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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finement de cest ecrit
que en romanz ai treité e dit
me numerai pur remembrance
Marie ai nun, si sui de 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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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ëz , seignur, que dit Marie,
Ki en sun tens pas ne s’obl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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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 Marie, ai mis en mémoire,
le livre de l’Espurgatoire
en romanz, k’il seit entendables
a laie gens e conven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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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ci escris mon non Marie
pur ce ke sois rememb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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兤入 公兡 其入兲关兩兯兮 公兯兮內兵入 六兡兩关 兡兵关关兩 公入关 兤凩兴兡兩公关 兤入 公兡 其入兲关兩兯兮 兣兯兵兲兴入 儱儱儬 入兴 兯儛兲入 兡兩兮关兩 入兮 兦兲兡兮儭
凧兡兩关 公兡 其入兲关兩兯兮 公兡 兰公兵关 兣兯六兰公凨兴入 兤儧兵兮入 凷兵其兲入 兡兵典 六兵公兴兩兰公入关 兡兵兴入兵兲关 儱儲儮 兌入 兴兲兡兤兵兣兴入兵兲
兡兣兡兤凩六兩共兵入 入兴 关兣兩入兮兴兩儜共兵入 儨兡兰兰入公凩 兰兡兲 公兡 关兵兩兴入 六凩兤兩凩其兩关兴入儩 共兵兩 兡兢兯兲兤入 公儧Espurgatoire儬
兤兯兩兴 入兮 兰兲入六兩入兲 公兩入兵 兲入兣兯兮关兴兩兴兵入兲 公兡 兴兲兡兤兩兴兩兯兮 兮兡兲兲兡兴兩其入 兤兵 兴凩六兯兩內兮兡內入 兤儧兏具入兮 兤兯兮兴 公兡
六兡兲共兵入 兰入兲关兯兮兮入公公入 关儧入关兴 兰兲兯內兲入关关兩其入六入兮兴 入儛兡兣凩入 兡兵 兤凩兴兲兩六入兮兴 兤儧兡六兰公兩儜兣兡兴兩兯兮关 兰兯兲儭
兴入兵关入关 兤入 关入兮关儬 兤入 关兴兹公入 兯兵 六兡兲共兵凩 兰兡兲 公儧兩兮兴入兮兴兩兯兮 兤儧兵兮 兡兵兴入兵兲儮 元入 共兵兩 关凩兰兡兲入 公入 公入兣兴入兵兲
六兯兤入兲兮入 兤入 公儧入典兰凩兲兩入兮兣入 兤儧兏具入兮 兮入 关入 兣兯六兰兴入 兰兡关 兮凩兣入关关兡兩兲入六入兮兴 入兮 关兩凨兣公入关儬 兣入 关兯兮兴
公入关 兰入公兵兲入关 兡兵兣兴兯兲兩兡公入关 儨兯兲兡公入关 兯兵 凩兣兲兩兴入关儩 入兴 公入关 其兡兲兩兡兮兣入关 兤入 兣兯兰兩关兴入关儬 共兵兩 入兮 凩兴兡兢公兩关关入兮兴
公入 兣兯兤兡內入 儱儳儮

儵儮 兖入兲关 儱儱儳儰 公入 关兩兴入 兤入其兩入兮兴 兵兮 全兡兵兴 公兩入兵 兤入 兰凨公入兲兩兮兡內入儮 兔兯兵兴 兵兮 兲兩兴兵入公 兡兣兣兯六兰兡內兮入 公兡 兰凩兮兩兴入兮兣入 兩兮兣公兵兡兮兴
儱儵 兪兯兵兲关 兤入 兰兲兩凨兲入关 入兴 兤儧兩兮兴入兮关入关 兪入击兮入关儮 允其兡兮兴 公儧入兮兴兲凩入 兤兡兮关 公兡 兦兯关关入儬 兵兮入 兰兲兯兣入关关兩兯兮 六凨兮入 几 兵兮入 六入关关入
入典兰兩兡兴兲兩兣入 兰兵兩关 公入关 兰凨公入兲兩兮关儬 兡兣兣兯六兰兡內兮凩关 几 公儧入兮兴兲凩入 兤入 公兡 兦兯关关入儬 兤兯兩其入兮兴 兡关关兩关兴入兲 几 兵兮 关入兲六兯兮 关兵兲 公入关 兰入兩兮入关
兤兵 兰兵兲內兡兴兯兩兲入儮 允儜兮 兤儧凪兴兲入 兰兵兲兩儜凩关儬 公入关 兰凩兮兩兴入兮兴关 兤兯兩兴 关兵兲其兩其兲入 儲儴 全入兵兲入关 兡兣兣兲兯兵兰兩关 兤兡兮关 兵兮 凩兴兲兯兩兴 兴兵兮兮入公
兤入 兴入兲兲入 兰兡兲兣兯兵兲兵 兰兡兲 公兡 其入兲六兩兮入儬 兡儛兡兩兢公兩关 兰兡兲 公入关 兪入击兮入关 入兴 入兮兴兡关关凩关 公入关 兵兮关 关兵兲 公入关 兡兵兴兲入关 兤兡兮关 公兡 兢兯兵入
兰兵兡兮兴入 兤入 公入兵兲关 入典兣兲凩六入兮兴关儬 兤兡兮关 公入 兮兯兩兲 兤入 公兡 兦兯关关入儮 净 公入兵兲 兲入兴兯兵兲 兩公关 兤入其兲兯兮兴 兤入 兮兯兵其入兡兵 兰兡关关入兲 儱儵 兪兯兵兲关
兤入 兰兲兩凨兲入关 入兴 兤入 兪入击兮入关 兡其兡兮兴 兤入 兴凩六兯兩內兮入兲 兤入 公入兵兲 其兯兹兡內入 儨其儮 儴儵儷儭儹儸儩儮 兄儧兡兵兴兲入关 兴凩六兯兩內兮兡內入关 关兯兮兴 兲兡兰兰兯兲兴凩关
兰兡兲 児兯兮兴兦兡兲兣兹 儨儱儹儹儵儩儬 兰兰儮 儴儭儱儲儮

儶儮 元儧入关兴儭几儭兤兩兲入 兡其兡兮兴 公入关 兣兲兯兩关兡兤入关 兤兡兮关 公入关共兵入公公入关 公入 兲兯兩 凉兴兩入兮兮入 关儧凩兴兡兩兴 兩兮其入关兴兩儮
儷儮 先儮 兓兡公兴兲入兹 共兵入 兮兯兵关 兡兰兰入公公入兲兯兮关 兰兡兲 公兡 关兵兩兴入 Henri 兰兡兲 兣兯兮其入兮兴兩兯兮 兡其入兣 公入 兣全兯兩典 兤入 免兡兴兴全兩入兵 児兡兲兩关

儨儱儲儳儰儩 兤兡兮关 关兡 Chronica Majora儮
儸儮 兖兯兩兲 公入 兤凩兢兡兴 入兮兴兲入 兌兯兣八入 儨儱儹儶儵儩儬 兰兰儮 儶儴儱儭儶儴儶 入兴 充兡关兴兩兮內 儨儱儹儷儸儩儬 兰兰儮 儷儷儸儭儸儳儮
儹儮 光公 入典兩关兴入 兵兮入 兤兩兺兡兩兮入 兤入 兴兲兡兤兵兣兴兩兯兮关 儯 兡兤兡兰兴兡兴兩兯兮关 françoise 兤兵 Tractatus 兡兵典 兘光光儭兘光光光e 关兩凨兣公入关儬

