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ᖺ  ᭶ᨵゞ㸦➨  ∧㸧
᪥ᮏᶆ‽ศ㢮␒ྕ





་⸆ရࣥࢱࣅ࣮ࣗࣇ࢛࣮࣒
᪥ᮏ㝔⸆ᖌࡢ㹇㹄グ㍕せ㡿  ‽ᣐࡋ࡚స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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㸯㘄୰࢚ࣆࢼࢫࢳࣥሷ㓟ሷ PJ ྵ᭷
㸯㘄୰࢚ࣆࢼࢫࢳࣥሷ㓟ሷ PJ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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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᱁

࣭
⯡

ྵ

〇 㐀 ㈍  ᢎ ㄆ ᖺ ᭶ ᪥
⸆౯ᇶ‽㍕࣭Ⓨᖺ᭶᪥


࢚ࣆࢼࢫࢳࣥ㘄 PJࠕ.7ࠖ ࢚ࣆࢼࢫࢳࣥ㘄 PJࠕ.7ࠖ
〇㐀㈍ᢎㄆᖺ᭶᪥
 ᖺ ᭶  ᪥
 ᖺ  ᭶  ᪥
⸆౯ᇶ‽㍕ᖺ᭶᪥
 ᖺ  ᭶  ᪥
 ᖺ  ᭶ ᪥
Ⓨ  ᖺ ᭶ ᪥
 ᖺ  ᭶  ᪥
 ᖺ  ᭶ ᪥

㛤Ⓨ࣭〇㐀㈍㸦㍺ධ㸧࣭
ᥦ ᦠ ࣭ ㈍   ♫ ྡ

〇㐀㈍ඖ㸸ᑑ〇⸆ᰴᘧ♫ 

་⸆ရሗᢸᙜ⪅ࡢ㐃⤡ඛ



ၥ ࠸ ྜ ࢃ ࡏ ❆ ཱྀ

ᑑ〇⸆ᰴᘧ♫
7(/㸸 )$;㸸
࣮࣒࣮࣍࣌ࢪ
85/㸸KWWSZZZNRWREXNLSKDUPFRMS

ᮏ ,) ࡣ  ᖺ  ᭶ᨵゞ㸦➨  ∧㸧ࡢῧᩥ᭩ࡢグ㍕ᇶ࡙ࡁᨵゞࡋࡓࠋ
᭱᪂ࡢῧᩥ᭩ሗࡣࠊ་⸆ရ་⒪ᶵჾሗᥦ౪࣮࣒࣮࣍࣌ࢪKWWSZZZSPGDJRMS࡚ࡈ☜ㄆࡃࡔࡉ࠸ࠋ

,)⏝ࡢᡭᘬࡁࡢᴫせ
㸫᪥ᮏ㝔⸆ᖌ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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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ࢆࡋ࡚ሗ
ࢆ⿵ࡋ࡚ᑐฎࡋ࡚ࡁ࡚࠸ࡿࠋࡇࡢ㝿ᚲせ࡞ሗࢆ⥙⨶ⓗධᡭࡍࡿࡓࡵࡢሗࣜࢫࢺࡋ࡚ࣥࢱࣅ
࣮ࣗࣇ࢛࣮࣒ࡀㄌ⏕ࡋࡓࠋ
ᖺ᪥ᮏ㝔⸆ᖌ ௨ୗࠊ᪥⸆␎ࡍ Ꮫ⾡➨ᑠጤဨࡀࠕ་⸆ရࣥࢱࣅ࣮ࣗࣇ࢛࣮
࣒ࠖ ௨ୗࠊ,)␎ࡍ ࡢ⨨ࡅ୪ࡧ,)グ㍕ᵝᘧࢆ⟇ᐃࡋࡓࠋࡑࡢᚋࠊ་⒪ᚑ⪅ྥࡅ୪ࡧᝈ⪅
ྥࡅ་⸆ရሗࢽ࣮ࢬࡢኚࢆཷࡅ࡚ࠊᖹᡂᖺ᭶᪥⸆Ꮫ⾡➨ᑠጤဨ࠾࠸࡚,)グ㍕せ㡿ࡢ
ᨵゞࡀ⾜ࢃࢀࡓࠋ
᭦ᖺࡀ⤒㐣ࡋࡓ⌧ᅾࠊ་⸆ရሗࡢࡾᡭ࡛࠶ࡿ〇⸆ᴗࠊ࠸ᡭ࡛࠶ࡿ་⒪⌧ሙࡢ⸆ᖌࠊ᪉
ࡗ࡚⸆࣭་⒪⎔ቃࡣࡁࡃኚࡋࡓࡇࢆཷࡅ࡚ࠊᖹᡂᖺ᭶᪥⸆་⸆ሗጤဨ࠾࠸࡚᪂
ࡓ࡞,)グ㍕せ㡿ࡀ⟇ᐃࡉࢀࡓࠋ

,)ࡣ
,)ࡣࠕῧᩥ᭩➼ࡢሗࢆ⿵ࡋࠊ⸆ᖌ➼ࡢ་⒪ᚑ⪅ࡗ࡚᪥ᖖᴗົᚲせ࡞ࠊ་⸆ရࡢရ㉁
⟶⌮ࡢࡓࡵࡢሗࠊฎ᪉タィࡢࡓࡵࡢሗࠊㄪࡢࡓࡵࡢሗࠊ་⸆ရࡢ㐺ᛶ⏝ࡢࡓࡵࡢሗ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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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ࡽ
ࡀホ౯ุ࣭᩿࣭ᥦ౪ࡍࡁ㡯➼ࡣ,)ࡢグ㍕㡯ࡣ࡞ࡽ࡞࠸ࠋゝ࠸࠼ࡿࠊ〇⸆ᴗࡽᥦ౪ࡉࢀ
ࡓ,)ࡣࠊ⸆ᖌ⮬ࡽࡀホ౯ุ࣭᩿࣭⮫ᗋ㐺ᛂࡍࡿࡶࠊᚲせ࡞⿵ࢆࡍࡿࡶࡢ࠸࠺ㄆ㆑ࢆᣢࡘࡇ
ࢆ๓ᥦࡋ࡚࠸ࡿࠋ
>,)ࡢᵝᘧ@
ձつ᱁ࡣ$ุࠊᶓ᭩ࡁࡋࠊཎ๎ࡋ࡚࣏ࣥࢺ௨ୖࡢᏐయ㸦ᅗ⾲ࡣ㝖ࡃ㸧࡛グ㍕ࡋࠊ୍Ⰽๅࡾࡍ
ࡿࠋࡓࡔࡋࠊῧᩥ᭩࡛㉥ᯟ࣭㉥Ꮠࢆ⏝࠸ࡓሙྜࡣࠊ㟁Ꮚ፹య࡛ࡣࡇࢀᚑ࠺ࡢࡶࡍࡿࠋ
ղ,)グ㍕せ㡿ᇶ࡙ࡁసᡂࡋࠊྛ㡯┠ྡࡣࢦࢩࢵࢡయ࡛グ㍕ࡍࡿࠋ
ճ⾲⣬ࡢグ㍕ࡣ⤫୍ࡋࠊ⾲⣬⥆ࡅ࡚᪥⸆సᡂࡢࠕ,)⏝ࡢᡭᘬࡁࡢᴫせࠖࡢᩥࢆグ㍕ࡍࡿࡶࡢ
ࡋࠊ㡫ࡲࡵࡿࠋ
>,)ࡢసᡂ@
ձ,)ࡣཎ๎ࡋ࡚〇ࡢᢞ⤒㊰ู㸦ෆ⏝ࠊὀᑕࠊእ⏝㸧సᡂࡉࢀࡿࠋ
ղ,)グ㍕ࡍࡿ㡯┠ཬࡧ㓄ิࡣ᪥⸆ࡀ⟇ᐃࡋࡓ,)グ㍕せ㡿‽ᣐࡍࡿࠋ
ճῧᩥ᭩ࡢෆᐜࢆ⿵ࡍࡿ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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グ㍕せ㡿ࠖ㸦௨ୗࠊࠕ,)グ㍕せ㡿ࠖ␎ࡍ㸧ࡼࡾసᡂࡉࢀࡓ,)
ࡣࠊ㟁Ꮚ፹య࡛ࡢᥦ౪ࢆᇶᮏࡋࠊᚲせᛂࡌ࡚⸆ᖌࡀ㟁Ꮚ፹య㸦3')㸧ࡽ༳ๅࡋ࡚⏝ࡍࡿࠋ
ᴗ࡛ࡢ〇ᮏࡣᚲ㡲࡛ࡣ࡞࠸ࠋ

