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ᖺ  ᭶ᨵゞ㸦➨  ∧㸧

᪥ᮏᶆ‽ၟရ␒ྕ





་⸆ရࣥࢱࣅ࣮ࣗࣇ࢛࣮࣒
᪥ᮏ㝔⸆ᖌࡢ㹇㹄グ㍕せ㡿  ‽ᣐࡋ࡚స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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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㸸ࣉࣟࢺ࣏ࣝࣇࣜࣥࢼࢺ࣒ࣜ࢘
ὒྡ㸸3URWRSRUSK\ULQ'LVRGLXP

᱁

୍

࣭
⯡

ྵ

〇 㐀 ㈍  ᢎ ㄆ ᖺ ᭶ ᪥
⸆౯ᇶ‽㍕࣭Ⓨᖺ᭶᪥

〇㐀㈍ᢎㄆᖺ᭶᪥㸸 ᖺ  ᭶  ᪥㸦㈍ྡኚ᭦ࡼࡿ㸧
⸆౯ᇶ‽㍕ᖺ᭶᪥㸸 ᖺ  ᭶  ᪥㸦㈍ྡኚ᭦ࡼࡿ㸧
Ⓨ  ᖺ ᭶ ᪥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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ᇶ࡙ࡁసᡂࡋࡓࠋ
᭱᪂ࡢῧᩥ᭩ሗࡣࠊ་⸆ရ་⒪ᶵჾሗᥦ౪࣮࣒࣮࣍࣌ࢪ KWWSZZZSPGDJRMS࡚ࡈ☜ㄆࡃ
ࡔ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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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ࢆࡋ
࡚ሗࢆ⿵ࡋ࡚ᑐฎࡋ࡚ࡁ࡚࠸ࡿࠋࡇࡢ㝿ᚲせ࡞ሗࢆ⥙⨶ⓗධᡭࡍࡿࡓࡵࡢሗࣜࢫࢺ
ࡋ࡚ࣥࢱࣅ࣮ࣗࣇ࢛࣮࣒ࡀㄌ⏕ࡋࡓࠋ
ᖺ᪥ᮏ㝔⸆ᖌ ௨ୗࠊ᪥⸆␎ࡍ Ꮫ⾡➨ᑠጤဨࡀࠕ་⸆ရࣥࢱࣅ࣮ࣗ
ࣇ࢛࣮࣒ࠖ ௨ୗࠊ,)␎ࡍ ࡢ⨨ࡅ୪ࡧ,)グ㍕ᵝᘧࢆ⟇ᐃࡋࡓࠋࡑࡢᚋࠊ་⒪ᚑ⪅ྥ
ࡅ୪ࡧᝈ⪅ྥࡅ་⸆ရሗࢽ࣮ࢬࡢኚࢆཷࡅ࡚ࠊᖹᡂᖺ᭶᪥⸆Ꮫ⾡➨ᑠጤဨ࠾
࠸࡚,)グ㍕せ㡿ࡢᨵゞࡀ⾜ࢃࢀࡓࠋ
᭦ᖺࡀ⤒㐣ࡋࡓ⌧ᅾࠊ་⸆ရሗࡢࡾᡭ࡛࠶ࡿ〇⸆ᴗࠊ࠸ᡭ࡛࠶ࡿ་⒪⌧ሙࡢ⸆ᖌࠊ
᪉ࡗ࡚⸆࣭་⒪⎔ቃࡣࡁࡃኚࡋࡓࡇࢆཷࡅ࡚ࠊᖹᡂᖺ᭶᪥⸆་⸆ሗጤဨ
࠾࠸࡚᪂ࡓ࡞,)グ㍕せ㡿ࡀ⟇ᐃࡉࢀࡓࠋ

