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硯

農

1 翌囂縮僥議圻夸
翌囂縮僥哘乎頁 “娼讐謹膳”， 仁貧勣參僥伏議試強葎麼， 縮弗峪勣恂欺嗤朕議、嗤化
帶議哈擬祥辛參阻。 徽頁， 壓晩云縮査囂勣恂欺宸匯化頁嗤匯協是佃議。 咀葎匯違寄僥蝕
譜議査囂脅頁及屈翌囂， 斤僥伏峪頁縮劍議朕議， 侭參萎貧繁方噸演陶謹， 匯違悳壓 40〜
60 岻寂，耽巓議仁扮匆峪嗤匯准。 繁謹，扮寂玉，斑耽倖僥伏脅試強，載佃恂欺。

⑬旗嶄忽僥何撹羨參朔， 査囂縮僥嗤阻載寄議延晒， 貫及屈翌囂延撹阻及匯翌囂， 萎
雫晒弌阻，繁方受富阻，⑬壓耽倖萎音階狛 25 繁(斤翌囂僥楼栖傍珊頁湊謹)，仁扮奐紗阻，
縮可嶷仟園亟阻， 仁貧僥伏議囂冱試強匆謹阻， 厚嶷勣議頁僥伏議僥楼朕議苧鳩阻， 麿断
貫匯秘僥祥岑祇僥挫査囂頁葎阻肇嶄忽藻僥， 頁葎阻書朔恂嚥査囂嗤購狼議垢恬， 侭參僥
楼議匠遊曳熟怎。

2 縮可勣嗤寞斤來
仁云議挫撒， 斤僥伏載嶷勣， 泌惚坪否嚥僥伏議伏試俊除， 囂冱嬬貧笥， 麿断僥楼議
持自來祥氏互， 咀葎麿断僥阻祥嬬喘貧， 郡岻， 僥議坪否才麿断議伏試センチ鉦封垓， 囂冱嗽
音貧笥，麿断祥音氏嗤佶箸，僥阻匆音否叟芝廖。
朕念晩云囂僥順嗤宸劔匯嶽⑬Tel， 祥頁耽定竃井匯答仟仁云， 査囂匆挫， 哂囂匆挫，
隈囂賜凪麿囂匆挫，秤趨辛嬬脅餓音謹，遇拝，除叱定栖寄嗤窟婢議迫米。 鎮査囂栖傍杏，
仁云嶽窃岻謹， 延晒岻酔， 坪否岻途墫， 囂冱岻艶鼎， 綜繁郭妾。 嗤乂縮弗壓耽定僉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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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扮匆載浪散延晒， 定定算仟慕， 諒凪圻咀， 傍頁耽定算慕嗤仟亙湖。 恷除嗤乂寄僥匆吭
紛欺阻仁云恷挫耕協， 徽喇噐峪痴佚 “兆兎”， 遇短徙聾深打坪否頁倦癖栽壓云忽僥楼議晩
云僥伏聞喘。 潤惚音頁鐙嫌湊海， 囂冱湊佃， 祥頁坪否湊陶， 膚式欺議猟晒嘘尚才僥伏議
糞縞伏試嗽湊垓， 囂冱圭中僥伏嬬簾辺欺議叫廉載富。 厘範葎囂冱縮僥頁奢奢糞糞議並，
音嬬鯖遇音糞。 鳩糞挫議仁云，祥辛參糧協聞喘叱定，宸劔嘉嬬壓聞喘狛殻嶄，音僅俐個，
音僅頼鋲。

3 幹夛囂冱桟廠
壓晩云忽坪僥楼査囂音揖噐肇嶄忽藻僥， 壓晩云忽坪僥査囂議恷寄音怎岻侃祥頁短嗤
“油” 才 “傍” 議囂冱桟廠。 咀緩， 縮弗哘乎嗤吭紛仇喘僥伏嬬油峡議査囂効麿断住霧， 独

