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ᖺ6᭶ᨵゞ㸦➨9∧㸧
᪥ᮏᶆ‽ၟရศ㢮␒ྕ
872329

་⸆ရࣥࢱࣅ࣮ࣗࣇ࢛࣮࣒
᪥ᮏ㝔⸆ᖌࡢ IF グ㍕せ㡿 2008 ‽ᣐࡋ࡚సᡂ

MARZULENE S COMBINATION GRANULES㸭MARZURENE COMBINATION TABLETS 1.0ES
MARZURENE COMBINATION TABLETS 0.5ES㸭MARZURENE COMBINATION TABLETS 0.375ES
ࢬࣞࣥࢫࣝ࣍ࣥ㓟ࢼࢺ࣒ࣜ࢘Ỉ≀㸦Ỉ⁐ᛶࢬࣞࣥ㸧
࣭᪥ᒁL-ࢢࣝࢱ࣑ࣥ〇



ᙧ

࣐࣮ࢬࣞࣥ®S㓄ྜ㢛⢏
 㸸㟷ࢆᖏࡧࡓ㢛⢏
࣐࣮ࢬࣞࣥ®㓄ྜ㘄0.375ESࠊ࣐࣮ࢬࣞࣥ®㓄ྜ㘄0.5ESࠊ࣐࣮ࢬࣞࣥ®㓄ྜ㘄1.0ES
㸸ῐ㟷Ⰽࡢ㘄

〇  ࡢ つ ไ ༊ ศ

ヱᙜࡋ࡞࠸

つ

㔞

࣐࣮ࢬࣞࣥ®S㓄ྜ㢛⢏ 
࣐࣮ࢬࣞࣥ®㓄ྜ㘄0.375ES
࣐࣮ࢬࣞࣥ®㓄ྜ㘄0.5ES
࣐࣮ࢬࣞࣥ®㓄ྜ㘄1.0ES

ྡ

ྡ㸸ࢬࣞࣥࢫࣝ࣍ࣥ㓟ࢼࢺ࣒ࣜ࢘Ỉ≀㸦Ỉ⁐ᛶࢬࣞࣥ㸧
ࠊL-ࢢࣝࢱ࣑ࣥ
ὒྡ㸸Sodium azulenesulfonate hydrateࠊL-Glutamine

୍

᱁

࣭

⯡

ྵ

㸸1g୰ 㺏㺛㺼㺸㺻㺛㺷㺬㺻㓟㺣㺢㺶㺑㺯Ỉ≀3mgࠊL-㺖㺼㺷㺞㺮㺻990mg
㸸1㘄୰ 㺏㺛㺼㺸㺻㺛㺷㺬㺻㓟㺣㺢㺶㺑㺯Ỉ≀0.75mgࠊL-㺖㺼㺷㺞㺮㺻247.5mg
㸸1㘄୰ 㺏㺛㺼㺸㺻㺛㺷㺬㺻㓟㺣㺢㺶㺑㺯Ỉ≀1mgࠊL-㺖㺼㺷㺞㺮㺻330mg
㸸1㘄୰ 㺏㺛㺼㺸㺻㺛㺷㺬㺻㓟㺣㺢㺶㺑㺯Ỉ≀2mgࠊL-㺖㺼㺷㺞㺮㺻660mg

࣐࣮ࢬࣞࣥ® S
㓄ྜ㢛⢏
〇 㐀 ㈍  ᢎ ㄆ ᖺ ᭶ ᪥
⸆౯ᇶ‽㍕࣭Ⓨᖺ᭶᪥

㛤Ⓨ࣭〇㐀㈍㸦㍺ධ㸧
࣭
ᥦ ᦠ ࣭ ㈍   ♫ ྡ

࣐࣮ࢬࣞࣥ®
㓄ྜ㘄0.375ES

࣐࣮ࢬࣞࣥ®
㓄ྜ㘄0.5ES

࣐࣮ࢬࣞࣥ®
㓄ྜ㘄1.0ES

〇㐀㈍ᢎㄆᖺ᭶᪥

2009ᖺ6᭶19᪥
㸦㈍ྡኚ᭦ࡼࡿ㸧

2009ᖺ 7᭶13᪥ 2008ᖺ3᭶14᪥

2008ᖺ 8᭶13᪥
㸦㈍ྡኚ᭦ࡼࡿ㸧

⸆౯ᇶ‽㍕ᖺ᭶᪥

2009ᖺ9᭶25᪥
㸦㈍ྡኚ᭦ࡼࡿ㸧

2009ᖺ11᭶13᪥ 2008ᖺ7᭶ 4᪥

2008ᖺ12᭶19᪥
㸦㈍ྡኚ᭦ࡼࡿ㸧

Ⓨ  ᖺ ᭶ ᪥

1969ᖺ5᭶ 5᪥

2009ᖺ11᭶13᪥ 2008ᖺ7᭶ 4᪥

2003ᖺ 9᭶26᪥

〇㐀㈍ඖ 㸸

ᑑ〇⸆ᰴᘧ♫

་⸆ရሗᢸᙜ⪅ࡢ㐃⤡ඛ

ၥ ࠸ ྜ ࢃ ࡏ ❆ ཱྀ

ᑑ〇⸆ᰴᘧ♫
TEL㸸0120-996-156 FAX㸸0268-82-2215
࣮࣒࣮࣍࣌ࢪ
URL㸸http://www.kotobuki-pharm.co.jp/

ᮏ IF ࡣ 2012 ᖺ 7 ᭶సᡂ㸦➨ 1 ∧㸧ࡢ࣐࣮ࢬࣞࣥ® S 㓄ྜ㢛⢏ࠊ2015 ᖺ 8 ᭶ᨵゞ㸦➨ 2 ∧㸧ࡢ࣐࣮ࢬࣞࣥ®㓄ྜ㘄 0.375ESࠊ
࣐࣮ࢬࣞࣥ®㓄ྜ㘄 0.5ESࠊ࣐࣮ࢬࣞࣥ®㓄ྜ㘄 1.0ES ࡢῧᩥ᭩ࡢグ㍕ᇶ࡙ࡁసᡂࡋࡓࠋ
᭱᪂ࡢῧᩥ᭩ሗࡣࠊ་⸆ရ་⒪ᶵჾሗᥦ౪࣮࣒࣮࣍࣌ࢪ http://www.pmda.go.jp/࡚ࡈ☜ㄆࡃࡔࡉ࠸ࠋ

