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燄明時生兒 火明命 次火炎盛時生兒 火進命 又曰火酢芹命 次避火炎時生兒 火折彦火火出見尊 凡此三子 火不能害 及母亦無所少損  

 

時以竹刀截其兒臍其所棄竹刀 終成竹林故號彼地曰 竹屋 時神吾田鹿葦津姫以卜定田號曰狹名田以其田稻釀天甜酒嘗之 又用渟浪田稻爲飯嘗之 

 

 

 

 高皇産靈尊 以眞床覆衾裹 天津彦國光彦火瓊瓊杵尊 則引開天磐戸排分天八重雲以奉降之  

于時 大伴連遠祖 天忍日命 帥 來目部遠祖 天槵津大來目 背負天磐靫臂著稜威高鞆 手捉天梔弓天羽羽矢 及副持八目鳴鏑又帶頭槌劍而立天孫之前  

遊行降來到於日向襲之高千穗槵日二上峯天浮橋 而立於浮渚在之平地 膂宍空國自頓丘覓國行去 到於吾田長屋笠狹之御碕 時彼處有一神名曰 事勝國勝長狹  

故天孫問其神曰國在耶 對曰在也 因曰隨勅奉矣 故天孫留住於彼處 其事勝國勝神者 是伊奘諾尊之子也 亦名鹽土老翁 

 

 

天孫幸大山祇神之女子吾田鹿葦津姫 則一夜有身遂生四子 故吾田鹿葦津姫抱子而來進曰 天神之子 寧可以私養乎 故告状知聞  

是時天孫見其子等嘲之曰 妍哉吾皇子者聞喜而生之歟 故吾田鹿葦津姫乃慍之曰 何為嘲妾乎  

         天孫曰心疑之矣故嘲之何則雖復天神之子 豈能一夜之間使人有身者哉 固非我子矣  

         是以吾田鹿葦津姫益恨作無戸室入居其内誓之曰 妾所妊若非天神之胤者必亡 是若天神之胤者無所害 則放火焚室  

 火明命        火進命       火折尊   彦火火出見尊 

 火初明時 躡誥出兒  火盛時躡誥出兒   火炎衰   避火熱時躡誥出兒   

然後母吾田鹿葦津姫自火燼中出來就而稱之曰 妾所生兒及妾身自當火難無所少損天孫豈見之乎 對曰我知本是吾兒但一夜而有身慮有疑者 欲使衆人皆知是吾兒 并

亦天神能令一夜有娠亦欲明汝有靈異之威 子等復有超倫之氣 故有前日之嘲辭也 

 

 

 天忍穗根尊                娶而生兒 天火明命 次生 天津彦根火瓊瓊杵根尊 

 

 高皇産靈尊女子木土ノ丁幡千千姫萬幡姫命        天火明命兒 天香山 尾張連等遠祖  至奉降皇孫火瓊瓊杵尊於葦原中國 

 高皇産靈尊兒火之戸幡姫兒千千姫命          高皇産靈尊勅八十諸神曰葦原中國者 磐根木株草葉猶能言語夜者若熛火而喧響之晝者如五月蠅而沸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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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高皇産靈尊勅曰昔遣 天稚彦 於葦原中國至今所以久不來者蓋是 國神 有強禦之者  

乃遣 無名雄雉 往候之此雉降來 因見粟田豆田則留而不返此世所謂雉頓使之縁也 故復遣 無名雌雉 此鳥下來為天稚彦所射中其矢而上報 

是時高皇産靈尊乃用眞床覆衾裹皇孫 天津彦根火瓊瓊杵根尊 而排披天八重雲 以奉降之故稱此神曰 天國饒石彦火瓊瓊杵尊  

于時降到之處者呼曰日向襲之高千穗添山峯矣及其遊行之時也 

到于吾田笠狹之御碕遂登長屋之竹嶋乃巡覽其地者 彼有人焉名曰事勝國勝長狹 天孫因問之曰此誰國歟 對曰是長狹所住之國也然今乃奉上天孫矣 天孫又問曰其於

秀起浪穗之上起八尋殿而手玉玲瓏織經之少女者是誰之子女耶 答曰大山祇神之女等 大號 磐長姫 少號 木花開耶姫亦號豐吾田津姫  

 

