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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事長

序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為因應社會環境與經濟局勢快速變遷，致力於整體
都市景觀風貌的型塑，於擬訂或修訂都市計畫及辦理都市更新時，與時俱進的
發佈許多相關法令，以符合都市發展的需求。因此如何使相關專業團體及大眾
迅速獲得資訊，以成為當務之急。
承蒙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與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合作，整理常用法令編印
成彙編，以供相關專業團體及大眾使用，尤其本彙編內容尚包含諸多解釋函令，
使得申請案件因法令更加透明得以縮短時程，提升行政效率。
值得更感謝的是，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擬於每年辦理法令說明會，公布
及說明新、修訂之法令及相關解釋函令，以利相關專業團體及大眾參考及遵守，
在此謹代表公會對該局表達深深的謝意。
法令彙編的完成，首先感謝本會城鄉都市計畫委員會張啟明主委、黃文政
副主委及各位委員通力合作，在此謹代表公會致上十二萬分之謝意。其次感謝
所有理事、監事的支持，讓本彙編順利付梓，除有助於開業建築師之執業外，
希冀對其他相關專業團體及大眾有所助益。

新北市建築師公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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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ġ ѱीฝ!ݤ
ύ҇୯ΒΜΖԃϤДΖВ୯҇ࡹ۬ϦѲ!
ύ҇୯ϖΜΟԃΐДВᕴзঅ҅ϦѲ!
ύ҇୯ϤΜΒԃΐДϤВᕴзঅ҅ϦѲ!
ύ҇୯ΎΜΎԃΎДΜϖВᕴзঅ҅ϦѲ!
ύ҇୯ΒΜΖԃϤДΖВ୯҇ࡹ۬ۓڋϦѲӄЎΟΜΒచ!
ύ҇୯ϖΜΟԃΐДВᕴзঅ҅ϦѲӄЎϤΜΐచ!
ύ҇୯ϤΜΒԃΐДϤВᕴзঅ҅ϦѲӄЎΖΜΎచ!
ύ҇୯ΎΜΎԃΎДΜϖВᕴзঅ҅ϦѲಃѤΜΐచԿಃϖΜచǹ٠ቚुಃϖΜచϐ!
ύ҇୯ΖΜΐԃДΒΜϤВᕴᕴကӷಃΖΐɄɄɄΎΟΐɄဦзঅ҅ಃΎΜΐచϷΖΜచ!
ύ҇୯ΐΜԃϖДΜϖВᕴᕴကӷಃɄΐɄɄɄΐϖϤΟɄဦзቚुಃΒΜΎచϐΒǹ٠অ҅ಃΜΐచǵಃΒΜΟచ
ϷಃΒΜϤచ!
ύ҇୯ΐΜԃΜΒДΜВᕴᕴကӷಃɄΐɄɄΒΟΐɄϤɄဦзቚुಃΒΜΎచϐǵಃϖΜచϐΒϷಃΖΜΟచ
ϐచЎǹ٠অ҅ಃѤచǵಃΜచǵಃΜచǵಃΜΟచǵಃΜѤచǵಃΜΖచǵಃΒΜచǵಃΒΜచǵಃΒΜϖచǵಃΒΜΎ
చǵಃΒΜΐచǵಃΟΜచǵಃΟΜΐచǵಃѤΜచǵಃϤΜѤచǵಃϤΜΎచǵಃΎΜచǵಃΎΜΎచԿಃΎΜΐచǵಃΖ
ΜచǵಃΖΜΒచǵಃΖΜϖచϷಃΖΜϤచచЎ)ύ҇୯ΐΜԃΜΒДΜВঅ҅ϦѲϐѱीฝݤಃϖΜచϐΒǴۓԾ
ύ҇୯ΐΜΟԃΟДВࡼՉǶ!
ύ҇୯ΐΜΖԃДΎВᕴᕴကӷಃɄΐΎɄɄΒΖΖϤဦзঅ҅ϦѲಃΖΜΟచϐచЎ!
ύ҇୯ΐΜΐԃϖДΜΐВᕴᕴကӷಃ!1::11234282!ဦзঅ҅ϦѲಃ!95!చచЎ!
!

ಃക! ᕴ߾!
ಃచ! ࣁׯ๓ۚ҇ғࢲᕉნǴ٠ߦѱǵᙼǵໂຉԖीฝϐ֡ᑽวǴۓڋҁݤǶ!
ಃΒచ! ѱीฝ٩ҁݤϐೕۓǹҁݤ҂ೕޣۓǴҔځдࡓݤϐೕۓǶ!
ಃΟచ! ҁ܌ݤᆀϐѱीฝǴ߯ࡰӧۓӦϣԖᜢѱғࢲϐᔮǵҬ೯ǵፁғǵ
ߥӼǵ୯ٛǵЎ௲ǵநख़ाࡼǴբԖीฝϐวǴ٠ჹβӦ٬Ҕբӝ
ϐೕჄԶقǶ!
ಃѤచ! ҁݤϐЬᆅᐒᜢǺӧύѧࣁϣࡹǹӧޔᗄѱࣁޔᗄѱࡹ۬ǹӧᑜȐѱȑȐֽ
ȑࣁᑜȐѱȑȐֽȑࡹ۬Ƕ!
ಃϖచ! ѱीฝᔈ٩ᏵӧϷࡽ۳ݩǴ٠ႣीΒΜϖԃϣϐวۓुϐǶ!
ಃϤచ! ޔᗄѱϷᑜȐѱȑȐֽȑࡹ۬ჹܭѱीฝጄൎϣϐβӦǴளज़ځڋ٬ҔΓࣁ
֫ᛖѱीฝϐ٬ҔǶ!
ಃΎచ! ҁݤҔᇟۓကӵѰǺ!
ǵЬाीฝǺ߯ࡰ٩ಃΜϖచۓ܌ϐЬाीฝਜϷЬाीฝკǴբࣁᔕۓಒ
ीฝϐྗ߾Ƕ!
ΒǵಒीฝǺ߯ࡰ٩ಃΒΜΒచϐೕࣁ܌ۓϐಒीฝਜϷಒीฝკǴբ
ࣁჴࡼѱीฝϐ٩ᏵǶ!
Οǵѱीฝ٣Ǻ߯ࡰ٩ҁݤೕ܌ۓᖐᒤϐϦӅࡼǵཥѱࡌǵᙑѱ
׳ཥჴ፦ࡌϐ٣Ƕ!
ѤǵᓬӃวǺ߯ࡰႣीӧΜԃϣǴѸᓬӃೕჄǵࡌวϐѱीฝӦ
Ƕ!
ϖǵཥѱࡌǺ߯ࡰࡌᑐีނϿǴۘ҂٩ྣѱीฝჴࡼࡌวϐӦǶ!
Ϥǵᙑѱ׳ཥǺ߯ࡰᙑԖࡌᑐނஏǴ྾႟ઇᙑǴԖᛖᢀᘳǴቹៜϦӅӼӄ
ǴѸܨନख़ࡌǴ൩Ӧࡌ܈ձуаᆢៈϐӦǶ!
ಃΖచ! ѱीฝϐᔕۓǵᡂ׳Ǵ٩ҁۓ܌ݤϐำࣁׇϐ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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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ക! ѱीฝϐᔕۓǵᡂ׳ǵวѲϷჴࡼ!
ಃΐచ! ѱीฝϩࣁѰӈΟᅿǺ!
ǵѱȐᙼȑीฝǶ!
ΒǵໂຉीฝǶ!
ΟǵۓीฝǶ!
ಃΜచ! ѰӈӚӦБᔈᔕۓѱȐᙼȑीฝǺ!
ǵ२ǵޔᗄѱǶ!
Βǵ࣪ǵѱǶ!
ΟǵᑜȐֽȑࡹ۬܌ӧӦϷᑜᗄѱǶ!
ѤǵᙼǶ!
ϖǵځдϣࡹ܈ᑜȐѱȑȐֽȑࡹ۬ࡰۓᔈ٩ҁݤᔕۓѱȐᙼȑीฝϐӦ
Ƕ!
ಃΜచ! ѰӈӚӦБᔈᔕۓໂຉीฝǺ!
ǵໂϦ܌܌ӧӦǶ!
ΒǵΓαۚϖԃςၲΟίǴԶӧന߈ϖԃϣςቚуΟϩϐаϐӦ
Ƕ!
ΟǵΓαۚၲΟίǴԶځύπΓαэ൩ᕴΓαԭϩϐϖΜаϐӦ
Ƕ!
ѤǵځдᑜȐֽȑࡹ۬ࡰۓᔈ٩ҁݤᔕۓໂຉीฝϐӦǶ!

ಃΜΒచ! ࣁวπߥࣁ܈ᓬऍ॥ඳ܈ӢځдҞޑԶჄۓϐۓӦǴᔈᔕۓ!!!!!!!!!!!!ۓ
!!!!!!!!!!ीฝǶ!
ಃΜΟచ! ѱीฝҗӚભӦБࡹ۬܈ໂǵᙼǵᑜᗄѱϦ܌٩ѰӈϐೕۓᔕۓϐǺ!
ǵѱीฝҗޔᗄѱǵѱࡹ۬ᔕۓǴᙼǵᑜᗄѱीฝϷໂຉीฝϩձҗᙼǵ
ᑜᗄѱǵໂϦ܌ᔕۓǴѸाਔளҗᑜȐֽȑࡹ۬ᔕۓϐǶ!
Βǵۓीฝҗ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ᔕۓϐǶ!
Οǵ࣬ᎃௗϐՉࡹӦǴளҗԖᜢՉࡹൂՏϐӕཀǴӕᔕۓᖄӝѱीฝ
Ƕՠځጄൎ҂ၻຫ࣪ნ܈ᑜȐֽȑნޣǴளҗᑜȐֽȑࡹ۬ᔕۓϐǶ!
ಃΜѤచ! ۓीฝǴѸाਔளҗϣࡹुۓϐǶ!
!!!!!!!!!!ϣࡹ܈ᑜȐѱȑȐֽȑࡹ۬ࡰۓᔈᔕۓϐѱȐᙼȑीฝ܈ໂຉीฝǴѸ
ाਔளҗᑜȐѱȑȐֽȑࡹ۬ᔕۓϐǶ!
ಃΜϖచ! ѱᙼीฝᔈӃᔕۓЬाीฝਜǴ٠ຎځჴሞǴ൩Ѱӈ٣ϩձ߄ܴϐǺ!
ǵӦԾฅǵޗϷᔮݩރϐፓᆶϩǶ!
ΒǵՉࡹୱϷीฝӦጄൎǶ!
ΟǵΓαϐԋߏǵϩѲǵಔԋǵीฝԃයϣΓαᆶᔮวϐीǶ!
ѤǵՐӻǵǵπϷځдβӦ٬ҔϐଛǶ!
ϖǵӜയǵђᙬϷڀԖइ܈܄ۺ᛬ೌሽॶᔈϒߥӸϐࡌᑐǶ!
ϤǵЬाၰၡϷځдϦၮᒡسǶ!
ΎǵЬाΠНၰس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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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ǵᏢਠҔӦǵεࠠϦ༜ǵץวѱϷٮբӄीฝӦጄൎ٬ҔϐϦӅ
ࡼҔӦǶ!
ΐǵჴࡼࡋϷǶ!
Μǵځдᔈу߄ܴϐ٣Ƕ!
ЬाीฝਜǴନҔЎӷǵკ߄ᇥܴѦǴᔈߕЬाीฝკǴځКٯЁόள
λܭϩϐǹځჴࡼࡋаϖԃࣁයǴനߏόளຬၸΒΜϖԃǶ!
ಃΜϤచ! ໂຉीฝϷۓीฝϐЬाीฝ܌ᔈ߄ܴ٣ǴளຎჴሞሡाǴୖྣచ
ಃೕۓ٣ӄ܈ϒаᙁϯǴ٠ளᆶಒीฝӝٳᔕۓϐǶ!
ಃΜΎచ! ಃΜϖచಃಃΐීۓ܌ϐჴࡼࡋǴᔈ൩ځीฝӦጄൎႣीϐวᖿ
༈ϷӦБΚǴुۓϩวᓬӃԛׇǶಃයวӦᔈܭЬाीฝวѲ
ჴࡼࡕǴനӭΒԃֹԋಒीฝǹ٠ܭಒीฝวѲࡕǴനӭϖԃֹԋϦӅ
ࡼǶځдӦᔈܭಃයวӦ໒ۈՉࡕǴԛಃुۓಒीฝࡌϐ
Ƕ!
!!!!!!!!!!҂วѲಒीฝӦǴᔈज़ࡌځڋᑐ٬ҔϷᡂ׳ӦǶՠЬाीฝวѲςၻ
ΒԃаǴԶૈዴࡌۓᑐጕ܈ЬाϦӅࡼςྣЬाीฝᑫࡌֹԋޣǴள٩
ԖᜢࡌᑐݤзϐೕۓǴҗЬᆅࡌᑐᐒᜢࡰࡌۓᑐጕǴਡวࡌᑐྣǶ!
ಃΜΖచ! ЬाीฝᔕࡕۓǴᔈӃଌҗ၀ᆅࡹ۬܈ໂǵᙼǵᑜᗄѱѱीฝہቩ
Ƕځ٩ಃΜΟచǵಃΜѤచೕۓҗϣࡹ܈ᑜȐѱȑȐֽȑࡹ۬ु܈ۓᔕۓ
ϐीฝǴᔈӃϩձቻԖᜢᑜȐѱȑȐֽȑࡹ۬ϷໂǵᙼǵᑜᗄѱϦ܌ϐཀ
ـǴаୖٮԵǶ!
ಃΜΐచ! ЬाीฝᔕࡕۓǴଌ၀ᆅࡹ۬ѱीฝہቩǴᔈܭӚ၀ޔᗄѱǵᑜ
ȐѱȑȐֽȑࡹ۬ϷໂǵᙼǵᑜᗄѱϦ܌Ϧ໒ំΟΜϺϷᖐՉᇥܴǴ٠
ᔈஒϦ໒ំϷᇥܴϐВයϷӦᗺฦൔޕڬǹҺՖϦ҇܈იᡏளܭϦ໒
ំය໔ϣǴаਜय़ၩܴۉӜ܈ӜᆀϷӦ֟Ǵӛ၀ᆅࡹ۬ගрཀـǴҗ၀ᆅࡹ
۬ѱीฝہϒаୖԵቩǴೱӕቩ่݀ϷЬाीฝٳൔፎϣࡹ
ਡۓϐǶ!
!!!!!!!!!!ϐቩǴӚભѱीฝہᔈܭϤΜϺϣֹԋǶՠਸޣǴځቩ
යज़ளϒߏۯǴߏۯаϤΜϺࣁज़Ƕ!
!!!!!!!!!!၀ᆅࡹ۬ѱीฝہቩঅ҅Ǵ܈ϣࡹࡰҢঅ҅ޣǴխӆϦ໒ំ
ϷᖐՉᇥܴǶ!
ಃΒΜచ! Ьाीฝᔈ٩ѰӈೕۓϩձቫൔਡۓϐǺ!
ǵ२ϐЬाीฝҗϣࡹਡۓǴᙯൔՉࡹଣഢਢǶ!
Βǵޔᗄѱǵ࣪ǵѱϐЬाीฝҗϣࡹਡۓǶ!
Οǵᑜࡹ۬܌ӧӦϷᑜᗄѱϐЬाीฝҗϣࡹਡۓǶ!
ѤǵᙼϷໂຉϐЬाीฝҗϣࡹਡۓǶ!
ϖǵۓीฝҗᑜȐѱȑȐֽȑࡹ۬ᔕޣۓǴҗϣࡹਡۓǹޔᗄѱࡹ۬
ᔕޣۓǴҗϣࡹਡۓǴᙯൔՉࡹଣഢਢǹϣࡹुޣۓǴൔՉࡹଣഢ
ਢ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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ЬाीฝӧୱीฝӦጄൎϣޣǴϣࡹӧु܈ۓਡۓǴᔈӃቻ၌Ӛ၀
ୱीฝᐒᄬϐཀـǶ!
ಃۓ܌ᔈൔፎഢਢϐЬाीฝǴߚϒഢਢǴόளวѲჴࡼǶՠഢਢ
ᐒᜢܭЎࡕډΟΜВϣόࣁցϐࡰҢޣǴຎࣁϒഢਢǶ!
ಃΒΜచ! Ьाीฝਡ܈ۓഢਢࡕǴ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ᔈܭௗډਡ!
܈ۓഢਢϦЎϐВଆΟΜВϣǴஒЬाीฝਜϷЬाीฝკวѲჴࡼǴ٠
ᔈஒวѲӦᗺϷВයฦൔޕڬǶ!
ϣࡹुۓϐۓीฝǴቫҬ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٩
ϐೕۓวѲჴࡼǶ!
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٩ಃೕۓϐයज़วѲޣǴϣࡹ
ளжࣁวѲϐǶ!
ಃΒΜΒచ! ಒीฝᔈаಒीฝਜϷಒीฝკ൩Ѱӈ٣߄ܴϐǺ!
ǵीฝӦጄൎǶ!
ΒǵۚՐஏࡋϷયΓαǶ!
ΟǵβӦ٬ҔϩᆅڋǶ!
Ѥǵ٣Ϸ୍ीฝǶ!
ϖǵၰၡسǶ!
ϤǵӦ܄ϐϦӅࡼҔӦǶ!
ΎǵځдǶ!
ಒीฝკКٯЁόளλܭίΒԭϩϐǶ!
ಃΒΜΟచ! ಒीฝᔕࡕۓǴନ٩ಃΜѤచೕۓҗϣࡹुۓǴϷ٩ಃΜϤచೕۓᆶ!
ЬाीฝӝٳᔕޣۓǴҗϣࡹਡۓჴࡼѦǴځᎩ֡җ၀ᆅޔᗄѱǵᑜȐ
ѱȑࡹ۬ਡۓჴࡼǶ!
ಒीฝਡۓϐቩচ߾ǴҗϣࡹۓϐǶ!
ಒीฝਡۓวѲჴࡼࡕǴᔈܭԃϣҥѱीฝኯǵीᆉ֤Ϸᒤ
ӦᝤϩപෳໆǴ٠ஒၰၡϷځдϦӅࡼҔӦǵβӦ٬Ҕϩϐࣚጕෳᛤ
ܭӦᝤკǴаٮϦ᎙ំ܈ҙፎᖵҁϐҔǶ!
ѱीฝኯϐෳۓǵᆅϷᆢៈ٣ϐᒤݤǴҗϣࡹۓϐǶ!
ಒीฝϐᔕۓǵቩǵϦ໒ំϷวѲჴࡼǴᔈϩձ٩ಃΜΎచಃ
ǵಃΜΖచǵಃΜΐచϷಃΒΜచೕۓᒤǶ!
ಃΒΜѤచ! βӦճᜢ߯ΓࣁߦځβӦճҔǴளଛӝӦϩวीฝǴԾՉᔕ!ۓ
܈ᡂ׳ಒीฝǴ٠ᔈߕڀ٣Ϸ୍ीฝǴҙፎӦޔᗄѱǵᑜȐѱȑ
Ȑֽȑࡹ۬܈ໂǵᙼǵᑜᗄѱϦ܌٩చೕۓᒤǶ!
ಃΒΜϖచ! βӦճᜢ߯ΓԾՉᔕ܈ۓҙፎᡂ׳ಒीฝǴᎁޔڙᗄѱǵᑜȐѱȑȐ!
ֽȑࡹ۬܈ໂǵᙼǵᑜᗄѱϦ๊ܔ܌ਔǴளϩձӛϣࡹ܈ᑜȐѱȑȐֽ
ȑࡹ۬ፎೀǹϣࡹ܈ᑜȐѱȑȐֽȑࡹ۬٩ݤೀࡕǴβӦճ
ᜢ߯Γόளӆග౦Ƕ!
ಃΒΜϤచ! ѱीฝวѲჴࡼࡕǴόளᒿਔҺཀᡂ׳ǶՠᔕۓीฝϐᐒᜢΟԃ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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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ԃϣԿϿᔈ೯ዬᔠԛǴ٩ᏵวݩǴ٠ୖԵΓ҇ࡌբѸाϐ
ᡂ׳ǶჹߚܭѸाϐϦӅࡼҔӦǴᔈᡂځ׳٬ҔǶ!
ѱीฝۓය೯ዬᔠϐᒤᐒᜢǵբБݤϷᔠ୷ྗ٣ϐჴ
ࡼᒤݤǴҗϣࡹۓϐǶ!
ಃΒΜΎచ! ѱीฝวѲჴࡼࡕǴၶԖѰӈ٣ϐਔǴӦޔᗄѱǵᑜȐѱȑȐ!
ֽȑࡹ۬܈ໂǵᙼǵᑜᗄѱϦ܌ǴᔈຎჴሞِݩՉᡂ׳Ǻ!
ǵӢᏯݾǵӦǵНؠǵ॥ؠǵОځ܈ؠдख़ε٣ᡂᎁڙཞᚯਔǶ!
Βǵࣁᗉխख़ε্ؠϐวғਔǶ!
Οǵࣁᔈ୯ٛ܈ᔮวϐሡाਔǶ!
Ѥǵࣁଛӝύѧǵޔᗄѱ܈ᑜȐѱȑᑫࡌϐख़εࡼਔǶ!
ѱीฝϐᡂ׳Ǵϣࡹ܈ᑜȐѱȑȐֽȑࡹ۬ளࡰۓӚ၀চᔕۓϐ
ᐒᜢज़යࣁϐǴѸाਔ٠ளࣁᡂ׳Ƕ!
ಃΒΜΎచ!!βӦճᜢ߯Γ٩ಃΒΜѤచೕۓԾՉᔕ܈ۓᡂ׳ಒीฝǴ܈ᔕۓी!
ϐ!!!!!!!!ฝᐒᜢ٩ಃΒΜϤచ܈ಃΒΜΎచೕۓᒤѱीฝᡂ׳ਔǴЬᆅᐒᜢள
ाβӦճᜢ߯Γග܈ٮਈᜄѱीฝᡂ׳ጄൎϣϐϦӅࡼҔӦǴё
ࡌᑐβӦǵኴӦ݈य़ᑈ܈ߎۓᚐϒ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
ໂǵᙼǵᑜᗄѱϦ܌Ƕ!
βӦճᜢ߯Γග܈ٮਈᜄϐҞǵКٯǵीᆉБԄǵբБݤǵᒤ
ำׇϷᔈഢਜҹ٣Ǵҗϣࡹܭቩೕጄ܈ೀচ߾ύۓϐǶ!
ಃΒΜΎచ!!ख़εၗ໒วਢҹǴੋϷѱीฝϐᔕۓǵᡂ׳Ǵ٩ݤᔈᒤᕉნቹៜຑ!
ϐΒ!!!!!!!!ǵჴࡼНβߥϐೀᆶᆢៈޣǴள௦ѳՉբБԄᒤǴѸाਔǴ٠
ளᖄӝբǴҗѱीฝЬᆅᐒᜢєᖄৢቩ،ϐǶ!
ख़εၗ໒วਢҹϐᇡۓǵᖄৢቩϐಔԋϷբำׇϐᒤݤǴ
җϣࡹύѧᕉნߥៈϷНβߥЬᆅᐒᜢۓϐǶ!
ಃΒΜΖచ! ЬाीฝϷಒीฝϐᡂ׳ǴځԖᜢቩǵϦ໒ំǵቫൔਡۓϷวѲჴ!
ࡼ٣Ǵᔈϩձ٩ྣಃΜΐచԿಃΒΜచϷಃΒΜΟచϐೕۓᒤǶ!
ಃΒΜΐచ! ϣࡹǵӚભӦБࡹ۬܈ໂǵᙼǵᑜᗄѱϦۓुࣁ܌ǵᔕ܈ۓᡂ׳ѱी!
ฝǴளࢴΓΕϦدβӦϣჴࡼ܈ෳໆǶՠԖൎምϐβӦǴ
ᔈ٣Ӄ೯܌ځޕԖΓ܈٬ҔΓǶ!
ࣁϐ܈ෳໆǴӵѸᎂ౽܈ନѐ၀βӦϐምᛖނਔǴᔈ٣Ӄ೯
܌ځޕԖΓ܈٬ҔΓǹ܌ځԖΓ܈٬ҔΓӢԶᎁڙϐཞѨǴᔈϒ
ϐံᓭǹံᓭߎᚐҗᚈБڐϐǴڐόԋǴҗӦޔᗄѱǵᑜȐѱȑȐ
ֽȑࡹ۬ڄፎϣࡹϒаਡۓǶ!
ಃΟΜచ! !ѱीฝӦጄൎϣǴϦҔ٣ϷځдϦӅࡼǴӦޔᗄѱǵᑜȐѱȑ
Ȑֽȑࡹ۬܈ໂǵᙼǵᑜᗄѱϦ܌ᇡࣁԖѸाਔǴளዛᓰدΓ܈იᡏၗ
ᒤǴ٠ԏڗۓҔǹځዛᓰᒤݤҗϣࡹޔ܈ᗄѱࡹ۬ۓϐǹԏ
୷ྗҗ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ۓϐǶ!
ϦӅࡼҔӦளբӭҞ٬ҔǴځҔӦᜪձǵ٬ҔҞǵచҹǵ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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БݤϷᒤำׇ٣ϐᒤݤǴҗϣࡹۓϐǶ!
ಃΟΜచ! ᕇၗᒤѱीฝ٣ϐدΓ܈იᡏӧ٣ԖѸाਔǴளҔಃΒ!
ΜΐచϐೕۓǶ!
ಃΟക! βӦ٬Ҕϩᆅ!ڋ
ಃΟΜΒచ! ѱीฝளჄۓՐӻǵǵπ٬ҔǴ٠ளຎჴሞݩǴჄځۓд!
٬Ҕ܈ۓҔǶ!
Ӛ٬ҔǴளຎჴሞሡाǴӆϒჄϩǴϩձϒаόӕำࡋϐ٬Ҕᆅڋ
Ƕ!
ಃΟΜΟచ! ѱीฝӦǴளຎӦ༈Ǵ٬Ҕै܈ݩ٣ӼӄϐሡाǴߥ੮ၭ!
Ӧ܈ߥៈǴ٠ज़ࡌځڋᑐ٬ҔǶ!
ಃΟΜѤచ! ՐӻࣁߥៈۚՐᕉნԶჄۓǴځβӦϷࡌᑐނϐ٬ҔǴόளԖᛖۚՐϐ
ჱᓉǵӼӄϷፁғǶ!
ಃΟΜϖచ! ࣁߦวԶჄۓǴځβӦϷࡌᑐނϐ٬ҔǴόளԖᛖϐ
ߡճǶ!
ಃΟΜϤచ! πࣁߦπวԶჄۓǴځβӦϷࡌᑐނǴаٮπ٬ҔࣁЬǹڀ
ԖӒᓀ܄ϷϦ্ϐπቷǴᔈձࡰۓπࡌᑐϐǶ!
ಃΟΜΎచ! ځдՉࡹǵЎ௲ǵ॥ඳ٬ҔϣβӦϷࡌᑐނǴаځٮೕۓҞޑϐ٬Ҕ
ࣁЬǶ!
ಃΟΜΖచ! ۓҔϣβӦϷࡌᑐނǴόளၴϸځۓҔϐ٬ҔǶ!
ಃΟΜΐచ! ჹܭѱीฝӚ٬ҔϷۓҔϣβӦϷࡌᑐނϐ٬Ҕǵ୷Ӧय़ᑈ܈
୷Ӧϣᔈߥ੮ޜӦϐКǵᑈǵ୷ӦϣࡕୁଣϐుࡋϷቨࡋǵଶً
ϷࡌᑐނϐଯࡋǴаϷԖᜢҬ೯ǵඳᢀ܈ٛО٣Ǵϣࡹޔ܈ᗄѱ
ࡹ۬ள٩ᏵӦБჴሞݩǴܭҁࡼݤՉಒ߾ύբѸाϐೕۓǶ!
ಃѤΜచ! !!ѱीฝวѲჴࡼࡕǴᔈ٩ࡌᑐݤϐೕۓǴჴࡼࡌᑐᆅǶ!
ಃѤΜచ! ѱीฝวѲჴࡼࡕǴځβӦচԖࡌᑐނόӝβӦ٬ҔϩೕޣۓǴନ
অᙄѦǴόளቚࡌࡌׯ܈Ƕ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ໂǵᙼ
ǵᑜᗄѱϦ܌ᇡԖѸाਔǴளཤଜӦБज़යзځᡂ׳٬Ҕ܈ᎂ౽ǹځ
Ӣᡂ׳٬Ҕ܈ᎂ౽ڙ܌ϐཞ্ǴᔈϒϐံᓭǴံᓭߎᚐҗᚈБڐϐ
ǹڐόԋǴҗ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ڄፎϣࡹϒаਡۓǶ!
ಃѤക! ϦӅࡼҔӦ!
ಃѤΜΒచ! ѱीฝӦጄൎϣǴᔈຎჴሞݩǴϩձѰӈϦӅࡼҔӦǺ!
ǵၰၡǵϦ༜ǵᆘӦǵቶǵูٽၯǵ҇Ҕૐޜઠǵଶً܌ǵݞ
ၰϷෝ୵ҔӦǶ!
ΒǵᏢਠǵޗ௲ᐒᄬǵᡏػ܌ǵѱǵᙴᕍፁғᐒᄬϷᐒᜢҔӦǶ!
ΟǵΠНၰǵແࡹǵႝߞǵᡂႝ܌ϷځдϦҔ٣ҔӦǶ!
ѤǵҁകೕۓϐځдϦӅࡼҔӦǶ!
ӚීϦӅࡼҔӦᔈᏃӃճҔϐϦԖβӦǶ!
ಃѤΜΟచ! ϦӅࡼҔӦǴᔈ൩ΓαǵβӦ٬ҔǵҬ೯ރϷ҂ٰวᖿ༈Ǵ،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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ځҞǵՏᆶय़ᑈǴаቚѱ҇ࢲϐߡճǴϷዴߥؼӳϐѱғࢲᕉ
ნǶ!
ಃѤΜѤచ! ၰၡسǵଶً܌ϷуݨઠǴᔈࡪβӦ٬ҔϩϷҬ೯ᆶႣයϐว
ଛϐǶ៓ၡǵϦၡ೯ၸჴࡼѱीฝϐୱޣǴᔈᗉխऀຫѱύЈ
Ƕ!
ಃѤΜϖచ! Ϧ༜ǵᡏػ܌ǵᆘӦǵቶϷูٽၯǴᔈ٩ीฝΓαஏࡋϷԾฅᕉ
ნǴբԖسϐѲǴନڀԖਸѦǴځ՞ҔβӦᕴय़ᑈόளϿܭӄ
ीฝय़ᑈԭϩϐΜǶ!
ಃѤΜϤచ! ύλᏢਠǵޗ௲܌ǵѱǵແࡹǵႝߞǵᡂႝ܌ǵፁғǵ܌ǵٛǵ
ٛޜϦӅࡼǴᔈࡪ᎘ᎃൂՏ҇ۚ܈ϩѲଛϐǶ!
ಃѤΜΎచ! ஓৌǵ֣ڱೀǵᘝሺᓔǵОရǵϦოǵԦНೀቷǵྡቷᔈ
ӧό֫ᛖѱวϷᎃ߈ۚ҇ϐӼӄǵӼჱᆶፁғϐচ߾ΠǴܭᜐጔ
ӦᗺϐǶ!
ಃѤΜΖచ! ٩ҁۓࡰݤϐϦӅࡼߥ੮ӦٮϦҔ٣ࡼϐҔޣǴҗӚ၀٣ᐒᄬ٩
ݤϒаቻԏ܈ᖼວǹځᎩҗ၀ᆅࡹ۬܈ໂǵᙼǵᑜᗄѱϦ܌٩ѰӈБԄڗ
ளϐǺ!
ǵቻԏǶ!
ΒǵࢤቻԏǶ!
ΟǵѱӦख़ჄǶ!
ಃѤΜΐచ! ٩ҁݤቻԏࢤ܈ቻԏϐϦӅࡼߥ੮ӦǴځӦሽံᓭаቻԏයࢦᎃߚ
ϦӅࡼߥ੮Ӧϐѳ֡ϦβӦॶࣁྗǴѸाਔளуԋံᓭϐǶՠуԋ
നଯаόຬၸԭϩϐѤΜࣁज़ǹځӦࡌᑐނؼׯϐံᓭаख़ࡌሽࣁྗ
Ƕ!
ϦӅࡼߥ੮ӦϐуԋံᓭྗǴҗӦޔᗄѱǵᑜȐѱȑӦሽຑ
ہܭຑԃයϦβӦॶਔຑϐǶ!
ಃϖΜచ! !ϦӅࡼߥ੮Ӧӧ҂ڗளǴளҙፎࣁᖏਔࡌᑐ٬ҔǶ!
ᖏਔࡌᑐϐճΓǴӦБࡹ۬೯ޕ໒៘ϦӅࡼ٠ज़යܨନӣൺচ
ރਔǴᔈԾՉคచҹܨନǹځόԾՉܨନޣǴϒаமܨڋନǶ!
ѱीฝϦӅࡼߥ੮Ӧᖏਔࡌᑐ٬ҔᒤݤǴҗϣࡹۓϐǶ!
ಃϖΜచ! !ϦӅࡼߥ੮ӦӢ٩ҁݤಃѤΜΐచಃቻԏڗளϐуԋံᓭǴխቻ!܌
ϐ!!!!!!!ளิǹӢᝩ܈܍ӢଛଽǵسޔՈᒃ໔ϐᜄᆶԶ౽ᙯޣǴխቻᒪౢิ܈ᜄᆶ
ิǶ!
ಃϖΜచ! !دԖϦӅࡼߥ੮ӦளҙፎᆶϦԖߚϦҔβӦᒤҬඤǴόڙβӦݤǵ୯!
ϐΒ!!!!!!!ԖౢݤϷӚભࡹ۬ౢᆅݤз࣬ᜢೕۓϐज़ڋǹჄၻΒΜϖԃ҂
ࡹ۬ڗளޣǴளᓬӃᒤҬඤǶ!
βӦҬඤϐጄൎǵᓬӃׇǵඤᆉБԄǵբБݤǵᒤำׇϷᔈഢ
ਜҹ٣ϐᒤݤǴҗϣࡹࡹۓϐǶ!
ҁచϐࡼՉВයǴҗՉࡹଣۓϐ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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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Μచ! ٩ҁۓࡰݤϐϦӅࡼߥ੮ӦǴόளࣁ֫ᛖۓࡰځҞޑϐ٬ҔǶՠளᝩុ
ࣁচٰϐ٬Ҕ֫ࣁׯ܈ᛖҞޑၨᇸϐ٬ҔǶ!
ಃϖΜΒచ! ѱीฝጄൎϣǴӚભࡹ۬ቻԏدԖβӦ܈ኘҔϦԖβӦǴόள֫ᛖӦ
ѱीฝǶϦԖβӦѸଛӝӦѱीฝϒаೀǴࣁځϦӅࡼҔӦ
ޣǴҗ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ໂǵᙼǵᑜᗄѱϦܭ܌ᑫঅϦ
ӅࡼਔǴ٩ݤᒤኘҔǹ၀ҔӦӵԖނؼׯਔǴᔈୖྣচԖࡂ܊ख़ࡌ
ሽံᓭϐǶ!
ಃϖΜΟచ! ᕇၗᒤѱीฝ٣ϐدΓ܈იᡏǴ܌ځሡҔϐϦӅࡼҔӦǴឦ
ܭϦԖޣǴளҙፎ၀ϦӦϐᆅᐒᜢચҔǹឦدܭԖԶคڐݤԏᖼޣǴ
ᔈഢִሽීǴҙፎ၀ᆅ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жࣁԏວϐǶ!
ಃϖΜѤచ! ٩చચҔϐϦԖβӦǴόளᙯચǶӵ၀دΓ܈იᡏคΚᔼ܈ၴङচਡ
ϐ٬ҔीฝǴ܈όᒥӺԖᜢݤзϐೕޣۓǴ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
۬ள೯ځޕϦԖβӦᆅᐒᜢջϒಖЗચҔǴќՉрચдΓᔼǴѸाਔ
٠ளௗᆅᔼǶՠჹځςԖࡼǴᔈྣၗౢख़ሽᚐϒаံᓭϐǶ!
ಃϖΜϖచ! 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жࣁԏວϐβӦǴӵԖ౽ᙯ܈ၴङচਡϐ
٬ҔीฝޣǴ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ԖࡪচሽᚐᓬӃԏວϐǶد
Γ܈იᡏ҂ևൔ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ਡԶᏰԾ౽ᙯޣǴځ౽
ᙯՉࣁόளჹޔלᗄѱǵᑜȐѱȑȐֽȑࡹ۬ϐᓬӃԏວǶ!
ಃϖΜϤచ! دΓ܈იᡏᑫঅֹԋϐϦӅࡼǴԾᜫஒ၀ϦӅࡼϷβӦਈࡹ۬ޣ
Ǵᔈฦࣁ၀ѱǵໂǵᙼǵᑜᗄѱ܌ԖǴ٠җӚ၀ѱǵໂǵᙼǵᑜᗄѱॄ
ೢᆢៈঅǴ٠ϒዛᓰǶ!
ಃϖക! ཥѱϐࡌ!
ಃϖΜΎచ! ЬाीฝϦѲჴࡼࡕǴ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ໂǵᙼǵᑜ
ᗄѱϦ܌ᔈ٩ಃΜΎచೕۓǴ൩ᓬӃวӦǴᔕڀ٣ीฝǴჴࡼཥѱ
ϐࡌǶ!
٣ीฝǴᔈхࡴѰӈӚǺ!
ǵჄۓጄൎϐβӦय़ᑈǶ!
ΒǵβӦϐڗளϷೀБݤǶ!
ΟǵβӦϐϷಒϩǶ!
ѤǵϦӅࡼϐᑫঅǶ!
ϖǵ୍ीฝǶ!
ϤǵჴࡼࡋǶ!
ΎǵځдѸा٣Ƕ!
ಃϖΜΖచ! ᑜȐѱȑȐֽȑࡹ۬ࣁჴࡼཥѱϐࡌǴჹܭჄۓጄൎϣϐβӦϷӦ
ނளჴࡼࢤቻԏ܈βӦख़ჄǶ!
٩ೕۓᒤβӦख़ჄਔǴ၀ᆅӦࡹᐒᜢᔈᔕڀβӦख़ჄीฝਜǴև
ભЬᆅᐒᜢਡۓϦᅈΟΜВࡕჴࡼϐǶ!
ӧϦය໔ϣǴख़ჄӦϣβӦ܌ԖΓъኧаǴԶ܌ځԖβӦ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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ᑈຬၸख़ჄӦβӦᕴय़ᑈъኧ߄ޣҢϸჹਔǴ၀ᆅӦࡹᐒᜢᔈୖଜϸჹ
җǴঅुβӦख़ჄीฝਜǴख़ՉൔፎਡۓǴ٠٩ਡ่݀ۓᒤǴխӆϦ
Ƕ!
βӦख़ჄϐጄൎᒧࡕۓǴ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ளϦЗ၀Ӧ
ϐβӦ౽ᙯǵϩപǵॄۓᏼǵཥࡌǵቚࡌǵࡌׯϷ௦ڗβҡ܈ᡂ׳Ӧ
ǶՠЗය໔ǴόளຬၸԃϤঁДǶ!
βӦख़ჄӦϐനեय़ᑈྗǵीฝਜԄϷᔈु٣Ǵҗϣࡹुۓϐ
Ƕ!
ಃϖΜΐచ! ཥѱࡌጄൎϣǴܭᒤࢤቻԏਔӚભࡹ۬܌ᆅϐϦԖβӦǴᔈҬҗ
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٩ྣཥѱࡌीฝǴϒаٳӕೀǶ!
ಃϤΜచ! !!ϦԖβӦςԖࡰۓҔǴЪό࣌ཥѱϐࡌीฝޣǴள٣Ӄаਜय़೯
ޕ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ፓځՏ܈ӦࣚࡕǴխϒр୧Ƕՠ
ϝᔈॄᏼځҔǶ!
ಃϤΜచ! دΓ܈იᡏҙፎ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ਡࡕǴளᖐᒤཥѱ
ϐࡌ٣ǶՠځҙፎࡌጄൎϐβӦय़ᑈԿϿᔈӧΜϦഘаǴ٠ᔈߕ
ڀѰӈीฝਜҹǺ!
ǵβӦय़ᑈϷځճܴЎҹǶ!
ΒǵಒीฝϷځკᇥǶ!
ΟǵϦӅࡼीฝǶ!
ѤǵࡌᑐނଛკǶ!
ϖǵπำࡋϷฺπයज़Ƕ!
Ϥǵ୍ीฝǶ!
ΎǵࡌֹԋࡕβӦϷࡌᑐނϐೀीฝǶ!
دΓ܈იᡏᖐᒤϐཥѱࡌጄൎϣϐၰၡǵูٽၯǵϦ༜аϷ
ځдѸाϐϦӅࡼǴᔈҗᖐᒤ٣ΓԾՉॄᏼǶ!
ಃϤΜΒచ! دΓ܈იᡏᖐᒤཥѱࡌ٣ǴځीฝਜҹڄਡࡕǴளፎޔᗄѱ
ǵᑜȐѱȑȐֽȑࡹ۬܈ໂǵᙼǵᑜᗄѱϦ܌ǴଛӝᑫঅచीฝጄൎѦ
ϐᜢೱ܄ϦӅࡼϷڐೌמշǶ!
ಃϤക! ᙑѱϐ׳ཥ!
ಃϤΜΟచ! 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ໂǵᙼǵᑜᗄѱϦ܌ჹ⫠ܭड़܈ᠢӦ
ᇡࣁԖѸाਔǴளຎಒीฝჄۓӦጄൎǴु׳ۓཥीฝჴࡼϐǶ!
ಃϤΜѤచ! ѱ׳ཥೀБԄǴϩࣁѰӈΟᅿǺ!
ǵख़ࡌǺ߯ࣁӄӦϐቻԏǵܨନচԖࡌᑐǵख़ཥࡌᑐǵՐЊӼǴ٠
ளᡂځ׳βӦ٬Ҕ܄፦܈٬ҔஏࡋǶ!
ΒǵࡌǺமڋϣࡌᑐࡌׯࣁނǵঅࡌǵᆢៈ܈ഢϐкჴǴѸाਔჹ
ϩࡰۓϐβӦϷࡌᑐނቻԏǵܨନϷख़ࡌǴׯϣϦӅࡼǶ!
ΟǵᆢៈǺуமϣβӦ٬ҔϷࡌᑐᆅǴׯϣϦӅࡼǴаߥځ
ؼӳݩރ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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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ཥӦϐჄۓǴҗ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٩Ӛ၀ӦБݩǴ
ϷࡪӚᜪ٬ҔӦुۓྗǴଌϣࡹਡۓǶ!
ಃϤΜϖచ! ׳ཥीฝᔈаკᇥ߄ܴѰӈ٣Ǻ!
ǵჄۓӦϣख़ࡌǵࡌϷᆢៈӦࢤϐ၁ಒीკᇥǶ!
ΒǵβӦ٬ҔीฝǶ!
ΟǵϣϦӅࡼᑫঅׯ܈๓ϐीკᇥǶ!
Ѥǵ٣ीฝǶ!
ϖǵ୍ीฝǶ!
ϤǵჴࡼࡋǶ!
ಃϤΜϤచ! ׳ཥӦጄൎϐჄۓϷ׳ཥीฝϐᔕۓǵᡂ׳ǵൔਡᆶวѲǴᔈϩձ٩ྣ
ԖᜢಒीฝϐೕۓำׇᒤǶ!
ಃϤΜΎచ! ׳ཥीฝҗ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ໂǵᙼǵᑜᗄѱϦ܌ᒤ
Ƕ!
ಃϤΜΖచ! ᒤ׳ཥीฝǴჹ׳ܭཥӦጄൎϣϐβӦϷӦނǴள٩ݤჴࡼቻԏ܈
ࢤቻԏǶ!
ಃϤΜΐచ! ׳ཥӦጄൎჄࡕۓǴځሡܨନख़ࡌӦǴᔈЗӦᡂ׳ǵࡌᑐނཥࡌ
ǵቚࡌࡌׯ܈Ƕ!
ಃΎΜచ! !!ᒤ׳ཥीฝϐᐒᜢ܈ᐒᄬளஒख़ࡌ܈ࡌӦϣܨନࡕϐ୷Ӧᡣ
୧܈୧Ƕڙ܍ځΓᔈ٩ྣ׳ཥीฝයज़ჴࡼख़ࡌǹځό٩ೕۓයज़ჴࡼ
ख़ࡌޣǴᔈࡪচ୧ሽԏӣځβӦԾՉᒤǴ܈ќՉр୧Ƕ!
ಃΎΜచ! 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ໂǵᙼǵᑜᗄѱϦࣁ܌ᆢៈӦϣβӦ٬
ҔϷࡌᑐނϐуமᆅǴளຎჴሞሡाǴܭӦϩ٬ҔೕۓϐѦǴќՉ
ံкೕۓǴൔϣࡹਡࡕۓჴࡼǶ!
ಃΎΜΒచ! Չ׳ཥीฝϐᐒᜢ܈ᐒᄬჹܭࡌӦϐࡌᑐނǴளೕۓයज़Ǵзׯځ
ࡌǵঅࡌǵᆢៈ܈кჴഢǴ٠ᔈ๏ϒೌמϐᇶᏤǶ!
ಃΎΜΟచ! ୯҇Րӻᑫࡌीฝᔈᆶ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ໂǵᙼǵᑜᗄ
ѱϦ܌ჴࡼϐᙑѱ׳ཥीฝΚଛӝǹ୯҇ՐӻԃࡋᑫࡌीฝύǴჹܭ
༹ሽՐӻϐᑫࡌǴᔈೕۓϐКǴ٠ᓬӃચ୧ᆶᙑѱ׳ཥӦጄൎ
ϣᔈϒழϐۚ҇Ƕ!
ಃΎക! ಔᙃϷ!
ಃΎΜѤచ! ϣࡹǵӚભӦБࡹ۬ϷໂǵᙼǵᑜᗄѱϦࣁ܌ቩϷࣴزѱीฝǴᔈ
ϩձѱीฝہᒤϐǶ!
ѱीฝہϐಔᙃǴҗՉࡹଣۓϐǶ!
ಃΎΜϖచ! ϣࡹǵӚભӦБࡹ۬ϷໂǵᙼǵᑜᗄѱϦ܌ᔈᒤѱीฝϐ
ΓǶ!
ಃΎΜϤచ! ӢჴࡼѱीฝቲϐၰၡǵϦ༜ǵᆘӦǵቶǵݞၰǵෝচ܌٬Ҕϐ
ϦԖβӦϷௗೱѱीฝӦϐཥғβӦǴҗჴࡼѱीฝϐӦӦБࡹ
۬܈ໂǵᙼǵᑜᗄѱϦ܌ᆅ٬ҔǴ٩ݤೀϩਔ܌ளሽීளаံշБԄ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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ٮӦჴࡼѱीฝࡌϐҔǶ!
ಃΎΜΎచ! ӦБࡹ۬ϷໂǵᙼǵᑜᗄѱϦࣁ܌ჴࡼѱीฝ܌ሡǴᔈаѰӈӚී
ᝢϐǺ!
ǵጓӈԃࡋႣᆉǶ!
ΒǵπำڙϐԏΕǶ!
ΟǵβӦቚॶิϩԏΕϐගኘǶ!
ѤǵدΓიᡏϐਈǶ!
ϖǵύѧ܈ᑜࡹ۬ϐံշǶ!
Ϥǵځдᒤѱीฝ٣ϐࣦᎩǶ!
ΎǵѱࡌਈϐԏΕǶ!
ѱࡌਈϐቻԏǴќаۓࡓݤϐǶ!
ಃΎΜΖచ! ύѧǵޔᗄѱ܈ᑜȐѱȑȐֽȑࡹ۬ࣁჴࡼѱीฝ܈βӦቻԏǴளวՉ!!!!
!!!!!!!!!!!!ϦǶ!
ϦϐวՉǴќаۓࡓݤϐǶ!
ಃΖക! ᆦ߾!
ಃΎΜΐచ! ѱीฝጄൎϣβӦࡌ܈ᑐނϐ٬ҔǴ܈வ٣ࡌǵ௦ڗβҡǵᡂ׳Ӧ
Ǵၴϸҁ܈ݤϣࡹǵ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٩ҁ܌ݤวѲϐڮз
ޣǴӦӦБࡹ۬܈ໂǵᙼǵᑜᗄѱϦ܌ளೀځβӦࡌ܈ᑐ܌ނԖΓǵ
٬ҔΓ܈ᆅΓཥᆵჾϤϡаΟΜϡаΠᆦᗞǴ٠ୌзܨନǵࡌׯ
ǵଶЗ٬Ҕࡠ܈ൺচރǶόܨନǵࡌׯǵଶЗ٬Ҕࡠ܈ൺচޣރǴளࡪԛ
ೀᆦǴ٠ଶЗٮНǵٮႝǵ࠾ഈǵமܨڋନ܈௦ځڗдࡠൺচރϐࡼǴ
ځҔҗβӦࡌ܈ᑐ܌ނԖΓǵ٬ҔΓ܈ᆅΓॄᏼǶ!
ᆦᗞǴज़යᛦયǴۛයόᛦયޣǴ٩ݤ౽ଌமڋՉǶ!
٩ಃΖΜచჄۓӦጄൎჴࡼࡌӦǴҔΒϐೕۓǶ!
ಃΖΜచ! όᒥచೕܨۓନǵࡌׯǵଶЗ٬Ҕࡠ܈ൺচޣރǴନᔈ٩ݤϒаՉࡹமڋ
ՉѦǴ٠ளೀϤঁДаΠԖය২Ӊאܥ܈Ƕ!
ಃΐക! ߕ߾!
ಃΖΜచ! ٩ҁݤཥुǵᘉε܈ᡂ׳ѱीฝਔǴளӃՉჄۓीฝӦጄൎǴҗ၀
ᆅѱीฝہ೯ၸࡕǴளЗ၀ӦϣϪࡌᑐނϐཥࡌǵቚࡌǵׯ
ࡌǴ٠Зᡂ׳Ӧ܈εೕኳ௦ڗβҡǶՠࣁै٣ǵᆙ࡚܈্ؠϦϐ
ሡाǴࡼ܈πύϐࡌᑐނǴளᑫࡌ܈ᝩុࡼπǶ!
ᑫࡌ܈ᝩុࡼπϐచҹǵᒤำׇǵᔈഢਜҹϷၴϸచ
ҹϐቲЗ٣ϐᒤݤǴҗϣࡹۓϐǶ!
ಃЗයज़ǴຎीฝӦጄൎϐελϷᖐᒤ٣ϐ܄፦ۓϐǶՠനߏ
όளຬၸΒԃǶ!
ࡌጄൎϷයज़ǴᔈൔፎՉࡹଣਡۓǶ!
ಃᑫࡌ܈ᝩុࡼπϐࡌᑐނǴӵ࣌ѱीฝѸܨନਔǴόள
ፎံᓭ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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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ΜΒచ! ޔᗄѱϷᑜȐѱȑȐֽȑࡹ۬ჹܭϣࡹਡۓϐЬाीฝǵಒीฝǴӵ
ԖҙፎൺϐѸाਔǴᔈܭௗډਡۓϦЎϐВଆঁДϣගрǴ٠аԛ
ࣁज़ǹϣࡹൺϝᆢচਡۓीฝਔǴᔈ٩ಃΒΜచϐೕۓջϒว
ѲჴࡼǶ!
ಃΖΜΟచ! ٩ҁݤೕۓቻԏϐβӦǴځ٬Ҕයज़Ǵᔈ٩ྣځևਡϐीฝයज़ᒤ
ǴόڙβӦݤಃΒԭΜΐచϐज़ڋǶ!
ό٩ྣਡीฝයज़٬ҔޣǴচβӦ܌ԖΓளྣচቻԏሽᚐԏӣځβӦ
Ƕ!
ಃΖΜΟచ!!ϦӅࡼߥ੮ӦϐڗளǵڀԖइ܈܄ۺ᛬ೌሽॶϐࡌᑐᆶᐕўࡌᑐϐߥ!
ϐ! !!!!!!ӸᆢៈϷϦӅ໒ޜܫ໔ϐගٮǴளаᑈ౽ᙯБԄᒤǶ!
ᑈ౽ᙯϐଌр୷Ӧᅿᜪǵё౽рᑈुۓБԄǵё౽ΕᑈӦጄ
ൎǵௗ୷ڙӦё౽Εᑈज़ǵඤᆉϦԄǵ౽ᙯБԄǵשᛦжߎǵբБ
ݤǵᒤำׇϷᔈഢਜҹ٣ϐᒤݤǴҗϣࡹۓϐǶ!
ಃΖΜѤచ! ٩ҁݤೕࢤࣁ܌ۓቻԏϐβӦǴܭ໒วࡕǴ٩ځਡϐीฝӆՉр
୧ਔǴளόڙβӦݤಃΒΜϖచೕۓϐज़ڋǶՠচβӦ܌ԖΓள٩ჴࡼ
ѱѳ֡ӦచٯϐೕۓǴܭ୧ວӣځೕۓКϐβӦǶ!
ಃΖΜϖచ! ҁࡼݤՉಒ߾Ǵӧޔᗄѱҗޔᗄѱࡹ۬ुۓǴଌϣࡹਡᙯՉࡹଣഢਢǹ
ӧ࣪җϣࡹुۓǴଌፎՉࡹଣഢਢǶ!
ಃΖΜϤచ! ѱीฝวѲჴࡼࡕǴځჴࡼݩރǴӦޔᗄѱǵᑜȐѱȑȐֽȑࡹ۬
܈ໂǵᙼǵᑜᗄѱϦ܌ᔈܭԃಖΑঁДϣጓӈൔǴϩձቫൔϣࡹ
܈ᑜȐѱȑȐֽȑࡹ۬ഢǶ!
ಃΖΜΎచ! ҁݤԾϦѲВࡼՉ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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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ǵġ ѱीฝݤཥчѱࡼՉಒ߾!
ύ҇୯ԭ႟ΟԃѤДΒΜΐВཥчѱࡹ۬ч۬ݤೕӷಃ!21417:767:!ဦзुۓวѲӄЎ!69!చǹ٠ନಃ!58!చಃ!2!!ೕۓԾ
ԭ႟ѤԃΎДВࡼՉѦǴԾวѲВࡼՉ!
!