IF
⏝ࡢᡭᘬࡁࡢᴫせ
㸫᪥ᮏ㝔⸆ᖌ㸫

1. ་⸆ရࣥࢱࣅ࣮ࣗࣇ࢛࣮࣒సᡂࡢ⤒⦋
་⒪⏝་⸆ရࡢᇶᮏⓗ࡞せ⣙ሗࡋ࡚་⒪⏝་⸆ရῧᩥ᭩㸦௨ୗࠊῧᩥ᭩␎ࡍ㸧ࡀ࠶ࡿࠋ
་⒪⌧ሙ࡛་ᖌ࣭⸆ᖌ➼ࡢ་⒪ᚑ⪅ࡀ᪥ᖖᴗົᚲせ࡞་⸆ရࡢ㐺ᛶ⏝ሗࢆά⏝ࡍࡿ㝿
ࡣࠊῧᩥ᭩グ㍕ࡉࢀࡓሗࢆࡅࡿ᭦ヲ⣽࡞ሗࡀᚲせ࡞ሙྜࡀ࠶ࡿࠋ
་⒪⌧ሙ࡛ࡣࠊᙜヱ་⸆ရࡘ࠸࡚〇⸆ᴗࡢ་⸆ရሗᢸᙜ⪅➼ሗࡢ㏣ຍㄳồࡸ㉁ࢆࡋ
࡚ሗࢆ⿵ࡋ࡚ᑐฎࡋ࡚ࡁ࡚࠸ࡿࠋࡇࡢ㝿ᚲせ࡞ሗࢆ⥙⨶ⓗධᡭࡍࡿࡓࡵࡢሗࣜࢫࢺ
ࡋ࡚ࣥࢱࣅ࣮ࣗࣇ࢛࣮࣒ࡀㄌ⏕ࡋࡓࠋ
63ᖺ᪥ᮏ㝔⸆ᖌ㸦௨ୗࠊ᪥⸆␎ࡍ㸧Ꮫ⾡➨ 2 ᑠጤဨࡀࠕ་⸆ရࣥࢱࣅ࣮ࣗ
ࣇ࢛࣮࣒ࠖ㸦௨ୗࠊIF ␎ࡍ㸧ࡢ⨨ࡅ୪ࡧ IF グ㍕ᵝᘧࢆ⟇ᐃࡋࡓࠋࡑࡢᚋࠊ་⒪ᚑ⪅ྥ
ࡅ୪ࡧᝈ⪅ྥࡅ་⸆ရሗࢽ࣮ࢬࡢኚࢆཷࡅ࡚ࠊᖹᡂ10ᖺ9᭶᪥⸆Ꮫ⾡➨ 3 ᑠጤဨ࠾
࠸࡚ IF グ㍕せ㡿ࡢᨵゞࡀ⾜ࢃࢀࡓࠋ
᭦10ᖺࡀ⤒㐣ࡋࡓ⌧ᅾࠊ་⸆ရሗࡢࡾᡭ࡛࠶ࡿ〇⸆ᴗࠊ࠸ᡭ࡛࠶ࡿ་⒪⌧ሙࡢ⸆ᖌࠊ
᪉ࡗ࡚⸆࣭་⒪⎔ቃࡣࡁࡃኚࡋࡓࡇࢆཷࡅ࡚ࠊᖹᡂ20ᖺ9᭶᪥⸆་⸆ሗጤဨ
࠾࠸࡚᪂ࡓ࡞IFグ㍕せ㡿ࡀ⟇ᐃࡉࢀࡓࠋ
2. IF ࡣ
IF ࡣࠕῧᩥ᭩➼ࡢሗࢆ⿵ࡋࠊ⸆ᖌ➼ࡢ་⒪ᚑ⪅ࡗ࡚᪥ᖖᴗົᚲせ࡞ࠊ་⸆ရ
ࡢရ㉁⟶⌮ࡢࡓࡵࡢሗࠊฎ᪉タィࡢࡓࡵࡢሗࠊㄪࡢࡓࡵࡢሗࠊ་⸆ရࡢ㐺ᛶ⏝ࡢࡓࡵࡢ
ሗࠊ⸆Ꮫⓗ࡞ᝈ⪅ࢣࡢࡓࡵࡢሗ➼ࡀ㞟⣙ࡉࢀࡓ⥲ྜⓗ࡞ಶูࡢ་⸆ရゎㄝ᭩ࡋ࡚ࠊ᪥⸆
ࡀグ㍕せ㡿ࢆ⟇ᐃࡋࠊ⸆ᖌ➼ࡢࡓࡵᙜヱ་⸆ရࡢ〇⸆ᴗసᡂཬࡧᥦ౪ࢆ౫㢗ࡋ࡚࠸ࡿᏛ⾡
㈨ᩱࠖ⨨ࡅࡽࢀࡿࠋ
ࡓࡔࡋࠊ⸆ἲ࣭〇⸆ᴗᶵᐦ➼㛵ࢃࡿࡶࡢࠊ〇⸆ᴗࡢ〇ດຊࢆ↓ຠࡍࡿࡶࡢཬࡧ⸆
ᖌ⮬ࡽࡀホ౯ุ࣭᩿࣭ᥦ౪ࡍࡁ㡯➼ࡣ IF ࡢグ㍕㡯ࡣ࡞ࡽ࡞࠸ࠋゝ࠸࠼ࡿࠊ〇⸆ᴗ
ࡽᥦ౪ࡉࢀࡓ IF ࡣࠊ⸆ᖌ⮬ࡽࡀホ౯ุ࣭᩿࣭⮫ᗋ㐺ᛂࡍࡿࡶࠊᚲせ࡞⿵ࢆࡍࡿࡶࡢ
࠸࠺ㄆ㆑ࢆᣢࡘࡇࢆ๓ᥦࡋ࡚࠸ࡿࠋ
>IF ࡢᵝᘧ@
ձつ᱁ࡣ A4 ุࠊᶓ᭩ࡁࡋࠊཎ๎ࡋ࡚ 9 ࣏ࣥࢺ௨ୖࡢᏐయ㸦ᅗ⾲ࡣ㝖ࡃ㸧࡛グ㍕ࡋࠊ୍Ⰽๅ
ࡾࡍࡿࠋࡓࡔࡋࠊῧᩥ᭩࡛㉥ᯟ࣭㉥Ꮠࢆ⏝࠸ࡓሙྜࡣࠊ㟁Ꮚ፹య࡛ࡣࡇࢀᚑ࠺ࡢࡶࡍ
ࡿࠋ
ղ IF グ㍕せ㡿ᇶ࡙ࡁసᡂࡋࠊྛ㡯┠ྡࡣࢦࢩࢵࢡయ࡛グ㍕ࡍࡿࠋ
ճ⾲⣬ࡢグ㍕ࡣ⤫୍ࡋࠊ⾲⣬⥆ࡅ࡚᪥⸆సᡂࡢࠕ IF ⏝ࡢᡭᘬࡁࡢᴫせࠖࡢᩥࢆグ㍕ࡍࡿࡶ
ࡢࡋࠊ2㡫ࡲࡵࡿࠋ
㹙 IF ࡢసᡂ㹛
ձ IF ࡣཎ๎ࡋ࡚〇ࡢᢞ⤒㊰ู㸦ෆ⏝ࠊὀᑕࠊእ⏝㸧సᡂࡉࢀࡿࠋ
ղ IF グ㍕ࡍࡿ㡯┠ཬࡧ㓄ิࡣ᪥⸆ࡀ⟇ᐃࡋࡓ IF グ㍕せ㡿‽ᣐࡍࡿࠋ
ճῧᩥ᭩ࡢෆᐜࢆ⿵ࡍࡿࡢ IF ࡢ᪨ἢࡗ࡚ᚲせ࡞ሗࡀグ㍕ࡉࢀࡿࠋ
մ〇⸆ᴗࡢᶵᐦ➼㛵ࡍࡿࡶࡢࠊ〇⸆ᴗࡢ〇ດຊࢆ↓ຠࡍࡿࡶࡢཬࡧ⸆ᖌࢆࡣࡌࡵ་⒪
ᚑ⪅⮬ࡽࡀホ౯ุ࣭᩿࣭ᥦ౪ࡍࡁ㡯ࡘ࠸࡚ࡣグ㍕ࡉࢀ࡞࠸ࠋ
յࠕ་⸆ရࣥࢱࣅ࣮ࣗࣇ࢛࣮࣒グ㍕せ㡿2008ࠖ㸦௨ୗࠊࠕ IF グ㍕せ㡿2008ࠖ␎ࡍ㸧ࡼࡾసᡂ
ࡉࢀࡓ IF ࡣࠊ㟁Ꮚ፹య࡛ࡢᥦ౪ࢆᇶᮏࡋࠊᚲせᛂࡌ࡚⸆ᖌࡀ㟁Ꮚ፹య㸦 PDF 㸧ࡽ༳ๅ
ࡋ࡚⏝ࡍࡿࠋᴗ࡛ࡢ〇ᮏࡣᚲ㡲࡛ࡣ࡞࠸ࠋ