皇孫因幸豐吾田津姫則一夜而有身 皇孫疑之云云 遂生 火酢芹命 次生 火折尊亦號彦火火出見尊  

 

母誓已驗方知實是皇孫之胤 然豐吾田津姫恨皇孫不與共言 皇孫憂之 乃為歌之曰 

沖つ藻は 辺には寄れども さ寝床も 与はぬかもよ 浜つ千鳥よ 

 

 

 

 高皇産靈尊之女  天萬幡千幡姫  

一云                                      一云        

  高皇産靈尊兒  萬幡姫兒     玉依姫命     天之杵火火置瀨尊      勝速日命兒   天大耳尊    火瓊瓊杵尊 

          ？？？                    

                   天忍骨命                           丹舃姫      

一云                               一云 

  神皇産靈尊之女  木土ノ丁幡千幡姫   火瓊瓊杵尊        天杵瀨命 娶 

                                  吾田津姫 生兒 火明命 次 火夜織命 次 彦火火出見尊 

 

 

 正哉吾勝勝速日天忍穗耳尊         天照國照彦火明命 尾張連等遠祖           

                                            火酢芹命     

                      天饒石國饒石天津彦火瓊瓊杵尊      

 高皇産靈尊之女天萬木土ノ丁幡千幡姫     大山祇神之女子木花開耶姫命         彦火火出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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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 火闌降命 自有 海幸：釣鉤     弟 彦火火出見尊 自有 山幸：弓箭  

 

 鹽土老翁 作 無目籠 内彦火火出見尊於籠中 沈之于海 即自然有可怜小汀 棄籠遊行 忽至 海神之宮  

 

 彦火火出見尊 娶海神女 豐玉姫  

 

以此鉤與汝兄時 則陰呼此鉤曰 貧鉤 然後與之 復授 潮滿瓊 及 潮涸瓊 而誨之曰 漬潮滿瓊者 則潮忽滿 以此沒溺汝兄 若兄悔而祈者 還漬潮涸瓊 則

潮自涸 以此救之 如此逼惱 則汝兄自伏 及將歸去 豐玉姫 謂 天孫 曰 妾已娠矣 當産不久 妾必以風濤急峻之日 出到海濱 請爲我作産室相持矣 

 

 火闌降命  自伏罪曰 從今以後 吾將爲汝 俳優之民 請施恩活 於是 隨其所乞遂赦之 吾田君小橋等之本祖 

 

後 豐玉姫 果如前期 將其女弟 玉依姫 直冒風波 來到海邊 逮臨産時 請曰 妾産時 幸勿以看之 天孫猶不能忍 竊往覘之 豐玉姫方産化爲龍 而甚慙之

曰 如有不辱我者 則使海陸相通 永無隔絶  今既辱之 將何以結親昵之情乎 乃以草裹兒棄之海邊 閉海途而人一巛工去矣  

故因以名兒曰 彦波瀲武鳥茲鳥草葺不合尊 後久之 彦火火出見尊崩 葬日向高屋山上陵 

 

 

 

 

 兄火酢芹命   能得海幸           持弟之幸弓 入山覓獸 終不見獸之乾迹      還弟弓矢 而責己鉤       不受曰猶欲吾之幸鉤 

 弟彦火火出見尊 能得山幸 時兄弟欲互易其幸  持兄之幸鉤 入海釣魚 殊無所獲 遂失其鉤 是時 患之乃以所帶横刀作鉤 盛一箕與兄   

         不知所求 但有憂吟 乃行至海邊 彷徨嗟嘆 

 

 鹽土老翁 取嚢中玄櫛投地 則化成五百箇竹林 因取其竹 作大目麁籠 内火火出見尊於籠中 投之于海  

      一云 以無目堅間爲浮木 以細繩繋著火火出見尊而沈之 所謂堅間 是今之竹寵也 

 

 海底自有可怜小汀 乃尋汀而進 忽到海神 豐玉彦 之宮 其宮也城闕崇華 樓臺壯麗  

巻 2－10 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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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外有井 井傍有杜樹 乃就樹下立之 良久有一美人 容貌絶世 侍者群從 自内而出 將以玉壼汲水 仰見火火出見尊 便以驚還 而白其父神曰 門前井邊樹下 