兤兯兮兴 免兡兲兩入兤入 兆兲兡兮兣入 儨儱儱儸儹儩儬 兂凩兲兯公 儨儱儲儲儵儭儱儲儳儰儩儬 兇入兵儛兲兯兹 兤入 児兡兲兩关 儨儱儲儴儳儩儬 公入关 兡兵兴兲入关 入兮 其入兲关 兯兵 入兮 兰兲兯关入
关兯兮兴 兡兮兯兮兹六入关儮 允兵 兣兯兵兲关 兤兵 免兯兹入兮 凂內入 公入 兴入典兴入 兡 凩兴凩 兴兲兡兤兵兩兴 入兮 兯兣兣兩兴兡兮儬 入关兰兡內兮兯公儬 兣兡兴兡公兡兮儬 兮凩入兲公兡兮兤兡兩关儬
兡兮內公兡兩关儬 兡公公入六兡兮兤儬 兩兴兡公兩入兮儬 內兡公公兯兩关 入兴 兢兯全凩六兩入兮 儨兵兮入 兰兡兲兴兩入 兤入关 兡兵兴入兵兲关 关儧凩兴兡兮兴 兩兮关兰兩兲凩入 兤兩兲入兣兴入六入兮兴 兤入 公兡
其入兲关兩兯兮 兤入 免兡兲兩入 兤入 兆兲兡兮兣入 入兮 兰兡兲兴兩兣兵公兩入兲 兒兯兢入兲兴 兓兯兵兴全入兹儬 St Patrick’s Purgatory儩儮 兏兮 兴兲兯兵其入 兡兵关关兩 兤入
兮兯六兢兲入兵关入关 兩兮关入兲兴兩兯兮关 兤兡兮关 公入关 兴入典兴入关 兤兵 免兯兹入兮 凂內入 兣兯六六入 兤兡兮关 公入 Speculum Historiale 兤入 兖兩兮兣入兮兴 兤入
兂入兡兵其兡兩关 儨儱儲儶儰儩儮

儱儰儮 免兡兲兩入 兤入 兆兲兡兮兣入儬 凩兣兲兩其兡兩兮 兤兵 兘光光e 关兩凨兣公入儬 兡兵兲兡兩兴 凩兴凩 公兡 兤入六兩儭关凷兵兲 兤儧先入兮兲兩 光光 入兴 兡兵兲兡兩兴 兦兲凩共兵入兮兴凩 公兡
兣兯兵兲 兡其兡兮兴 兤入 兤入其入兮兩兲 兡兢兢入关关入儮

儱儱儮 兖兯兩兲 公儧兡兮兡公兹关入 兤入 兄兡其兩兤 兔兲兯兴兴入兲 兤兡兮关 关兯兮 六兡兮兵入公 兤入 兰全兩公兯公兯內兩入 儨儲儰儱儵儩儬 兰兰儮 儳儳儴儭儳儳儹儮
儱儲儮 光公 兮儧入典兩关兴入 兡兵兣兵兮入 其入兲关兩兯兮 兤兵 Tractatus 共兵兩 兣兯兲兲入关兰兯兮兤入 兡兵 兰兡兲兣兯兵兲关 兤入 公儧Espurgatoire. 元兡兲兲兵兴全入兲关儬

兰兲兯兰兯关入 共兵入 免兡兲兩入兡 兰兵 兡其兯兩兲 兰公兵关兩入兵兲关 其入兲关兩兯兮关 几 关兡 兤兩关兰兯关兩兴兩兯兮儬 兰儮 儲儴儱儭儲儴儲儮
儱儳儮 兏具入兮 兮儧兡 兰兲兯兢兡兢公入六入兮兴 兴凩六兯兩內兮凩 共兵入 兤入 关入关 兡兮內兯兩关关入关 共兵兩 兯兮兴 凩兴凩 兴兲兡兤兵兩兴入关 兰兡兲 兵兮 六兯兩兮入 凩兲兵兤兩兴儬

兤儧兡兩公公入兵兲关 公兡 六兡兪兯兲兩兴凩 兤入关 兤兩典 兴兯兵兲六入兮兴关 共兵儧兩公 关兵兢兩兴 关兯兮兴 兵兮入 兡兤兡兰兴兡兴兩兯兮 兤入 公兡 Vision de saint Paul儬 兴兲兡兮关兣兲兩兴入
入兮 兦兲兡兮凧兡兩关 兰兡兲 允兤兡六 兤入 兒兯关关 儨兮兯兴兡六六入兮兴儩 几 公兡 六凪六入 凩兰兯共兵入 共兵入 公儧Espurgatoire儮



儴儸 元全兡凮兮入 兤入 兴兲兡兤兵兣兴兩兯兮 儺 关儧兡兰兰兲兯兰兲兩入兲 公入 Tractatus儮 儮 儮

2 Traduire le translateor ?
兌儧Espurgatoire seint Patriz, 兤兯兮兴 兩公 兮入 兲入关兴入 共兵儧兵兮 关入兵公 六兡兮兵关兣兲兩兴 儨兂兎兆 儲儵儴儰儷儬 兘光光光入儩儬
兯儛兲入 儲 儳儰儲 其入兲关 兯兣兴兯关兹公公兡兢兩共兵入关 几 兲兩六入关 兰公兡兴入关儮 兌兡 公兡兮內兵入 兤兵 六兡兮兵关兣兲兩兴 儱儴 兮儧入关兴 兰兡关
其兲兡兩六入兮兴 兡兮內公兯儭兮兯兲六兡兮兤入儬 兮兩 兲凩入公公入六入兮兴 兮兯兲六兡兮兤入儮 充公公入 入关兴 六兡兲共兵凩入 兰兡兲 兤兩其入兲关 兴兲兡兩兴关
兦兲兡兮兣兩入兮关儬 兤入关 兴兲兡兣入关 兤兵 兰兡兲公入兲 兤兵 兎兯兲兤儬 兤入 公儧充关兴 入兴 兤兵 元入兮兴兲入儮 児公兵关兩入兵兲关 凷兵其兲入关
兦兲兡兮凧兡兩关入关 兹 兦兯兮兴 兲凩兦凩兲入兮兣入儬 兣入兲兴兡兩兮关 六凪六入 关儧入兮 兩兮关兰兩兲入兮兴 兤兩兲入兣兴入六入兮兴儬 兣兯六六入 免兡兴儭
兴全兩入兵 児兡兲兩关儬 兤兡兮关 关兯兮 Flores Historiarum 儱儵儮 児兯兵兲 公入 六凩兤兩凩其兩关兴入儬 公儧兵兮 兤入关 兩兮兴凩兲凪兴关 兤入
公儧Espurgatoire 入关兴 共兵儧兩公 关儧兡內兩兴 兤儧兵兮入 六兩关入 入兮 romanz 儱儶 兤儧兵兮 兲凩兣兩兴 兣兯兮兴入六兰兯兲兡兩兮 共兵兩
兴兲兡兩兴入 兤儧兵兮 关兵兪入兴 兤儧兡兣兴兵兡公兩兴凩 兣兯兮兴兲兯其入兲关凩 儻 公入关 兲凨內公入关 兤兵 兰兵兲內兡兴兯兩兲入 兮儧兡兹兡兮兴 兰兡关 入兮兣兯兲入
凩兴凩 兡兤六兩关入关 儨入兴 入兮兣兯兲入 六兯兩兮关 兤凩儜兮兩入关儩 兰兡兲 公入 兣兡兮兯兮 儱儷儮 免兡兲兩入 兴兲兡兤兵兩兴 兵兮 兴入典兴入 六兡兮兩儭
兦入关兴入六入兮兴 兮兯其兡兴入兵兲 兰兵兩关共兵入儬 兣兡关 兩兮凩兤兩兴 兤兡兮关 公入 兴凩六兯兩內兮兡內入 兤入 其兯兹兡內入 兣全兲凩兴兩入兮 兤兡兮关
公儧兡兵儭兤入公几儬 兏具入兮 兤凩兣兩兤入 兤入 关兯兮 其兯兹兡內入 兡兵 兰兵兲內兡兴兯兩兲入儬 共兵儧兩公 兲凩兡公兩关入 其兩其兡兮兴 入兴 兤兡兮关 关兯兮
兣兯兲兰关 兴入兲兲入关兴兲入 儱儸儮 児公兵关 內凩兮凩兲兡公入六入兮兴儬 入公公入 入关兴 公入 兴凩六兯兩兮 兤儧兵兮 六兯兵其入六入兮兴 共兵兩 兲入兣兯兮儭
关兩兤凨兲入 公入 关兣全凩六兡 兤入 公兡 兲凩兤入六兰兴兩兯兮 兣全兲凩兴兩入兮兮入 入兴 兰兡兲 兲兩兣兯兣全入兴 公儧入兮兴兩凨兲入 內凩兯內兲兡兰全兩入 兤入
公儧兡兵儭兤入公几 儱儹儮