㹙 IF ࡢⓎ⾜㹛
ձࠕ IF グ㍕せ㡿2008ࠖࡣࠊᖹᡂ21ᖺ4᭶௨㝆ᢎㄆࡉࢀࡓ᪂་⸆ရࡽ㐺⏝࡞ࡿࠋ
ղୖグ௨እࡢ་⸆ရࡘ࠸࡚ࡣࠊ
ࠕ IF グ㍕せ㡿2008ࠖࡼࡿసᡂ࣭ᥦ౪ࡣᙉไࡉࢀࡿࡶࡢ࡛ࡣ࡞࠸ࠋ
ճ⏝ୖࡢὀពࡢᨵゞࠊᑂᰝ⤖ᯝཪࡣホ౯⤖ᯝ㸦⮫ᗋホ౯㸧ࡀබ⾲ࡉࢀࡓⅬ୪ࡧ㐺ᛂ
ࡢᣑ➼ࡀ࡞ࡉࢀࠊグ㍕ࡍࡁෆᐜࡀࡁࡃኚࢃࡗࡓሙྜࡣ IF ࡀᨵゞࡉࢀࡿࠋ
3. IF ࡢ⏝࠶ࡓࡗ࡚
ࠕ IF グ㍕せ㡿2008ࠖ࠾࠸࡚ࡣࠊᚑ᮶ࡢ MR ࡼࡿ⣬፹య࡛ࡢᥦ౪᭰࠼ࠊPDF ࣇࣝ
ࡼࡿ㟁Ꮚ፹య࡛ࡢᥦ౪ࢆᇶᮏࡋ࡚࠸ࡿࠋሗࢆ⏝ࡍࡿ⸆ᖌࡣࠊ㟁Ꮚ፹యࡽ༳ๅࡋ࡚⏝ࡍ
ࡿࡇࡀཎ๎࡛ࠊ་⒪ᶵ㛵࡛ࡢ IT ⎔ቃࡼࡗ࡚ࡣᚲせᛂࡌ࡚ MR ༳ๅ≀࡛ࡢᥦ౪ࢆ౫㢗ࡋ࡚
ࡶࡼ࠸ࡇࡋࡓࠋ
㟁Ꮚ፹యࡢ IF ࡘ࠸࡚ࡣࠊ་⸆ရ་⒪ᶵჾ⥲ྜᶵᵓࡢ་⸆ရ་⒪ᶵჾሗᥦ౪࣮࣒࣮࣍࣌ࢪ
ᥖ㍕ሙᡤࡀタᐃࡉࢀ࡚࠸ࡿࠋ
〇⸆ᴗࡣࠕ་⸆ရࣥࢱࣅ࣮ࣗࣇ࢛࣮࣒సᡂࡢᡭᘬࡁࠖᚑࡗ࡚సᡂ࣭ᥦ౪ࡍࡿࡀࠊIF ࡢཎⅬ
ࢆ㋃ࡲ࠼ࠊ་⒪⌧ሙ㊊ࡋ࡚࠸ࡿሗࡸ IF సᡂグ㍕ࡋ㞴࠸ሗ➼ࡘ࠸࡚ࡣ〇⸆ᴗࡢ MR
➼ࡢࣥࢱࣅ࣮ࣗࡼࡾ⸆ᖌ➼⮬ࡽࡀෆᐜࢆᐇࡉࡏࠊ IF ࡢ⏝ᛶࢆ㧗ࡵࡿᚲせࡀ࠶ࡿࠋࡲࡓࠊ
㝶ᨵゞࡉࢀࡿ⏝ୖࡢὀព➼㛵ࡍࡿ㡯㛵ࡋ࡚ࡣࠊIF ࡀᨵゞࡉࢀࡿࡲ࡛ࡢ㛫ࡣࠊᙜヱ་⸆ရ
ࡢ〇⸆ᴗࡀᥦ౪ࡍࡿῧᩥ᭩ࡸ࠾▱ࡽࡏᩥ᭩➼ࠊ࠶ࡿ࠸ࡣ་⸆ရ་⒪ᶵჾሗ㓄ಙࢧ࣮ࣅࢫ➼ࡼ
ࡾ⸆ᖌ➼⮬ࡽࡀᩚഛࡍࡿࡶࠊIF ࡢ⏝࠶ࡓࡗ࡚ࡣࠊ᭱᪂ࡢῧᩥ᭩ࢆ་⸆ရ་⒪ᶵჾ
ሗᥦ౪࣮࣒࣮࣍࣌ࢪ࡛☜ㄆࡍࡿࠋ
࡞࠾ࠊ㐺ṇ⏝ࡸᏳᛶࡢ☜ಖࡢⅬࡽグ㍕ࡉࢀ࡚࠸ࡿࠕ⮫ᗋᡂ⦼ࠖࡸࠕ࡞እᅜ࡛ࡢⓎ≧ἣࠖ
㛵ࡍࡿ㡯┠➼ࡣᢎㄆ㡯㛵ࢃࡿࡇࡀ࠶ࡾࠊࡑࡢྲྀᢅ࠸ࡣ༑ศ␃ពࡍࡁ࡛࠶ࡿࠋ
4. ⏝㝿ࡋ࡚ࡢ␃ពⅬ
 IF ࢆ⸆ᖌ➼ࡢ᪥ᖖᴗົ࠾࠸࡚Ḟࡍࡇࡀ࡛ࡁ࡞࠸་⸆ရሗ※ࡋ࡚ά⏝ࡋ࡚㡬ࡁࡓ࠸ࠋ
ࡋࡋࠊ⸆ἲࡸ་⒪⏝་⸆ရࣉ࣮ࣟࣔࢩࣙࣥࢥ࣮ࢻ➼ࡼࡿつไࡼࡾࠊ〇⸆ᴗࡀ་⸆ရሗ
ࡋ࡚ᥦ౪࡛ࡁࡿ⠊ᅖࡣ⮬ࡎ㝈⏺ࡀ࠶ࡿࠋ IF ࡣ᪥⸆ࡢグ㍕せ㡿ࢆཷࡅ࡚ࠊᙜヱ་⸆ရࡢ〇⸆
ᴗࡀసᡂ࣭ᥦ౪ࡍࡿࡶࡢ࡛࠶ࡿࡇࡽࠊグ㍕࣭⾲⌧ࡣไ⣙ࢆཷࡅࡊࡿࢆᚓ࡞࠸ࡇࢆㄆ㆑ࡋ࡚࠾
࡞ࡅࢀࡤ࡞ࡽ࡞࠸ࠋ
ࡲࡓ〇⸆ᴗࡣࠊIF ࡀ࠶ࡃࡲ࡛ࡶῧᩥ᭩ࢆ⿵ࡍࡿሗ㈨ᮦ࡛࠶ࡾࠊᚋࣥࢱ࣮ࢿࢵࢺ࡛ࡢබ
㛤➼ࡶ㋃ࡲ࠼ࠊ⸆ἲୖࡢᗈ࿌つไゐࡋ࡞࠸ࡼ࠺␃ពࡋసᡂࡉࢀ࡚࠸ࡿࡇࢆ⌮ゎࡋ࡚ሗࢆά
⏝ࡍࡿᚲせࡀ࠶ࡿࠋ
                          㸦2008 ᖺ 9 ᭶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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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ࢬࣞࣥp6 㓄ྜ㢛⢏ࡣࠊ࣐࣮ࢬࣞࣥp6 㢛⢏ࡋ࡚㈍ࡉࢀ࡚࠸ࡓ〇
ရࡢྡ⛠ኚ᭦ရ࡛࠶ࡾࠊ₽⒆⤌⧊ࡢಖㆤࠊ⏕స⏝ࢆ♧ࡍ /ࢢࣝࢱ࣑ࣥࠊ
⅖ᢚไస⏝ࠊࣄࢫࢱ࣑ࣥ㐟㞳㜼Ṇస⏝ࠊ⫗ⱆ᪂⏕࣭ୖ⓶ᙧᡂಁ㐍స⏝ࢆ
♧ࡍࢬࣞࣥࢫࣝ࣍ࣥ㓟ࢼࢺ࣒ࣜ࢘Ỉ≀ࢆ㓄ྜࡋࡓ㜵ᚚᆺᅉᏊቑᙉᆺ
ࡢ⫶⅖࣭⫶₽⒆⒪࡛࠶ࡾࠊ ᖺ⫶⅖࣭⫶₽⒆⒪ࡋ࡚Ⓨࡉ
ࢀࡓᚋࠊ⌧ᅾ⮳ࡿࡲ࡛ᗈࡃ⮫ᗋࡢሙ࡛⏝࠸ࡽࢀ࡚࠸ࡿ᭷⏝ᛶࡢ㧗࠸⸆
࡛࠶ࡿࠋ
࣐࣮ࢬࣞࣥp6 㓄ྜ㢛⢏ࡣ㢛⢏࡛࠶ࡿࡀࠊ⮫ᗋ⌧ሙࡽࡢせᮃࢆ㋃ࡲ
࠼ࠊᔂቯࡋ᫆࠸ᡴ㘄ἲࡢ᥇⏝ࡼࡾࠊୗグࡢ  ࡘࡢせ௳ࢆ‶ࡓࡋࡓ㘄ࢆ
㛤Ⓨࡍࡿࡇࡋࡓࠋ
ձࢃࡎ࡞Ỉ࡛㏿ࡸᔂቯࡍࡿࠊ᭹⏝ࡋ᫆࠸㘄ࠋ
ղỈศᦤྲྀ㔞ไ㝈ࡀ࠶ࡿᝈ⪅ࡢᢞࡀྍ⬟࡛࠶ࡿࠊࢃࡎ࡞Ỉ࡛᭹
⏝࡛ࡁࡿ㘄ࠋ
ᮏᡭἲࡼࡾࠊ㛤Ⓨࡉࢀࡓ࣐࣮ࢬࣞࣥp㓄ྜ㘄 (6 ࡣࠊ⫶⅖࣭₽⒆⒪
࡛࠶ࡿ࣐࣮ࢬࣞࣥp6 㓄ྜ㢛⢏ྠ୍ᡂศࢆྵ᭷ࡍࡿ␗࡞ࡿᙧ㸦㘄㸧
ࡢ〇࡛࠶ࡾࠊ ᖺ  ᭶  ᪥ᑑ〇⸆ᰴᘧ♫࡛〇㐀ᢎㄆࢆྲྀᚓࡋࠊ
 ᖺ  ᭶  ᪥⸆౯ᇶ‽㍕ࡉࢀࡓ࣐࣮ࢬࣞࣥp(6 㘄ࡢྡ⛠ኚ᭦ရ࡛࠶
ࡾࠊ ᖺ  ᭶  ᪥ᑑ〇⸆ᰴᘧ♫࡛ྡ⛠ኚ᭦ࡢ〇㐀ᢎㄆࢆྲྀᚓࡋࠊ
 ᖺ  ᭶  ᪥⸆౯ᇶ‽㍕ࡉࢀࡓ〇ရ࡛࠶ࡿࠋ
ḟࠊ࣐࣮ࢬࣞࣥ㓄ྜ㘄 (6 ࡢࡁࡉࢆࡼࡾᑠࡉࡃࡋ᭹⏝ࡋࡸࡍࡃࡋ
ࡓ〇ࡋ࡚࣐࣮ࢬࣞࣥp㓄ྜ㘄 (6 ࢆ㛤Ⓨࡋࡓࠋ࣐࣮ࢬࣞࣥp㓄ྜ㘄
(6 ࡣࠊ ᖺ  ᭶  ᪥ᑑ〇⸆ᰴᘧ♫࡛〇㐀㈍ᢎㄆࢆྲྀᚓࡋ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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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㦂㸦Υ࠾ࡼࡧ Υ࡛  ᪥㛫㸧ࢆᐇࡋࡓ⤖ᯝࠊつ᱁ෆ࡛࠶ࡗࡓࠋ

࣐࣮ࢬࣞࣥp㓄ྜ㘄 (6 㸸
373 ໟཬࡧࣂࣛໟရࡘ࠸࡚ࠊ ᗘ Υࠊ‵ᗘ 㸣࡛  ᖺ㛫ཪࡣ
ᗘ Υࠊ‵ᗘ 㸣࡛  ࣨ᭶ಖᏑࡋࡓ⤖ᯝࠊᡂศ࡛࠶ࡿࢬࣞࣥࢫ
ࣝ࣍ࣥ㓟ࢼࢺ࣒ࣜ࢘Ỉ≀ཬࡧ /ࢢࣝࢱ࣑ࣥඹつ᱁ෆ࡛࠶ࡗࡓࠋ