有一貴客 骨法非常 若從天降者 當有天垢 從地來者 當有地垢 實是妙美之 虚空彦 者歟 

 

 豐玉彦 遣人問曰 客是誰者 何以至此 火火出見尊對曰 吾是天神之孫也 乃遂言來意  

     時海神迎拜延入 慇懃奉慰 因以女 豐玉姫 妻之  

留住海宮 已經三載 火火出見尊 數有歎息 豐玉姫問曰 天孫豈欲還故郷歟 對曰 然 豐玉姫即白父神曰 在此貴客意望欲還上國  

海神 總集海魚 覓問其鉤 有一魚 對曰 赤女久有口疾 或云 赤鯛 疑是之呑乎 故即召赤女 見其口者 鉤猶在口 便得之  

   以授彦火火出見尊 因教之曰 以鉤與汝兄時 則可詛言 貧窮之本 飢饉之始 困苦之根 而後與之 又汝兄渉海時 吾必起迅風洪濤 令其没溺辛苦矣  

   乘火火出見尊於大鰐 以送致本郷 

豊玉姫從容語曰 妾已有身矣 當以風濤壯日 出到海邊 請爲我造産屋以待之  

豐玉姫果如其言 來至 謂火火出見尊曰 妾今夜當産 請勿臨之 火火出見尊不聽 猶以櫛燃火視之  

豐玉姫化爲八尋大熊鰐 匍匐逶虫也 遂以見辱爲恨 則人一巛工歸海郷 留其女弟 玉依姫 持養兒焉  

   兒名稱 彦波瀲武盧鳥茲鳥草葺不合尊者  以彼海濱産屋 全用盧盧鳥茲鳥爲草葺之 而甍未合時 兒即生焉 

 

 

 

門前有一好井 井上有百枝杜樹 故彦火火出見尊  跳昇其樹而立之 于時  

海神之女豐玉姫 手持玉鋺 來將汲水 正見人影 在於井中 乃仰視之 驚而墜鋺 鋺既破碎 不顧而還入 謂父母曰 妾見一人 在於井邊樹上 顔色甚美 容貌

且閑 殆非常之人者也  

父神聞而奇之 乃設八重席迎入 坐定 因問來意 對以情之委曲  

海神便起憐心 盡召鰭廣鰭狹而問之 皆曰 不知 但赤女有口疾不來 亦云 口女有口疾 即急召至 探其口者 所失之針鉤立得   

海神制曰 人爾口女 從今以往 不得呑餌 又不得預天孫之饌 即以口女魚 所以不進御者 此其縁也 

 

彦火火出見尊將歸之時 海神白言 今者 天神之孫 辱臨吾處 中心欣慶 何日忘之 乃以思則潮溢之瓊 思則潮涸之瓊 副其鉤而奉進之曰  

皇孫雖隔八重之隈 冀時復相憶 而勿棄置也 因敎之曰 以此鉤與汝兄時 則稱貧鉤 滅鉤 落薄鉤 言訖 以後手投棄與之 勿以向授  

                       若兄起忿怒 有賊害之心者 則出潮溢瓊以漂溺之 若已至危苦求愍者 則出潮涸瓊以救之 如此逼惱 自當臣伏 

 

彦火火出見尊 受彼瓊鉤 歸來本宮 一依海神之敎 先以其鉤與兄 兄怒不受 故弟出潮溢瓊 則潮大溢 而兄自没溺  

巻 2－10－2 



因請之曰 吾當事汝爲奴僕 願垂救活 弟出潮涸瓊 則潮自涸  

兄還平復 已而兄改前言曰 吾是汝兄 如何爲人兄而事弟耶  

弟時出溢瓊 兄見之走登高山 則潮亦没山 兄縁高樹 則潮亦没樹 兄既窮途 無所逃去  

伏罪曰 吾已過矣 從今以往 吾子孫八十連屬 恆當爲汝俳人 一云 狗人 請哀之 弟還出涸瓊 則潮自息 於是 兄知弟有神德 遂以伏事其弟  

火酢芹命苗裔 諸隼人等 至今不離天皇宮墻之傍 代吠狗而奉事者矣 世人不債失針此其縁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