGa- 《劫〉 旬~I!' 捻(使}

tambaG 《名〉 ①卵p ②精液

tamma:・ 〈功〉訳z 採弓 偵察

tam1lz誅 く名〉 世界

tas9ra: ー 〈劫〉 物~ ①欠債p ②短扶

taÇlaG 同 ta~aG 〈名〉 ①閉嚢p ②皐丸

ta~ 〈名〉誰: tax 石夫

ta~aG 同 ta~aG

ta~da- 〈劫〉控:-tax - 輦 ①地石尖p ②榔p ③

ta~1f.l9 〈名〉娃: tax -:~ 石匠 i投

tadun 同 ndat9n

もadunxa:ng3 同 ndat9nxa:ng3

tajin 〈数〉 愉J 五十

taj加da: 〈数〉 句eJ 匂çrrI~第五十次

tar 同 ta~

tara: 〈名〉 句マ3 ①根食p ②庄稼

tara: xu:IGa- ゐ~ 晒根

tara: tar9- <11京 神地

tara: tO:S9 q刊e 糠油

tara: tolaui CIjg~市q 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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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a:1j;lg 〈名〉 骨時開q 衣民

taraG 〈名〉 句d ①酸妨F ②焦妨

もaraG 〈名〉 q司冒('rot ①脳汁F ②臓袋

taraG 輅: 来頂， Hi面子

taraG ø~i: 脳子

tars- 〈劫〉 骨時 播神

tarsGa:- く功〉 匂時 播神(使〉

t旬ar{叩同 ta訂ra印G 

tarGai 〈名〉竿z 塔刺按 ①癖p ②空地，③光

tarGun 〈形〉 句官官J Rô, H半 i地F 禿地

tarGundsaa- 〈劫〉 句郡守司 肥〈使〉

tarGula- 〈劫〉 句曹3・F 変肥

tarla- く劫〉 戴E 勾:.:;: Z:I' ①得救F ②解脱

tauaG 〈名〉 句制 木碍子

te:- く劫〉 ~ 選載

te:xu 〈名〉訳z 扶壷 壷

もe:g3・ 〈劫〉訳z 貼-(\ 寺損

te:g31Ga- 〈劫〉波z 貼ー伽寺損〈使〉

te:lGa- 〈劫〉 制).J() 選載(使〉 • 

te均句 〈名〉双z 鉄匠

te:rs- 〈劫〉 q向 掬抱P 杯抱

te:rsan ~yn ~ 葬女

te:uu 〈名〉訳z 特各

te 〈代〉 句(rI ) ①1Jß， 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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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 〈代〉 今 (~)9 他的，把他

tengua 〈名〉訳 z 甜瓜

tengualJ同 tengUlou

ten伊.ùo:t;J 〈名〉訳z 天 G市ô) 蜘妹

te:t;Jg9 〈代〉 句 (d> ~那/ト

te:t;JGula 〈代〉 旬(買{)匂可-al{ 他灯

teb!J泊 く形〉 ~<td 平坦的F 平的

teb!Jin ta:t;J 搾. 平)11，平推

teb!Jinds- 〈劫》 旬報付添 変平坦

もeb!Jind9!Ga- 〈劫》 句~~~~ 弄成平坦

teb!Ji1Jg9 〈形〉 ~<tJl~ 平坦
tebd同Ie- 〈劫〉 句e寓-l. 拍組子

teb~ileGa"- 〈劫〉 句e訴も !!' t口組子(使)

teb~ 〈名〉 句9:rl' f口子P 組子

texgョ 〈代〉 句(" )ー那些

texda- 同 teGda- ‘

teG 〈名〉 ~ ①梶子F ②鞭子

teGla- 〈劫〉ー 句和市 柱，支

包Gda- く劫〉 匂可同事 ①栂打F ②鞭抽F ③

teGdaoo- 〈劫〉 匂可問!!' 視打〈使〉 L殴打

teadalde- 〈劫〉 知可;~ 打〈余〉

temd919- 〈劫〉 材鴨 ①摸p ②捕摸 r(使}

もemd919Ga- 〈劫〉 匂~~ () ①摸〈使) ，②摸索

tes9- 〈功〉 句時 ①径磨，②耐用，③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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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曲p 問 te:叉93

te~9 問 tebð;a : 

te@d?担問 teb!;l加

1.eved 〈名〉 句蜘J

l.ev町周 teved ."'" tsvet 

ti:ge19 ，句華~ (¥ 4,. 

ti:la- く劫〉訳s 提一品

ti:ls-同 ta世子

ti:d01J 〈名〉渓z 提橘 、

tiaupi:la- く劫〉 訳1 -;"  

tiau誑 〈名〉訳z

tiucJ?;s く名〉 訳s

tiucJ?;a fo:ds 旬唱e

ti13g3r3 同 tS13931'3

t句g31'尋問 〈名〉 相ポー:

t匂9s 〈代劫〉 柑

t icJ?;e:命in く名〉 ~J 

tsnde: 〈代〉 相d

tsnde:x;}13 〈代〉 句 d

tsnde:gu く代〉 相~

tsnde:ﾇl9 く代〉 相....11\'

t9ndi: 同 tsnde:

t9nd9re: 〈代〉 相.J~ヲ

古9ndsre:gu く代〉 ~I 仲

重要挨

軍事放

持〈箆〉

①水稲p ②水斗・

調皮p 頑廃，

条子、、

J若帯 f ー ムデ~ー

担帯星ょ
一，

朝天

那梓 , 

券j舌者F 供葬者

那呈

在那一帯

那里的

那JL

那JL

那JL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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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9nd9re:ﾇl9 

t9ndo: 

ぞ代〉

〈形〉双s 挺脱

~.f ~ ~~那JL
、

〈劫〉

〈劫〉

〈名〉

、く違〉

ぬnlte: 咽

t9nc腕:Ga

tend?:e:dar 

tel)Ga:D9 

t9l)g3 同 t Í{)ge

t9l;)93Ga-

t9uga勾

teIJ9at'3 . uro-

t9IJ93ra borods'-、

tSU99rda- 同 taU93tda -

tsbde:ー同 tecte:ーヘ

t9Ga:1]9a 

t9GaU 

a
 

t
r

叶U

・1

町

3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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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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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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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問
時
回

9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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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ゐ
ゐ

E
U

t9gi: 

t9gi:lj93 

t9g0 

tsle: ー

t91g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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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砂市。

情句 d

制御J

〈代劫〉 叫W

〈名〉 知将

〈代〉

〈名)..

匂J;l7"

~寧

匂イ'(，1 1 τ、

結実

斗争

斗争〈使}

♂斗争

予是

那梓〈使k

天，天空

下雨

天関

迭f，.多

渇

F

吋
u喝LヨS

R
 

-_ '117;旬句. • 7..毎食

相 、 買高舎

<¥orl<l 

ヌ唱叫， 喝H卑

〈代劫〉一同 一那梓

〈代、 后置〉制下村可 ①大約， ②象・・・・・・ー

梓 (xuqusan t9gi:lj93 ua 象死了一梓〉

〈名〉略。7 ①n吊，②n拍

〈劫〉 相長 愛

〈功〉

合前

①放F ②解(汗〉



tslgaGa・ ' ‘ 〈劫〉 輔伺 1 放〈使〉

tsI gadaI .' ; <名〉 輔0 ..，:T ①放F ②解放

tsme:n く名〉 併時J 路聡

tsme:n ~i~iaa fV1"，句 蛇茶

tsmu!li: <名〉 襲匙

tsmu伽a(tsmur gur伽a) く名〉併~'<aml 扶鍬

tsmur <名〉併rrI: < 鉄

tsmur mO:r 仏f 鉄路

tsmur mo:r ti:-- 長f 村合 架鉄路

tsmur �tidsrﾈd�- 綜扶(使〉

tsm田 ~æn~s- ~ 打挟

tsmur~.9 <名>. 句旬刊 鉄匠

t9Sma <名〉満z 何時J 皮条

tssIIﾌa .!lねu ~， 皮条鞭子

tS!li く吋位>.i qri ( 0 )"IH' 上瀞

t5向X喝g3 <吋位〉 句 (0) 付 .rraI向者よ静一帯 v

t9拘gu <吋位〉 句 (0) 内h 上迫的

h向-tts <吋位〉 句( 0) 同一往上

tstu:r <名〉 句明f ①渠道F ②水渠

tsda- <功〉句①f止， t.ìL， ②吸(畑〉

tsda~s xarJ s- 命的時 挽回

tsda 司 〈劫〉柿磨

tsdau <形〉 旬開~' 敏

tsdaura:ー 〈功〉 句1ÕT.tI'~ ①敏少P ②変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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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alaa. 〈劫〉 制南F 社(使〉

tedald9- 〈劫〉 句酬明 f止(余〉

tede: ・ 〈劫〉 輔事。 治

tede:la!1- 〈劫〉 輔がめ 抱(使〉

t9d牌7 ・ 〈劫〉 句珂h 隈葬F 供葬. 

t9~e:lG!1- く劫〉 句河町下 供葬(使)，隈葬(使}

te~e:lðe- 〈劫〉 句~lw 供券〈余〉

terga く名〉 旬ぷト〉 牟

terga ne:命in 同寓J 茸破員

terga kole- G~干T 室Z披F 室E卒

tsrga- 同 telg3-'

terga1l:le 〈名〉 句~<' 牟夫，牟把式

tera:- 問 ntera: ・

. te:町na 〈名〉 制下~1 ⑦磨p ②磨房

terma: 〈名〉隼，土JL麻' 亨ト

tsuer 問主e1.ler "'"' teued 

t9uert9i1e- 〈劫〉 句椅酔宮町.'J.p ①以戴族方式，⑤i井

to: て名〉 句dヲ 教 L競i菩

to: to:la- 句胃品 数数

to:ba 〈名〉夜E 指f型 抱布

tO:g9- < ﾏ)]J > 訳君托ー α 熱敷

tO:GUn 〈名〉 士現(地名〉

to:la- 〈劫〉 句~ 数数 「的〉

to:1i: 〈名〉 年品f ①免p ②卯(十二支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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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l ﾌ! mo:l' ，，~ 小径

to:ss 〈名〉 句柑 抽F 油脂

ω:SS 鹽sma 油併

to:ss da:rs-' 旬官軍 搾油

to:ssla- 〈劫〉 q曹伽暑 上油

to:ssra:~ 〈劫>一 州同 泊油垢

to:ssra:Ga- く劫〉 骨噌'Ø'.V'Il' f占油垢(使〉

to:r 〈名〉 句曹f ①関子F ②関児

to:rs- 同 te:rs:::.

