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ᖺ  ᭶ᨵゞ㸦➨  ∧㸧
᪥ᮏᶆ‽ศ㢮␒ྕ






་⸆ရࣥࢱࣅ࣮ࣗࣇ࢛࣮࣒
᪥ᮏ㝔⸆ᖌࡢ㹇㹄グ㍕せ㡿  ᖺ  ᭶ ‽ᣐࡋ࡚సᡂ





㧗ᒀ㓟⾑ᨵၿ
⸆ ฎ᪉⟢་⸆ရ ὀព་ᖌ➼ࡢฎ᪉⟢ࡼࡾ⏝ࡍࡿࡇ 

∆⇊∓⇞∙ኬቩ ‣•≉‒
08,52',1(),1(*5$18/(6㸣
࣋ࣥࢬࣈ࣐ࣟࣟࣥ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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ᮏ㹇㹄ࡣ  ᖺ  ᭶ᨵゞ㸦➨  ∧㸧ࡢῧᩥ᭩ࡢグ㍕ᇶ࡙ࡁసᡂࡋࡓࠋ

,)⏝ࡢᡭᘬࡁࡢᴫせ
㸫᪥ᮏ㝔⸆ᖌ㸫

་⸆ရࣥࢱࣅ࣮ࣗࣇ࢛࣮࣒సᡂࡢ⤒⦋
 ᙜヱ་⸆ရࡘ࠸࡚〇⸆ᴗࡢ་⸆ရሗᢸᙜ⪅ ௨ୗࠊ05␎ࡍ ➼ࣥࢱࣅ࣮ࣗࡋࠊ
ᙜヱ་⸆ရࡢホ౯ࢆ⾜࠺ࡢᚲせ࡞་⸆ရሗ※ࡋ࡚ࢃࢀ࡚࠸ࡓࣥࢱࣅ࣮ࣗࣇ࢛࣮࣒ࢆࠊ
ᖺ᪥ᮏ㝔⸆ᖌ ௨ୗࠊ᪥⸆␎ࡍ Ꮫ⾡➨ᑠጤဨࡀࠕ་⸆ရࣥࢱࣅࣗ
࣮ࣇ࢛࣮࣒ࠖ ௨ୗࠊ,)␎ࡍ ࡋ࡚⨨ࡅࢆ᫂☜ࡋࠊࡑࡢグ㍕ᵝᘧࢆ⟇ᐃࡋࡓࠋࡑࡋ࡚ࠊ
ᖹᡂᖺ᪥⸆Ꮫ⾡➨ᑠጤဨࡼࡗ࡚᪂ࡓ࡞⨨ࡅ,)グ㍕せ㡿ࡀ⟇ᐃࡉࢀࡓࠋ

,)ࡣ
 ,)ࡣࠕ་⒪⏝་⸆ရῧᩥ᭩➼ࡢሗࢆ⿵ࡋࠊ⸆ᖌ➼ࡢ་⒪ᚑ⪅ࡗ࡚᪥ᖖᴗົ
ᚲせ࡞་⸆ရࡢ㐺ṇ⏝ࡸホ౯ࡢࡓࡵࡢሗ࠶ࡿ࠸ࡣ⸆ሗᥦ౪ࡢࡅ࡞ࡿሗ➼ࡀ㞟
⣙ࡉࢀࡓ⥲ྜⓗ࡞་⸆ရゎㄝ᭩ࡋ࡚ࠊ᪥ᮏ㝔⸆ᖌࡀグ㍕せ㡿ࢆ⟇ᐃࡋࠊ⸆ᖌ➼ࡢࡓࡵ
ᙜヱ་⸆ရࡢ〇⸆ᴗసᡂཬࡧᥦ౪ࢆ౫㢗ࡋ࡚࠸ࡿᏛ⾡㈨ᩱࠖ⨨ࡅࡽࢀࡿࠋ
 ࡋࡋࠊ⸆ἲࡢつไࡸ〇⸆ᴗࡢᶵᐦ➼㛵ࢃࡿሗࠊ〇⸆ᴗࡢ〇ពᅗࡋࡓሗཬ
ࡧ⸆ᖌ⮬ࡽࡀホ౯ุ࣭᩿࣭ᥦ౪ࡍࡁ㡯➼ࡣ,)ࡢグ㍕㡯ࡣ࡞ࡽ࡞࠸ࠋ