↓ໟ≧ែ࡛ࡢᏳᐃᛶ
ձ‵ᗘᑐࡍࡿᏳᐃᛶ
ヨ㦂᪉ἲ㸸
ಖᏑ᮲௳ 㸣5+ࠊΥ㸦㐽ගࠊ㛤ᨺ㸧ࡢ᮲௳࡛ಖᏑࠋ
ಖᏑᮇ㛫  ࣨ᭶
ヨ㦂㡯┠ ᛶ≧ࠊ☜ㄆヨ㦂ࠊ⁐ฟヨ㦂ࠊ㢮⦕≀㉁ࠊྵ㔞ࠊ◳ᗘࠊỈศࠊ
ᖹᆒ㔜㔞
⤖ᯝ㸸Υ㸪㸣5+ ୗ࡛  ࣨ᭶㛫↓ໟ≧ែ࡛ಖᏑࡋࡓ࣐࣮ࢬࣞࣥ㓄ྜ
㘄 (6 ࡢࢬࣞࣥࢫࣝ࣍ࣥ㓟ࢼࢺ࣒ࣜ࢘Ỉ≀ࡢྵ㔞ࡣ 㸣పୗ
ࡋࡓࡀࠊつ᱁ࡢ⠊ᅖ㸦㸫㸣㸧ෆ࡛࠶ࡗࡓࠋ㘄㔜㔞Ỉศྵ
㔞ࡣ⣙ 㸣ቑຍࡋࡓࡀࠊ⮬♫ᕤ⛬⟶⌮つ᱁ࡢ⠊ᅖෆ࡛࠶ࡗࡓࠋ◳ᗘࡣ
⤒ⓗῶᑡࡋࠊ ࣨ᭶┠ࡲ࡛ࡣ⮬♫ᕤ⛬⟶⌮つ᱁ࡢ⠊ᅖෆ࡛࠶ࡗࡓ
㸦Ѝ.J㸧ࠋࡑࡢࡢヨ㦂㡯┠ࡘ࠸࡚ࡣ⤒ኚࡣㄆࡵࡽࢀ࡞
ࡗࡓࠋ
௨ୖࡢ⤖ᯝࡽࠊ࣐࣮ࢬࣞࣥ㓄ྜ㘄 (6 ࡣ Υࠊ㸣5+ࠊ↓ໟ≧
ែ࡛  ࣨ᭶㛫Ᏻᐃ࡛࠶ࡿࠋ










ղගᑐࡍࡿᏳᐃᛶ
ヨ㦂᪉ἲ㸸࣐࣮ࢬࣞࣥ㓄ྜ㘄 (6 ࡢ↓ໟရ㸦↓Ⰽࢩ࣮ࣕࣞ㘄ࢆ
ධࢀࠊ࣏ࣜሷࣅࢽࣜࢹࣥࣇ࣒࡛ࣝそࡗࡓࡶࡢ㸧ࠊ373 ໟရ㸦ࣝ









࣑⿄ධࡾ㸧ཬࡧࣂࣛໟရ㸦࣏ࣜ⎼ࠊᐦᰦ㸧ࡘ࠸࡚ࠊගᏳᐃᛶヨ㦂
⨨ࡼࡾ㏆⣸እ⥺ࠊ:㺃KP 㸦μ:FP×K㸧ཬࡧⓑⰍගࠊ
 OX[㺃K㸦OX[K× ᪥㸧↷ᑕࡋࠊ⤒ⓗᛶ≧ࠊ☜ㄆヨ㦂ࠊ⁐
ฟヨ㦂ࠊ㢮⦕≀㉁ࠊྵ㔞ࠊཬࡧࡑࡢࠊ㘄㔜㔞ࠊỈศྵ㔞ࠊ◳ᗘࡢ
ྛ㡯┠ࡘ࠸࡚ヨ㦂ࢆ⾜ࡗࡓࠋ㏆⣸እ⥺↷ᑕࢆヨᩱᘬࡁ⥆ࡁⓑⰍග
ࢆ↷ᑕࡋࡓࠋ
⤖ᯝ㸸↓ໟရ࡛ࡣࠊ㏆⣸እ⥺↷ᑕࡼࡾࢃࡎ〣Ⰽࡋᚤ㟷ⓑⰍ࡞
ࡗࡓࡀࠊ᭦ⓑⰍගࢆ↷ᑕࡋ࡚ࡶ〣Ⰽࡣ㐍⾜ࡋ࡞ࡗࡓࠋࡑࡢࡢヨ
㦂㡯┠ࡢ ᐃ⤖ᯝࡣ⤒ⓗ࡞ኚືࡣㄆࡵࡽࢀ࡞ࡗࡓࠋ373 ໟရ
ཬࡧࣂࣛໟရࡶ⤒ኚࡣㄆࡵࡽࢀࡎᏳᐃ࡛࠶ࡗࡓࠋ










㸳㸬ㄪᩚἲཬࡧ⁐ゎᚋࡢᏳᐃ
ᛶ

㸴㸬ࡢ㓄ྜኚ㸦≀⌮
Ꮫⓗኚ㸧


࣐࣮ࢬࣞࣥ®㓄ྜ㘄 (6 㸸
373 ໟཬࡧࣂࣛໟရࡘ࠸࡚ࠊ ᗘ Υࠊ‵ᗘ 㸣࡛  ࣨ᭶ಖᏑࡋ
ࡓ⤖ᯝࠊᡂศ࡛࠶ࡿࢬࣞࣥࢫࣝ࣍ࣥ㓟ࢼࢺ࣒ࣜ࢘Ỉ≀ཬࡧ /ࢢࣝ
ࢱ࣑ࣥඹつ᱁ෆ࡛࠶ࡗࡓࠋ

ヱᙜ㈨ᩱ࡞ࡋ


࣐࣮ࢬࣞࣥ®6 㓄ྜ㢛⢏  㸸
࣐࣮ࢬࣞࣥ®6 㓄ྜ㢛⢏ྛ✀⸆ࢆ㓄ྜࡋࠊΥࠊ㸣5+ ࡛ಖᏑࡋࡓ
ࡇࢁ₎᪉〇㸦ᑠᰘ⬌ࠊᰘⱎࠊභྩᏊ㸧 ရ┠ࡢࡳࠊ ᪥ᚋࡽ
እほୖኚࡀぢࡽࢀࡓࡀࠊᐇ㝿ࡢㄪᢞࡣᕪࡋᨭ࠼࡞ࡃࠊࡑࡢ
ࡢ⸆ࡘ࠸࡚ࡣࠊ ᪥㛫ኚࡣㄆࡵࡽࢀ࡞ࡗࡓࠋ

ኚࡀㄆࡵࡽࢀ࡞ࡗࡓ⸆
⸆  ྡ
ࣇࣔࢳࢪࣥ

⸆  ྡ
ࢫ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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ሷ㓟ࢭࢺࣛ࢟ࢧ࣮ࢺ



ࢻࣥ࣌ࣜࢻࣥ



࣐ࣞࣥ㓟ࢺ࣓ࣜࣈ
ࢳࣥ



ࢩࢧࣉࣜࢻ



㓟࣐ࢢࢿࢩ࣒࢘



ሷ㓟ࢽ࢝ࣝࢪࣆࣥ



  ሷ㓟࣑ࣀࢧࢡࣜࣥ
 Υ ࢭࣇ࢟ࢩ࣒

 㸣 ሷ㓟ࣉࣟ࢝ࢸ࣮ࣟࣝ
㹐
 㹆 ሷ㓟ࢮࣛࢫࢳࣥ
ಖ
 Ꮡ ሷ㓟ࣅࣇ࢙࣓ࣛࣥ

ࢸ࢞ࣇ࣮࣭ࣝ࢘ࣛࢩࣝ

࢝ࣉࢺࣉࣜࣝ





ሷ㓟ࢳࢡࣟࣆࢪࣥ



ࣉࣛࣂࢫࢱࢳࣥࢼࢺ
࣒ࣜ࢘





࣓ࢥࣂ࣑ࣛࣥ



ࢺࣛࣆ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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ሷ㓟࢚࣌ࣜ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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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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㹐
㹆
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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භྩᏊ










㸵㸬⁐ฟᛶ



ኚࡀㄆࡵࡽࢀࡓ⸆


࣐࣮ࢬࣞࣥp6 㓄ྜ㢛⢏ࠊ࣐࣮ࢬࣞࣥp㓄ྜ㘄 (6ࠊ࣐࣮ࢬࣞࣥp㓄ྜ㘄
(6 ཬࡧ࣐࣮ࢬࣞࣥp㓄ྜ㘄 (6 ࡢ⁐ฟヨ㦂᪉ἲཬࡧつ᱁್

ࢬࣞࣥࢫࣝ࣍ࣥ㓟ࢼࢺ࣒ࣜ࢘Ỉ≀㸸
㸦᪉ ἲ㸧᪥ᒁ⁐ฟヨ㦂ἲ➨  ἲ㸦ࣃࢻࣝἲ㸧ࡼࡾヨ㦂ࢆ⾜࠺
ᅇ㌿ᩘ㸸USP  ヨ㦂ᾮ㸸Ỉ㸦P/㸧
㸦つ᱁್㸧 ศ㛫ࡢ⁐ฟ⋡ࡣ 㸣௨ୖ

/ࢢࣝࢱ࣑ࣥ㸸












㸶㸬⏕≀Ꮫⓗヨ㦂ἲ

㸷㸬〇୰ࡢ᭷ຠᡂศࡢ☜ㄆ
ヨ㦂ἲ




㸯㸮㸬〇୰ࡢ᭷ຠᡂศࡢᐃ
㔞ἲ



㸯㸯㸬ຊ౯

㸯㸰㸬ΰධࡍࡿྍ⬟ᛶࡢ࠶ࡿ
ዃ㞧≀

㸯㸱㸬⒪ୖὀពࡀᚲせ࡞ᐜ
ჾ㛵ࡍࡿሗ

࣐࣮ࢬࣞࣥp6 㓄ྜ㢛⢏ࠊ࣐࣮ࢬࣞࣥp㓄ྜ㘄 (6ࠊ࣐࣮ࢬࣞࣥp㓄ྜ㘄
(6 ཬࡧ࣐࣮ࢬࣞࣥp㓄ྜ㘄 (6㸸
ࢬࣞࣥࢫࣝ࣍ࣥ㓟ࢼࢺ࣒ࣜ࢘Ỉ≀ཬࡧ/ࢢࣝࢱ࣑ࣥ㸸
᪥ᒁ୍⯡ヨ㦂ἲࠕᾮయࢡ࣐ࣟࢺࢢࣛࣇἲࠖࡼࡿ