>,)ࡢⓎ⾜@

ձࠕ,)グ㍕せ㡿ࠖࡣࠊᖹᡂᖺ᭶௨㝆ᢎㄆࡉࢀࡓ᪂་⸆ရࡽ㐺⏝࡞ࡿࠋ
ղୖグ௨እࡢ་⸆ရࡘ࠸࡚ࡣࠊ
ࠕ,)グ㍕せ㡿ࠖࡼࡿసᡂ࣭ᥦ౪ࡣᙉไࡉࢀࡿࡶࡢ࡛ࡣ࡞࠸ࠋ
ճ⏝ୖࡢὀពࡢᨵゞࠊᑂᰝ⤖ᯝཪࡣホ౯⤖ᯝ㸦⮫ᗋホ౯㸧ࡀබ⾲ࡉࢀࡓⅬ୪ࡧ㐺ᛂࡢᣑ
➼ࡀ࡞ࡉࢀࠊグ㍕ࡍࡁෆᐜࡀࡁࡃኚࢃࡗࡓሙྜࡣ,)ࡀᨵゞࡉࢀࡿࠋ

,)ࡢ⏝࠶ࡓࡗ࡚
ࠕ,)グ㍕せ㡿ࠖ࠾࠸࡚ࡣࠊᚑ᮶ࡢ05ࡼࡿ⣬፹య࡛ࡢᥦ౪᭰࠼ࠊ3')ࣇࣝࡼࡿ㟁
Ꮚ፹య࡛ࡢᥦ౪ࢆᇶᮏࡋ࡚࠸ࡿࠋሗࢆ⏝ࡍࡿ⸆ᖌࡣࠊ㟁Ꮚ፹యࡽ༳ๅࡋ࡚⏝ࡍࡿࡇࡀཎ๎
࡛ࠊ་⒪ᶵ㛵࡛ࡢ,7⎔ቃࡼࡗ࡚ࡣᚲせᛂࡌ࡚05༳ๅ≀࡛ࡢᥦ౪ࢆ౫㢗ࡋ࡚ࡶࡼ࠸ࡇࡋࡓࠋ
㟁Ꮚ፹యࡢ,)ࡘ࠸࡚ࡣࠊ་⸆ရ་⒪ᶵჾ⥲ྜᶵᵓࡢ་⸆ရ་⒪ᶵჾሗᥦ౪࣮࣒࣮࣍࣌ࢪᥖ㍕ሙ
ᡤࡀタᐃࡉࢀ࡚࠸ࡿࠋ
〇⸆ᴗࡣࠕ་⸆ရࣥࢱࣅ࣮ࣗࣇ࢛࣮࣒సᡂࡢᡭᘬࡁࠖᚑࡗ࡚సᡂ࣭ᥦ౪ࡍࡿࡀࠊ,)ࡢཎⅬࢆ㋃ࡲ
࠼ࠊ་⒪⌧ሙ㊊ࡋ࡚࠸ࡿሗࡸ,)సᡂグ㍕ࡋ㞴࠸ሗ➼ࡘ࠸࡚ࡣ〇⸆ᴗࡢ05➼ࡢࣥ
ࢱࣅ࣮ࣗࡼࡾ⸆ᖌ➼⮬ࡽࡀෆᐜࢆᐇࡉࡏࠊ,)ࡢ⏝ᛶࢆ㧗ࡵࡿᚲせࡀ࠶ࡿࠋࡲࡓࠊ㝶ᨵゞࡉࢀ
ࡿ⏝ୖࡢὀព➼㛵ࡍࡿ㡯㛵ࡋ࡚ࡣࠊ,)ࡀᨵゞࡉࢀࡿࡲ࡛ࡢ㛫ࡣࠊᙜヱ་⸆ရࡢ〇⸆ᴗࡀᥦ౪ࡍ
ࡿῧᩥ᭩ࡸ࠾▱ࡽࡏᩥ᭩➼ࠊ࠶ࡿ࠸ࡣ་⸆ရ་⒪ᶵჾሗ㓄ಙࢧ࣮ࣅࢫ➼ࡼࡾ⸆ᖌ➼⮬ࡽࡀᩚഛࡍ
ࡿࡶࠊ,)ࡢ⏝࠶ࡓࡗ࡚ࡣࠊ᭱᪂ࡢῧᩥ᭩ࢆ་⸆ရ་⒪ᶵჾሗᥦ౪࣮࣒࣮࣍࣌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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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㝿ࡋ࡚ࡢ␃ពⅬ
 ,)ࢆ⸆ᖌ➼ࡢ᪥ᖖᴗົ࠾࠸࡚Ḟࡍࡇࡀ࡛ࡁ࡞࠸་⸆ရሗ※ࡋ࡚ά⏝ࡋ࡚㡬ࡁࡓ࠸ࠋࡋࡋࠊ
⸆ἲࡸ་⒪⏝་⸆ရࣉ࣮ࣟࣔࢩࣙࣥࢥ࣮ࢻ➼ࡼࡿつไࡼࡾࠊ〇⸆ᴗࡀ་⸆ရሗࡋ࡚ᥦ౪࡛ࡁ
ࡿ⠊ᅖࡣ⮬ࡎ㝈⏺ࡀ࠶ࡿࠋ,)ࡣ᪥⸆ࡢグ㍕せ㡿ࢆཷࡅ࡚ࠊᙜヱ་⸆ရࡢ〇⸆ᴗࡀసᡂ࣭ᥦ౪ࡍ
ࡿࡶࡢ࡛࠶ࡿࡇࡽࠊグ㍕࣭⾲⌧ࡣไ⣙ࢆཷࡅࡊࡿࢆᚓ࡞࠸ࡇࢆㄆ㆑ࡋ࡚࠾࡞ࡅࢀࡤ࡞ࡽ࡞࠸ࠋ
ࡲࡓ〇⸆ᴗࡣࠊ,)ࡀ࠶ࡃࡲ࡛ࡶῧᩥ᭩ࢆ⿵ࡍࡿሗ㈨ᮦ࡛࠶ࡾࠊᚋࣥࢱ࣮ࢿࢵࢺ࡛ࡢබ㛤➼ࡶ
㋃ࡲ࠼ࠊ⸆ἲୖࡢᗈ࿌つไゐࡋ࡞࠸ࡼ࠺␃ពࡋసᡂࡉࢀ࡚࠸ࡿࡇࢆ⌮ゎࡋ࡚ሗࢆά⏝ࡍࡿᚲせ
ࡀ࠶ࡿࠋ
                          ᖺ᭶ 