,)ࡢᵝᘧ࣭సᡂ࣭Ⓨ⾜
 つ᱁$ุࠊᶓ᭩ࡁࡋࠊཎ๎ࡋ࡚࣏ࣥࢺ௨ୖࡢᏐయ࡛グ㍕ࡋࠊ༳ๅࡣ୍Ⰽๅࡾࡍ
ࡿࠋ⾲⣬ࡢグ㍕㡯┠ࡣ⤫୍ࡋࠊཎ๎ࡋ࡚〇ࡢᢞ⤒㊰ูసᡂࡍࡿࠋ,)ࡣ᪥⸆ࡀ⟇ᐃࡋ
ࡓࠕ,)グ㍕せ㡿ࠖᚑࡗ࡚グ㍕ࡍࡿࡀࠊᮏ,)グ㍕せ㡿ࡣࠊᖹᡂᖺ᭶௨㝆ᢎㄆࡉࢀࡓ
᪂་⸆ရࡽ㐺⏝࡞ࡾࠊ᪤Ⓨရࡘ࠸࡚ࡣࠕ,)グ㍕せ㡿ࠖࡼࡿసᡂ࣭ᥦ౪ࡀᙉไࡉࢀࡿ
ࡶࡢ࡛ࡣ࡞࠸ࠋࡲࡓࠊᑂᰝཬࡧホ౯ ⮫ᗋヨ㦂ᐇࡼࡿ ࡀ࡞ࡉࢀࡓⅬ୪ࡧ㐺ᛂࡢ
ᣑ➼ࡀ࡞ࡉࢀࠊグ㍕ෆᐜࡀࡁࡃ␗࡞ࡿሙྜࡣ,)ࡀᨵゞ࣭Ⓨ⾜ࡉࢀࡿࠋ

,)ࡢ⏝࠶ࡓࡗ࡚
 ,)ࡢ⟇ᐃཎⅬࢆ㋃ࡲ࠼ࠊ05ࡢࣥࢱࣅ࣮ࣗࠊ⮬ᕫㄪᰝࡢࢹ࣮ࢱࢆຍ࠼࡚,)ࡢෆᐜࢆᐇ
ࡉࡏࠊ,)ࡢ⏝ᛶࢆ㧗ࡵ࡚࠾ࡃᚲせࡀ࠶ࡿࠋ
 05➼ࡢࣥࢱࣅ࣮࡛ࣗㄪᰝ࣭⿵㊊ࡍࡿ㡯┠ࡋ࡚ࠊ㛤Ⓨࡢ⤒⦋ࠊ〇ⓗ≉ᚩࠊ⸆⌮స⏝ࠊ
⮫ᗋᡂ⦼ࠊ㠀⮫ᗋヨ㦂➼ࡢ㡯┠ࡀᣲࡆࡽࢀࡿࠋࡲࡓࠊ㝶ᨵゞࡉࢀࡿ⏝ୖࡢὀព➼㛵ࡍࡿ
㡯㛵ࡋ࡚ࡣࠊᙜヱ་⸆ရࡢ〇⸆ᴗࡢ༠ຊࡢࡶࠊ་⒪⏝་⸆ရῧᩥ᭩ࠊ࠾▱ࡽࡏᩥ᭩ࠊ⥭
ᛴᏳᛶሗࠊ'UXJ6DIHW\8SGDWH ་⸆ရᏳᑐ⟇ሗ ➼ࡼࡾࠊ⸆ᖌ➼⮬ࡽࡀຍ➹࣭ᩚ
ഛࡍࡿࠋࡑࡢࡓࡵࡢཧ⪃ࡋ࡚ࠊ⾲⣬ୗẁ,)సᡂࡢᇶ࡞ࡗࡓῧᩥ᭩ࡢసᡂཪࡣᨵゞᖺ᭶
᪥ࢆグ㍕ࡋ࡚࠸ࡿࠋ࡞࠾ࠊ㐺ṇ⏝ࡸᏳ☜ಖࡢⅬࡽグ㍕ࡉࢀ࡚࠸ࡿࠕ⮫ᗋᡂ⦼ࠖࡸࠕ࡞እ
ᅜ࡛ࡢⓎ≧ἣࠖ㛵ࡍࡿ㡯┠➼ࡣᢎㄆእࡢ⏝ἲ࣭⏝㔞ࠊຠ⬟࣭ຠᯝࡀグ㍕ࡉࢀ࡚࠸ࡿሙྜࡀ
࠶ࡾࠊࡑࡢྲྀᢅ࠸ࡣៅ㔜ࢆせࡍࡿࠋ




┠ ḟ


㹇㸬ᴫせ㛵ࡍࡿ㡯┠
㸯㸬㛤Ⓨࡢ⤒⦋ ͏͏͏͏͏͏͏͏͏͏͏͏͏͏͏͏͏͏͏͏͏͏͏͏͏͏͏͏͏͏͏͏͏͏ 
㸰㸬〇ࡢ≉ᚩཬ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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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㸱㸬ᵓ㐀ᘧࡲࡓࡣ♧ᛶᘧ ͏͏͏͏͏͏͏͏͏͏͏͏͏͏͏͏͏͏͏͏͏͏͏͏͏͏͏͏͏͏ 
㸲㸬ศᏊᘧ࠾ࡼࡧศᏊ㔞 ͏͏͏͏͏͏͏͏͏͏͏͏͏͏͏͏͏͏͏͏͏͏͏͏͏͏͏͏͏͏ 
㸳㸬Ꮫྡ ྡἲ  ͏͏͏͏͏͏͏͏͏͏͏͏͏͏͏͏͏͏͏͏͏͏͏͏͏͏͏͏͏͏͏͏ 
㸴㸬័⏝ྡࠊูྡࠊ␎ྕࠊグྕ␒ྕ ͏͏͏͏͏͏͏͏͏͏͏͏͏͏͏͏͏͏͏͏͏͏͏͏͏ 
㸵㸬㹁㸿㹑Ⓩ㘓␒ྕ ͏͏͏͏͏͏͏͏͏͏͏͏͏͏͏͏͏͏͏͏͏͏͏͏͏͏͏͏͏͏͏͏ 