ヱᙜࡋ࡞࠸

ࢢࣝࢱ࣑ࣥ㓟ࠊࢢࢬࣞࣥ


≉࡞ࡋ



㸯㸲㸬ࡑࡢ


ヱᙜࡋ࡞࠸

㸦᪉ ἲ㸧᪥ᒁ⁐ฟヨ㦂ἲ➨  ἲ㸦ࣃࢻࣝἲ㸧ࡼࡾヨ㦂ࢆ⾜࠺
ᅇ㌿ᩘ㸸USP  ヨ㦂ᾮ㸸Ỉ㸦P/㸧
㸦つ᱁್㸧 ศ㛫ࡢ⁐ฟ⋡ࡣ 㸣௨ୖ

ヱᙜ㈨ᩱ࡞ࡋ

ࢬࣞࣥࢫࣝ࣍ࣥ㓟ࢼࢺ࣒ࣜ࢘Ỉ≀㸸

᪥ᒁ୍⯡ヨ㦂ἲࠕ⣸እྍど྾ගᗘ ᐃἲࠖ
㸦ᴟ྾Ἴ㛗㸸㹼QPࠊ
㹼QP㸪㹼QPࠊ㹼QP㸧
/ࢢࣝࢱ࣑ࣥ㸸
࿊Ⰽᛂ㸦ࢽࣥࣄࢻࣜࣥヨ⸆ࡼࡿⓎⰍ☜ㄆ㸧





㹔㸬⒪㛵ࡍࡿ㡯┠

㸯㸬ຠ⬟ཪࡣຠᯝ


㸰㸬⏝ἲཬࡧ⏝㔞















㸱㸬⮫ᗋᡂ⦼
㸦㸯㸧⮫ᗋࢹ࣮ࢱࣃࢵࢣ࣮ࢪ
㸦 ᖺ  ᭶௨㝆ᢎㄆ
ရ┠㸧

㸦㸰㸧⮫ᗋຠᯝ


ୗグᝈ࠾ࡅࡿ⮬ぬ≧ཬࡧぬᡤぢࡢᨵၿ
⫶₽⒆ࠊ༑ᣦ⭠₽⒆ࠊ⫶⅖

࣐࣮ࢬࣞࣥp6 㓄ྜ㢛⢏㸸
㏻ᖖᡂே  ᪥ 㹼J ࢆ 㹼 ᅇศ⤒ཱྀᢞࡍࡿࠋ
࡞࠾ࠊᖺ㱋ࠊ≧ࡼࡾ㐺ᐅቑῶࡍࡿࠋ

࣐࣮ࢬࣞࣥp㓄ྜ㘄 (6㸸
㏻ᖖᡂே  ᪥ 㹼 㘄ࢆ 㹼 ᅇศ⤒ཱྀᢞࡍࡿࠋ
࡞࠾ࠊᖺ㱋ࠊ≧ࡼࡾ㐺ᐅቑῶࡍࡿࠋ

࣐࣮ࢬࣞࣥp㓄ྜ㘄 (6㸸
㏻ᖖᡂே  ᪥  㘄ࢆ  ᅇศ⤒ཱྀᢞࡍࡿࠋ
࡞࠾ࠊᖺ㱋ࠊ≧ࡼࡾ㐺ᐅቑῶࡍࡿࠋ

࣐࣮ࢬࣞࣥp㓄ྜ㘄 (6㸸
㏻ᖖᡂே  ᪥  㘄ࢆ  ᅇศ⤒ཱྀᢞࡍࡿࠋ
࡞࠾ࠊᖺ㱋ࠊ≧ࡼࡾ㐺ᐅቑῶࡍࡿࠋ


ヱᙜࡋ࡞࠸



࣐࣮ࢬࣞࣥp6 㓄ྜ㢛⢏ࡣࠊ/ࢢࣝࢱ࣑ࣥࠊࢬࣞࣥࢫࣝ࣍ࣥ㓟ࢼࢺ࣒ࣜ࢘
Ỉ≀ࡢ༢⊂ᢞ⩌ẚࠊ⫶⅖ࠊ⫶₽⒆ࠊ༑ᣦ⭠₽⒆ࡢᝈ⪅ࢆᑐ㇟
ࡋࡓ㔜┣᳨ẚ㍑ヨ㦂࠾࠸࡚ࡑࡢ᭷⏝ᛶࡀㄆࡵࡽࢀ࡚࠸ࡿࠋ
⮫ᗋヨ㦂⏝࠸ࡓ⸆ࡣ௨ୗࡢ  ࡛࠶ࡿࠋ
 ࣭ᮏ 0㸸J ୰ࠊỈ⁐ᛶࢬࣞࣥ PJ ཬࡧ /ࢢࣝࢱ࣑ࣥ PJ ྵ᭷
 ࣭ᑐ↷⸆$㸸J ୰ࠊỈ⁐ᛶࢬࣞࣥ PJ ྵ᭷
 ࣭ᑐ↷⸆*㸸J ୰ࠊ/ࢢࣝࢱ࣑ࣥ PJ ྵ᭷
 ⫶⅖ᑐࡍࡿຠᯝ  
៏ᛶ⫶⅖ᑐࡍࡿᮏ 0 ⩌ࡢ⮬ぬ≧ࡢ⥲ྜᨵၿ⋡㸦᭷ຠ௨ୖ㸧ࡣࠊ
 ᪥┠࡛ 㸣㸦㸧
ࠊࡲࡓࠊ⮬ぬ≧ࡢ⥲ྜᨵၿ⋡Ᏻᛶ
ࢆ⥲ྜⓗุ᩿ࡋࡓ᭷⏝ᛶ㸦᭷⏝௨ୖ㸧ࡣࠊ㸣㸦㸧ࠊ
ࡢ  ⩌ẚ᭷ពඃࢀࡓຠᯝࢆ♧ࡋࡓࠋ
 ⫶₽⒆ᑐࡍࡿຠᯝ  
0 ⩌ࡢෆど㙾ุᐃ㸦ⴭ᫂ᨵၿ௨ୖ㸧ࡣ 㸣㸦㸧ࠊࡢ  ⩌
ẚ᭷ពඃࢀࡓຠᯝࢆ♧ࡋࡓࠋࡲࡓࠊ⮬ぬ≧ࡢᨵၿ⋡㸦᭷ຠ௨ୖ㸧
ࡣࠊ㸣㸦㸧ࠊᑐ↷⸆ࡢ * ⩌ẚ᭷ពඃࢀࡓຠᯝࢆ♧ࡋ
ࡓࠋ
 ༑ᣦ⭠₽⒆ᑐࡍࡿຠᯝ  
ᮏ 0 ⩌ࡢእ᮶ᝈ⪅࠾ࡅࡿ⮬ぬ≧ࡢ㡯┠ูᨵၿᗘ㸦ᾘኻ⋡㸧ࡣ
㸣㸦㸧
ࠊࡲࡓࠊෆど㙾ุᐃࡣ 㸣㸦㸧ࠊᑐ↷⸆ࡢ *
⩌ẚ᭷ពඃࢀࡓຠᯝࢆ♧ࡋࡓࠋ





㸦㸱㸧⮫ᗋ⸆⌮ヨ㦂㸸ᚸᐜᛶ
ヨ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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㸲㸧ᝈ⪅㺃ែูヨ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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ヨ㦂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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㸦㸯㸧స⏝㒊࣭స⏝ᶵ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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㸦㸰㸧⸆ຠࢆࡅࡿヨ㦂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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㸬ᐇ㦂ែࣔࢹࣝ
 ⫶⢓⭷ᦆയࣔࢹࣝᑐࡍࡿᢚไస⏝ 㹼 
ࣛࢵࢺࢆ⏝࠸ࡓྛ✀⫶⢓⭷ᦆയ≀㉁㸦ࢱ࢘ࣟࢥ࣮ࣝ㓟㸫ሷ㓟ࠊࢱ࢘ࣟࢥ
࣮ࣝ㓟㸫ࢭࣟࢺࢽࣥࠊ↓Ỉ࢚ࢱࣀ࣮ࣝࠊࣥࣔࢽࠊࢫࣆࣜࣥࠊࣥ
ࢻ࣓ࢱࢩࣥཬࡧࢪࢡࣟࣇ࢙ࢼࢡ➼㸧ࡼࡿ⫶⢓⭷㞀ᐖࢆᢚไࡍࡿࠋ
 ₽⒆⒵ಁ㐍స⏝  
ࣛࢵࢺࢆ⏝࠸ࡓ㓑㓟ࡼࡿ⫶࣭༑ᣦ⭠ࡢ₽⒆ࣔࢹࣝ࠾࠸࡚ࠊࢬࣞ
ࣥࢫࣝ࣍ࣥ㓟ࢼࢺ࣒ࣜ࢘Ỉ≀㸩/ࢢࣝࢱ࣑ࣥࡢే⏝ᢞ⩌ࡣࠊࢬࣞ
ࣥࢫࣝ࣍ࣥ㓟ࢼࢺ࣒ࣜ࢘Ỉ≀ࠊ/ࢢࣝࢱ࣑ࣥࡢྛ༢⊂ᢞ⩌ᑐࡋ࡚
᭷ព࡞⒵ಁ㐍స⏝ࢆㄆࡵࡓࠋࡲࡓࠊࣛࢵࢺࢆ⏝࠸ࡓ₽⒆ࡢ⒵㐜ᘏࣔ
ࢹࣝᑐࡋ࡚ᢚไస⏝ࢆ♧ࡍࠋ