ಃക!ᕴ߾!
ಃ!!2!!చ!

ҁಒ߾٩ѱीฝݤȐаΠᙁᆀҁݤȑಃΖΜϖచೕۓुۓϐǶ!

ಃ!!3!!చ!

ҁಒ߾ҔຒǴନࡌᑐݤϷࡌᑐೌמೕ߾ќԖೕۓѦǴۓځကӵΠǺ!
ǵ୷ӦጕǺࡰࡌᑐ୷ӦጄൎϐࣚጕǶ!
ΒǵၰၡǺࡰ಄ӝΠӈೕۓϐޣǺ!
Ȑȑ٩Ьाीฝ܈ಒीฝೕۓวѲϐीฝၰၡǶ!
ȐΒȑ٩ݤೕࡰࡌۓᑐጕϐԖࡅၰǶ!!
Οǵ୷ྗᑈǺࡰಃΟΜΐచǵಃϖΜచ܌ೕۓϐᑈज़Ƕ!
Ѥǵ୷ྗᑈǺࡰಃΟΜΐచǵಃϖΜచ܌ೕۓϐ୷ྗᑈज़Ǵᆶ
୷Ӧय़ᑈϐ४ᑈǶ!
ϖǵۓݤ໒ࡩǺࡰӦΠ࠻य़ᑈȐό֖᚛ኴϐ໒ࡩϩȑନа୷Ӧय़ᑈȐ
ό֖᚛ኴय़ᑈȑϐКॶǶ!
Ϥǵჴሞ໒ࡩǺࡰࡌᑐय़ᑈӦϷӦΠӚቫѦᕅѦҜനεቹय़ᑈϐᕴ
کǴନа୷Ӧय़ᑈϐКॶǶനεቹय़ᑈхࡴӦΠ҉ΦᏲβᕅࡼȐ
ೱុᏛǵӦΠ௨ኯᜪ՟ࡼȑϷӦΠًၰय़ᑈǶ!
Ύǵय़୷ӦጕǺ୷ӦᖏௗၨቨၰၡϐნࣚጕǶՠឦفܭӦǴ୷ځӦుࡋ
όӝೕۓЪᖏௗβӦςࡌᑐֹԋ୷܈ӦߏǵቨКຬၸΒКޣǴό
ज़ᖏௗၨቨၰၡϐნࣚጕǶ!
Ζǵࡕय़୷ӦጕǺ୷Ӧጕᆶय़୷Ӧጕό࣬ҬЪߏۯځጕᆶय़୷ӦጕȐ
ߏۯځ܈ጕȑԋϐϣف҂ᅈѤΜϖࡋޣǴϣفӧѤΜϖࡋаਔǴ
аѤΜϖࡋጕࣁྗǶ!
ΐǵୁय़୷ӦጕǺ୷Ӧጕϐόឦय़୷Ӧጕࡕ܈य़୷ӦጕޣǶ!
ΜǵفӦǺՏܭΒచаҬΰၰၡαϐ୷ӦǶ!
ΜǵଣǺݮय़୷Ӧጕ੮ϐଣǶ!
ΜΒǵࡕଣǺࡕݮय़୷Ӧጕ੮ϐଣǶ!
ΜΟǵୁଣǺୁݮय़୷Ӧጕ੮Զόឦଣࡕ܈ଣϐଣǶ!
ΜѤǵଣుࡋǺࡌᑐނᕅࢊ܈ύЈጕᆶय़୷Ӧጕ໔ϐଣѳ֡Н!
ѳຯᚆǶۓݤѠ܈៛ѠँрΒϦЁጄൎϣளीΕଣుࡋǶ!
ΜϖǵୁଣుࡋǺࡌᑐୁނᕅࢊୁ܈ύЈጕᆶ၀ୁय़୷Ӧጕ໔ϐୁଣѳ֡
НѳຯᚆǶ!

ಃΒക!ѱीฝϐᔕۓǵᡂ׳ǵวѲϷჴࡼ!
ಃ!!4!!చ!

ཥчѱࡹ۬ȐаΠᙁᆀҁ۬ȑᔈܭҁݤಃΜΐచೕۓϐϦ໒ំය໔ϣᖐ
ᒤᇥܴǴ٠ܭϦ໒ំයᅈΟΜВϣቩǶځឦЬाीฝᡂޣ׳Ǵᔈܭ
ቩฺֹࡕѤΜϖВϣஒቩ่݀ǵीฝਜკϷԖᜢЎҹٳൔϣࡹਡ
ۓ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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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చ!

ҁݤಃΜΐచೕۓϐϦ໒ំǴᔈӧҁ۬ϷཥчѱȐаΠᙁᆀҁѱȑӚ
Ϧ܌܌ӧӦࣁϐǶҁ۬ᔈஒϦ໒ំВයǵӦᗺтฦӧҁѱཥᆪરΟВǵ
ҁ۬ϦൔϷᆛሞᆛၡǴ٠ӧԖᜢٚᒤϦೀຠϦǶ!

ಃ!!6!!చ!

٩ҁݤಃΜΐచೕۓǴӧϦ໒ំය໔ϣගрਜय़ཀޣـǴаཀـਜଌၲ
܈ແᘈВයࣁගрВයǹၻයගрޣǴᔈܭཥчѱѱीฝہቩֹ
ԋଌၲǶ!

ಃ!!7!!చ!

٩ҁݤಃΒΜѤచ܈ಃϤΜచೕۓǴβӦճᜢ߯ΓԾՉᔕ܈ۓᡂ׳ಒ
ीฝਔǴᔈᔠଌҙፎਜǵკϷ࣬ᜢЎҹ҅ǵୋҁӚҽǹځ٩ҁݤಃΒ
ΜѤచೕۓҙፎᡂ׳ಒीฝޣǴ٠ᔈᔠߕᡂ׳ϐीฝკϷᡂ׳ϩѤ
ᎃݩკǶ!
ҙፎਜǴᔈၩܴΠӈ٣Ǻ!
ǵҙፎΓۉӜǵрғԃǵДǵВϷՐ֟Ƕ!
ΒǵҁݤಃΒΜΒచೕۓ٣Ƕ!
ΟǵӄβӦճᜢ߯ΓۉӜǵՐ֟ǵճܴЎҹϷځӕཀਜǶՠ಄ӝ
ΠӈೕۓϐޣǴளᔠڀӕཀϐβӦ܌ԖΓۉӜǵՐ֟ǵճܴ
ЎҹϷځӕཀਜǺ!
ȐȑаѱӦख़ჄБԄ໒วǴЪدԖβӦ܌ԖΓϖϩϐΟаǴϷځ
܌ԖβӦय़ᑈຬၸϣدԖβӦᕴय़ᑈΟϩϐΒϐӕཀǶ!
ȐΒȑ٩ѱ׳ཥచٯಃΒΜచᒤǴ٠಄ӝಃΒΜΒచϷಃΒΜΒచϐ
ೕۓǶ!
ѤǵᛤಒीฝϐӦᝤკ܈ᛤᡂ׳ಒीฝϐӦᝤკǶ!
ϖǵځдѸा٣Ƕ!

ಃ!!8!!చ!

ҙፎΓ٩చೕۓҙፎᔕ܈ۓᡂ׳ϐಒीฝǴҁ۬ᇡࣁ၀ीฝό܈Ԗ
ᛖϦӅճਔǴᔈ၁௶җज़යঅ܈ׯଏӣǹځᔈՉڀഢϐਜკϷߕҹᆶ
ҁ܈ݤҁಒ߾ϐೕۓόӝਔǴᔈज़යံ҅Ǵۛයόံ҅ޣǴόϒڙǶ!

ಃ!!9!!చ!

βӦճᜢ߯Γҙፎᔕ܈ۓᡂ׳ಒीฝǴځጄൎόளλܭঁຉᄂǶՠ
ԖܴᡉϐϺฅࣚጕ܈ޣЬाीฝਜќԖೕۓጄൎޣǴόӧԜज़Ƕ!
ຉᄂǴ߯ࡰѱीฝጄൎϣѤڬѱीฝၰၡൎԋϐβӦǶ!

ಃ!!:!!చ!

βӦճᜢ߯Γ٩ҁݤಃΒΜϖచೕۓӛϣࡹፎೀਔǴᔈᙄڀୋҁ
ೱӕߕҹଌၲҁ۬Ƕҁ۬ᔈܭԏډୋҁϐВଆΜϖВϣǴගр๊ܔҗϷ
Ѹाϐᜢ߯ЎҹǴଌፎϣࡹቩǶ!
ቩܭ،βӦճᜢ߯ΓࣁԖҗਔǴҁ۬ᔈ٩ҁݤಃΒΜΟచೕ
ۓᒤǶ!