┠ ḟ


㹇㸬ᴫせ㛵ࡍࡿ㡯┠
㸯㸬㛤Ⓨࡢ⤒⦋ ͏͏͏͏͏͏͏͏͏͏͏͏͏͏͏͏͏͏͏͏͏͏͏͏͏͏͏͏͏͏͏͏͏͏͏ 
㸰㸬〇ရࡢ⒪Ꮫⓗ࣭〇Ꮫⓗ≉ᛶ ͏͏͏͏͏͏͏͏͏͏͏͏͏͏͏͏͏͏͏͏͏͏͏͏͏͏ 


㹇㹇㸬ྡ⛠㛵ࡍࡿ㡯┠
㸯㈍ྡ
㸦㸯㸧ྡ ͏͏͏͏͏͏͏͏͏͏͏͏͏͏͏͏͏͏͏͏͏͏͏͏͏͏͏͏͏͏͏͏͏͏͏͏͏ 
㸦㸰㸧ὒྡ ͏͏͏͏͏͏͏͏͏͏͏͏͏͏͏͏͏͏͏͏͏͏͏͏͏͏͏͏͏͏͏͏͏͏͏͏͏ 
㸦㸱㸧ྡ⛠ࡢ⏤᮶ ͏͏͏͏͏͏͏͏͏͏͏͏͏͏͏͏͏͏͏͏͏͏͏͏͏͏͏͏͏͏͏͏͏͏ 
㸰㸬୍⯡ྡ
㸦㸯㸧ྡ ྡἲ  ͏͏͏͏͏͏͏͏͏͏͏͏͏͏͏͏͏͏͏͏͏͏͏͏͏͏͏͏͏͏͏͏͏ 
㸦㸰㸧ὒྡ ྡἲ  ͏͏͏͏͏͏͏͏͏͏͏͏͏͏͏͏͏͏͏͏͏͏͏͏͏͏͏͏͏͏͏͏͏ 
㸦㸱㸧ࢫࢸ࣒ ͏͏͏͏͏͏͏͏͏͏͏͏͏͏͏͏͏͏͏͏͏͏͏͏͏͏͏͏͏͏͏͏͏͏͏͏ 
㸱㸬ᵓ㐀ᘧཪࡣ♧ᛶᘧ ͏͏͏͏͏͏͏͏͏͏͏͏͏͏͏͏͏͏͏͏͏͏͏͏͏͏͏͏͏͏͏͏ 
㸲㸬ศᏊᘧཬࡧศᏊ㔞 ͏͏͏͏͏͏͏͏͏͏͏͏͏͏͏͏͏͏͏͏͏͏͏͏͏͏͏͏͏͏͏͏ 
㸳㸬Ꮫྡ ྡἲ  ͏͏͏͏͏͏͏͏͏͏͏͏͏͏͏͏͏͏͏͏͏͏͏͏͏͏͏͏͏͏͏͏͏ 
㸴㸬័⏝ྡࠊูྡࠊ␎ྕࠊ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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ヱᙜ㈨ᩱ࡞ࡋ

࢚ࣆࢼࢫࢳࣥ㘄 PJࠕ.7ࠖ



㸦㸲㸧S+ࠊᾐ㏱ᅽẚࠊ⢓ᗘࠊ
ẚ㔜ࠊ↓⳦ࡢ᪨ཬࡧᏳ
ᐃ࡞ S+ ᇦ➼

㸰㸬〇ࡢ⤌ᡂ
㸦㸯㸧᭷ຠᡂศ άᛶᡂศ ࡢ
ྵ㔞

㸦㸰㸧ῧຍ≀



㸦㸱㸧ࡑࡢ

㸱㸬ᠱ⃮ࠊஙࡢศᩓᛶ
ᑐࡍࡿὀព

እ  ᙧ
㆑ูࢥ࣮ࢻ
⾲ 㠃

 㠃

ഃ 㠃








┤ᚄ㸸PP
ཌࡉ㸸PP

̿

㔜㔞㸸PJ


࢚ࣆࢼࢫࢳࣥ㘄 PJࠕ.7ࠖ
እ  ᙧ
㆑ูࢥ࣮ࢻ
⾲ 㠃

 㠃





ഃ 㠃


┤ᚄ㸸PP


ཌࡉ㸸PP

.7%

㔜㔞㸸PJ



ヱᙜ㈨ᩱ࡞ࡋ




PJ㸸㸯㘄୰࢚ࣆࢼࢫࢳࣥሷ㓟ሷࢆ PJ ྵ᭷ࡍࡿࠋ
PJ㸸㸯㘄୰࢚ࣆࢼࢫࢳࣥሷ㓟ሷࢆ PJ ྵ᭷ࡍࡿࠋ

ங⢾Ỉ≀㸪⤖ᬗࢭ࣮ࣝࣟࢫ࣭࣓࣮࢝ࣝࣟࢫ 1D㸪ࣄࢻࣟ࢟ࢩࣉࣟࣆࣝ
ࢭ࣮ࣝࣟࢫ㸪ࢫࢸࣜࣥ㓟 0J㸪ࣄࣉ࣓࣮ࣟࣟࢫ࣐ࢡࣟࢦ࣮ࣝ㸪㓟
ࢳࢱࣥ

≉࡞ࡋ

ヱᙜࡋ࡞࠸





㸲㸬〇ࡢྛ✀᮲௳ୗ࠾ࡅ
ࡿᏳᐃᛶ 㸧













᭱⤊〇ရࢆ⏝࠸ࡓຍ㏿ヨ㦂㸦Υࠊ┦ᑐ‵ᗘ 㸣ࠊ ࣧ᭶㸧ࡢ⤖ᯝࠊ
࢚ࣆࢼࢫࢳࣥ㘄 PJࠕ.7ࠖཬࡧ࢚ࣆࢼࢫࢳࣥ㘄 PJࠕ.7ࠖࡣ㏻ᖖࡢ
ᕷሙὶ㏻ୗ࠾࠸࡚  ᖺ㛫Ᏻᐃ࡛࠶ࡿࡇࡀ᥎ ࡉࢀࡓࠋ
㸦㸯㸧࢚ࣆࢼࢫࢳࣥ㘄  ࠕ.7ࠖ
ಖᏑᙧែ