,)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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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ࡢグ㍕㡯ࡣ࡞ࡽ࡞࠸ࠋゝ࠸࠼ࡿࠊ〇⸆ᴗ
ࡽᥦ౪ࡉࢀࡓ,)ࡣࠊ⸆ᖌ⮬ࡽࡀホ౯ุ࣭᩿࣭⮫ᗋ㐺ᛂࡍࡿࡶࠊᚲせ࡞⿵ࢆࡍࡿࡶࡢ
࠸࠺ㄆ㆑ࢆᣢࡘࡇࢆ๓ᥦࡋ࡚࠸ࡿࠋ
>,)ࡢᵝᘧ@
ձつ᱁ࡣ$ุࠊᶓ᭩ࡁࡋࠊཎ๎ࡋ࡚࣏ࣥࢺ௨ୖࡢᏐయ㸦ᅗ⾲ࡣ㝖ࡃ㸧࡛グ㍕ࡋࠊ୍Ⰽๅ
ࡾࡍࡿࠋࡓࡔࡋࠊῧᩥ᭩࡛㉥ᯟ࣭㉥Ꮠࢆ⏝࠸ࡓሙྜࡣࠊ㟁Ꮚ፹య࡛ࡣࡇࢀᚑ࠺ࡢࡶࡍ
ࡿ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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ࡍࡿ
ࡶࡢࡋ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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ࡼࡾసᡂ
ࡉࢀࡓ,)ࡣࠊ㟁Ꮚ፹య࡛ࡢᥦ౪ࢆᇶᮏࡋࠊᚲせᛂࡌ࡚⸆ᖌࡀ㟁Ꮚ፹య㸦3')㸧ࡽ༳ๅ
ࡋ࡚⏝ࡍࡿࠋᴗ࡛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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ᛂ
ࡢᣑ➼ࡀ࡞ࡉࢀࠊグ㍕ࡍࡁෆᐜࡀࡁࡃኚࢃࡗࡓሙྜࡣ,)ࡀᨵゞࡉࢀࡿࠋ

,)ࡢ⏝࠶ࡓࡗ࡚
ࠕ,)グ㍕せ㡿ࠖ࠾࠸࡚ࡣࠊᚑ᮶ࡢ05ࡼࡿ⣬፹య࡛ࡢᥦ౪᭰࠼ࠊ3')ࣇࣝ
ࡼࡿ㟁Ꮚ፹య࡛ࡢᥦ౪ࢆᇶᮏࡋ࡚࠸ࡿࠋሗࢆ⏝ࡍࡿ⸆ᖌࡣࠊ㟁Ꮚ፹యࡽ༳ๅࡋ࡚⏝ࡍࡿ
ࡇࡀཎ๎࡛ࠊ་⒪ᶵ㛵࡛ࡢ,7⎔ቃࡼࡗ࡚ࡣᚲせᛂࡌ࡚05༳ๅ≀࡛ࡢᥦ౪ࢆ౫㢗ࡋ࡚ࡶࡼ
࠸ࡇࡋࡓࠋ
㟁Ꮚ፹యࡢ,)ࡘ࠸࡚ࡣࠊ་⸆ရ་⒪ᶵჾ⥲ྜᶵᵓࡢ་⸆ရ་⒪ᶵჾሗᥦ౪࣮࣒࣮࣍࣌ࢪ
ᥖ㍕ሙᡤࡀタᐃࡉࢀ࡚࠸ࡿࠋ
〇⸆ᴗࡣࠕ་⸆ရࣥࢱࣅ࣮ࣗࣇ࢛࣮࣒సᡂࡢᡭᘬࡁࠖᚑࡗ࡚సᡂ࣭ᥦ౪ࡍࡿࡀࠊ,)ࡢཎⅬ
ࢆ㋃ࡲ࠼ࠊ་⒪⌧ሙ㊊ࡋ࡚࠸ࡿሗࡸ,)సᡂグ㍕ࡋ㞴࠸ሗ➼ࡘ࠸࡚ࡣ〇⸆ᴗࡢ05
➼ࡢࣥࢱࣅ࣮ࣗࡼࡾ⸆ᖌ➼⮬ࡽࡀෆᐜࢆᐇࡉࡏࠊ,)ࡢ⏝ᛶࢆ㧗ࡵࡿᚲせࡀ࠶ࡿࠋࡲࡓࠊ
㝶ᨵゞࡉࢀࡿ⏝ୖࡢὀព➼㛵ࡍࡿ㡯㛵ࡋ࡚ࡣࠊ,)ࡀᨵゞࡉࢀࡿࡲ࡛ࡢ㛫ࡣࠊᙜヱ་⸆ရ
ࡢ〇⸆ᴗࡀᥦ౪ࡍࡿῧᩥ᭩ࡸ࠾▱ࡽࡏᩥ᭩➼ࠊ࠶ࡿ࠸ࡣ་⸆ရ་⒪ᶵჾሗ㓄ಙࢧ࣮ࣅࢫ➼ࡼ
ࡾ⸆ᖌ➼⮬ࡽࡀᩚഛࡍࡿࡶ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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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㝿ࡋ࡚ࡢ␃ព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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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ࡣ᪥⸆ࡢグ㍕せ㡿ࢆཷࡅ࡚ࠊᙜヱ་⸆ရࡢ〇⸆
ᴗࡀసᡂ࣭ᥦ౪ࡍࡿࡶ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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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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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グྕ␒ྕ ͏͏͏͏͏͏͏͏͏͏͏͏͏͏͏͏͏͏͏͏͏͏͏͏͏͏͏ 
㸵㸬㹁㸿㹑Ⓩ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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