兄兡兮关 公入 兣兡兤兲入 兤入 关兯兮 兴兲兡其兡兩公 兰兲凩兰兡兲兡兴兯兩兲入儬 公入 六凩兤兩凩其兩关兴入 凩兴兵兤兩入兲兡 公入 兣兯兮兴入典兴入 兤入 兰兲兯兤兵兣儭
兴兩兯兮 兤入关 关兯兵兲兣入 入兴 兣兩兢公入儬 公入 內入兮兲入 兡兵共兵入公 兩公关 关儧兡关关兯兣兩入兮兴 儻 兤兡兮关 兮兯兴兲入 兣兡关儬 公入 兴凩六兯兩內兮兡內入 兤入
其兯兹兡內入 兣全兲凩兴兩入兮 兤兡兮关 公儧兡兵儭兤入公几儮 光公 兲入兣全入兲兣全入兲兡 公入关 兰兡兲兴兩兣兵公兡兲兩兴凩关 兤入 公兡 关兯兵兲兣入儬 兰兯兵兲 兮兯兮
关入兵公入六入兮兴 入兮 兤凩兤兵兩兲入 公儧兡兴兴兲兡兩兴 兡兵兰兲凨关 兤入 公儧兡兵兴入兵兲入儬 六兡兩关 入兮兣兯兲入 入典兡六兩兮入兲 关兡 六凩兴全兯兤入
兤入 兲入兮兤兵儮 児兡兲 入典入六兰公入儬 兤兡兮关 公入 Tractatus儬 公兡 兰兲入六兩凨兲入 兯兣兣兵兲兲入兮兣入 兤兵 兴入兲六入 purgato-
rium 儲儰 兤入其入兮兵 关兵兢关兴兡兮兴兩兦 关入 兤兩凩內凩兴兩关入儬 入兴 公儧兡兣兴入 兤入 兰兵兲內兡兴兩兯兮 兤入其兩入兮兴 兵兮 公兩入兵 兴兡兮內兩兢公入
兤凩兰兯关关凩兤凩 兤入 关兯兮 兩兮兴入六兰兯兲兡公兩兴凩儮 免兡兲兩入 兣兯兮关入兲其入 兣入兴兴入 兩兮兮兯其兡兴兩兯兮 共兵儧入公公入 兴兲兡兤兵兩兴 兰兡兲
Espurgatoire 兡儜兮 兤入 公入 兤兩儛凩兲入兮兣兩入兲 兤兵 兴入兲六入 purgatoire 兵兴兩公兩关凩 兪兵关共兵儧几 兰兲凩关入兮兴 兣兯六六入
兵兮 兡兤兪入兣兴兩兦 儲儱儮

兌入 六凩兤兩凩其兩关兴入 其兡 兡兵关关兩 入儛入兣兴兵入兲 兵兮入 公入兣兴兵兲入 內公兯兢兡公兩关兡兮兴入 兤入关 兰兲兯兤兵兣兴兩兯兮关 兤入 免兡兲兩入 兡儜兮
兤入 关兴兡兢兩公兩关入兲 公入关 兵关兡內入关 公兩兮內兵兩关兴兩共兵入关儬 关凩六兡兮兴兩共兵入关 入兴 关兴兹公兩关兴兩共兵入关 兤入 公儧凩兣兲兩其兡兩兮入儬 六兡兩关
兡兵关关兩 兰兯兵兲 兣兩兢公入兲 公儧兩兮兴入兮兴兩兯兮 兡兵兣兴兯兲兩兡公入 共兵兩 兴兲兡兮关兰兡兲兡凮兴 兤兡兮关 公儧凷兵其兲入 兡兣兣兯六兰公兩入儬 兡兵儭兤入公几
兤入关 兯兢兪入兣兴兩兦关 兰兯兮兣兴兵入公关 兤入 兣全兡共兵入 凩兣兲兩兴儮 児兵兩关共兵儧兩公 关儧兡內兩兴 兤儧兵兮 translat 兯兵 translatement
儨公兩兴兴凩兲兡公入六入兮兴儬 兰兡关关兡內入 入兮 兤儧兡兵兴兲入关 六兡兩兮关 儲儲儩儬 公入 六凩兤兩凩其兩关兴入 兣兯六兰兡兲入儬 公入关 凷兵其兲入关 关兯兵兲兣入
兡其入兣 公兡 兣兩兢公入 凩兴兵兤兩凩入儬 关兡兮关 兮凩內公兩內入兲 公入关 兯兵其兲兡內入关 兤入关 兡兵兴入兵兲关 兡兵典共兵入公关 兩公 入关兴 兦兡兩兴 兲凩兦凩儭
兲入兮兣入 儨兩兣兩 兣入兵典 兤入 关兡兩兮兴 允兵內兵关兴兩兮 入兴 兤入 兇兲凩內兯兩兲入 光入兲儩儮 允其入兣 公儧Espurgatoire儬 公兡 兣全兡凮兮入
兩兮兴入兲兰兲凩兴兡兴兩其入 兡兢兯兲兤凩入 兰兡兲 公入 六凩兤兩凩其兩关兴入 入关兴 兰兡兲兴兩兣兵公兩凨兲入六入兮兴 兤入兮关入儮 兌入 Tractatus儬 共兵兩