㸬స⏝ᶵᗎ
 ᢠ⅖ຠᯝ 
ᮏࡢ㓄ྜᡂศ࡛࠶ࡿࢬࣞࣥࢫࣝ࣍ࣥ㓟ࢼࢺ࣒ࣜ࢘Ỉ≀ࡣࠊ
⅖ᛶ
⢓⭷┤᥋ⓗస⏝ࡋࠊྛ✀⫶⅖ຠᯝࢆⓎࡍࡿࡤࡾ࡛࡞ࡃࠊ⫶⅖࣭
₽⒆ࡢྜేຠᯝࢆⓎࡍࡿࠋ
 ⤌⧊ಟಁ㐍స⏝
 ࣛࢵࢺ࠾࠸࡚ࠊ16$,'Vࡼࡿ⫶⢓⭷ෆࡢ࣊࢟ࢯࢧ࣑ࣥྵ㔞ࡢῶᑡࢆ
ᢚไࡍࡿࠋ 
 ࢾ࠾࠸࡚ࠊ/ࢢࣝࢱ࣑ࣥࡣ⫶⢓⭷ୖ⓶ࡢᵓᡂᡂศ࡛࠶ࡿ࣊࢟ࢯࢧ
࣑ࣥࡢ⏕ྜᡂ㛵ࡋ࡚࠸ࡿࠋ  ࡲࡓࠊ/ࢢࣝࢱ࣑ࣥࡣࢢࣝࢥࢧ࣑
ࣥࡢ⏕ᡂࢆಁ㐍ࡍࡿ㸦LQYLWUR㸧ࠋ 
 ⾑⟶᪂⏕ಁ㐍స⏝ 
ࣛࢵࢺ㓑㓟₽⒆ࣔࢹࣝ࠾࠸࡚ࠊ₽⒆ᗏࡢ⾑⟶᪂⏕ࢆಁ㐍ࡍࡿࠋ

 ࣌ࣉࢩࣀࢤࣥ㔞ῶᑡస⏝ 

ࢫࣆࣜࣥᐇ㦂₽⒆ࣔࢹࣝࡢࣛࢵࢺ࠾࠸࡚ࠊᮏᢞࡼࡾ⫶⢓⭷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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㸦㸱㸧⮫ᗋヨ㦂࡛☜ㄆࡉࢀ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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㸦㸲㸧୰ẘᇦ

㸦㸳㸧㣗࣭ే⏝⸆ࡢᙳ㡪

㸦㸴㸧ẕ㞟ᅋ㸦࣏ࣆ࣮ࣗࣞࢩ
ࣙࣥ㸧ゎᯒࡼࡾุ᫂
ࡋࡓ⸆≀యෆືែኚ
ືせᅉ

㸰㸬⸆≀㏿ᗘㄽⓗࣃ࣓࣮ࣛࢱ
㸦㸯㸧ࢥࣥࣃ࣮ࢺ࣓ࣥࢺࣔࢹࣝ

㸦㸰㸧྾㏿ᗘᐃᩘ

㸦㸱㸧ࣂ࢜࣋ࣛࣅࣜࢸ

㸦㸲㸧ᾘኻ㏿ᗘᐃᩘ

㸦㸳㸧ࢡࣜࣛࣥࢫ

㸦㸴㸧ศᕸᐜ✚

㸦㸵㸧⾑₢⺮ⓑ⤖ྜ⋡

㸱㸬྾

㸲㸬ศᕸ
㸦㸯㸧⾑ᾮ㸫⬻㛵㛛㏻㐣ᛶ

㸦㸰㸧⾑ᾮ㸫⫾┙㛵㛛㏻㐣ᛶ

㸦㸱㸧ஙỒࡢ⛣⾜ᛶ

ヱᙜ㈨ᩱ࡞ࡋ

ࢬࣞࣥࢫࣝ࣍ࣥ㓟ࢼࢺ࣒ࣜ࢘㸸ᢞᚋ⣙  㛫  
/ࢢࣝࢱ࣑ࣥ㸸ᢞᚋ⣙  㛫  


࣐࣮ࢬࣞࣥp6 㓄ྜ㢛⢏ࡢ J ༢ᅇᢞ࡛ࡢ &PD[ ࡣࠊࢬࣞࣥࢫࣝ࣍ࣥ㓟ࢼ
ࢺ࣒࡛ࣜ࢘ QJP/ࠊ/ࢢࣝࢱ࣑࡛ࣥ ȣJP/ ࡛࠶ࡗࡓࠋ
ࡲࡓࠊ࣐࣮ࢬࣞࣥp㓄ྜ㘄 (6 ࡢ  㘄༢ᅇᢞ࡛ࡢ &PD[ ࡣࠊࢬࣞࣥࢫ
ࣝ࣍ࣥ㓟ࢼࢺ࣒࡛ࣜ࢘ QJP/ࠊ/ࢢࣝࢱ࣑࡛ࣥ ȣJP/ ࡛࠶ࡗࡓ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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㸦 㸰㸧௦ ㅰ㛵 ࡍࡿ 㓝⣲
㸦&<3 ➼㸧ࡢศᏊ✀


㸦㸱㸧ึᅇ㏻㐣ຠᯝࡢ᭷↓ཬ
ࡧࡑࡢྜ

㸦㸲㸧௦ㅰ≀ࡢάᛶࡢ᭷↓ཬ
ࡧẚ⋡

㸦㸳㸧άᛶ௦ㅰ≀ࡢ㏿ᗘㄽⓗ
ࣃ࣓࣮ࣛࢱ

㸴㸬ἥ
㸦㸯㸧ἥ㒊ཬࡧ⤒㊰
㸦㸰㸧ἥ⋡
㸦㸱㸧ἥ㏿ᗘ




㸵㸬㏱ᯒ➼ࡼࡿ㝖ཤ⋡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ᢞᚋࡢἥ≀୰ࡢ௦ㅰ⏘≀ཬࡧ⾑୰Ꮡᅾࡍࡿ௦ㅰ⏘≀ࡢྍ⬟ᛶ
ࡘ࠸࡚ࠊ7&/ ἲ᳨࡛ウࡋࡓࡇࢁࠊᮍኚࢬࣞࣥࢫࣝ࣍ࣥ㓟ࢼࢺࣜ࢘
࣒ࡢࡑࡢ㢮ఝྜ≀ࡀ࡞ࡾࡢྜ࡛Ꮡᅾࡍࡿࡇࡀほᐹࡉࢀࡓࠋ
ࢬࣞࣥࢫࣝ࣍ࣥ㓟ࢼࢺ࣒ࣜ࢘ࡣ 5I ್ࡢ␗࡞ࡿ௦ㅰ⏘≀ࡀ⾑୰࡛  ✀ࠊ
ᒀ୰࡛  ✀Ꮡᅾࡍࡿࡶࡢᛮࢃࢀࠊࡑࡢ୍ࡘࡣࢢࣝࢡࣟࢼࢻࡼࡿࡶࡢ
᥎ᐃࡉࢀࡿࠋ 

ᮏࡣࣉࣟࣉࣛࣀ࣮ࣟࣝࠊ࣑ࣉ࣑ࣛࣥࠊࢪࢮࣃ࣒ࠊ࣡ࣝࣇࣜࣥࢆᇶ
㉁ࡋ࡚ࢳࢺࢡ࣮࣒ࣟ 3 ࡢᙳ㡪ࢆㄪࡓ⤖ᯝࠊࢳࢺࢡ࣮࣒ࣟ 3 
ᙳ㡪ࢆཬࡰࡉ࡞ࡗࡓ㸦LQYLWUR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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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Ồ୰ࠞ⫹Ồ୰࡛ࡣἥࡢࣆ࣮ࢡࡣᑐ↷⩌ࡀ  㛫࡛࠶ࡿࡢᑐࡋࠊ

+ࢬࣞࣥࢫࣝ࣍ࣥ㓟ࢼࢺ࣒ࣜ࢘Ỉ≀㸩/ࢢࣝࢱ࣑ࣥᢞ
⩌ࡣ  㛫࡛࠶ࡗࡓࠋ 
ࠝ⣅ᒀ୰ࠞᒀ࣭⣅୰ἥ࡛ࡣ +ࢬࣞࣥࢫࣝ࣍ࣥ㓟ࢼࢺ࣒ࣜ࢘Ỉ≀㸩
/ࢢࣝࢱ࣑ࣥᢞ⩌ࡣᑐ↷⩌ẚ㍑ࡋ࡚ἥ㔞ࡣ⣙  ಸ࡛࠶ࡗ
ࡓࠋࣛࢵࢺࡼࡿᐇ㦂࡛ࡣ⣅୰ 㸣ࠊ⣅ᒀ୰ 㸣࡛࠶ࡗࡓ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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㹔,,,㸬Ᏻᛶ㸦⏝ୖࡢὀព➼㸧㛵ࡍࡿ㡯┠

㸯㸬㆙࿌ෆᐜࡑࡢ⌮⏤

㸰㸬⚗ᚷෆᐜࡑࡢ⌮⏤㸦ཎ
๎⚗ᚷࢆྵࡴ㸧

㸱㸬ຠ⬟ཪࡣຠᯝ㛵㐃ࡍࡿ
⏝ୖࡢὀពࡑࡢ⌮⏤

㸲㸬⏝ἲཬࡧ⏝㔞㛵㐃ࡍࡿ
⏝ୖࡢὀពࡑࡢ⌮⏤

㸳㸬ៅ㔜ᢞෆᐜࡑ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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ヱᙜࡋ࡞࠸