㹇㹇㹇㸬᭷ຠᡂศ㛵ࡍࡿ㡯┠
㸯㸬᭷ຠᡂศࡢつไ༊ศ ͏͏͏͏͏͏͏͏͏͏͏͏͏͏͏͏͏͏͏͏͏͏͏͏͏͏͏͏͏͏ 
㸰㸬≀⌮Ꮫⓗᛶ㉁
㸦㸯㸧እほ࣭ᛶ≧ ͏͏͏͏͏͏͏͏͏͏͏͏͏͏͏͏͏͏͏͏͏͏͏͏͏͏͏͏͏͏͏͏͏ 
㸦㸰㸧⁐ゎᛶ ͏͏͏͏͏͏͏͏͏͏͏͏͏͏͏͏͏͏͏͏͏͏͏͏͏͏͏͏͏͏͏͏͏͏͏ 
㸦㸱㸧྾‵ᛶ ͏͏͏͏͏͏͏͏͏͏͏͏͏͏͏͏͏͏͏͏͏͏͏͏͏͏͏͏͏͏͏͏͏͏͏ 
㸦㸲㸧⼥Ⅼ ศゎⅬ ࣭ἛⅬ࣭จᅛⅬ ͏͏͏͏͏͏͏͏͏͏͏͏͏͏͏͏͏͏͏͏͏͏͏͏͏ 
㸦㸳㸧㓟ሷᇶゎ㞳ᐃᩘ ͏͏͏͏͏͏͏͏͏͏͏͏͏͏͏͏͏͏͏͏͏͏͏͏͏͏͏͏͏͏͏ 
㸦㸴㸧ศ㓄ಀᩘ ͏͏͏͏͏͏͏͏͏͏͏͏͏͏͏͏͏͏͏͏͏͏͏͏͏͏͏͏͏͏͏͏͏͏ 
㸦㸵㸧ࡑࡢࡢ࡞♧ᛶ್ ͏͏͏͏͏͏͏͏͏͏͏͏͏͏͏͏͏͏͏͏͏͏͏͏͏͏͏͏͏ 
㸱㸬᭷ຠᡂศࡢྛ✀᮲௳ୗ࠾ࡅࡿᏳᐃᛶ ͏͏͏͏͏͏͏͏͏͏͏͏͏͏͏͏͏͏͏͏͏͏ 
㸲㸬᭷ຠᡂศࡢ☜ㄆヨ㦂ἲ ͏͏͏͏͏͏͏͏͏͏͏͏͏͏͏͏͏͏͏͏͏͏͏͏͏͏͏͏͏ 
㸳㸬᭷ຠᡂศࡢᐃ㔞ἲ ͏͏͏͏͏͏͏͏͏͏͏͏͏͏͏͏͏͏͏͏͏͏͏͏͏͏͏͏͏͏͏ 