ಃ!!21!!చ! ϣࡹǵҁ۬ᔕ܈ۓᡂ׳Ьाीฝ܈ಒीฝǴ܈βӦճᜢ߯Γ٩ಃϤ
చೕۓԾՉᔕ܈ۓᡂ׳ಒीฝਔǴځीฝਜߕаࢤቻԏ܈ѱӦख़Ⴤ
БԄᒤޣǴᔈᔠߕӦࢤቻԏ܈ѱӦख़ჄЬᆅᐒᜢᇡёϐёՉ܄ຑ
࣬ᜢܴЎҹǶीฝਜೕჄϐϦӅࡼҔӦঋځڀд٬ҔҞޣǴᔈ
ܭीฝਜϣၩܴځЬाҔ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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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చ! ٩ҁݤಃΒΜΐచೕࢴۓΕϦدβӦϣࣁϷෳໆπբǴࣁ܈ᎂ౽
ϷନѐځምᛖނਔǴᔈ٩ΠӈೕۓᒤǺ!
ǵஒπբӦᗺϷВයႣӃ೯ޕβӦ܌ԖΓ܈٬ҔΓǶ!
ΒǵឫܴيϩЎҹǶ!
ΟǵӧВр܈ВؒࡕόளΕдΓϐࡂ܊ǶՠՐΓӕཀޣǴόӧԜ
ज़Ƕ!
Ѥǵᎂ౽܈ନѐځምᛖނਔǴᔈܭΜϖВஒᔈՉᎂ౽܈ନѐނϐᅿᜪ
ǵӦᗺϷВය೯܌ޕԖΓ܈٬ҔΓǶ!
ಃ!!23!!చ! ҁݤಃΒΜΐచϷಃѤΜచۓ܌ϐံᓭߎၶԖΠӈϐǴள٩ݤග
ӸǺ!
ǵᔈံڙᓭΓڙ๊ܔሦ܈όૈڙሦޣǶ!
ΒǵᔈံڙᓭΓ܌ӧӦόܴޣǶ!
ಃΟക!βӦ٬Ҕϩᆅ!ڋ
ಃ!!24!!చ! ѱीฝጄൎϣβӦளຎჴሞวǴჄۓΠӈӚᅿ٬ҔǴϩձज़ڋ
ځ٬ҔǺ!
ǵՐӻǶ!
ΒǵǶ!
ΟǵπǺ!
ȐȑᅿπǶ!
ȐΒȑҘᅿπǶ!
ȐΟȑΌᅿπǶ!
ȐѤȑ႟ࢃπǶ!
ѤǵՉࡹǶ!
ϖǵЎ௲Ƕ!
ϤǵᡏػၮǶ!
Ύǵ॥ඳǶ!
ΖǵߥӸǶ!
ΐǵߥៈǶ!
ΜǵၭǶ!
Μǵځд٬ҔǶ!!
ନ٬ҔѦǴѸाਔளჄۓۓҔǶ!
ѱीฝӦளԵໆӦБ܄ϷჴሞวሡाǴܭಒीฝਜϣჹՐӻ
ǵӆϒಒϩǴϒаόӕำࡋᆅڋǶ!
ಃ!!25!!చ! ՐӻࣁߥៈۚՐᕉნԶჄۓǴόளࣁΠӈࡌᑐނϷβӦϐ٬ҔǺ!
ǵಃΜϤచೕۓज़ڋϐࡌᑐϷ٬ҔǶ!
Βǵբቷ܊ኴӦ݈य़ᑈӝीຬၸԭѳБϦЁځ܈ӦΠቫคԾฅ೯॥α
Ȑ໒ืय़ᑈ҂ၲቷ܊य़ᑈΎϩϐȑޣǶ!
ΟǵᔼΠӈ٣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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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ҔΌᬨவ٣ౌϪߎឦϐπբǶ!
ȐΒȑቔᅊբǶ!
ȐΟȑ٬ҔΚаவ٣ߎឦϐଳᑃǶ!
ȐѤȑ٬ҔΚаவ٣೬ЕǵฯᐎҜ܈ӝԋᐋિϐዶ࿗܈ଳᑃǶ!
Ȑϖȑவ٣པᛣǵᇙǵዶԯǵᇙଞǵӑڇ٬ҔΚຬၸ႟ᗺΎϖʰǶ!
ȐϤȑቸාբǶ!
ȐΎȑᙵǵᙵځ܈ݨдፓࠔښϐᇙǶ!
ȐΖȑؑᓸߎឦ݈уπߎ܈ឦᆛϐᇙǶ!
Ȑΐȑᗝկ܈ᙌࣳǶ!
ȐΜȑًؓ܈ᐒًঅǶՠவ٣ًؓϐమዅǵዎྖǵᔠǵፓǵᆢៈ
ǵᕴԋ׳ඤǵً፺ۓՏǵًؓႝᐒ୍܈ᐒًঅӦᗺय़ᖏ
ΜΒϦЁаၰၡޣǴόӧԜज़Ƕ!
ȐΜȑనϯҡݨϐϩးǵᓯӸǵೡ፤ϷݨϐᓯӸǵೡ፤Ƕՠҙፎ
ٮᒤϦ࠻ǵᖄ๎ೀ܌٬ҔǴόբࣁᔼჴሞࠔϐҬܰǵᓯӸ܈
ҢࠔޣǴόӧԜज़Ƕ!
ȐΜΒȑ༟ጤᜪϐᇙǶ!
ȐΜΟȑԋΓҔࠔ႟୧Ƕ!
ѤǵًؓܦӖǵ࠼ǵၮՉǵးڕނ܌ǶՠҙፎٮᒤϦ࠻ǵᖄ
๎ೀ܌٬ҔޣǴ܈ीำً࠼ၮǵλ࠼ًચၛϐଶًǵၮᒡଶ
ًǵ࠼ၮଶًઠϷၮઠǴځӦᗺय़ᖏΜΒϦЁаၰၡ
ޣǴόӧԜज़Ƕ!
ϖǵуݨȐȑઠ࠼܈ၮଶًߕԾҔуᓯݨуᓯࡼǶ!
Ϥǵǵ௦Ƕ!
ΎǵӚᅿቲࡌ܈ᑐϐ୴ළ୴܈ǵቲకނၗྍӣԏຟӸϷೀ
܌ǶՠҙፎٮᒤϦ࠻ǵᖄ๎ೀ܌٬Ҕ܈ޣၗྍӣԏઠόӧԜज़Ƕ!
Ζǵᘝရ୍ܺȐᘝရࡼᔼǵᘝရᘶሺ୍ܺȑǵტ۫ڀǶՠҙፎ
ٮᒤϦ࠻ǵᖄ๎ೀ܌٬ҔǴόբࣁᔼჴሞࠔϐҬܰǵᓯӸ܈
ҢࠔޣǴόӧԜज़Ƕ!
ΐǵࢥ܄ϯᏢނ፦܈ᛈԮྟОϐೡ፤ޣǶՠၭၗǵၭᛰ܈ᕉნҔᛰೡ
୧ҁ۬Ҟޑ٣Ьᆅᐒᜢቩਡ಄ӝӼӄ႖ᚆޣǴόӧԜज़Ƕ!
ΜǵᔍଣǵႝቹТࢀᄽǵᒵቹҞኞࢀǵႝηၯᔍǵނ༜ǵ࠻
ϣഄጺȐങȑǵຎ᠋ᄺୠǵᐒఓԄၯǵᄺǵߥសౚᓔǵؓ
ًᎯᎭ૽ግǵೡύǵ႟୧ѱϷਓᓔځ܈дᑜȐѱȑࡹ۬
ᇡۓᜪ՟ϐᔼ܌ǶՠًؓᎯᎭ૽ግǵਓᓔϷय़ᖏΜΒϦЁа
ၰၡϐ࠻ϣഄጺȐങȑǴҞޑ٣ЬᆅᐒᜢቩਡޣǴόӧԜ
ज़Ƕ!
ΜǵᆸȐȑǵଚৎǵଚփȐ൴ȑǵᅿڜଢ଼ૡ࠻ǵ࠻ǵ܄Ҭܰܺ
୍܌ǵଚ۫ځ܈дᜪ՟ϐᔼ܌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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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Βǵଚ۫Ƕ!
ΜΟǵኴӦ݈य़ᑈຬၸϖԭѳБϦЁϐናౚǴՠځय़ᑈλܭϖԭѳБ
ϦЁǴЪځӦᗺय़ᖏΜΒϦЁаၰၡޣǴόӧԜज़Ƕ!
ΜѤǵኴӦ݈य़ᑈຬၸϖԭѳБϦЁϐεࠠȐ۫ȑ܈ኴӦ݈य़ᑈຬၸ
ΟԭѳБϦЁϐ१۫Ƕ!
ΜϖǵኴӦ݈य़ᑈຬၸϖԭѳБϦЁϐچϷයǴՠځय़ᑈλܭϖԭ
ѳБϦЁǴЪځӦᗺय़ᖏΜΒϦЁаၰၡޣǴόӧԜज़Ƕ!
ΜϤǵኴӦ݈य़ᑈຬၸΎԭѳБϦЁϐߎᑼϩЍᐒᄬǵ౻چϷߞҔь
ϦљǴՠځय़ᑈλܭΎԭѳБϦЁǴЪځӦᗺय़ᖏΜΒϦЁа
ၰၡޣǴόӧԜज़Ƕ!
ΜΎǵΓ܈ӝԋᠼځ܈ύ໔ނϐᇙޣǶ!
ΜΖǵӝԋࢉځ܈ύ໔ނǵᚑ܈༡ϐᇙޣǶ!
Μΐǵவ٣аᜒሇբౢᇙښᆒǵ୷ለǵᘗᘔለ܈НౢࠔуπᇙޣǶ!
ΒΜǵޥᇙޣǶ!
ΒΜǵતᙃࢉπǶ!!
ΒΜΒǵጕǵᆅ܈Ҕᄾ฿ᓸߎۯឦޣǶ!!
ΒΜΟǵߎឦ߄य़ೀǶ!
ΒΜѤǵځдҁ۬ᇡىۓаวғᏓॣǵਁǵਸښǵԦࢉ܈Ԗᛖۚ
ՐӼჱǵϦӅӼӄ܈ፁғǴ٠٩ݤज़ڋϐࡌᑐ܈ނβӦϐ٬ҔǶ!
҂ຬၸಃΒීǵಃΟීಃϖҞ܈ಃΜΟීԿಃΜϤීϐज़ڋೕۓǴᆶ
಄ӝಃΟීಃΜҞՠਜǵಃѤීՠਜǵಃΐීՠਜϷಃΜීՠਜೕۓ
ёբࣁ࠻ϣഄጺȐങȑǴज़ܭ٬ҔࡌᑐނϐಃቫǹբࣁπቷȐሌኴ
ߎႬуπନѦȑǵȐ۫ȑǵًؓߥᎦ܌ǵᐒًঅǵीำً࠼ၮ
ǵλ࠼ًચၛϐଶًǵၮᒡଶًǵ࠼ၮଶًઠǵၮઠǵ
ၭၗǵၭᛰ܈ᕉნҔᛰೡ୧ǵናౚޣǴज़ܭ٬Ҕࡌᑐނϐಃቫ
ϷӦΠቫǹբࣁሌኴߎႬуπϐπቷǵ१۫ϷऍऍᎳ୍ܺޣǴ
ज़ܭ٬ҔࡌᑐނϐಃቫǵಃΒቫϷӦΠቫǹբࣁچǵයǵߎ
ᑼϩЍᐒᄬޣǴज़ܭ٬ҔࡌᑐނಃቫԿಃΟቫϷӦΠቫǴ٠ᔈԖᐱ
ҥϐрΕαǶ!
ಃ!!26!!చ! εࠠȐ۫ȑϷ१۫಄ӝΠӈచҹǴ٠ҁ۬ࡌᑐЬᆅᐒᜢቩคᛖ
ۚՐӼჱǵϦӅӼӄᆶፁғޣǴόڙచಃಃΜѤී٬Ҕय़ᑈϷಃΒ
٬Ҕኴቫϐज़ڋǺ!
ǵЬाрΕαय़ᖏΜϖϦЁаϐၰၡǶ!
ΒǵҙፎϐӦᗺՏࡌܭᑐނӦΠಃቫ܈Ӧय़ಃቫǵಃΒቫǶ!
Οǵ٩ࡌᑐೌמೕ߾ೕۓу७ߕଶًޜ໔Ƕ!
ѤǵεࠠȐ۫ȑ܈ኴӦ݈य़ᑈຬၸϤԭѳБϦЁϐ१۫Ǵࡌځᑐނ
ᆶ࣬ᎃࡌᑐ୷Ӧ໔ߥ੮ѤϦЁаϐޜӦȐόхࡴӦΠ࠻ȑǶ!
ಃ!!27!!చ! ࣁߦวԶჄۓǴόளࣁΠӈࡌᑐނϷβӦϐ٬Ҕ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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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ΜΖచೕۓज़ڋϐࡌᑐϷ٬ҔǶ!
Βǵբቷ܊ϐኴӦ݈य़ᑈӝीຬၸΟԭѳБϦЁޣǶՠൔӑڇϷհᙒ
ǴόӧԜज़Ƕ!
ΟǵᔼΠӈ٣Ǻ!
ȐȑᇙᛈԮྟ܈ОᜪࠔނǶ!
ȐΒȑ٬ҔΌᬨǴځᅙௗးໆΟΜϦϲаϷᓸᕭ܈ႝΚவ٣ౌϪ
ߎឦπբǶ!
ȐΟȑᖻ⻡੩ܰځ܈ᐯ܄༟ጤᜪϐуǵуπ܈٬ҔᒯᐒуπǶ!
ȐѤȑӑݨڇᏀ܈ᛤკҔᚑᇙǶ!!
Ȑϖȑ٬ҔΚຬၸ႟ᗺΎϖʰϐቔᅊբǶ!!
ȐϤȑ٬Ҕᡏ٥౷ለᅆқނǶ!
ȐΎȑମࣅځ܈дނ፦ࣅϐᇙǶ!
ȐΖȑЛԳᜪϐࢱᅗࢱࢉ܈ᅆқǶ!
Ȑΐȑ࿗ѲǵરǵාǵํǵЛϷځдӕᜪࠔނϐࢥǵඕᒧǵࢱ
ᅗ܈ᅆқǶ!
ȐΜȑ٬ҔΚӝीຬၸ႟ᗺΎϖʰǵவ٣ቸාǵᙌාǵଆЛ܈ᇙᔫǶ!
ȐΜȑߺϪЕբ٬ҔΚᕴኧຬၸΟᗺΎϖʰǶ!
ȐΜΒȑ٬ҔΚᒯപ܈ଳᑃମǵفǵУ܈ᒙǶ!
ȐΜΟȑ٬ҔΚࣴᑃᐒΟᆵаଳᑃߎឦǴځΚຬၸΒᗺΒϖʰǶ!
ȐΜѤȑ٬ҔΚዶ࿗ނǵ۟ҡǵβࣳǵ౷ᕘǵߎឦ࣒ዟǵᑄґǵഏౠ
Ꮤǵମᜪن܈ෘᜪǴځΚຬၸΟᗺΎϖʰǶ!
ȐΜϖȑྡሪǵᐒᇙྡሪ܈ЕࣅϐᇙǶ!!
ȐΜϤȑ٬Ҕᅙᙷ᠗ϐߎឦуπǶՠӑ܌ڇϐႉӷ᠗ǴόӧԜज़Ƕ!
ȐΜΎȑᑄґǵഏౠᏔǵΓᑃҡǵڴᗙǵབྷౠᏔϐᇙ܈٬ҔΚϐН
ݝуπǴΚຬၸΟᗺΎϖʰǶ!
ȐΜΖȑ࣒ዟ܈ᐒᇙЛ࣒ዟᇙǶ!
ȐΜΐȑ٬ҔᐒᏔᗚϐᗝկǶ!
ѤǵϦოǵОϯϷମԪȐᓜȑӸܫࡼǵࡁނᡏกϯǶ!
ϖǵቲకނຟӸǵೀǵᙯၮǹஓৌǶՠቲకނຟӸҁ۬Ҟޑ٣
ЬᆅᐒᜢቩਡޣǴόӧԜज़Ƕ!
ϤǵϦӅӒᓀࠔނǵଯᓸᡏϷࢥ܄ϯᏢނ፦ϩးǵᓯӸǶՠуݨȐȑ!
ઠߕϐӦΠݨȐȑኲǴόӧԜज़Ƕ!
Ύǵଭ൷ǵФǵԲǵϷৎ੬ްǶ!
Ζǵ٢ࠔπቷǵ୴ްޥǶ!
ΐǵβҡБၗྍ୴ೀǶ!
ΜǵᖻًǶ!
ΜǵᕉნҔᛰ༾ғނᇙᏊ܈ᡨȐᇙȑଚᇙޣǶ!
ΜΒǵځдҁ۬ᇡۓԖᛖϐว֫܈ᛖϦӅӼӄϷፁғǴ٠٩ݤ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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ڋϐࡌᑐ܈ނβӦϐ٬ҔǶ!
ಃ!!28!!చ! բՐӻ٬Ҕϐ୷ྗᑈόளຬၸ၀ѱीฝՐӻϐ୷ྗᑈǶ!
ಃ!!29!!చ!!!ΌᅿπаٮϦ্ᇸ༾ϐπቷᆶځѸाߕឦࡼϷπวԖᜢࡼ
٬ҔࣁЬǴόளࣁΠӈࡌᑐނϷβӦϐ٬ҔǶՠϦӅ୍ܺࡼϷϦҔ٣
ࡼǵࡼǴόӧԜज़Ǻ!
ǵಃΜΐచೕۓज़ڋϐࡌᑐϷ٬ҔǶ!
ΒǵᔼΠӈ٣ϐπǺ!
ȐȑОᛰᜪǵႜᆅᜪǵෛለᡶᜪǵၸෛለᡶᜪǵ٥ෛለᡶᜪǵԛෛለᡶ
ᜪǵฮለᡶᜪǵᕗǵهᕗǵ౷ϯᕗǵߎឦႇǵߎឦ໊ǵߎឦᗔǵ
ၸ਼ϯణǵၸ਼ϯႇǵၸ਼ϯ໊ǵၸ਼ϯ᎕ǵၸ਼ϯ✉ǵၸ਼ϯ
ΒशҘㄽǵΒ౷ϯᅹǵҘᎇǵΌᎇǵΌ⾸ǵधښለǵधښለᡶᜪǵ
ᎉለᡶᜪǵၸᎉለᡶᜪǵฮϯᠼᆢǵशǵҘशǵΒҘशǵฮ୷शǵ
Οฮ୷शǵΟฮ୷Ҙशǵ݊ݨϐᇙޣǶ!
ȐΒȑОਮǵᖻ⻡੩ϷځдฮϯᠼᆢᇙࠔϐᇙޣǶ!!
ȐΟȑ٬ҔྋᏊᇙᐎጤޱ܈ࠔނ३ޣݨǶ!
ȐѤȑ٬ҔྋᏊ܈ଳᔿݨᇙкҜરѲ܈ٛНરѲޣǶ!
Ȑϖȑྡࣅ܈ᇙޣǶ!
ȐϤȑᓸᕭґථ܈నϯҡݨϐᇙޣǶ!
ȐΎȑଯᓸᡏϐᇙǵᓯӸޣǶՠ਼ǵේǵොǵਾǵΒ਼ϯᅹϐᇙϷ
ଯᓸᡏϐషӝǵϩးϷঊᓯՉࣁҁ۬Ҟޑ٣Ьᆅᐒᜢቩਡ
ޣǴόӧԜज़Ƕ!
ȐΖȑෛǵྜྷǵ࿚ǵ౷ᕘǵෛϯ౷ǵࢧణለǵᡶለǵฮለǵ౷ለǵᕗለǵ
ణ਼ϯ໊ǵణ਼ϯႇǵНǵᅹለႇǵᅹለ໊ǵપ䏨ǵᅆқણǵ٥
ฮለႏǵ٥౷ለᡶᜪǵ౷ϯ౷ለᡶᜪǵႇϯӝނǵϯӝނǵႉϯ
ӝނǵልϯӝނǵ᎕ϯӝނǵ⋸ϯӝނǵΟෛҘҘ₧ǵѤෛϯᅹǵ
Ҙ⾺ǵЧ✉ǵᕭНΌǵങᓜિᕘǵለሓǵҡᅹለǵӼ৲३ለǵᚌለ
ǵΌㄽशሓȐữȑǵӝԋٛᆭᏊǵၭᛰϐፓଛуπϩးǵၭᛰπ
ભচᡏϐӝԋఠᏊǵྐႵᏊǵᕉნፁғҔᛰǵᎉ౷ለႇǵᕗҘ୷
⇌ǵࣅᆒϷځдࢥ܄ϯᏢނ፦ϐᇙޣǶՠғނၭǵғނᇙᏊ
Ϸ༾ғނᇙᏊағࣁނЬᡏϐวሇౢނϐᇙޣǴόӧԜज़Ƕ!
Ȑΐȑݨǵિݨ܈િϐᇙޣǶՠ१Ҕ܈ݨિϐᇙޣϷځдݨǵિݨ܈
િаᄞଛǵᠳǵషӝᇙำϐᇙޣǴόӧԜज़Ƕ!
ȐΜȑஓৌǶ!
ȐΜȑ౷ϯݨጤ܈ё༟ᏊϐᇙޣǶ!
ȐΜΒȑᇙરዀϷરޣǶ!
ȐΜΟȑᇙॠǵᇙጤǵЛҜ܈ମϐᆒᇙޣǶ!
ȐΜѤȑᛅߙϐᆒྡྷޣǶ!
ȐΜϖȑаనϯᛅߙǵྡ࢙ݨǵЕขݨǵҡݨᇃᚖౢූځ܈ނ෦ࣁচ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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ࠔނᇙޣǶ!
ȐΜϤȑႝҔࣅનϐᇙޣǶ!
ȐΜΎȑНݝǵҡᆯǵҡԪ܈ႝҡϐᇙޣǶ!
ȐΜΖȑҡාπȐҡා௦܈аҡාࣁЬाচϐуπȑǶ!
ȐΜΐȑᙻǵᙿǵႉႝԣᇙπǶՠᙻణǵ᎖ణႝԣϐᇙπǴό
ӧԜज़Ƕ!
ȐΒΜȑልǵ៓ᜪϐྡྷᇙޣǶ!
ȐΒΜȑܫ܄πȐܫ܄ϡનϩးǵᇙǵೀȑǵচηૈπǶ!
ȐΒΜΒȑаচࣁݨচϐྡྷᇙπǶ!!
ȐΒΜΟȑҡݨϯᏢ୷ҁচϐᇙπǴхࡴΌǵЧǵǵΒ
ǵޱ३₩୷ҁচϐᇙπǶ!
ȐΒΜѤȑаҡݨϯᏢ୷ҁচǴౢᇙύ໔চ܈ౢࠔϐπǶ!!
ȐΒΜϖȑаྡࣁচϐྡྷᇙขࣅϐπǶ!!
ȐΒΜϤȑҗᆫӝϸᔈᇙᐋિǵ༟ጤǵᐎጤౢࠔϐπǶՠคᆫӝϸ
ᔈޣǴόӧԜज़Ƕ!
ΟǵීٮಃҞǵಃΒҞǵಃϤҞϷಃΎҞೕۓϐࠔނǵёᐯ܄ґථ܈
ႝҡೀޣǶ!
Ѥǵځдҁ۬ᇡۓԖวғϦ্Ǵ٠٩ݤज़ڋϐࡌᑐ܈ނβӦϐ٬ҔǶ
܌ᆀπቷѸाߕឦࡼǵπวԖᜢࡼǵϦӅ୍ܺࡼϷϦҔ
٣ࡼǵࡼǴࡰΠӈࡼǺ!
ǵπቷѸाߕឦࡼǺ!
Ȑȑࣴวǵቶǵ௲ػှᇥǵჴբᡏᡍϷ୍ܺᒤϦ࠻Ȑ܌ȑǶ!
ȐΒȑঊǵғౢჴᡍ࠻ǵ૽ግް܊ϷᕉნߥៈࡼǶ!
ȐΟȑπൂيஎްǵഢ༇எްϷπᓓǶ!
ȐѤȑځдҁ۬πЬᆅᐒᜢቩਡᆶவ٣ᇙǵуπ܈অ୍π
ቷԖᜢౢࠔ܈চϐວ፤ǵрα୍Ǵځ܈дѸाϐߕឦࡼǶ!
ΒǵπวԖᜢࡼǺ!!
ȐȑԖጕǵคጕϷፁࢃቶኞႝຎ٣Ƕ!
ȐΒȑᕉნᔠᡍෳۓǶ!
ȐΟȑࢥ୍ܺǶ!
ȐѤȑኴӦ݈ᕴय़ᑈຬၸΟԭѳБϦЁϐεࠠࢱՊǶ!
ȐϖȑቲకނӣԏǵຟӸǵϩᜪǵᙯၮϷߕځឦࡼǶ!
ȐϤȑᔼϐࡼπᐒڀϷᓯܫࡼǶ!
ȐΎȑঊᓯ࣬ᜢࡼȐ፤ନѦȑǶ!
ȐΖȑհএޜፓπำǶ!
ȐΐȑᐒఓഢચၛǶ!
ȐΜȑπౢࠔҢ୍ܺǶ!
ȐΜȑௗᒵॣπբ࠻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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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ΜΒȑႝቹǵႝຎϷวՉǶ!
ȐΜΟȑϦӅӒᓀࠔނǵనϯҡݨϷځдёᐯ܄ଯᓸᡏϐᏔᓯӸ
ࡼǶ!
ȐΜѤȑًؓၮᒡଶًϷߕځឦࡼǶ!
ȐΜϖȑᐒًǵًؓϷᐒఓঅǶ!
ȐΜϤȑਡۓϐҾᔼၮᕴϷ࣬ځᜢࡼǶ!
ȐΜΎȑҁ۬Ҟޑ٣Ьᆅᐒᜢቩਡϐᙍ૽ግǵബᇶᏤǵඳᢀ
ᆢៈϷځдπวԖᜢࡼǶ!
ΟǵϦӅ୍ܺࡼϷϦҔ٣ࡼǺ!
ȐȑჸϷٛᐒᄬǶ!
ȐΒȑᡂႝ܌ǵᒡႝጕၡࡼ៓༣ȐఎǵೱௗઠȑϷځᆅၡǶ!!
ȐΟȑԾٰН܈ΠНၰܜНઠǶ!
ȐѤȑԾٰНೀȐቷȑ܈ଛНࡼǶ!
ȐϖȑྡǵϺฅуȐȑᓸઠǶ!
ȐϤȑуݨઠǵనϯҡًؓݨуઠǶ!
ȐΎȑႝߞࡼǶ!
ȐΖȑቲకނϷቲȐԦȑНೀࡼ܈กϯǶ!
ȐΐȑβҡБၗྍ୴ೀǶ!
ȐΜȑᙴᕍߥ଼ࡼǺᙴᕍᐒᄬϷៈᐒᄬǵፁғ܌ȐઠȑϷᙴ٣ᐒᄬǴ
Ъځ٬ҔβӦᕴय़ᑈόຬၸ၀πᕴय़ᑈԭϩϐϖޣǶ!
ȐΜȑޗᅽճࡼǺูٽϷϿԃᅽճᐒᄬȐԎᓻύЈǵԐයᕍػᐒᄬ
ȑǵԴΓߏයྣ៝ᐒᄬȐߏයྣៈࠠǵᎦៈࠠϷѨඵྣ៝ࠠȑǵ
ԴΓВ໔ྣ៝ύЈᆶيЈምᛖᅽճᐒᄬǶ!
ȐΜΒȑѴٽ༜ูٽ܈ፐࡕྣ୍៝ܺύЈǶ!
ȐΜΟȑແֽǶ!
ȐΜѤȑًؓᎯᎭ૽ግǶ!
ȐΜϖȑ࠼ၮઠϷߕځឦࡼǶ!
ȐΜϤȑے௲ࡼǺࡌځᑐނᕴኴӦ݈य़ᑈόளຬၸϖԭѳБϦЁǶ!
ȐΜΎȑႝ࣬ᜢϐᆢঅϷ୍ܺځೀ܌Ƕ!
ȐΜΖȑӆғૈྍวႝഢϷځᒡᡂႝ࣬ᜢࡼȐό֖ݡวႝȑǶ!
ȐΜΐȑځдҁ۬ቩਡϐѸाϦӅ୍ܺࡼϷϦҔ٣Ƕ!
ѤǵࡼǺ!
Ȑȑ႟୧ǵ୍ܺϷᓓǺځ٬ҔβӦᕴय़ᑈόளຬၸൂ
ࡌᑐ୷Ӧᕴय़ᑈԭϩϐΜǶ!
ȐΒȑ٣୍܌ϷԾҗᙍ٣୍܌Ǻځ٬ҔβӦᕴय़ᑈόளຬၸൂࡌ
ᑐ୷Ӧय़ᑈԭϩϐΜǶ!
ȐΟȑၮҶ໕ࡼǺځ٬ҔβӦᕴय़ᑈόளຬၸൂࡌᑐ୷Ӧय़ᑈԭϩ
ϐΜ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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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ѤȑሌՉǵߞҔӝբޗǵၭǵᅕߞҔϷߥᓀϦљϩЍᐒᄬǺځ٬
ҔβӦᕴय़ᑈόளຬၸൂࡌᑐ୷Ӧय़ᑈԭϩϐΜǶ!
ȐϖȑεࠠҢύЈ܈୍ύЈǺ٬ҔβӦय़ᑈຬၸϦഘаǴЪځ
Տǵय़ᑈǵϣϷϦӅࡼǴҁ۬ቩ೯ၸޣǶ!
ȐϤȑঊᓯץวǺ٬ҔβӦय़ᑈӧϦഘаϖϦഘаΠǵ٠य़ᖏΜΒ
ϦЁаၰၡǴЪځҙፎ໒ว٣ीฝǵ୍ीฝǵᔼᆅीฝ
Ǵҁ۬ቩ೯ၸޣǶ!
ȐΎȑਓᓔϷᢀӀਓᓔǺځ٬ҔβӦᕴय़ᑈόளຬၸ၀πᕴय़ᑈ
ԭϩϐΜǴа٬Ҕෂࡌᑐࣁނज़Ǵ٠ᔈᛦયжߎϒҁ۬ǶӚ
ීࡼǴᔈҁ۬ቩਡࡕǴۈளࡌᑐǹቚࡌϷᡂ׳٬ҔਔǴҭ
ӕǶಃΒීԿಃѤීࡼϐҙፎǴҁ۬ܭᒤቩਔǴᔈ٩Ᏽჴሞ
ݩǴჹܭӚҞϐ٬ҔಒҞǵ٬Ҕय़ᑈǵ٬ҔచҹϷԖᜢᆅᆢៈ
٣Ϸ໒วёచҹբѸाϐೕۓǶಃΒಃΟීࡼǴନಃҞ
ԿಃѤҞϷಃΎҞࡼѦǴځ٬ҔβӦᕴय़ᑈǴόளຬၸ၀π
ᕴय़ᑈԭϩϐΒΜǹಃΒಃѤීࡼϐ٬ҔβӦᕴय़ᑈǴόளຬ
ၸ၀πᕴय़ᑈԭϩϐΟΜǶ!
ಃ!!2:!!చ! ҘᅿπаٮᇸπϷคϦӅӒᓀϐख़πࣁЬǴόளࣁΠӈࡌᑐނϷ
βӦϐ٬ҔǶՠచಃΒӚීࡼǴόӧԜज़Ǻ!
ǵྡྷݨπǺаচࣁݨচϐᇙπǶ!
Βǵܫ܄πǺх֖ܫ܄ϡનϩးǵᇙϷೀπǶ!
ΟǵܰᛈނᇙᓯӸǺхࡴࣆᛰǵᛈԮǵฮϯාǵฮϯҒݨϷ࣬ᜢϐᛈ
ࣆ܄πǶ!
ѤǵనϯҡݨᇙϩးǶ!!
ҘᅿπύࡌԖచಃΒӚීࡼޣǴځ٬Ҕᔈ಄ӝచಃΟǵಃ
ѤϐೕۓǶ!
ಃ!!31!!చ! ᅿπନளٮᆶᅿπԖᜢϐᒤϦ࠻ǵঊǵ୧ࡼǵғౢჴᡍ
࠻ǵ૽ግް܊ǵᕉნߥៈࡼǵπൂيஎްǵഢ༇எްǵπᓓϷځ
дҁ۬πЬᆅᐒᜢቩਡϐѸाߕឦࡼѦǴᔈаΠӈᅿπǵ
ϦӅ୍ܺࡼϷϦҔ٣ࡼϐ٬Ҕࣁज़Ǻ!
ǵҘᅿπज़ڋ٠ҁ۬πЬᆅᐒᜢቩਡϐπǶ!
Βǵځдҁ۬πЬᆅᐒᜢࡰۓϐᅿচϷځᇙࠔϐᓯᙒ܈ೀϐ٬
ҔǶ!
ΟǵϦӅ୍ܺࡼϷϦҔ٣ࡼǺ!
Ȑȑᡂႝ܌ǵᒡႝጕၡ៓༣ȐೱௗઠȑϷځᆅၡǶ!!
ȐΒȑႝ࣬ᜢϐᆢঅϷ୍ܺځೀ܌Ƕ!
ȐΟȑႝߞࡼǶ!
ȐѤȑԾٰНࡼǶ!
ȐϖȑྡǵϺฅуȐȑᓸઠ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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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ϤȑӆғૈྍวႝഢϷځᒡᡂႝ࣬ᜢࡼȐό֖ݡวႝȑǶ!
ȐΎȑځдҁ۬ቩਡϐѸाϦӅ୍ܺࡼϷϦҔ٣Ƕ!
ᆶᅿπԖᜢϐӚࡼǴᔈҁ۬πЬᆅᐒᜢቩਡࡕǴۈ
ளࡌᑐǹቚࡌਔǴҭӕǶ!
ಃ!!32!!చ! ႟ࢃπ߯ࣁଛӝচฦԖਢǵคԦࢉ܄ǴڀԖ࣬ೕኳЪᎂቷόܰϐ
ӝ܄ݤπቷԶჄۓǴளࣁคԦࢉ܄ϐπϷᆶ၀πԖᜢϐᒤϦ࠻ǵ
୧ࡼǵঊǵғౢჴᡍ࠻ǵ૽ግް܊ǵᕉნߥៈࡼǵπൂيஎްǵ
ഢ༇எްǵπᓓǵځдҁ۬πЬᆅᐒᜢቩਡϐѸाߕឦࡼ
٬ҔǴًؓࣁ܈ၮᒡଶًǵ࠼ၮઠǵᐒًǵًؓϷᐒఓঅᆶᓯ
ଛၮᒡࢬނϷߕځឦࡼϐ٬ҔǶคԦࢉ܄ϐπቷǴ߯ࡰπቷ௨
ܫϐቲНǵቲǵᏓॣϷځдϦ্֡಄ӝԖᜢᆅڋྗೕۓǴЪځ٬Ҕό
хࡴΠӈӒᓀ܄ϐπǺ!
ǵྡϷܰᐯ܄నᡏᇙǶ!
Βǵቃࢥ܄πǺхࡴၭᛰǵఠᙝᏊǵྐႵᏊᇙǶ!!
Οǵܫ܄πǺхࡴܫ܄ϡનϩးǵᇙǵೀπǴϷচηૈπ
Ƕ!
ѤǵܰᛈނᇙᓯӸǺхࡴࣆᛰǵᛈԮǵฮϯාǵฮϯҒݨϷځдᛈࣆ
܄ᜪπǶ!
ϖǵख़ϯᏢࠔᇙǵፓکǵхးǶ!
ಃ!!33!!చ! ٩চዛᓰၗచٯǵচߦౢϲભచ܈ٯౢബཥచٯጓۓ໒วϐπ
܈ౢ༜ϣࡌᑐނϷβӦϐ٬ҔǴள٩ځԖᜢݤೕೕۓᒤǴόڙಃ
ΜΖచԿಃΒΜచϐज़ڋǶ!
ಃ!!34!!చ! Չࡹа۬ࡹٮᐒᜢǵԾݯიᡏǵΓ҇იᡏϷځдϦሡाϐࡌᑐނ٬
ҔࣁЬǴόளࡌᑐՐӻǵ۫ǵਓޗǵπቷϷځдুҔࡌᑐނǶՠइۺ
܄ϐࡌᑐނᆶߕឦࡌܭᑐނϐًϷߚᔼ܄ϐ܌ࡑܕǴόӧԜज़Ƕ!
ಃ!!35!!చ! Ў௲аٮΠӈ٬Ҕࣁज़Ǻ!
ǵ᛬ೌᓔǵറނᓔǵޗ௲ᓔǵკਜᓔǵࣽᏢᓔϷइࡌ܄ۺᑐނǶ!
ΒǵᏢਠǶ!
Οǵᡏػ܌ǵ܌Ƕ!
ѤǵځдᆶЎ௲ԖᜢǴ٠ҁ۬௲܈ػЎϯЬᆅᐒᜢቩਡϐࡼǶ!
ಃ!!36!!చ! ᡏػၮаٮΠӈ٬Ҕࣁज़Ǻ!
ǵണрၮӜΓᓔǵၮറނᓔϷइࡌ܄ۺᑐނǶ!
Βǵၮ૽ግࡼǶ!
ΟǵၮࡼǶ!
Ѥǵ୯҇ၮύЈǶ!
ϖǵځдᆶᡏػၮ࣬ᜢǴЪҁ۬௲ػЬᆅᐒᜢቩਡϐࡼǶ!
ಃ!!37!!చ!॥ඳࣁߥػǵᆢៈߦ܈Ծฅ॥ඳϐ٬ҔԶჄۓǴаٮΠӈϐ٬Ҕࣁज़
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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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ՐӻǶ!
ΒǵےઐϷے௲ࡌᑐǶ!
Οǵ܌ࡑܕǶ!
ѤǵਓᓔǶ!
ϖǵॿǶ!
ϤǵၯࡼǶ!
ΎǵၭϷၭࡌᑐǶ!
Ζǵइࡌ܄ۺᑐނǶ!
ΐǵЊѦౚᜪၮǵၮ૽ግࡼǶՠβӦय़ᑈόளຬၸ႟ᗺΟϦഘǶ!
ΜǵЎ௲ࡼǶ!
Μǵ႟୧ǵ१Ƕ!
ΜΒǵځдѸाϦӅᆶϦҔࡼϷϦҔ٣Ƕ!
٬ҔϐࡌᑐނǴځᄬࠠǵՅறǵՏϷໆᡏᔈคᛖܭඳᢀǹҁ۬
ਡځ٬ҔǴᔈӕԖᜢᐒᜢቩǶ!
ಃಃΜΒීځдѸाϦӅᆶϦҔࡼϷϦҔ٣ϐǴᔈаҁ۬
ᇡۓԖѸाܭ॥ඳࣁޣज़Ƕ!
ಃ!!38!!చ! ߥӸࣁᆢៈӜയǵђᙬϷڀԖइ܈܄ۺ᛬ೌሽॶᔈߥӸϐࡌᑐނǴ٠ߥ
ӄځᕉნඳᢀԶჄۓǴаߥٮӸǵᆢៈђނǵђᙬǵᐕўࡌᑐǵ҇᛬ೌ
ǵ҇߫ᆶԖᜢЎނϷԾฅЎϯඳᢀϐ٬Ҕࣁज़Ƕ!
ಃ!!39!!చ! ߥៈࣁ୯βߥӼǵНβߥǵᆢៈϺฅၗྍᆶߥៈᕉნϷғᄊфૈԶჄ
ۓǴӧό֫ᛖߥៈϐჄۓҞޑΠǴҁ۬ቩਡளࣁΠӈϐ٬ҔǺ!
ǵ୯ٛ܌ሡϐӚᅿࡼǶ!
ΒǵፁǵߥӼǵٛࡼǶ!
Οǵᖏਔ܄ၯᏨϷ៛ᔼ܌ሡϐࡼǶ!
ѤǵϦҔ٣ǵѴٽ༜ǵޗᅽճ٣܌Ѹሡϐࡼǵӆғૈྍวႝഢ
Ϸځᒡᡂႝ࣬ᜢࡼǶѴٽ༜Ҟޑ٣ЬᆅᐒᜢਡǴளঋٮ୯҇
λᏢูٽፐࡕྣ୍៝ܺ٬ҔǶ!
ϖǵ௦ϐѸाߕឦࡼǺႝΚഢǵᒡଌഢϷҬ೯ၮᒡࡼǶ!
ϤǵβҡБၗྍ୴ೀǶ!
ΎǵቲకނၗྍӣԏǵຟӸϷߕځឦࡼǶ!
ΖǵН፦ృϯೀࡼϷߕځឦࡼǶ!
ΐǵ݅ϷНβߥࡼǶ!
ΜǵࣁߥៈϣӦǵӦࣁ܌ނϐπำǶ!
Μǵًؓၮᒡ܌ሡϐଶًǵ࠼ǵၮઠϷځѸሡϐߕឦࡼǶ!
ΜΒǵӒᓀࠔނϷଯᓸᡏᓯᙒǵϩးǶ!
ΜΟǵҶ໕ၭࡼǶ!
ΜѤǵၭӆғ࣬ᜢϦӅࡼǶ!
ΜϖǵচԖӝࡌݤᑐܨނନࡕϐཥࡌǵࡌׯǵቚࡌǴځଯࡋόளຬၸΟ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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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ᗺϖϦЁǵࡌጨനଯаԭϩϐϤΜࣁज़ǵࡌᑐނനε୷ቫ
य़ᑈόளຬၸԭϤΜϖѳБϦЁǵࡌᑐᕴኴӦ݈य़ᑈόளຬၸ
ѤԭΐΜϖѳБϦЁǴځβӦϷࡌᑐނନۚٮՐ٬ҔϷࡌᑐނϐ
ಃቫளբλࠠ۫Ϸ१۫ѦǴόளၴϸߥៈԖᜢβӦ٬Ҕ
ϩϐೕۓǶՠচԖӽቴǵ௲ǵےઐӝࡌݤᑐܨނନࡕϐཥ
ࡌǵࡌׯǵቚࡌǴϝբӽቴǵ௲ǵےઐ٬ҔޣǴࡌځᑐނଯࡋ
ளҁ۬࣬ᜢᐒᜢቩ೯ၸࡕǴόڙΟቫ܈ΜᗺϖϦЁϐज़ڋǶ!
ΜϤǵѱीฝวѲჴࡼǴচԖ٩ݤჴሞٮၭբǵᎦǵ੬ށғౢЪ҂
ଶЗځ٬ҔޣǴளКྣၭϐԖᜢೕۓϷచҹǴҙፎࡌᑐၭްϷ
ၭౢᎍѸाࡼǶՠܭѱीฝวѲჴࡼࡕڗۈளβӦ܌ԖǴ
Ъߚࣁᝩڗ܍ளޣǴόҔϐǶ٩ೕۓᒤҶહǵҶᎦǵଶᎦ܈Ԗ
όёלΚ٣җǴԶ҂ჴሞٮၭբǵᎦǵ੬ށ٬ҔޣǴຎࣁ
ಃΜϤීϐ҂ଶЗځ٬ҔǶಃಃීԿಃΜΟීࡼϐҙፎ
Ǵҁ۬ܭᒤቩਔǴᔈ٩ᏵჴሞݩǴჹځܭ٬Ҕय़ᑈǵ٬Ҕచ
ҹϷԖᜢᆅᆢៈ٣բѸाϐೕۓǶ!
ಃ!!3:!!చ! ߥៈϣϐβӦǴЗΠӈՉࣁǶՠಃීԿಃϖීϷಃΎීϐՉࣁǴࣁ
చಃӚීࡼ܌ѸሡǴЪҁ۬ቩਡޣǴόӧԜज़Ǻ!
ǵࣶҵԮЕǶՠ໔ҵҁ۬ၭЬᆅᐒᜢቩਡޣǴόӧԜज़Ƕ!
ΒǵઇᚯӦׯ܈ᡂӦᇮǶ!
Οǵઇᚯ܈ԦࢉНྍǵ༞ࢨྍׯ܈ᡂНၡϷ༤শԣ༠ǵݡᐛǶ!
Ѥǵ௦ڗβҡǶ!
ϖǵก྄ԮǵЕǵǵǶ!
ϤǵӜയǵђᙬϷўᙬϐઇᚯྐ྄܈Ƕ!
Ύǵځдҁ۬ᇡࣁᔈՉЗϐ٣Ƕ!
ಃ!!41!!చ! ၭࣁߥၭғౢԶჄۓǴନߥၭғౢѦǴளҙፎᑫࡌၭްǵ
ၭౢᎍѸाࡼǵҶ໕ၭࡼϷၭӆғ࣬ᜢϦӅࡼǶՠಃΟΜ
చԿಃΟΜΟచ܌ೕޣۓǴόӧԜज़Ƕ!
ҙፎᑫࡌၭް಄ӝΠӈೕۓǺ!
ǵᑫࡌၭްϐҙፎΓᔈ಄ӝၭҔӦᑫࡌၭްᒤݤೕۓǶ!
ΒǵၭްϐଯࡋόளຬၸѤቫ܈ΜѤϦЁǵࡌᑐय़ᑈόளຬၸҙፎᑫࡌၭ
ްϐ၀ےၭҔӦय़ᑈԭϩϐΜǵࡌᑐᕴኴӦ݈य़ᑈόளຬၸϤԭϤ
ΜѳБϦЁǴЪᆶѱीฝၰၡნࣚϐຯᚆǴନӝݤၭްҙፎҥᡏቚ
ࡌѦǴόளλܭΖϦЁǶ!
ΟǵၭβӦςҙፎࡌᑐޣȐхࡴԭϩϐΜၭްय़ᑈϷԭϩϐΐΜϐၭ
ҔӦȑǴࡌᑐЬᆅᐒᜢᔈܭѱीฝϷӦᝤᛤკՅҢϐǹ
ࡕځόፕ၀ԭϩϐΐΜၭҔӦࢂցϩപǴ֡όளӆՉҙፎᑫࡌၭް
Ƕ!
ѤǵၭްόளᏰԾᡂ׳٬Ҕ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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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ۓ܌ၭౢᎍѸाࡼǵҶ໕ၭࡼϷၭӆғ࣬ᜢϦӅࡼϐ
ҞҗၭЬᆅᐒᜢᇡۓǴ٠٩ҁ۬Ҟޑ٣Ьᆅᐒᜢ࣬ۓ܌ᜢݤೕೕۓ
ᒤǴЪόளᏰԾᡂ׳٬ҔǹၭౢᎍѸाࡼϐࡌጨόளຬၸԭϩϐ
ѤΜǵҶ໕ၭࡼϐࡌጨόளຬၸԭϩϐΒΜǶၭްǵၭౢᎍѸा
ࡼϷҶ໕ၭࡼǴࡌځጨᔈٳीᆉǴӝीόளຬၸԭϩϐѤΜǶ
ၭౢᎍѸाࡼǴόள࠻ۚࣁٮǵπቷϷځдߚၭౢᎍѸाࡼ
٬ҔǶ!
ಃ!!42!!చ! ၭҁ۬ቩਡǴளϦҔ٣ࡼǵቲకނၗྍӣԏᆶຟӸ
Ϸߕځឦࡼǵًؓၮᒡ܌ሡϐଶًǵ࠼ǵၮઠϷځѸሡϐߕឦ
ࡼǵًؓᎯᎭ૽ግǵޗᅽճ٣ࡼǵѴٽ༜ȐҞޑ٣Ьᆅᐒᜢ
ਡǴளঋٮ୯҇λᏢูٽፐࡕྣ୍៝ܺ٬ҔȑǵуݨȐȑઠȐً֖ؓ
ۓයᔠᡍࡼȑǵय़ᑈ႟ᗺΟϦഘаΠϐЊѦౚᜪၮϷၮ૽ግࡼ
ǵࡹ۬ख़εࡌीฝ܌ሡϐᖏਔ܄ࡼǶਡϐӚࡼǴόளᏰ
Ծᡂ׳٬ҔǴ٠ᔈ٩ၭวచٯಃΜΒచᛦҬӣ㎸ߎϐೕۓᒤǶ
ۓ܌ҁ۬ቩਡϐޗᅽճ٣ࡼǵѴٽ༜ǵуݨȐȑઠϷၮ
૽ግࡼǴࡌځጨόளຬၸԭϩϐѤΜǶҁ۬ளຎၭϐวሡǴ
ܭѱीฝਜύፓಃۓ܌ϐӚࡼǴ٠ள٩ჴሞሡǴܭѱी
ฝਜύቚӈቩਡϐځдѸाࡼǶҁ۬ܭᒤಃϷ
ࡼϐҙፎቩਔǴᔈ٩ᏵჴሞݩǴჹځܭ٬Ҕय़ᑈǵ٬ҔచҹϷԖᜢᆅ
ᆢៈ٣ǴբѸाϐೕۓǶ!
ಃ!!43!!చ! ࢦᎃၭϐࡌᑐ୷ӦǴࣁࡌᑐሡा٩ࡌځᑐ٬Ҕచҹคݤаځд࣬ᎃβ
Ӧբࣁد೯ၡೱௗࡌᑐጕǴځሡаၭβӦᑫ៘բࣁೱௗࡌᑐጕϐد
೯ၡ٬ҔޣǴᔈӃҁ۬ၭЬᆅᐒᜢቩคᛖၭғౢ٬ҔǴۈளਡ
Ƕد೯ၡߏࡋǵቨࡋϷ٬Ҕచҹ٩ࡌᑐೌמೕ߾࣬ᜢೕۓᒤǶ
ҙፎಃد೯ၡޣǴᔈ٩ၭวచٯಃΜΒచᛦҬӣ㎸ߎϐೕ
ۓᒤǶ!
ಃ!!44!!చ! ၭβӦܭѱीฝวѲςࣁࡌӦҞǵጓࣁۓёٮᑫࡌՐӻ٬Ҕϐࡌ
ᑐҔӦǴ܈ҁ۬ࡌᑐЬᆅᐒᜢᇡۓςࡌᑐۚٮՐ٬Ҕϐӝࡌݤᑐ୷ނӦ
ޣǴࡌځᑐނϷ٬ҔǴᔈ٩ΠӈೕۓᒤǺ!
ǵࡌᑐނᛞଯόளຬၸΜѤϦЁǴ٠аѤቫࣁज़Ǵࡌጨόளεܭԭϩ
ϐϤΜǴᑈόளεܭԭϩϐԭΖΜǶ!
ΒǵβӦϷࡌᑐނନբۚՐ٬ҔϷࡌᑐނϐಃቫளբλࠠ۫Ϸ१۫
ѦǴόளၴϸၭԖᜢβӦ٬ҔϩϐೕۓǶ!
ΟǵচԖࡌᑐނϐࡌጨςຬၸಃීೕޣۓǴள൩ӦঅࡌǶՠࡌׯǵቚ
ࡌܨ܈ନࡕཥࡌǴόளၴϸಃීϐೕۓǶ!
ಃ!!45!!చ! ႝߞҔࣁߦႝߞ٣ϐวԶჄۓǴளࣁΠӈϐ٬ҔǺ!
ǵᔼႝߞ٣܌ሡࡼǺхࡴᐒ܊ǵᔼǵᒤϦ࠻ǵǵঊǵ
ϺጕǵҢύЈǵጕၡύЈǵΚ࠻ȐႝΚ࠻ȑǵፁࢃႝᆵǵԾ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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ԄϺጕ୷Ӧǵੇᢑฦഌǵ୷Ӧᆵǵႝߞᙯኞઠǵ౽Ԅًܦᐒ܊Ϸ
ځдѸाࡼǶ!
ΒǵႝߞѸाߕឦࡼǺ!
ȐȑࣴวǵჴᡍǵቶǵᔠᡍϷᔼၮᒤϦ࠻Ƕ!
ȐΒȑ௲Ꮲǵ૽ግǵჴಞް܊Ȑ܌ȑϷᏢஎްǶ!!
ȐΟȑπԎᓻύЈǵπѴٽ༜ǵπፐᇶǵπᓓǵπᅽճޗ
ǵπ܌ࡑܕϷπᙴ୍܌Ȑ࠻ȑǶ!
ȐѤȑځдҁ۬ቩਡϐѸाࡼǶ!
ΟǵᆶႝߞၮҔวԖᜢࡼǺ!
Ȑȑᆛၡуॶ୍ܺǶ!
ȐΒȑԖጕǵคጕϷႝတၗૻǶ!!
ȐΟȑၗೀ୍ܺǶ!
Ѥǵᆶႝߞ୍ᔼԖᜢࡼǺ!
Ȑȑႝηၗૻٮᔈ୍ܺǶ!
ȐΒȑႝߞᏔ႟୧Ƕ!
ȐΟȑႝߞπำǶ!
ȐѤȑߎᑼࢴᎫᐒᄬǶ!!
ϖǵߎᑼߥᓀǵץวǵ႟୧ǵၮ୍ܺǵᓓǵ
ᒤϦεኴǶ!
բಃϖී٬ҔਔǴаѱीฝਜၩܴளࣁ၀٬Ҕࣁޣज़Ǵځ٬Ҕϐ
ኴӦ݈य़ᑈǴόளຬၸ၀ႝߞҔᕴኴӦ݈य़ᑈϐΒϩϐǶ!
ಃ!!46!!చ! ѱीฝวѲჴࡼࡕǴόӝϩ٬ҔҔೕۓϐࡌᑐނǴନҁ۬ځڮᡂ
׳٬Ҕ܈ᎂ౽ޣѦǴளᝩុࣁচԖϐ٬Ҕ֫ࣁׯ܈ᛖҞޑၨᇸϐ٬ҔǴ٠
٩ΠӈೕۓೀϐǺ!
ǵচԖӝࡌݤᑐނόளቚࡌǵࡌׯǵቚуഢ܈ᡂځࣁ׳дόӝೕۓϐ
٬ҔǶ!
ΒǵࡌᑐނԖӒᓀϐဤǴዴԖঅࡌϐѸाǴளӧᆢচԖ٬Ҕጄൎϣਡ
অࡌǶՠаҁ۬҂ज़යڮᡂ׳٬Ҕ܈ᎂ౽ीฝࣁޣज़Ƕ!
ΟǵӢ྄্ؠཞϐࡌᑐނǴόளаচҔҙፎख़ࡌǶ!
ಃ!!47!!చ!!!ӚβӦ٬Ҕϩϐࡌጨόளຬၸߕ߄ϐೕۓǶՠҁಒ߾ќԖೕޣۓǴ
όӧԜज़ǶӚβӦ٬ҔϩϐࡌጨǴځѱीฝਜќԖၨᝄϐೕ
ޣۓǴவځೕۓǶ!
ಃ!!48!!చ! ӚβӦ٬Ҕϩϐۓݤ໒ࡩόளຬၸࡌጨу୷Ӧय़ᑈԭϩϐΜǶՠࡌ
ᑐ୷Ӧय़ᑈӧϖԭѳБϦЁаΠޣǴόளຬၸࡌጨу୷Ӧय़ᑈԭϩϐΒ
ΜǶӚβӦ٬Ҕϩϐۓݤ໒ࡩǴځѱीฝਜԖၨᝄϐೕޣۓ
ǴவځೕۓǶ!
ಃ!!49!!చ! ࣁ٬βӦӝ٬ҔǴᔈ٩ΠӈೕۓǴܭѱीฝਜϣुۓᑈᆅڋೕۓǺ!
ǵՐӻϷǴᔈ٩ीฝયΓαǵۚՐஏࡋǵΓѳ֡ۚՐኴ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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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य़ᑈϷϦӅࡼ୍ܺНྗǴुۓѳ֡ᑈǴ٠٩ځीฝ܄ǵ
Տǵय़ᖏၰၡቨࡋǵᎃ߈ϦӅࡼϐଛǵӦӦ፦ǵวݩ
Ϸज़ڋǴϩձुۓόӕϐᑈᆅڋǶ!
Βǵځд٬ҔϩǴᔈຎჴሞวሡाϷϦӅࡼ୍ܺНྗुۓǶ!
ΟǵჴࡼᑈᆅڋǴ಄ӝϩ٬ҔϐӝࡌݤᑐނǴࡌׯਔځᑈೕۓ
ᆶࡌᑐނᆅ٣ەǴᔈຎჴሞวሡाϷϦӅࡼ୍ܺНྗԶु
ۓǶ!
ಃ!!4:!!చ!!!ӚβӦ٬ҔϩϐᑈǴ٩ѱीฝਜύ܌ၩೕۓǹ҂ၩܴޣǴځᑈ
όளຬၸΠ߄Ϸߕ߄ϐೕۓǶ!
ಃ!!51!!చ! ᔕۓಒीฝਔǴᔈܭѱीฝਜύुۓβӦ٬ҔϩᆅڋाᗺǴᔈჹܭ
ၮًઠǵ៓ၡًઠǵख़ाඳᢀߕ߈ӦϷځдӦुۓѱीԖᜢ
ೕۓ٣Ƕ!
ҁ۬ࣁቩਡ࣬ᜢೕۓǴளᗎፎৎᏢޣ௦ӝڋБԄڐշቩǶ!
ಃβӦ٬ҔϩᆅڋाᗺǴᔈೕۓϣβӦϷࡌᑐނϐ٬Ҕǵനλࡌ
ᑐ୷Ӧय़ᑈǵ୷ӦϣᔈߥޜӦϐКǵᑈǵᆘᙟǵНǵ௨Н
ࢬѳᑽǵ୷ӦϣࡕୁଣుࡋϷቨࡋǵࡌᑐߕނଶًޜ໔ǵࡌᑐނଯ
ࡋϷԖᜢҬ೯ǵඳᢀǵٛځؠдᆅڋ٣Ƕ!
βӦ٬ҔϩᆅڋाᗺೕۓϐβӦϷࡌᑐނ٬ҔǴளຎӚѱीฝ
ჴሞวሡाǴुۓၨҁಒ߾׳ᝄϐೕۓǶ!
ಃ!!52!!చ!!ӚᅿβӦ٬ҔϩϷϦӅࡼҔӦϐࡌᑐނǴځଣϷୁଣ٩ѱी
ฝਜύ܌ၩೕۓǹ҂ၩܴޣǴ٩ΠӈೕۓǺ!
ǵଣϷୁଣ੮ుࡋόளλ߄ߕܭΒϐೕۓǶՠᔈ᚛ኴ܈คᛞ
ΓՉၰޣǴխ੮ଣǶ!
Βǵ୷Ӧय़ᖏၰၡǴځኯՏԋ݀܈Ԗࡅၰς໒៘ǴݩᆶӦᝤϩപԋ݀
Ϸࡌᑐጕࡰۓԋ݀ό಄ޣǴࡌᑐނȐ֖Ѡǵ៛Ѡȑᆶ၀ࡌᑐጕϐന
λຯᚆόளλܭϦЁǶՠӦΠቫᆶӦቫϐЬाࢊηϐी่ᄬೱ
ೣЪόӢӦΠ࠻ᕅीԶᙯޣשǴځӦΠ࠻ѦᕅόڙԜज़Ƕ!
Οǵ୷Ӧǵୁଣుࡋᔈ಄ӝӚ၀βӦ٬ҔϩᆅڋाᗺೕۓǶՠӢ੮
ǵୁଣǴठ୷ӦϣࡌᑐނుȐቨȑࡋόىཥчѱ྾႟Ӧ٬Ҕೕ߾ϐ
ೕۓుȐቨȑࡋਔǴள٩၀ೕ߾ु܌നλుȐቨȑࡋࣁྗǶ!
ࡌᑐ୷ނӦݩਸǴ٠ཥчѱѱीቩȐаΠᙁᆀȑቩ
೯ၸޣǴόڙೕۓϐज़ڋǶՠᔈ੮ୁଣޣǴځനλୁଣుࡋϝό
ளλܭϦЁǶ!
ಃ!!53!!చ! ؓǵᐒًଶًՏϐǴ٩ѱीฝਜύ܌ၩೕۓǹ҂ೕޣۓǴ٩ࡌᑐמ
ೌೕ߾ԖᜢೕۓǶՠ୷ӦݩਸޣǴளቩ೯ၸКྣཥч
ѱࡌᑐߕނଶًޜ໔ᛦયжߎϷᆅ٬ҔᒤݤೕۓᒤǶ!
ಃ!!54!!చ! Ӛ၀ѱीฝςुࡌۓᑐ୷ӦᆘᙟྗޣǴவځೕۓǹ҂ೕޣۓǴឦϦ
༜ǵᆘӦǵቶǵูٽၯϦӅࡼҔӦǴᔈ੮ҔӦᕴय़ᑈΒϩ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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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ᅿᐋЕǹឦځдࡌᑐ୷ӦϣჴޜӦǴᔈܭԌନ٩ೕۓคݤ
ᆘϯϐय़ᑈࡕǴ੮ΒϩϐаᅿᐋЕǶ!
ϦӅࡼҔӦ܈ჴޜӦǴӢคᛞΓՉၰǵးڕՏǵԖၰၡ
ϷًၰǴठ҂ၲᔈᅿᐋЕय़ᑈޣǴளܭഭᎩޜӦϣᅿᐋЕǴ
٠٩ࡌᑐ୷ӦᆘϯीೌמೕጄϐҥᡏᆘϯೕۓǴࡂܭഗǵᆵНѳΓ
πӦዬϒаᆘϯǶࡌᑐ୷ӦݩਸǴ٠ቩ೯ၸޣǴόڙ
ೕۓϐज़ڋǶ!
ಃ!!55!!చ! ࡌᑐ୷Ӧឦᔈቩ೯ၸࡕǴۈளҙፎࡌྣޣǴ܈ҁ۬Ϧ
ϐᆘૈࡂഗҢጄӦϐࡌᑐޣނǴࡂഗᔈΒϩϐय़ᑈаϐᆘૈ
ࡼ܈ഢǶՠݩਸ٠ቩ೯ၸޣǴόӧԜज़Ƕ!
ᆘૈࡼ܈ഢӵΠǺ!
ǵࡂഗᆘϯǺࡂܭഗ่ᄬᎎᚐѦғߏϟ፦аᅿނǴബᆘޜ໔ޣ
Ƕ!
ΒǵϼӀႝഢǺࡰ٩ӆғૈྍࡼխፎሦᚇྣྗϐೕۓǴ
ࡌܭᑐࡂނഗϐϼӀႝวႝഢǶ!
ಃ!!56!!చ! ΠӈӦࡌ܈ᑐᔈӃቩ೯ၸࡕБளҙፎࡌྣǺ!
ǵҙፎ୷Ӧय़ᑈεܭϤίѳБϦЁЪᕴኴӦ݈य़ᑈεܭΟѳБϦЁǶ!
Βǵቶय़ᑈၲϤίѳБϦЁаǴϦ༜य़ᑈၲѳБϦЁаޣǶ!
ΟǵπำႣᆉΟίϡаϐϦԖࡌᑐނϷπำႣᆉϖίϡаϐϦӅ
ࡼǶ!
Ѥǵѱ׳ཥൂϡǶ!
ϖǵҙፎᑈၲ୷ྗᑈϐᗺϖ७аϐࡌᑐ୷ӦǶ!
ϤǵኴӦ݈य़ᑈϤίѳБϦЁаϐҥᡏଶًǶՠࡌᑐߕނଶًޜ໔
όӧԜज़Ƕ!
Ύǵ௦ҥᡏӭҞ٬ҔϐϦӅࡼҔӦࡌᑐҙፎਢЪࡌᑐ୷Ӧय़ᑈӧϤί
ѳБϦЁаޣǶ!
ΖǵѱीฝਜࡰۓӦǶ!
ಃ!!57!!చ! ҙፎ୷Ӧय़ᑈεܭϤίѳБϦЁЪᕴኴӦ݈य़ᑈεܭΟѳБϦЁޣǴᔈ
ڗளংᒧᆘࡌᑐਜϷ೯ၸᆘࡌᑐϩભຑሌભаǶ!
ಃ!!58!!చ! ӚβӦ٬Ҕϩନ٩ҁݤಃΖΜΟచϐೕۓё౽ΕᑈѦǴۓݤܭᑈ
ቚуࡌᑐᑈࡕǴόளຬၸΠӈೕۓǺ!
ǵ٩ѱ׳ཥݤೕჴࡼѱ׳ཥ٣ϐӦǺࡌᑐ୷Ӧᗺϖ७ϐۓݤ
ᑈ܈Ӛ၀ࡌᑐ୷Ӧ႟ᗺΟ७ϐۓݤᑈӆуځচࡌᑐᑈǶ!
ΒǵීаѦϐӦǺࡌᑐ୷ӦᗺΒ७ϐۓݤᑈǶᙑѱλࡌᑐ୷Ӧ
ӝٳᡏ໒วࡌᑐǴ܈ᙑѱλࡌᑐ୷Ӧӝࡌݤᑐނҁ۬ᇡۓคݤ
аѱ׳ཥ܈ӝٳ໒วࡌᑐБԄᒤख़ࡌޣǴளۓݤܭᑈԭϩ
ϐΒΜϐज़ࡋϣܫቨࡌځᑐᑈᚐࡋ܈٩၀ӝࡌݤᑐނচࡌᑐᑈ
ࡌᑐǶܫ܄ԦࢉࡌᑐނϷଯෛᚆηᒳโషᏉβࡌᑐܨނନख़ࡌቚ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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ϐࡌᑐᑈ٩ܫ܄Ԧࢉࡌᑐނ٣ҹٛጄϷೀᒤݤᆶҁಒ߾ಃϖ
ΜϖచೕۓᒤǶ!
ಃ!!59!!చ! ѱीฝᔕ܈ۓᡂ׳ਔǴளܭѱीฝਜϣ٩ൻΠӈচ߾ुۓࡰ܈ۓҔ
ϐᑈዛᓰǺ!
ǵᑈዛᓰҞϐुۓࡰ܈ۓҔǴᔈ٩Πӈচ߾ᒤǺ!
Ȑȑዛᓰᚐࡋᔈ٩ᏵӚዛᓰҞёബϐᕉნਏϷӚਏϐ҉ុ܄
ुۓǶ!
ȐΒȑ٩βӦ٬Ҕϩᆅڋाᗺځ܈дೕۓᔈᅰϐက୍ᔈᆶዛᓰуаϩ
ǴЪዛᓰόளख़ፄीӈǶ!
ȐΟȑዛᓰჹຝᔈܴዴǴዴߥ๏ϒϐዛᓰҞૈޑዴჴၲԋϦӅճǶ!
ȐѤȑڀϦӅ܄ዛᓰޑᔈुۓගٮՏǵౢᘜឦ܈ᆅБԄ࣬ᜢଛ
ࡼǴаዴߥځϦӅ܄ᆶϦ܄Ƕ!
Ȑϖȑ٩চዛᓰၗచٯǵচߦౢϲભచ܈ٯౢബཥచٯҗπЬ
ᆅᐒᜢጓۓ໒วϐπ܈ౢ༜Ǵཥቚ܈ᘉεၗԖշܭౢ
ᕉნϲભᙯࠠޣǶ!
ΒǵԖᜢᑈዛᓰҞǴᔈຎѱว܄Ϸज़ڋǴࡓۓዛᓰϐᓬӃׇ
Ƕ!
ΟǵࣁߦϦӅ໒ޜܫ໔ុ҉ޑճҔǴᔈϦӅ໒ޜܫ໔ᆅᆢៈ୷ߎ
ǴЊᓯӸॄೢᆅၮҔǶ!
ѱीฝਜϣԖೕۓΠӈዛᓰҞޣǴᔈ٩ΠӈೕۓᒤǺ!
ǵ٩ೕڗۓளংᒧᆘࡌᑐਜϷ೯ၸᆘࡌᑐϩભຑБԄҙፎዛᓰޣǴ
ڗளߎભޣ๏ϒዛᓰᚐࡋज़όளଯྗ୷ܭᑈԭϩϐΟǹڗளᢕ
ҡભޣ๏ϒዛᓰᚐࡋज़όளଯྗ୷ܭᑈԭϩϐϤǴচዛᓰೕۓᔈ
ଶЗҔǶ!
Βǵ٩ۓݤ໒ࡩᆶࡌᑐ୷Ӧჴሞ໒ࡩϐৡॶҙፎዛᓰޣǴଶЗҔǶ!
Οǵ٩ࡌᑐނᆶᎃӦნࣚጕϷࡌᑐጕຯᚆǵࡌᑐނෂຯϷӚЊଛӧٛ
௱ؠъ৩ጄൎගϲѱٛૈ܄ؠచҹҙፎዛᓰޣǴଶЗҔǶ!
ѤǵࡌᑐނගٮϩᑈኴӦ݈य़ᑈٮΠӈ٬ҔޣǴளϒаᑈዛᓰǶՠ
аόຬၸ୷ྗᑈϐԭϩϐΒΜࣁज़Ǻ!
ȐȑدΓਈࡌȐ֖࣬ჹᔈᑈኴӦ݈ᔈԖβӦϩȑ٠Ϧ܄ࡼ
ǴځҔϷೕኳ಄ӝΠӈೕۓǴҁ۬Ҟޑ٣ЬᆅᐒᜢਡϷௗ
ᆅᐒᜢӕཀௗᆅޣǴளխीᑈǴ٠ள٩ځჴሞᑈኴӦ݈य़
ᑈϐ७ዛᓰǴନ܄፦ਸޣѦǴᔈڀᐱҥрΕαǺ!
!!!!!!2/բკਜᓔǵറނᓔǵ᛬ೌύЈǵࢲύЈǵԴΓࢲࡼǵԴΓ
ӼᎦࡼǵϦӅԎػࡼǵᆘՅၮڀௗርޜ໔ٮϦ٬ҔϷᐒ
ᜢᒤϦ࣬ᜢࡼǴځύ੮ϐᑈኴӦ݈य़ᑈӧΒԭѳБϦЁ!
аޣǶ!
!!!!!!3/բޗՐӻ܈ౢػԋࡼ٬ҔǴځύ੮ϐᑈኴӦ݈य़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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ӧϤԭѳБϦЁаޣǶ!
ȐΒȑ੮ᆶϺᐏǵޜᐏ܈ӦΠၰೱௗϐٮϦ٬Ҕޜ໔Ǵ٠ቩ
೯ၸǴளխीᑈǴ٠ள٩ځჴሞᑈኴӦ݈य़ᑈዛᓰǶ!
ȐΟȑٮϦ٬ҔϐϺᐏǵޜᐏ܈ӦΠၰǵၠǵၠݞϺᐏࡼǴа
ඳᢀᐏኺБԄǴҁ۬Ҟޑ٣ЬᆅᐒᜢਡЪቩ
೯ၸޣǴ܌ቚуϐࡌᑐय़ᑈǵኴӦ݈य़ᑈǴளխीᑈǴ٠ள٩ځ
ჴሞᑈኴӦ݈य़ᑈዛᓰϐǶ၀ࡼᔈҗҙፎΓ܍ᒍॄೢᆅ
ᆢៈ܈ௗᆅᐒᜢӕཀௗᆅǴЪځΠБόளբځд٬ҔǶځӢࡼፓ
Զ෧Ͽϐᆘϯय़ᑈǴᔈ٩ྣࡌᑐೌמೕ߾ᆘࡌᑐകϐೕۓǴख़
ཥᔠᆘϯय़ᑈϷ࣬ᜢೕჄीϣǴ٠ቩ೯ၸǶ!
ȐѤȑಃԿΟҞࡼޣǴᔈҗҙፎΓਈᜄᆅᆢៈДᑈ
ѳБϦЁཥᆵჾϖΜϡӅΜϖԃϒௗᆅൂՏǴҙፎΓ܍ᒍॄೢᆅ
ᆢៈޣǴ߾խϒਈᜄǶ!
ಃѤക!ϦӅࡼҔӦ!
ಃ!!5:!!చ!!!ϦӅࡼҔӦᔈ٩ೕۓҔ٬ҔǶ!
ϦӅࡼҔӦϐࡌጨǴѱीฝਜќԖೕޣۓǴவځೕۓǹ҂ೕޣۓǴ
όளຬၸߕ߄ΟϐೕۓǶ!
ಃ!!61!!చ! ϦӅࡼҔӦϐۓݤ໒ࡩǴѱीฝਜ܈ѱीฝ࣬ᜢݤзςԖೕޣۓ
Ǵவځೕۓǹ҂ೕޣۓǴόளຬၸࡌጨу୷Ӧय़ᑈԭϩϐΜǶ!
ಃ!!62!!చ!!!ϦӅࡼҔӦϐᑈǴѱीฝਜќԖೕޣۓǴவځೕۓǹ҂ೕޣۓǴ
όளຬၸߕ߄ΟϐೕۓǶ!
ಃϖക!ߕ߾!
ಃ!!63!!చ! ӝࡌݤᑐނӢӦǵНؠǵ॥ځ܈ؠдख़εϺฅ٣ᡂǴҁ۬ࡌᑐЬᆅᐒ
ᜢᇡࣁۓӒᓀ܈ԖӼӄϐဤޣǴβӦճᜢ߯ΓளܭΟԃϣҙፎ٩চࡌጨ
ǵচೕۓᑈ܈চᕴኴӦ݈य़ᑈख़ࡌϐǶᇡྗ୷ۓϷҙፎයज़Ǵ
җҁ۬ࡌᑐЬᆅᐒᜢۓϐǶ!
ಃ!!64!!చ! ѱीฝՐӻǵ॥ඳǵߥៈ܈ၭϣϐӝࡌݤᑐނǴ٩Չࡹଣ
ਢਡۓϐ࣬ᜢϦӅπำܨᎂೀೕۓᕇᎂࡌǴ܈ӢӦ྄ཞ٠ӄ
ܨନԶคܭݤচӦख़ࡌޣǴளࡪځচѱीฝϷ࣬ᜢݤೕೕۓϐࡌጨǵ
ᑈǵࡌᑐނଯࡋ܈ᕴኴӦ݈य़ᑈǴܭѱीฝՐӻǵ॥ඳǵߥៈ
܈ၭϐԾԖβӦǴ٠ҁ۬ቩਡӕཀࡕǴᒤख़ࡌǶচܨᎂЊܭख़
ࡌࡕԾԖβӦϐቚࡌǵܨ܈ࡌׯନࡕཥࡌǴҭӕǶ!
ಃ!!65!!చ! ӝࡌݤᑐނӢࡹ۬ᑫᒤϦӅࡼܨନࡕᖽᎩࡌᑐ୷Ӧϣࡌᑐࡌׯނǵቚࡌ
ϩ൩ӦࡌޣǴࡌځጨǵᑈǵࡕଣϐଏᕭೕۓϷଶًޜ໔ϐ੮
Ǵளόڙҁಒ߾܈ѱीฝਜβӦ٬Ҕϩᆅڋϐज़ڋǶ!
ಃ!!66!!చ! ଯෛᚆηᒳโషᏉβࡌᑐނൔҁ۬ࡌᑐЬᆅᐒᜢਢਡܨନख़ࡌޣ
Ǵள൩চೕۓᑈ܈চᕴኴӦ݈य़ᑈख़ࡌǴচคुۓᑈޣǴள٩ख़
ࡌਔᑈख़ࡌǴ٠ଜϒගଯǶՠനଯϩձаόຬၸځচೕۓᑈǵ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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ࡌਔᑈ܈চᕴኴӦ݈य़ᑈϐԭϩϐΟΜࣁज़Ƕ!
ਢਡܨନख़ࡌϐࡌᑐނǴӢ୷ӦݩਸǴ٠ቩ೯
ၸޣǴள٩চࡌጨख़ࡌǶ!
ಃ!!67!!చ! Եໆѱ҉ុวǴࡌᑐ໒วՉࣁᔈߥ੮ޜۓݤӦԭϩϐΖΜНय़ᑈǴ
٠ᔈкىϐߘНຟ੮ᅉࢫϷ఼ᎦНϩӆճҔ࣬ᜢࡼǹځჴࡼጄൎǵ
ଌቩਜҹϷ୷ྗǴܭѱीฝਜुϐǴЪځຟ੮ᡏᑈόளեܭ
ԭԃаኪߘᓎϐٛࢫೕჄीྗǶࡼ܌ሡኴӦ݈य़ᑈǴளό
ीΕᑈǶ!
ಃ!!68!!చ! ҁಒ߾วѲჴࡼࡕǴନҁಒ߾ܴۓѱीฝਜԖೕۓவځೕۓѦǴ٩ҁಒ
߾ೕۓᒤǶ!
ಃ!!69!!చ! ҁಒ߾ନಃѤΜΎచಃೕۓԾԭ႟ѤԃΎДВࡼՉѦǴԾวѲВ
ࡼՉǶ!
ߕ߄!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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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߄!
βӦ٬ҔϩࡌጨϷᑈೕ!߄ۓ
βӦ٬Ҕϩ!