ಖᏑ᮲௳

ಖᏑᮇ㛫

⤖ ᯝ

373 ໟရࠊ⣬⟽ධࡾ

Υ㸪㸣5+

 ࣨ᭶

ኚ࡞ࡋ


㸦㸰㸧࢚ࣆࢼࢫࢳࣥ㘄  ࠕ.7ࠖ
ಖᏑᙧែ

ಖᏑ᮲௳

ಖᏑᮇ㛫

⤖ ᯝ

373 ໟရࠊ⣬⟽ධࡾ

Υ㸪㸣5+

 ࣨ᭶

ኚ࡞ࡋ


㸳㸬ㄪᩚἲཬࡧ⁐ゎᚋࡢᏳᐃ

㸴㸬ࡢ㓄ྜኚ㸦≀⌮
Ꮫⓗኚ㸧

㸵㸬⁐ฟᛶ㸱㸧㸲㸧



㸶㸬⏕≀Ꮫⓗヨ㦂ἲ



ヱᙜࡋ࡞࠸

ヱᙜ㈨ᩱ࡞ࡋ


࢚ࣆࢼࢫࢳࣥ㘄 PJࠕ.7ࠖཬࡧ࢚ࣆࢼࢫࢳࣥ㘄 PJࠕ.7ࠖࡣࠊ᪥ᮏ
⸆ᒁ᪉እ་⸆ရつ᱁➨  㒊ᐃࡵࡽࢀࡓ࢚ࣆࢼࢫࢳࣥሷ㓟ሷ㘄ࡢ⁐ฟ
つ᱁㐺ྜࡋ࡚࠸ࡿࡇࡀ☜ㄆࡉࢀ࡚࠸ࡿࠋ

ヱᙜ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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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㸦㸯㸧ࢻ࣮ࣛࢤࣥࢻࣝࣇヨᾮࡼࡿỿẊᛂ
㸦㸰㸧⣸እྍど྾ගᗘ ᐃἲࡼࡿ☜ㄆ

ᾮయࢡ࣐ࣟࢺࢢࣛࣇ࣮


ヱᙜࡋ࡞࠸

ΰධࡍࡿྍ⬟ᛶࡢ࠶ࡿዃ㞧≀ࡋ࡚ࠊୗグྜ≀ࡀ࠶ࡿࠋ

ዃ㞧≀

ᐃἲ㸸+3/& ἲ 

㻺

㻺

㻺㻴㻞

㻺㻴㻞

㻺

㻺

䞉㻌㻴㻮㼞

䞉㻌㻴㻯㼘

㻮㼞
ࢹࣄࢻࣟయ࣭+&O

㻴㻺
㻴㻞㻺

ࣈ࣒ࣟయ࣭+%U

㻴㻯 㻯㻻㻻㻴
㻴㻻㻻㻯 㻯㻴

ࢪ࣑ࣥయ࣭ࣇ࣐ࣝ㓟








㸯㸱㸬⒪ୖὀពࡀᚲせ࡞ᐜ
ჾ㛵ࡍࡿሗ

㸯㸲㸬ࡑࡢ


ヱᙜࡋ࡞࠸


≉࡞ࡋ





㹔㸬⒪㛵ࡍࡿ㡯┠

㸯㸬ຠ⬟ཪࡣຠᯝ



㸰㸬⏝ἲཬࡧ⏝㔞


Ẽ⟶ᨭႍᜥ
ࣞࣝࢠ࣮ᛶ㰯⅖
ⶼ㯞⑈ࠊ‵⑈࣭⓶⅖ࠊ⓶⒍ࠊ⑈ࠊ⒍ࢆక࠺ᑜᖖᛶⓄ

㸯㸬Ẽ⟶ᨭႍᜥࠊⶼ㯞⑈ࠊ‵⑈࣭⓶⅖ࠊ⓶⒍ࠊ⑈ࠊ⒍ࢆ
క࠺ᑜᖖᛶⓄ
㏻ᖖࠊᡂேࡣ࢚ࣆࢼࢫࢳࣥሷ㓟ሷࡋ࡚ᅇPJࢆ᪥ᅇ⤒ཱྀ
ᢞࡍࡿࠋ
࡞࠾ࠊᖺ㱋ࠊ≧ࡼࡾ㐺ᐅቑῶࡍࡿࠋ











㸱㸬⮫ᗋᡂ⦼
㸦㸯㸧⮫ᗋࢹ࣮ࢱࣃࢵࢣ࣮ࢪ
㸦 ᖺ  ᭶௨㝆ᢎㄆ
ရ┠㸧

㸦㸰㸧⮫ᗋຠᯝ

㸦㸱㸧⮫ᗋ⸆⌮ヨ㦂㸸ᚸᐜᛶ
ヨ㦂

㸦㸲㸧᥈⣴ⓗヨ㦂㸸⏝㔞ᛂ
᥈⣴ヨ㦂

㸦㸳㸧᳨ドⓗヨ㦂
㸯㸧↓సⅭ୪⾜⏝㔞
ᛂヨ㦂

㸰㸧ẚ㍑ヨ㦂

㸱㸧Ᏻᛶヨ㦂

㸲㸧ᝈ⪅㺃ែูヨ㦂

㸦㸴㸧⒪ⓗ⏝
㸯㸧⏝ᡂ⦼ㄪᰝ࣭≉ᐃ
⏝ᡂ⦼ㄪᰝ㸦≉ู
ㄪᰝ㸧
࣭〇㐀㈍ᚋ⮫
ᗋヨ㦂㸦ᕷ㈍ᚋ⮫ᗋ


㸰㸬ࣞࣝࢠ࣮ᛶ㰯⅖
㏻ᖖࠊᡂேࡣ࢚ࣆࢼࢫࢳࣥሷ㓟ሷࡋ࡚ᅇ㹼PJࢆ᪥ᅇ
⤒ཱྀᢞࡍࡿࠋ
࡞࠾ࠊᖺ㱋ࠊ≧ࡼࡾ㐺ᐅቑῶࡍࡿ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ヨ㦂㸧