ヱᙜࡋ࡞࠸


ヱᙜࡋ࡞࠸


ヱᙜࡋ࡞࠸


㸴㸬㔜せ࡞ᇶᮏⓗὀពࡑࡢ
⌮⏤ཬࡧฎ⨨᪉ἲ


ヱᙜࡋ࡞࠸



ヱᙜࡋ࡞࠸

ヱᙜࡋ࡞࠸




㸵㸬┦స⏝
㸦㸯㸧ే⏝⚗ᚷࡑࡢ⌮⏤

㸦㸰㸧ే⏝ὀពࡑࡢ⌮⏤

㸶㸬స⏝
㸦㸯㸧స⏝ࡢᴫせ




㸦㸰㸧㔜࡞స⏝ึᮇ
   ≧

㸦㸱㸧ࡑࡢࡢస⏝

㔜┣᳨ẚ㍑ᑐ↷ヨ㦂ࢆྵࡴ୍⯡⮫ᗋヨ㦂  ୰ࠊస⏝㸦⮫ᗋ
᳨ᰝ್ࡢኚືࢆྵࡴ㸧ࡀሗ࿌ࡉࢀࡓࡢࡣࠊ 㸦㸣㸧࡛࠶ࡗࡓࠋ
≧ࡣࠊ౽⛎ࠊୗ⑩ࠊẼ➼࡛ࠊ࠸ࡎࢀࡶ㔜⠜࡞ࡶࡢ࡛ࡣ࡞ࡗࡓ㸦࣐
࣮ࢬࣞࣥp6 㓄ྜ㢛⢏ࡢホ౯⤖ᯝ㸧ࠋ

ヱᙜ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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㸣ᮍ‶

㐣ᩄὀ  



⫢ ⮚



ᾘჾ
ࡑࡢ



ᝏᚰࠊྤࠊ౽⛎ࠊ Ẽࠊ⫶㒊
ୗ⑩ࠊ⭡③ࠊ⭾‶ឤ ᛌឤ
㢦㠃⣚₻


㢖ᗘ᫂㸨
Ⓨ⑈ࠊⶼ㯞⑈ࠊ
⒍ឤ
$67㸦*27㸧ࠊ$/7
㸦*37㸧
ࠊ/'+ࠊ
$O3ࠊ
Ț*73 ୖ ᪼ ➼ ࡢ
⫢ᶵ⬟㞀ᐖ



ὀ  ࡇࡢࡼ࠺࡞ሙྜࡣᢞࢆ୰Ṇࡍࡿࡇࠋ
㸨⮬Ⓨሗ࿌࠾࠸࡚ㄆࡵࡽࢀࡓస⏝ࡢࡓࡵ㢖ᗘ᫂ࠋ





㸦㸲㸧㡯┠ูస⏝Ⓨ⌧㢖ᗘ
ཬࡧ⮫ᗋ᳨ᰝ್␗ᖖ୍
ぴ

㸦㸳㸧ᇶ♏ᝈࠊྜేࠊ㔜
ᗘཬࡧᡭ⾡ࡢ᭷↓➼
⫼ᬒูࡢస⏝Ⓨ⌧㢖
ᗘ

㸦㸴㸧⸆≀ࣞࣝࢠ࣮ᑐࡍ
ࡿὀពཬࡧヨ㦂ἲ

㸷㸬㧗㱋⪅ࡢᢞ


㸯㸮㸬ዷ፬ࠊ⏘፬ࠊᤵங፬➼
ࡢᢞ


㸯㸯㸬ᑠඣ➼ࡢᢞ

㸯㸰㸬⮫ᗋ᳨ᰝ⤖ᯝཬࡰࡍ
ᙳ㡪

㸯㸱㸬㐣㔞ᢞ

㸯㸲㸬㐺⏝ୖࡢὀព






㸯㸳㸬ࡑࡢࡢὀព

㸯㸴㸬ࡑ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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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㧗㱋⪅࡛ࡣ⏕⌮ᶵ⬟ࡀపୗࡋ࡚࠸ࡿࡢ࡛ῶ㔞ࡍࡿ࡞ὀពࡍࡿࡇ
ࠋ

ዷ፬ཪࡣዷፎࡋ࡚࠸ࡿྍ⬟ᛶࡢ࠶ࡿ፬ேࡣࠊ⒪ୖࡢ᭷┈ᛶࡀ༴㝤ᛶࢆ
ୖᅇࡿุ᩿ࡉࢀࡿሙྜࡢࡳᢞࡍࡿࡇࠋࠝዷፎ୰ࡢᢞ㛵ࡍࡿᏳ
ᛶࡣ☜❧ࡋ࡚࠸࡞࠸ࠋࠞ

ᑠඣ➼ᑐࡍࡿᏳᛶࡣ☜❧ࡋ࡚࠸࡞࠸㸦⏝⤒㦂ࡀ࡞࠸㸧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㸦࣐࣮ࢬࣞࣥp㓄ྜ㘄(6ࠊ࣐࣮ࢬࣞࣥp㓄ྜ㘄(6ཬࡧ࣐࣮ࢬࣞࣥp㓄
ྜ㘄(6ࡢࡳ㸧
⸆ 373ໟࡢ⸆ࡣ373ࢩ࣮ࢺࡽྲྀࡾฟࡋ࡚᭹⏝ࡍࡿࡼ࠺
ᣦᑟࡍࡿࡇࠋ㸦373ࢩ࣮ࢺࡢㄗ㣧ࡼࡾࠊ◳࠸㗦ゅ㒊ࡀ㣗㐨⢓⭷่
ධࡋࠊ᭦ࡣ✸Ꮝࢆ࠾ࡇࡋ࡚⦪㝸Ὕ⅖➼ࡢ㔜⠜࡞ྜేࢆేⓎࡍࡿࡇ
ࡀሗ࿌ࡉࢀ࡚࠸ࡿࠋ㸧

ヱᙜ㈨ᩱ࡞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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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 ⣔࣐࢘ࢫࠊ:LVWDU ⣔ࣛࢵࢺࠊࣔࣝࣔࢵࢺࢆ⏝ࡋࠊ/ࢢࣝࢱ࣑ࣥ
ࢬࣞࣥࢫࣝ࣍ࣥ㓟ࢼࢺ࣒ࣜ࢘Ỉ≀༢ࠊ/ࢢࣝࢱ࣑ࣥ㸩ࢬࣞࣥࢫ
ࣝ࣍ࣥ㓟ࢼࢺ࣒ࣜ࢘Ỉ≀ࡘ࠸୍࡚⯡⸆⌮ヨ㦂ࢆ⾜ࡗࡓ⤖ᯝࠊ୰ᯡ⚄⤒
⣔ཬࡰࡍᙳ㡪ࠊᚠ⎔ჾ⣔ࠊ྾ჾ⣔ࠊཬࡧ⮬ᚊ⚄⤒⣔ཬࡰࡍᙳ㡪ࠊᾘ
ჾ⣔ࠊ⏕Ṫჾ⣔ཬࡰࡍᙳ㡪ࡣࠊࡢ㡯┠ࡘ࠸࡚ࡶࡑࢀࡒࢀࡢ༢
㓄ྜࡢ㛫ᕪࡣㄆࡵࡽࢀ࡞ࡗࡓࠋ 



㸦㸰㸧ᢞẘᛶヨ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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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ࢬࣞࣥp6 㓄ྜ㢛⢏ࢆ 㸣ࣛࣅࢦ࣒ᠱ⃮ࡋࠊࢰࣥࢹ࡚⫶ෆᙉ
ไ⤒ཱྀᢞࢆ⾜࠸ࠊ ᪥ᚋࡢ⏕Ṛᩘࡽ 3URELW ἲࡼࡗ࡚ /' ࢆồࡵࡓ  ࠋ