ࡌጨ!

Րӻ!

ԭϩϐϖΜ!

!

ԭϩϐΎΜ!

π!

ԭϩϐϤΜ!

ԭϩϐΒԭΜ!

Չࡹ!

ԭϩϐϖΜ!

ԭϩϐΒԭϖΜ!

Ў௲!

ԭϩϐϖΜ!

ԭϩϐΒԭϖΜ!

ᡏػၮ!

ԭϩϐϤΜ!

ԭϩϐΒԭϖΜ!

॥ඳ!

ԭϩϐΒΜ!

ԭϩϐϤΜ!

ߥៈ!

ԭϩϐΜ!

٩ҁࡼՉಒ߾࣬ᜢೕۓᒤ!

ၭ!

ԭϩϐΜ!

٩ҁࡼՉಒ߾࣬ᜢೕۓᒤ!

ߥӸǵђᙬߥӸ!

ᑈ!
٩ჴሞวǴൻѱीฝำׇ
Ǵܭѱीฝਜύु!ۓ
٩ჴሞวǴൻѱीฝำׇ
Ǵܭѱीฝਜύु!ۓ

ԭϩϐϤΜǴՠϣচԖࡌᑐ ԭϩϐԭϤΜǴՠϣচԖ
ނςຬၸޣǴόӧԜज़!

ࡌᑐނςຬၸޣǴόӧԜज़!

ًઠҔ!

ԭϩϐΎΜ!

ԭϩϐΒԭ!

уݨઠǵґථҔ!

ԭϩϐѤΜ!

ԭϩϐԭΒΜ!

ԭϩϐϖΜ!

ԭϩϐΒԭϖΜ!

ෝ୵ǵᅕෝȐҔȑ!

ԭϩϐΎΜ!

ԭϩϐΒԭΜ!

ᙴᕍȐᙴଣȑҔ!

ԭϩϐϤΜ!

ԭϩϐΒԭ!

ਓᓔ!

ԭϩϐϤΜ!

ແࡹǵႝߞǵᡂႝ܌ǵႝ
ΚҔ!

ξڵӦǺԭϩϐԭΒΜ!
ѳӦǺԭϩϐԭϤΜ!

ᅕҔǵၭҔ! ԭϩϐϖΜ!

ԭϩϐΒԭϖΜ!

ӆғૈྍ࣬ᜢࡼҔ! ԭϩϐΎΜ!

ԭϩϐΒԭϖΜ!

ځд٬Ҕϩ!

٩ჴሞሡाǴൻѱीฝำ ׇ٩ჴሞሡाǴൻѱीฝำׇ
Ǵܭѱीฝਜύु!ۓ

!
!

!

!

39

Ǵܭѱीฝਜύु!ۓ

!

ߕ߄Β!
βӦ٬ҔϩϷϦӅࡼҔӦଣǵୁଣుࡋೕ!߄ۓ
βӦ٬Ҕϩ܈ϦӅࡼҔӦ!

ଣుࡋȐϦЁȑ!ୁଣుࡋȐϦЁȑ!

Րӻ!

Ο!

όϒೕ!ۓ

!

Ο!

όϒೕ!ۓ

πȐҘǵΌǵǵ႟πȑ!

Ο!

Β!

ՉࡹǵЎ௲!

Ο!

Ο!

ᡏػၮ!

Ο!

Ο!

॥ඳ!

Μ!

Ο!

ߥӸǵђᙬߥӸ!

Ο!

όϒೕ!ۓ

ًઠҔ!

Ο!

όϒೕ!ۓ

уݨઠǵґථҔ!

Ο!

Ο!

ແࡹǵႝߞǵᡂႝ܌ǵႝΚҔ!

Ο!

Ο!

ෝ୵ǵᅕෝȐҔȑ!

Ο!

όϒೕ!ۓ

ᙴᕍȐᙴଣȑҔ!

Ο!

Ο!

ਓᓔ!

Ο!

Ο!

ঊǵঊᓯ!

Ϥ!

Β!

ᅕҔǵၭҔ!

Ο!

Ο!

Ϧ༜ǵูٽၯҔӦ!

Μ!

Μ!

ޗ௲ᐒᄬǵᡏػ܌ǵᐒᜢϷᙴᕍȐ٣ȑፁғᐒ Ο!

Ο!

ᄬҔӦ!
ଶًҔӦ!

Ο!

όϒೕ!ۓ

ًઠҔӦ!

Ο!

όϒೕ!ۓ

ແࡹǵႝߞǵᡂႝ܌ǵԾٰН٣ҔӦ!

Ο!

Ο!

ෝ୵ҔӦ!

Ο!

Ο!

ᏢਠҔӦ!

όϒೕ!ۓ

όϒೕ!ۓ

ѱҔӦ!

Ο!

Ο!

уݨઠǵґථуᓸઠҔӦ!

Ο!

Ο!

ОϯǵᘝሺᓔҔӦ!

Ϥ!

Ο!

៓ၡҔӦȐًઠ٬Ҕϩȑ!

Ο!

όϒೕ!ۓ

ஓৌҔӦ!

Ϥ!

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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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߄Ο!
ϦӅࡼҔӦࡌጨϷᑈೕ!߄ۓ
ϦӅࡼҔӦ!

ࡌጨ!

ᑈ!

Ϧ༜ǵูٽၯҔӦ!

ԭϩϐΜϖ!

ԭϩϐΟΜ!

ޗ௲ᐒᄬǵᡏػ܌ǵᐒᜢ

ԭϩϐϖΜ!
ϷᙴᕍȐ٣ȑፁғᐒᄬҔӦ!
ଶًҔӦ!
ًઠҔӦ!
ແࡹǵႝߞǵᡂႝ܌ǵԾٰ
Н٣ҔӦ!
ෝ୵ҔӦ!

ԭϩϐΒԭϖΜ!

ѳय़٬ҔǺԭϩϐΜ!
ҥᡏ٬ҔǺԭϩϐΖΜ!

ѳय़٬ҔǺߕځឦࡼԭϩϐΒ
Μ!
ҥᡏ٬ҔǺԭϩϐΐԭϤΜ!

ԭϩϐΎΜ!

ԭϩϐΒԭ!

ԭϩϐϖΜ!

ԭϩϐΒԭϖΜ!

ԭϩϐΎΜ!

ԭϩϐΒԭΜ!
୯ύаΠǺԭϩϐԭϖΜ!

ᏢਠҔӦ!

ԭϩϐϖΜ!

ଯύȐᙍȑǺԭϩϐΒԭ!
εаǺԭϩϐΒԭϖΜ!

ѱҔӦ!

႟୧ѱǺԭϩϐΒԭѤΜ!

ԭϩϐϖΜ!

ץวѱǺԭϩϐԭΒΜ!

уݨઠǵґථуᓸઠҔӦ! ԭϩϐѤΜ!

ԭϩϐԭΒΜ!

ОϯǵᘝሺᓔҔӦ!

ԭϩϐѤΜ!

ԭϩϐԭΒΜ!

៓ၡҔӦ!

ԭϩϐΎΜ!

όϒೕ!ۓ

ஓৌҔӦ!

ԭϩϐϤΜ!

ԭϩϐΟԭ!

ቛოҔӦ!
ځдϦӅࡼҔӦ!

ԭϩϐΜȐբࣁયମ༣٬Ҕ
ȑ!

٩ჴሞሡाǴൻѱीฝำ ٩ჴሞሡाǴൻѱीฝำׇǴ
ׇǴܭѱीฝਜύुܭ !ۓѱीฝਜύु!ۓ

!
!

ԭϩϐѤ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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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ǵġ ѱीฝۓය೯ዬᔠჴࡼᒤ!ݤ
ϣࡹ75/6/3:Ѡϣᔼӷಃ751786ဦзวѲӄЎΟΜచ!
ϣࡹ7:/9/33Ѡϣᔼӷಃ52558ဦзঅ҅วѲӄЎΒΜϖచ!
ϣࡹ86/23/42Ѡϣᔼӷಃ576173ဦзঅ҅วѲಃϤచచЎ!
ϣࡹ8:/:/8Ѡϣᔼӷಃ923977ဦзঅ҅วѲӄЎΒΜΖచ!
ϣࡹ91/9/41Ѡϣᔼӷಃ9182369ဦзঅ҅วѲಃΜϤచచЎ!
ϣࡹ92/5/3:Ѡϣᔼӷಃ928:563ဦзঅ҅วѲಃΜϤచచЎ!
ϣࡹ96/6/2Ѡϣᔼӷಃ9683656ဦзঅ҅!วѲಃΜϖచచЎ!
ϣࡹ97/4/39Ѡϣᔼӷಃ9783578ဦзঅ҅วѲӄЎѤΜѤచ!
ϣࡹ99/7/3:Ѡϣᔼӷಃ9984746ဦзঅ҅วѲಃΟΜϖచǵಃΟΜϤచǵಃΟΜΎచచЎ!
ϣࡹ:2/22/25Ѡϣᔼӷಃ1:21197785ဦзঅ҅วѲಃచచЎ!
ϣࡹ:9/21/34Ѡϣᔼӷಃ1:9192124:ဦзঅ҅ಃΜΖచచЎ!
ϣࡹ211/2/7Ѡϣᔼӷಃ1::1921:34ဦзঅ҅ӄЎѤΜΐచ!
!

ಃക! ᕴ! ߾!
ಃచ! ҁᒤݤ٩ѱीฝݤȐаΠᙁᆀҁݤȑಃΒΜϤచಃΒೕۓुۓϐǶ!
ಃΒచ! ѱीฝ೯ዬᔠਔǴᔈຎჴሞϩයϩ൩ҁݤಃΜϖచ܈ಃΒΜΒచೕ
ۓϐ٣ӄ܈ϩᒤǶՠѱीฝวѲჴࡼςۛᅈीฝԃज़܈ΒΜϖԃޣ
Ǵᔈϒӄय़೯ዬᔠǶ!
ಃΟచ! ѱीฝ೯ዬᔠਔǴ࣬ᎃௗϐѱीฝǴளӝٳᒤϐǶ!
ಃѤచ! ᒤЬाीฝ܈ಒीฝӄय़೯ዬᔠਔǴᔈϩձ٩ᏵҁݤಃΜϖచ܈ಃΒΜ
Βచೕۓϐӄ٣ϷԵቾ҂ٰวሡाǴ٠ୖԵᐒᜢǵიᡏ܈Γ҇ࡌբѸ
ाϐঅ҅Ƕ!
٩ೕۓᒤಒीฝ೯ዬᔠਔǴੋځϷЬाीฝϩǴளٳᔠϐǶ!
ಃϖచ! ѱीฝ೯ዬᔠᔈӃՉीฝӦϐ୷ҁፓϷϩीǴբࣁ೯ዬᔠ
ϐ୷ᘵǴځϣԿϿᔈхࡴΠӈӚීǺ!
ǵԾฅғᄊᕉნǵԾฅϷΓЎඳᢀၗྍǵёٮӆғճҔၗྍǶ!
Βǵ্ؠวғᐕўϷ܄ǵ্ؠወ༈Ƕ!
ΟǵΓαೕኳǵԋߏϷಔԋǵΓαஏࡋϩѲǶ!
ѤǵࡌᑐஏࡋϩѲǵౢ่ᄬϷวǵβӦճҔǵՐӻٮሡǶ!
ϖǵϦӅࡼڙΚǶ!
ϤǵҬ೯ၮᒡǶ!
ѱीฝ೯ዬᔠਔǴᔈ٩Ᏽ୷ҁፓϷϩीǴࣴᔕวፐᚒǵჹ
ϷᜫඳǴբࣁᔠϐ٩ᏵǶ!
ಃϤచ! ѱीฝ೯ዬᔠਔǴᔈ٩Ᏽѱ্ؠวғᐕўǵ܄Ϸ্ؠወ༈Ǵ൩
ѱٛؠᗉᜤ܌ϷࡼǵࢬୱࠠᆽࢫϷᅉࢫࡼǵ௱ؠၡጕǵОۯؠᐨٛЗӦ
٣ՉೕჄϷᔠǴ٠ፓβӦ٬Ҕϩ܈٬ҔᆅڋǶ!
ಃΎచ! ᒤЬाीฝ೯ዬᔠਔǴᔈຎჴሞሡाᔕۓΠӈӚීғᄊѱวౣǺ!
ǵԾฅϷඳᢀၗྍϐᆅᆢៈౣ܈ीฝǶ!
ΒǵϦӅࡼҔӦϷځд໒ޜܫ໔ϐНᆶᆘᆛ๎วౣ܈ीฝǶ!
Οǵѱวᐕўϐޜ໔દǵӜയǵђᙬϷڀԖइ܈܄ۺ᛬ೌሽॶᔈϒߥӸ
ࡌᑐϐ॥ᇮวౣ܈ीฝǶ!
ѤǵεၮᒡᏤӛǵΓҁҬ೯ᕉნϷᆘՅၮᒡϐѱวኳԄβӦ٬Ҕ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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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ฝǶ!
ϖǵѱНၗྍϷځдӚᅿၗྍϐӆճҔβӦ٬Ҕวౣ܈ीฝǶ!
ಃΖచ! ᒤಒीฝ೯ዬᔠਔǴᔈຎჴሞሡाᔕۓΠӈӚීғᄊѱೕჄচ߾Ǻ!
ǵНᆶᆘᆛ๎سՍᖄೕჄीচ߾Ƕ!
ΒǵߘНΠᅖǵຟ੮ϐೕჄीচ߾Ƕ!
ΟǵीฝϣࡽԖख़ाНၗྍϷᆘՅၗྍᆅᆢៈচ߾Ƕ!
ѤǵӦ॥ᇮวϷᆅڋচ߾Ƕ!
ϖǵӦΓՉၰϷԾՉًၰϐࡌচ߾Ƕ!
ಃΐచ! ѱीฝ೯ዬᔠਔǴΠӈӦᔈᒤѱीǴયΕಒीฝǺ!
ǵཥѱᙼǶ!
ΒǵཥѱࡌӦǺѱύЈǵୋѱύЈǵჴࡼεೕኳᡏ໒วϐཥѱ
Ƕ!
Οǵᙑѱ׳ཥӦǶ!
ѤǵӜയǵђᙬϷڀԖइ܈܄ۺ᛬ೌሽॶᔈϒߥӸࡌᑐނϐڬൎӦǶ!
ϖǵՏܭଯೲ៓ၡǵଯೲϦၡϷୱीฝࡰۓඳᢀၰၡΒୁϦٚጄൎϣϐӦ
Ƕ!
ϤǵځдЬाीฝࡰۓᔈᒤѱीϐӦǶ!
ѱीϐϣຎჴሞሡाǴ߄ܴΠӈ٣Ǻ!
ǵϦӅ໒ޜܫ໔سଛϷځᆘϯǵߥН٣Ƕ!
ΒǵΓՉޜ໔ǵၰ܈ԾՉًၰسጕଛ٣Ƕ!
ΟǵҬ೯ၮᒡسǵًؓǵᐒًᆶԾՉًϐଶًޜ໔ϷрΕጕଛ٣Ƕ!
Ѥǵࡌᑐ୷ӦಒϩೕኳϷӦΠ࠻໒ࡩϐज़ڋ٣Ƕ!
ϖǵࡌᑐໆᡏଛǵଯࡋǵࠠǵՅறǵ॥ǵᆘࡌϷНၗྍӣԏӆճҔϐ
٣Ƕ!
ϤǵᕉნߥៈࡼϷၗྍӆճҔࡼଛ٣Ƕ!
ΎǵඳᢀीฝǶ!
Ζǵٛؠǵ௱ޜؠ໔Ϸࡼଛ٣Ƕ!
ΐǵᆅᆢៈीฝǶ!
ಃΜచ! ߚѱวҔӦᔠᡂࣁ׳ѱวҔӦਔǴᡂ׳ጄൎϣᔈჄϐϦӅࡼҔ
Ӧय़ᑈКٯǴόளեܭচѱीฝϦӅࡼҔӦय़ᑈэѱวҔӦय़ᑈϐК
Ƕ!
ᡂ׳ጄൎϣᔈჄϐϦӅࡼǴନᡂ׳ጄൎϣѸाޣѦǴᔈຎᡏѱว
ሡाǴჄٮբӄֽ܈ीฝӦጄൎϣ٬ҔϐϦӅࡼǴ٠аচ
ѱीฝჄόًؓ܈ޣىǵᐒًϷԾՉًଶًǵޗϦ༜ǵᆘӦҞࣁᓬ
ӃǶ!
ಃΜచ! ѱຉ֝ǵຉၰടॿࡼǵΓՉޜ໔ǵԾՉًၰسǵคምᛖޜ໔ϷӚϦ
ӅࡼǴᔈଛӝӦБЎϯՅϷۚ҇ϐࢲޗሡाǴִࣁೕჄीǶ!
ಃΜΒచ! ѱीฝ೯ዬᔠਔǴᔈଞჹᙑԖࡌᑐނஏǵ྾႟ઇᙑǴԖᛖᢀᘳǵቹ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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ϦӅӼӄǴѸܨନख़ࡌǴ൩Ӧࡌ܈ձуаᆢៈϐӦǴՉӄय़ፓ
ϩǴჄۓѱ׳ཥӦጄൎǴࣴु׳ཥ୷ҁБଞǴયΕीฝਜೕۓǶ!
ಃΜΟచ! ѱीฝ೯ዬᔠѸᡂޣ׳Ǵᔈջ٩ྣҁۓ܌ݤำׇᒤᡂ׳ǹคᡂ
ޣ׳Ǵᔈஒᔠ่݀ೱӕ҇ഋཀܭـග၀ᆅѱीฝہቩ೯ၸ
٠ቫൔਡۓᐒᜢഢࡕǴϦຼޕǶ!
ಃΒക! చҹϷයज़!
ಃΜѤచ! ѱीฝวѲჴࡼࡕԖΠӈϐޣǴᔈջᒤ೯ዬᔠǺ!
ǵѱीฝ٩ҁݤಃΒΜΎచϐೕۓᒤᡂ׳ठচीฝคݤଛӝޣǶ!
ΒǵୱीฝϦჴࡼࡕǴচςวѲჴࡼϐѱीฝόૈଛӝޣǶ!
ΟǵѱीฝჴࡼӦϐՉࡹࣚጕख़ཥፓǴԶচीฝคݤଛӝޣǶ!
ѤǵϣࡹࡰҢࣁଛӝѱीฝӦჴሞวሡाᔈջᒤ೯ዬᔠޣǶ!
ϖǵ٩ಃΟచೕۓǴӝٳᒤ೯ዬᔠޣǶ!
Ϥǵ٩ಃѤచೕۓǴᒤಒीฝ೯ዬᔠਔǴੋϷЬाीฝϩሡٳᔠ
ޣǶ!
ಃΜϖచ! ѱीฝวѲჴࡼ҂ᅈΒԃǴନԖచೕۓϐ٣ѦǴόளᙖࡺ೯ዬᔠǴ
ᒤᡂ׳Ƕ!
ಃΜϤచ! ѱीฝวѲჴࡼࡕǴΓ҇ҙፎᡂ׳ѱीฝࡌ܈ǴନԖҁݤಃΒΜѤచ
ೕۓϐ٣ѦǴᔈ༼բࣁ೯ዬᔠϐୖԵǴόளঁਢᒤǴ႟ࢃᡂ׳Ƕ!
ಃΟക! ϦӅࡼҔӦϐᔠ୷ྗ!
ಃΜΎచ! ၯᏨࡼҔӦϐᔠǴ٩ΠӈೕۓᒤǺ!
ǵูٽၯǺࡪ᎘ᎃൂՏǴೀനλय़ᑈόளλܭ႟ᗺϦഘࣁচ
߾Ƕ!
ΒǵϦ༜Ǻхࡴ᎘ᎃϦ༜ϷޗϦ༜Ƕ᎘ᎃϦ༜ࡪ᎘ᎃൂՏǴीฝ
ೀ܌നλय़ᑈόளλܭ႟ᗺϖϦഘࣁচ߾ǹޗϦ༜ीฝೀ܌നϿ
ೀǴΓαӧΜΓαаϐीฝೀ܌നλय़ᑈόளλܭѤϦഘࣁ
চ߾ǴӧΓаΠǴЪځѦൎࣁޜᚻϐξ݅܈ၭӦளխǶ!
Οǵᡏػ܌ǺᔈԵໆჴሞሡाǴځय़ᑈϐΒϩϐǴёٳΕϦ༜य़ᑈ
ीᆉǶ!
೯ዬᔠࡕϐϦ༜ǵᆘӦǵቶǵᡏػ܌ǵูٽၯҔӦीฝय़ᑈǴό
ளեܭ೯ዬᔠीฝჄϐय़ᑈǶՠਸѱीฝہቩ೯ၸ
ޣǴόӧԜज़Ƕ!
ಃΜΖచ! ѱीฝ೯ዬᔠᡂ׳βӦ٬ҔϩೕኳၲϦഘаϐӦǵཥѱࡌ
Ӧ܈ᙑѱ׳ཥӦǴᔈჄόեܭ၀Ӧᕴय़ᑈԭϩϐΜϐϦ༜ǵᆘ
Ӧǵቶǵᡏػ܌ǵูٽၯҔӦǴ٠аᡏ໒วБԄᑫ៘ϐǶ!
ಃΜΐచ! ᏢਠҔӦϐᔠ٩ΠӈೕۓᒤǺ!
ǵ୯҇ύλᏢǺ!
ȐȑᔈӕЬᆅ௲ػՉࡹᐒᜢ٩ᏵᏢសΓαኧэᕴΓαኧϐК܈ٯрғ
ϐΓαวᖿ༈ǴीीฝҞԃᏢูΓኧǴୖྣ୯҇௲ݤ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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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చϐुۓϐೕۓᔠᏢਠҔӦϐሡǶ!
ȐΒȑᔠচ߾Ǻ!
˞ǵԖቚᏢਠҔӦϐѸाਔǴᔈᓬӃճҔϐϦԖβӦǴ٠ुࡌۓ
ࡋᆶٰྍǶ!
˟ǵςҥϐᏢਠىኦሡޣǴᔈஒځᎩۘคҥሡϐᏢਠҔӦᔠ
ᡂ׳Ǵ٠ᏃໆᔆံځдϦӅࡼҔӦϐόىǶ!
ˠǵςҥϐᏢਠҔӦԖഭᎩ܈໕ޜ໔ޣǴᔈԵໆӭҞ٬ҔǶ!
ȐΟȑ୯҇ύλᏢਠҔӦளӝٳೕჄࣁύλᏢҔӦǶ!
ΒǵଯભύᏢϷଯભᙍਠǺҗ௲ػЬᆅᐒᜢࣴुᡏଛीฝϷሡय़ᑈǶ!
ಃΒΜచ! ᐒᜢǵϦҔ٣ᐒᄬϷᏢਠᔈܭЬाрΕαೀǴೕჄుࡋΟϦЁаǵ
ߏࡋϐፂًၰǶ!
ಃΒΜచ! ႟୧ѱҔӦᔈ٩Ᏽ၀ӦϐวǴϒаᔠǶςҥϐѱىኦሡ
ޣǴᔈஒځᎩۘ҂ҥϐѱҔӦᔠᡂ׳Ƕ!
ಃΒΜΒచ! ଶًҔӦय़ᑈᔈ٩ӚѱीฝӦϐޗᔮวǵҬ೯ၮᒡݩރǵً
፶ԖႣෳǵ၀Ӧࡌނଶًޜ໔ٮሡݩϷβӦ٬ҔᅿᜪᔠೕჄϐ
Ǵ٠ᔈ಄ӝΠӈೕۓǺ!
ǵόளեܭीฝϣً፶ႣኧԭϩϐΒΜϐଶًሡǶ!
ΒǵǺ!
ȐȑΓαаΠޣǴаόեܭय़ᑈϐԭϩϐΖࣁྗǶ!
ȐΒȑຬၸԿΜΓαޣǴаόեܭय़ᑈϐԭϩϐΜࣁྗǶ!
ȐΟȑຬၸΜΓαޣǴаόեܭय़ᑈϐԭϩϐΜΒࣁྗǶ!
ѱҔӦǵᐒᜢҔӦǵᙴᕍҔӦǵᡏػ܌ҔӦǵၯᏨࡼҔӦϷځдଶ
ًሡၨଯϐࡼҔӦǴᔈ٩ჴሞሡाᔠ੮ଶًޜ໔Ƕ!
Β੮ϐଶًϷଶًޜ໔ǴᔈଛӝًؓǵᐒًϷԾՉًϐႣኧǴ
ೕჄ੮܌ሡϐଶًޜ໔Ƕ!
ಃΒΜΟచ! ϦӅًؓϷߏ࠼ၮઠନ٩ಃΟΜΖచೕۓჄҔѦǴᔈࡪځჴሞ
ሡ٠ԵໆᙯၮሡाᔠೕჄϐǶ!
ၯំًϐଶًҔӦᔈԵໆӚӦϐჴሞሡᔠჄϐǴ܈ᒧϦӅ
ࡼҔӦೕჄځٮଶܫǶ!
ಃΒΜѤచ! ၰၡҔӦࡪҬ೯ໆǵၰၡीྗᔠϐǴ٠ᔈԵໆΓՉϷԾՉًጕϐ
ሡाǴ੮ΓՉၰϷԾՉًၰǶ!
ᆘӦࡪԾฅӦځ܈ҞޑǵځдϦӅࡼҔӦࡪჴሞሡाᔠϐǶ!
ಃΒΜϖచ! ςჄԶ҂ڗளϐϦӅࡼҔӦǴᔈӄय़మᔠჴሞሡाǴԖߥ੮Ѹा
ޣǴᔈुڗځளౣǴᔕڀёՉϐ٣Ϸ୍ीฝǴયΕीฝਜೕۓǴ
٠ԵໆᆶཥѱࡌӦٳӕᒤѱӦख़Ⴤࢤ܈ቻԏǴ܈ᙑѱӦٳ
ӕᒤᡏ໒วǴауೲϦӅࡼҔӦϐڗள໒៘Ƕ!
ಃΒΜϤచ! ϦӅࡼҔӦ೯ዬᔠᔈቚуԶዴคβӦёٮჄޣǴᔈԵໆӧ၀
ӦځдϦӅࡼҔӦӭҞೕჄ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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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ΜΎచ! ԦНೀቷҔӦ֣ڱ܈ೀ!)ቷ*!ҔӦᔈଛӝԦНΠНၰسǵ֣ڱก
ϯቷ܈ፁғশϐᑫࡌीฝϷයำǴܭӦᗺᔠჄϐǶ!
ಃΒΜΖచ! ᡏ໒วӦϐीฝၰၡᔈଛӝຉᄂೕჄǴϒаᔠǶ!
ीฝၰၡаѦϐࡽԋၰၡᔈᑽଜीฝၰၡϐೕჄϷჴሞሡǴᔠځ
ӸቲǶ!
ಃΒΜΐచ! ς҇ᔼϯϐϦҔ٣ᐒᄬǴځࡼҔӦᔈଛӝჴሞሡǴϒаᔠᡂ׳Ƕ!
ಃѤക! βӦ٬Ҕϩϐᔠ୷ྗ!
ಃΟΜచ! ՐӻϐᔠǴᔈ٩Ᏽѱวϐ܄ǵӦᕉნϷीฝҞǴϩԋό
ӕว܄፦Ϸ٬ҔமࡋϐՐӻǴځय़ᑈྗᔈ٩Ᏽ҂ٰΒΜϖԃϣीฝΓ
αۚՐሡႣኧीᆉǶ!
চीฝՐӻჴሞςၨەբࣁځд٬ҔϩǴЪᡂ׳Ҕࡕჹܭᎃ߈β
Ӧ٬Ҕϩค֫ᛖޣǴளஒ၀βӦᡂځࣁ׳д٬ҔϩǶՠᡂࣁ׳ޣ
ǴόளၴϸಃΟΜచϐೕۓǶ!
ಃΟΜచ! ϐᔠǴᔈ٩Ᏽѱ໘ቫǵीฝ܄፦ϷӦБ܄ϩԋόӕว܄
፦Ϸ٬ҔமࡋϐǴځय़ᑈྗᔈ಄ӝΠӈೕۓǺ!
ǵᕴय़ᑈᔈ٩ΠӈीฝΓαೕኳᔠϐǺ!
ȐȑΟΓαаΠޣǴय़ᑈаίΓόளຬр႟ᗺѤϖϦഘࣁ
ྗǶ!
ȐΒȑၻΟԿΜΓαޣǴຬрΟΓαϩǴय़ᑈаίΓ
όளຬр႟ᗺϖ႟ϦഘࣁྗǶ!
ȐΟȑၻΜԿΒΜΓαޣǴຬрΜΓαϩǴय़ᑈаί
Γόளຬр႟ᗺϖϖϦഘࣁྗǶ!
ȐѤȑၻΒΜԿϖΜΓαޣǴຬрΒΜΓαϩǴय़ᑈа
ίΓόளຬр႟ᗺϤ႟ϦഘࣁྗǶ!
ȐϖȑၻϖΜԿԭϖΜΓαޣǴຬрϖΜΓαϩǴय़
ᑈаίΓόளຬр႟ᗺϤϖϦഘࣁྗǶ!
ȐϤȑၻԭϖΜΓαޣǴຬрԭϖΜΓαϩǴय़ᑈа
ίΓόளຬр႟ᗺΎ႟ϦഘࣁྗǶ!
Βǵᕴय़ᑈэѱวҔӦᕴय़ᑈϐКٯǴ٩ΠӈೕۓǺ!
ȐȑୱύЈନޔᗄѱόளຬၸԭϩϐΜϖѦǴځᎩӦόளຬၸԭ
ϩϐΜΒǶ!
ȐΒȑԛୱύЈǵӦБύЈǵፁࢃѱᙼϷѱᙼόளຬၸԭ
ϩϐΜǶ!
ȐΟȑፁࢃۚӦϷၭۚύЈǴόளຬၸԭϩϐΖǶ!
ಃΒීϐѱวҔӦǴࡰѱीฝᕴय़ᑈԌନၭǵߥៈǵ॥
ඳǵၯϷՉНߚѱวҔӦϐय़ᑈǶ!
চीฝჴሞςၨەբځд٬ҔϩǴЪᡂ׳Ҕࡕჹܭᎃ߈β
Ӧ٬Ҕϩค֫ᛖޣǴளஒ၀βӦᡂځࣁ׳д٬Ҕϩ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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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ΜΒచ! πϐᔠǴᔈ٩Ᏽวݩǵᎃ߈βӦ٬ҔϷӦБ܄ϩԋόӕว
܄፦Ϸ٬ҔமࡋϐπǴ٠ᔈ٩ΠӈೕۓᔠϐǺ!
ǵπय़ᑈϐቚ෧ǴᔈୖԵୱीฝϐࡰᏤǴ٩πᅿᜪϷπஏ
ࡋࣁྗǶ!
ΒǵπϐՏǴӢѱว่ᄬϐׯᡂჹޗғࢲᕉნวғόؼቹ
ៜਔǴளϒᡂځࣁ׳д٬ҔϩǶ!
Οǵीฝπჴሞςၨەբࣁځд٬ҔϩǴЪᡂ׳ҔࡕǴჹ
ܭᎃ߈βӦ٬Ҕค্֫ޣǴளஒ၀ϩβӦᡂځࣁ׳д٬ҔϩǶ
ՠᡂࣁ׳ޣǴόளၴϸచϐೕۓǶ!
ಃΟΜΟచ! εၮϷ៓ၡϐઠǵ୯ၰ࠼ၮϷϦӅًؓϐᙯၮઠڬᜐӦǴᔈ٩ε
ၮᒡᏤӛϐѱวኳԄᔠβӦ٬ҔமࡋǴ٠ࣴᔕ࣬ᜢӣ㎸ࡼǴય
ΕीฝਜೕۓǶ!
ಃΟΜѤచ! ѱीฝ೯ዬᔠࡕϝคݤ٩ಃΒΜΒచೕۓ੮ىଶًޜ໔ޣ
ǴᔈܭीฝਜुۓӚᅿβӦ٬Ҕϩ੮ଶًޜ໔୷ྗೕۓǹѸाਔǴ٠
ुۓቚٮϦଶًޜ໔ϐዛᓰೕۓǶ!
ಃΟΜϖచ! ѱीฝ೯ዬᔠਔǴᔈᔠѱीฝᑈᕴໆǹѱीฝᑈዛᓰೕۓ
ᆶځдݤзᑈዛᓰೕۓᔈٳӕᔠǶ!
ಃΟΜϤచ! ၭϐᔠǴᔈ٩Ᏽၭวǵғᄊ୍ܺфૈϷ҂ٰѱวϐሡाᔠ
ϐǶ!
!!!!!!!!!!!!ၭϣᙑԖᆫပǴߚឦၴࡌݤᑐ୷Ӧय़ᑈၲϦഘаǵΓαၲΒ
ԭΓаǴЪૈೕჄѸाϐϦӅࡼޣǴளᡂࣁ׳ՐӻǶ!
ಃΟΜΎచ! ځдβӦ٬ҔϩளຎჴሞሡाᔠϐǶ!
ಃΟΜΖచ! ѱीฝ೯ዬᔠਔǴᔈ൩ࡼπᐒఓً፶ܫǵًؓঅ୍ܺǵቲక
ނӣԏమନೀǵଯᓸᡏᓯӸϩး୍ǵࢬނύЈǵঊᓯץวǵ
೬ᡏπǵًؓ࠼ၮǵᘝရ୍ܺϷځдਸՉϐჴሞሡՉፓ
ǴӵޣёගрڀᡏёՉϐ٣୍ीฝϷჴ፦໒วीฝޣǴ߾ᔈયΕ
೯ዬᔠϣǴִϒೕჄӚᅿҔǶ!
ಃΟΜΐచ! ӚβӦ٬ҔϩϐᔠǴᔈаԾฅӦ܈ΓࣁӦࣚࣁጕϒаፓǶ!
ಃѤΜచ! ѱीฝ೯ዬᔠਔǴᔈ൩ѱीฝਜߕచҹೕۓᔈᒤᡏ໒วϐӦ
ύǴۘ҂໒วϐਢҹǴᔠຑځ໒วϐёՉ܄ǴբѸाϐᔠᡂ׳Ƕ!
ᡏ໒วӦᔠࡕǴᆢচीฝۘ҂ᒤ໒วϐय़ᑈၻ၀ᡏ໒ว
Ӧय़ᑈԭϩϐϖΜޣǴόளӆཥቚᡏ໒วӦǶՠਸѱीฝ
ہቩ೯ၸޣǴόӧԜज़Ƕ!
ಃϖക! ᒤᐒᜢ!
ಃѤΜచ! ѱीฝϐ೯ዬᔠҗচीฝᔕۓᐒᜢᒤǶ!
Ьाीฝᆶಒीฝٳᒤ೯ዬᔠޣǴځᒤᐒᜢҗЬाीฝϷಒ!
ीฝᔕۓᐒᜢࣁϐǶᖄӝѱीฝϐ೯ዬᔠǴҗচӕᔕۓु܈ۓᐒᜢ
ᒤǶ࣬ᎃௗϐѱीฝǴளҗԖᜢՉࡹൂՏϐӕཀǴӕᒤѱी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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ӝٳ೯ዬᔠǶՠځጄൎ҂ၻᑜნޣǴளҗᑜࡹ۬ᒤϐǶ!
ಃѤΜΒచ! ѱीฝ೯ዬᔠᔈҗϣࡹᒤޣǴளہᒤޔᗄѱǵᑜȐѱȑࡹ۬ᒤ
ϐǶᔈҗໂȐᙼǵѱȑϦ܌ᒤޣǴளҗᑜࡹ۬ᒤϐǶ!
ಃѤΜΟచ! ᖄӝѱीฝ܈ӝٳ೯ዬᔠϐ࣬ᎃѱीฝǴߚচਡۓᐒᜢਡǴ
όளঁձᒤЬाीฝ೯ዬᔠǶ!
ಃϤക! բБ!ݤ
ಃѤΜѤచ! ѱीฝ೯ዬᔠǴᒤᐒᜢᔈஒ೯ዬᔠጄൎϷԖᜢਜҹϦܭӚ၀
ޔᗄѱǵᑜȐѱȑࡹ۬ϷໂȐᙼǵѱȑϦ܌ϦΟΜϺǴ٠ஒϦϐВය
ϷӦᗺฦൔຼޕǴϦ҇܈იᡏளܭϦය໔Ǵаਜय़ၩܴۉӜǵӦ֟Ǵӛ
ᒤᐒᜢගрཀـǴٮբ೯ዬᔠϐୖԵǶ!
ಃѤΜϖచ! ϦӅࡼҔӦϐᔠਔǴᔈҗᒤᔠᐒᜢϩձڐፓӚ٬Ҕᐒᜢ܈ᆅᐒ
ᜢǶ!
ಃѤΜϤచ! ѱीฝጕϐᛤǴᔈ٩ᏵচѱीฝკǵѱीฝኯՏკǵኯՏԋ݀ၗ
ϷӦኯՏǴୖଜӦᝤკǴଛӝჴӦࣁϐǹځԖΠӈϐޣǴ
ѱीฝᒤᐒᜢᔈӃঅෳ܈ख़ཥෳໆǴ಄ӝۓݤѱीฝკКٯЁϐӦ
კǺ!
ǵѱीฝวѲჴࡼۛᅈΒΜϖԃǶ!
ΒǵচीฝკόӝۓݤКٯЁ܈ςคݤҔޣǶ!
Οǵᒤӝٳ೯ዬᔠǴচीฝკКٯϕό࣬ӕޣǶ!
ಃѤΜΎచ! ѱीฝკςคݤҔЪค҅ዴኯՏၗёᏵаᛤѱीฝጕޣǴளа
ཥෳӦკǴୖଜচीฝೕჄཀԑǵӦᝤკϷჴӦǴ٠٩ѱीฝᔕ
܈ۓᡂ׳ำׇǴख़ཥᇙբीฝკǶচीฝკܭཥीฝკ٩ݤวѲჴࡼϐӕ
ਔǴϦቲЗǶ!
ಃѤΜΖచ! ѱीฝϩวᓬӃԛׇǴᔈຎीฝӦጄൎϐวݩϷᖿ༈Ǵ٠٩
ᏵӦБࡹ۬ΚǴϒаᔠϐǶ!
ಃΎക! ߕ߾!
ಃѤΜΐచ! ҁᒤݤԾวѲВࡼՉ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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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ǵѱीฝᑈ౽ᙯჴࡼᒤ!ݤ
ϣࡹ99/5/7Ѡϣᔼӷಃ9983787ဦзु!ۓ
ϣࡹ:1/7/9ѠΐΜϣᔼӷಃ:194:78ဦзुۓಃϤచಃಃΒීǵಃΟීԾύ҇୯ΐΜԃΎДВࡼՉ!!
ϣࡹ:2/23/42Ѡϣᔼӷಃ1:21196531ဦзঅ҅ಃచచЎ!
ϣࡹ:4/7/41Ѡϣᔼӷಃ1:41195938ဦзঅ҅!
ϣࡹ:9/3/36Ѡϣᔼӷಃ1:91911899ဦзঅ҅ಃΐచǵಃΜΎచచЎ!
ϣࡹ:9/21/33Ѡϣᔼӷಃ1:9192123:ဦзঅ҅ಃѤచǵಃϖచǵಃΐచǵಃΐచϐǵಃΜϤచǵಃΜΎచచЎ!
ϣࡹ::/22/6Ѡϣᔼӷಃ1::19199:3ဦзঅ҅ಃϤచǵಃΜϤచǵಃΜΎచచЎ!
ϣࡹ214/9/5Ѡϣᔼӷಃ2141918652ဦঅ҅ಃΐచϐǵಃΜϤచǵಃΜΎచచЎ!
!