㸰㸧ᢎㄆ᮲௳ࡋ࡚ᐇ
ணᐃࡢෆᐜཪࡣᐇ
ࡋࡓヨ㦂ࡢᴫせ


ヱᙜ㈨ᩱ࡞ࡋ





㹔,㸬⸆ຠ⸆⌮㛵ࡍࡿ㡯┠

㸯㸬⸆⌮Ꮫⓗ㛵㐃࠶ࡿྜ
≀ཪࡣྜ≀⩌

㸰㸬⸆⌮స⏝
㸦㸯㸧స⏝㒊࣭స⏝ᶵᗎ




㸦㸰㸧⸆ຠࢆࡅࡿヨ㦂ᡂ
⦼

㸦㸱㸧స⏝Ⓨ⌧㛫࣭ᣢ⥆
㛫


ࢣࢺࢳࣇ࢙ࣥࣇ࣐ࣝ㓟ሷࠊ࣓࢟ࢱࢪࣥࠊࢮࣛࢫࢳࣥሷ㓟ሷ➼



ᮏࡣࣄࢫࢱ࣑ࣥࠊࣟࢥࢺ࢚ࣜࣥ &㸲 /7&㸲 ࠊ3$) ⾑ᑠᯈάᛶᅉ
Ꮚ ࠊࢭࣟࢺࢽࣥࠊࣈࣛࢪ࢟ࢽࣥ➼ࡢ࣓ࢹ࢚࣮ࢱ࣮ᑐࡍࡿᢠ࣓ࢹ
࢚࣮ࢱ࣮స⏝ࠊࣄࢫࢱ࣑ࣥࠊ656$ ࡢ࣓ࢹ࢚࣮ࢱ࣮㐟㞳ᢚไస
⏝ࢆ᭷ࡍࡿ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㹔,,㸬⸆≀ືែ㛵ࡍࡿ㡯┠

㸯㸬⾑୰⃰ᗘࡢ᥎⛣ࠊ ᐃἲ
㸦㸯㸧⒪ୖ᭷ຠ࡞⾑୰⃰ᗘ

㸦㸰㸧᭱㧗⾑୰⃰ᗘ฿㐩㛫

㸦㸱㸧⮫ᗋヨ㦂࡛☜ㄆࡉࢀࡓ
⾑୰⃰ᗘ



































㸦㸲㸧୰ẘᇦ



ヱᙜ㈨ᩱ࡞ࡋ

Ϯ㸬㸯㸦㸱㸧ཧ↷

⏕≀Ꮫⓗྠ➼ᛶヨ㦂!
ࠕᚋⓎ་⸆ရࡢ⏕≀Ꮫⓗྠ➼ᛶ࢞ࢻࣛࣥࠖ㸸ᖹᡂ  ᖺ  ᭶  ᪥
་⸆ᑂ➨  ྕ

࢚ࣆࢼࢫࢳࣥ㘄PJࠕ.7ࠖ㸸
࢚ࣆࢼࢫࢳࣥ㘄PJࠕ.7ࠖᶆ‽〇ࢆࠊࢡࣟࢫ࣮࢜ࣂ࣮ἲࡼࡾࡑ
ࢀࡒࢀ㘄㸦࢚ࣆࢼࢫࢳࣥሷ㓟ሷPJ㸧ᗣᡂே⏨Ꮚ⤯㣗༢ᅇ⤒ཱྀ
ᢞࡋ࡚⾑₢୰ᮍኚయ⃰ᗘࢆ ᐃࡋࠊᚓࡽࢀࡓ⸆≀ືែࣃ࣓࣮ࣛࢱ
㸦$8&Wࠊ&PD[㸧ࡘ࠸࡚⤫ィゎᯒࢆ⾜ࡗࡓ⤖ᯝࠊ୧ࡢ⏕≀Ꮫⓗྠ➼
ᛶࡀ☜ㄆࡉࢀࡓࠋ㸯㸧







⾑₢୰⃰ᗘ୪ࡧ$8&Wࠊ&PD[➼ࡢࣃ࣓࣮ࣛࢱࡣࠊ⿕㦂⪅ࡢ㑅ᢥࠊయᾮ
ࡢ᥇ྲྀᅇᩘ࣭㛫➼ࡢヨ㦂᮲௳ࡼࡗ࡚␗࡞ࡿྍ⬟ᛶࡀ࠶ࡿࠋ

࢚ࣆࢼࢫࢳࣥ㘄PJࠕ.7ࠖ㸸
࢚ࣆࢼࢫࢳࣥ㘄 PJࠕ.7ࠖࡣࠕྵ㔞ࡀ␗࡞ࡿ⤒ཱྀᅛᙧ〇ࡢ⏕≀Ꮫⓗ
ྠ➼ᛶヨ㦂࢞ࢻࣛࣥ㸦ᖹᡂ  ᖺ  ᭶  ᪥⸆㣗ᑂᰝⓎ➨
 ྕ㸧ᇶ࡙ࡁࠊ࢚ࣆࢼࢫࢳࣥ㘄 PJࠕ.7ࠖࢆᶆ‽〇ࡋࡓ
ࡁࠊ⁐ฟᣲືࡀ➼ࡋࡃࠊ⏕≀Ꮫⓗྠ➼ࡳ࡞ࡉࢀࡓࠋ㸧

ヱᙜ㈨ᩱ࡞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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ࢥࣥࣃ࣮ࢺ࣓ࣥࢺࣔࢹ
   ࣝ

㸦㸰㸧྾㏿ᗘᐃᩘ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㸦㸱㸧ࣂ࢜࣋ࣛࣅࣜࢸ


㸦㸲㸧ᾘኻ㏿ᗘᐃᩘ

㸦㸳㸧ࢡࣜࣛࣥࢫ

㸦㸴㸧ศᕸᐜ✚

㸦㸵㸧⾑₢⺮ⓑ⤖ྜ⋡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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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㸦㸲㸧㧊ᾮࡢ⛣⾜ᛶ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㸦㸳㸧ࡑࡢࡢ⤌⧊ࡢ⛣⾜
ᛶ

㸳㸬௦ㅰ
㸦㸯㸧௦ㅰ㒊ཬࡧ௦ㅰ⤒㊰

㸦㸰 㸧௦ㅰ 㛵ࡍࡿ 㓝⣲
㸦&<3 ➼㸧ࡢศᏊ✀

㸦㸱㸧ึᅇ㏻㐣ຠᯝࡢ᭷↓ཬ
ࡧࡑࡢྜ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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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㸵㸬㏱ᯒ➼ࡼࡿ㝖ཤ⋡