㹇㹔㸬〇㛵ࡍࡿ㡯┠
㸯㸬ᙧ
㸦㸯㸧ᙧࡢ༊ู࠾ࡼࡧᛶ≧ ͏͏͏͏͏͏͏͏͏͏͏͏͏͏͏͏͏͏͏͏͏͏͏͏͏͏͏͏ 
㸦㸰㸧〇ࡢ≀ᛶ ͏͏͏͏͏͏͏͏͏͏͏͏͏͏͏͏͏͏͏͏͏͏͏͏͏͏͏͏͏͏͏͏͏ 
㸦㸱㸧㆑ูࢥ࣮ࢻ ͏͏͏͏͏͏͏͏͏͏͏͏͏͏͏͏͏͏͏͏͏͏͏͏͏͏͏͏͏͏͏͏͏ 
㸰㸬〇ࡢ⤌ᡂ
㸦㸯㸧᭷ຠᡂศ άᛶᡂศ ࡢྵ㔞 ͏͏͏͏͏͏͏͏͏͏͏͏͏͏͏͏͏͏͏͏͏͏͏͏͏͏ 
㸦㸰㸧ῧຍ≀ ͏͏͏͏͏͏͏͏͏͏͏͏͏͏͏͏͏͏͏͏͏͏͏͏͏͏͏͏͏͏͏͏͏͏͏ 
㸱㸬ᠱ⃮ࠊஙࡢศᩓᛶᑐࡍࡿὀព ͏͏͏͏͏͏͏͏͏͏͏͏͏͏͏͏͏͏͏͏͏͏͏ 
㸲㸬〇ࡢᏳᐃᛶ
㸦㸯㸧ྛ✀᮲௳ୗ࠾ࡅࡿᏳᐃᛶ ͏͏͏͏͏͏͏͏͏͏͏͏͏͏͏͏͏͏͏͏͏͏͏͏͏͏ 
㸳㸬ㄪᩚἲཬࡧ⁐ゎᚋࡢᏳᐃᛶ ͏͏͏͏͏͏͏͏͏͏͏͏͏͏͏͏͏͏͏͏͏͏͏͏͏͏͏ 
㸴㸬ࡢ㓄ྜኚ ≀⌮Ꮫⓗኚ  ͏͏͏͏͏͏͏͏͏͏͏͏͏͏͏͏͏͏͏͏͏͏͏ 
㸵㸬ΰධࡍࡿྍ⬟ᛶࡢ࠶ࡿዃ㞧≀ ͏͏͏͏͏͏͏͏͏͏͏͏͏͏͏͏͏͏͏͏͏͏͏͏͏͏ 
㸶㸬⁐ฟヨ㦂 ͏͏͏͏͏͏͏͏͏͏͏͏͏͏͏͏͏͏͏͏͏͏͏͏͏͏͏͏͏͏͏͏͏͏͏ 
㸷㸬⏕≀Ꮫⓗヨ㦂ἲ ͏͏͏͏͏͏͏͏͏͏͏͏͏͏͏͏͏͏͏͏͏͏͏͏͏͏͏͏͏͏͏͏ 
㸯㸮㸬〇୰ࡢ᭷ຠᡂศࡢ☜ㄆヨ㦂ἲ ͏͏͏͏͏͏͏͏͏͏͏͏͏͏͏͏͏͏͏͏͏͏͏͏ 
㸯㸯㸬〇୰ࡢ᭷ຠᡂศࡢᐃ㔞ἲ ͏͏͏͏͏͏͏͏͏͏͏͏͏͏͏͏͏͏͏͏͏͏͏͏͏͏ 
㸯㸰㸬ຊ౯ ͏͏͏͏͏͏͏͏͏͏͏͏͏͏͏͏͏͏͏͏͏͏͏͏͏͏͏͏͏͏͏͏͏͏͏͏ 
㸯㸱㸬ᐜჾࡢᮦ㉁ ͏͏͏͏͏͏͏͏͏͏͏͏͏͏͏͏͏͏͏͏͏͏͏͏͏͏͏͏͏͏͏͏͏ 
㸯㸲㸬ࡑࡢ ͏͏͏͏͏͏͏͏͏͏͏͏͏͏͏͏͏͏͏͏͏͏͏͏͏͏͏͏͏͏͏͏͏͏͏ 


㹔㸬⒪㛵ࡍࡿ㡯┠
㸯㸬ຠ⬟ཪࡣຠᯝ ͏͏͏͏͏͏͏͏͏͏͏͏͏͏͏͏͏͏͏͏͏͏͏͏͏͏͏͏͏͏͏͏͏ 
㸰㸬⏝ἲཬࡧᐜ㔞 ͏͏͏͏͏͏͏͏͏͏͏͏͏͏͏͏͏͏͏͏͏͏͏͏͏͏͏͏͏͏͏͏͏ 
㸱㸬⮫ᗋᡂ⦼
㸦㸯㸧⮫ᗋຠᯝ ͏͏͏͏͏͏͏͏͏͏͏͏͏͏͏͏͏͏͏͏͏͏͏͏͏͏͏͏͏͏͏͏͏͏ 
㸦㸰㸧⮫ᗋ⸆⌮ヨ㦂㸸ᚸᐜヨ㦂 ͏͏͏͏͏͏͏͏͏͏͏͏͏͏͏͏͏͏͏͏͏͏͏͏͏͏͏ 
㸦㸱㸧᥈⣴ⓗヨ㦂㸸⏝㔞ᛂ᥈⣴ヨ㦂 ͏͏͏͏͏͏͏͏͏͏͏͏͏͏͏͏͏͏͏͏͏͏͏͏ 
㸦㸲㸧᳨ドⓗヨ㦂
㸯㸧↓సⅭᖹ⾜⏝㔞ᛂヨ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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Ṛஸ➼ࡢ㔜⠜࡞㌿ᖐ⮳ࡿࡶሗ࿌ࡉࢀ࡚࠸ࡿࡢ࡛ࠊᢞ㛤ጞᚋ