to:rGa- 〈劫〉一 qゆが} 調抱(使〉

to:rle .. く劫〉 知首長 関住

to:rleGa- 〈劫〉 句可栴I!' 関住〈使〉

tolGui く名〉 州市守 ①失，②頂p ③先鋒

toIGui pugi:ー 除。鴨 術首

tolGui xa司s- 守zα ①四条p ②失畢

tolGui xerg叫トー ~ 揺失

tolGui murgu- 令官。 叩失

tolGui-na: taUa- erI 拾由争[J首F 拾失

tolGui-na: tsnssle- 点失

tolGuixa:n 〈名〉 州市f ー 失上

tomba: 〈形〉 優瓜

tomba:ra- く劫〉 変俊

, toro 同 turo

tor;:>lJ同 tur;:>l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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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rau 〈名〉 句tTI~ 鍛子

torla- 〈劫〉 戴z 有司・司 得到

torlo- 同 torla-

torlOGa- 〈劫〉戴s 奇司吋-~ 得到〈使〉

tulGa 同 tulGa

tO{) xara 知可。~， 〈稿、足〉黒的

tO{) 〈名〉 輔J 后年

tO{) ~jna:da 判J 町哨大后天
to{)ua: xune く名〉戴z 奇r:::. q' - o(ko')'~公綿羊

toG 〈名〉蕗z 奇『娃I tok 震雷

tOG baGa- ①雷告p ②打雷

toa tOG 〈事〉 敵吉木物声

tu~gu く形〉 句神( ()¥I ) 生的

tu:guxa:n く形〉 ~(句) (ぱ 梢生的

tu:guxa:Iig~ 〈形〉 ~(句 )GJ~り梢生的

tu:伊d9- 〈劫〉 句可<a (句) IP 変生

tu:gure:・ く劫〉 知<a ( (取)'Ii'変生

tu:se 〈名〉訳s 土司

tu:軋IJ 〈名〉訳s 失縄

tU:ﾇla{)la- 〈劫〉訳z ーも 投降

tu:~in 〈名〉訳z 五七巾

tuan juan 〈名〉訳z 囲員

tuibo: 〈名〉訳z 推倒 倒子

tuibo:da- く劫〉訳z 推倒-o;t 倒(京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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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igs- 〈劫〉訳z ー α 推

tuid司同 ti:d喝

tuido1J dandzl 担子 崩担

tU1Jgu- 〈劫〉 旬(ð 拡p 拾

tUlJ9usan ku: 係~yn <a~ 'W,\'J χJL 

tum:;Ul.>a- 〈劫〉 旬。。 掠〈使)，拾〈使〉

tU1JﾇlO: 〈名〉訳z 同学

tUGo:"fl;ls 〈名〉 q唱情!1'7<' ①炊事員p ②訂鍋匠

tUGU: 〈名〉 句~~ f見

'UGU- 〈劫〉 句w ①各鞍p ②推減

tUGui 〈名〉 句情ぐ 肘

tUGuila- 〈劫〉 q明暗可~1r 肘量

tUGuida- 〈劫〉 <Iv岡京電F 用肘支捧

tUGui!aGa - 〈劫〉 令肝市可~ ;Y!!' 肘量(使〉

tUGulGa- 〈劫〉 句明~ 各鞍子(使〉

tUGum 〈名〉 句咽l/ 塾子

tUGuro1J 〈名〉 句刑罰e 雁

tUGur;J1J gu<tidu G'1"7喰唱舎 雁惇子的

tuoo 〈名〉 州内 f口吊(f'l吊〉

tugu 同 tugo

tugule- 〈劫〉 制時晶 ず口(吊 JL)

tule: ー 〈劫〉 Crcrt"1r 安手

tule:Ga- 〈劫〉 ~為。 受手(使〉

tule- く劫〉 ~ 支F 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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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lsGa- 〈劫〉 帰宅F 支F 捧〈使〉

tulo:r く名〉 蒸党，笈居

tulum 〈名〉 句ヰrA 袋子，口袋

tulumla- 〈劫〉 。同ゐ拘， 装袋p 盛到袋子里

tulumd詞G 〈名〉 婦~:rrI ①手提包，②小皮袋，

tulGa 〈名〉 句~; 柱子 L③小袋

tumun 〈数〉 相手J 万

tus 〈形〉 匂可N ①宜F ②端正

tusdu nau・ 句 正視

tusa: 〈名〉 e 柑J ①作用，②用娃

tusa:ー 〈劫〉 匂4司F 酒莫〈用指弾誠祭神)

ιusa:lc3- 〈劫〉 何同，~ 酒莫(使〉

tusa:du 〈名〉 句和電F ①作用F ②用佐

tUSGU 〈名〉 句御~ 迎来酒

tUSG{J~S 〈名〉 ~ィ~\' 敬酒者〈迎来吋〉

tusda:ls- 〈劫、副〉 旬刊柿 ①上披F ②ー宣

tusds- 〈劫〉 句~O;I' ①変宜，②宜向

tusdsGa- 〈劫〉 句輔がF 弄宜

tusdslGa- 〈劫〉 ~府下 扶正〈使〉

tu~da:n 〈名〉 上披

tu~da:nd?;s 〈名〉 朝上段

tuda: ー 〈劫〉 ~ 逃胞

tuda:lJgi: 〈名〉 ~T('(い ①愛逃胞者p ②逃兵

tuda:lGa- 〈劫〉 ~w 唆使逃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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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da:lde- 〈劫〉 句O;rJ!'句 逃砲{余〉

tuda:~ín 〈名〉 旬開，，J ①愛逃砲的F ②逃兵

tudor 〈名〉 句~ 里子

tu輙or Ga偽記r 伊ぽ 内地

tudor de:l q剖 内衣

tudor rba 内街

tudorGa 〈名〉 q叩~~ 大米〈稲子〉

tudorGa lJG リa- 1v~ 淘米

ludorla- 〈劫〉 句鴨与， 打〈作〉里子，上里子

もudordi: 〈形〉 句，，~ 有里子的

tudure: 〈形〉 ①住熟p ②住

tu詬 〈名〉双= 徒弟

ture: 〈名〉 句~ 祷腿

turi: 同 ture:

ture: 〈名〉満z 対t6' ①礼哲，②理由，③伶

turo 〈吋位〉 句~ì 里迫 L理

turo- 〈劫〉 句w 生育

tur偶an Ga命館 加者 故多

turosan 輙ur ~ 生日

turoxa:n 〈吋位〉 旬開帽J 梢里

turoxa :1;)93 〈吋位〉 令明帽J内在里迫

turooa- 〈劫〉 句w 柿 ①接生〈使) ，②生育

turo9u 〈吋位〉 句~ 在里迫的 L<使〉

turolGa・間 turo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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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rolca<tin 〈名〉 ~初胃J 接生員

turo-<ts 〈吋位〉 相官勺ー往里

もuroÇls 〈吋位〉 句wm\<' 在里迫

tUr.JlJ 〈形〉 句φJ 首次p 第一次

tUr.J1J伊 く形〉 句G./ ~ 苅首的F 前来的

tUr.J1Jdar 〈形〉 句GÌ 州第ー次

turu:nda:・ 〈劫〉 句京Gor'i' 倒立F 朝下

turu:ls・ 〈劫〉 句ポー 汗始

turcan 〈形〉満: "+v&l 痩

turcanxa:n 〈形> ~甫s 句村明J 梢痩

turcanxa:nga 〈形〉満z 令官句d向精痩些

turcansca- 〈劫〉満: .q.柄。v 痩〈使〉

turcads- 〈劫〉満: ~i拘@ 変痩

turgtト 〈劫〉 句布、 推

tur伊lGa- 〈劫〉 相持。 推〈使〉

turgulds- 〈劫〉 句ポ向 推〈永}

turma: 同旬，rma:

d 

da:・ 〈劫〉 ~ ①透F ②惨 『得住

da:- 〈劫〉 旬J!' ①承受得住p ②忍耐

da: 〈代〉 trJ 単数第一人称的客体

格、与位格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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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 同 uda:

da:bu 〈名〉双z 大布 務花帯子

ga:fau 〈名〉訳z 大方 ①様慨的p ②大方的

da:fula同 〈劫〉訳z 一品 打友

da:xa 〈名〉 CnTI; 弓駒

da:xala- く劫〉 旬i" 下駒

ga:g9 〈名〉訳z 大膏

da:k9r 〈名〉 吃嬉

da:k9rda・ 〈劫〉 ①毛友蓬苦L， ②毛皮

dada- 〈劫〉訳z 一品 搭 L錯成痘嬉

da:len く名〉 訳z ①搭縫p ②摘馬子

da:1i: 〈名〉 c".;9 鳥跨，肩

da:li: j誑9 併号 肩牌骨

da:limau 〈名〉双z 大礼帽 礼申書

da:lGa- 〈劫〉 ~lwr ①穆透〈使) ，@透辻

da:IGa- 〈劫〉 ~，内 経得住{使〉 L<使〉

da:ldamaI 〈名〉 偽宅高官曹附 技女

da:ld9- 〈劫〉 偽#司自 雪野

da:ld9Ga- 〈劫〉 傷事句" 実〈使〉

da:ld9Id9- 〈劫〉 。，，~1w句 実〈余〉

da:ld9m 〈名〉 司III~司担守 実実

da:ld9m~9 〈名〉 偽~~~ ⑦実費人，⑤商人

da:ld9~in 〈名〉 ~t;17~ 嘗貨員

da:伺羽 〈名〉訳z 大香 大料〈調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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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ulaGa・ 〈劫〉 句""'"' 唱〈使〉

dauda- 〈劫〉 旬開 ①叫p 喚，②称呼

daudaGa- 〈劫〉 旬開I!' ①叫、喚(使) ，②称呼

daudalde- 〈劫〉 ~句 叫、喚(互〉 L<使〉

daude 〈副〉訳E 到底p 究寛

daudu く形〉 旬開9 瞭亮的， U，商売的

dau"4;le 〈名〉 q守暗号 歌手

daura:・ 〈劫〉 旬開~ 借款p 模佑

daura:la- 〈劫〉 司J":JV踊Er".!r 模信〈使〉

dan 〈形〉訳z 単的

dan 〈量〉訳z 石

dankelGa- 〈劫〉訳E 担ー情。承担(使〉

danGau 〈名〉訳z 蛋樵

�nla- 〈劫〉訳z ー晶 t_g，挑

danda:r"4;le 〈名〉訳z 担担-~貨郎

dandaiIa- く劫〉 訳E ーー為 担待タ i京解

dan"4;lalJ 〈名〉 独眼尤

dan�l 〈名〉訳s 担子

da羽 〈名〉双z 党

da:g 〈名〉双z 柏

da:g da:g 〈事〉 (蔵吉挟器声〉日了日了

dalJGuI 〈名〉推: danggal 土決

da:gla- 〈劫〉訳z ーや ①当P ②成方

dalJma:-de 〈名〉 在古代p 在古吋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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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Jえ11a- 〈劫〉訳z 当人一為賓待

dabss 〈名〉 旬街ゆ 並

daxu 〈名〉識: q '1寸叶 戸主F 主人

daxgu 〈名〉 %削ne 汗水

daGa: 〈劫〉 句 眼随

。aGa:1Ga・ 〈劫〉 句旬 眼随(使〉

daGa:lda- 〈劫〉 句句 ~~随〈余〉

daGa:d1.in 〈名〉 句胃J 随L入， tp豆

daGu:ls- 〈劫〉 q旬帝時 帯領p 率領

daGu:lGa- 〈劫〉 句明革1!' ①領〈使)，②捷手

daGu:ld1.in 〈名〉 ~お腎t 帯路人F 向専L<使〉

daGla- 〈劫〉 ①滴，②存放，留守

daGlalGa- 〈劫〉 ①股蔵、保存(使) ，② 

daGla- 同 daGu:la- '" dOGula- L滴〈使)

daGIDU 〈形〉 ①仔細，洋如，②清噺

daGIDUIJ93 〈形〉 ①仔細点，洋掘点，②

dalan 〈数〉 哨J 七十 l清噺点

dalanda: 〈数〉 哨.J~ヲ第七十回

dalaIJ 〈代〉訳z 単男 ①単独p ②男タト

dalaIJ 〈事〉 {鉄器撞岳声>"I玲

dalalJla- 〈劫〉双z 単男- ;,. ①分群F ②寓群

dali: 〈名〉 柿q ①海，②湖

dali: debGiG 海狼

dali: wir�: ①海岸P ②湖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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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i: 〈形〉 句制 ①公平、公道，②均等