聞麿断油査囂、傍査囂。 囂冱桟廠淫凄仁坪仁翌曾圭中， 嗤訳周議縮弗壓仁坪哘乎勝楚聞
喘査囂， 糞樹屬苧， 宸劔恂斤僥伏頁嗤挫侃議， 僥伏頁散哭議。 厘奚諒狛⑬旗嶄忽僥何匯
定雫議僥伏 : “析弗喘査囂貧仁挫音挫？” 僥伏傍 : “挫。
”， 諒麿断 : “葎焚担挫？”， 麿断傍 :
“斤厘断僥楼嗤逸廁。
”， 諒麿断 : “佃音佃？”， 麿断傍 : “蝕兵扮載佃， 徽頁蛸蛸仇嬬油峡議

三祥謹阻。
” 喘査囂縮僥斤戻互僥伏議油傍嬬薦刃協頁嗤挫侃議， 徽蝕兵扮珊誼処廁晩囂栖
傍苧，輝僥伏尖盾參朔，嘉嬬岷俊喘査囂。
宸嶽岷俊喘査囂議圭隈匆祥吉噐公僥伏幹夛阻匯倖囂冱桟廠。 縮弗恠序仁銘朔， 匯傍 :
“揖僥断挫！”，僥伏断祥氏徭隼仇馴蕗紺 : “析弗挫！”。 隼朔縮弗喘査囂泣兆，麿断遍枠誼

油峡麿断徭失議嶄猟兆忖，隼朔，珊誼氏喘査囂指基 : “欺！”。 緩翌，仁貧議光嶽勣箔曳泌，
“効厘廷”，“低断寄社匯軟廷”，“壅廷匯演” 吉吉。 麿断耽爺油， 匯演匯演仇油， 消遇消岻

油宸乂酒汽議三祥音是佃阻。
音徽勣儺膳麿断嬬油峡析弗勣麿断恂焚担， 遇拝珊勣儺膳麿断嬬喘僥狛議査囂燕器徭
失議吭房， 匆祥頁傍嬬喘査囂傍竃徭失勣恂焚担。 鎮書定⑬旗嶄忽僥何匯定雫議僥伏葎箭
栖心匯心， 麿断貫蝕兵僥楼欺⑬壓音欺 7 倖埖， 厮将嬬喘査囂傍竃 : “析弗， 厘勣肇嘩侭。
”，
縮弗泣兆出欺短栖議僥伏扮，栖議僥伏氏傍 : “麿短栖”，窟膳楼可創，泌惚勧欺麿椎隅短嗤
阻議扮昨，麿氏傍 : “厘短嗤”，総匯倖僥伏俊彭傍 : “厘匆短嗤”。 嗤議僥伏載猛賑，酔和仁
議扮昨， 麿才都円議揖僥弌蕗傍 : “厘偶阻， 酔和仁杏”。 珊嗤扮僥伏断返戦鎮彭択挫議怜
傾壓丕坩戦才析弗センチ囑扮，麿断祥氏載犯秤仇喘査囂傍 : “析弗，匯軟郭杏” 吉吉。
峠扮壓丕坩戦、壓窮概貧囑需僥伏扮， 麿断悳頁パーセント勝一隈喘僥狛議載富議査囂斜墫彭
晩囂互佶仇御盆析弗，麿（慢）恍爺肇陳隅阻， 恂焚担阻， 賜麿（慢）苧爺勣肇陳隅吉吉。
傍査囂議犯秤載互。 宸嶽⑬Tel， 壓嶄忽藻僥議囂冱桟廠嶄， 頁音峙匯戻議並秤， 徽壓短嗤
囂冱桟廠議晩云忽坪僥楼査囂， 嬬壓熟玉議扮寂坪載徭隼仇聞喘査囂栖燕器徭失議房パーセント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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秤抜頁載佃誼議。 喇緩辛參心竃幹夛囂冱桟廠頁謹担音辛策篇。

4 伉嶄駅倬嗤方
縮晩云僥伏祥勣岑祇晩云繁僥査囂議佃泣頁焚担， 音嬬辰朕仇縮。 斤晩云繁栖傍， 恷
寄議是佃頁査囂議窟咄才蕗距，咀葎晩囂議咀殆曳査囂富，査囂戦議載謹咄No : zhi chi shi
ri e ü 吉。 麿断辛嬬貫栖短油狛， 厚音喘傍貫徭失恁戦窟竃栖阻。 総翌査囂議匯乂咄嗽才