ᑡ࡞ࡃࡶ㸴ࣨ᭶㛫ࡣᚲࡎࠊᐃᮇⓗ⫢ᶵ⬟᳨ᰝࢆ⾜࠺ࡇࠋࡲ



ࡓࠊᝈ⪅ࡢ≧ែࢆ༑ศほᐹࡋࠊ⫢ᶵ⬟᳨ᰝ್ࡢ␗ᖖࠊ㯤⑇ࡀㄆࡵ



ࡽࢀࡓሙྜࡣᢞࢆ୰Ṇࡋࠊ㐺ษ࡞ฎ⨨ࢆ⾜࠺ࡇࠋ



㸦㸰㸧స⏝ࡋ࡚⫢㞀ᐖࡀⓎ⏕ࡍࡿሙྜࡀ࠶ࡿࡇࢆ࠶ࡽࡌࡵᝈ



⪅ㄝ᫂ࡍࡿࡶࠊ㣗ḧࠊᝏᚰ࣭ྤࠊ㌟ᛰឤࠊ⭡



③ࠊୗ⑩ࠊⓎ⇕ࠊᒀ⃰ᰁࠊ║⌫⤖⭷㯤ᰁ➼ࡀ࠶ࡽࢃࢀࡓሙྜࡣࠊ



ᮏࡢ᭹⏝ࢆ୰Ṇࡋࠊ┤ࡕཷデࡍࡿࡼ࠺ᝈ⪅ὀពࢆ⾜࠺ࡇ



ࠋ



㸰㸬⚗ᚷෆᐜࡑࡢ⌮⏤

㸦㸯㸧⫢㞀ᐖࡢ࠶ࡿᝈ⪅ࠝ⫢㞀ᐖࢆᝏࡉࡏࡿ࠾ࡑࢀࡀ࠶ࡿࠋࠞ



㸦㸰㸧⭈⤖▼ࢆక࠺ᝈ⪅ࠊ㧗ᗘࡢ⭈ᶵ⬟㞀ᐖࡢ࠶ࡿᝈ⪅ࠝᒀ୰ᒀ㓟



ἥ㔞ࡢቑࡼࡾࠊࡇࢀࡽࡢ≧ࢆᝏࡉࡏࡿ࠾ࡑࢀࡀ࠶ࡿࠋࡲ



ࡓࠊຠᯝࡀᮇᚅ࡛ࡁ࡞࠸ࡇࡀ࠶ࡿࠋࠞ
㸦㸱㸧ዷ፬ཪࡣዷፎࡋ࡚࠸ࡿྍ⬟ᛶࡢ࠶ࡿ፬ே㸦ࠕዷ፬ࠊ⏘፬ࠊᤵங



፬➼ࡢᢞࠖࡢ㡯ཧ↷㸧



㸦㸲㸧ᮏࡢᡂศᑐࡋ㐣ᩄࡢ᪤ Ṕࡢ࠶ࡿᝈ⪅






㸱㸬ຠ⬟࣭ຠᯝ㛵㐃ࡍࡿ

⌧Ⅼ࡛ࡣヱᙜࡋ࡞࠸

⏝ୖࡢὀពࡑࡢ⌮⏤







㸲㸬⏝ἲ࣭⏝㔞㛵㐃ࡍࡿ

⌧Ⅼ࡛ࡣヱᙜࡋ࡞࠸

⏝ୖࡢὀពࡑࡢ⌮⏤







㸳㸬ៅ㔜ᢞෆᐜࡑࡢ⌮⏤

⌧Ⅼ࡛ࡣヱᙜࡋ࡞࠸





㸴㸬㔜せ࡞ᇶᮏⓗ㡯ࡑࡢ 㸦㸯㸧ᢞ㛤ጞ๓⫢ᶵ⬟᳨ᰝࢆᐇࡋࠊ⫢㞀ᐖࡢ࡞࠸ࡇࢆ☜ㄆࡍ
⌮⏤࠾ࡼࡧฎ⨨᪉ἲ

ࡿࡇࠋ㸦ࠕ⚗ᚷࠖࡢ㡯ཧ↷㸧ࠋ



㸦㸰㸧ᮏࡢᢞ࠶ࡓࡗ࡚ࡣࠊ㔜⠜࡞⫢㞀ᐖࡀᢞ㛤ጞ  ࣨ᭶



௨ෆⓎ⌧ࡋ࡚࠸ࡿࡢ࡛ࠊᢞ㛤ጞᚋᑡ࡞ࡃࡶ㸴ࣨ᭶㛫ࡣᚲࡎ



ᐃᮇⓗ࡞᳨ᰝࢆ⾜࠺ࡇࠋࡲࡓࠊᢞ㛤ጞᚋ  ࣨ᭶௨㝆ࡶᐃᮇⓗ



⫢ᶵ⬟᳨ᰝࢆ⾜࠺ࡇ㸦ࠕ㆙࿌ࠖࡢ㡯ཧ↷㸧ࠋ




㸦㸱㸧ᛴᛶ③㢼Ⓨసࡀ࠾ࡉࡲࡿࡲ࡛ࠊᮏࡢᢞࢆ㛤ጞࡋ࡞࠸ࡇࠋ








㸦㸲㸧ᮏࡢ⾑୰ᒀ㓟పୗస⏝ࡣⴭࡋࡃࠊᮏࡢᢞึᮇ③㢼Ⓨస



ࢆㄏⓎࡍࡿࡇࡀ࠶ࡿࠋ



㸦㸳㸧ᒀࡀ㓟ᛶࡢሙྜࠊᝈ⪅ᒀ㓟⤖▼ཬࡧࡇࢀ⏤᮶ࡍࡿ⾑ᒀࠊ⭈



③➼ࡢ≧ࢆ㉳ࡇࡋࡸࡍ࠸ࡢ࡛ࠊࡇࢀࢆ㜵ṆࡍࡿࡓࡵࠊỈศࡢ



ᦤྲྀࡼࡿᒀ㔞ࡢቑຍཬࡧᒀࡢࣝ࢝ࣜࢆࡣࡿࡇࠋ




࡞࠾ࠊࡇࡢሙྜࡣࠊᝈ⪅ࡢ㓟࣭ሷᇶᖹ⾮ὀពࡍࡿࡇࠋ