③ー祥的F ④相等的

dali:lJ9a 〈形〉 柑e 向 f良公道

dali:la- 〈劫〉 句鳥谷 比較

dali:laGa- 〈劫〉 令甲南T 革T ①公道〈使)，②等同

dalia羽間 qalalJ L(使〉

dale 同 dali:

dambh~i: 〈名〉 識文径布〈息称〉

damla..; 同 danla-

dasba 〈名〉戴I 1:)守司・ 度減

dasbala- 〈劫〉蔵: 1:)1:)"1:1"ーも①度減，②信仰

dasbadu 〈形〉戴I 1:) 1:)勾"-~ ~良度滅的

dasgu 同 daxgu

da&lBaG 〈名〉 哨~ 勝股

daralJ 〈活〉蔵: 1:)"5Z::" 述，再

dare- 〈劫〉 旬w 訴

darelGa- 〈劫〉 句~'rr 訴{使〉

darla- 〈劫〉 句 (p) 晶斐E半

darla- 〈劫〉 出世p 誕生

darma:de- 〈劫〉 句 ( 'J!fIﾌ ) 一変I半p 伴起来

darma:伽・同 darma:de-

darma:ra:・

darsu: 

dar傷。G

〈劫〉 句 ( 'J!fIﾌ )一変伴

〈名〉 相聞舟

〈名〉蔵書 『弐・軍司

司慣

幡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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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r必OG bujedi: @開ぞ 有旗杵般躯体的

daua:- 〈劫〉 句6'r ①辻，②翻辻

da四:田n xursn fon 句./'tt:J 辻去的二十年

daua:san dur 旬f 往日 p 昔日

dåua:椙n "4laG-ds ~qf 以前

daua:n 〈名〉 悌rrrI ①山崎p ②、f 諮

daua:IGa・ 〈劫〉 嶋官!'~ 廿辻去

de: 〈名〉訳z 参

de:ba:也1 〈名〉双z 結巴子 嘘巴噛JL，措巴

de'ks・同 de:le-

de:xou 〈名〉 例。J 浮面，表面

de:xo羽93 く名〉 制G./~ ①扶皮F ②浮面

de:I 〈名〉 q.，e，守 衣服

de:I i:j;ls XuGur 一句叫 衣服太短

de:I i:!Js fldur 一句唱F 衣服太長

de:l u: 句~ 衣服里肥大

de:l UGua- 匂旬 洗衣服

de:l Uge 制<< 衣襟

de:I xai"4liIa- 命帝京為 裁衣服

de:I xan"4ls 命司~ 衣袖

de:I moss- 係~ 穿衣

de:l ~iGa ~ì 衣領

de:I io:~in 知.J 裁縫人

de:l ju:tan 、欄4 衣服畢禁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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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劫〉訳z ー暑

く劫〉 崎弘

�:leｭ

de:lsｭ

de:lsGaｭ

de:ls~in 

く劫〉

〈形劫〉

判制

州，-:d

墨

①沸騰p ②溢、満

溢〈使〉

①溢的p ②滞的

(d疝i: de:ls~in da Gud緲 u� 海水能外溢也是俣的〉

de:lga <名〉 麻縄

de:S9 〈名〉

〈劫〉de:ssｭ

de:ssleｭ

de:sslGaｭ

de:ds 

de:dsre 

縄

舗

縄郷p 縄掴

舗〈使〉

①上F ②上庄〈地名〉

①上面的F ②上庄的

〈地名〉

①上面的F ②上庄的

〈地名〉

上庄的〈地名〉

上庄的〈地名〉

諜子

Orvf~四

~e惜均四51山羊
制明憎 方的P 四方形的

句胡倒J 四十一決JL

相紛れ'V{!fÌe 第四ノト的

働側e

令制

〈劫〉 制胸骨

〈劫〉 材料。

〈吋位、名〉制晴

〈吋位、名〉制鴫ー

de:dsregu 〈吋位、名>~ー

ー
明
朗
9
m

制
均
・
油
別

段

e
e
e

A

M

d

d

d

 

〈名〉

〈名〉

〈名〉訳z

〈数〉

de:ren nass-ns ima: 

de:ren bulolJdu 

de:renla <数〉

de:renda:-ns <数〉

, de:rendar-ns <数〉 納骨~9 第四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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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el~in 〈形、名〉相続M ①四方的p ・②方木盆

de:"a:l~- 〈劫〉 句樹， 眼路

de- 〈劫〉 旬唱F 吃

den 〈名〉 鳴J n 
den 〈名〉訳z 店

denks- 〈劫〉訳z ー α 填

denIe- 〈劫〉訳z ー為 典当〈典押〉

den�:in 〈名〉訳s 点心p 樵点

dendare:ー く劫〉 ①変俊F ②友痴p ③

dendsrgi: 〈形〉 俊的F 呆的 i失昏

den偽en 〈名〉 ①J態管F ②主事人，

d白色町 〈名〉訳s 屯紳 紳 i③司伐

debtar 〈名〉 嶋曹長 宅1己本

delo�- 〈劫〉 旬司F 柿← 暇(使)，吃〈使)

deloagu 〈形劫〉 守~初G 社吃的

de回ー同 tes9-

de�:a 〈名〉 旬刊号 食品F 食物

deÇl~ 〈名〉蔵z 司究.~~ 平安

di: 〈名〉訳z 代 吋代

di: 〈迩〉 ①然后，②子是

di: 〈副〉 ①再也・・….，②才，

ー di: nig3 r.>G -1>(句開勺 男一方面 Lオ能

di:�:a 〈名〉訳z 底知 仔細

di:�:adu 〈形〉訳z 底知-Iji 洋知的F 仔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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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u 〈名〉 <1M 弟

diu be:re @ポ 弟婚

diuke・ 〈劫〉双s ー α 芸

diul9・ 〈劫〉 輔、 跳妖

diu19n diulen 一路一路地

diu�9le- 〈劫〉波: -ー ①釣p ②吊

diur9- 〈劫〉 ~ 満

di:IJk9- 〈劫〉訳z ー-(\ 定

di:IJsala- 〈劫〉 点尖

gÏ:IJc伝e 〈名〉波z 幸丁子

di:IJd?;ir 〈名〉波E 頂幹

den 〈名〉波z 欝

danla- ぐ劫〉 波: -為 幸了
• , 

danI�- 〈劫〉波z 澄一品 況淀

danlo:r 〈名〉双s 灯笠

dand9re:- 間 dend9re:・

dend冒頭:問 dendargl:

d9nlu:r 間 d9n10:r

d笥Je- 〈劫〉 旬。 ⑦責措p ⑨活

dage- 〈劫〉 裁勢

d9geG�- 〈劫〉 ~ô 活起来〈使)，雰

d9gelGa- 同 d9gi句á- l 醒〈使〉

d9g9na:・ 〈劫〉 制吋 ⑦単腿跳p ②腐p ⑤

delalJ 〈名〉 柿可 乳房 l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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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91e- 〈劫〉 相も 点燃，放火

d9li: 同 duli:

�9liU 〈名〉 輔T僻 牌駐

d91g3- 〈劫〉 材。 舗升F 推弄p 展汗

d91g31Ga- 〈劫〉 材情。 推汗〈使〉

d91d9ma:�: 〈名〉 麟掛

d9de 〈名〉 男

d9de kun 一帥J 男人 司

d9re: 〈代〉 ザ(， 迭里

d9re く名〉 叫3 枕~

dere 〈吋位〉 旬 (0) (, 上

d9regu 〈吋位〉 句 (O)~ 上面的

d9reX;>!Jg3 〈吋位〉 句 (0) 刑判乃 在上面

dereldzh 同 de:rel~in
d3reSl 〈名〉 q制9 席練草(笈笈草〉

der9S1 �Gaidi: ヰ阿t~ 匂守 有席練草般銅腿的

d9re-~9 〈吋位〉 c，， (0) 均一 往上

d9reb!J 〈吋位〉 句(川町一在上面

d9f;)!J同 daralJ

d9京耳目伊Ii 制トq 尚来

d9rge 〈量〉 扮子〈ー諜子慢共問

d9rle- 〈劫〉 句長 枕 L-鈴子}

d9r1e- 〈劫〉 旬開時 下蛋

derleGa- 〈劫〉 旬:r 0 枕〈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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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 〈量〉波z 道，条

do: 〈名〉訳E 操

do:ke・ 〈劫〉浪z ー α 呆1

do:19- 〈劫〉 材~ 諒

do:19Ga- 〈劫〉 ~~判F 探(使}

do:ls~in XOr9 〈名〉 柑'('ffJ怖が食指

dO:ds 〈吋位〉 ~ 下 r(地名〉

do:dsre 〈吋位〉 句暗ま3 ①在下F ②在下庄

do:d9regu 〈吋位〉 知.~町 ①在下的F ②在下庄

dO:~G 〈吋位〉 erw'Z'I"PI 下面 l的〈地名〉

do:c駒gu 〈吋位〉 句"" - 下庄〈地名〉

do:ro 〈吋位〉 知官3 下

do:roxa:n 〈吋位〉 句鴫 d 稽下

do:roxa:ng3 〈吋位〉 句~"'"柿3 稿下面点
do:rox;:>羽3 〈位吋〉 句帽d向在下面

do:rogu 〈吋位〉 句~ 下面的

do:ro-c加 〈吋位〉 句曹均一 往下

do:r叩9 〈吋位〉 句"刊守 下面

do 〈名〉 1;~ 現在

do kurd91a:ー eπ副7 迄今

dogu 118G-d9 :rJ神 如今

dondi:ー 〈劫〉訳z 噂

dond凹 〈名〉蔵z 有司・『司 事情

dooule- 〈劫〉 句~ 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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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Gula- 〈劫〉 旬~ 率領

d∞ulaGa- 〈劫〉 句伊令官' 腐〈使〉

dolo:n 〈数〉 州司J 七

dolo:n-ns naga 例3 星期ー

dolo:nxa:n 〈数〉 柑明J /ロ、-1::;ノドt 

dolo:nda: 〈数〉 ~司J匂明Jヲ第七次
dolo:ndar 〈数〉 時司~ 第七

dolo・ 〈劫〉あー為 立青

dolooa- 〈劫〉訳z 一旬 端〈使〉

domsa 〈名〉 径典

do~o: 〈名〉 士壊

dnJ;J 〈名〉 相勺 海螺

dOJ;JGuda- 〈劫〉 q明向棺冒守 ⑦哨，史芦，⑨繋妊

dOJ;JGudel oB- 〈劫〉 句市曹，年? 支出芦昔(使ヲ

do:羽GUS08- 〈劫〉 句酬明 ⑦告鼓，②散R向

d明阻r 〈名〉 供碗

dOU(;la 〈名〉技官 京酉

dOYJ(;la a"u~in oa像ær 憾，J加晴商店

do:gdz:l 〈倉> Ì史s 冬空

dOYJra: 〈名〉 小林子

d::JO 〈名〉顛: 5司 毒

doola-- 〈劫〉 4明暗為 摘

doG1oYJ 〈名〉 句市可 関子

doolan doolen 一腐-n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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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G!lﾏn 〈形〉 知(rç/ 酸的

daG~inds- 〈劫〉 句骨内市 友酸

daG~indsI Ga- 〈劫〉 ~州ザt;YlU' 友酸〈捷〉

daGdi: 〈形〉戴: 51:1) <nC 有毒的

du: 〈名〉訳z 斗 <t十量器〉

du: 同 diu

du:bo:la- 〈劫〉訳z ーも 賭博

du:bo:tﾇl9 〈名〉双:-~ 賭博者

dU:fu 〈名〉訳z 豆腐

du:ls- 同 diuIs-

du:Islds- 〈劫〉 旬。;"， ~'õ17 跳眠 <A)