ಃచ! ҁᒤݤ٩ѱीฝݤಃΖΜΟచϐಃΒೕۓुۓϐǶ!
ಃΒచ! ҁᒤ܌ݤᆀЬᆅᐒᜢǺӧύѧࣁϣࡹǹӧޔᗄѱࣁޔᗄѱࡹ۬ǹӧᑜȐѱȑ
ࣁᑜȐѱȑࡹ۬Ƕ!
ಃΟచ! ҁᒤݤϐҔӦǴаჴࡼᑈᆅڋϐѱीฝӦࣁज़Ƕ!
ಃѤచ! 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ࣁᒤᑈ౽ᙯǴளԵໆѱวஏࡋǵวᕴໆ
ǵϦӅࡼჄНྗϷวᓬӃԛׇǴुۓቩёచҹǴග၀ᆅѱीฝ
ہ܈ѱीቩہቩ೯ၸࡕჴࡼϐǶ!
ቩёచҹܭҁᒤݤύ҇୯ΐΜΟԃϤДΟΜВঅ҅ࡼՉࡕԃϣ
҂ुۓჴࡼޣǴ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ჹܭᑈ౽ᙯҙፎਢҹǴᔈਢ൩
ԵໆϐӢનǴ၁ჴᔕڀቩཀـǴਢග၀ᆅѱीฝہ܈ѱ
ीቩہቩ೯ၸࡕǴ٩ҁᒤݤਡᒤǶ!
ಃϖచ! ҁᒤݤҔຒǴۓကӵΠǺ!
ǵᑈǺࡰβӦёࡌᑐϐᕴኴӦ݈य़ᑈǶ!
Βǵᑈ౽ᙯǺࡰےβӦᑈ౽ᙯԿځдёࡌᑐβӦࡌٮᑐ٬ҔǶ!
Οǵଌр୷ӦǺࡰளஒӄ܈ϩᑈ౽ᙯԿځдёࡌᑐβӦࡌᑐ٬ҔϐβӦ
Ƕ!
Ѥǵௗ୷ڙӦǺࡰௗڙᑈ౽ΕϐβӦǶ!
ϖǵ୷ྗᑈǺࡰаѱीฝϷ࣬ځᜢݤೕೕۓϐᑈज़४βӦय़ᑈ܌ள
ϐᑈኧǶ!
ಃϤచ! చଌр୷ӦаΠӈӚීβӦࣁज़Ǻ!
ǵѱीฝ߄ܴᔈϒߥӸ܈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ᇡۓԖߥӸሽॶϐ
ࡌᑐۓ܌ϐβӦǶ!
Βǵࣁׯ๓ѱᕉნ܈ඳᢀǴගٮբࣁϦӅ໒ޜܫ໔٬ҔϐёࡌᑐβӦǶ!
ΟǵدԖѱीฝϦӅࡼߥ੮ӦǶՠόхࡴѱीฝਜೕۓᔈаࢤቻԏǵ
ѱӦख़Ⴤځ܈дБԄᡏ໒วڗளޣǶ!
ಃීϐᇡྗ୷ۓϷำׇǴҗӦ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ۓϐǶ!
ಃಃΒීϐβӦǴځ᩶ᔈֹǴय़ᑈόளλܭϖԭѳБϦЁǶՠӢݤз
ᡂ׳ठόૈࡌᑐ٬ҔޣǴ܈ޔᗄѱǵᑜȐѱȑࡹ۬ۓคݤӝࡌٳᑐϐλࡌ
ᑐ୷ӦǴόӧԜज़Ƕ!
ಃΎచ! ଌр୷Ӧҙፎ౽ᙯᑈਔǴа౽ᙯԿӕЬाीฝӦጄൎϣϐځдёࡌᑐҔ
Ӧࡌᑐ٬Ҕࣁज़ǹѱीฝচᔕۓᐒᜢளԵໆѱᡏวݩǴࡰۓ౽Ε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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ጄൎǴѸाਔǴ٠ளଌፎભѱीฝہቩۓϐǶ!
చಃಃීଌр୷Ӧҙፎ౽ᙯᑈǴځਸޣǴගϣࡹѱी
ฝہቩ೯ၸࡕǴள౽ᙯԿӕޔᗄѱǵᑜȐѱȑϐځдЬाीฝӦǶ!
ಃΖచ! ௗ୷ڙӦϐё౽ΕᑈǴаόຬၸ၀ௗ୷ڙӦ୷ྗᑈϐԭϩϐΟΜࣁচ߾Ƕ!
Տܭᡏ໒วӦǵჴࡼѱ׳ཥӦǵय़ᖏ҉Φޜ܄Ӧځ܈дѱीฝࡰۓ
Ӧጄൎϣϐௗ୷ڙӦǴځё౽ΕᑈளଜϒቚуǶՠόளຬၸ၀ௗ୷ڙӦ୷
ྗᑈϐԭϩϐѤΜǶ!
ಃΐచ! ௗ୷ڙӦ౽Εଌр୷ӦϐᑈǴᔈࡪҙፎᑈ౽ᙯයӚ၀ଌр୷ӦϷௗ୷ڙ
ӦϦβӦॶϐКॶीᆉǴځीᆉϦԄӵΠǺ!
ௗ୷ڙӦ౽Εϐᑈ>ଌр୷ӦϐβӦय़ᑈØȐҙፎᑈ౽ᙯයଌр୷ӦϐϦ
βӦॶʏҙፎᑈ౽ᙯයௗ୷ڙӦϐϦβӦॶȑØௗ୷ڙӦϐᑈ
!
ଌр୷ӦឦಃϤచಃಃීϐβӦޣǴځௗ୷ڙӦ౽ΕϐᑈǴᔈԌ
ନଌр୷ӦςࡌᑐᑈϷ୷ྗᑈϐКǶځीᆉϦԄӵΠǺ!
ಃϤచಃಃීβӦϐௗ୷ڙӦ౽Εᑈɨௗ୷ڙӦ౽ΕϐᑈØȘ˞ɡ
Ȑଌр୷Ӧςࡌᑐϐᑈʏଌр୷Ӧϐ୷ྗᑈȑș!
ಃଌр୷ӦឦಃϤచಃಃΟීЪӢ୯ৎϦሡाۓӦǵቻԏӦ
܈ຏٮၮسऀຫ٬ҔޣǴځௗ୷ڙӦ౽ΕᑈीᆉϦԄӵΠǺ!
ଌр୷ӦឦಃϤచಃಃΟීЪӢ୯ৎϦሡाۓӦǵቻԏӦ܈
ຏٮၮسऀຫ٬Ҕޣϐௗ୷ڙӦ౽Εᑈɨௗ୷ڙӦ౽ΕϐᑈØȘ2
ɡȐଌр୷ӦӢ୯ৎϦሡाۓӦǵቻԏӦ܈ຏٮၮسऀຫ
٬ҔਔϐံᓭҔʏଌр୷ӦӢ୯ৎϦሡाۓӦǵቻԏӦ܈ຏ
ٮၮسऀຫ٬ҔਔϐϦβӦॶȑș!
ಃΐచ!!ௗ୷ڙӦளаשᛦжߎБԄ౽ΕᑈǴשځᛦжߎϐߎᚐǴҗޔᗄѱǵᑜȐѱ!
ϐ!! !*ЬᆅᐒᜢૼہΟৎаሽޣࡕຑۓϐǹѸाਔǴπբளҗޔ
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ᒤǶ܌ځሡҔǴҗௗ୷ڙӦ܌ԖΓ܈ϦԖβӦ
ӦΓॄᏼǶ!
жߎϐҔǴᔈීҔڗܭளᆶௗ୷ڙӦӕЬाीฝϐಃϤచಃ
ಃΟීβӦࣁज़Ƕ!
ௗ୷ڙӦӕЬाीฝϣคಃϤచಃಃΟීβӦёڗٮளޣǴόள٩ҁ
చೕۓҙፎ౽ΕᑈǶ!
ಃΜచ! ଌр୷ӦନಃϤచಃಃΒීϐβӦѦǴளϩԛ౽ᙯᑈǶ!
ௗ୷ڙӦӧόຬၸಃΖచೕۓϐё౽ΕᑈϣǴளϩԛ౽Εόӕଌр୷Ӧϐ
ᑈǶ!
ಃΜచ! ௗ୷ڙӦܭҙፎࡌᑐਔǴӢ୷Ӧచҹϐज़ڋǴԶ҂ૈֹӄ٬Ҕځᕇ౽Εϐ
ᑈޣǴள٩ҁᒤݤೕۓǴ౽ᙯԿӕЬाीฝӦጄൎϣϐځдёࡌᑐβ
Ӧࡌᑐ٬ҔǴ٠аԛࣁज़Ƕ!
ಃΜΒచ! ௗ୷ڙӦܭ٩ݤҙፎࡌᑐਔǴନᑈᆅڋ٣ѦǴϝᔈ಄ӝځдѱी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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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Ӧ٬ҔϩᆅڋϷࡌᑐݤೕϐೕۓǶ!
ಃΜΟచ! ଌр୷Ӧܭёځӄ܈ϩᑈ౽ᙯǴନಃϤచಃಃීβӦѦǴ
ᔈຎځᜪձϷ܄፦Ǵஒ܌Ԗϐӄ܈ϩᜄᆶฦࣁ୯ԖǵޔᗄѱԖǵᑜ
ȐѱȑԖ܈ໂȐᙼǵѱȑԖǶ!
ᜄᆶฦࣁϦԖϐβӦύǴឦಃϤచಃಃΒීϐβӦǴज़բคࡌᑐ
ՉࣁϐϦ༜ǵᆘӦǵቶǵᡏػ܌ϷูٽၯϦӅޜ໔٬ҔǶ!
ಃΜѤచ! 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ᔈ൩ಃϤచಃಃΟීϐଌр୷ӦՉӄय़మ
Ǵ٠ளӕԖᜢᐒᜢȐᄬȑ٩ѱीฝϩวᓬӃԛׇǵ҂ٰӦБࡌ
ਔׇϷϦӅࡼߥ੮ӦჄӃࡕǴुۓᓬӃ౽ᙯԛࡕׇǴᙄଌр୷Ӧკн
ǴܭӚ၀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ϷໂȐᙼǵѱǵȑϦ܌ϦޕڬϷஒ
ϦϐВයǵӦᗺฦၩӦൔરǴ٠ฦၩޔܭᗄѱǵᑜȐѱȑࡹ۬ᆛઠǶ!
ଌр୷ӦკнǴᔈ߄ܴΠӈ٣Ǻ!
ǵϦӅࡼߥ੮Ӧᜪձǵ܄፦Ϸय़ᑈǶ!
Βǵଌр୷Ӧϐ֤ပǴхࡴӦࢤǵӦဦǵѱीฝკϐՏǶ!
Οǵځдᔈ߄ܴ٣Ƕ!
ಃΜϖచ! ଌр୷ӦკнϦࡕǴᔈܭӚ၀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ǵໂȐᙼǵѱ
ǵȑϦ܌ϷӚӦࡹ٣୍܌ǴٮϦ᎙Ƕ!
!!!!!!!!!!ଌр୷ӦϷௗ୷ڙӦ܌ԖΓ֡ளӛ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ໂȐᙼǵ
ѱǵȑϦ߄܌ၲ౽р܈౽ΕᑈϐཀᜫϷచҹǴҗӚ၀ޔᗄѱǵᑜȐѱȑ
ЬᆅᐒᜢϷໂȐᙼǵѱǵȑϦ܌ගٮӚѸाϐڐፓᖄᛠϷᒌ၌୍ܺǶ!
ಃΜϤచ! ᑈϐ౽ᙯǴᔈҗௗ୷ڙӦ܌ԖΓ܈ϦԖβӦӦΓᔠڀΠӈЎҹǴӛ
၀ᆅ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ҙፎёǺ!!
ǵҙፎਜǶ!
ΒǵҙፎΓϐيϩܴЎҹቹҁǹݤࣁځΓޣǴݤځΓฦܴЎҹቹҁǶ!
Οǵଌр୷Ӧ܌ԖΓϷճᜢ߯Γӕཀਜ܈ϦԖβӦᆅᐒᜢрڀϐӕཀ
ЎҹǶ!
Ѥǵଌр୷ӦϷௗ୷ڙӦϐβӦฦᛛᖵҁځ܈ႝηᖵҁǶ!
ϖǵଌр୷ӦϷௗ୷ڙӦϐβӦ܌Ԗރቹҁ܈ϦԖβӦᆅᐒᜢрڀϐӕ
ཀЎҹǶ!
ϤǵϦԖβӦۓӦࠨऊǴ٠ၩܴ౽ΕᑈᔈคచҹᜄᆶࣁϦԖǴӦ
ΓόளፎҺՖံᓭϐೕۓǶ!
Ύǵځд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ᇡࣁѸाϐЎҹǶ!
ௗ୷ڙӦ܌ԖΓ܈ϦԖβӦӦΓ٩ಃΐచϐೕۓᛦયжߎޣǴխߕ
ಃΟීԿಃϖීೕۓϐ࣬ᜢଌр୷ӦЎҹǶ!!!!!!
ௗ୷ڙӦаѱ׳ཥճᡂඤჴࡼख़ࡌޣǴளҗჴࡼޣගрҙፎǴ٠ளխߕ
ಃಃϖීೕۓϐௗ୷ڙӦβӦ܌ԖރቹҁǶ!
ಃΜΎచ! 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ڙᑈ౽ᙯҙፎਢҹࡕǴᔈջቩǴቩό
ӝೕޣۓǴርӣځҙፎǹځံ҅ޣǴᔈ೯ܭځޕΜϖВϣံ҅Ǵۛ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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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όֹӄޣǴርӣځҙፎǹ಄ӝೕޣۓǴନಃϤచಃಃීϐβ
ӦϷௗ୷ڙӦ܌ԖΓ܈ϦԖβӦӦΓ٩ಃΐచϐೕۓᛦયжߎֹ
ԋࡕϒਡۓѦǴᔈܭௗ୷ڙӦ܌ԖΓǵϦԖβӦӦΓ܈చಃΟ
ჴࡼޣᒤΠӈ٣ࡕǴёଌр୷Ӧϐᑈ౽ᙯǺ!!
ǵڗளଌр୷Ӧ܌ԖǶ!!
Βǵమଌр୷ӦβӦނؼׯǵચၛࠨऊǵдճϷज़ڋฦࡓݤᜢ
߯Ƕՠଌр୷ӦឦಃϤచಃಃΟීޣǴځӢ୯ৎϦሡाۓϐӦ
ǵቻԏϐӦ܈ຏٮၮسऀຫ٬ҔǴόӧԜज़Ƕ!!
Οǵஒଌр୷Ӧ٩ಃΜΟచೕۓᜄᆶฦࣁϦԖǶ!!
!ቩයज़Ԍନज़යံ҅ϐයВѦǴόளຬၸΟΜВǶ!
ಃΜΖచ! ಃϤచಃಃීϐβӦǴ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ёᑈ౽ᙯࡕ
Ǵଌр୷Ӧϐࡌᑐނᔈ҉ΦߥӸǴ୷Ӧϐࡌᑐሽॶ഼Ѩ܈෧ཞǴβӦ܌
ԖΓᔈࡪচᇮঅൺǶ!
ಃΜΐచ! ޔᗄѱǵᑜȐѱȑЬᆅᐒᜢܭёᑈ౽ᙯࡕǴᔈջ׳ཥଌр୷ӦკнǴஒ
࣬ᜢၗӈнଌҗЬᆅࡌᑐᐒᜢჴࡼࡌᑐᆅϷଌ၀ᆅβӦฦᐒᜢࡌᔞ
Ǵ٠໒҇ٮܫ၌Ƕ!
ಃΒΜచ! ҁᒤݤύ҇୯ΐΜΟԃϤДΟΜВঅ҅ࡼՉǴςൻѱीฝᔕۓǵᡂ׳
ำׇǴुۓᑈ౽ᙯ࣬ᜢೕޣۓǴள٩ځѱीฝೕۓᒤᑈ౽ᙯǶځी
ฝೕۓϐՉӵԖ֚ᜤޣǴள٩ѱीฝᔕۓǵᡂ׳ำׇᡂ׳ϐǶ!
ಃΒΜచ! ҁᒤݤԾวѲВࡼՉ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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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ǵѱीฝϦӅࡼҔӦӭҞ٬Ҕᒤ!ݤ
ϣࡹ:3/7/38Ѡϣᔼӷಃ1:31198623ဦзु!!ۓ
ȐচଣႧȨѱीฝϦӅࡼҔӦӭҞ٬ҔБਢȩϣࡹ:3/8/2Ѡϣᔼӷಃ1:31198663ဦڄൔںՉࡹଣ:3/8/28
ଣᆵϣӷಃ1:31149431ဦڄϒଶЗҔȑ!!
ϣࡹ:3/:/34Ѡϣᔼӷಃ1:3119:167ဦзঅ҅!
ϣࡹ:5/5/2Ѡϣᔼӷಃ1:51193372ဦзঅ҅ಃΟǵϖǵΖǵΐǵΜచచЎϷߕ߄!
ϣࡹ:6/5/8Ѡϣᔼӷಃ1:61912439ဦзঅ҅ಃΟచߕ߄!
ϣࡹ:9/22/34Ѡϣᔼӷಃ1:91921963ဦзঅ҅!
ϣࡹ211/5/26Ѡϣᔼӷಃ2111913577ဦзঅ҅ಃΟచߕ߄!
ϣࡹ212/2/21Ѡϣᔼӷಃ2111922341ဦзঅ҅ಃΒచϐǵಃΟచǵಃѤచచЎ!
ϣࡹ212/:/38Ѡϣᔼӷಃ2121919929ဦзঅ҅ಃΟచߕ߄!
!

ಃచ! ҁᒤݤ٩ѱीฝݤȐаΠᙁᆀҁݤȑಃΟΜచಃΒೕۓुۓϐǶ!
ಃΒచ! ϦӅࡼҔӦբӭҞ٬ҔਔǴόளቹៜচೕჄϦӅࡼϐᐒૈǴ
٠ݙཀᆢៈඳᢀǵᕉნӼჱǵϦӅӼӄǵፁғϷҬ೯ᄣǶ!
ಃΒచ! ϦӅࡼҔӦҙፎբӭҞ٬ҔǴӵࣁཥࡌਢҹޣǴځᑫࡌࡕϐ௨!
ϐ!!!!Нࢬໆόளຬрᑫࡌϐ௨НࢬໆǶ!
ಃΟచ! ϦӅࡼҔӦӭҞ٬ҔϐҔӦᜪձǵ٬ҔҞϷచҹǴ٩!Ўҹ
ᔞਢǺ!ߕ߄ϐೕۓǶՠբΠӈӚී٬ҔޣǴό߄ߕڙϐज़ڋǺ!
ǵ٩ߦ҇໔ୖᆶϦӅࡌ࣬ݤᜢೕ҇ٮۓ໔ୖᆶϦӅࡌϐߕឦ٣
ҔӦǴځ٬ҔҞ٩ѱीฝᔕۓǵᡂ׳ำׇፓǶ!
ΒǵၮسϷځᙯ४ࡼǵϦӅԾՉًચၛسǵНسǵᕉნࠔ
፦ᅱෳઠϷѱٛؠ௱ؠࡼ٬ҔǶ!
ΟǵӦΠբԾٰНǵΠНၰس࣬ᜢࡼ܈ᅉࢫࡼ٬ҔǶ!
Ѥǵय़ᑈӧ႟ᗺ႟ϖϦഘаǴঋբᐒًଶً٬ҔǶ!
ϖǵ໕܈եࡋճҔϐϦӅࡼǴޔᗄѱǵᑜȐѱȑࡹ۬ѱीฝہ
ቩ೯ၸޣǴளբᖏਔ٬ҔǶ!
Ϥǵ٩ϦԖౢݤзೕۓᒤӝբ໒วϐϦӅࡼҔӦǴځ٬Ҕ
Ҟ٩ѱीฝᔕۓǵᡂ׳ำׇፓǶ!
ಃѤచ! ҙፎϦӅࡼҔӦբӭҞ٬ҔޣǴᔈഢڀΠӈЎҹǴӛ၀ᆅޔᗄѱǵ
ᑜȐѱȑࡹ۬ҙፎਡǺ!
ǵҙፎਜǺᔈၩܴΠӈ٣Ǻ!
ȐȑҙፎΓۉӜǵՐ֟ǹݤࣁځΓޣǴݤځΓӜᆀǵж߄ΓۉӜϷЬ
٣୍܌Ƕ!
ȐΒȑϦӅࡼӜᆀǶ!
ȐΟȑϦӅࡼҔӦ֤ပϷय़ᑈǶ!
ȐѤȑدΓ܈იᡏҙፎޣǴᔈᔠߕᕇዛᓰၗᒤϐЎҹǶ!
ȐϖȑځдޔᗄѱǵᑜȐѱȑࡹ۬ೕۓϐ٣Ƕ!
ΒǵϦӅࡼҔӦӭҞ٬ҔीฝǺᔈ߄ܴΠӈ٣Ǻ!
ȐȑϦӅࡼҔӦᜪձǶ!
!

55

!

ȐΒȑҙፎӭҞ٬ҔҞǵय़ᑈϷځѳय़܈ҥᡏଛკᇥǶ!
ȐΟȑཥࡌਢҹᑫࡌϐβӦճҔǵᑫࡌࡕ௨НࢬೀǶ!
ȐѤȑ໒៘٬ҔݩϷβӦǵࡌᑐނឦǶ!
ȐϖȑӭҞ٬ҔҞϐᡏೕჄϷՅᇥܴǶ!
ȐϤȑჹচೕჄϦӅࡼᐒૈϐቹៜϩǶ!
ȐΎȑჹ၀ӦѱඳᢀǵᕉნӼჱᆶϦӅӼӄǵፁғϷҬ೯ϐቹៜϩ
Ƕ!
ȐΖȑ٩ҁᒤݤೕۓᔈቻள࣬ᜢᐒᜢӕཀϐܴЎҹǶ!
ȐΐȑځдޔᗄѱǵᑜȐѱȑࡹ۬ೕۓϐ٣Ƕ!
ಃϖచ! ҙፎᡂ׳ϦӅࡼҔӦӭҞ٬ҔޣǴᔈഢڀΠӈЎҹǴӛ၀ᆅޔᗄѱ
ǵᑜȐѱȑࡹ۬ҙፎਡǺ!
ǵҙፎਜǺᔈၩܴΠӈ٣Ǻ!
ȐȑҙፎΓۉӜǵՐ֟ǹݤࣁځΓޣǴݤځΓӜᆀǵж߄ΓۉӜϷЬ
٣୍܌Ƕ!
ȐΒȑϦӅࡼӜᆀǶ!
ȐΟȑځдޔᗄѱǵᑜȐѱȑࡹ۬ೕۓϐ٣Ƕ!
Βǵᡂ׳ϦӅࡼҔӦӭҞϐ٬ҔҞǺᔈ߄ܴΠӈ٣Ǻ!
ȐȑϦӅࡼҔӦᜪձǶ!
ȐΒȑᡂ׳٬ҔҞϐय़ᑈϷځѳय़܈ҥᡏଛკᇥǹدΓ܈იᡏҙፎ
ᡂ׳ǴӵੋϷϦӅࡼϐࡰۓҞޑ٬ҔϩǴᔈᔠߕচᕇዛᓰ
ၗᒤϐ࣬ᜢЎҹǶ!
ȐΟȑᡂ׳٬ҔጄൎϐβӦϷࡌᑐނឦǶ!
ȐѤȑӭҞ٬ҔҞϐᡏೕჄϷՅᇥܴǶ!
ȐϖȑჹচೕჄϦӅࡼᐒૈϐቹៜϩǶ!
ȐϤȑჹ၀ӦѱඳᢀǵᕉნӼჱᆶϦӅӼӄǵፁғϷҬ೯ϐቹៜϩ
Ƕ!
ȐΎȑ٩ҁᒤݤೕۓᔈቻள࣬ᜢᐒᜢӕཀϐܴЎҹǶȐΖȑځдޔ
ᗄѱǵᑜȐѱȑࡹ۬ೕۓϐ٣Ƕ!
دΓ܈იᡏ٩ೕۓҙፎᡂ׳ӭҞ٬ҔǴࣁߚځচӭҞ٬Ҕϐҙ
ፎΓޣǴխ٩ಃΒීಃѤҞೕۓᒤǶ!
ಃϤచ! ޔᗄѱǵᑜȐѱȑࡹ۬ڙҙፎࡕǴቩӝܭೕޣۓǴว๏ӭҞ٬
ҔёǹόӝೕޣۓǴርӣځҙፎǹځံ҅ޣǴᔈ೯ܭځޕΟΜВϣ
ံ҅Ǵۛය҂ံ҅҅ံ܈όֹӄޣǴርӣځҙፎǶ!
ಃΎచ! دΓ܈იᡏၗᑫᒤϦӅࡼҔӦբӭҞ٬ҔǴ܌ځሡҔӦள٩ҁݤ
ಃϖΜΟచϷβӦቻԏచٯಃϖΜϤచϐೕۓᒤǶ!
ಃΖచ! ޔᗄѱǵᑜȐѱȑࡹ۬ਡϦӅࡼҔӦբӭҞ٬ҔޣǴ၀Ϧ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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ࡼҔӦϐࡰۓ٬ҔҞᆶਡϐӭҞ٬ҔҞǴᔈӕਔᡏ៘ࡌֹԋ
ǶѸाਔǴளᡏೕჄϩයϩ៘ࡌǶ!
ಃΐచ! ࣬ᎃϦӅࡼҔӦаӭҞБԄ໒วޣǴளӝٳೕჄᑫࡌǶ!
ಃΜచ! ϦӅࡼҔӦӭҞբǵԭ܈۫ຉ٬ҔޣǴځኴӦ݈य़ᑈ
όளຬၸίѳБϦЁǶՠբًઠǵᡏػǵѱ٬Ҕ۬ࡹ܈ᡏೕჄ
໒៘ޣǴ܈٩ߦ҇໔ୖᆶϦӅࡌ࣬ݤᜢೕۓਡҗ҇໔ୖᆶϦӅࡌ
ਢҹǴόӧԜज़Ƕ!
ಃΜచ! ѱीฝਜၩܴϦӅࡼҔӦளঋբځдϦӅࡼ٬ҔޣǴځҙፎբ
ӭҞ٬ҔǴᔈа၀ϦӅࡼҔӦᜪձϐӭҞ٬ҔҞࣁज़Ƕ
ՠѱीฝਜӕਔၩܴঋբځдϦӅࡼ٬Ҕϐय़ᑈǵК܈ٯԖࣚ
ጕޣǴளа၀ϦӅࡼҔӦᜪձϷঋբᜪձǴϩձբӭҞ٬Ҕ
Ƕ!
ಃΜΒచ! ϦӅࡼҔӦளӕਔբҥᡏϷѳय़ӭҞ٬ҔǶ!
ಃΜΟచ! ҁᒤۓ܌ݤਜǵკԄǴҗޔᗄѱǵᑜȐѱȑࡹ۬ۓϐǶ!
ಃΜѤచ! ҁᒤݤԾวѲВࡼՉ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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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ǵѱीฝϦӅࡼߥ੮Ӧᖏਔࡌᑐ٬Ҕᒤ!ݤ
ϣࡹ!74/23/6!Ѡϣᔼӷಃ!72344!ဦзु!!ۓ
ϣࡹ!76/8/9!Ѡϣᔼӷಃ!7974:3!ဦзঅ҅!!
ϣࡹ!84/21/2:!Ѡϣᔼӷಃ!377165!ဦзঅ҅!!
ϣࡹ!88/21/23!Ѡϣᔼӷಃ!743975!ဦзঅ҅ϦѲ!!
ϣࡹ!99/7/3:!Ѡϣᔼӷಃ!9984788!ဦзঅ҅!!
ϣࡹ!:3/9/25!Ѡϣᔼӷಃ!1:31199393!ဦзঅ҅ಃ!6!చచЎ!
ϣࡹ!211/22/27!Ѡϣᔼӷಃ211191:4:9ဦзঅ҅ಃ!5!చǵಃ!6!చచЎ!
!