㸵㸬┦స⏝



㸦㸯㸧ే⏝⚗ᚷࡑࡢ⌮⏤

⌧Ⅼ࡛ࡣヱᙜࡋ࡞࠸





㸦㸰㸧ే⏝ὀពࡑࡢ⌮⏤

ᮏࡣࠊࡋ࡚⫢௦ㅰ㓝⣲ &<3& ࡼࡗ࡚௦ㅰࡉࢀࡿࠋࡲࡓࠊ&<3&



ࡢ㜼ᐖస⏝ࢆࡶࡘࠋ



⸆ྡ➼

⮫ᗋ≧࣭ᥐ⨨᪉ἲ

ᶵᗎ㺃༴㝤ᅉᏊ

ࢡ࣐ࣜࣥ⣔ᢠจ⾑⸆
࣡ࣝࣇࣜࣥ

ࢡ࣐ࣜࣥ⣔ᢠจ⾑⸆ࡢస⏝
ࢆቑᙉࡍࡿࡇࡀ࠶ࡿࡢ࡛ࠊ
ࣉࣟࢺࣟࣥࣅࣥ㛫ࢆ ᐃ
ࡍࡿ࡞ほᐹࢆ༑ศ⾜࠸ࠊ
ὀពࡍࡿࡇࠋ

ᮏࡣࠊ&<3& ࢆ㜼ᐖࡍࡿࡓ
ࡵࠊ&<3& ࡼࡗ࡚௦ㅰࡉࢀ
ࡿࢡ࣐ࣜ ࣥ⣔ᢠจ⾑⸆ࡢ ⾑
୰⃰ᗘࢆ ୖ᪼ࡉࡏࡿ ࡞ ࡢ
ᶵᗎࡀ⪃࠼ࡽࢀࡿࠋ

ᢠ⤖᰾⸆
ࣆࣛࢪࢼ࣑ࢻ

ᮏࡢຠᯝࡀῶᙅࡍࡿࡇ
ࡀ࠶ࡿࠋ

ࣆࣛࢪ ࢼ࣑ࢻࡀ⭈ᒀ⣽⟶ 
࠾ࡅࡿᒀ 㓟ࡢศἪࢆᢚไ ࡍ
ࡿࡇࡀ▱ࡽࢀ࡚࠸ࡿࡓࡵࠊ
ᮏࡢຠ ᯝࡀῶᙅࡍࡿࡇ 
ࡀ⪃࠼ࡽࢀࡿࠋ

ࢧࣝࢳࣝ㓟〇
ࢫࣆࣜࣥ

ᮏࡢຠᯝࡀῶᙅࡍࡿࡇ
ࡀ࠶ࡿࠋ

ࢧࣝࢳ ࣝ㓟〇ࡣᒀ㓟ࡢ 
ἥࢆᢚไ ࡍࡿࡇࡀ▱ࡽ ࢀ
࡚࠸ࡿࡓࡵࠊᮏࡢຠᯝࡀῶ
ᙅࡍࡿࡇࡀ⪃࠼ࡽࢀࡿࠋ













㸶㸬స⏝



㸦㸯㸧స⏝ࡢᴫせ

ᮏࡣࠊ⏝ᡂ⦼ㄪᰝ➼ࡢస⏝Ⓨ⌧㢖ᗘࡀ᫂☜࡞ࡿㄪᰝࢆᐇࡋ



࡚࠸࡞࠸ࠋ
㸯㸧㔜࡞స⏝ึᮇ 㸦㸧㔜⠜࡞⫢㞀ᐖ
≧

⫢⅖➼ࡢ㔜⠜࡞⫢㞀ᐖࠊ㯤⑇ࡀ࠶ࡽࢃࢀࡿࡇࡀ࠶ࡿࡢ࡛ࠊᐃ



ᮇⓗ⫢ᶵ⬟᳨ᰝࢆ⾜࠺࡞ほᐹࢆ༑ศ⾜࠸ࠊ␗ᖖࡀㄆࡵࡽࢀࡓ



ሙྜࡣᢞࢆ୰Ṇࡋࠊ㐺ษ࡞ฎ⨨ࢆ⾜࠺ࡇࠋ㸦ࠕ㆙࿌ࠖࡢ㡯ཧ



↷㸧




















㸰㸧ࡑࡢࡢస⏝



㢖ᗘ᫂



㐣ᩄ㸨

ࡑ࠺ឤࠊⓎ⑈ࠊⶼ㯞⑈ࠊ㢦㠃Ⓨ㉥ࠊ⣚ᩬࠊග⥺㐣ᩄ



⫢⮚㸨

$67 *27 ࠊ$/7 *37 ࠊ$O3 ࡢୖ᪼ࠊ㯤⑇



ᾘჾ

⫶㒊ᛌឤࠊ⫶⭠㞀ᐖࠊୗ⑩ࠊ㌾౽ࠊ⬚ࡸࡅࠊ⫶③ࠊ⭡③ࠊᝏᚰࠊ
ཱྀෆࡢⲨࢀ

ࡑࡢ

ᾋ⭘ࠊᚰ❐㒊ᛌឤࠊ㢌③






㸨ࡇࡢᵝ࡞≧ࡀ࠶ࡽࢃࢀࡓሙྜࡣࠊᢞࢆ୰Ṇࡍࡿࡇࠋ



㸨ࡇࡢᵝ࡞≧ࡀ࠶ࡽࢃࢀࡓሙྜࡣᢞࢆ୰Ṇࡋࠊ㐺ษ࡞ฎ⨨ࢆ⾜࠺ࡇࠋ㸦ࠕ㆙
࿌ࠖࡢ㡯ཧ↷





㸦㸰㸧㡯┠ูస⏝Ⓨ⌧㢖ᗘ