ヱᙜ㈨ᩱ࡞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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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㸴㸬㔜せ࡞ᇶᮏⓗὀពࡑࡢ
⌮⏤ཬࡧฎ⨨᪉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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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ヱᙜグ㍕㡯࡞ࡋ

ᮏࡢᡂศᑐࡋ㐣ᩄࡢ᪤ Ṕࡢ࠶ࡿᝈ⪅


⌧Ⅼ࡛ࡣヱᙜࡋ࡞࠸


⌧Ⅼ࡛ࡣヱᙜࡋ࡞࠸


⫢㞀ᐖཪࡣࡑࡢ᪤ Ṕࡢ࠶ࡿᝈ⪅ࠝ⫢㞀ᐖࡀᝏཪࡣ⇞ࡍࡿࡇࡀ
࠶ࡿࠋࠞ

㸦㸯㸧ᮏࡣࠊẼ⟶ᨭᣑᙇࠊࢫࢸࣟࢻ࡞␗࡞ࡾࠊࡍ࡛㉳
ࡇࡗ࡚࠸ࡿႍᜥⓎసࡸ≧ࢆ㏿ࡸ㍍ῶࡍࡿ⸆࡛ࡣ࡞࠸
ࡢ࡛ࠊࡇࡢࡇࡣᝈ⪅༑ศㄝ᫂ࡋ࡚࠾ࡃᚲせࡀ࠶ࡿࠋ
㸦㸰㸧㛗ᮇࢫࢸࣟࢻ⒪ἲࢆཷࡅ࡚࠸ࡿᝈ⪅࡛ᮏᢞࡼࡾࢫࢸࣟ
ࢻࡢῶ㔞ࢆࡣࡿሙྜࡣࠊ༑ศ࡞⟶⌮ୗ࡛ᚎࠎ⾜࠺ࡇࠋ
㸦㸱㸧╀Ẽࢆദࡍࡇࡀ࠶ࡿࡢ࡛ࠊᮏᢞ୰ࡢᝈ⪅ࡣ⮬ື㌴ࡢ㐠
㌿➼༴㝤ࢆక࠺ᶵᲔࡢ᧯సὀពࡉࡏࡿࡇࠋ
㸦㸲㸧ᮏࢆᏘ⠇ᛶࡢᝈ⪅ᢞࡍࡿሙྜࡣࠊዲⓎᏘ⠇ࢆ⪃࠼࡚ࠊࡑ
ࡢ┤๓ࡽᢞࢆ㛤ጞࡋࠊዲⓎᏘ⠇⤊ࡲ࡛⥆ࡅࡿࡇࡀᮃ
ࡲࡋ࠸ࠋ
㸦㸳㸧ᮏࡢ⏝ࡼࡾຠᯝࡀㄆࡵࡽࢀ࡞࠸ሙྜࡣࠊₔ↛㛗ᮇ
ࢃࡓࡾᢞࡋ࡞࠸ࡼ࠺ὀពࡍࡿࡇ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ᮏࡣࠊ⏝ᡂ⦼ㄪᰝ➼ࡢస⏝Ⓨ⌧㢖ᗘࡀ᫂☜࡞ࡿㄪᰝࢆᐇࡋ
࡚࠸࡞࠸ࠋ

㸦㢖ᗘ᫂㸧
⫢ᶵ⬟㞀ᐖࠊ㯤⑇
㸦㸯㸧⫢
$67㸦*27㸧ࠊ$/7㸦*37㸧ࠊȚ*73ࠊ$O3ࠊ/'+ ࡢୖ᪼➼ࡢ⫢ᶵ⬟
㞀ᐖ㸦ึᮇ≧㸸㌟ᛰឤࠊ㣗ḧࠊⓎ⇕ࠊẼ࣭ྤ➼㸧ࠊ
㯤⑇ࡀ࠶ࡽࢃࢀࡿࡇࡀ࠶ࡿࡢ࡛ࠊほᐹࢆ༑ศ⾜࠸␗ᖖࡀㄆ
ࡵࡽࢀࡓሙྜࡣࠊᢞࢆ୰Ṇࡋࠊ㐺ษ࡞ฎ⨨ࢆ⾜࠺ࡇࠋ










㸦㸱㸧ࡑࡢࡢస⏝


















㸦㸰㸧⾑
⾑ᑠᯈῶᑡ
⾑ᑠᯈῶᑡࡀ࠶ࡽࢃࢀࡿࡇࡀ࠶ࡿࡢ࡛ࠊほᐹࢆ༑ศ⾜࠸ࠊ
␗ᖖࡀㄆࡵࡽࢀࡓሙྜࡣᢞࢆ୰Ṇࡍࡿ࡞㐺ษ࡞ฎ⨨ࢆ
⾜࠺ࡇࠋ

௨ୗࡢࡼ࠺࡞స⏝ࡀ࠶ࡽࢃࢀࡓሙྜࡣࠊ≧ᛂࡌ࡚㐺ษ࡞ฎ⨨
ࢆ⾜࠺ࡇࠋ




㢖ᗘ᫂
㸨

㐣ᩄ 
⢭⚄⚄⤒⣔
ᾘჾ

ᾋ⭘㸦㢦㠃ࠊᡭ㊊➼㸧ࠊⓎ⑈ࠊⶼ㯞⑈ࠊࡺࡳࠊᥙᛶ⣚ᩬ
╀Ẽࠊᛰឤࠊ㢌③ࠊࡵࡲ࠸ࠊ╀ࠊᝏክࠊࡋࡧࢀឤࠊ㢌ࡀ࣎
࣮ࢵࡋࡓឤࡌࠊᗁぬࠊᗁ⫈
Ẽࠊ⫶㒊ᛌឤࠊ⭡③ࠊཱྀῬࠊཱྀෆ⅖ࠊ㣗ḧࠊྤࠊ⫶
㔜ឤࠊ⫶ࡶࡓࢀឤࠊୗ⑩ࠊ౽⛎ࠊཱྀ၁⇱ឤࠊ⭡㒊⭾‶ឤ

⭈⮚

⺮ⓑᒀ

Ἢᒀჾ㸨

㢖ᒀࠊ⾑ᒀ➼ࡢ⭤⬔⅖ᵝ≧ࠊᒀ㛢

ᚠ⎔ჾ

ᚰஹ㐍

྾ჾ

྾ᅔ㞴ࠊཤ⑱ᅔ㞴ࠊ㰯㛢

⾑ᾮ㸨

ⓑ⾑⌫ᩘቑຍࠊ⾑ᑠᯈῶᑡ

ࡑࡢ

᭶⤒␗ᖖࠊ࡚ࡾࠊࡀࡳࠊぬపୗࠊ⬚③ࠊዪᛶᆺஙᡣࠊங
ᡣ⭘



㸨 Ⓨ⌧ࡋࡓሙྜࡣᢞࢆ୰Ṇࡋࠊ㐺ษ࡞ฎ⨨ࢆ⾜࠺ࡇࠋ
㸨 ほᐹࢆ༑ศ⾜࠸ࠊ␗ᖖࡀㄆࡵࡽࢀࡓሙྜࡣࠊᢞࢆ୰Ṇࡍࡿ࡞㐺ษ࡞ฎ
⨨ࢆ⾜࠺ࡇࠋ





㸦㸲㸧㡯┠ูస⏝Ⓨ⌧㢖ᗘ
ཬࡧ⮫ᗋ᳨ᰝ್␗ᖖ୍
ぴ

㸦㸳㸧ᇶ♏ᝈࠊྜేࠊ㔜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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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ヱᙜ㈨ᩱ࡞ࡋ