du:"4;lile- 〈劫〉 旬。m晶 i入弟弟、当弟弟

du:"4;lileIG�- 〈劫〉 旬偽抗争~ 使当弟弟

du:æs1e- 問 diuæsle-

du:rs- 同 diurs-

du:rslGa- 〈劫〉 句~~ 事件 業?脅(使〉

dU:rg3- 〈劫〉 句~，;<l 業?祷

du:rg3Ga- 同 du:rslGa-

duiks- ぐ全う校: -(¥0 対(表等〉

duila 〈者> 7)(:対ー為 嬬ヱ

duitu: 〈生> Ì史z 対~

dui詁 〈名〉夜z 堆JL

duid>:sle- 〈劫〉摂: - ~ T生成主体九

duidlu臼a- 〈劫〉訳z 一品 得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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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nda 〈吋位〉 柑d 中，中間

dundaxo1J93 〈吋位〉 句内珊J肘7 在中間
dundagu 〈吋位〉 句持~ 中間的

dundaﾇl9 〈吋位〉 qVF守的 在中間的

dunda~e 〈吋位、名> ~雨宮守 ①中間的F ②中指

dunda-~s 〈吋位〉 句ぱー 往中間

dunde:ー同 dondi:-"" dundi:・

dunde:loa- 同 dundi:loa-

dundi:ー同 dondi:ー"" dunde:ー

dundi:loa- く劫〉 訳: -旬 時〈使〉

rlunsa: 〈形〉訳s 樺色

dundzs 〈名〉訳s ①昏F ②望書室

dU1J伊1a 〈名〉訳z 冬瓜

dU1Jgo: 〈名〉訳z 冬果

dula:- 〈劫p 句"ぬ 放牧

dula:loa- 〈劫〉 唱叩F品事? 放牧(使)

duli: 〈形、名〉 句怜q ⑦茸葺的P ②葺子F

duli:la- 〈劫〉 句弱電電為 斐葺

dulhds- 〈劫〉 ~~ 斐至撃

dulo 〈名〉 相与9 火歯

dumbur 〈名〉 <:tDi - 土堆F 土包

duSGu 同 tusou

dur 同 udur

dur noo輅gu 肘寓@ 渡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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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a:n 〈名〉 ~.f ①意思，②宍趣

dura:n gua 制}守 ①討氏，②没有好感，

duramdi: 〈形〉 旬開r(I 有意底的 i③元趣

dura:ndi:ng3 〈形〉 句曹博問 心投意合的

dura:la- 〈劫〉 句?午， 喜汝

dura:lan く劫〉 切ぱ ①慮意，②希望，③感

dura:lan gua 制時 不思意 iP4趣

dura:se 〈名〉 q酬e 酒

dura:s9 u命令 旬伊 掛酒

dura:s9 tai 材it 器酒

dura:時ーds m炒-ns 匂@伏 受喝酒的，晴酒

dur�:satps く名〉 句柄拘同 酒双

dure:・・ 〈劫〉 句"司君 ①没有精神p ②没有

力笥p ③変搬

dure- 〈劫〉 守官事耳障 ①領p ②引

durelGa- 〈劫〉 匂ft .;..!!' ①領〈使)，②ヨ!<使〉

duro: 〈名〉 句~ ①木制~，②鼻部

durgun 〈名〉 旬~- 午抜

durgun taila- 拾一品 送飯

durla: 同 udurla:

durla- 〈劫〉 句曹恥 ①悪意，②想、念，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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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1pa: 〈名〉 ~ 茶

1pa: P�:gQ 〈名〉況z 、茶沙縞 茶壷
1pa: ー 〈劫〉 確証狗的声音

1pa: 穆a: 〈事〉 古叙声

1f,!a:ga ula 〈名〉 一句M 査寝山〈名〉

1pa:lse 同1pa:ldze

1pa:ldz9 〈名〉 ，:IIll櫛 ?氏

1pa:r偽aG く名〉 F明'帽q 睦虫

1paula・同 ~ula-

1paule- 〈劫〉訳z ーる 信リ

1paud9- 同写aude-

1pau1a- 〈劫〉 ，鴨宮守 肝

1pauliu 〈名〉 紅阻聴

1pab阻r 〈名〉 ~~ 三十F 除タ

1pabsar gui sara 初神q 令~') 小尽

1pabsardi: sara q司令~1 大尽

1paG 〈名〉 ".J ①吋i司，②吋

1f，!aGa:n 同1piGa:n

1paGla- 〈劫〉 ①忍耐F ②形成

1paGra: ・ 〈劫〉 ::ro官(\:v ①叫賦p ②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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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a:lGa- 〈劫〉 曹府内 社叫城

~aぽa:lds- 〈訪>. 町句句 峨叫〈余}

~aroG 〈名〉 :arqf 韓

司書留sar 同 tøab:路r"'~錦町

司自世S町-ns sone 令ポ 除タ

~ぽSぽ-n9 �l:>:g 除タ

者~æn 〈名〉双， 倍

~æn 〈形〉双i 浅

fl;l誅bi: 〈名〉双， 錨草

~ænl~y 〈名〉訳， 千里拘

~æntu: 〈名〉訳書 前途

首~ænæ9 〈名〉訳z 紺子

~ælJgua羽 〈名〉訳s 薗握 ①薗戸p ②薗権

~æbsar 〈名〉 ~""'4' 裂鎗p 鐘隙

~æbsarla- 〈劫〉 ~拘る 昧眼

"4læb時9・同胸!~9-

"4læ泣a:・同"4laGra:・'" "4lixra:-

~æb~9- 〈劫〉 :119寓 歌

~æb~91Ga- 〈劫〉 :119=~ 政〈使〉

"4læb~91d9- 〈劫〉
:119= '" 

政〈余}

"4læl:>羽 〈名〉 句'勺 ①笈子p ②盤子

~ælg3・ 〈劫〉 ポα 呑F 咽

~ælg3Ga- 〈劫〉 守柿l!' 呑〈使〉

~副93d9- 〈劫〉 向句 呑〈余〉

203 



m詢bi: 〈名〉 ザ子

~æm c:f?,ærs-
9 

-ー\'p ‘客弓

~æs9 〈名〉 .，~ ‘ 下雪雪， 降雪首~æS9 uro- 匂育'

~掛edu く形〉 ，骨肉号 有雪的

fl;Iæsg3 同c:f?，aぉ93

fl;I訶9- 〈劫〉 ~ 地

fl;I鉛dslGa- 〈劫〉 ~~ 地〈使〉

fl;I訶ulolJ 〈形〉 "'OhlU~jC) ①飽満的F ②段実的

fl;I誡me 〈形〉 識: ê5・扇町 陪生的

~ærmeds・ 〈劫〉識z ぁ.jt守-" 変陪生

fl;Ie:- 〈劫〉 官明\t 友白

~e:ban 〈名〉訳s 切板 菜板

もøe:lGa- 〈劫〉 問、F 白〈使〉

fl;Ie:誑 〈名〉荻= 茄子

fl;I i: ー 〈劫〉 ，司E 天亮

M: 〈名〉訳z 棋

fl;Ii: na:ds- ~ 下棋

fl;Ii:fula・ 〈劫〉訳s ーー晶 欺負

fl;Ii:daG 〈形〉 ①厨害的，②能干

的，@不得了

fl;Ii:d泊 〈名〉訳s 旗

fl;Ii:rs- 〈劫〉 指成一因

1!;Ii:r也9 く名〉 句耐9 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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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l;lina:・ 〈劫〉 寓F ①煮，熱，②醸酒

1l;lina:!Ga- 〈劫〉 ~~ 煮(使}

1l;lina:da 〈名〉 問可e 后天

1I;Iine:- 〈劫〉 句， 試

1I;Iine:lGS1・ 〈劫〉 匂~!' 武〈使}

11;1泊s 〈代〉 ~ 単数第二人称領寓格

官pin釦rà:・ 〈劫〉訳s 清楚一， 隻亦 i形式

1I;Iinfura:lGa・ 〈劫〉訳s 清楚一向，①叫醒p ②提醒

1I;Iinla- 同1I;I8lJla-

取泊laGa- 〈劫〉 寓持1"'11' 野{使〉

11;1泊laIGa- 同1I;IinlaGa-

11;1泊色ãi 〈名〉訳z 芹莱

1I;Iin，命a: 〈名〉訳z 宗家

1I;Iin~ila:IGa・ 〈劫〉訳z ー均 生~(使〉

1I;Iin~臼a・ 〈劫〉訳s ー為 ①生弓，②杯f艮

1I;Iin~ 〈名〉訳:~ 弓

1I;Iin~idi: 〈形〉訳z 弓-~ 易生笥的

1I;I i羽fu 〈形〉双s 清楚

1I;IÏlJGa:・ 〈劫〉 ~ 控禁

tøÍlJgs・ 〈劫〉 dα 描

11;1匂gelGa- 〈劫〉 京特~ 描〈使〉

1I;IﾏlJgelde- 〈劫〉 dα'- 描〈余〉

1I;Iixra:ー同制Grá:ー'" 1I;Iæxra:ー

t�Ga:n 〈形〉 司J 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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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liGa:n DUd9 食電e 眼白

1i;liGa:n Xl勾xU 浅紅

1i;liGa:n Gad?;誡 和d 沙漠

1i;liG8:n Gurel ~~ 白面

1i;liGa:n ga:ra 司':1\. 白糖

1i;liGa:n m;>lJGul 品切守 土族

1i;liGa:n sai 菜 白菜

1i;liG�:n sbai 白青穂

1i;liGa:n ﾇ!iru: 句~ 白土

1i;liGa:n (;l侮明 白毛主子

1i;liGa:n ﾇ!U:dsrs 匂~ 霜

1i;liGa:n to:ss 句岬 ①黄油F 守②訴油

1i;liGa:眠a:n 〈形〉 ~ 梢白

1i;liGa:DSGa- 〈劫〉 ~ 弄白

1J;!iGa:nds帽 〈劫〉 :II'J!'9 変白

1J;!iGa:ndalGa- 〈劫〉 2".!"" 'l!' 弄白

1J;!iGua- 同1i;lYGa:ー

1!;ligs- 〈劫〉 ボー ①塞F ②堵

1l;ligs 〈名〉 京q円 耳呆

1l;li，伊 u]a:・ 旬柿 耳鳴

1l;l泊s-na: P;>SGU・ “輸咽 竪耳

1l;li伊-na: D9Ga: e，./句市 垂耳

1i;ligs noko 加句 耳孔

1J;!igs pads 6tt;i 耳背，耳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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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Þi伊 Ia'加命s '�9:1'(' 耳斡p 耳華