晩囂センチ除，泌 : a i u 吉，埆センチ除埆音否叟窟屎鳩，咀葎宸乂咄涙胎頁蝕笥業議寄弌，咄殻議
海玉， 珊頁咄議膿樋脅音匯劔， 遇僥伏悳頁楼降噐喘云忽囂議窟咄栖旗紋査囂議窟咄， 侭
參窟竃栖議咄悳嗤 “音欺了” 議湖状，糞縞貧宸乂咄頁恷佃樟屎議。 壅嗤祥頁串銀議諒籾，
麿断掩艶音竃 an ang en eng in ing 吉議曝艶。 宸乂佃咄祥No “盛揃拶” 匯劔，盛彭僥伏念
序議祇揃， 蝕兵僥楼扮， 泌嬬埆狛宸匯佃購， 書朔議僥楼祥曳熟乏旋， 倦夸， 斤僥楼査囂
刃協氏嗤唹ミリバール。
囂隈、簡祉才囂咄センチ曳否叟匯乂，徽咀査囂才晩囂奉噐曾倖音揖議囂狼，侭參駅隼氏
嗤載謹音揖議燕⑬圭隈。 咀緩， 縮仁扮匯協勣嗤侭迦嶷， 査囂議蒙歩岻侃， 査晩議音揖岻
侃吉吉勣謹讐謹膳， 遇センチ揖岻侃， 音勣雑継揖劔議扮寂， 哘乎恂欺嶷泣融竃， 音嬬峠譲聞
喘薦楚。

5 逸廁僥伏峯羨佚伉
晩云僥伏僥楼翌囂曳熟嶷篇 “響亟”， 厚鳩俳仇傍頁峪嶷篇 “亟”。 壓 “亟” 宸圭中儺
膳誼頁載撹孔議， 晩云繁亟竃栖議査忖，蒙艶頁壓定煤繁嶄， 叱窄繁繁脅匯倖庁劔， No匯
倖庁徨戦震竃栖議匯劔， 遇拝脅頁椎担屁馴， 椎担号裳， 恬匍脅亟誼孤孤昌昌， 匯某音攻。
辛頁壓 “油” 才 “傍” 圭中祥音佩阻，匯違栖傍晩云僥伏音垳 “蝕笥”，蒙艶音垳 “麼強蝕笥”，
厚音垳壓寄優鴻巉岻和 “蝕笥”。
厘パーセント僥伏音垳吭 “傍”，頁効麿断侭鞭議縮圄蛍音蝕議，麿断辛嬬嗤參和匯乂深打，及匯，
麿断音垳砺遊其中， 音垳竃欠遊， 殿竃欠遊參朔壟欺艶繁議璽丶。 及屈頁殿傍危， 晩云僥
伏貫弌僥蝕兵鞭議縮圄祥頁 “指基竃栖議坪否祥誼頁屎鳩議。
” 侭參麿断風嶷嗽風嶷， 深打
嗽深打， 短嗤噴屈蛍議委燐， 音糊煤叟窟冱， 殿嵐匯傍危阻中徨貧狛音肇。 及眉頁斤徭失
岑祇議叫廉髪窪佚伉， 侭參嗤扮昨僥伏徭失苧苧氏， 苧苧岑祇， 苧苧辛參指基， 徽頁， 匆
勣恣嘔心心艶繁議嘉糊傍。 及膨祥頁 “勣柿彭， 音勣巽弉仇壓翌繁中念窟冱” 議勧由楼降
壓恬鮪。 侭參，僥伏葎阻隠⑫軟需，恷挫議一隈祥頁 “音蝕笥”，遇 “音蝕笥” 屎頁僥翌囂
恷蕊私議叫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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寞斤宸嶽秤趨恷挫議一隈祥頁， 皇潜僥伏傍， 傍斤阻祥燕剌， 傍危阻祥塚伉仇御盆麿，
焚担仇圭危阻，葎焚担危阻，奕担劔嘉嬬音危吉吉。 音嬬峪頁酒汽仇指基匯倖 “斤” 賜 “音
斤”，哘乎斑麿断音徽勣岑凪隼，匆勣岑凪侭參隼。

6 紗膿油傍儺膳
葎阻鼎廬峪 “亟”，音 “傍” 議⑬Tel，仁貧駅倬紗膿油傍儺膳，膳楼扮恷挫頁儉會愁序，
嗤蚊肝嗤化帶仇序佩。 醤悶恬隈頁:

① 貫尖盾欺糞樹
鎮氏三栖傍杏，遍枠哘乎斑僥伏阻盾斤三嶄耽倖鞘徨議吭房，隼朔珊勣斑麿断序
匯化阻盾更撹鞘徨議念朔囂隈購狼。浩柴僥伏焚担仇圭辛嬬嗤諒籾，縮弗哘圓枠紗參
傍苧，軟匯倖 “嬉圓契寞” 議恬喘，勣麼強委僥伏火藻壓辻徨戦音糊諒議夘諒膝茅孤昌。
輝僥伏脅苧易阻參朔，壅蝕兵序佩膳楼，畳音嬬斑麿断揮彭諒催肇 “啣膳”。

② 貫叟欺佃
壓膳楼扮駅倬枠叟朔佃，焚担頁 “叟” 椿？珊參氏三葎箭栖心匯心，“響” 曳 “傍”
否叟，侭參哘乎枠響。響扮匆嗤叟才佃，匯違栖傍，恷挫頁縮弗枠 “糟響”，隼朔斑畠
悶揖僥匯軟響，恷朔匯倖繁匯倖繁仇汽鏡響。壓響阻叱演議児粥貧，序匯化勣箔僥伏
參斤三議侘塀，蛍 A B 叔弼響，響頼匯演參朔，A B 叔弼札算，壅響匯演，宸劔，喘
音揖議圭塀響，紗壓匯軟響議演方祥音富阻，泌惚峪斑麿断喘揖匯倖一隈匯演匯演響
議三，麿断祥氏恢伏匯嶽 “偵” 議湖状。壓響議狛殻嶄音嬬慧防樟咄。徽勣廣吭議頁，
輝僥伏議咄窟音斤扮，音嬬博弖音普，匯倖匠遇仇個屎和肇，椎劔祥氏延撹字亠庁径，
短嗤販採丼惚，遇哘乎孀竃窟音斤宸倖咄議圻咀，頁窟咄何了音斤，珊頁笥侏音斤？
寵賠參朔，斤屏和勞嘉嬬辺欺尖パーセント議丼惚。隼朔祥辛參厚序匯化戻互勣箔阻，勣箔曾
倖僥伏音心慕，嘘彭斤三，聞麿断恢伏匯嶽⑬魁嚥涛嗔霧三議寔糞湖，哈軟麿断僥査
囂議佶箸。
③ 貫庁径欺試喘
貫 “孚彭仁云廷” 欺 “嘘彭仁云傍” 頁匯倖戻互，頁貧阻匯倖岬竣，徽宸峪頁庁
径，峪頁瓜強仇棒芝，峪嗤宸乂頁音校議，侭參，哘乎壓宸倖児粥貧，壅KK互勣箔匯化。
椎祥頁委鞘徨議崇尺藻和，委辛紋算議何蛍峺竃，斑僥伏徭喇氏三。宸扮祥辛參逸廁
僥伏委僥狛議簡祉 “爾試”，宸劔，音徽嬬器欺鹸楼議朕議，揖扮匆辛參劍撹麿断強辻
庶鏡羨房深，啾噐窟燕吭需議楼降，遇宸圭中屎頁僥伏侭髪富議。
宥狛糞樹屬苧， 僥伏斤宸劔議恂隈頁載湖佶箸議， 麿断パーセント竃栖議鞘徨匆頁載嗤吭房議，
嗤扮傍竃栖議鞘徨斑吭パーセント音欺。 壓序佩宸乂試強扮， 縮弗音哘峪頁汽歓仇勧娩岑紛， 珊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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逸廁僥伏衣渠房パーセント貧議嬾悪。 侭參壓麿断傍危阻議扮昨， 匯協勣塚伉讐盾， 傍斤議扮昨，
勣割蛍刃協， 傍誼嗤鏡羨需盾扮， 哘乎公參皇潜才燕剌。 宸乂斤奐膿麿断議徭佚伉， 個延
麿断音糊寄季窟燕吭需議谷押脅頁嗤挫侃議， 宸劔恂， 僥伏斤縮弗嗤阻牌俳湖， 麿断嘉嬬
煤防噪酔仇僥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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