㧗㱋⪅࡛ࡣ⫢࣭⭈ᶵ⬟ࡀపୗࡋ࡚࠸ࡿࡇࡀከࡃࠊ྾ࡉࢀࡓᮏࡣ
ࡋ࡚⭈⮚ࡽἥࡉࢀࡿࡇࡽࠊᐃᮇⓗస⏝࣭⮫ᗋ≧㸦Ⓨ
⑈ࠊཱྀῬࠊ⫶㒊ᛌឤ➼㸧ࡢほᐹࢆ⾜࠸ࠊ␗ᖖࡀㄆࡵࡽࢀࡓሙྜࡣࠊ
ῶ㔞㸦࠼ࡤ PJ᪥㸧ཪࡣఇ⸆ࡍࡿ࡞㐺ษ࡞ฎ⨨ࢆ⾜࠺ࡇࠋ

㸦㸯㸧ዷ፬ཪࡣዷፎࡋ࡚࠸ࡿྍ⬟ᛶࡢ࠶ࡿ፬ேࡣ⒪ୖࡢ᭷┈ᛶࡀ
༴㝤ᛶࢆୖᅇࡿุ᩿ࡉࢀࡿሙྜࡢࡳᢞࡍࡿࡇࠋࠝዷፎ
୰ࡢᢞ㛵ࡍࡿᏳᛶࡣ☜❧ࡋ࡚࠸࡞࠸ࠋࡲࡓࠊዷፎ๓ཬࡧ
ዷፎึᮇヨ㦂㸦ࣛࢵࢺ㸧࡛ࡣཷ⫾⋡ࡢపୗࡀࠊჾᐁᙧᡂᮇヨ㦂
㸦࢘ࢧࢠ㸧࡛ࡣ⫾ඣ⮴Ṛస⏝ࡀࠊ࠸ࡎࢀࡶ㧗⏝㔞࡛ㄆࡵࡽࢀ࡚
࠸ࡿࠋࠞ










㸯㸯㸬ᑠඣ➼ࡢᢞ


㸯㸰㸬⮫ᗋ᳨ᰝ⤖ᯝཬࡰࡍ
ᙳ㡪

㸯㸱㸬㐣㔞ᢞ

㸯㸲㸬㐺⏝ୖࡢὀព


㸦㸰㸧ᤵங୰ࡢ፬ேᢞࡍࡿࡇࢆ㑊ࡅࠊࡸࡴࢆᚓࡎᢞࡍࡿሙྜ
ࡣᤵஙࢆ୰Ṇࡉࡏࡿࡇࠋࠝື≀ᐇ㦂㸦ࣛࢵࢺ㸧࡛ẕங୰
⛣⾜ࡍࡿࡇࡀሗ࿌ࡉࢀ࡚࠸ࡿࠋࠞ

పฟ⏕య㔜ඣࠊ᪂⏕ඣࠊஙඣࠊᗂඣཪࡣᑠඣᑐࡍࡿᏳᛶࡣ☜❧ࡋ
࡚࠸࡞࠸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






㸯㸳㸬ࡑࡢࡢὀព






373 ໟࡢ⸆ࡣ 373 ࢩ࣮ࢺࡽྲྀࡾฟࡋ࡚᭹⏝ࡍࡿࡼ࠺ᣦᑟࡍࡿ
ࡇࠋ
ࠝ373 ࢩ࣮ࢺࡢㄗ㣧ࡼࡾࠊ◳࠸㗦ゅ㒊ࡀ㣗㐨⢓⭷่ධࡋࠊ
᭦ࡣ✸Ꮝࢆ㉳ࡇࡋ࡚⦪㝸Ὕ⅖➼ࡢ㔜⠜࡞ྜేࢆేⓎࡍࡿࡇ
ࡀሗ࿌ࡉࢀ࡚࠸ࡿࠋࠞ

ᮏࢆ✵⭡ᢞࡋࡓሙྜࡣ㣗ᚋᢞࡼࡾࡶ⾑୰⃰ᗘࡀ㧗ࡃ࡞ࡿࡇ
ࡀሗ࿌ࡉࢀ࡚࠸ࡿࠋ㸦Ẽ⟶ᨭႍᜥཬࡧࣞࣝࢠ࣮ᛶ㰯⅖ᑐࡋ࡚ࡣ
ᑵᐷ๓ᢞࠊⶼ㯞⑈ࠊ‵⑈࣭⓶⅖ࠊ⓶⒍ࠊ⑈ࠊ⒍ࢆక࠺
ᑜᖖᛶⓄᑐࡋ࡚ࡣ㣗ᚋᢞ࡛᭷ຠᛶཬࡧᏳᛶࡀ☜ㄆࡉࢀ࡚࠸
ࡿࠋ㸧


㸯㸴㸬ࡑࡢ

≉࡞ࡋ





,㹖㸬㠀⮫ᗋヨ㦂㛵ࡍࡿ㡯┠

㸯㸬⸆⌮ヨ㦂
㸦㸯㸧⸆ຠ⸆⌮ヨ㦂

㸦㸰㸧ḟⓗ⸆⌮ヨ㦂

㸦㸱㸧Ᏻᐃᛶ⸆⌮ヨ㦂

㸦㸲㸧ࡑࡢࡢ⸆⌮ヨ㦂

㸰㸬ẘᛶ
㸦㸯㸧༢ᅇᢞẘᛶヨ㦂

㸦㸰㸧ᢞẘᛶヨ㦂

㸦㸱㸧⏕ṪⓎ⏕ẘᛶヨ㦂

㸦㸲㸧ࡑࡢࡢ≉Ṧẘᛶ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ヱᙜ㈨ᩱ࡞ࡋ




㹖㸬ྲྀࡾᢅ࠸ୖࡢὀព➼㛵ࡍࡿ㡯┠

㸯㸬つไ༊ศ

㸰㸬᭷ຠᮇ㛫ཪࡣ⏝ᮇ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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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㸵㸬ᐜჾࡢᮦ㉁