1!;Iigeb今9 〈名〉 同9:1'(' 耳套

1!;I i!伊，1e・ 〈劫〉 R柚 出月耳部

1!;IigelG�- 〈劫〉 寓伸。 ①塞〈使)，②堵〈使〉

4!ig9Clu 〈形〉 震憎 有耳呆的

1!;I i伊1 間取i伊ldur

4!igulo~ 〈名〉 匂同一 咋晩F 咋夜p

4!igulds- 〈劫〉 啄〈余〉

1!;I i，伊ldur 〈名〉 匂明何回R 咋天

1!;Iigudurgu 〈形〉 相~~ 咋天的

4ligurde- 〈劫〉 前甲府 ①肉煤，②肉屯

取ims 〈代〉 :fI) 単数第二人称代調的

客体格和与位格形式

1!;Iimsg3 〈名〉 時句 ①前脅p ②賂縛

1!;Iimo:ー 〈劫〉 震向 摘

1!;Iimo:lGa・ 〈劫〉 震怜;0 摘〈使〉

1!;Iimsai 〈名〉 男母

1!;Iim踊B 〈名〉戴z 信網・~C::・ 家庭

1!;Iim回 〈名〉 姉僧 ①指甲F ②爪

取imdzs 問診im回

t匝iss 〈名〉 制J 血

1!;Iidar 〈名〉 旬d &人

t(;Jidar1j;lila- 〈劫〉 f岡市計 ①以双族方式，⑨涜

場idela:nga 〈形〉 仰心，、JWり抱飽的 i訳活

201 



4lidoou 〈名〉 句dヲ 刀

fl;!idoou 瀘 a  併J 万刀

4lidoou xui 。~~ 万鞘

MdQoula- 〈劫〉 ~許 用万載

4li~aG 〈名〉 開勺 ①花，②圏画，③牛痘

者:;ü~aG fun9rla- 蔵z ド.q ー栴花謝

4li~o xuala- 国ーも 画面

4li~aG lab~9 神宮守 花癖

4li，命;ao tar9- 句~ 神牛痘

4li~aGle- 〈名〉 調的 汗花

4li~Gdi: 〈形〉 ，ョr(.~ 有花的

4li~0419 く名〉 聞神宮守 誘花姑娘

4li~ima: 〈名〉 弓士士草

4li~irma: 〈名〉 ~) 弓蓬

4lirao 〈形〉 ~ 緊的 .，;~~'，主J句. ー

4lirao 〈名〉 時可 兵士

fl;!iraG-n9 nojo:n d 初J 宰官

4liraoge 〈形〉 珂W 向 f良京

4liraosoa- 〈劫〉 ~'õ"!!' 投紫(使)， fjJ\緊

ff;lﾏraGd9- 〈劫〉 ボ蜘申 変緊 L (使〉

4liraod91Ga・ 〈劫〉 寓旬開府 投緊(使〉

4liraG-du 〈形〉 両~qe 往紫投

4lire: 〈名〉 ①迫銭p ②〈江、湖等

的}岸P ②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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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e: 〈名〉 時q ①面色F ②股

~ir9g 同 ~iraG

~iru: 〈名〉 制乃 堀

~iru:de- 〈劫〉 ~ 鋸

~iru:delGa- 〈勤〉 ~4ô 投据〈使〉

~irGa: ー 〈劫〉 何? ①剃，剃失，②理友

~irGa:lGa- 〈劫〉 ~T 制(使)，理友〈使)

おirGa:~in 〈名〉 αfr!' J 理友姉

~irGul 〈名〉 付伊守 野鵡

~ir"alxa:n 〈形〉 α耐曹J ①容易F ②便宜的

③梢易的F ④梢便宜

t;lirualxa:ng3 〈形〉 α鞠~柿7 梢易点JL r<使)

~ir"alsGa- 〈劫〉 α胤~ ①容易(使)，②便宜

~iruald9- 〈劫〉 ~鳩， ①変容易，②受便宜

t(;lirualdooa- 〈劫〉 付~~ ①容易(使)，②便宜

~9 〈代〉 宮q {示 l(使}

~o:n 〈形〉 制;J 少的

'fl;l0:ng3 〈形〉 :mOI柄7 f良少

'fl;lo:ngi: 〈形〉 胃刊"。円 少数

~o:nsGa- 〈劫〉 m刊刊。 減少(使〉

'fl;l0:nd9・ 〈劫〉 宮吋同 変少〈使〉

~0:nd91Ga・ 〈劫〉 mポ干.. ~~ 減少(使〉

4:0:99- 〈劫〉訳z ー α 識

4:o:gon 同 t(;l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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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f;lo:gon. i:sada 至少

1f;lo:19- 〈劫〉 間占 畿運p 刺穿

1f;lo:19IGa・ 〈劫〉 "が~ 通{使〉

1f;lo:�- 〈劫〉 ~ 受少

1f;lo:ra:- 〈劫〉 :="1!1品 ①逓，②打洞

1f;lo1J 〈名〉蔵: ~r:::' 民鼠

1f;loloG , 〈名〉 宮司d ①坑，②凹

1f;lomogo 〈名〉 鉄弥

1f;lomogole・ 〈劫〉 上部

1j;lor 〈名〉 酒糟子

1f;lorGU 〈名〉 鎖子

1j;lorGula- 〈劫〉 上鎖

1!;lorGulaGa・ 〈劫〉 上鎖〈使〉

加'1J901J同1f;l明gua1J

駒G 〈名〉 :J 掴子

駒G auu・ 時 取掴子(把田里的麦

掴送到打麦坊〉

加Gla・ 〈劫〉 胃柿， ①掴郷p ②打掴

旬拘lalGa- 〈劫〉 開為事v ①郷(使)，②掴(使)

駒G伽G 〈名〉 ~ 酒串

割問: 〈名〉訳E 秋

旬u:la- 〈劫〉訳s 一品 求

1!;lu:r9- 〈劫〉 • 漏

1f;lu:r91Ga- 〈劫〉 .1vr 漏(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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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tian xuala- 〈劫〉波z 拳刻一為靖拳

1puan伊ー 〈劫〉訳z ー α 功，功専

1puGa 〈名〉 嫡dヲ 零

'f!;lugu・ 〈劫〉 ~ 合身，遥宜

1pugu・ 〈劫〉 啄

'f!;lu伊ldur，伊1 同1pigudurgu

'f!;lurgo: 〈名〉 W'f早a， 平川

'f!;lYGa:・ 〈劫〉訳z 奔 -0 芸失

'f!;lygo- 〈劫〉 怯〈日 F 月〉

'f!;lyg町 〈名〉 御舟rII 池

'f!;lygur 〈名〉 F句~ 肉屯

4lylo- 〈劫〉訳s ー晶 ①串，②穿〈眼}

1py1un�l 〈名〉 干糠

1pylGa・同 u41i1Ga-

4lyda:・同 tuda:・

4lydiur 〈名〉双z 渠道 渠

古田:ydor 〈名〉 胃wc 伴腿

4lydor 同 tudor

'f!;lydorlaGa・ 〈劫〉 民明為。 伴(使〉

4lydOG 〈名〉戴z 号尚司 ①暴雨，②洪水

~ydOG bau- 句曹 支洪水

4lydoGla- く劫〉識I ~.詩.t1J'_;y ①下暴雨，②友洪水

1py侮oGla- 〈劫〉 集中P 集合， i仁捷

4ly侮oGlalGa- 〈劫〉 集中、集合(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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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iayra: 

1iayro:l 

1iayrgo 

~a:pu:dz9 

色ai 同 sai

色alJku

色。æ9 同1iaÏS9

~9æ9 auu-

~sdz:9da-

色。æ9di:

~l:fu 

tso:ban 

色o:da・同 sobda-

t旨ui，伊ー

~un 

色ba 同 s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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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戴: ~弐勾

〈形〉

く名〉 顧I ~.戸内

ts 

〈名〉双=

〈名〉訳書

〈名〉訳=

柑

〈劫〉 制帽

〈形〉 京旬吠

〈名〉訳E

〈名〉訳z

〈劫〉訳 z ーー('c

〈量〉訳s

妨撞，妨千

容易

汗水

茶靖子

菜

金庫

放血

①生血斑p ②血染

有血的

姉f専

握板

擢促

寸<t十量〉



1$ 

~aula- 〈劫〉訳z 肢- 4.,. 悪IL.'、

~aud9- 〈劫〉訳z 潮- qt 受潮

~augu羽 く名〉 訳z 長工

~alJ ~alJ 〈名〉訳= rtξ 

得aG~aGla- 〈劫〉 准告

~e:æan 〈名〉訳書 卒地

~9lJla 句 〈劫〉訳書成ー栴 成功

~9nda:gla- 〈劫〉訳書一品 承担

t事1:也9 〈名〉双= 尺

~t=也，9da- 〈劫〉訳z 尺子一，用尺量

~l伊ー 〈劫〉訳s 持ー α 堅持

~td事国 〈形〉訳書吃緊 ①棒的F ②能干的

~u:dl9 〈名〉訳z 鋤失

電uan 〈名〉訳s 蹄

~uanæl 〈名〉訳s 稜子

取uau 〈名〉訳z 床

~ualJla崎 く功〉訳: i周一る 試一成

警uid回 〈名〉訳z 錘子

得un く名〉訳z 春

~unsun 〈名〉訳s 重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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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事

命a:・ 〈劫〉 明F 告状，控告

$1:ー 〈劫〉 m!' 指尋

$1:nau 〈名〉訳z 夫子

侮a:nauda・ 〈功> i:又= 下夫子

~a:ban 〈名〉訳書加根 鋼板

$1:k9- く劫〉訳z ー α 来

$1:k9lGa・ 〈劫> &1 ー掛0 夫〈伎〉

保a:k9r く名〉 訳I~火JL 火夫子

~:la- く訪〉訳s ーも 加

~:lGa・ 〈劫〉 VU'. 'ur 告状〈使〉

~a:IGa・ 〈劫〉 鴨匂 指尋〈使〉

~a:ld9・ 〈劫〉 開句 告状〈余、互〉

~:ldaGa・ 〈劫〉 時匂 v 告状〈使〉

~a:mi: 〈名〉 時rt) ①縫JL，②腹股鈎

~:da 〈副〉 ①只有F ②剛剛

侮a:~:r 同保a:~a

~:~a 〈名〉 国鳴JL

~:j9 〈名〉 砕草

~:r 〈名〉 補f 麹跨

~a:r 〈名〉 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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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手au 〈名〉訳s 害

d手aU- 〈劫〉 "I!' 唆

d同ubu 〈名〉訳s 肢布

ぬauke・ 〈劫〉訳z ー α 手Jらで

~a叫Ga- 〈劫〉 柑司F ①唆〈使)，痔〈使〉

~aud手記 〈名〉 '叩q 脚后眼

~audze く名〉 酵母

d手audze 〈名〉双z 耕

~and手ama:sal 〈名〉 歌調名

d手明
〈副〉訳s 将 ①正当，②只有，@

将p 剛岡1]，④ー会JL，ー降子F ⑤恰好P 正好

d手alJ
〈名〉訳s 掌 蹄扶〈鉄掌〉

d手alJla-
〈劫〉訳s 降ー骨 下降

d手alJla- 〈劫〉訳=理一る 翠鳴p 興事解

d手al;) la- く劫〉訳z 笑敬一る賞F 敬

d手alJ問
く名〉 '木碗

d手al;)!?a]J
〈名〉訳z 草亘縄

d手alJ!?a]Jla- 〈劫〉訳z 一弘 楽賞

d手alJd手u:r 〈副〉訳z 将就 梢微p 一点

~aG 〈名〉竿s 只阿黒 核

d手aGa: 〈形〉 慢

~aGa:xan 〈形〉 梢慢

弘前a:r く副〉 慢慢地p 逐街地

事aG8:r 侮aGa;r 漸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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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liu 〈名〉 挟勺

~Gsa 同 ~iGsa

~lGalda:- 〈劫、違〉，s~ ①接着，間吋，②予是

E与a~~aG 同 ~i(:c腕G

也ar<h.IJ 〈名〉戴: E!.・ 5R' ①臼，②茶脅

~aoa:n 〈形〉 ~ 談〈指調料〉

t腕oa:n ide(:s 句w伯母 談食

~æ 〈名〉訳z 家

<t�- 〈劫〉 旬， 治庁〈病〉

~æn 〈名〉訳， 向〈一向房子}

~æn9・ 〈劫〉 w伸 ①耳， ②自主喝 f<使〉

侮æn91GQ- 〈劫〉 "旬句 ①茸〈使) ，②怯日昌

d手æn9dal く名〉 wャ~ ①葛語，②肱喝的枠

~ænk9dか 〈劫〉 w崎駅 錯吃嬉 L子

~ænked9Ga- 〈劫〉 村旬'" 鱈吃癌(使)