儱儴儮 允兴八兩兮关兯兮 兊入兮八兩兮关儬 兔全兯六兡关 儨儱儸儹儴儩儬 兰儮 儲儹儭儳儲儮
儱儵儮 免兡兴兴全兩入兵 児兡兲兩关 儨儱儲儳儰儩儮
儱儶儮 兒兯六兡兮关儬 儓 公入 兦兲兡兮凧兡兩关 兰兡兲 兯兰兰兯关兩兴兩兯兮 兡兵 公兡兴兩兮 儔儬 其兯公儮 儷儬 兰儮 儲儳儰儮
儱儷儮 兌入 兰兵兲內兡兴兯兩兲入 兮入 关入兲兡 兩兮兴凩內兲凩 几 公兡 兤兯兣兴兲兩兮入 兤兵 兄兯內六入 兣兡兴全兯公兩共兵入 共兵儧入兮 儱儲儷儴 公兯兲关 兤兵 元兯兮兣兩公入 兤入 兌兹兯兮

光光儮
儱儸儮 元入关 兤入兵典 兰兡兲兴兩兣兵公兡兲兩兴凩关 关兯兮兴 兵兮兩共兵入关 兤兡兮关 公兡 公兩兴兴凩兲兡兴兵兲入 兤入关 其兯兹兡內入关 兣全兲凩兴兩入兮关 兤兡兮关 公儧兡兵儭兤入公几 兩关关兵关

兤入关 六兯兮兡关兴凨兲入关 儨兖e儭兘光光光e儩儮 光公 关儧兡內兩兴 兤兵 兴凩六兯兩內兮入 兤儧凢六入关 兣全兯兩关兩入关 兡兲兢兩兴兲兡兩兲入六入兮兴 兰兡兲 兄兩入兵儬 共兵兩 关儧凩兣全兡兰兰入兮兴
兤入 公入兵兲 兣兯兲兰关 儨兡兵 兣兯兵兲兴 兤儧兵兮入 六兯兲兴 兴入六兰兯兲兡兩兲入儩儬 兡兣共兵兩凨兲入兮兴 兵兮入 兣兯兲兰兯兲兡公兩兴凩 兤兡兮关 公儧兡兵儭兤入公几儬 关入 兤凩兰公兡兣入兮兴 入兴
兡內兩关关入兮兴 兤兡兮关 兵兮 入关兰兡兣入 兮兡兴兵兲入公 其兯兩兲 兵兲兢兡兩兮儬 入兴 兰兡兲兦兯兩关 关兵兢兩关关入兮兴 兤入关 兰兵兮兩兴兩兯兮关儮 兓入兵公 关兡兩兮兴 兂兲入兮兤兡兮 兯儛兲入 兵兮
兴凩六兯兩內兮兡內入 兰兡兲兴兩兣兵公兩入兲 儨兩公 兰兡兲兴 入兮 六入兲 几 公兡 兲入兣全入兲兣全入 兤兵 児兡兲兡兤兩关儩儮

儱儹儮 兖兯兩兲 兌入 兇兯儛儬 兊兡兣共兵入关 儨儱儹儹儹儩儬 兰儮 儹儸儳儭儱儰儱儴儮
儲儰儮 兖兯兩兲 公入 兤凩兣兯六兰兴入 兤兵 其兯兣兡兢兵公兡兩兲入 兰兵兲內兡兴兯兲兩兡公 兣全入兺 公入关 兤入兵典 兡兵兴入兵兲关儮 兄兡兮关 兗全兩兴入儭公入 兇兯儛 儨儲儰儰儶儩儬 兰儮 儲儷儱儮

兌入 兴入兲六入 purgatorium 入关兴 兵兴兩公兩关凩 兰兯兵兲 公兡 兰兲入六兩凨兲入 兦兯兩关 兣兯六六入 关兵兢关兴兡兮兴兩兦 兰兡兲 児兩入兲兲入 元兯六入关兴兯兲 免兡兮兤兵兣兡兴兯兲
兤兡兮关 关兯兮 Traité sur les sacrements 儨儱儱儷儰儩儬 公儧兩兤凩入 入关兴 兲入兰兲兩关入 兰兡兲 兏兤兯兮 兤儧兏兵兲关兣兡六兰 兤兡兮关 关入关 Questions sur
l’âme dans le purgatoire 儨儱儱儷儲儩儮 兌入 兇兯儛儬 兊兡兣共兵入关 儨儱儹儹儹儩儬 兰儮 儹儵儶儭儹儶儴儮

儲儱儮 兇兯兤入兦兲兯兹儬 其兯公儮 儳儬 儹儮儵儵儵儬 入兴 其兯公儮 儶儬 兰儮 儴儶儹儮
儲儲儮 兇兯兤入兦兲兯兹儬 其兯公儮 儸儬 兰儮 儱儷儮



兊兵公兩入兴兴入 兂兯兵兲兤兩入兲 儴儹

兲入公兡兴入 兵兮 其兯兹兡內入 in corpore 兤兡兮关 公儧兡兵儭兤入公几儬 关儧兡六兯兲兣入 兣兯六六入 公儧入典凩內凨关入 兤入关 其兯兹兡內入关 入兮
入兮兦入兲 兰兲兯兰兯关凩关 兣全入兺 允兵內兵关兴兩兮 儲儳 入兴 兇兲凩內兯兩兲入 儲儴儮 児兯兵兲兴兡兮兴 公入 Tractatus 儨其兯兹兡內入 兣兯兲兰兯兲入公
入兴 其兯公兯兮兴兡兩兲入 兤兡兮关 公儧兡兵儭兤入公几儩 兲兯六兰兴 兦兯兮兤兡六入兮兴兡公入六入兮兴 兡其入兣 公入关 兴全凩兯兲兩入关 兤凩其入公兯兰兰凩入关
兰兡兲 公入关 兤入兵典 児凨兲入关 兤入 公儧凉內公兩关入 共兵兩 兲兡兰兰兯兲兴入兮兴 公入 其兯兹兡內入 入兮 入兮兦入兲 兣兯六六入 兵兮入 其兩关兩兯兮 关兴兲兩兣儭
兴入六入兮兴 兩兮兴入公公入兣兴兵入公公入儬 兤兡兮关 公入 兣兡关 兤儧允兵內兵关兴兩兮 儨兢兡关凩入 关兵兲 公儧兩兮兴入兲兰兲凩兴兡兴兩兯兮 兤入 公兡 兰兡兲兯公入 兤入
兄兩入兵儩 兯兵 入典兣公兵关兩其入六入兮兴 关兰兩兲兩兴兵入公公入儬 兤兡兮关 公入 兣兡关 兤入 兇兲凩內兯兩兲入 儨兯凹 公儧兯兮 兰入兲凧兯兩兴 公儧兩兮兣兯兲兰兯兲入公
內兲凢兣入 几 公儧入关兰兲兩兴儩儮 兄兡兮关 关兡 兴兲兡兤兵兣兴兩兯兮儬 免兡兲兩入 兣兯兮关入兲其入 公兡 兲凩兦凩兲入兮兣入 兴全凩兯公兯內兩共兵入 入兴 兤凩其入儭
公兯兰兰入 公兯兮內兵入六入兮兴 公入关 兩兤凩入关 兤入关 児凨兲入关 儨其儮 儳儱儭儱儸儰儩 儲儵儬 兮兯六六兡兮兴 兤兩关兴兩兮兣兴入六入兮兴 允兵內兵关兴兩兮
儨其儮 儱儴儳儩 入兴 兇兲凩內兯兩兲入 儨其儮 儳儲儬 儶儱儬 儱儵儳儩儬 兮凩兡兮六兯兩兮关儬 入公公入 关入 兰入兲六入兴 兵兮 內公兩关关入六入兮兴儬 入兴 兩兮儭
其入兲关入 公入 兲凴公入 共兵兩 公入兵兲 入关兴 兡兴兴兲兩兢兵凩 兤兡兮关 公入 Tractatus儮 允公兯兲关 共兵儧先入兮兲兩 兪兵关兴兩儜入 公兡 其凩兲兡兣兩兴凩
兤入 公儧兡其入兮兴兵兲入 兤儧兏具入兮 兰兡兲 公入关 兰兯关兴兵公兡兴关 共兵入 关兡兩兮兴 允兵內兵关兴兩兮 入兴 兇兲凩內兯兩兲入 兯兮兴 凩兴兡兢公兩关儬
免兡兲兩入兪兵关兴兩儜入 公入兵兲 兴全凩兯兲兩入 兰兡兲 公入 兴凩六兯兩內兮兡內入 兤儧兏具入兮儮 Qui crerrait ço vereiement ? si
n’en eut demustrement ceste chose estre verité 儨儓 兑兵兩 兣兲兯兩兲兡兩兴 其兲兡兩六入兮兴 公入关 兴全凩兯兲兩入关
兤儧允兵內兵关兴兩兮 入兴 兤入 兇兲凩內兯兩兲入 关兡兮关 公兡 兰兲入兵其入 共兵入 兣儧入关兴 其凩兲兩兴凩 儿 儔儩儬 兣儧入关兴 兣入 共兵儧入公公入 其兡 兦兡兩兲入
入兮 兰兲凩关入兮兴兡兮兴 公儧estoire 共兵儧入公公入 兰兲凩兴入兮兤 兩兣兩 兡其兯兩兲 oï 入兴 兤兯兮兴 入公公入 兡 內兡兲兤凩 mémoire 儨其儮
儱儸儱儭儱儸儸儩儬 入兴 关兵內內凨兲入 共兵儧入公公入 其兡公兩兤入 公兡 兴全凩兯公兯內兩入 兤入关 児凨兲入关 內兲凢兣入 兡兵 儜公兴兲入 六凩兤兩兡兴入兵兲 兤兵
兲兯六兡兮儮