ヱᙜ㈨ᩱ࡞ࡋ

࠾ࡼࡧ⮫ᗋ᳨ᰝ್␗ᖖ



୍ぴ







㸦㸱㸧ᇶ♏ᝈࠊྜేࠊ㔜

ヱᙜ㈨ᩱ࡞ࡋ

ᗘ࠾ࡼࡧᡭ⾡ࡢ᭷↓



➼⫼ᬒูࡢస⏝Ⓨ⌧



㢖ᗘ







㸦㸲㸧⸆≀ࣞࣝࢠ࣮ᑐࡍ

ヱᙜ㈨ᩱ࡞ࡋ

ࡿὀព࠾ࡼࡧヨ㦂ἲ







㸷㸬㧗㱋⪅ࡢᢞ

୍⯡㧗㱋⪅࡛ࡣ⏕⌮ᶵ⬟ࡀపୗࡋ࡚࠸ࡿࡢ࡛ῶ㔞ࡍࡿ࡞ὀពࡍ



ࡿࡇࠋ





㸬ዷ፬ࠊ⏘፬ࠊᤵங፬➼ 㸦㸯㸧ዷ፬ཪࡣዷፎࡋ࡚࠸ࡿྍ⬟ᛶࡢ࠶ࡿ፬ேࡣᢞࡋ࡞࠸ࡇࠋ
ࡢᢞ

ࠝື≀ᐇ㦂࡛ദወᙧస⏝ࡀሗ࿌ࡉࢀ࡚࠸ࡿࠋࠞ



㸦㸰㸧ᤵங୰ࡢ፬ேࡣᢞࡋ࡞࠸ࡇࡀᮃࡲࡋ࠸ࡀࠊࡸࡴࢆᚓࡎᢞ



ࡍࡿሙྜࡣᤵஙࢆ㑊ࡅࡉࡏࡿࡇࠋࠝᤵங୰ࡢᢞ㛵ࡍࡿ



Ᏻᛶࡣ☜❧ࡋ࡚࠸࡞࠸ࠋࠞ





㸬ᑠඣ➼ࡢᢞ

పฟ⏕య㔜ඣࠊ᪂⏕ඣࠊஙඣࠊᗂඣཪࡣᑠඣᑐࡍࡿᏳᛶࡣ☜❧ࡋ



࡚࠸࡞࠸㸦⏝⤒㦂ࡀᑡ࡞࠸㸧ࠋ





㸬⮫ᗋ᳨ᰝ⤖ᯝཬࡰࡍᙳ

ヱᙜ㈨ᩱ࡞ࡋ

㡪













㸬㐣㔞ᢞ

ヱᙜ㈨ᩱ࡞ࡋ





㸬㐺⏝ୖ࠾ࡼࡧ⸆

⌧Ⅼ࡛ࡣヱᙜࡋ࡞࠸

ࡢὀព㸦ᝈ⪅➼␃ពࡍ



ࡁᚲ㡲㡯➼㸧







㸬ࡑࡢࡢὀព

ࣛࢵࢺ㛗ᮇ㛫⤒ཱྀᢞࠝPJNJGD\㸦⮫ᗋ⏝㔞ࡢ⣙  ಸ㸧ࠊ



㐌㛫ࠞࡋࡓࡇࢁࠊ⫢⣽⬊⒴ࡀⓎ⏕ࡋࡓࡢሗ࿌ࡀ࠶ࡿࠋ





㸬ࡑࡢ





























,㹖㸬㠀⮫ᗋヨ㦂㛵ࡍࡿ㡯┠

㸯㸬୍⯡⸆⌮


ヱᙜ㈨ᩱ࡞ࡋ





㸰㸬ẘᛶ



㸦㸯㸧༢ᅇᢞẘᛶヨ㦂

ヱᙜ㈨ᩱ࡞ࡋ





㸦㸰㸧ᢞẘᛶヨ㦂

ヱᙜ㈨ᩱ࡞ࡋ





㸦㸱㸧⏕ṪⓎ⏕ẘᛶヨ㦂

ヱᙜ㈨ᩱ࡞ࡋ





㸦㸲㸧ࡑࡢࡢ≉Ṧẘᛶ

ヱᙜ㈨ᩱ࡞ࡋ









㹖㸬ྲྀࡾᢅ࠸ୖࡢὀព➼㛵ࡍࡿ㡯┠

㸯㸬᭷ຠᮇ㛫ࡲࡓࡣ⏝ᮇ㝈


 ᖺ㸦እ⟽⾲♧ࡢ⏝ᮇ㝈ෆ⏝ࡍࡿࡇࠋ
㸧





㸰㸬㈓ἲ࣭ಖᏑ᮲௳

ᐊ





㸱㸬⸆ྲྀᢅ࠸ୖࡢὀពⅬ

ᮏࡣฎ᪉⟢་⸆ရ࡛࠶ࡿࠋ㸦ὀព་ᖌ➼ࡢฎ᪉⟢ࡼࡾ⏝ࡍࡿ
ࡇ㸧




㸲㸬ᢎㄆ᮲௳

ࠊ㐽ගᐦ㛢ᐜჾಖᏑ

ヱᙜࡋ࡞࠸