<tænkoo91Ga- 間像ænksdeoa岬

<t�ng9ra: 〈名〉 側句..1， ①胆結石，②腸梗阻，

像記ng9d9- 〈劫〉 -"何切 打結 l③喧

d手おng9raG 〈名〉 w時~ ①核桃，②果核

~æl1men也9 〈名〉訳s 誠面子

~ænsu:l 〈名〉 甘草

<t�nt:lG 〈形〉 時匂d 一半

<tænbGla・ 〈劫〉 時句"ー 勝成一半

~飽nt:lGd9- く功〉 開~. 成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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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nda- 〈劫〉波z 箭一軍 霊

偽æn~iIGa- 〈劫〉 ~T ①打(挟) (使)，

鋳〈使) ，②敵告〈使)

~n~9・ 〈劫〉 ~~ 敵(拶) ，打(鼓〉

~æbblJ同命ærblJ "" ~o bblJ 

~Ga:r 同 ~aGa:r ""偽iGa:r

~æGa 〈吋位〉 ①上，②正

~æGa kud9 一伽J 上房，里屋

偽記Ga ger 一冊 上房，_ïE房

~æGa 〈名〉 開tfI') ①(衣〉領p ②被共p

~GaS9 同 ~iGaS9 i③祷腰

~æla 〈名〉 柿守J~ 幸L:J:立(一科帽〉

~liu 〈名、形〉 柿ポ ①青年F ②年経

~liud9- 〈劫〉 柿w 受年経

~æliura:ー 〈劫〉 柿'!!ox' 成年経

E与æIGa:ー 〈劫〉 許v 連接

偽記lGa:lGa- 〈劫〉 F干官~ 連接(使)

d再ælGa:ld9- 〈劫〉 v"'r.r~ 連接(余〉

~ma 〈名〉 蔵: s;:・剖' 厨姉

ぬæmt;)G 同 ~ænt;)G

~æs 〈名〉 守N 鋼

~æsar 同 ~absar "" ~arsar 

~æsge 〈名〉 蔵z ぁ・司肉 口根

~æs~9 〈名〉 v!1 :r¥' 鋼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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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9- 〈劫〉 宮間 〈全十>tL

~æ判明間~紅白羽

~æd手il9- 〈劫〉 \!'r.為 日露

~æ~ilsaa・ 〈劫〉 ~為 v 鴫〈使〉

命ærs- 〈劫〉 守宮曹 使用

~ær9n 〈形〉 鴨J 一半

d手ær9n sara 令~1 半月

d手ærsn suns ~ 半夜

d手ærsn ~1101J 半夜

~ærsls- 同~ぉrls-

~ærslaa- 〈劫〉 ~;"， 使用(使〉

命日巴raai 〈名〉 ①甥吹p ②地界

E与ærau 〈名〉 ~.nr& ①状子F ②宮司

~æraula- 〈劫〉 甲'~ 1r 告状

~ぉ:raulaaa・ 〈劫〉 明曹旬 告状(使)

~箆raulalds・ く功〉 ~~~ 打官司(互、余)

~箆rau"4!9 〈名〉 ~宜号 打官司者

~rgal 〈名〉 情m'守 幸福

~ærgale- 〈劫〉 ，が， 金

偽ærgaleGa・ 〈劫〉 州初 金(使〉

~ærls- 〈劫〉 耐， 使喚

E与ærlo羽同 ~æbb1J "'" ~obk)1J 

~ærma 〈名〉 町内 君子

~ærma xura: 伽勺 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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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ærma ta~ 推: tax 砕抄右

$誡$in 〈名〉 ~ 用的京西

d同r$in kun 納J イト人

$æua~nd9- 〈功〉 神F 唱F 受淡

$e~ 〈名〉 鴨句 携

$e~ く名〉 情。7 外甥

$e:na: 同 nd手e:na:

$e:fau$un 〈名〉双z 解放軍

$e:xun 〈名〉訳z 結婚

$e:ks- 〈名〉訳z ー α t昌

$e:le- 〈劫〉 ボ渦， 借

$e:伺: 〈名〉訳z 哲下 市日

d手e:ds- 同 $O:d9-

$e- 同 u(~e-

d手eda 〈達〉 但是，然而

也eda 〈感〉 好H巴〈用予句首)

d手i: ー 〈劫〉 ~ ①仲，②通(拾)

$1: GU・ 匂可申 道拾

d手i: 〈名〉双s i十策

d手i:la- 〈名〉訳z 急ー為 生弓

$i:saura:ー 〈劫〉訳E 急操-1iI①煩悩p ②着急

$i:saura~叩i: 〈形〉訳z 急操，一')iI'I崎、受急操的

$i:r 同 $a:r

$i~r9- 〈功〉 ~ ①裁p ②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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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lJ pen�s く名〉双z 萎片

d手ialJ c包9 〈名〉訳z 菜子 来糊

rl1.僘lJ ju: 〈名〉訳s 醤油

rl1.i誅 tle: 〈名〉訳 z 建没

d手iu く副〉訳z ...就 H・・"， 就是

rl1.i叫a- 〈劫〉双E 救ー栴 搭救

rl1.in 〈形〉訳z 禁的

d手inda:la- 〈功〉訳z ー柿 ①証禁p ②加快

d手inda: rl1.s- 〈劫〉訳: -~ ①柾快p ②快点

d手intpæn 〈形〉 尊貴的

d事intsa 〈名〉双= 警察

~in rl1.s 〈名〉訳z 綿ヌ事

rl1.in~yla- 〈劫〉訳z 一裕 禁止

rl1.ilJ19- 〈劫〉訳z 敬礼

rl1.ilJfu 同 dえsnfu

ぬiGa: 同偽記Ga

d手ica:xa:ng3 〈吋位〉 梢上述

d手iGa:x::>lJ93 〈吋位〉 上述

rl1.iGa:gu 〈吋位〉 上迫的

d手iGa:ds~9 く吋位〉 往上

~iGa:r 同 d同Ga:r '"'"像記Ga:r

d手iGass 〈名〉 開!"'19 査

d手iGass xaG 命" 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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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áse j記Sê 判争 車刺p 宣骨

d手iGrå 同d?OGui

~iGsa く名〉 明命'!l' ①土塩F ②碍

必igede- 〈劫} 泣

d手ig3 〈名〉 守?前7 !1p 

C与ig3 xaiJa- 命事栴 思戸叫

C与ig3 lausa: も肘J !1p掠

今ig3 da:xa q，.，.I~ @p拘

~i1 く名〉 明司 属相

d手ila: ー く名〉訳z 一品 i己

匂i1 a:ー 〈功〉訳z 一弘 己a
dじa、

<tila: く名〉 v:l{ 灯孟

d戸la:dal く名〉訳z 忌-1rç舟 忌i事法

d手iliu く形〉 訳E 机見

C与iliu く名〉 戴: ~肉'弓 持

~ilo:n く形〉 w州J 光滑

与ilo:ng3 く形〉 w州，{肘7 f艮光滑

~i1o:nsGa- く劫〉 w刊""， 00 光滑(使〉

d手ilo:nde- く功〉 w刊和布 変光滑

~ilo:ndeGa- く劫〉 w仲平IT ボ} 弄光滑

d手i1du 〈形〉 京、母 属相的

d手il侮iGa く名〉 V:};rrJ~ 恵子

d手i1(与iGala- く名〉 v:l"宮市 生息子

~ímu- 〈劫〉 ポ明 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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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ulGa- 〈劫〉 ポrぬ 伺(使) ，合(使〉

d手isba 〈名〉蔵， ~.ロ 一科悌殿的名称

~isga 〈名〉 戴s 号明・勾 筋

~isge く名〉 土塩

d手ij;l~aG 〈名〉 荷包

d手ida: 〈名〉 相i ①矛、支，②刺万

~id手æ 〈名〉 汗水

~ira: ー く劫〉 ①追証，追逐，②日区起

d手rra: ・ く劫〉 開明 和、調(面，泥等)

d手ira:IGa・ く劫〉 追起(使)

d手iran 〈数〉 WI 六十

~iranda: 〈数〉 mrI 匂竜門J'l) 第六十回

d手irGu:n 〈数〉 明町句J -1i¥ 4 

~irGu:nxa:n 〈数〉 明伊'J!"TI/ 口、4/\4 ィ』、

~irGu:nda: く数〉 明将司WI 匂電円J'l) 第六回

d手irGu:ndár く数〉 明~宮~ 第六次

~irg3 く吋位〉 ①里迫F ②中間

~irg3 〈名〉 附句 Jじ、

d手irg31e- 〈劫〉 需が守 排(ヂIJ)

~irg3r9 〈吋位〉 ①......里P (... ...中

~9 〈違〉 所以F 因而

~o: くi吾〉 常事 ①町，②是，好(表示

d手0:ー 〈劫〉 v:;(}o 強 L肯定}

tt.o:ー 〈劫〉 v(a 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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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ba:gu 〈名〉訳z 郵一向d 鯖惇子

~O:X;)lJ 〈形〉 樺色

~o:lon 〈形〉 w州1./ 軟的

~o:lonbu: . 〈形〉 事同J 一議器的

~0:long3Gu1a 〈形〉 w~肖./- 定熱的

d事。:long3 〈形〉 v:~./ 約3 軟一点

C与o:I .onsGト 〈劫〉 v:刊;.， tI<� 軟〈使〉

~o:l.ondÐ- 〈劫〉 v:特長守宅F 交軟

~o:I.ondeGa- 〈劫〉 w刊恥ポ3 変軟(使〉

~.o:1Ga・ く劫〉 甲倒。 戴〈使〉

今o:lGa岨 〈劫〉 告到

~o:lGO岨同~.o:lGa-

~.o:JGa- 〈劫〉 ボ禍1(; 変冷，変涼

~.o :dala鴫 〈劫〉訳s 舵打ーも打沈

~od 向 ~ob "" ~yb "" ~yr 

~o:de- く劫〉 可合唱書 生鵠

~o:d9Ga欄 〈劫〉 明@ポー 生誘〈龍〉

~0:r9- 〈劫〉 wxr 自1

~.o:r91Ga・ 〈劫〉 同事? 前〈使〉

d手。:ro 〈吋位〉 将軍~J 中間

(~0:rOX;)lJg3 〈吋往〉 町rrt;rwv.f問 ①l司隙p ②空間的

d手。:rogu 〈時位〉 時曹索令n 中間的

$o:rolaaa・ 〈劫〉 守F軍司‘1l' 当中間人〈使〉

て私的関 $od "" ~yb "" ~yr f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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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oblo:g 〈名〉 同~ ①苦ヌ佳p ②宍ヌ住F ③ 

d手，oGui 〈名〉 匂胃官官昏 関茎(大人的)

c:f?,oGui tolGui 材申q 色失

c:f?，olo~s 〈名〉 司事句~ 司机

c:f?,oro 〈名〉 開刷、1 小走

c:f?，orola・ 〈劫〉 京帝~ 小走

c:f?,orolaGa- 〈劫〉 ~裕司F IJ、走〈使〉 「勢好的

c:f?,orodu 〈形〉 ~..& ①小走的F ②弓的走

伽羽 〈数〉 ~ 百

c:f?,o:gda: 〈数〉 円J 旬竜町lヲー百四

c:f?,o:gds く形〉 明~ )百的

ぬOG 同 roG '" j;lOG 

命OGmu 〈名〉 ①おp ②山谷

c:f?,u: 〈名〉 ボ:a6' 計

c:f?,u: baGa・ 打計

c:f?，u:la- 同c:f?，iula-

c:f?,u:mu 〈名〉双s 男母

c:f?，u: 回i く名〉 訳z 生菜

c:f?,u:dsn 〈名〉 ..J 室F

c:f?,u:dele- 〈劫〉 柿ポ， 作重要

c:f?，u:~s 〈名〉 神宮q 裁縫姉

C与u:dle く名〉訳s 男子 大男子

cJ?u:r 同 ucJ?u:r '" rcJ?u:r 

c:f?，u:re 同cJ?o: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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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relaaä- 間像o:rolaaä-