㸶㸬ྠ୍ᡂศ࣭ྠຠ⸆


㸷㸬ᅜ㝿ㄌ⏕ᖺ᭶᪥


ヱᙜࡋ࡞࠸

 ᖺ㸦እ⟽⾲♧ࡢ⏝ᮇ㝈ෆ⏝ࡍࡿࡇࠋ
㸧

Ẽᐦᐜჾ


࣑ࣝࣆ࣮ࣟ㛤ᑒᚋࡣ࡞ࡿࡃ᪩ࡃ⏝ࡍࡿࡇࠋ


ࠕϯ㸬Ᏻᐃᛶ㸦⏝ୖࡢὀព➼㸧㛵ࡍࡿ㡯┠ 㸯㸲㸬㐺⏝ୖࡢὀពࠖ
ཧ↷


ヱᙜࡋ࡞࠸

࢚ࣆࢼࢫࢳࣥ㘄 PJࠕ.7ࠖ
㸸㸦373 ໟ㸧 㘄
࢚ࣆࢼࢫࢳࣥ㘄 PJࠕ.7ࠖ
㸸㸦373 ໟ㸧 㘄ࠊ 㘄

373 ໟ㸸◳㉁ሷࣅࢽࣝࠊ࣑ࣝࢽ࣒࢘⟩
ෆ ⿄㸸࣏࢚ࣜࢳࣞࣥ
 ⢝ ⟽㸸⣬

ྠ୍ᡂศ⸆㸸ࣞࢪ࢜ࣥ㘄㸦᪥ᮏ㺫㺼㺎㺶㺻㺔㺼㺎㺐㺻㺗㺼㺷㺨㺐㺯㸻୕ඹ㸧
ྠ ຠ ⸆㸸ࢣࢺࢳࣇ࢙ࣥࣇ࣐ࣝ㓟ሷࠊࢸࣝࣇ࢙ࢼࢪࣥ➼

ヱᙜࡋ࡞࠸


㸯㸮㸬〇㐀㈍ᢎㄆᖺ᭶᪥ཬ
ࡧᢎㄆ␒ྕ




㸯㸯㸬⸆౯ᇶ‽㍕ᖺ᭶᪥


࢚ࣆࢼࢫࢳࣥ㘄 PJࠕ.7ࠖ
㸸ᢎㄆᖺ᭶᪥㸸 ᖺ  ᭶  ᪥
ᢎㄆ␒ྕ㸸$0;

࢚ࣆࢼࢫࢳࣥ㘄 PJࠕ.7ࠖ
㸸ᢎㄆᖺ᭶᪥㸸 ᖺ  ᭶  ᪥
ᢎㄆ␒ྕ㸸$0=

࢚ࣆࢼࢫࢳࣥ㘄 PJࠕ.7ࠖ
㸸 ᖺ  ᭶  ᪥
࢚ࣆࢼࢫࢳࣥ㘄 PJࠕ.7ࠖ
㸸 ᖺ ᭶ ᪥





㸯㸰㸬ຠ⬟ཪࡣຠᯝ㏣ຍࠊ⏝
ἲཬࡧ⏝㔞ኚ᭦࣭㏣ຍ➼
ࡢᖺ᭶᪥ཬࡧࡑࡢෆᐜ

㸯㸱㸬ᑂᰝ⤖ᯝࠊホ౯⤖
ᯝබ⾲ᖺ᭶᪥ཬࡧࡑࡢෆ
ᐜ

㸯㸲㸬ᑂᰝᮇ㛫

㸯㸳㸬ᢞᮇ㛫ᮇ㝈་⸆ရ
㛵ࡍࡿሗ



ヱᙜࡋ࡞࠸



ヱᙜࡋ࡞࠸



ヱᙜࡋ࡞࠸

ᮏࡣཌ⏕ປാ┬࿌♧➨  ྕ ᖹᡂ  ᖺ  ᭶  ᪥ࡅ ࡼࡿࠕᢞ
⸆ᮇ㛫ୖ㝈ࡀタࡅࡽࢀ࡚࠸ࡿ་⸆ရࠖࡣヱᙜࡋ࡞࠸ࠋ



㸯㸴㸬ྛ✀ࢥ࣮ࢻ



㸯㸵㸬ಖ㝤⤥ୖࡢὀព


ཌ⏕┬⸆౯ᇶ‽㍕་⸆ရࢥ࣮ࢻ
࢚ࣆࢼࢫࢳࣥ㘄 PJࠕ.7ࠖ
㸸)
࢚ࣆࢼࢫࢳࣥ㘄 PJࠕ.7ࠖ
㸸)

ᮏࡣࠊಖ㝤デ⒪ୖࡢᚋⓎ་⸆ရ࡛࠶ࡿࠋ





㹖㹇㸬ᩥ⊩

㸯㸬ᘬ⏝ᩥ⊩










㸰㸬ࡑࡢࡢཧ⪃ᩥ⊩


㸯㸧࢚ࣆࢼࢫࢳࣥ㘄 PJࠕ.7ࠖᶆ‽〇ࡢ⏕≀Ꮫⓗྠ➼ᛶヨ㦂
㸦ᑑ〇⸆ᰴᘧ♫♫ෆ㈨ᩱ㸧
㸰㸧࢚ࣆࢼࢫࢳࣥ㘄 PJࠕ.7࢚ࠖࣆࢼࢫࢳࣥ㘄 PJࠕ.7ࠖࡢ⏕
≀Ꮫⓗྠ➼ᛶヨ㦂㸫⁐ฟヨ㦂㸫㸦ᑑ〇⸆ᰴᘧ♫♫ෆ㈨ᩱ㸧
㸱㸧࢚ࣆࢼࢫࢳࣥ㘄 PJࠕ.7ࠖࡢ⁐ฟᣲື㸦ᑑ〇⸆ᰴᘧ♫♫ෆ㈨
ᩱ㸧
㸲㸧࢚ࣆࢼࢫࢳࣥ㘄 PJࠕ.7ࠖࡢ⁐ฟᣲື㸦ᑑ〇⸆ᰴᘧ♫♫ෆ㈨
ᩱ㸧
㸳㸧࢚ࣆࢼࢫࢳࣥ㘄 PJࠕ.7ࠖཬࡧ࢚ࣆࢼࢫࢳࣥ㘄 PJࠕ.7ࠖࡢᏳ
ᐃᛶヨ㦂㸦ᑑ〇⸆ᰴᘧ♫♫ෆ㈨ᩱ㸧

≉࡞ࡋ




㹖,,㸬ཧ⪃㈨ᩱ

㸯㸬࡞እᅜ࡛ࡢⓎ≧ἣ

㸰㸬ᾏእ࠾ࡅࡿ⮫ᗋᨭ
ሗ


࡞ࡋ

࡞ࡋ




㹖,,,㸬ഛ⪃

ࡑࡢࡢ㛵㐃㈨ᩱ


࡞ࡋ


















































〇㐀㈍ඖ   



ᑑ〇⸆ᰴ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