/' ್㸦JNJࠊ⤒ཱྀᢞࠊ ᪥㛫ほᐹ㸧 
6' ⣔ࣛࢵࢺ
GG ⣔࣐࢘ࢫ
ܴ
ܲ
ܴ
ܲ




㸦㹼
㸦㹼
㸦㹼
㸦㹼㸧
㸧
㸧
㸧
㸦 㸧ෆࡢᩘᏐࡣ /' ࡢ⠊ᅖࢆ 㸣ࡢಙ㢗㝈⏺࠾࠸࡚♧ࡋࡓࡶࡢࠋ

 ளᛴᛶẘᛶ  
 㐌㱋ࡢ 6'-&/ ⣔ࣛࢵࢺᑐࡋ࡚ࠊ࣐࣮ࢬࣞࣥp6 㓄ྜ㢛⢏ࢆ 㸣ࣛ
ࣅࢦ࣒Ỉ⁐ᾮ࡚ᠱ⃮ࡋࠊ㹼PJNJGD\ ࡢ⏝㔞ࢆ㐃⥆  ᪥
㛫⤒ཱྀᢞࡋࡓࠋయ㔜ቑຍࠊᦤ㣵㔞ཬࡧᦤỈ㔞ࠊᒀᡤぢ㸦⢾ࠊ⺮ⓑࠊ
₯⾑ࠊS+㸧ࢆ ᐃࡋࠊࡲࡓࠊ ᪥ᚋ⾑ᾮ⏕Ꮫⓗ᳨ᰝࠊせ⮚ჾ㔜
㔞ࠊ⤌⧊ീࡘ࠸᳨࡚ウࡋࡓࠋࡑࡢ⤖ᯝࠊ୍㒊ࡢ⮚ჾ㸦⫢⮚➼㸧࠾
࠸࡚ᑐ↷⩌ẚ㍑ࡋ࡚᭷ពࡢᕪࢆ♧ࡍࡶࡢࡀぢࡽࢀࡓࡀࠊᩘ್⮬యࡣ
㏻ᖖࡢࡶࡢẚ㍑ࡋ࡚ṇᖖ⠊ᅖࢆ㉸࠼ࡿࡶࡢ࡛ࡣ࡞ࡗࡓࠋ
 ៏ᛶẘᛶ  
 㐌㱋ࡢ 6'-&/ ⣔ࣛࢵࢺᑐࡋ࡚ࠊ࣐࣮ࢬࣞࣥp6 㓄ྜ㢛⢏ࢆ 㸣ࣛ
ࣅࢦ࣒Ỉ⁐ᾮ࡚ᠱ⃮ࡋࠊ㹼PJNJGD\ ࡢ⏝㔞ࢆ㐃⥆ 
᪥㛫⤒ཱྀᢞࡋࡓࠋளᛴᛶẘᛶࡢሙྜྠᵝࠊ⾑ᾮ⏕Ꮫⓗ᳨ᰝࠊ
せ⮚ჾ㔜㔞ࠊ⤌⧊ീࡘ࠸᳨࡚ウࡋࡓࠋࡑࡢ⤖ᯝࠊయ㔜ቑຍ᭤⥺ࠊᒀ
ᡤぢࠊ⾑ᾮീࡘ࠸࡚ࡣᑐ↷⩌ࡢ᫂ࡽ࡞ᕪࡣㄆࡵࡽࢀ࡞࠸ࡀࠊ
PJNJGD\ ᢞ⩌࠾࠸࡚ࢢࣟࣈ್ࣜࣥࡢୖ᪼ࠊ⭁⮚㔜㔞ࡢቑຍ
ࡀㄆࡵࡽࢀࡓࠋࡋࡋࡇࢀࡣṇᖖ⠊ᅖࢆ㉸࠼ࡿࡶࡢ࡛ࡣ࡞ࡗࡓࠋࡲ
ࡓࠊᐇ㦂ᮇ㛫୰ࡣ࠸ࡎࢀࡢ⩌࠾࠸࡚ࡶṚஸࡣㄆࡵࡽࢀ࡚࠸࡞࠸ࠋ





㸦㸱㸧⏕ṪⓎ⏕ẘᛶヨ㦂

㸦㸲㸧ࡑࡢࡢ≉Ṧẘᛶ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㹖㸬⟶⌮ⓗ㡯㛵ࡍࡿ㡯┠

㸯㸬つไ༊ศ

㸰㸬᭷ຠᮇ㛫ཪࡣ⏝ᮇ㝈





ヱᙜࡋ࡞࠸

࣐࣮ࢬࣞࣥp6 㓄ྜ㢛⢏㸸
⏝ᮇ㝈  ᖺ  ࣨ᭶㸦እ⟽⾲♧ࡢ⏝ᮇ㝈ෆ⏝ࡍࡿࡇࠋ
㸧

࣐࣮ࢬࣞࣥp㓄ྜ㘄 (6ࠊ࣐࣮ࢬࣞࣥp㓄ྜ㘄 (6 ཬࡧ࣐࣮ࢬࣞ




㸱㸬㈓ἲ࣭ಖᏑ᮲௳




㸲㸬⸆ྲྀᢅ࠸ୖࡢὀពⅬ
㸦㸯㸧⸆ᒁ࡛ࡢྲྀࡾᢅ࠸ࡘ
࠸࡚

㸦㸰㸧⸆ࡢὀព㸦ᝈ
⪅➼␃ពࡍࡁᚲ㡲
㡯➼㸧

㸳㸬ᢎㄆ᮲௳➼

㸴㸬ໟ

ࣥp㓄ྜ㘄 (6㸸
⏝ᮇ㝈  ᖺ㸦እ⟽⾲♧ࡢ⏝ᮇ㝈ෆ⏝ࡍࡿࡇࠋ㸧

࣐࣮ࢬࣞࣥp6 㓄ྜ㢛⢏ࠊ࣐࣮ࢬࣞࣥp㓄ྜ㘄 (6ࠊ࣐࣮ࢬࣞࣥp㓄
ྜ㘄 (6 ཬࡧ࣐࣮ࢬࣞࣥp㓄ྜ㘄 (6㸸
㐽ගᐦ㛢ᐜჾ࡚ᐊ ಖᏑ㸦㛤ᑒᚋࡣගࢆ㐽ࡾࠊ┤ᑕ᪥ගࡸ㧗 ࢆ
㑊ࡅ࡚ಖᏑࡍࡿࡇ㸧


ᮏရࡣከᑡࡢⰍㄪᖜࡀ࠶ࡾࡲࡍࡀࠊᡂศ➼ᙳ㡪ࡣ࡞࠸ࠋ


ࠕϯ㸬Ᏻᐃᛶ㸦⏝ୖࡢὀព➼㸧㛵ࡍࡿ㡯┠ 㸯㸲㸬㐺⏝ୖࡢὀពࠖ
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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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ࢬࣞࣥp6 㓄ྜ㢛⢏㸸
㸦ࣂࣛ㸧JࠊNJࠊNJࠊNJ
㸦ศໟ㸧J 㸦J ᯛ㸧
J 㸦J ᯛ㸧
NJ㸦J ᯛ㸧
J㸦J ᯛ㸧
NJ㸦J ᯛ㸧
J㸦J ᯛ㸧

࣐࣮ࢬࣞࣥp㓄ྜ㘄 (6㸸
㸦373㸧 㘄ࠊ 㘄
㸦ࣂࣛ㸧 㘄

࣐࣮ࢬࣞࣥp㓄ྜ㘄 (6㸸
㸦373㸧 㘄ࠊ 㘄
㸦ࣂࣛ㸧 㘄

࣐࣮ࢬࣞࣥp㓄ྜ㘄 (6㸸
㸦373㸧 㘄ࠊ 㘄
㸦ࣂࣛ㸧 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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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ࢬࣞࣥp6 㓄ྜ㢛⢏㸸
ࠝศໟໟရࠞ
 ࢩ࣮ࢺ㸸࣏࢚ࣜࢳ࣑ࣞࣥࣝࢽ࣒࢘
 ෆ ⿄㸸࣏ࣜࣉࣟࣆ࣏࢚ࣞࣥࣜࢳࣞࣥ
 ⢝⟽㸸⣬
ࠝࣂࣛໟရࠞ
 ෆ ⿄㸸࣏࢚ࣜࢳࣞࣥ
 እ 㸸࣏ࣜࣉࣟࣆ࣏࢚ࣞࣥࣜࢳࣞࣥ
 ⢝⟽㸸⣬

࣐࣮ࢬࣞࣥp㓄ྜ㘄 (6ࠊ(6ࠊ(6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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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ෆ ⿄㸸࣏࢚ࣜࢳ࣑ࣞࣥࣝ
 ⢝⟽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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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㸸⣬

ྠ୍ᡂศ㸸ࢢ࣑ࣟࣜࣥ㢛⢏㸦ࢧࣥࢻ㸧ࠊࢬ࣭ࣞࣥࢢࣝࢱ࣑ࣥ㓄ྜ⣽⢏
ࠕ㹃㹋㹃㹁ࠖ㸦࢚࣓ࣝࢵࢻ࢚࣮ࢨ㸧
ྠຠ⸆㸸࢚ࢢࣞࣥࢼࢺ࣒ࣜ࢘Ỉ≀ࠊࢸࣉࣞࣀࣥࠊࢫࢡࣛࢫࣇ࣮ࢺ
Ỉ≀ࠊ࢚࢝࣋ࢺࢼࢺ࣒ࣜ࢘Ỉ≀ࠊࣞࣂ࣑ࣆࢻࠊሷ㓟ࢭࢺࣛ
࢟ࢧ࣮ࢺ ➼

ヱᙜࡋ࡞࠸

࣐࣮ࢬࣞࣥp6 㓄ྜ㢛⢏㸦㈍ྡኚ᭦ࡼࡿ㸧
〇㐀㈍ᢎㄆᖺ᭶᪥㸸 ᖺ  ᭶  ᪥
〇㐀㈍ᢎㄆ␒ྕ 㸸$0;

࣐࣮ࢬࣞࣥp㓄ྜ㘄 (6
〇㐀㈍ᢎㄆᖺ᭶᪥㸸 ᖺ  ᭶  ᪥
〇㐀㈍ᢎㄆ␒ྕ 㸸$0;

࣐࣮ࢬࣞࣥp㓄ྜ㘄 (6
〇㐀㈍ᢎㄆᖺ᭶᪥㸸 ᖺ  ᭶  ᪥
〇㐀㈍ᢎㄆ␒ྕ 㸸$0;

࣐࣮ࢬࣞࣥp㓄ྜ㘄 (6㸦㈍ྡኚ᭦ࡼࡿ㸧
〇㐀㈍ᢎㄆᖺ᭶᪥㸸 ᖺ  ᭶  ᪥
〇㐀㈍ᢎㄆ␒ྕ 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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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ࢬࣞࣥp6 㓄ྜ㢛⢏  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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㸧ᑠᯘ⠇㞝㸸᪂⸆⮫ᗋ     
㸧ᕝᮧṊ㸸ᇶ♏⮫ᗋ     
㸧ᇼ⿱Ꮚ㸸⸆⌮⒪     
㸧ᇼ⿱Ꮚ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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㸧㛵ཱྀ㸸ᇶ♏⮫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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