~u:rs- 〈劫〉 情"
①宝3p ②薗

~u:rdi: 同 u~u:rdi: "'-' r~u:rdi: 

~ulo:n 同 ~ilo:n

d再y:

~y:la-

〈名〉戴z 奇府 高量

〈劫〉蔵z 恥一品商量

~y-ns ~ydur 同 u~y-ns u~ydur 

~yb く形〉 w，~ ①正萌的F ②碕実的

~yb ~ybns 吋一 地道的，真正的，碩突

~ybda 〈副〉 w~ ;t 真的P 果真 L的

~ybda ~l~in 吃緊 実在移日合

d再yxua 4li~a 〈名〉双z 菊花一間勺菊花

~ygu1J 〈名〉訳E 鞠弱

~yl 同~i1

d手ylc孟e 〈名〉蔵: ~:.::.号 骨股

d手，yldzsda- 〈功〉蔵: ~弐.!ー，用骨肢粘合

~ydur 同 u~ydur

d手ydzs <名〉双z 橘子

~yr 同 ~ob "" d手od "" ~yb 

d手yr <量> ~\' 対F 双

d手yra:ー同 φ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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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 

訛: 〈量〉 作〈弦汗的大揖指和

中指両端間的距寓)

dzaila- 同 dze:le-

dzai1a- 〈劫〉波E 栽一品 ①下沖p ②栽倒

dzaimau u:dze 〈名〉双z 裁毛梶子①地強F ②弓搭子

也alVu 〈名〉訳z ①姐夫，②妹夫，③女婿

dza:fa 〈名〉 法筏(ー神燃料〉

dza:ke- 〈劫〉訳z ー α ①確

也a:ke・ 〈劫〉訳=ー α すし

dza:la・ 〈劫〉浪z ーる 側

dza:la・ 〈劫〉訳s ーも 作

dza:la- 〈劫〉訳z ーも ;乍〈量〉

dza:dau 〈名〉訳z 側刀

也a:dan 〈名〉訳z 件弾

也a:va 同 æa:fa

也auxa 〈名〉 駒内 ①厨房p ②仕火

也auxa ger ~ 伏房

dzauliu more 訳: ~寄贈匂~ :g堅調弓

dzaure 〈名〉訳E 要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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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anga1J 〈名〉 弓禁

dzanka1J同 dzanga羽

也ank9・ 〈劫〉波z 勢ー α ①自吹，吹捧，②称賛

也andan 〈名〉戴t ~可 í~' 檀木

dzan~in 〈形〉 ①美的，②真行(襲攻

也an也an 〈形〉 ⑦高，②突出 u吾〉

也a1J 〈形〉波z 腔 肱腔的

也a1Jmar 〈名〉蔵z 司良明・『剖弐 紅鋼

也a 1Jr9 〈名〉訳z 替JL 響子

也a1Jr91a- 〈劫〉 揺共〈指嬰JL)

dzama 〈名〉 ①僕慎F ②食物

dzadzar 〈名〉 淘弓

dze:le- 〈劫〉波z 控ー恥 ①迎接，②接受

也e:lelGト 〈劫〉訳z 接-~①迎接〈使)，②接

也e:r 〈名〉訳z 守ヲ L受(使〉

dze:uu 同也aiuu

也i:la- 〈劫〉 倣俊F 准各仮

也i:laGa- 〈劫〉 作坂〈使) ，准各仮

dz9lJla- 〈劫〉訳z ー為 持 L<使〉

也91J99 〈名〉 老鼠

也91Jg9ne:ー 〈劫〉 ""梓令T干 岐岐ロヰ

dz9liu 〈形〉双z 机夷 聡明的

也9liuGula 〈形〉訳z 机東一 f艮机JR. 「犬小小的

也edz9maè包a 〈形〉 ①零零砕砕的，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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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z]:81 

也]:dえu

也l:jæn

也l:ju:

也19andz9

dzlgan也9 pu:le-

dzo:xa 同也auxa

也0:j9

dzu:IJda 

也;'JIJna:

也u:ma:

也u:daIJ baGa-

也u:re:-

也u:re:IJ9i:

也u:re:IGa-

dzud明

dぇau伺S

dt;.an m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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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波E