3 Le filtre nécessaire de l’auteur
qui voil romanz mettre en escrit (v. 3)

允兵儭兤入公几 兤兵 兴凩六兯兩內兮兡內入 兤儧兵兮 其兯兹兡內入 兤兡兮关 公儧兡兵儭兤入公几儬 兩公 入关兴 兩六兰兯兲兴兡兮兴 兰兯兵兲 公入 六凩兤兩凩其兩关兴入
兤入 关兡兩关兩兲 公入 六入关关兡內入 关兯兵关儭兪兡兣入兮兴 兤入 公儧兡兵兴入兵兲入 兣兡兲 兴兯兵兴入 公兡 兴兲兡兤兵兣兴兩兯兮 其兡 入兮 兤凩兰入兮兤兲入儮
兊入 兣兯兮关兩兤凨兲入 共兵入 兌儧Espurgatoire 入关兴 兵兮 全兹六兮入 几 兣入公兵兩 共兵兩 兩兮兴入兲兰兲凨兴入儬 兣入公兵兩 共兵兩儬 兣全兯兩关兩
兰兡兲 兄兩入兵儬 关入 关兩兴兵入 入兮兴兲入 公兡 兰兡兲兯公入 入兴 公儧兡兵兤兩兴入兵兲 儨兩兮兣兡兰兡兢公入 兤儧入兮兴入兮兤兲入 兰兡兲 公兵兩儭六凪六入儩儬
兤儧兡兩公公入兵兲关 免兡兲兩入 兣兯兮兣公兵入 关兯兮 兴入典兴入 入兮 兤凩兣公兡兲兡兮兴 共兵儧入公公入 兡 兴兲兡兤兵兩兴 公儧Espurgatoire 兡儜兮
共兵儧兩公 关兯兩兴 entendable 儨兣兯六兰兲凩全入兮关兩兢公入儩 入兴 convenable 儨兡兤兡兰兴凩儩 兡兵典 公兡凯兣关 儨儲儲儹儷儭儲儳儰儰儩儮

兏兮 兲入六兡兲共兵入兲兡 共兵入 公入 兰兡兲兣兯兵兲关 兤儧兏具入兮 入关兴 兰兯兮兣兴兵凩 兰兡兲 兤入关 兩兮兴入兲兰兲凨兴入关 共兵兩 公入 兰兲凩儭
其兩入兮兮入兮兴 兤入关 兰凩兲兩公关 入兴 公兵兩 入兮关入兩內兮入兮兴 兣兯六六入兮兴 公入关 兣兯兮兴兲入兲 儺 兤兡兮关 公儧兩兣兩儭兢兡关 儨兵兮 凩其凪共兵入儬
兰兵兩关 兵兮 兰兲兩入兵兲儩儬 几 关兯兮 兡兲兲兩其凩入 兡兵 兰兵兲內兡兴兯兩兲入 儨兤入关 六入关关兡內入兲关 兤入 兄兩入兵儩儮 允兰兲凨关 兡其兯兩兲
兴兲兡其入兲关凩 公入 兰兵兲內兡兴兯兩兲入儬 几 关兯兮 兡兲兲兩其凩入 兡兵 兰兡兲兡兤兩关 兴入兲兲入关兴兲入儬 兵兮 內兲兯兵兰入 兤儧兡兲兣全入其凪共兵入关
兴兲兡兤兵兩关入兮兴 关兯兮 入典兰凩兲兩入兮兣入 入兴 入典兰公兩共兵入兮兴 几 兏具入兮 兣入 共兵儧兩公 兡 兲凩入公公入六入兮兴 其兵 入兴 兣入 兤兯兮兴
兩公 兤兯兩兴 兴凩六兯兩內兮入兲 几 关兯兮 兲入兴兯兵兲 兤兡兮关 公儧兩兣兩儭兢兡关 儨其儮 儱儶儶儹儭儱儷儹儴儩儮 兄儧兡兩公公入兵兲关 兰入兮兤兡兮兴 关兯兮
其兯兹兡內入儬 几 兤入兵典 兲入兰兲兩关入关儬 兏具入兮 兡 凩兴凩 兴兲兯六兰凩 兰兡兲 关入关 关入兮关 儻 兵兮入 兰兲入六兩凨兲入 兦兯兩关 兤兡兮关
公儧兯兢关兣兵兲兩兴凩 兤兵 兰兵兩兴关 兩兮兦入兲兮兡公 入兴 关兯兵关 公入关 六入兮关兯兮內入关 兤入关 兤兩兡兢公入关 儻 兩公 兣兲兯兩兴 其兯兩兲 公儧入兮兦入兲
儨其儮 儱儲儷儵儭儱儳儱儶儩 儻 兵兮入 关入兣兯兮兤入 兦兯兩关儬 兡公兯兲关 共兵儧兵兮 六兵兲 兤入 兰兩入兲兲入关 兰兲凩兣兩入兵关入关 兡其入兵內公入 关兯兮
兪兵內入六入兮兴 儻 兩公 关入 兣兲兯兩兴 兡兵 兰兡兲兡兤兩关 儨其儮 儱儴儸儸儭儱儵儶儳儩儮 兌入 六入关关兡內入 兤儧先入兮兲兩 入关兴 共兵儧兩公 兮入 兦兡兵兴
凩兣兯兵兴入兲 共兵入 公入关 六凩兤兩兡兴入兵兲关 兤入 兄兩入兵儬 兣兡兲 公入关 关入兮关 兰入兵其入兮兴 兴兲兯六兰入兲儮 充兴 六兡兩兮兴入兮兡兮兴儬
关儧兡兤兲入关关兡兮兴 兡兵典 公兡凯兣关儬 免兡兲兩入共兵兩 兰兯兵兲 Deu servir [. . . ] vodrai aovrir ceste escripture
儨其儮 儲儸儭儳儰儩儬兤入其兩入兮兴 几 关兯兮 兴兯兵兲 六凩兤兩兡兴兲兩兣入 兤兵 关兡其兯兩兲 关兯兴凩兲兩兯公兯內兩共兵入儬 入兮兴兲入 公兡 兰兡兲兯公入 兤兵
六兯兩兮入 入兴 l’entente 公入关 公兡凯兣关儮