ಃచ! ҁᒤݤ٩ѱीฝݤಃϖΜచಃΟೕۓुۓϐǶ!
ಃΒచ!!ѱीฝϦӅࡼߥ੮Ӧ)аΠᙁᆀϦӅࡼߥ੮Ӧ*ନύѧǵޔᗄѱǵ
ᑜ)ѱ*ࡹ۬ᔕԖ໒៘ीฝϷႣᆉǴ٠ਡۓวѲჴࡼޣѦǴβӦ܌
ԖΓள٩ҁᒤݤԾՉ܈ගٮдΓҙፎբᖏਔࡌᑐϐ٬ҔǶ!
ಃΟచ! ҁᒤ܌ݤᆀᖏਔࡌᑐճΓ߯ࡰβӦ܌ԖΓǵ܍ચΓ܈٬ҔΓ٩ҁᒤ
ݤҙፎࣁᖏਔࡌᑐԶԖ٬ҔճϐΓǶ!
ಃѤచ! ϦӅࡼߥ੮Ӧᖏਔࡌᑐόள֫ᛖࡽԋࡅၡϐ೯ՉǴᎃ߈ϐβӦ٬Ҕϩ
ϷځдݤзೕۓϐЗ܈ज़ࡌڋᑐ٣Ǵ٠аΠӈࡌᑐ٬Ҕࣁज़Ǻ!
ǵᖏਔࡌᑐճΓϐԾҔՐӻǶ!
Βǵ⏯ቧǵැǵᎦങԣϷځдٮၭ٬ҔϐࡌᑐނǶ!
ΟǵλࠠෞݚԣǵၮࡼϷځдޗٮၯᏨ٬ҔϐࡌᑐނǶ!
ѤǵѴ༜ǵԎ܌ٽǵᙁًܰؓᎯᎭ૽ግǶ!
ϖǵᖏਔೡύǶ!
Ϥǵଶًǵคጕႝ୷ӦᆵϷځдҬ೯୍ܺࡼ٬ҔϐࡌᑐނǶ!
Ύǵځд٩ѱीฝݤಃϖΜచೕۓள٬ҔϐࡌᑐނǶ!
ࡌᑐ٬ҔಒҞǵࡌጨϷനεࡌᑐय़ᑈज़ڋǴҗޔᗄѱǵᑜȐѱȑ
ࡹ۬٩ӦϷϦӅࡼᑫ៘ीฝुۓϐǶ!
ಃϖచ! ϦӅࡼߥ੮ӦᖏਔࡌᑐϐᄬаЕᄬǵᑄǵᒳᄬϷհ߅ࠠᒳᄬ
ϐӦय़ቫࡌᑐࣁނज़ǴᛞଯόளຬၸΟᗺϖϦЁǶՠచಃ
ಃΒීǵಃΟීϷಃϤීϐᖏਔࡌᑐаЕᄬǵᒳᄬϷհ߅ࠠᒳᄬ
ࡌǴЪޔᗄѱǵᑜȐѱȑࡹ۬٩ӦѱीฝวϷࡌᑐ่
ᄬӼӄਡёޣǴځᛞଯளࣁΜϦЁаΠǶ!
చಃಃϤීଶًϐᖏਔࡌᑐаᒳᄬ܈հ߅ࠠᒳᄬࡌǴ
Ӧޔᗄѱ܈ᑜȐѱȑҬ೯Ьᆅᐒᜢ٩ځѱวݩǴᎃ߈Ӧଶً
ሡǵѱीฝǵѱඳᢀǵ٬ҔӼӄ܄ϷჹᕉნቹៜԖᜢ٣ቩ
ਡёޣǴځኴቫኧόڙϐज़ڋǶ!
ಃϤచ! ᖏਔࡌᑐϐϦӅࡼߥ੮ӦǴᔈᆶΒϦЁаࡽԋࡅၰ࣬ೱௗǶځೱௗ
ҽϐനλቨࡋᔈӧΒϦЁаǴ҂ೱௗࡽԋࡅၰޣǴᔈԾ೯ၡǴځ
Ծ೯ၡϐቨࡋόளλܭѰӈྗǺ!
ǵߏࡋӧ҂ᅈΜϦЁࣁޣΒϦЁ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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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ǵߏࡋӧΜϦЁа҂ᅈΒΜϦЁࣁޣΟϦЁǶ!
ΟǵߏࡋၻΒΜϦЁࣁޣϖϦЁǶ!
Ծ೯ၡǴᔈаѱीฝၰၡᜐࣚࣁଆᗺीᆉǴځβӦόளीΕࡌ
ᑐ୷Ӧय़ᑈǶ!
ಃΎచ! ӧϦӅࡼၰၡϷᆘӦߥ੮ӦǴҙፎᖏਔࡌᑐޣǴज़ܭीฝቨࡋӧΜ
ϖϦЁቨаǴ٠ᔈୁٿځܭӚߥ੮ѤϦЁቨϐ೯ၡǶ!
ಃΖచ! ϦӅࡼߥ੮Ӧҙፎࣁᖏਔࡌᑐ٬ҔǴᔈڀഢҙፎਜǴβӦฦᛛᖵҁ
܈βӦ٬Ҕӕཀਜ܈βӦચၛࠨऊǴπำკኬϷᇥܴਜӛޔᗄѱǵᑜ)
ѱ*ЬᆅࡌᑐᐒᜢҙሦᖏਔࡌᑐёࡕۈளࣁϐǶ!
ಃΐచ! ϦӅࡼߥ੮ӦᖏਔࡌᑐϐࡼπᆅǴᔈ٩ࡌᑐݤԖᜢೕۓᒤǶ!
ಃΜచ! ϦӅࡼߥ੮ӦᖏਔࡌᑐπำฺֹࡕǴᔈҗଆΓӕ܍Γҙፎᖏਔ
ࡌᑐނ٬ҔёǴ٠ளᏧаҙፎௗНௗႝǶ!
ಃΜచ! ϦӅࡼߥ੮ӦᖏਔࡌᑐϐճΓǴᔈ٩ѱीฝݤಃϖΜచಃΒ
ೕۓǴܭௗᕇӦБࡹ۬໒៘ϦӅࡼ೯ޕज़යܨନਔǴॄԖԾՉคచ
ҹܨନϐက୍ǴၻයόޣܨǴҗӦБࡹ۬மܨڋନϐǹ܌ځሡႿπܨ
ନҔǴҗᖏਔࡌᑐճΓॄᏼǶ!
ಃΜΒచ! ҁᒤݤԾวѲВࡼՉ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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ΎǵѱीฝݤཥчѱࡼՉಒ߾ಃ 58 చಃ 3 Չচ߾)ᙁܰ!*׳
ύ҇୯214ԃ6Д23Вཥчѱࡹ۬ч۬ࠤ׳ӷಃ2144524::9ဦзुۓวѲ!ӄЎ5ᗺǴ٠ԾջВғਏ!
!

ǵࣁՉѱीฝݤཥчѱࡼՉಒ߾ಃ 58 చಃ!3!Ǵߦᙑѱλࡌᑐ୷Ӧ
ӝٳᡏ໒วǴुۓҁՉচ߾Ƕ!
Βǵࡌᑐ୷Ӧय़ᑈၲ!611!ѳБϦЁǴЪ಄ӝΠӈӚೕޣۓǴࡌځᑐीฝග
ଌཥчѱѱीቩہቩ೯ၸǴளϒаᑈዛᓰǺ!
)*ࡌᑐ୷Ӧឦѱीฝ܈ՐӻβӦǶ!
)Β*ҙፎख़ࡌϐࡌᑐ୷ӦԿϿԖచ܌ᖏၰၡቨࡋᔈၲ!9!ϦЁǴЪᖏ!9!
ϦЁаၰၡቨࡋϐᕴߏࡋᔈၲ!31!ϦЁǶ!
)Ο*41!ԃаӝࡌݤᑐ֤ނပϐࡌᑐ୷ӦᆶځдβӦϐၴകࡌᑐނ
ቹय़ᑈӝीၲҙፎख़ࡌ୷Ӧय़ᑈϐΒϩϐǴځύ!41!ԃаӝࡌݤ
ᑐ֤ނပϐࡌᑐ୷Ӧᔈၲॊय़ᑈᕴکΒϩϐǶځύځдβӦϐ
ၴകࡌᑐ߯ނа҇୯ΖΜԃДΜВࡌֹԋࣁޣज़Ƕ!
ΟǵࡌᑐଛϷዛᓰᚐࡋ٩ߕ߄ೕۓᒤǶ!
ѤǵឦΠӈϐޣǴόҔҁՉচ߾Ǻ!
)*୷ӦੋϷϦᒤ׳ཥጄൎޣǶ!
)Β*୷ӦੋϷѱ۬ਡѱ׳ཥ٣ཷा܈ӛѱ۬ҙፎ٣ीฝൔਡϐ
ጄൎޣǶ!
)Ο*ҙፎѱ׳ཥచ࣬ٯᜢᑈዛᓰޣ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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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߄!ࡌᑐଛϷዛᓰᚐࡋ߄!
!

ࡌᑐଛ!

ዛᓰᚐࡋ!

2/ ԾीฝၰၡǵԖࡅၰϷ҉Φޜ܄Ӧ֡ଏᕭృቨ)ό֖ࠠ!
݈ǵߘ*5 ϦЁаࡌᑐǴ٠ܭଏᕭޜ໔ϣଛӝڬᜐၰၡس
ǴΓՉၰǵԾՉًၰǵຉفቶǵຉၰৎڀǵคም
ᛖޜ໔ǵᆘϯਭ܈ቚуѸाϐၡቨǶ!
3/ ᆶᎃӦნࣚጕຯᚆృቨനλόளե ܭ4 ϦЁǶ!



Ҕ!

31&!

4/ ୷Ӧϐीࡌጨόளຬၸࡌۓݤጨ෧ 21ʘǶ!
5/ ୷ӦӵٿቯаϐࡌᑐނǴٿځቯࡌᑐނ໔ϐຯᚆϷӕ!
ቯϣό࣬ೱϐٿෂࡌᑐނ໔ϐຯᚆᔈၲ 9 ϦЁǶ!
6/ ୷ӦНय़ᑈ≥ޜۓݤӦय़ᑈØ91&Ƕ!
2/ ԾीฝၰၡǵԖࡅၰϷ҉Φޜ܄Ӧ֡ଏᕭృቨ)ό֖ࠠ!
݈ǵߘ*5 ϦЁаࡌᑐǴ٠ܭଏᕭޜ໔ϣଛӝڬᜐၰၡس
ǴΓՉၰǵԾՉًၰǵຉفቶǵຉၰৎڀǵคም
ᛖޜ໔ǵᆘϯਭ܈ቚуѸाϐၡቨǶ!

26&!

3/ ᆶᎃӦნࣚጕຯᚆృቨനλόளե ܭ2/6 ϦЁǴЪᕴѳ֡ၲ
4 ϦЁǶ!
ຏǺ!
1. ҁ߄ु܌ଏᕭय़ᑈόளख़ፄҙፎࡌᑐೌמೕ߾ु܌໒ޜܫ໔࣬ᜢዛᓰǶ!
2. ӵԖࡅၰࡰࡌۓᑐጕޣǴᔈԾࡌᑐጕ໒ۈଏᕭ੮ीᆉ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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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ǵཥчѱࡹ۬ᒤᙑѱλࡌᑐ୷Ӧӝٳᡏ໒วҙፎዛᓰݙཀ٣ೕ!ۓ
ύ҇୯214ԃ3Д21Вཥчѱࡹ۬ч۬ࠤ׳ӷಃ!21445219592ဦзुۓวѲӄЎ7ᗺǴ٠Ծ214ԃ3Д25Вғਏ!
ύ҇୯214ԃ9Д29Вཥчѱࡹ۬ч۬ࠤ׳ӷಃ214452938:ဦзঅ҅วѲӜᆀϷಃ2ᗺǵಃ4ᗺǴ٠ԾջВғਏ)চӜᆀ;
ཥчѱࡹ۬ᒤѱԴᙑ!⫠ड़Ӧख़ࡌҙፎዛᓰݙཀ٣*!
!

ǵཥчѱࡹ۬ȐаΠᙁᆀҁ۬ȑࣁᒤѱीฝݤཥчѱࡼՉಒ߾ಃѤΜΎచ
ಃΒೕۓϐᙑѱλࡌᑐ୷Ӧӝٳᡏ໒วҙፎዛᓰբǴुۓҁݙཀ٣
Ƕ!
Βǵҙፎᙁܰ׳ዛᓰਢҹϐࡌᑐ୷ӦǴߚឦѱीฝᑈ౽ᙯჴࡼᒤݤಃΖచ
ಃΒ܌ᆀჴࡼѱ׳ཥӦǶ!
Οǵҙፎᙁܰ׳ዛᓰޣȐаΠᙁᆀҙፎΓȑǴᔈᔠߕΠӈЎҹǴӛҁ۬ѱ׳
ཥೀȐаΠᙁᆀҁೀȑගрǺ!
!!ȐȑҙፎਜϷҙፎΓيϩܴЎҹǴӵߕҹǶ!
!!ȐΒȑϪ่ਜǴӵߕҹΒǶ!
!!ȐΟȑ࣬ᜢᔠਡ߄ȐӵߕҹΟǵѤȑǶ!
!!ȐѤȑ୷ӦࡌނଛკϷ࣬ᜢᔠीᆉԄǶ!
!!!!ҙፎΓа၀ࡌᑐ୷ӦႣۓଆΓ܈ځϐीΓȐࡌᑐৣȑࣁज़Ƕ!
Ѥǵᇡۓឦᙁܰ׳ዛᓰਢҹޣǴځҙፎΓᔈܭᇡڄۓଌၲϤঁДϣǴӛҁ۬
π୍ֽȐаΠᙁᆀπ୍ֽȑගрࡌྣϐҙፎǴ٠җπ୍ֽڐշуೲቩਡ
բǶ!
ϖǵᙁܰ׳ዛᓰਢҹϐᇡۓԖᅪကਔǴளҗҁೀຎঁਢሡाᗎ࣬ᜢᐒᜢ
ࣴǴ٠җҙፎΓଛӝྗഢЎҹၗϷӈৢᇥܴǶ!
Ϥǵឦᙁܰ׳ዛᓰਢҹϐࡌᑐ୷ӦǴٳӕҙፎᑈ౽ᙯਢҹޣǴளຎჴሞሡा
ܭҙፎࡌྣǴӛҁ۬ࠤໂวֽҙፎӃՉᇶᏤ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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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ҹ.ҙፎዛᓰҙፎਜ!
ཥчѱࡹ۬ᒤᙑѱλࡌᑐ୷Ӧӝٳᡏ໒วҙፎዛᓰҙፎਜ!
ǵġ٩ᏵȨѱीฝݤཥчѱࡼՉಒ߾ಃѤΜΎచಃΒՉচ߾ȩೕۓǴҙ
ፎᙁܰ׳ዛᓰҔϐᇡۓǶ!
Βǵġ ҙፎϣཷाǺ!
2/ࡌᑐ୷Ӧ୷ҁၗǺ!
)2* βӦ০ပǺ!!!!!!!!!!!!ࢤ!!!!!!λࢤɄɄǵɄɄǵɄɄȐ၁ӈȑӦဦ!!!!
βӦǴ၁ӵࡕߕ୷ӦጄൎკǶ!
)3* ୷Ӧय़ᑈӝीǺ!!!!!!!!!!ʤ!
)4* βӦ٬ҔϩǺ!!!!!!!!!!ǴۓݤᑈǺ!!!!!!ʘǶ!
3/ࡌྣႣۓଆΓǺ!
ጓဦǺ!
ႝ၉Ǻ!
ᖄ๎Ӧ֟Ǻ!
4/ࡌྣႣۓीΓ)ࡌᑐৣ*Ǻ!!
໒ਜӷဦǺ!
ႝ၉Ǻ!
ᖄ๎Ӧ֟Ǻ!
5/ҔೕۓᔠȐ၁ࡕߕᔠਡ߄Ϸ࣬ᜢၗȑ!
ɍ٩Չচ߾Ǵҙፎ 31ʘᑈዛᓰǶ!
ɍ٩Չচ߾Ǵҙፎ 26ʘᑈዛᓰǶ!!
!
Ԝठ!!!!ཥчѱࡹ۬ѱ׳ཥೀ!
!
!
!
!!!!!!!!!!!!!!!!!!!!!!!!!!!!!ҙፎΓ!!!!!!!!!!!!!!!!!!!!!!!ȴᇂകȵ!
!
!
!
ԃ!!!!Д!!!!В!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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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ҹΒ.Ϫ่ਜ!
Ϫ่ਜ!
ҁϦљȐ٣୍܌ȑ! ! ! ! ! ! ! ! ! ࣁӃՉᒤᙁܰ׳ዛᓰҔᇡۓ
ҙፎբǴගрϐࡌᑐ୷ӦೕჄीϣǴऩ၀୷Ӧុࡕܭᒤϐѱीቩ
ǵࡌྣቩ࣬ᜢբਔǴੋϷҺՖঅ҅܈ᡂ׳চೕჄीǴठቹៜҙፎ
ਢό಄ȨѱीฝݤཥчѱࡼՉಒ߾ಃѤΜΎచಃΒՉচ߾ȩೕۓచҹޣǴ
߾চਡҔᙁܰ׳ϐᇡۓԾۈคਏǴ٠ӕཀคచҹܫకҁᑈዛᓰϷଛӝ
অ҅ࡌᑐीໆᡏǴ܈ԾՉൻځд໒วБԄᒤǴ৮αᇥคᏧǴҥԜਜǶ!
!
Ԝठ!
ཥчѱࡹ۬ѱ׳ཥೀ!
!
ҥϪ่ਜΓǺ!
ҙፎΓǺ!

!

ȴᛝകȵ!

!

ጓဦǺ! !

!

ж߄ΓǺ!

!

!

ᖄ๎Ӧ֟Ǻ! ɍɍɍ!

!

ೱ๎ႝ၉Ǻ! )!!*!

!
!

!
!
ύ҇୯!!!ԃ!!!Д!!!В!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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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ҹΟ.ᔠਡ߄!
Ȝᙁܰ׳ȝᔠਡ߄!
ࢂցӝ

ԛ!

ᔈ ഢ ቩ  Ў !
!!!!!!!!!!!!!!!!!!!!!!!!!!!!!Ҟ!

ҹ0࣬ᜢݙཀ ҙፎΓ ቩൂՏ!
٣!

Ծຑ!
ࢂ! ց!

2/  ਡ  ϐ

ࠤໂว

ࡌᑐጕࡰ

ֽѱी

Ңკ!

ฝࣽǵीฝ
ቩࣽ!

3/   ݩӦ 
კ)ፎమ
ཱҢ୷
2!

ϷՐӻǴЪࡌᑐ୷Ӧय़ᑈၲ 611 ѳ

Ӧጄൎ*!
4/ Ӧ ᝤ კ ᖵ

БϦЁаǶ!

!

!

!

!

ҁϷβӦ
ฦᖵҁ!
5/  ѱ ी ฝ
კ)ፎమ
ཱҢ୷
Ӧጄൎ*!
2/  ਡ  ϐ
ࡌᑐጕࡰ
ҙፎख़ࡌϐࡌᑐ୷ӦԿϿԖచ܌ᖏၰၡቨ
3! ࡋᔈၲ 9 ϦЁǴЪᖏ 9 ϦЁаၰၡቨࡋϐ
ᕴߏࡋᔈၲ 31 ϦЁǶ)ຏ 3*!

Ңკ!
3/ Ӧ  კ )
ፎమཱ
Ңᖏၡቨ
ࡋϷߏ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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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ᙁ ܰ  ׳
ӝނࡌݤ
य़ᑈᔠਡ
߄)၁ߕҹ
Ѥ*!
3/ ୷ Ӧ य़ ᑈ
ᔠ;Ӧ
კǴ٠ፎమ
ཱҢ୷
ӦӦဦᆶ
ࡌߐނจ
ဦዸ!
4/41 ԃ ӝ ݤ
ࡂ܊ᇡۓᔠ
ߕΠӈҺ
41 ԃаӝࡌݤᑐ֤ނပϐࡌᑐ୷Ӧᆶځ
дβӦϐၴകࡌᑐނቹय़ᑈӝीၲҙፎ
4! ख़ࡌ୷Ӧय़ᑈϐΒϩϐǴځύ 41 ԃаӝ
ࡌݤᑐ֤ނပϐࡌᑐ୷Ӧᔈၲॊय़ᑈᕴک
ΒϩϐǶ!

ܴЎҹ;!
)2* ࡌ ނ
ฦᖵҁ!
)3* ࡌ ނ
٬Ҕྣ!
)4* ӝ ݤ
ࡂ܊ܴ!
5/92 ԃ 2 Д
21 Вϐၴ
കࡌᑐނᇡ
ۓᔠߕΠӈ
ҺܴЎ
ҹ;!
)2* ࡌ ނ
ᖵҁ!
)3* Њ α
ᎂΕܴ!
)4* ิ ᝤ
ܴ!
)5* Ծ ٰ
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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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Н ܈
ႝ Κ
ௗ ႝ
ܴ!
)6*  Ϧ
܈ ܌
চໂ)
ᙼǵѱ
*Ϧ܌
 ܴ
Ўҹ!
)7* ૐ ྣ
კ!
)8* ߐ จ
ጓۓܴ!
ࠤໂว

)2* Ծीฝၰၡǵ 2/  ਡ  ࡌ

ࡌ
ᑐ
ଛ


ԖࡅၰϷ҉Φ܄

ᑐጕࡰҢ

ֽѱ

ޜӦ֡ଏᕭృቨ

კǶ!

ीࣽ!

!
Ȑό֖݈ࠠǵ 3/  ࡌ ᑐ ৣ

5!

31&!

ߘȑ5 ϦЁа

ᛝϐ୷

ࡌᑐǴ٠ܭଏᕭ

Ӧࡌނଛ

ޜ໔ϣଛӝڬᜐ

კǴ٠ፎ

ၰၡسǴ

మཱҢ

ΓՉၰǵԾՉ

ࡌᑐጕǵ5

ًၰǵຉفቶ

ϦЁଏᕭ

ǵຉၰৎڀǵค

ጕǵᆘϯ

ምᛖޜ໔ǵᆘϯ

ਭय़ᑈϷ

ਭ܈ቚуѸा

Տǵًၰ

ϐၡቨǶ)ຏ 4*!

ՏǶ!

!

!

݈ࠠǵߘȑന 3/  ࡌ ᑐ ৣ !

!

2/  ਡ  ࡌ
)3* ᆶᎃӦნࣚጕຯ
ᚆృቨȐό֖

ᑐጕࡰҢ
კǶ!

λόளե ܭ4 Ϧ

ᛝϐ୷

ЁǶ!

Ӧࡌނଛ
კǴ٠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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మཱҢ
ࡌᑐጕǵ4
ϦЁଏᕭ
ጕǶ!
2/  ࡌ ᑐ ৣ
)4* ୷Ӧϐीࡌጨ
όளຬၸۓݤ
ࡌጨ෧!
21ʘǶ!

ᛝϐ୷
Ӧࡌނଛ
კǶ!

!

!

3/ ࡌ ጨ  ᔠ
ीᆉԄ
Ƕ!

)5* ୷Ӧӵٿቯ

ࠤໂว

аϐࡌᑐނǴ  ࡌ ᑐ ৣ ᛝ

ֽѱ

ٿځቯࡌᑐނ໔  ϐ ୷ Ӧ ࡌ

ीࣽ!

ϐຯᚆϷӕቯ ނଛკǴ٠ !

!

ϣό࣬ೱϐٿෂ ፎ మ ཱ  Ң
ࡌᑐނ໔ϐຯᚆ ࡌᑐނ໔ຯǶ!
ᔈၲ 9 ϦЁǶ!
2/  ࡌ ᑐ ৣ
ᛝϐ୷
Ӧࡌނଛ
კǴ٠ፎ
)6* ୷ӦНय़ᑈ!≥!

మཱҢ

ޜۓݤӦय़ᑈØ

Нҽ) !

91&Ƕ!

೬ᎎय़*Տ

!

Ƕ!
3/ ୷ Ӧ  Н
य़ᑈᔠ
ीᆉԄǶ!
ࡌ
ᑐ
ଛ


)2*ԾीฝၰၡǵԖ 2/  ਡ  ࡌ

ࠤໂว

ࡅ ၰ Ϸ ҉ Φޜ ܄

ᑐጕࡰҢ

ֽѱ

Ӧ֡ଏᕭృቨȐό

კ!

ीࣽ!

!

5!

26&!

֖݈ࠠǵߘȑ 3/  ࡌ ᑐ ৣ !
5 ϦЁаࡌᑐǴ

ᛝϐ୷

٠  ܭଏ ᕭ ޜ໔ ϣ

Ӧࡌނଛ

ଛ ӝ  ڬᜐ ၰၡ س

კǴ٠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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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ǴΓՉၰ

మཱҢ

ǵԾՉًၰǵຉف

ࡌᑐጕǵ5

ቶǵຉၰৎڀǵ

ϦЁଏᕭ

คምᛖޜ໔ǵᆘϯ

ጕǵᆘϯ

 ਭ  ܈ቚ уѸ ा

ਭय़ᑈϷ

ϐၡቨǶ)ຏ 4*!

Տǵًၰ
Տ!
2/  ਡ  ࡌ
ᑐጕࡰҢ
კ!
3/  ࡌ ᑐ ৣ
ᛝϐ୷
Ӧࡌނଛ

)3*ᆶ ᎃ Ӧ ნ ࣚጕ ຯ

კǴ٠ፎ

ᚆృቨȐό֖

మཱҢ

݈ࠠǵߘȑന

ࡌᑐጕǵ !

λόளե ܭ2/6

!

2/6 Ϧ Ё

ϦЁǴЪᕴѳ֡

ଏᕭጕǵ࣬

ၲ 4 ϦЁǶ!

ᜢଏᕭЁ
ࡋ!
4/ ଏ ᕭ ᕴ ѳ
֡ၲ 4 Ϧ
Ёϐᔠ
ीᆉԄ!

ߚՏܭаΠҺӦǺ)*୷ӦੋϷϦᒤ׳

ѱ׳ཥ

ཥጄൎޣǹ)܈Β*୷ӦੋϷѱ۬ਡѱ  ᛤ ҙ ፎ ጄ

ೀ!

6! ׳ཥ٣ཷा܈ӛѱ۬ҙፎ٣ीฝൔਡϐ ൎ ϐ Ӧ ᝤ კ !

!

ጄൎޣǹ)܈Ο*ҙፎѱ׳ཥచ࣬ٯᜢᑈ ᖵҁ!
ዛᓰޣǶ!
ɍ
ҙፎΓԾຑ!

಄

ӝ

!

!

!

ɍ

ό

಄

ӝ!

ҙፎΓ;!!!!!!!!!!!!!!!!!!!!!!!!!!!!!)ᛝക
*!

ຏ 2ǺӢҁᔠਡำׇӧ߃ܭᇡۓҙፎਢࢂց಄ӝ߫ᆀȨᙁܰ׳ȩϐኬᄊǴܭԜ໘ࢤ
ᔠଌ୷ҁी)ԿϿх֖ࡌᑐѳय़ଛᆶໆᡏೕኳ*ǴࡺӚҞନ٩໒Ӛᔈ
ഢܴЎҹਜკٮѦǴಃѤࡌᑐଛϩӧ໘ࢤளٳΕҙፎΓᔠߕ֖Ϫ
่ϣȨߥВࡕፎྣϣӵԖӢѱीቩྣࡌ܈ቩਡाᡂ׳ठό಄Ȭཥ
!

70

!

чѱβӦ٬ҔϩᆅڋाᗺȭೕۓਔǴӕཀཥчѱࡹ۬ଏҹ܈җҙፎΓќׯ٩ځ
Ѭۓݤ໒วБԄҙፎࡌᑐǶȩϐҙፎਜᇡۓϐǶ!
ຏ 3Ǻಃ 3 ύၰၡ֖ीฝၰၡϷςࡰࡌۓᑐጕϐԖࡅၰǶ!
ຏ 4ǺԖࡅၰࡰࡌۓᑐጕޣǴᔈԾࡌᑐጕ໒ۈଏᕭ੮ीᆉ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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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ҹѤ.ӝނࡌݤय़ᑈᔠਡ߄!
Ȝᙁܰ׳ȝӝނࡌݤय़ᑈᔠਡ߄!
य़ᑈӝ
ी!

!

ࡌނय़ᑈᔠਡ!
92 ԃаၴകࡌᑐ!ނ
ԛ!
!

ߐจဦዸ!!

ࡌނቹय़ᑈ!
!

ഢຏ))ၗ**!

fy!

ཥчѱɄɄɄɄၡɄɄဦ!

86/31!

ૐྣკǵࡌᑐৣᛝ
୷ӦӦკ!

!

!

!

!

!

!

!

!

!

!

!

!

य़ᑈӝ !
ी!
य़ᑈᔠ ӝ୷ނࡌݤӦय़ᑈӝी,92 ԃаၴകࡌނቹय़ᑈӝीɪ୷Ӧᕴय़ᑈ
ਡ!

Æpl!
ӝ୷ނࡌݤӦय़ᑈӝीɪ)ӝ୷ނࡌݤӦय़ᑈ,92 ԃаၴകࡌނቹ
य़ᑈ*+203Æpl!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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ΐǵཥчѱࡹ۬ڙѱीฝঁਢᡂ׳ਢҹቩբೕ!ۓ
ύ҇୯ԭ႟ԃΟДΜϖВཥчѱࡹ۬ч۬ࠤቩӷಃ!212244755:ဦзुۓวѲӄЎ!7!!ᗺǹ٠ԾջВଆғਏ!
!

ǵཥчѱࡹ۬ȐаΠᙁᆀҁ۬ȑࣁуזѱीฝঁਢᡂ׳ਢҹϐᒤਔ!
!!!!ำǴԖਏᆅቩࡋǴुۓҁբೕۓǶ!
Βǵҁբೕ܌ۓᆀϐѱीฝঁਢᡂ׳ਢҹȐаΠᙁᆀঁᡂਢҹȑǴࡰ!
!!!!٩ѱीฝݤಃΒΜΎచಃӚීೕۓᒤϐِՉᡂ׳ਢҹǶ!
Οǵҁ۬ڙঁᡂਢҹϐቩբǴځӚ໘ࢤϐံ҅යज़٩Πӈᒤ!
!!!!Ǵ٠а೯ޕวЎВϐԛВࣁۈВǺ!
Ȑȑಃ໘ࢤǺ!
!!!!!!2/җ܌ឦϐЬࡹᐒᜢȐջࠤໂวֽȑԄቩǴਜკЎҹόֹഢ!
!!!!!!!!ޣǴ೯ޕҙፎΓज़යံ҅Ǵයज़ࣁΟΜВǶ!
!!!!!!3/ऩගҁ۬ᡂ׳ᇡۓޣǴ٩่ࣴፕǴ೯ޕҙፎΓज़යံ҅!
!!!!!!!!Ǵයज़ࣁϤΜВǶ!
ȐΒȑಃΒ໘ࢤǺ!
!!!!!!ঁᡂਢҹගཥчѱѱीฝہȐаΠᙁᆀҁہȑਢλ!
!!!!!!ಔቩၸࡕǴ٩λಔہཀံـкၗޣǴ೯ޕҙፎΓज़යံ҅!
!!!!!!Ǵයज़ࣁϤΜВǶ!
ȐΟȑಃΟ໘ࢤǺ!
!!!!!!ঁᡂਢҹගҁہεቩࡕǴ٩،অ҅ीฝਜკޣǴ೯!
!!!!!!ޕҙፎΓज़යံ҅Ǵයज़ࣁϤΜВǶ!
ȐѤȑಃѤ໘ࢤǺ!
!!!!!!ঁᡂਢҹගൔϣࡹѱीฝہਢλಔϷεቩံ҅!
!!!!!!ޣǴКྣಃΒ໘ࢤϷಃΟ໘ࢤᒤǶ!
!!!!!!Ӛීϐံ҅යज़ǴၶਸόёלΚ܈όёᘜೢܭҙፎΓϐচӢ!
!!!!!!Ǵҙፎ٠ᛝൔਡޣǴளଜϒۯǴচ߾٠аԛࣁज़Ƕ!
!!!!!!ঁᡂਢҹឦಃ໘ࢤޣǴӢੋϷځдӦЬβӦڐፓ٣࣬܈ᜢೕჄ!
!!!!!!ӝ܄ୢᚒਔǴҙፎ٠ᛝൔਡޣǴ҅ံځයज़ளۯϤΜВǴ!
!!!!!!চ߾٠аԛࣁज़Ƕ!
!!!!!!ঁᡂਢҹឦಃΒ໘ࢤ܈ಃΟ໘ࢤ܈ಃѤ໘ࢤޣǴӢٳՉቩᕉნቹ!
!!!!!!ៜຑ܈Ҭ೯ፂᔐቹៜϩ҂ૈಖ่ϐࡺǴ҅ံځයज़ளۯԭ!
!!!!!!ΖΜВǶՠឦځдᐒᜢቩाǴڗள၀ᐒᜢϐܴЎҹǴள٩!
!!!!!!၀ᐒᜢሡයज़ߏۯϐǶ!
!ѤǵঁᡂਢҹӚભѱीฝہӕཀ๏ϒၨߏ܈҅ံۯයज़ޣǴό!
!!!!!ڙಃΟᗺज़ڋǶ!
!ϖǵঁᡂਢҹ೯ޕज़යံ҅Զόံ҅ࡕ҅ံ܈ϝόֹഢޣǴҁ۬ள٩Π!
!!!!!ӈᒤ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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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ឦಃ໘ࢤϐঁᡂਢҹǴርӣҙፎǶ!
ȐΒȑឦಃΒ໘ࢤԿಃѤ໘ࢤϐঁᡂਢҹǴගൔҁہεፕǴঃ!
!!!!!!εᇡឦςό಄ਔਏЪόុቩޣǴርӣҙፎǶ!
ϤǵҁբೕۓғਏࡼՉςҙፎՠۘ҂วѲჴࡼϐঁᡂਢҹǴҭҔϐ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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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ǵཥчѱࡹ۬ᒤҁѱख़εࡌѱीฝঁਢᡂ׳ਜკᇙբϷೀाᗺ!
ύ҇୯!211ԃ!4Д!9Вཥчѱࡹ۬ч۬ࠤӷಃ2111327616ဦۓुڄว!ѲӄЎ!9ᗺǹ٠ԾջВғਏ!
!

ǵཥчѱࡹ۬ȐаΠᙁᆀҁ۬ȑࣁӢᔈҁ۬ӚભᐒᜢȐаΠᙁᆀҁ۬ሡ!
!!!!Ӧᐒᜢȑ٩ѱीฝݤಃΒΜΎచಃಃѤීೕۓǴᒤѱीฝ!
!!!!ঁਢᡂ׳Ǵаڗளख़εࡌπำ܌ሡҔӦǴ൩࣬ᜢѱीฝਜǵკϐ!
!!!!ᇙբϷೀ٣ǴुۓҁाᗺǶ!
ΒǵҁाᗺϐՉᐒᜢࣁҁ۬ࠤໂวֽȐаΠᙁᆀҁֽȑǶ!
Οǵҁाᗺۓ܌ଛӝҁѱᑫࡌख़εࡼԶᒤϐѱीฝᡂ׳Ǵаѱी!
!!!!ฝݤಃΒΜΎచಃಃѤී܌ೕۓ٠಄ӝΠӈϐࣁज़Ǻ!
ȐȑςӈΕӦБࡹ۬ࡼࡹБଞǵࡼࡹीฝϐख़εࡼࡌीฝޣǶ!
ȐΒȑςጓӈႣᆉၲࡹ۬௦ᖼݤೕۓϐਡߎᚐаϐख़εࡌޣǶ!
ȐΟȑൔύѧӚҞޑ٣ЬᆅᐒᜢਢਡံշΒϩϐаᑫࡌ!
!!!!!!ϐख़εࡼޣǶ!
ȐѤȑځд಄ӝѱीฝ࣬ᜢݤз܈ቩೕጄೕۓǴள٩ѱीฝݤಃΒ!
!!!!!!ΜΎచಃಃѤීೕۓᒤѱीฝᡂޣ׳Ƕ!
Ѥǵҁ۬ሡӦᐒᜢ٩ᗺೕۓǴᑫࡌҁѱख़εࡌԶᒤѱीฝঁਢᡂ!
!!!!׳ਔǴᔈӃᛝںѱߏਡёࡕǴӆ౽ҁֽڐշᇙբᡂ׳ਜკǶ!
ϖǵҁֽڐշҁ۬ሡӦᐒᜢᒤѱीฝᡂ׳٣ೕۓӵΠǺ!
Ȑȑѱीฝᡂ׳ՉࡹำׇᛝᒤȐ֖Ϧ໒ំǵє໒Ϧ໒ᇥܴȑ
Ƕ!
ȐΒȑගൔӚભѱीฝہቩϷวѲჴࡼѱीฝۓݤำׇ٣!
!!!!!!Ƕ!!
Ϥǵࣁ٬ѱीฝᡂ׳ਢճՉǴҁ۬ሡӦᐒᜢᔈଛӝගٮΠӈၗǴ!
!!!!౽җҁֽᒤᡂ׳ѱीฝۓݤำׇǺ!
Ȑȑᛝںਡё࣬ᜢၗǺ!
!!!!!!ҁ۬ሡӦᐒᜢܭᔠਡঁਢ಄ӝಃΟᗺӚීϐǴ٠ᛝںѱߏਡ!
!!!!!!ёӕཀᒤѱीฝᡂ׳ϐਡёЎҹǶ!
ȐΒȑҔӦ୷ҁၗǺ!
!!!!!!2/კᇥၗǺ߯ࡰݩკǵπำኯՏკǵҔӦՏკǵᛤѱी!
!!!!!!!!ฝკϐӦᝤკϷπำीკ܈ೕჄीკȐੋϷπำ܈ೕჄी!
!!!!!!!!ਔᔠߕȑǶ!
!!!!!!3/ЎҹၗǺ߯ࡰᡂ׳җǵҔӦय़ᑈǵᡂࡕ׳Ҕǵπำीਜ!
!!!!!!!!܈ೕჄीਜȐੋϷπำ܈ೕჄीਔᔠߕȑϷπำी܈ೕჄ!
!!!!!!!!ၸำϐ࣬ᜢЎҹȐϦЎ܈ϣϐᛝևǴຎঁਢሡाፎሡӦᐒᜢග!
!!!!!!!!ٮȑǶ!
!!!!!!4/ኗቪ٣Ϸ୍ीฝ܌ሡၗǺࡰҔӦڗளБԄȐሽᖼǵቻԏ!܈
!!!!!!!!ኘҔȑǵҔӦڗளϷٰྍǵҔӦڗளਔำϷЬᒤᐒᜢ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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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ځдǺຎঁਢሡाፎҁ۬ሡӦᐒᜢගٮǶ!
Ύǵࣁᒤѱीฝঁਢᡂ׳բሡाǴҁ۬ሡӦᐒᜢᔈଛӝڐշΠӈ٣!
!!!!!Ǻ!
ȐȑՉπำी܈ೕჄǴӵ၀ीฝҔӦੋϷѱीฝᡂ׳ǴሡӦᐒ!
!!!!!!ᜢᔈ೯ޕҁֽӈৢ࣬ᜢǴаճਢՉǶ!
ȐΒȑගٮᗺϐ࣬ᜢၗϷѸाϐᇥܴǶ!
ȐΟȑڐշҁֽᛤीკǵӦᝤკϷѱीฝკǶ!
ȐѤȑࢂցሡᔕ࣬ۓᜢβӦ٬ҔϩᆅڋೕۓϐᇥܴǶ!
ȐϖȑϦ໒ᇥܴϷӚભѱीฝہࢴଛӝᇥܴǶ!
ȐϤȑᒤঁਢᡂ׳ӵሡᒤҔӦय़ᑈǵጄൎکӦკϐෳۓǴҭፎଛӝ!
!!!!!!ڐշᒤǶ!
!ΖǵԖᜢڐշҁ۬ሡӦᐒᜢᒤѱीฝঁਢᡂ׳Ǵ܌ሡЍрϐ࣬ᜢ୍!
!!!!!ҔǴҗҁ۬ሡӦᐒᜢЍб٠٩ࡹ۬௦ᖼݤೕۓᒤ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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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ǵཥчѱࡹ۬ڙѱीฝϦӅࡼߥ੮Ӧҙፎᔠᡂ׳բाᗺ!
ཥчѱࡹ۬215ԃ7Д9ВзႧঅ҅Ȩཥчѱࡹ۬ڙѱीฝϦӅࡼߥ੮Ӧҙፎᔠᡂ׳բाᗺȩಃΟᗺǵಃϖᗺ
ǵಃϤᗺೕۓǴ٠ԾջВଆғਏǶ!
!