〈名〉双z

〈名〉 、反: t氏自国

〈名〉波s

〈名〉波z 笛秤子

~~~ 

〈名〉波z

〈副〉双: lA ー，

く名〉 句re

〈名〉訳z 走弓

〈劫〉

く形〉

〈劫〉

く名〉 訳z

dぇ

〈名〉訳s

く名〉 双z

只是，佼佼

地主

姻巻

自由

笛子

吹笛子

作揮

①永遠，②以来

①蜜蜂，②牛虻，

③弓蝿

①走弓p ②駿弓

駆鬼〈把焼熱的石~

放送水里F 意;7g~区鬼〉

焦

焦了的

弄焦、

祖宗

照像

詰帽



dぇa弓 〈名〉波s 掌

dぇa1J 〈名〉訳z 中長

~a1J fa1J 自 帳房

dぇ，111Jk e- 〈劫〉訳z 占ー α 占領，占

dぇa1J伊lÎd9 〈名〉双z 掌桓的，主人

dぇ，a 1Jmu く名〉訳z 丈母 岳母

~a1Jえ1D 〈名〉訳s 丈人 岳父

負担fu 〈名〉訳z 政府

dぇenle- く劫〉訳=一裕 蒸(僕慎〉

dぇ91J tse く名〉 双z 政策

dぇ91Jdえ1 〈名〉訳z 政治

~9bla- 〈功〉 倣，干

dぇsbla- 〈功〉 ①f仁流p ②形成

負9Ga:n く形〉 ①美，②好

dぇSGa: 1J93 く形〉 ①美F ②好

d引: aí也9 同 dぇ1: <Ytﾈ9 

dぇ・V edls 〈名〉浪E 佳JL

dえV mi: ai 同負v mbr

告.1: mi:a- 〈名〉訳E 佳女

dぇ1: sai く名〉 玖s ①智オ，②廿深

~::l1J 〈名〉玖s 庄

dぇ::l1Jua: 〈名〉 酒畠

dぇ::l1Jua:怒9 〈名)， 敬酒者

�;plJua く名〉 蔵g 奇1::'司 衣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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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U! 〈名〉波書 柏

~u:la- 〈劫〉訳z 住ーー為 ①住p ②停

<tu:� 〈名〉訳s 主席

~uan 〈名〉双， 時

~uanla- 〈劫〉双z 一裕 嫌

~ualJla- 〈劫〉双z 装一品 ①装p ②保装

~ualJ$1 〈名〉訳書 庄稼

~ualJ~a 19899 京活

dぇua羽<ta tar9- 句耳目 科地

dぇUalJ$1t(;l9 〈名〉双z 庄稼-2\'宏民、庄稼人

dえuak9- 〈劫〉訳z ー α 弧

~uadz;9 〈名〉双z 爪子

~unbi:la- 〈劫〉ぬー為 准各

~unk9- 〈劫〉訳z 准ー α 弄准

dぇulJlulJ 〈名〉訳E 中友

dぇulJiau 〈形〉双z 重要的

dぇu~uan 〈形〉 ~ ①厚的P ②茂盛的

dぇU~Uan8Ga- 〈劫〉 明'll'f'Int 変厚〈使) ，加厚(使)

dぇu~uand9- 〈劫〉 W内押'ÕI 変厚

dぇu~uangヨ 〈形〉 vnrTr'i~ 厚点JL
~uji: 〈名〉訳z 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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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 <ì吾〉 ①是，②対〈表示虚

ja: 〈感〉 野，明 Lì若〉

ja:n く代〉 明ra.J 什会

ja:n da ~dana :16'問Jぅ 什公也会，多能的

ja:n do 1Jﾇl9 京西 什会京西

ja:n-d9 〈代〉 叩./~ 治イ可F 泊什会

ja:ba 〈名〉訳s 唖巴

ja:fa 〈名〉訳s 牙刷

ja:xan く形〉 珍貴的

ja:xa1J93 同 a:xa1Jg3

ja:Ga ・ 〈代劫〉 ~α 干什-z.， 作目舎

ja:Gau 〈名〉訳s 牙膏

]a:mun 〈名〉訳z 街n

ja:~u: 〈名〉訳z 牙猪p 公猪

ja:<29 〈名〉訳z 明子

la:ra 〈名〉 ~J 搭

ja:ra1dalJ 〈形〉 ~tT;Çf，勺 多底的F 受長癌的

ja:rada・ 〈劫〉 京帯電F 長庖

ja:rdaa 〈形〉 新撒的P 軟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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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rdaGlaｭ 〈劫〉 掛慣
'1 

ja:ua 同 ja:ba

jau~ <劫〉 ー掃 走

jaulGa- <劫> ~~ 走〈使〉

jaulGa・同 ju:lGa-

jaulde・ 〈劫〉 姉旬

「③交往

①走(余) ，②来往，

①歩伐P ②走的祥子

要J長的P 重要的

jaudal <名〉掃d

jau~in 

jan也9

Janua1J 

]a1J 

jalJxu: 

jalJlaｭ

jalJli: 

jalJ~ila-

ia1J~ilaGa

jaGla-

:aGlasan fan 

laGlaGa-

Jama 

a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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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双z

〈名〉訳z

〈名〉訳z

国子P 院子

菟柾

〈量、 i吾〉蔵z 閃".①次p ②又

(niga ja1J一次J jalJ rec腕又来了)

〈名〉訳s 洋火 火柴

4劫〉 ①肝到p ②憧

〈名〉訳z 羊ネL(要来吋p 要素

人牽到女方家去的羊叫羊礼)

〈劫〉訳=ー晶 央求

〈劫〉双z 一旬 央求〈使〉

〈劫〉蔵z 肉Il'}'z:r 宇牧

d 宇牧年

〈劫〉蔵z 関ll'}'l:I'

〈代、副〉同f

〈代〉

宇牧(使〉

①忽梓"窓会F 什ゑ，

②筒宜，完全F 好象

多少



奇 一日-='._.一一一 、 -

jatnar 問 jæma '"鋭ä "" �1'I1U '" jarri� 

jamba 〈名〉 州内 各神

j誅 〈名〉訳s ①畑F ②畑草

j誅kar 〈名〉 媒人

j誅ks- 〈劫〉訳=浩一 α 液迫JL

j誅ks-' 〈劫〉訳s 硯ー α 研墨

jænks・ 〈劫〉訳=掩ー α 〈水〉掩

jæ凶ài 〈名〉訳z 硯台

j誅to:r 〈名〉訳E 畑筒

jæntolJ同 jænto:r

jæn~u: 〈名〉 ~ 好似p 好象F 活象

jæn也g 同 janè包~ "" juand2:s 

j訛a "‘ 〈名〉 句dヲ 碗

i記aala- 〈功〉 句ll'1r ①盛碗里P ②用碗量

jæma 同 ama "" jama "" amu "" jamar 

j詢a gs (¥ ~~、作

j詢a gsm (¥q ~~!fJ. 

j詢a d� gua ,e ~ 什公也没有

j詢aaa 〈代劫〉 柿(~)ll' 苅什会

j記mu く名〉 訳z 燕麦

j詢u nududu 告- 小如燕麦似的眼晴

jæmu 同加u

jぉ8S 〈名〉 Wゆ ①骨失p ②姓

j記ssdi: く形〉 'SI伽qy \， ①有骨的P ②有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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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ぉsgぽ同 losgor

i郡伊羽 く名〉訳z 野ー 韓火

jsaje く名〉 妙麦

j誡 〈名〉讃I í 弓弐 夏

i館 bau- 句曹 人夏

j誡 kur- 無電 人夏

J誡Gal 〈名〉 旬時~ 拘子F 黒果

jærla・ 〈劫〉蔵 z 司肉:;"司 1正壬日K 

jærlaGa・ 〈劫〉蔵: "1閃:;"司 -v 借〈使}

jæuu- 同 jau- '" ju:-

je: kun 〈名〉訳z 野一鍋J 野人

je:lan 〈形〉訳z 蔚亙 藍p 天藍

je:re 同 be:re

ies9 同 ueS9 ."'-'. US9 

je白羽uu く名〉訳s 五月端午 端午哲

jer 〈名〉 時2 免，椅免

i悶・ 〈劫〉 ー事 尋戎

jer90 〈数〉 押J 九十

j位。nda: 〈数〉 wl 1o..，.，l~ 第九十回

jぽ91Ga- 〈劫〉 旬;0 尋技〈使〉

jeru: 〈名〉 初e 下巴F 下顎

jerle・ 〈劫〉 愉'iW 生角，長角

jerdi: 〈形〉 愉将司 有角的

ji:xge 同 i旬。 〈副〉 剛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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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ola- 〈劫〉 軍曹帰 尊敬p 敬礼

joç;c診d 〈名〉 様子 , 

jod事in 〈名〉訳書 妖鴇

joro 〈名〉 芦昔

jorodu 〈形〉 有声音的

ju:網開 jau・'" j誦u-

jU:駒 〈劫〉 智@ 部p 移

jU:k9- 〈劫〉訳書-C'f 務， 51湧

ju:la- 〈劫〉訳書油一括 刷油，油 r (使)

ju:IGa噂 〈劫〉 ①皮酵(使)，②皮面

jU:]Ga・ 〈劫〉 VG IG 担E使p 移〈龍〉

iu:問 〈名〉訳: 拐匙

lu:伊JÎ 〈形劫〉 ポ加~ 想定，要走

ju:t回 〈形〉 、~ 窄p 狭

ju:tanxa:n 〈形〉 匂網棚J 梢窄

ju:t釦xa:ng3 〈形〉 %情"，J 1f(う韓窄点)1..

ju:tang3 〈形〉 同d約7 窄一些

lu:tanSGa司 〈劫〉 同Çl'r1'1'Jl' 窄〈使}

ju:tand9- 〈劫〉 ~吠ÇI'r~ 変窄

ju北部組織ー 〈劫〉 軍事W 斜'I!' 弄塔{使〉

. ju:j誅 〈名〉 綾子

ju:fu 〈名〉訳， 輪栂

ju;j誅da- 〈劫〉 拍打

juandz9 同 janω~ 抑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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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du: 

JU1Jgan 

jyan "4!yan 

l戸別

〈名〉訳s

〈形〉訳z

〈名〉

〈訪〉 電電~

斗
敢
圏

畏
勇
困
研

r 

ra:l 同 ara:l

ra:lGa 〈名〉戴: z:.肉'司 (樹〉枝

ra:ld手iGa・ く功〉 司ポ官官'11' 交換(使〉

ra:ld?ilde- 〈劫〉 句h 匂 交換(互〉

ra:lc駒・ 〈劫〉 有事';;n ①改変，②交換，貿易

ra:rs く形〉 房害

ra:ua 〈名〉蔵s 司' 法友

ra:uadi! 〈形〉戴z 司一村 有夫友的

ra:uu 同 ara:uu

ranka く形〉 重要p 要禁

rànda 同 ramda く名〉 鍾縄

ra羽ka羽g3 く名〉 要事

ra羽la- 〈劫〉訳: ìよ一冊 謙i上

rab伺G 〈名〉 彊縄

ralaG 同 ra:lGa ""' araGa 

nnnba く名〉 吋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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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mda 同 randa

raS9 同 ar酪9

radaG 〈名〉癌: ~'，I:!]~ 野喜

radaG baGa- 打猫

radaG1!;l9 〈名〉蔵s そ明司・- :r~猪人

ra1!;laG 〈名〉戴I ~I:!]鴫 破院子F 破庄廓

re- 〈劫〉 句' 来

re伊1 !Ji<tigu 匂武官@ 来来往往

relGa- 〈劫〉 ~t<ì 来(使〉

reld9・ く劫〉 初旬 来〈余〉

redal 〈名〉 初電v守 牧荻

red手in く形劫〉 初 d 来的〈人〉

ren ロllD く名〉 訳E 人民

renm加 dai biau 代表 人民代表 .‘ 
も~ 

r9n S9D 〈名〉訳z 人参

r9lJk9- 〈劫〉双z ー α 沼、

redzaGmu く形〉 凶悪的

redzi:ー 〈功〉 1t~ ①麟牙明鳴，②蓬乱，

③笠車(毛友〉

r9dzi:Ga- 〈劫〉 1t京町!l' ①制牙腕鳴〈使)，②

蓬乱(使)， @竪宜(毛友) (使)

1'0: 1 delJgi!同 furo:1delJg i:

rOG く名〉 蔵: ~I:!]刻 方向

rOG rOG-d9 各方p 各地p 処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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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Ggu 〈形〉戴， ~CIJ~'- ~方向的

ru:ke・ 〈劫〉訳s ー α 採

ru:ma く形〉 訳 z 柔軟的

ru:ra草 〈名 > iZ: 柔法p 忍性

rui古pile- 同 uri:~ile曲

rba: 〈名〉 蔵z 智・司' 街庖

rbale- く功〉 吋@品 ①擦破皮F ②弄破

rbaleGa- く功〉 吋掛官' ①擦破皮〈使h ②弄

破〈使〉

rba白羽 〈形〉訳=二把万 魯葬的F 葬撞的

rGa羽 〈名〉蔵: ')司C:' 叔プ]，叔

rgalJ 〈名〉 !lJ令F 頂

rga く名〉 七星

rg3n く代〉 人家p 男IJ人F 芳人

rgo;lo- 〈劫〉蔵: ')寺町周 需要

rgo:logu 〈形劫〉憲: 1)恥司 ①需要的F ②必要

L'gmm く名〉 『司司"1:1 需要 L的P 必須的

rgo:d同 く名〉戴: ')守可号 奇怪p 奇特

rgo式加 〈名〉 h時価骨 刺JL

rgo:詁da- 〈功〉 h時何時 ①幸L刺JL，②用刺JL

rgo;(凶dむ 〈形〉 1ç;両州~ 有刺JL的 L札

rgon 〈形〉 同(;/ 寛的

rgonx�:n 〈形〉 、制 梢貰

rgonxa:nga 〈形》 同çt<'t{ 内梢寛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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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sQ�. 〈劫〉 hがdG 寛(使)

rgonde- 〈劫〉 h料電F 変寛

rgondeGa・ 〈劫〉 hが~ 変寛(使〉

rgong3 〈形〉 'tv..&I ~う寛点JL

rgomba 〈名〉蔵: ')明・司' 寺院

rgod 同 rgor

rgoj�1 〈名〉戴z 可制・ n宿

rgor 〈名〉 ①鵬，②麗

rgu- 同町gu-

rgu 同 rgor

rg凶 〈名〉識I ')守守 冬P 冬季

rg叫 bau- 駒市 人冬

rg叫 kure- 何 人冬

rlan 〈名〉蔵s 局可 潮湿p 潮弓

rma: 〈名〉 ①庄廓，庄国，②固埴

r口le:n 〈名〉 ~1 妨皮

rme:nsGa- く功〉 ~骨'Õ' trw 作妨皮(使〉

rme:nde- く劫〉 h同事 形成妨皮

rme:nd9Ga- く功〉 h計百.<ì 倣成妨皮(使〉

rmu 同 aramu

rda:la- く劫〉 ①措，②超辻p 超越

rda:lalGa- 〈劫〉 ①浪費，②超出(使) , 

rde: 同 ide L超迂(使)

rde:le- 同 id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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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de:leGa- 問 ide:leGa ~ 

rde 同 ude '" de 

rdem 〈名〉 、司滞 ①知i只，②才能

rdemdi: 〈形〉 、#電~ ①有知i只的，②有智

諜的F ③有教葬的

rdombun 〈名〉 土堆

rdolJg組 〈名〉 蔵E 費民・司? 老材

rdu: 〈量〉 -t.最

r~a:la- 〈劫〉 戴z 号肉・司 ①超辻F ②性利

rd手間laG 〈名〉戴z 号司「 北京

r~飽br9 〈名〉 神山

r偽記mu 〈名〉蔵: ~.狩 訳族女人

r~æuu 〈名〉蔵z 号町奇 皇帝

r~e: 〈名〉蔵z 長刻 痕述

r~ile- 〈劫〉 匂ボlo1r ①打腫睡P 困，②痔

r命3羽同 ur~OlJ l受， ③i入来

rè恥Gla- 〈劫〉 ①翻謄，②推翻，

③打倒p 推倒

r~u:r 同 ud問:r '"也u:r

rc加:rdi: 同 uct;u:rdi: '" ~u:吋i:

rdzalJ同 r也:9n

rdzarla- 、
，
〉
、
/

劫
劫
名

，
e
、
，
《
、
，
、

唱~~

rdz9n 。t伊吋

里2坪，破琢

制牙

羊糞挟，羊板糞

rdzi: 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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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va:ld9司

。a :ld9aa・

。a:talJ

"a:1J;landa 

va:也g

"a 

"a�-

司

〈名〉浪s

〈劫〉 知字情

〈劫〉 知句!!'

〈名〉訳s 注塘

〈形〉

〈名〉訳z

<t吾〉

〈劫〉 ~ec 

克

捧肢F 角力

持政〈使〉

注地

不少F 相当多

抹子

是〈表示肯定〉

有P 是

vai~in 〈形劫、代> ~~ ①有的F 富有的p

vau vau 問 "a1J va:g 

vande: 

vanjo: 

valJ va:g 

va:g 

"a:ggi:同 ba:ggi:

"a:gla- 同 ba:gla

"alJ(Jir 同 balJ(Jir

"aa~da mOr9 

valaa 同 balaa

"alaas9 同 balaas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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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

〈名〉双z 丸弱

〈事〉

〈名〉訳z

小劇I麻

謁丸

狗叫芦

王〈姓氏}

-1ポ走弓

L②所有的



旬a~di): 〈名〉 安委吃， 霊安活

tladzar 同 badzar

tlaral 〈名〉 ~ 技求

tlars- 同 bars-

tlar;)lJ同 bar::llJ

tlarma 同 barma

tlarmala- 同 barmョla-

tlarmalalGa- 同 barmalaGa-

tlar~e: 〈副〉 有吋

tlar~e:X::llJ 〈副〉 有吋

tlartla 〈名〉穀z 司弐'司 媒人

tlarua da1Jla- 当ーー為 当煤人

uarua jarkar 媒人

ueSe 〈名〉 旬h1& 草

UeSs 鹽e:- 司時事。 抜草，除草

即時 dza:Ia- 側一栴 側草

り出edi: 〈形〉 愉偽電，f 有草的

uer 同 jer
JfJj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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