儲儳儮 兖兩关兵六 元兵兲六兡入 兣兵兲兩兡公兩关儮 兓儮 允兵兲入公兩兩 允兵內兵关兴兩兮兩儬 儓 兄入 兣兵兲兡 兰兲兯 六兯兲兴兵兩关 內入兲入兮兤兡 儨公兩兢入兲 兵兮兵关儩 儔儬 Opera
omnia儬 儨免兩內兮入儬 儴儰 儺儲儮儳儭儱儸儮儲儲儩儮

儲儴儮 兌入 公兩其兲入 光兖 兤入关 Dialogues 入关兴 兣兯兮关兡兣兲凩 几 公兡 六兯兲兴 兣兯兲兰兯兲入公公入 入兴 几 公儧兩六六兯兲兴兡公兩兴凩 兤入 公儧凢六入儮
儲儵儮 元入 共兵兩 兮儧入关兴 兰兡关 公入 兣兡关 兤入 公兡 六兡兪兯兲兩兴凩 兤入关 兡兵兴入兵兲关 其入兲兮兡兣兵公兡兩兲入关儬 兣兯六六入 兂凩兲兯公儬 Li livres d’espurgatoyre

儨c. 儱儲儲儵儩儮



儵儰 元全兡凮兮入 兤入 兴兲兡兤兵兣兴兩兯兮 儺 关儧兡兰兰兲兯兰兲兩入兲 公入 Tractatus儮 儮 儮

4 Translater entre deux mondes
兌兯兲关共兵儧入公公入 关入 兲兡兰兰兲兯兣全入 兤兵 Tractatus儬 免兡兲兩入兣全兡兮內入 公兡 关兴兲兵兣兴兵兲入 兤入 公兡 关兹兮兴兡典入儬 兲凩兯兲儭
內兡兮兩关入 公儧兯兲兤兲入 兤入关 兰全兲兡关入关 兤兡兮关 兵兮入 兤凩六兡兲兣全入 兤入 兲入內兲兯兵兰入六入兮兴 兴全凩六兡兴兩共兵入 兤入关 兩兮兦兯兲儭
六兡兴兩兯兮关儮 充公公入兤凩其入公兯兰兰入 兤入关 兩兤凩入关 共兵儧先入兮兲兩 兡其兡兩兴 兲凩关兵六凩入关 儨兣入公公入关 兤入关 兰凨兲入关 兴全凩兯兲兩兣兩入兮关
共兵兩 兮入 关兯兮兴 兰兡关 兣兯兮兮兵入关 兤入关 laie genz 兯兵公入 兣兯兵兲兡內入 兤兵 元全入其兡公兩入兲儩儬 兡兵 兣兯兮兴兲兡兩兲入 入公公入
关入 兰入兲六入兴 兤儧兯六入兴兴兲入 兤入关 凩公凩六入兮兴关 共兵兩 兮入 公兵兩 关入六兢公入 兰兡关 兮凩兣入关关兡兩兲入关 兯兵 共兵兩 兰兯兵兲兲兡兩入兮兴
兴兲兯兵兢公入兲 关入关 公入兣兴入兵兲关 儨先兯六凩公兩入关 兯兵 公入 兤兩关兣兯兵兲关 典凩兮兯兰全兯兢入 兤儧先入兮兲兩 兣兯兮兴兲入 公入关 光兲公兡兮兤兡兩关儩儮
兌入 兴兯兵兴 入关兴 兦兡兩兴 兤兡兮关 兵兮 关兯兵兣兩 兤入 关兩內兮兩儜兣兡兴兩兯兮儬 兤入 兲兡兴兩兯兮兡公兩关兡兴兩兯兮 兤兵 兲凩兣兩兴儬 兤入 兣公兡兲兩儜儭
兣兡兴兩兯兮 兤兵 关入兮关儮 兏兮 兹 兲入兴兲兯兵其入 兵兮 关兴兹公入 兰兲凩兣兩关儬 兣兯兮兣兩关 公兩凩 几 公儧入典兰凩兲兩入兮兣入 兤入关 lais 入兴 兤入关
fables 共兵兩 关兯兮兴儬 兡兰兲凨关 兴兯兵兴儬 公入关 內入兮兲入关 公入关 兰公兵关 兣兯兵兲兴关 兤入 兴兯兵兴入 公兡 公兩兴兴凩兲兡兴兵兲入 六凩兤兩凩其兡公入儮
兌入关 兰兲兯公兯內兵入 入兴 凩兰兩公兯內兵入 兤儧先入兮兲兩 兡儞兲六兡兩入兮兴 关兡 兤凩其兯兴兩兯兮 六兯兮兡关兴兩共兵入 入兴 关兡 关兯兵六兩关关兩兯兮
几 公儧兡兵兴兯兲兩兴凩 兤入 公儧兡兢兢凩 先兵內兵入关 兤入 兓兡兲兴兲兹 兡兵共兵入公 兩公 兤凩兤兩兣兡兣入 公兡 兣兯六兰兯关兩兴兩兯兮儮 免兡兲兩入儬 入公公入儬
兮入 关入 关兯兵六入兴 共兵儧几 兄兩入兵 几 共兵兩 入公公入 兡 greignur 儨兰公兵关 內兲兡兮兤儩 amour 入兴 共兵兩 关入六兢公入 公兵兩
兡其兯兩兲 兣兯兮儜凩 兵兮入 六兩关关兩兯兮 de facto 儨其儮 儲儷儭儲儸儩儬 入公公入 兩兮关兩关兴入 兰兡兲 兡兩公公入兵兲关 关兵兲 公兡 兲入关兰兯兮关兡儭
兢兩公兩兴凩 兤入 关兯兮 兴兲兡其兡兩公 入兮 兴兡兮兴 共兵儧凩兣兲兩其兡兩兮入儬 关兯兮 兤入其兯兩兲 兤入 兰兲凩关入兲其入兲 入兴 兤入 兤兩儛兵关入兲 兵兮入
全兩关兴兯兩兲入 共兵兩 兮入 兰入兵兴 凪兴兲入 兣兯兮兮兵入 共兵入 兤入 兣入兵典 共兵兩 兰兡兲公入兮兴 公兡兴兩兮 儲儶儮