ǵཥчѱࡹ۬ȐаΠᙁᆀҁ۬ȑࣁ٬ཥчѱȐаΠᙁᆀҁѱȑϦӅࡼߥ੮Ӧ
ϐҙፎᔠᡂ׳ำׇԖ܌٩ൻǴुۓҁाᗺǶ!
ΒǵҁाᗺϐՉᐒᜢࣁཥчѱࡹ۬ࠤໂวֽȐаΠᙁᆀҁֽȑǶ!
Οǵҁѱ݈ᐏǵΟख़ǵ҉کǵύکǵཥಷǵཥ۫ǵཥ۫Ӽ֞Ӧǵβࠤǵ!βࠤ
ഗӦǵᝳࢪǵԤЗǵᐋ݅ǵᐋ݅ξ٫Ӧǵᐋ݅ΟӭٚӦǵНǵ
НԮൎӦǵੀξǵΟǵ៩ᄺǵ៩ᄺስሳӦǵϖިѱीฝϣϐΠӈ
ϦӅࡼߥ੮ӦǴளҙፎᔠᡂ׳Ƕՠό֖ឦᡏ໒วӦጄൎϐ҂໒៘Ϧ
Ӆࡼ܈٩ೕۓ௦ԾᜫਈӦ໒วϐߚϦӅࡼߥ੮ӦӧϣǺ!
ȐȑᏢਠǶ!
ȐΒȑѱǶ!
ȐΟȑଶًǶ!
ȐѤȑᐒᜢǶ!
ȐϖȑϦ༜Ƕ!
ȐϤȑูٽၯǶ!
ȐΎȑϦ༜ঋูٽၯǶ!
!!!!ಃීԿಃѤීϦӅࡼߥ੮Ӧа၀ϦӅࡼߥ੮ӦϐЬᆅᐒ!!!!
ᜢගрค٬Ҕሡࣁޣज़ǹಃϖීԿಃΎීаՏ҉ܭΦ܄໒ޜܫ໔Ȑӵς໒
៘໒܄ܫϦӅࡼǵݞᔭϦ༜ȑϖԭϦЁጄൎϣࣁޣज़ǶಃϦӅࡼ
ߥ੮Ӧᖏௗளٮр٬Ҕϐς໒៘ीฝၰၡǹᖏௗ҂໒៘ѱीฝၰၡҔ
ӦǴЪ၀҂໒៘ѱीฝၰၡҔӦࣁѸाр೯ၡޣǴ࣬ࣚڬځᖏௗϩள
ٳયΕᔠᡂ׳Ƕ!
ѤǵҁֽᔈᒤϐಃΟᗺಃϦǴᔈၩ٣ӵΠǺ!
ȐȑҙፎၗϷڙය໔Ƕ!
ȐΒȑቩำׇǶ!
ȐΟȑᔈᔠߕϐЎҹၗǶ!
ȐѤȑቩᐒᜢൂ܈ՏȐ٠ຏܴᖄ๎Ӧ֟Ϸႝ၉ȑ
Ƕ!
ȐϖȑځдѸा٣Ƕ!
ϖǵҙፎᔠᡂ׳ಃΟᗺಃϐϦӅࡼߥ੮ӦޣȐаΠᙁᆀҙፎΓȑǴளᔠ
ߕэ၀ጄൎϣԭϩϐϖΜаϐدԖβӦ܌ԖΓӕཀਜǴӛҁֽගрҙፎ
߃ቩࡕǴҗҁֽڐշє໒ၠֽೀຑ၀ϦӅࡼ٬Ҕሡکᡂ׳܄ە
Ƕ!
!!!!߃ቩ೯ၸࡕǴҙፎΓᔈᔠߕ၀ጄൎϣϐӄدԖβӦ܌ԖΓӕཀਜǵ
߃ቩ೯ၸਡёڄЎϷх֖Πӈϣϐᡏ໒วीฝǵ୍ीฝǴӛҁֽග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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ҙፎᔠᡂ׳ϦӅࡼߥ੮ӦǺ!
ȐȑᕉნݩᇥܴǺᔈଞჹΠӈӚҞᕉნݩϣගрᇥܴǺ!
!!!!!!2/ࢂցឦᕉნ௵གӦȐࡋڵଥǵӦ፦ǵғᄊǵЎϯ௵གȑǶ!
!!!!!!3/ڬᜐѱદȐคოӦǵᎃᗉ܄ࡼȑ
Ǵࢂցەวࣁёࡌᑐ
βӦǶ!
!!!!!!4/ڬᜐᕉნکϦӅࡌǴࢂցૈᆢচۓϦӅࡼᐒૈǶ!
!!!!!!5/ӦނஏำࡋǶ!
!!!!!!6/ࢂցᖏௗΖϦЁаѱीฝၰၡǶ!
!!!!!!7/ࢂցคރߏୢᚒǴەೕჄࣁёࡌᑐϐβӦǶ!
!!!!!!8/Ϧ༜ǵูٽၯǵϦ༜ঋูٽၯϦӅࡼߥ੮ӦࢂցՏ
ೀ҉Φ܄໒ޜܫ໔Ȑӵς໒៘໒܄ܫϦӅࡼǵݞᔭϦ༜ȑϖ
ԭϦЁጄൎϣǶ!
ȐΒȑᡏ໒วᄬགྷǺβӦ٬Ҕϩᄬགྷǵ໒ޜܫ໔ϷҬ೯سᄬགྷǶ!
ȐΟȑӣ㎸ीฝǺ၀ጄൎϣدԖβӦ܌ԖΓᔈਈᜄԭϩϐϖΜаβӦ!!!!!!
ǴբࣁϦӅࡼځ܈дଛӝҁ۬ࡹϩϐҔӦǴځᎩڗӣࣁ
ёࡌᑐβӦǹڗځӣϐёࡌᑐҔӦϣϐѸाрΕၰၡǴளҗدԖβ
Ӧ܌ԖΓԾՉ໒៘ࡕਈᜄҁ۬Ǵ٠ளीΕᔈਈᜄϐԭϩϐϖΜа
βӦϐϣǶኧೀϦӅࡼߥ੮Ӧٳीӕ໒วൂϡਔǴᔈݙཀځ
ӦሽϷՏచҹৡ౦܄ǴаਡᆉਈᜄϩᆶڗӣёࡌᑐϐβӦК
ٯǶ!
ȐѤȑ٣ीฝǺ௶ܴڀᡏ໒วБԄϷ୍ीฝǶ!
ϤǵಃΟᗺಃϐϦӅࡼߥ੮ӦǴځᕉნݩҁֽᇡڀۓೕჄӝޣ܄Ǵ
ளӈࣁҢጄୱ٠ϦϐǴխӆᗺಃϐ߃ቩำׇǶளᔠڀ၀ጄൎϣ
ϐӄدԖβӦ܌ԖΓӕཀਜǴϷ࣬ᜢᡏ໒วीฝǵ୍ीฝਜკӛ
ҁֽගрҙፎǶ!
Ύǵҙፎᔠᡂ׳ϐϦӅࡼߥ੮ӦǴᔈ٩ѱीฝำׇᒤঁਢᡂځࣁ׳д
ϐ٬Ҕϩǹᡂࡕ׳ϐ໒วமࡋǴᔈ٩࣬ᜢೕۓᒤǴЪόளଯܭᎃ߈܄
፦࣬ӕϐёࡌᑐβӦǶ!
ΖǵҙፎΓܭϦӅࡼߥ੮Ӧਡঁਢᡂࡕ׳ϤঁДϣǴᔈӕཀᡂ׳ϣ٠ᆶҁ
۬ᛝुڐਜǴۈள٩ѱीฝำׇวѲჴࡼ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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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Βǵཥчѱࡹ۬ࠤໂวֽೕჄᡏ໒วӦϐࡌᑐ୷Ӧനλ໒วೕኳჄচ
߾!
ύ҇୯214ԃ3Д36Вཥчѱࡹ۬чࠤӷಃ!21413942832ဦзुۓวѲ!ӄЎ6ᗺǴ٠ԾջВғਏ!
!

ǵࣁଛӝᕉნࠔ፦༟٠ঋ៝ϷβӦ܌ԖΓሦȐଛȑӦճǴᡏ໒วӦ
ჹӚβӦ٬ҔϩᔈुԖനλࡌᑐ୷Ӧೕኳज़ڋǶ!
Βǵᡏ໒วӦࡌᑐ୷Ӧനλ໒วೕኳՐӻа!711!!ѳБϦЁࣁচ߾Ǵࡌᑐ
ᄊϝԖаวᚈՐӻϐёՉ܄Ǵа!2111!ѳБϦЁࣁচ߾Ǵёቚ
໒ޜܫ໔ϷബᡏຉၰᆶѱඳᢀǴׯ๓ᕉნࠔ፦Ƕ!
Οǵࣁᗉխೕኳज़ڋԋጄൎϣλӦЬӢឦόىǴуᗊόளଛӦǴᡏ໒
วᔈ൩όӕӦՉᘜЊϩǴѱीฝہፕளܭӄ71&βӦࣣ
ёଛӦНྗΠፓനλ໒วೕኳǶ!
ѤǵԵໆᡏ໒วӦλӝࡂ܊ݤϐۚՐғӸճǴӼຉᄂаനλଛӦೕኳ!
211!!ѳБϦЁࣁচ߾Ǵനλᖏၡय़ቨࣁ!6!!ϦЁǴЪӧόቹៜीฝϐᐒ
ૈۓՏϷ୍ёՉ܄ϐගΠǴύଛڬܭᜐຉᄂǴ٠Кྣၭаीฝ
3&ࣁচ߾Ƕ!
ϖǵᡏ໒วӦࡌᑐ୷ӦҙፎࡌྣՉࣁᔈѱीہቩ೯ၸࡕǴ
ۈளҙፎࡌᑐྣ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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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Οǵཥчѱଛӝख़εࡌीฝ࣬ᜢے௲ᐕўځ܈дᜪ՟ࡌᑐނচӦߥӸ܈౦Ӧ
ᎂ౽ೀচ߾!
ύ҇୯213ԃ23Д35Вཥчѱࡹ۬ч۬ࠤӷಃ!21342:43:4ဦзुۓว!ѲӄЎ8ᗺǹ٠ԾջВғਏ!
!

ǵཥчѱࡹ۬ȐаΠᙁᆀҁ۬ȑࣁଛӝख़εࡌीฝ܌ሡচӦߥӸ܈౦Ӧᎂ౽
ϐے௲ǵᐕўځ܈дᜪ՟ࡌᑐނǴவ࣬ځᜢݤзೕۓǴӵ࣬ᜢݤз҂ೕޣۓ
Ǵ٩ҁচ߾ᒤǶ!
Βǵҁচ߾܌ᆀख़εࡌीฝࣁΠӈϐޣǺ!
ȐȑςӈΕӚભࡹ۬ࡼࡹБଞǵࡼࡹीฝϐख़εࡼࡌीฝޣǶ!
ȐΒȑςጓӈႣᆉၲࡹ۬௦ᖼݤೕۓϐਡߎᚐаϐӦБख़εࡌޣǶ!
ȐΟȑൔύѧӚҞޑ٣ЬᆅᐒᜢਢਡံշΒϩϐаᑫࡌ!!!!!
ϐख़εࡼޣǶ!
ȐѤȑځдҁ۬ᇡۓ಄ӝख़εीฝޣǶ!
Οǵے௲ǵᐕўځ܈дᜪ՟ࡌᑐނᔈӃҁ۬၀Ҟޑ٣ЬᆅᐒᜢӕཀߥӸࡕǴ
ۈள٩ҁচ߾ᒤǶ!
Ѥǵࡌᑐނϐ܌ԖΓ௦চӦߥӸ܈౦Ӧᎂ౽Ǵ֡ᔈڗளβӦӄβӦ܌Ԗ
Γϐӕཀǹ҂಄ӝ࣬ᜢ٬ҔϩᆅޣڋǴளख़εࡌЬᆅ!
!!!!ᐒᜢ٩ೢҙᒤѱीฝۓݤำׇǴᡂࣁ׳٬ҔϩǶ!
ϖǵՏࢤܭቻԏጄൎϣҁ۬҇ࡹЬᆅᐒᜢฦԖਢϐے௲ࡌᑐނǴॄځೢ
Γ܌܈ԖΓ܍ᒍࢤܭቻԏϦڗளϣ໒วβӦǴ٠൩҂ٰჴሞሦ
ӣܢሽӦय़ᑈຬၸځᔈሦϐϩǴࡪຑࢤۓቻԏࡕӦሽᛦયৡᚐӦሽޣǴ
ளѱीฝำߕׇచҹჄ܈ᡂےࣁ׳௲Ҕځٮଛӣ٬ҔǶ!
!!!!ᔈڗளϣ໒วβӦϐय़ᑈǴόளϿځܭҙፎჄ܈ᡂ׳ϐय़ᑈǶӵ
ԖЖલǴளаጄൎϣځдβӦ܌ԖΓӕཀаځሦӣܢሽӦϐճሽॶٮ၀
ࡌᑐނচӦߥӸ܈౦ӦӼϐӕཀਜуᕴय़ᑈံىϐǶ!
!!!!ߕచҹۛਔ٠҂ԋ൩ޣǴ၀βӦᆢচ٬Ҕϩ܈ϦӅࡼҔӦ٬ҔǴԶ
ࡌځᑐނϩǴᔈջϒܨନǶ!
Ϥǵѱीฝਜೕۓ௦ѱӦख़Ⴤࢤ܈ቻԏ໒วǴோੋβӦ܌ԖΓϷࡌᑐނ
܌ԖΓݾǴளൻѱीฝᡂ׳БԄ௨ନࢤቻԏ܈ѱӦख़ჄጄൎǴ҂ٰ
ׯᡂচԖ٬ҔǴᔈୖ௦ҁ۬ӦࡹЬᆅᐒᜢচᡏ໒วӅӕॄᏼКٯǴीᆉځ
ᔈᛦયϐжߎኧᚐǴ٠ගӚભѱीฝہቩुϐǶ!
Ύǵ୷ܭख़εࡌीฝϐ࡚ॐ܄Ǵዴۓคݤ٩ಃѤᗺೕۓᒤޣǴளѱ
ीฝำׇᔕ܈ۓᡂ׳βӦ٬ҔᆅڋाᗺǴஒଛӝख़εࡌܨᎂϐᐕўځ܈д
ҁ۬ЎϯЬᆅᐒᜢᇡߥڀۓӸሽॶϐࡌᑐނӼܭϦ༜ځ܈д໒܄ܫϦ
ӅࡼҔӦϣǶ!
!!!!ӼǴᔈ಄ӝΠӈೕۓǺ!
ȐȑӼࡌᑐނय़ᑈόளεܭচܨନय़ᑈࣁज़Ǵࡌᑐ୷ӦϷኴӦ݈!!!!!!
!

81

!

य़ᑈᔈ٩ϦӅࡼҔӦϐࡌጨϷᑈᔠीᆉǶ!
ȐΒȑ၀ࡌᑐނᔈࣁคЬ܈ނคᓭਈᜄࣁϦԖǴ٠คᓭ໒ٮܫϦ٬Ҕ
Ƕ!
ȐΟȑࡌᑐԄϷѦᢀᔈଛӝϦӅࡼҔӦඳᢀբᡏೕჄीǴ٠!!!!!!
ѱीቩ೯ၸǶ!
ȐѤȑࡌᑐ܌ނԖΓځ܈ж߄Γᔈᆶҁ۬βӦᆅᐒᜢϷҁ۬Ҟޑ٣!!!!!!
ЬᆅᐒᜢᛝुڐਜϷुۓᆅᆢៈीฝਜǴ٠ଌ၀Ьᆅᐒᜢቩਡ
ǴঃࣁคЬޣނխϒᒤǶ!
ȐϖȑӼࡌᑐނ٬ҔѱԖβӦੋϷගٮдΓࡌᑐ٬ҔՉࣁਔǴᔈ٩βӦ!!!!!!
ݤಃΒΜϖచϷ࣬ᜢݤзೕۓำׇᒤ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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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ΜѤǵཥчѱࡹ۬ࠤໂวֽೕჄࢤቻԏϐၭҔჄচ߾!
ύ҇୯214ԃ3Д36Вཥчѱࡹ۬чࠤӷಃ2141394283ဦзुۓวѲӄ!Ў:ᗺǴ٠ԾջВғਏ!
!

ǵࢤቻԏ߯аߦѱीฝᡏ໒วࣁЬाҞޑǴჄၭҔϐՏǵ
ጄൎᆶय़ᑈᔈаό֫ᛖѱीฝϷࢤቻԏჴࡼࣁচ߾Ƕ!
ΒǵࢤቻԏीฝጄൎϣឦᓬؼၭҖ܈ۓၭβӦǴԵໆচவ٣ၭϐβӦ
܌ԖΓԖᝩុહբϐཀᜫᓬӃჄၭҔǹऩࢤቻԏጄൎϣϐβӦ
ςၴೕٮբߚၭ٬ҔޣǴӢϐς҂բၭ٬ҔǴஒόӆԵቾჄၭ
ҔǶ!
ΟǵၭҔՏаύჄࣁচ߾Ǵ٠ᔈԵໆჄܭচςԖહբՉࣁϐβӦа
ϷԾฅ܄ӝၭբғౢϐӦǶନ၀ՏԖ֫ᛖࢤቻԏीฝϐѦǴ
চ߾όჄܭीฝਡЈวӦǶ!
ѤǵჄၭҔᕴय़ᑈаόຬၸࢤቻԏीฝᕴय़ᑈԭϩϐ!3!!ࣁज़Ƕ
હբൂϡаനλय़ᑈόளλ!ܭ1/2!!ϦഘǴനεय़ᑈᔈλ!ܭ1/36!ϦഘࣁჄ
চ߾Ƕ!
ϖǵଛӝࢤቻԏჴࡼᒤݤಃ!43!చϐ!3!!ೕۓǴҙፎჄၭҔϐβӦ܌
ԖΓаҙፎჄଛ୧ঁહբൂϡࣁচ߾ǹځᔈሦڗϐߎӦሽံᓭኧ
ᚐᔈεځܭҙፎჄહբൂϡϐᕴଛ୧ӦሽǶ!
ϤǵၭҔ߯ࣁٮၭ҇҉ុᔼၭࣁЬǴନߥၭғౢѦǴளᑫࡌၭ
ౢᎍѸाࡼǴόளҔѱीฝݤᆵ࣪ࡼՉಒ߾ಃ!3:.2!చϐ࣬ᜢҙ
ፎ٬ҔǶ!
ΎǵၭҔϐၭНၡೕჄϷࡌҗࢤቻԏπำᝢᒤǴ܌ځሡҔયΕ
ӦࡹЬᆅᐒᜢۓ܌ϐଛ୧ሽीᆉǶ!
ΖǵၭҔβӦǴஒܭीฝਜၩܴନᡂ׳բϦӅࡼҔӦѦǴ҂ٰόளᡂ׳
ࣁځдβӦ٬ҔϩǴаඩߦβӦ܌ԖΓᔈᅰໆୖᆶࢤቻԏǶ!
ΐǵၭҔβӦҺՖҙፎࡌྣՉࣁᔈѱीہቩ೯ၸࡕǴ
ۈளҙፎࡌᑐྣ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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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ϖǵཥчѱѱीฝೕۓߘНຟ੮Ϸ఼ᎦНϩӆճҔ࣬ᜢࡼҙፎբೕ
ጄ!
ύ҇୯211ԃ4Д27Вཥчѱࡹ۬ч۬ࠤ໒ӷಃ21113128:7ဦзुۓวѲ!ӄЎ5ᗺǹ٠ԾջВଆғਏ!
!

ǵཥчѱࡹ۬ȐаΠᙁᆀҁ۬ȑࣁՉѱीฝೕۓߘНຟ੮Ϸ఼ᎦНϩ
ӆճҔ࣬ᜢࡼϐҙፎϷቩ٣ەǴुۓҁբೕጄǶ!
ΒǵѱीฝೕۓᔈߘНຟ੮ᅉࢫϷ఼ᎦНϩӆճҔ࣬ᜢࡼӦਔǴ!!!!
٩ΠӈӚීೕۓᒤǺ!
ȐȑςֹԋНβߥीฝਜቩਡۓϐξڵӦࡌᑐ໒วਢҹǴς٩ೕ!!!!!!ۓ
ᔠНय़ᑈǴ٠ೕჄीᅉࢫ؈ԣᅉࢫࡼޣǴளխӆख़
ፄ໒ࡼǶ!
ȐΒȑ٩ࡌᑐݤಃΐచೕ܌ۓᆀϐࡌׯǵঅࡌϷࡌᑐނቚࡌՉࣁǴЪόቚ
уচࡌᑐ୷ӦӦ߄ࢬໆǴளխ໒ࡼǶ!
ȐΟȑ୷ӦϣςሦԖ٬ҔྣϐࡽԖࡌᑐނନීѦϐቚࡌϷཥࡌՉ!!!!!!
ࣁǴаჴሞቚࡌϷཥࡌࡌᑐय़ᑈନаࡌጨࣁࡌᑐҙፎ୷Ӧय़ᑈǴ
ीᆉߘНᅉ੮ໆǶ!
ȐѤȑځдཥࡌՉࣁᔈӄ໒ࡼǶ!
ΟǵҙፎΓᔈаਜय़٠ᔠߘڀНᅉ੮ࡼᔠਡीᆉǵᛝ߄ǵѳय़ଛკǵܹՏ
კȐҢཀȑǵᆅጕଛკϷځдѸाЎҹӛҁ۬НճֽගрҙፎǶ!!!!!
ѤǵߘНຟ੮Ϸ఼ᎦНϩӆճҔ࣬ᜢࡼϐྗ٩ΠӈӚීೕۓᒤǺ!
Ȑȑനλຟ੮ໆаࡌᑐҙፎ୷Ӧय़ᑈ४а߯ኧ႟ᗺ႟ϖीᆉຟ੮ᡏᑈǶ!
ȐΒȑϢࢬܫໆаࡌᑐҙፎ୷Ӧय़ᑈ४а߯ኧ႟ᗺ႟႟႟႟ΐीᆉϐ
Ƕ!
)Ο*ीࢬܫໆጄൎᔈϟܭ႟ᗺΖϖ७ϢࢬܫໆϷϢࢬܫໆϐ໔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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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Ϥǵཥчѱࡹ۬ѱीฝᑈ౽ᙯёቩाᗺ!
ύ҇୯ԭԃΟДΜϤВཥчѱࡹ۬ч۬ࠤ໒ӷಃ!21113128:7!ဦзुۓวѲӄЎ9ᗺǹ٠ԾջВଆғਏ!
!

ǵཥчѱࡹ۬ȐаΠᙁᆀҁ۬ȑࣁՉѱीฝᑈ౽ᙯჴࡼᒤݤȐаΠᙁᆀ
ҁᒤݤȑಃѤచಃೕۓǴ٬ѱीฝᑈ౽ᙯёቩԖ܌٩ൻǴु
ۓҁाᗺǶ!!
Βǵ٩ђᙬβӦᑈ౽ᙯᒤ܈ݤѱीฝೕۓҙፎᑈ౽ᙯǵፓଛϐӦளவځ
ೕۓǶς٩ೕۓҙፎϐௗ୷ڙӦǴளӕਔҔҁᒤݤǶՠௗ୷ڙӦё౽
Εᑈ٩ҁᒤݤಃΖచϐೕۓǶ!
ΟǵΠӈӚීβӦόளࣁௗ୷ڙӦǺ!!
!)*ՏܭၭǵߥៈǵՉНǵݞοϷځдߚឦѱीฝวϐ
βӦǶ!
ȐΒȑय़ᖏၰၡቨࡋ҂ၲΖϦЁǴ܈ೱௗၰၡय़ቨ҂ၲΖϦЁϐβӦǶ!
ȐΟȑࢦᎃђᙬϐβӦǶՠཥчѱȐаΠᙁᆀҁѱȑѱीቩہ
ቩ೯ၸޣǴόӧԜज़Ƕ!
ȐѤȑՏܭξڵӦϐβӦǶՠ౽Εᑈ҂ຬၸྗ୷ځᑈԭϩϐΟΜޣǴ
όӧԜज़Ƕ!
ȐϖȑჴࡼᑈᆅڋςڗளࡌྣϐβӦǶ!
ȐϤȑՏܭ҂ჴࡼᑈᆅڋӦϐβӦǶ!

!

ȐΎȑ٩ҁѱѱीฝೕۓЗᑈ౽ᙯǵዛᓰӦϐβӦǶ!!
Ѥǵ٩ҁᒤݤǵѱ׳ཥచٯǵѱीฝځ܈дݤೕೕۓ๏ϒϐᕴዛᓰᑈǴຬ
ၸྗ୷ځᑈԭϩϐΖΜϐβӦᔈҁѱѱीቩہቩ೯ၸǶ!!
ϖǵௗ୷ڙӦϐय़ᑈǴᔈຬၸΟԭѳБϦЁǶՠѱीฝुԖനλࡌᑐय़ᑈज़ڋ
ޣǴவځೕۓǶௗ୷ڙӦᆶჴࡼᑈᆅڋσڗளࡌྣϐдβӦӝ
ࣁٳࡌےᑐ୷ӦǴҙፎᑈ౽ᙯޣǴځय़ᑈόڙज़ڋǶ!!
ϤǵҁᒤݤಃΖచಃΒೕۓϐځдѱीฝࡰۓӦጄൎϣϐௗ୷ڙӦǴࡰΠ
ӈӚීβӦǺ!
ȐȑຯၮًઠҔӦǵОًઠǵОًઠ܈ΒОًઠϖԭϦЁ!!!!!!
ϣϐࡌᑐ୷ӦǶ!
ȐΒȑຯΟОًઠ܈ᙁܰОًઠΟԭϦЁϣϐࡌᑐ୷ӦǶ!!
Ύǵௗ୷ڙӦǵଌр୷ӦΒаޣǴᔈࡪҙፎᑈ౽ᙯයӚௗ୷ڙӦǵଌр
୷ӦϦβӦॶǴаय़ᑈуѳ֡ीᆉϐǶௗ୷ڙӦΒаǴЪՏܭό
ӕβӦ٬ҔϩޣǴځᑈаय़ᑈуѳ֡ीᆉϐǶ!!
Ζǵଌр୷ӦࣁҁᒤݤಃϤచಃಃΒීǵಃΟීϐβӦޣǴځᑈ౽ᙯᆶௗ
୷ڙӦࡌྣᔈӕਔගрҙፎ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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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ΎǵཥчѱѱीฝߥៈၭβӦ٬Ҕቩाᗺ!
ύ҇୯ԭԃΎДϖВཥчѱࡹ۬ч۬ࠤ໒ӷಃ!2111797138!ဦзुۓวѲӄЎ!21!ᗺǹ٠ԾջВଆғਏ!
ύ҇୯ԭ႟ΟԃϤДΒΜϤВཥчѱࡹ۬ч۬ࠤ໒ӷಃ!2141:65438ဦзঅ҅วѲಃ!3ǵ21ᗺచЎǹ٠ྉԾԭ႟Ο
ԃϖДВғਏ!
!

ǵġ ཥчѱࡹ۬!)аΠᙁᆀҁ۬*ࣁቩཥчѱ!)аΠᙁᆀҁѱ*!ѱीฝߥ
ៈǵၭϣӚࡼϐβӦ٬ҔਢҹǴुۓҁाᗺǶ!
Βǵġ ٩ѱीฝݤཥчѱࡼՉಒ߾ಃΒΜΖచϷಃΟΜచೕۓǴܭѱीฝ
ߥៈǵၭӚࡼǴନѱीฝځ܈дݤзќԖೕޣۓѦǴᔈ
٩ҁाᗺೕۓҙፎβӦਡ٬ҔǶ!
Οǵġ ҙፎ୷Ӧय़ᖏϐၰၡǴᔈࣁࡹ۬د܈Γ໒៘ฺֹё೯Չً፶ϐѱीฝၰ
ၡǵԖࡅၰ܈಄ӝࡌᑐೌמೕ߾ϐد೯ၡǴ٠аೱௗीฝၰၡࣁޣज़Ƕ!
ҙፎ୷Ӧ҂ޔௗय़ᖏё೯ՉϐၰၡޣǴᔈڗளΠӈճܴЎҹǴ٠
ԾՉ໒៘ё೯Չϐ೯ၡฺֹǴۈளҙፎ٬ҔǺ!
)*य़ᖏ҂ӄ໒៘ϐीฝၰၡޣǴᔈڗள၀҂໒៘ϩၰၡҔӦϐβ
Ӧ٬ҔճܴЎҹǶ!
)Β*ڙԖྎ႖ޣǴᔈڗள၀ྎϐҞޑ٣Ьᆅᐒᜢӕཀ٬Ҕ܈
ࢎᐏ఼ϐճܴЎҹǶ!
Ѥǵġ ٩ҁाᗺҙፎϐӚࡼόளӧΠӈӦǺ!
)*ၭӦख़ჄǶՠҁ۬ၭЬᆅᐒᜢӕཀޣǴόӧԜज़Ƕ!
)Β*ߥӼ݅ӦǶՠ݅ЬᆅᐒᜢӕཀޣǴόӧԜज़Ƕ!
)Ο*ै٣ࡌǵѱीฝࡌϷځд٩ݤзϦϐࡌǶ!
)Ѥ*࣌ѱीฝϣǴۓࡰ܈ᔈࡼՉѱӦख़Ⴤࢤ܈ቻԏǴۘ҂ᡏ
໒วֹԋϐӦǶՠҁ۬ӦࡹЬᆅᐒᜢᇡۓคᛖᡏ໒วޣǴό
ӧԜज़Ƕ!
)ϖ*ғᄊߥػǵԾฅߥػǵഁғߥނៈǵඳᢀߥៈǵၗྍߥ
ៈǵߥӼߥៈǵӦ፦ߥៈ܈ഁғނख़ा৲ᕉნӦǶ!
)Ϥ*НྍНၗߥៈǵҔННྍН፦ߥៈ܈ҔНϐڗНαۓຯ
ᚆϣϐӦǶՠᗄԾٰНЬᆅᐒᜢ܈ᕉߥЬᆅᐒᜢӕཀޣǴό
ӧԜज़Ƕ!
)Ύ*ځдݤзೕۓЗ܈ҁ۬ᇡۓόە٬ҔϐӦǶҙፎ୷Ӧጄൎ
ឦξڵӦޣǴᔈ಄ӝࡌᑐೌמೕ߾ࡌᑐीࡼπጓಃΜΟകಃ
ξڵӦ୷Ӧόள໒วࡌᑐᇡྗ୷ۓϐೕۓ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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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ǵġ ҙፎ୷Ӧय़ᑈόளຬၸΟίѳБϦЁǶ!
ӕҙፎܭޣӕӦဦࢦ܈ᎃβӦҙፎኧ࣬ᜢࡼǴዴᇡόቹៜߕ
߈ၭғౢϷҬ೯ǴЪόၴϸࡼ࣬ᜢೕޣۓǴόڙҙፎ୷Ӧय़
ᑈϐज़ڋǶՠӝीϐᕴय़ᑈϝόளၻϦഘǶ!
Βҙፎ୷Ӧय़ᑈϐज़ڋǴܭӚҞޑ٣Ьᆅᐒᜢ٩࣬ځᜢݤೕਡ
ϐҙፎਢǴόҔϐǶ!
Ϥǵġ ၭǵߥៈϐࡌᑐނǴᔈ٩Πӈೕۓ੮ଣǵୁଣǺ!
)*ଣ੮നλుࡋόளλܭϖϦЁǶ!
)Β*ୁଣ੮നλుࡋόளλܭѤϦЁǹӵࡌᑐ୷ӦೕኳၲίѳБϦЁ
ޣǴځ੮നλుࡋόளλܭΖϦЁǹࡌᑐ୷ӦೕኳၲΒίѳБϦ
ЁޣǴځ੮നλుࡋόளλܭΜϦЁǶ!
)Ο*٩ಃΒී੮ୁଣԶଏᕭϩǴளीΕޜۓݤӦٮ܈բၭǵНၡ
ϐҔǶ!
Ύǵġ ٩ҁाᗺҙፎϐӚࡼǴόள֫ᛖᎃ߈ၭǵНၡϐচԖфૈǶ!
Ζǵġ ၭҔӦਡᡂߚࣁ׳ၭ٬ҔޣǴᔈ٩ၭวచٯಃΜΒచϷ࣬ᜢ
ݤзೕۓǴᛦҬၭҔӦᡂ׳ӣ㎸ߎǶ!
ΐǵġ ٩ҁाᗺҙፎӚࡼǴନӚҞޑ٣ЬᆅݤೕќԖुۓѦǴᔈ٩Ӛ
٬ҔҞ܌ሡਡచҹϷځೕۓ٣ᔠڀΠӈЎҹǺ!
)*ҙፎਜǺၩܴҙፎΓϐۉӜǵᐒᜢӜᆀǵॄೢΓǵՐ֟ǵႝ၉ǵҙፎ
Ӧဦǵ୷Ӧय़ᑈϷҙፎ٣җǴ٠җҙፎΓᛝӜϷᇂകǶ!
)Β*୷ӦڬൎӦᛤѱीฝკ୷܈ӦڬൎݩჴෳკǺ!
2/ ୷ӦڬൎӦᛤѱीฝკᔈ҅ዴҢ୷ӦნࣚጕǴᎃ߈ጄൎϣ
Ԗ࣬ᜢӦ܈ނࡼϐӦᛤѱीฝკǴځКٯЁа၀ѱी
ฝკࣁྗǶ!!
3/ ୷ӦڬൎݩჴෳკᔈҢ୷Ӧნࣚᎃ߈ԭΒΜϦЁϣϐӦǵ
ӦނǵӚࡼϷෳᛤВයǴځКٯЁόளλܭίΒԭϩϐǴ
٠ᔈࣁന߈ϤঁДϣ܌ෳᛤޣǶ!
!
)Ο*ന߈ঁДϣਡวϐӦᝤკᖵҁǵβӦฦᛛᖵҁǵβӦ٬Ҕϩ
ܴϷβӦӕཀ٬ҔϐܴЎҹǶՠҙፎΓࣁβӦ܌ԖΓਔխߕ໒
βӦӕཀ٬ҔϐܴЎҹǶ!
)Ѥ*ӦკǺҙፎ୷ӦՏܭξڵӦޣǴᔈҢ໔႖ϖΜϦϩϐӦǵӦ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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ଯጕǴځКٯЁόளλܭϤԭϩϐǶҙፎ୷ӦߚឦՏܭξڵӦޣ
ளխߕǶ!
)ϖ*ၩܴीฝϣཷाϐीฝਜϷѳय़ଛკǴځКٯЁόளλܭϤԭϩ
ϐǶ!
)Ϥ*ҙፎ୷ӦឦξڵӦޣǴᔈӃᔕڀНβߥीฝǴଌፎЬᆅᐒᜢਡۓǹ
ӵឦ٩ݤᔈՉᕉნቹៜຑޣǴځቩ่݀ᔈٳଌਡǶܭНβߥ
ीฝ҂ЬᆅᐒᜢਡёǴӚҞޑ٣Ьᆅᐒᜢόளਡว໒ว܈ճ
ҔϐёǶځНβߥीฝϣǵቩਡำׇǵϷჴࡼϐᔠ٩Нβߥ
ीฝቩਡᅱ࿎ᒤݤೕۓᒤǶ!
)Ύ*ځд٩ݤᔈᔠڀϐ࣬ᜢЎҹǶ!
Μǵġ Ӛࡼҙፎਡ٬ҔਔǴନ٩ҁाᗺೕۓᒤѦǴ٠ᔈ಄ӝߕ߄ϐೕۓ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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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߄!
٬Ҕ!
ϩ!

٬ҔҞ!

ਡచҹϷೕۓ٣!

!

ǵġ୯ ٛ  ܌ሡ Ϸ 

!

ፁǵߥӼϐӚ

3/ ᔈڀഢֹ๓ϐٮҔϷ௨НسǶ!

!

ࡼ!

4/ όளቹៜғᄊၗྍϷНβߥǶ!

Βǵġᖏਔ܄ၯᏨࡼ
ȐϦ༜ǵథߜǵ

!

ߥ
ៈ


!

2/ ҙፎ୷Ӧᔈय़ᖏϤϦЁаϐၰၡǶ!

2/ ҙፎ୷Ӧᔈय़ᖏϤϦЁаϐၰၡǴ୷Ӧϣ٠
ᔈଶًޜ໔Ƕ!

ูٽၯǵᝣ

3/ ҙፎጄൎϣᔈߥԭϩϐΖΜаচٰӦ

ౚǵᆛౚǵ

ᇮǴЪߚၭЬᆅᐒᜢਡǴόளࣶҵচԖ

ෞݚԣǵӇ

ૅ৩ΜϦϩаϐ݅Еǹӵሡࡩ༤βǴځ௦Ծ

Ϸځдၮǵଯ

ฅᜐޣڵǴᔈғᆘϯǴЪଯࡋόளຬၸΒϦ

ᅟϻౚግಞǵ

ЁǴځᜐޔࠟڵᆶНѳϐКόளλܭ;Βǹ

ౚግಞȑϷ

ځ௦ᏲβᕅНβߥࡼޣǴଯࡋόளຬၸ

៛ᔼࡼ!

ΟϦЁǶॊᔈߥচٰӦᇮϐβӦǴόளख़
ፄගрҙፎǶ!
4/ ٮᖏਔ܄ၯᏨϷ៛ᔼࡼ٬Ҕϐय़ᑈ!)аΠ
ᙁᆀ٬Ҕᕴय़ᑈ*!ӝीόளຬၸҙፎ୷Ӧᕴ
य़ᑈϐԭϩϐΒΜǶࡌᑐނᄬаЕԮǵᑄ
ҡǵ࣒ዟᠼᆢံம༟ጤᄬϷߎឦࢎᄬԄᄬ
ࣁज़Ǵࡌᑐ୷Ӧय़ᑈόளຬၸ٬Ҕᕴय़ᑈϐ
ԭϩϐϖǴЪӦय़όН⬏܄य़य़ᑈ!)֖ࡌᑐ
य़ᑈ*όளຬၸ٬Ҕᕴय़ᑈϐԭϩϐΟΜǴᖏ
ਔ܄ϐࡌᑐނय़ᑈόளຬၸԭѳБϦЁǴࡌ
ᑐނଯࡋόளຬၸΎϦЁǶ!
5/ ҙፎ୷ӦϣᔈкىϐቲకނᓯӸϷೀ
ࡼǹځࡼ٠ᕉߥЬᆅᐒᜢਡǶ!
6/ ҙፎ୷ӦϣٮҔϐНᔈ಄ӝҔНН፦
ྗ٠ԦНೀࡼǴځ௨سܫᔈௗ೯Կ
Ьᆅᐒᜢᇡёϐ௨Н༸ጕǵݞο܈ϦӅН
ୱǴӵ௨ܭܫҔНڗНαۓຯᚆޣǴ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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ᕉߥЬᆅᐒᜢӕཀǶՠᕉߥЬᆅᐒᜢᇡࣁځ
٬Ҕ܄፦ϷೕኳคࡼޣǴόӧԜ
ज़Ƕ!
7/ ӵՏܭҔННྍН፦ߥៈ܈ҔНڗН
αۓຯᚆаϣޣǴᔈ٩ҔНᆅచٯೕۓ
ᒤǶ!
8/ ٩ҁाᗺҙፎ٬Ҕϐᖏਔ܄ၯᏨϷ៛ᔼࡼ
όளᐒఓၯࡼϷᔠᆅᒤݤ
ύु܌ϐᐒఓၯࡼǶ!
9/ ҙፎ୷Ӧय़ᑈளόڙҁाᗺಃϖᗺಃೕ
ۓϐज़ڋȐΟίѳБϦЁȑǶՠϝόளຬၸ
ϦഘǶ!
:/ ҙፎΓᔈ่ڀஒٰӵӢ֫ᛖѱीฝǵϦӅӼ
ӄ܈ӢϦϐሡाǴሡܨନ܈ଶЗǵज़ڋ٬

ߥ
ៈ


ҔਔǴόளගр౦Ǵځࡼނ٠όளाံ

!

ᓭǶ༓ࡕ၀ᖏਔ܄ࡼނӵᔕ౽ᙯдΓᔼ
ਔǴሡൔҁ۬ਡǶ!
21/ҁࡼज़ࢲޗٮ٬Ҕ٠όளᔼǶ!
Οǵġ ϦҔ٣ࡼ!

2/ ҙፎ୷Ӧᔈय़ᖏΜΒϦЁаϐၰၡǶ!

Ȑȑуݨઠǵу

3/ ҙፎ୷ӦᖏௗၰၡϐೱុߏࡋȐ܈നλ୷Ӧቨ

ઠ!
!

ࡋȑᔈࣁΒΜϦЁаǶ!
4/ ගଌ୷Ӧ໒วҬ೯ቹៜຑቩਡёǶ!
5/ ҙፎ୷ӦӵаԖࡅၰೱ೯ς໒៘ቨΜΒϦ
ЁаϐၰၡޣǴ၀Ԗࡅၰჴሞё೯Չቨࡋ
ᔈӧΒΜϦЁаǴЪࡋߏځ٠όளεܭΜϦ
ЁǶ!
6/ ҙፎ୷ӦϣуݨȐȑઠϷߕځឦࡼϐࡌᑐ
ނଯࡋόளຬၸΒቫኴϷΎϦЁǴځᔼ࠻ǵ
ࠔݨঊǵᐒႝ࠻ǵॶ࠻ڹǵᐾࢱ࠻ᔼઠ
ࡂǴኴӦ݈य़ᑈӝीόளຬၸԭϖΜѳБ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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ЁǶՠҙፎ୷ӦϣӝٳҙፎуݨઠϷуઠ
ޣǴځᔼઠࡂϐኴӦ݈य़ᑈӝीόளຬၸΟ
ԭѳБϦЁǶ!
7/ όளቹៜߕ߈ӦၭғౢᕉნǶ!
8/ ځдਡచҹǴᔈ٩уݨઠᆅೕ߾Ϸу
ઠᆅೕ߾࣬ᜢೕۓᒤǶ!
ȐΒȑᡂႝ܌ǵ៓༣ǵ

2/!ҙፎ୷Ӧᔈय़ᖏϤϦЁаϐ!ၰၡǶՠႝၡ

ೱௗઠϷځд

)ጕ*ǵ៓༣!)ఎ*!ǵೱௗઠϷᆅၡࡼόӧ

ႝΚ٣࣬ᜢ

Ԝज़Ƕ!

ࡼ!
ȐΟȑܜНઠ!

!

ߥ
ៈ


3/!όளቹៜғᄊၗྍϷНβߥǶ!
4/!όளቹៜߕ߈ӦচԖ༾ݢѠǵᘜૐѠǵႜ

ȐѤȑႝߞ࣬ᜢࡼ!

ၲǵ೯ૻഢϷځдै٣ࡼϐ٬ҔǶ!

ȐϖȑԾٰНٮᔈ࣬

5/!ྡǵϺฅуᓸઠᔈҗҁ۬ӕԖᜢ
ᐒᜢǵൂՏǴ಄ӝ࣬ᜢݤзೕۓǴۈள

ᜢѸाࡼ!

ϒǶ!

ȐϤȑྡǵϺฅ
уᓸઠ!

!