㸳㸬ໟ

㸴㸬ྠ୍ᡂศ࣭ྠຠ⸆

+6 ໟ㸸㹥 ໟ
㹥 ໟ

ࣘࣜࣀ࣮࣒ 㫽ᒃ⸆ရ ➼





㸵㸬ᅜ㝿ㄌ⏕ᖺ᭶᪥

᫂





㸶㸬〇㐀࣭㍺ධᢎㄆᖺ᭶᪥࠾
ࡼࡧᢎㄆ␒ྕ


ᢎㄆᖺ᭶᪥㸸 ᖺ  ᭶  ᪥
ᢎㄆ␒ྕ㸸$0;


㸷㸬⸆౯ᇶ‽㍕ᖺ᭶᪥

 ᖺ  ᭶  ᪥





㸬ຠ⬟࣭ຠᯝ㏣ຍࠊ⏝ἲ࣭
⏝㔞ኚ᭦㏣ຍ➼ࡢᖺ᭶᪥
࠾ࡼࡧࡑࡢෆᐜ


ヱᙜࡋ࡞࠸




㸬ᑂᰝ⤖ᯝࠊホ౯⤖ᯝ
බ⾲ᖺ᭶᪥࠾ࡼࡧࡑࡢෆ
ᐜ


ヱᙜࡋ࡞࠸




㸬ᑂᰝᮇ㛫

ヱᙜࡋ࡞࠸





㸬㛗ᮇᢞࡢྍྰ



ᮏࡣࠊཌ⏕┬࿌♧➨  ྕ㸦ᖹᡂ  ᖺ  ᭶  ᪥㸧ࡼࡾ  ᅇ  ᪥
㛫ศᢞ⸆ࡀㄆࡵࡽࢀ࡚࠸ࡿࠋ


㸬ཌ⏕┬⸆౯ᇶ‽㍕་⸆
ရࢥ࣮ࢻ


&



㸬ಖ㝤⤥ୖࡢὀព

≉࡞ࡋ









㹖㹇㸬ᩥ⊩

㸬ᘬ⏝ᩥ⊩


㸯㸧ᑑ〇⸆ᰴᘧ♫♫ෆ㈨ᩱ



㸰㸧.UDPS5$(XURSHDQ-&OLQLFDO,QYHVWLJDWLRQ  



㸱㸧.UDPS5$DQG/HQLRU5$PHULFD-3K\VLRORJ\  



㸲㸧,DQ.LSSHQHWDO-3KDUPDFRO([S7KHU  



㸳㸧/HYLQVRQ'-HWDO$QQ5KHXP'LV  



㸴㸧/HYLQVRQ'-HWDO$P&OLQ/DE6FL  



㸵㸧ᑑ〇⸆ᰴᘧ♫♫ෆ㈨ᩱ





㸬ࡑࡢࡢཧ⪃ᩥ⊩

≉࡞ࡋ







㹖,,㸬ཧ⪃㈨ᩱ

㸬࡞እᅜ࡛ࡢⓎ≧ἣ


85,&29$&㸦ࢻࢶ㸧
'(685,&㸦ࣇࣛࣥࢫࠊ࣋ࣝࢠ࣮ࠊࢱࣜࠊࢫࢫࠊ࢜ࣛࣥࢲ㸧
0$;85,&㸦ࣝࢮࣥࢳࣥ㸧
0,185,&㸦༡ࣇࣜ࢝㸧
85,1250㸦ࢫ࣌ࣥ㸧





㹖,,,㸬ഛ⪃

ࡑࡢࡢ㛵㐃㈨ᩱ




≉࡞ࡋ









































〇㐀㈍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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