充兮 兩兤入兮兴兩儜兡兮兴 兵兮入 兮兯兵其入公公入 兡兵兤兩入兮兣入 兰兯兵兲 关兯兮 兯兵其兲兡內入儬 simple gent 共兵儧入公公入 关兯兵全兡兩兴入
amender 儨兲入兮兤兲入 六入兩公公入兵兲儩儬 laie genz 儨公兡凯兣关儩儨其儮 儴儶儬 儲儳儰儰儩儬 免兡兲兩入兡儞兲六入 共兵儧入公公入 关入 公兡兮兣入
兤兡兮关 公儧凩兤兩儜兣兡兴兩兯兮 兤入关 公兡凯兣关 儻 兩公 关儧兡內兩兴 兩兣兩 兤入 兴兲兡兮关兰兯关入兲 兵兮 兣兯兮兴入 六兯兮兡关兴兩共兵入 公兡兴兩兮 入兮 兵兮入
兡其入兮兴兵兲入 兣全入其兡公入兲入关共兵入 françoise 入兴 兡兩兮关兩 公入 兲入兮兤兲入 兰公兵关 兡兣兣入关关兩兢公入 兡兵 六入关关兡內入 兤兩其兩兮儬
兴兯兵兴 入兮 其兡公兯兲兩关兡兮兴 公兡 兣兡关兴入 兤入关 兣全入其兡公兩入兲关 兦兡兣入 几 兵兮 兣公入兲內凩 兤兯六兩兮兡兮兴 儲儷儮 兄儧兡兩公公入兵兲关儬 兣儧入关兴
兡兵典 兣全入其兡公兩入兲关儬 Seignurs, 共兵儧入公公入 关儧兡兤兲入关关入 兤兩兲入兣兴入六入兮兴 儨其儮 儴儹儬 儱儸儹儬 儴儲儱儩 入兴 公入 六凩兤兩凩其兩关兴入
兡关关兩关兴入 兲凩入公公入六入兮兴 几 兵兮入 兴兲兡兮关兰兯关兩兴兩兯兮 入兮兴兲入 兤入兵典 六兯兮兤入关 兤兯兮兴 公入关 其兡公入兵兲关 兤兩儛凨兲入兮兴儮 兌入关
兣兯六六入兮兴兡兩兲入关 兯兲兩內兩兮兡兵典 兤入 免兡兲兩入入兴 关兯兮 兩兮兴入兲兰兲凩兴兡兴兩兯兮 兤兵 兴入典兴入 其兡公兯兲兩关入兮兴 公兡 元全入其兡公入兲兩入
兤兯兮兴 入公公入 关入六兢公入 兰兲兯兣全入儮 允公兯兲关 共兵儧先入兮兲兩 兡兮兮兯兮兣入 兵兮 Militem unum nomine Owen 兰兵兩关
兮入 兦兡兩兴 兲凩兦凩兲入兮兣入 共兵儧几 兵兮 miles 兯兵 vir儬 免兡兲兩入儬兤凩兰入兩兮兴 兵兮 produm 儨全兯六六入 其兡兩公公兡兮兴儩儬
兰兵兩关 公入 兮兯六六入 兰兡兲 关兯兮 兮兯六 Oweins 儨其儮 儵儰儵儭儵儰儶儬 儵儰儹儬 儱儱儰儳儬 儱儶儲儱儬 儱儹儵儹儬 儱儹儸儰 入兴 儲儰儵儹儩儮

児兡兲兣入 共兵儧入兮 兤凩儜兮兩兴兩其入儬 公入关 兤入兵典 兡兵兴入兵兲关 兰兲兩其兩公凩內兩入兮兴 公入关 其兡公入兵兲关 兤入 公入兵兲 六兩公兩入兵儮 允兩兮关兩儬
兴兡兮兤兩关 共兵儧先入兮兲兩 兡兤六兯兮入关兴入 兣兯兮兴兲入 公入 兰凩兣全凩 兤入 兣全兡兩兲儬 关兵兪入兴 共兵兩 兣兯兮兣入兲兮入 公入 兣公入兲內凩 儨公入关
六兯兩兮入关 入兮 兰兡兲兴兩兣兵公兩入兲儩儬 兤兯兮兴 公入 其凷兵 兤入 兣全兡关兴入兴凩 入关兴 公儧兵兮 兤入关 兰兩公兩入兲关 兤入 公兡 兦兯兮兣兴兩兯兮 儲儸儮
免兡兲兩入儬 兰兯凩兴入关关入儬 兣兯兮兤兡六兮入 公兡 其兡兮兩兴凩 兤入 兣入 六兯兮兤入儬 兰凩兣全凩 兰公兵关 兡兤兡兰兴凩 几 公兡 兣全入其兡公入兲兩入
共兵儧入公公入 兣兯六兰兡兲入 几 公儧兡兩內公入 儨其儮 儱儴儱儵儭儱儴儱儸儩儬 兣兡兲兮兡关关兩入兲儬 兰兲凩兤兡兴入兵兲儬 六兡兩关 兡兵关关兩 关兹六兢兯公入 兤入
兢入兡兵兴凩儬 兤入 兦兯兲兣入 入兴 兤入 兰兲入关兴兩內入儮 元入公兵兩 共兵兩 其兯公入 其入兲关 公入 关兯公入兩公儬 关兯兵其入兮兴 关兯公兩兴兡兩兲入 兣兯六六入 公入
兣全入其兡公兩入兲 兤兵 兲兯六兡兮 兣兯兵兲兴兯兩关儬 入兴 兤兯兮兴 公入关 关入兲兲入关 关兯兮兴 兡关关兯兣兩凩入关 几 公儧凩兰凩入儮 充公公入 关入 六兯共兵入
兤入关 公兡六入兮兴兡兴兩兯兮关 兤入关 六兯兩兮入关 六凩兴兡六兯兲兰全兯关凩关 兰兡兲 关入关 关兯兩兮关 入兮 兰兩兮关兯兮关 儨其儮 儱儴儰儹儭儱儴儱儰儩儬
兣入 兰入兴兩兴 兯兩关入兡兵 內兲兡兮兩其兯兲入 入兴 兦兲兵內兩其兯兲入 儨兣兯六六入 兤兯兩兴 公儧凪兴兲入 公入 六兯兩兮入儩儬 兯儛兲入 兵兮 兣全兡兮兴
六凩公兯兤兩入兵典儬 兰公兵关 全兡兲六兯兮兩入兵典 共兵入 公入关 兣全兡兮兴关 六兯兮兯兤兩共兵入关 內兲凩內兯兲兩入兮关 共兵兩 兰入兵其入兮兴 兡兩兮关兩
关儧入兮兴入兮兤兲入 兣兯六六入 兵兮入 公兯兮內兵入 兰公兡兩兮兴入儮 光公关 关兯兮兴 兡兵关关兩 兤入 兣入兵典 共兵兩 兦兯兮兴 公入兵兲 兮兩兤 兤兡兮关 公入
兣全兡兲兤兯兮儬 兣兯六六入 公入关 六兯兩兮入关 兦兯兮兴 公入 公入兵兲 兤兡兮关 公兡 兣兯兵兲兯兮兮入 兤儧凩兰兩兮入关 兤兵 元全兲兩关兴儮 元入兴兴入
兩六兡內入儬 兤入 公儧兡兩內公入 入兴 兤兵 兰兩兮关兯兮儬 入关兴 兡公兯兲关 兰兡兲兴兩兣兵公兩凨兲入六入兮兴 入儞兣兡兣入 兢兩入兮 共兵入 兰兡兲 兴兲兯兰

儲儶儮 兌入兯兮兡兲兤 儨儲儰儰儵儩 兰兡兲公入 兤儧兵兮入 兤兹兮兡六兩共兵入 入兮兴兲入 儓 Marie and her newly-created public 儔儬 兰儮 儵儷儭儶儲儮
儲儷儮 兖兯兩兲 公入关 兣兯六六入兮兴兡兩兲入关 兤入 元兵兲公入兹 儨儱儹儹儳儩 关兵兲 公兡 公兡凯兣兩关兡兴兩兯兮 兤兵 Tractatus 兰兡兲 免兡兲兩入 兤入 兆兲兡兮兣入儬 兰兰儮 儲儵儭儳儰儮
儲儸儮 兄兡兮关 公兡 其入兲关兩兯兮 公兯兮內兵入儬 公儧Homélie 兡 凩兴凩 六兵公兴兩兰公兩凩入 兰兡兲 兣兩兮共儮 児兲兩兮兣兩兰兡公入六入兮兴 兰兡兲 兤入关 兡兪兯兵兴关 入六兰兲兵兮兴凩关

几 关兡兩兮兴 允兮关入公六入 入兴 兊入兡兮 兤入 兆凩兣兡六兰儮 児兯兮兴兦兡兲兣兹 儨儱儹儹儵儩儬 兰儮 儲儰儳儮



兊兵公兩入兴兴入 兂兯兵兲兤兩入兲 儵儱

兣兯六兰公入典入 入兴 兤兩儞兣兩公入六入兮兴 兴兲兡兤兵兩关兩兢公入 入兮 公兡兮內兡內入 六兯兤入兲兮入儬 公儧兡兰兰兲凩兣兩兡兴兩兯兮 关入兲兡 兡兰兰兡兵儭
其兲兩关关兡兮兴入 兰兵兩关共兵儧兵兮兩其兯共兵入儮

5 Les choix du médiéviste.
Seignurs, entendez la raisun (v. 189)

兏兮 公入 其兯兩兴儬 兤兡兮关 公儧Espurgatoire儬 兣兯六六入 公入 兰公兵关 关兯兵其入兮兴 入兮 兰兯凩关兩入儬 兵兮入 兴兲兡兤兵兣兴兩兯兮
儜兤凨公入 入关兴 兣全兩六凩兲兩共兵入儮 免兡兲兩入 兡兴兲兡兮关兦兯兲六凩 公兡 兰兲兯关入 公兡兴兩兮入 入兮 其入兲关 兯兣兴兯关兹公公兡兢兩共兵入关儬 共兵入
公入 六凩兤兩凩其兩关兴入 兣兯兮其入兲兴兩兴 入兮 兰兲兯关入 六兯兤入兲兮入儮 兌兡 其入兲关兩儜兣兡兴兩兯兮 几 入公公入 关入兵公入 兪兵关兴兩儜入 共兵入
公儧兯兮 兰兡兲公入 兤入 兲凩凩兣兲兩兴兵兲入 儲儹儬 兣入公兡 关兩內兮兩儜入儭兴儭兩公 共兵入 公入 六凩兤兩凩其兩关兴入 兴兲兡全兩兴 兮凩兣入关关兡兩兲入六入兮兴 公兡
兰入兮关凩入 兤入 公儧兡兵兴入兵兲 儿 児入兮兣全兯兮关儭兮兯兵关 关兵兲 公入 兴入兲六入 raisun. 兓兯兵关 兣入 其兯兣兡兢公入儬 兇兯兤入兦兲兯兹
兩兮其入兮兴兯兲兩入 兵兮入 关凩兲兩入 兤入 兰兲兯兰兯关兩兴兩兯兮关 儳儰 兯兲兴全兯內兲兡兰全兩共兵入关 儺 rasun儬 raison儬 raeson儬 raizon儬
reson儬 raisum儬 入兴 公入 六凩兤兩凩其兩关兴入 兲入兣兯兮兮兡凮兴兲兡 兩六六凩兤兩兡兴入六入兮兴 兣入 共兵兩 公兵兩 入关兴 兦兡六兩公兩入兲儬
兣儧入关兴儭几儭兤兩兲入 公入 六兯兴 兲兡兩关兯兮儮 允兵 免兯兹入兮 凂內入儬 公入关 关兩內兮兩儜兣兡兴兩兯兮关 兤入 raison 关兯兮兴 兮兵兡兮兣凩入关
兤入兲兲兩凨兲入 公入 关凨六入 兤入 儓 兰兡兲兯公入 儔儮 Raison 关儧兡兰兰兡兲入兮兴入 兡兵 其入兲兢入 raisnier 儺 兰兡兲公入兲儬 兤兩关兣兯兵兲兩兲儬
兤凩兣公兡兲入兲 兯兵 兰公兡兩兤入兲儮

兓入 兢兡关兡兮兴 关兵兲 公儧兵关兡內入 兤兵 兴入兲六入 兤兡兮关 公兡 公兩兴兴凩兲兡兴兵兲入 六凩兤兩凩其兡公入儬 兇兯兤入兦兲兯兹 兰兲兯兰兯关入 兵兮入
关凩兲兩入 兤儧兯兣兣兵兲兲入兮兣入关 兤兯兮兴 兪儧兡兩 关凩公入兣兴兩兯兮兮凩 公入关 兰公兵关 兰入兲兴兩兮入兮兴入关 几 兮兯兴兲入 兰兲兯兰兯关 入兴 共兵入 兪儧兡兩
兡兣兣兯六兰兡內兮凩入关 兤入 兣兩兴兡兴兩兯兮关 儺

儭 児兡兲兯公入儬 兰兲兯兰兯关儬 兤兩关兣兯兵兲关儬 儓 mais laissez ce chevalier parfaire sa raison qu’il avoit
commencé 儔儮 Mélusine, Jehan d’Arras儬 凩兤儮 児儮 兊兡兮兮入兴 儨儱儸儵儴儩儬 児兡兲兩关儬 元全兡兲公入关
兂兲兵兮入兴儬 兰儮 儸儶儮

儭 兌兡兮內兡內入儬 公兡 兦兡凧兯兮 兤入 关儧入典兰兲兩六入兲儬 儓 ung signe de grant merveille quand les
oiseaux parloient raison humaine 儔儮 Chroniques et conquestes de Charlemaigne儬
凩兤儮 兒兯兢入兲兴 兇兵兩入兴兴入 儨儱儹儴儰儩儬 兂兲兵典入公公入关儬 児兡公兡兩关 兤入关 允兣兡兤凩六兩入关儬 兰儮 儱儲儵儮

儭 兌兡 兣兯六兰兯关兩兴兩兯兮 兰兯凩兴兩共兵入儬 儓 Philipes de Thaun ad fait une raisun pur provei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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