ȐΎȑቲ)Ԧ*!Нೀ
ࡼ!
ȐΖȑᕉნᔠෳ࣬ۓ
ᜢࡼ!
ȐΐȑԖǵคጕႝຎ
Ϸቶኞ࣬ᜢ
ࡼ!
ȐΜȑаࡽԖࡌᑐނ

2/!խҙፎᚇࡌྣྣࡼǴ٩ႝߞЬᆅᐒᜢ

ഗኴٮՉ

Ȑ୯ৎ೯ૻኞہȑቩਡڄᒤǶ!

೯ૻ୍ႝ

3/!ሡҙፎᚇࡌྣྣࡼǴ٩ȐѤȑႝߞ࣬

ѠǵႝߞϺጕ

ᜢࡼᒤǶ!

ࡼ!
ȐΜȑځд!

җҁ۬ӕ࣬ᜢҞޑ٣ЬᆅᐒᜢǴ٩࣬ᜢೕۓ
ुۓϐచҹϷೕۓ٣ᇡۓϐ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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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ǵġѴٽ༜ǵޗᅽ
ճ٣ࡼ!
!

2/ ҙፎ୷Ӧᔈय़ᖏΖϦЁаϐၰၡǹՠᕴኴӦ
݈य़ᑈ҂ၲΖԭѳБϦЁޣǴ܈җࡹ۬ᐒᜢᑫ
ᒤЪҁ۬ӕԖᜢᐒᜢǵൂՏ҂ԋҬ
೯ߔ༞ǴىኦӦБҬ೯٬ҔޣǴځၰၡቨࡋள
ࣁϤϦЁаǶ!
3/ ୷ӦᖏௗၰၡϐೱុߏࡋȐ܈നλ୷Ӧቨࡋȑ
όளλܭΖϦЁǶ!
4/ ҙፎ୷ӦᜐጔᆶӒᓀࠔނᓯᙒӦ܈ᅿπ
ǴᔈԖԭϦЁаϐຯᚆǶ!
5/ ࡌᑐނଯࡋόளຬၸΟቫኴ܈ΜᗺϖϦЁǶ!
6/ ࡌᑐୁୁٿނଣӚᔈ੮ϐനλుࡋǴளׯа

ߥ
ៈ


ൂୁύ੮Ǵځ੮ϐుࡋᔈεୁୁٿܭଣ
Ӛᔈ੮ϐനλుࡋϐکǴόҔҁाᗺಃϤ

!

ᗺಃಃΒීϐೕۓǶ!
7/ όளቹៜғᄊၗྍϷНβߥǶ!
ϖǵġ ௦  ϐ Ѹ ा ߕ

2/ ҙፎ୷Ӧᔈय़ᖏϤϦЁаϐၰၡǶ!

ឦࡼ)ႝΚ

3/ όளቹៜғᄊၗྍϷНβߥǶ!

ഢǵᒡଌഢϷ

4/ ௦ϐѸाߕឦࡼᔈҗҁ۬ӕԖᜢᐒ

Ҭ೯ၮᒡࡼ*!

ᜢǵൂՏǵ಄ӝ࣬ᜢݤзೕۓǴۈளϒ
Ƕ!

Ϥǵġ β ҡ Б ၗ ྍ ୴ ٩ཥчѱᔼࡌπำഭᎩβҡБೀϷᔼࡌషӝނ
  Ϸ  ߕ ځឦ ၗྍೀᆅाᗺೕۓᒤǶ୷ځӦय़ᑈ
ࡼ!
Ύǵġ ቲ క  ނၗ ྍ ӣ
ԏຟӸϷځ
ߕឦࡼ!

όڙҁाᗺಃϖᗺಃϷಃΒೕۓϐज़ڋǶ!
2/ ҙፎ୷Ӧᔈय़ᖏΜΒϦЁаϐၰၡǶՠόቹ
ៜҬ೯ޣǴளय़ᖏϤϦЁаϐၰၡǶ!
3/ ҙፎ୷ӦѦጔᆶѱीฝՐӻǵϦ୍ᐒᜢǵ
ӜയђᙬǵᙴଣǵᏢਠǵѴ༜Ϸޗᅽճ٣
ࡼϐຯᚆᔈࣁΟԭϦЁаǶՠόቹៜғ
ࢲࠔ፦ǵᕉნፁғޣǴຯᚆளࣁԭϦЁа
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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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୷Ӧय़ᑈ٩Ӛ၀Ҟޑ٣Ьᆅᐒᜢਡ٣
ीฝᒤǴόڙҁाᗺಃϖᗺಃϷಃΒ
ೕۓϐज़ڋǶ!
5/ όளቹៜғᄊၗྍϷНβߥǶ!
6/ όளܭ॥ඳۓीฝጄൎϣǶ!
7/ ᔈҁ۬ᕉߥЬᆅᐒᜢ٩࣬ᜢݤೕቩӕཀǶ!
8/ ࣬ᜢࡼ܈٬ҔጄൎᔈԾ୷ӦѤຼࣚጕଏᕭ
ϖϦЁаǴ٠ϒਭᆘϯǹ୷ܭ܈Ӧڬൎ
ჴᡏൎᕅǶ!
ΖǵġН፦ృϯೀ ٩Ӛ၀Ҟޑ٣Ьᆅᐒᜢਡ٣ीฝᒤǶ!
ࡼϷߕځឦࡼ!
ΐǵġ݅ᆶНβߥ ٩Ӛ၀Ҟޑ٣Ьᆅᐒᜢਡ٣ीฝᒤǶ!
ࡼ!
Μǵġࣁ ߥ ៈ  ϣ Ӧ ٩Ӛ၀Ҟޑ٣Ьᆅᐒᜢਡ٣ीฝᒤǶ!
ǵӦࣁ܌ނϐ

!

ߥ
ៈ


πำ!
Μǵًؓၮᒡ܌

2/ ًؓၮᒡଶًଶًȐઠȑϷߕځឦࡼ

ሡϐଶًǵ

୷Ӧନय़ᖏϐၰၡቨࡋᔈ಄ӝΠӈϩᜪೕۓ

࠼ǵၮઠϷځ

ѦǴ٠ᔈԾय़ᖏၰၡნࣚጕଏᕭΜΒϦЁа

Ѹሡϐߕឦࡼ!

Ȑ֖य़ᖏၰၡቨࡋȑǺ!

!

Ȑ2ȑගٮλ࠼Ȑȑً٬ҔޣǴᔈय़ᖏϤϦ
ЁаϐၰၡǶ!
Ȑ3ȑගٮε࠼Ȑȑً٬ҔޣǴᔈय़ᖏΖϦ
ЁаϐၰၡǶ!
3/ ගٮೱً่٬ҔޣǴᔈय़ᖏΜϦЁаϐၰ
ၡǶ!
4/ ࠼ǵၮઠϷߕځឦࡼϐ୷ӦǴᔈय़ᖏΜΒ
ϦЁаϐၰၡǶ!
5/ ҙፎࡼϐрΕαᜐጔᆶЬाၰၡҬΰαǵ༝
ᕉǵ៓ၡѳҬၰǵᒾၰǵᐏኺЇၰαǵٛ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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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Ϸٛ໗ᔈԖΜϦЁаϐຯᚆǶ!
6/ ࡌᑐނଯࡋόளຬၸΟቫኴϷΜᗺϖϦЁǴ୷
Ӧڬൎ҂ᖏௗၰၡϩᔈԵໆᎃ߈Ӧϐۚ
ՐݩރǴຎჴሞሡाଯࡋϦЁаϐჴ
ᡏ႖ॣᕅ܈ᆘǶ!
7/!όளቹៜғᄊၗྍϷНβߥǶ!
ΜΒǵӒᓀࠔނϷଯ

2/!ҙፎ୷Ӧᔈय़ᖏϤϦЁаϐၰၡǶ!

ᓸᡏᓯᙒϩး! 3/!ᆶϦ୍ᐒᜢǵӜയђᙬǵᙴଣǵᏢਠǵѴ
!

༜ǵޗᅽճ٣ࡼϷѱीฝՐӻ
ԿϿᔈԖΟԭϦЁаϐຯᚆǶ!

ߥ
ៈ


4/!୷ӦڬൎȐ೯ၡନѦȑଯࡋΒϦЁа

!

ჴᡏٛО႖ᚆǴ٠ϐॣǵٛ
ϷӼӄࡼǶ!
5/!ᡏࢻᅅϐٛЗϷൔࡼǶ!
6/!όளቹៜғᄊၗྍϷНβߥǶ!
7/!ԖᜢࡼϷځӼӄຯᚆᔈ಄ӝύ୯୯ৎྗ
ˇనϯҡݨᡞးࡼӼӄྗϐೕۓǴ
ځीǵࡼπ٠ᔈ٩ᔼࡌǵമπӼӄፁғǵ
ٛϷځдݤೕϐ࣬ᜢೕۓᒤǶ!
ΜΟǵҶ໕ၭ࣬ᜢ ٩၀Ҟޑ٣Ьᆅᐒᜢਡ٣ीฝᒤǴ୷ځ
ࡼ!
!

Ӧय़ᑈόڙҁाᗺಃϖᗺಃϷಃΒೕۓϐ
ज़ڋǶ!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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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Ҕ!
ϩ!
!

٬ҔҞ!

ਡచҹϷೕۓ٣!

ǵϦҔ٣ࡼ!

2/!ҙፎ୷Ӧᔈय़ᖏΜΒϦЁаϐၰၡǶ!

Ȑȑуݨઠǵу 3/!ҙፎ୷ӦᖏௗၰၡϐೱុߏࡋȐ܈നλ୷Ӧቨ
ઠ!
!

ࡋȑᔈࣁΒΜϦЁаǶ!
4/!ගଌ୷Ӧ໒วҬ೯ቹៜຑቩਡёǶ!
5/!ҙፎ୷ӦӵаԖࡅၰೱ೯ς໒៘ቨΜΒϦЁ
аϐၰၡޣǴ၀Ԗࡅၰჴሞё೯Չቨࡋᔈ
ӧΒΜϦЁаǴЪࡋߏځ٠όளεܭΜϦЁǶ!
6/!ҙፎ୷ӦϣуݨȐȑઠϷߕځឦࡼϐࡌᑐ
ނǴࡌጨόளຬၸԭϩϐѤΜǴଯࡋόளຬ
ၸΒቫኴϷΎϦЁǴځᔼ࠻ǵࠔݨঊǵᐒ
ႝ࠻ǵॶ࠻ڹǵᐾࢱ࠻ᔼઠࡂǴኴӦ݈य़
ᑈӝीόளຬၸԭϖΜѳБϦЁǶՠҙፎ୷
ӦϣӝٳҙፎуݨઠϷуઠޣǴځᔼઠࡂ

ၭ



ϐኴӦ݈य़ᑈӝीόளຬၸΟԭѳБϦЁǶ!

!

7/!όளቹៜߕ߈ӦၭғౢᕉნǶ!
8/!ځдਡచҹǴᔈ٩уݨઠᆅೕ߾Ϸу
ઠᆅೕ߾࣬ᜢೕۓᒤǶ!
ȐΒȑᡂႝ܌ǵ៓༣ǵ 2/ ҙፎ୷Ӧᔈय़ᖏϤϦЁаϐၰၡǶՠႝၡ!
ೱௗઠϷځд

)ጕ*!ǵ៓༣!)ఎ*!ǵೱௗઠϷᆅၡࡼόӧԜ

ႝΚ٣࣬ᜢ

ज़Ƕ!

ࡼ!!
ȐΟȑܜНઠ!
ȐѤȑႝߞ࣬ᜢࡼ!
ȐϖȑԾٰНٮᔈ࣬
ᜢѸाࡼ!
ȐϤȑྡǵϺฅ

3/ όளቹៜғᄊၗྍϷНβߥǶ!
4/ όளቹៜߕ߈ӦচԖ༾ݢѠǵᘜૐѠǵႜၲǵ
೯ૻഢϷځдै٣ࡼϐ٬ҔǶ!
5/ ྡǵϺฅуᓸઠᔈҗҁ۬ӕԖᜢᐒ
ᜢǵൂՏǴ಄ӝ࣬ᜢݤзೕۓǴۈளϒ
Ƕ!

уᓸઠ!
ȐΎȑቲ!)Ԧ*!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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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ࡼ!
ȐΖȑᕉნᔠෳ࣬ۓ
ᜢࡼ!
ȐΐȑԖǵคጕႝຎ
Ϸቶኞ࣬ᜢ
ࡼ!
ȐΜȑаࡽԖࡌᑐނ

2/ խҙፎᚇࡌྣྣࡼǴ٩ႝߞЬᆅᐒᜢȐ୯

ഗኴٮՉ
೯ૻ୍ႝ

ৎ೯ૻኞہȑቩਡڄᒤǶ!
3/ ሡҙፎᚇࡌྣྣࡼǴ٩ȐѤȑႝߞ࣬ᜢ

ѠǵႝߞϺጕ
ࡼ!
ȐΜȑځд!

!
җҁ۬ӕ࣬ᜢҞޑ٣ЬᆅᐒᜢǴ٩࣬ᜢೕुۓ
ۓϐచҹϷೕۓ٣ᇡۓϐǶ!

Βǵቲకނၗྍӣԏ 2/ ҙፎ୷Ӧᔈय़ᖏϤϦЁаϐၰၡǶ!

!

ၭ



ࡼᒤǶ!

ຟ Ӹ  Ϸ  ߕ ځ3/ ҙፎ୷ӦѦጔᆶѱीฝՐӻǵϦ୍ᐒᜢǵ
ឦࡼ!
!

ӜയђᙬǵᙴଣǵᏢਠǵѴ༜Ϸޗᅽճ٣
ࡼϐຯᚆᔈࣁΟԭϦЁаǶՠຟӸ಄
ӝՉࡹଣᕉߥϦϐᕉߥࡼೕጄǴ٠ගр
ीฝਜቩёޣǴຯᚆளӧԭϦЁаǶ!
4/ ୷Ӧय़ᑈ٩Ӛ၀Ҟޑ٣Ьᆅᐒᜢਡ٣ी
ฝᒤǴόڙҁाᗺಃϖᗺಃϷಃΒೕ
ۓϐज़ڋǶ!
5/ όளቹៜߕ߈ၭғౢᕉნǶ!
6/ όளܭ॥ඳۓीฝጄൎϣǶ!
7/ ᔈҁ۬ᕉߥЬᆅᐒᜢ٩࣬ᜢݤೕቩӕཀǶ!
8/ ࣬ᜢࡼ܈٬ҔጄൎᔈԾ୷ӦѤຼࣚጕଏᕭϖ
ϦЁаǴ٠ϒਭᆘϯǹ୷ܭ܈Ӧڬൎ
ჴᡏൎᕅǶ!

Οǵًؓၮᒡ܌ሡ

2/ ًؓၮᒡଶًଶًȐઠȑϷߕځឦࡼ

ϐଶًǵ࠼ǵ

୷Ӧନय़ᖏϐၰၡቨࡋᔈ಄ӝΠӈϩᜪೕ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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ၮઠϷځѸ

ѦǴ٠ᔈԾय़ᖏၰၡნࣚጕଏᕭΜΒϦЁа

ሡϐߕឦࡼ!

Ȑ֖य़ᖏၰၡቨࡋȑǺ!
Ȑ2ȑගٮλ࠼Ȑȑً٬ҔޣǴᔈय़ᖏϤϦ
ЁаϐၰၡǶ!
Ȑ3ȑගٮε࠼Ȑȑً٬ҔޣǴᔈय़ᖏΖϦ
ЁаϐၰၡǶ!
Ȑ4ȑගٮೱً่٬ҔޣǴᔈय़ᖏΜϦЁа
ϐၰၡǶ!
3/ ࠼ǵၮઠϷߕځឦࡼϐ୷ӦǴᔈय़ᖏΜΒ
ϦЁаϐၰၡǶ!
4/ ҙፎࡼϐрΕαᜐጔᆶЬाၰၡҬΰαǵ༝

ၭ



ᕉǵ៓ၡѳҬၰǵᒾၰǵᐏኺЇၰαǵٛਵ
Ϸٛ໗ᔈԖΜϦЁаϐຯᚆǶ!

!

5/ ࡌᑐނଯࡋόளຬၸΟቫኴϷΜᗺϖϦЁǴ୷
Ӧڬൎ҂ᖏௗၰၡϩᔈԵໆᎃ߈ӦϐۚՐ
ݩރǴຎჴሞሡाଯࡋϦЁаϐჴᡏ
႖ॣᕅ܈ᆘǶ!
6/!όளቹៜғᄊၗྍϷНβߥǶ!
ѤǵًؓᎯᎭ૽ግ! ٩Ӛ၀Ҟޑ٣Ьᆅᐒᜢਡ٣ीฝᒤǶ!
ϖǵѴٽ༜ǵޗᅽ
ճ٣ࡼ!

2/ ҙፎ୷Ӧᔈय़ᖏΖϦЁаϐၰၡǹՠᕴኴӦ
݈य़ᑈ҂ၲΖԭѳБϦЁޣǴ܈җࡹ۬ᐒᜢᑫ
ᒤЪҁ۬ӕԖᜢᐒᜢǵൂՏ҂ԋҬ
೯ߔ༞ǴىኦӦБҬ೯٬ҔޣǴځၰၡቨࡋள
ࣁϤϦЁаǶ!
3/ ୷ӦᖏௗၰၡϐೱុߏࡋȐ܈നλ୷Ӧቨࡋȑ
όளλܭΖϦЁǶ!
4/ ҙፎ୷ӦᜐጔᆶӒᓀࠔނᓯᙒӦ܈ᅿπ
ǴᔈԖԭϦЁаϐຯᚆǶ!
5/ ࡌጨόளຬၸԭϩϐѤΜǴࡌᑐނଯࡋό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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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ຬၸΟቫኴ܈ΜᗺϖϦЁǶ!
6/ ࡌᑐୁୁٿނଣӚᔈ੮ϐനλుࡋǴளׯа
ൂୁύ੮Ǵځ੮ϐుࡋᔈεୁୁٿܭଣ

ၭ



Ӛᔈ੮ϐനλుࡋϐکǴόҔҁाᗺಃϤ

!

ᗺಃಃΒීϐೕۓǶ!
Ϥǵၮᓔࡼ!

٩၀Ҟޑ٣Ьᆅᐒᜢਡ٣ीฝᒤǶ!

Ύǵࡹ۬ख़εࡌी

٩Ӛ၀Ҟޑ٣Ьᆅᐒᜢਡ٣ीฝᒤǶ!

ฝ܌ሡϐᖏਔ
܄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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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Ζǵཥчѱࡹ۬ೀၴϸѱीฝݤ٣ҹຊᆦ୷ྗ!
ύ҇୯ԭԃΟДΜϤВཥчѱࡹ۬ч۬ࠤ໒ӷಃ21113128:7ဦзुۓวѲӄЎ2ᗺǹ٠ԾջВଆғਏ!!!!
ύ҇୯ԭԃΖДΜΖВཥчѱࡹ۬ч۬ࠤ໒ӷಃ211214:45:ဦзঅ҅วѲӜᆀϷӄЎ!2!ᗺǹ٠ԾջВଆғਏȐচӜ
ᆀǺཥчѱࡹ۬ೀၴϸѱीฝݤਢҹຊᆦ୷ྗ߄ȑ!
ύ҇୯ԭ႟ԃϖДΒΜΒВཥчѱࡹ۬ч۬ࠤ໒ӷಃ2122758245ဦзঅ҅วѲಃ3ᗺచЎϐߕ߄ǹ٠ԾջВғਏ!
ύ҇୯ԭ႟ѤԃѤДΖВཥчѱࡹ۬ཥч۬ࠤ໒ӷಃ2151638182ဦзঅ҅วѲӄЎ!5!ᗺǹ٠Ծԭ႟ѤԃϖДВ
ғਏ!
!

ǵཥчѱࡹ۬)аΠᙁᆀҁ۬*ࣁೀၴϸѱीฝ)ݤаΠᙁᆀҁ*ݤ٣ҹǴࡌ
ҥݤϐϦѳ܄٠෧ϿݾǴаගܹՉࡹਏᆶϦߞΚǴुۓҁຊᆦ୷ྗ
Ƕ!
Βǵҁ۬ೀၴϸҁݤ٣ҹՉࣁΓ)аΠᙁᆀၴೕΓ*ϐຊᆦ୷ྗӵߕ߄Ƕ!
ҁ۬ೀၴϸҁݤ٣ҹਔǴᔈჹၴϸҁݤ٣ҹӦᗺϐβӦࡌ܈ᑐ܌ނԖ
Γ܈ᆅΓǴୋ܈ޕᝀᏤϐǶՠܭന߈ԃϣୋ܈ޕᝀᏤຬၸΟԛࡕǴᔈ
٩ҁݤಃΎΜΐచಃٳຊೀനեۓݤᚐࡋᆦᗞ٠ࣁڮۓՉࣁǶ!
ಃߕ߄ԛኧϐಕीǴаӕၴೕΓന߈Οԃϣܭӕၴϸҁݤ٣ҹӦ
ᗺϐᕇኧፕीǶ!
ಃߕ߄ԛϤԿԛΐϐၴϸҁݤ٣ҹǴܭӕӦᗺന߈ԃϣම
ᝀᏤ܈ೀϩӧਢޣǴჹόӕၴೕΓளόӆᝀᏤԶϒຊᆦϐǶ!
ΟǵԖΠӈϐޣǴளගൔҁ۬ϦӅӼӄᖄӝዽ،ࡕǴՉҁݤಃ
ΎΜΐచಃೕۓϐଶЗٮНǵٮႝǵ࠾ഈǵமܨڋନځ܈дࡠൺচރ
மڋࡼǺ!
ȐȑԖᛖۚՐӼჱǵϦӅӼӄ܈ፁғЪԖѸाǶ!
ȐΒȑന߈ԃϣಕीຊೀԛኧຬၸΒԛǶ!
ಃΒීǴܭၴϸҁݤ٣ҹߚख़εਔǴள࣬ᜢၠᐒᜢ،
ࡕՉϐǶ!
ѤǵමՉଶЗٮНǵٮႝǵ࠾ഈǵமܨڋନ܈௦ځڗдࡠൺচރϐࡼЋࢤ
ϐၴϸҁݤ٣ҹӦᗺǴۘܭ҂ҙፎࡠൺ܈ςҙፎࡠൺࡕന߈ԃϣǴӆ
ᕇԖၴϸҁݤ٣ҹޣǴᔈჹځၴೕΓϷβӦࡌ܈ᑐ܌ނԖΓǵᆅΓǴϩձ
٩ҁݤಃΎΜΐచಃೕۓǴຊೀനଯϷനեۓݤᚐࡋᆦᗞǴࣁڮۓՉ
ࣁǴ٠٩ᗺೕۓᒤ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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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ԛᕇ!

ಃΒԛᕇ!

ಃΟԛаࡕᕇ!

!
ഢຏ!

!

 Ϸ  ځд ᜪ ՟ Ƕ!
!

!

ࣁڮۓՉࣁǶ!

ВϣǶ!

ࣁڮۓՉࣁǶ!

ВϣǶ!

ϖ!

ࣁۓՉࣁǶ!

!

Ԗ ᛖ     җჸֽϷࠤ ᝀᏤׯ๓Ƕ!

!

Ƕ!

ࣁǶ!

ज़ΟΜϡϷࣁڮۓՉ

ԛಕीуೀϤϡǴനଯ ϣǶ!

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ҁ   ࣁ ڮ  ۓՉ

ࣁڮۓՉࣁǶ!

 ܌ϐ ၴ ೕ ٬ Ҕ ໂวֽᇡ ۓೕۓೀၴೕΓϤϡϷ ڮೕۓೀၴೕΓΜΒϡϷ ೕۓೀၴೕΓΜΖϡǴࡪ ࣁ ය ໔ চ ߾ Ύ В

!

٣ҹ!

 ܄Ҭ ܰ ܺ ୍  җჸֽ ࠤ܈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ҁ   ࣁ ڮ  ۓՉ

Ѥ!

ೕ٬Ҕ٣ҹ!

!

Ϸଚ۫ϐၴ

ज़ΟΜϡϷࣁڮۓՉ
ࣁǶ!

!

ǵ࠻ځ܈дᜪ Ƕ!

ԛಕीуೀϤϡǴനଯ ѤВϣǶ!

՟ϐᔼ܌

ࣁڮۓՉࣁǶ!

ǵᅿڜଢ଼ૡ࠻ ໂวֽᇡࣁ ۓۓՉࣁǶ!

ৎǵଚփȐ൴ȑ ᔮวֽ ࠤ܈ೕۓೀၴೕΓϤϡϷ ڮೕۓೀၴೕΓΜΒϡϷ ೕۓೀၴೕΓΜΖϡǴࡪ ࣁ ය ໔ চ ߾ ࣁ Μ

ࣁڮۓՉࣁǶ!

!

!

!

ࣁۓՉࣁǶ!

ᆸȐȑǵଚ җჸֽϷ 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ҁ   ࣁ ڮ  ۓՉ

ᇡۓǶ!

٣ҹ!

ઠ ϐ ၴ ೕ ٬ Ҕ ࠤ܈ໂวֽ ೕۓೀၴೕΓϤϡϷ ڮೕۓೀၴೕΓΜϖϡϷ ೕۓೀၴೕΓΟΜϡϷ ࣁ ය ໔ চ ߾ ࣁ Ύ

ӦΠуݨȐȑ җᔮวֽ 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ҁ   ࣁ ڮ  ۓՉ

ೕ٬Ҕ٣ҹ!

ᔼ܌ϐၴ !

ࣁڮۓՉࣁǶ!

క  ނၗ ྍ ӣ ԏ ໂวֽᇡࣁ ۓۓՉࣁǶ!

ၗྍ୴ǵቲ ਢλಔ ࠤ܈ೕۓೀၴೕΓϤϡϷ ڮೕۓೀၴೕΓΜϖϡϷ ೕۓೀၴೕΓΟΜϡϷ ࣁ ය ໔ চ ߾ ࣁ Ύ

ࣳҡǵβҡБ җҁ۬ԋҥϐ 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ҁ   ࣁ ڮ  ۓՉ

ϷᇡۓБԄ!

ҁ۬Ьࡹᐒᜢ

!

Ο!

Β!

!

ԛ! ٣ҹᅿᜪ!

ߕ߄)ൂՏǺཥᆵ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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ΐ!

Ζ!

Ύ!

Ϥ!

ࣁۓՉࣁǶ!
!

፤ Ϸ   ݨϐ ᓯ Ƕ!

Ӹǵೡ፤ޣϐၴ

!

!

!

วֽᇡۓǶ!

!

ΟΜϡϷࣁڮۓՉࣁǶ!

ಕीуೀΟϡǴനଯज़ চ߾ࣁΒঁДϣǶ!

ೕۓೀၴೕΓϤϡϷ ڮೕۓೀၴೕΓΐϡǴࡪԛ   ۓՉ ࣁ ϐ ය ज़

ᆅᐒᜢࠤ܈ໂ

Ҕ٣ҹ!

ࣁۓՉࣁǶ!

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ҁ  ᝀ Ꮴ Ϸ ࣁ ڮ

ࣁǶ!

ज़ΟΜϡϷࣁڮۓՉ

 ځд ϐ ၴ ೕ ٬ җҞޑ٣Ь ᝀᏤׯ๓Ƕ!

ೕ٬Ҕ٣ҹ!

ೕۓೀၴೕΓϤϡϷ ڮೕۓೀၴೕΓΜΒϡǴࡪ   ۓՉ ࣁ ϐ ය ज़

ϩးǵᓯӸǵೡ ໂวֽᇡۓ

ԛಕीуೀϤϡǴനଯ চ߾ࣁΜѤВϣǶ!

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ҁ  ᝀ Ꮴ Ϸ ࣁ ڮ

ΟΜϡϷࣁڮۓՉࣁǶ!

న ϯ ҡ   ݨϐ җֽٛ ࠤ܈ᝀᏤׯ๓Ƕ!

!

ࣁۓՉࣁǶ!

ໂวֽᇡۓ

Ƕ!

ೕۓೀၴೕΓϤϡϷ ڮೕۓೀၴೕΓΐϡǴࡪԛ   ۓՉ ࣁ ය ໔ চ

ᔮวֽࠤ܈

ၴೕ٬Ҕ٣ҹ!

ಕीуೀΟϡǴനଯज़ ߾ࣁΒঁДϣǶ!

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ҁ  ᝀ Ꮴ Ϸ ࣁ ڮ

ΟΜϡϷࣁڮۓՉࣁǶ!

ႝ η ၯ ᔍ  ϐ җჸֽǵ ᝀᏤׯ๓Ƕ!

Ƕ!

ໂวֽᇡۓ

!

ಕीуೀΟϡǴനଯज़ ߾ࣁΒঁДϣǶ!

ೕۓೀၴೕΓϤϡϷ ڮೕۓೀၴೕΓΐϡǴࡪԛ   ۓՉ ࣁ ය ໔ চ

ᔮวֽࠤ܈

ၴೕ٬Ҕ٣ҹ!
ࣁۓՉࣁǶ!

٩ҁݤಃΎΜΐచಃ ٩ҁݤಃΎΜΐచಃ ҁ  ᝀ Ꮴ Ϸ ࣁ ڮ

ࣁǶ!

ज़ΟΜϡϷࣁڮۓՉ

ຎ ᠋ ᄺ ୠ  ϐ җჸֽǵ ᝀᏤׯ๓Ƕ!

!

ԛಕीуೀϤϡǴനଯ ВϣǶ!

ࣁۓՉࣁǶ!

ೕ٬Ҕ٣ҹ!

Ƕ!

ೕۓೀၴೕΓϤϡϷ ڮೕۓೀၴೕΓΜΒϡǴࡪ ࣁ ය ໔ চ ߾ ࣁ Ύ

 ϐ ߡ ճ ϐ ၴ ໂวֽᇡ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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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ΐǵཥчѱѱ׳ཥൂϡჄ!ྗ୷ۓ
ύ҇୯:1ԃ9Д32ВѠчᑜࡹ۬):1*ч۬ࠤ׳ӷಃ418872ဦۓुڄวѲӄЎ3ᗺǺ٠ԾวѲВଆࡼՉ!
ύ҇୯:2ԃ6Д3:ВѠчᑜࡹ۬):2*ч۬ࠤ׳ӷಃ1:213421:4ဦۓुڄวѲӄЎ3ᗺ!
ύ҇୯:8ԃ5Д25ВѠчᑜࡹ۬ч۬ࠤ׳ӷಃ1:81331::6ဦзঅ҅วѲӄЎ22ᗺǺ٠Ծ:8ԃ8Д2Вଆғਏ!
ύ҇୯:9ԃ21Д2:ВѠчᑜࡹ۬ч۬ࠤ׳ӷಃ1:91921493ဦзঅ҅วѲಃ8ǵ9ᗺచЎǺ٠ԾջВғਏ!
ύ҇୯::ԃ8Д31ВѠчᑜࡹ۬ч۬ࠤ׳ӷಃ1::16:7147ဦзঅ҅วѲಃ9ǵ:ǵ21ǵ22ǵ23ᗺǺ٠ԾջВғਏ!
ύ҇୯::ԃ23Д36Вཥчѱࡹ۬ч۬ݤೕӷಃ1::231:4:1ဦϦᝩុҔ!
ύ҇୯211ԃ4Д21Вཥчѱࡹ۬ч۬ࠤ׳ӷಃ2111314242ဦзঅ҅วѲ!
ύ҇୯213ԃ22Д33Вཥчѱࡹ۬ч۬ࠤ׳ӷಃ2131119:572ဦзঅ҅วѲǺ٠Ծ214ԃ6Д2Вғਏ!
!

ǵཥчѱࡹ۬)аΠᙁᆀҁ۬*ࣁᒤѱ׳ཥሡाϷՉѱ׳ཥచ)ٯаΠ
ᙁᆀҁచ*ٯಃΜచϷಃΜచϐೕۓǴुۓҁ୷ྗǶ!
Βǵѱ׳ཥൂϡ)аΠᙁᆀ׳ཥൂϡ*Ⴤ࣬ۓᜢ٣Ǵѱीฝ܈ѱ׳ཥीฝ
ύќԖೕޣۓǴ٩ځೕۓǶ!
Οǵҁ୷ྗ܌ᆀຉᄂǴࡰѤࣁڬीฝၰၡൎԋϐ୷ӦǴ୷Ӧᎃௗݞοǵ҉Φޜ܄
ӦǵߚѱวҔӦǵϦӅࡼҔӦǴ၀ᎃௗݞοǵޜӦǵҔӦᜐࣚளຎ
ӕຉᄂᜐࣚǶ!
ѤǵԾՉჄۓϐ׳ཥൂϡǴόளՏܭၭǵߥៈߚѱวҔӦǶ!
Ⴤۓϐ׳ཥൂϡǴόளੋϷѱीฝЬाीฝϐᔕ܈ۓᡂ׳Ƕՠੋ
ϷЬाीฝֽ܄ϐঅ҅όၴङځচೕჄཀԑǴԶ಄ӝҁచࡼٯՉಒ߾ಃ
ΜΒచۓ܌Ǵ܈ੋϷಒीฝϐᔕۓǵᡂޣ׳ǴόӧԜज़Ƕ!
ϖǵܭӕຉᄂԾՉჄۓϐ׳ཥൂϡǴᔈᖏௗीฝၰၡ܈ςࡰࡌۓᑐጕϐԖࡅ
ၰǴ܌ځᖏௗϐीฝၰၡǵԖࡅၰϐቨࡋᔈၲΖϦЁ܈ᆶ୷Ӧଏᕭ੮ు
ࡋӝीၲΖϦЁǴЪᖏၡᕴߏࡋᔈၲΒΜϦЁǴ٠ᔈ಄ӝΠӈೕۓϐǺ!
)*ࣁֹϐीฝຉᄂޣǶ!
)Β*ᖏௗीฝၰၡ܈ҁ۬ςࡰࡌۓᑐጕϐԖࡅၰǴЪय़ᑈၲίϖԭѳ
БϦЁޣǶ!
)Ο*ᖏௗΒచаीฝၰၡǴЪय़ᑈၲίѳБϦЁޣǶ!
)Ѥ*࣬ᎃβӦς໒วֹԋǴคݤӝ׳ٳཥǴځय़ᑈၲίѳБϦЁЪԛ
ֹԋ׳ཥޣǴځ܈य़ᑈၲϖԭѳБϦЁЪ׳ཥൂϡϣϐβӦԖΠӈ
ϐޣǺ!
2/ࡹ۬жᆅǶ!
3/٩βӦݤಃΎΜΟచϐೕۓҗӦࡹᐒᜢӈнᆅǶ!
4/౼ޘϦβӦǶ!
5/аВᏵਔය܈ޗಔӝӜကฦǶ!
6/аઓܴӜကฦǶ!
7/βӦᕴฦਔǴฦӜကΓۉӜ܈Ր֟ၩόӄǶ!
)ϖ*य़ᑈၲϖԭѳБϦЁǴԖΠӈϐǴ٠ཥчѱ)аΠᙁᆀҁѱ*
ѱ׳ཥቩہӕཀޣǺ!
2/׳ཥൂϡϣѤኴаӝࡌݤᑐނ০ပϐ୷Ӧय़ᑈၲ׳ཥൂϡय़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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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ϩϐǶ!
3/ӝࡌݤᑐނ০ပϐ୷Ӧय़ᑈᆶځдβӦϐၴകࡌᑐނቹय़ᑈ
ၲ׳ཥൂϡय़ᑈΟϩϐǴځύӝࡌݤᑐނ০ပϐ୷Ӧय़ᑈᔈၲ
ॊय़ᑈᕴکϐΒϩϐǴЪჴࡼБԄ௦ԭϩϐԭڐӝࡌޣǶ!
4/׳ཥൂϡϣǴӝࡌݤᑐނচࡌᑐᑈӝीଯ׳ܭཥൂϡۓݤᑈޣ
Ƕ!
5/׳ཥൂϡϣ֨ᚇϦԖβӦޣǶ!
ಃѤී܌ᆀς໒วֹԋǴ߯ࡰᎃӦӝࡌݤᑐނኴቫኧӧϤኴа܈ϖ
ኴаΠࡂស҂ၲΟΜԃϐٛОᄬނǶ!
࣬ܭᎃΒঁаຉᄂԾՉჄۓϐ׳ཥൂϡޣǴᔈӕਔ಄ӝΠӈೕۓǺ!
)*ځύຉᄂϐ׳ཥൂϡ୷ӦǴᔈ಄ӝಃಃීԿಃΟීೕۓϐ
Ƕ!
)Β*ᔈԛֹԋ׳ཥǴЪόቹៜӚຉᄂϣ࣬ᎃβӦϐ໒วǶ!
ࡹ۬ᐒᜢڗள܌Ԗ٠໒៘ֹԋϐीฝၰၡځ܈дϦӅࡼҔӦǴόள
ीΕಃ׳ཥൂϡय़ᑈǶ!
ϤǵԾՉჄ׳ۓཥൂϡਔǴόளԋ࣬ᎃβӦคൂݤᐱࡌᑐǶՠ၀࣬ᎃβӦӦЬ
ዴჴόᜫୖᆶ׳ཥǴЪҁѱѱ׳ཥቩہӕཀޣǴόӧԜज़Ƕ!
ΎǵჄۓᔈჴࡼ׳ཥϐӦǴۘ҂ᔕۓѱ׳ཥीฝԶԾՉჄ׳ۓཥൂϡǴځ
ߚឦֹीฝຉᄂޣǴβӦ܈ӝࡌݤᑐ܌ނԖΓ܈ჴࡼޣளٳӕᔕ׳ڀཥ
ൂϡ܌ӧֹຉᄂ܈ጄൎϐѱ׳ཥीฝਢǴࡌҁ۬բࣁᔕۓѱ
׳ཥीฝϐୖԵǶ!
Ζǵܭ҂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ޣǴ׳ځཥൂϡϣࡌᑐࡂނ
សၲΟΜԃϐቹय़ᑈКٯᔈၲࡌᑐނᕴቹय़ᑈΒϩϐǴ٠಄ӝಃѤᗺ
ԿಃϤᗺೕۓǴЪख़ࡌࢤࡌᑐނϷӦᕉნݩރᔈ಄ӝߕ߄܌ӈࡰΒ
аǶ!
׳ཥൂϡϣࡌᑐނᕴቹय़ᑈᔈ಄ӝΠӈϦԄǺ!
)*B10B2ɪ204Ƕ!
)Β*ՏۓݤܭξڵӦǺB10B2ɪ203Ƕ!
)Ο*ӵ׳ཥൂϡࣁֹຉᄂ܈ጄൎϣԖҁ୷ྗಃϖᗺಃಃѤීಃҞ
ԿಃϤҞϐޣǺB10B2ɪ205Ƕ!
B2;׳ཥൂϡय़ᑈǴளԌନςࡰࡌۓᑐጕϐԖࡅၰϷϦӅࡼҔӦय़ᑈǶ!
B1;ӝࡌݤᑐނ০ပϐ୷Ӧय़ᑈ܈ቹय़ᑈϷύ҇୯ΖΜԃДΜВ
ࡌֹԋϐၴകࡌᑐᕴቹय़ᑈǶ!
ΐǵ಄ӝᗺೕۓԾՉჄ׳ۓཥൂϡޣǴβӦ܈ӝࡌݤᑐ܌ނԖΓ܈ჴࡼޣள
٩ΠӈӚීೕۓϐǴٳӕᔕڀ٣ཷाǴࡌҁ۬բࣁჄ׳ۓཥӦϐୖ
Ե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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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൩٣ཷाϐ׳ཥൂϡ܌ӧֹຉᄂ܈ጄൎᔕۓѱ׳ཥीฝ
ਢǶ!
)Β*׳ཥൂϡӕਔ಄ӝΠӈೕۓǴ٠ᔠߕჄ׳ۓཥӦᇥܴਜǺ!
2/ࣁֹϐीฝຉᄂ܈य़ᑈၲϖίѳБϦЁаЪ୷ӦރБǶ!
3/ᖏௗΖϦЁаीฝၰၡǴЪ୷ӦᖏၡᕴߏࡋၲϖΜϦЁаǶ!
4/ࡂសၲΟΜԃаϐӝࡌݤᑐނ০ပϐ୷Ӧय़ᑈ܈ቹय़ᑈၲ
׳ཥൂϡय़ᑈளԌନςࡰࡌۓᑐጕϐԖࡅၰϷϦӅࡼҔӦ
य़ᑈΒϩϐаǶ!
5/ҙፎᑈዛᓰҞᔈх֖ཥчѱѱ׳ཥࡌᑐᑈዛᓰਡᆉ୷
ྗಃϖᗺԿಃΎᗺǴЪ၀Οዛᓰᚐࡋӝीᔈၲۓݤᑈԭϩϐ
ΒΜϖаǶ!
6/٣ཷाӕཀКٯᔈၲ׳ཥൂϡጄൎϣدԖβӦϷدԖӝࡌݤ
ᑐ܌ނԖΓ֡ຬၸΜϩϐΟǴ٠܌ځԖβӦᕴय़ᑈϷӝࡌݤᑐ
ނᕴኴӦ݈य़ᑈ֡ຬၸΜϩϐΟϐӕཀǶ!
ࡌჄۓϐ׳ཥӦǴҗҁ۬٩ҁచٯಃΖచೕۓᒤǹ׳ځཥӦ
׳܈ཥൂϡϐጄൎǵβӦ٬ҔϷࡌᑐނҔࠠ܈ᄊǵϦ)ϦӅ*ࡼϐ
܈ਈᜄ٣ǴளҗҁѱѱीฝہቩፓǶ!
ΜǵҙፎԾՉჄ׳ۓཥൂϡ܈٩ѱ׳ཥიᡏҥᆅϷှණᒤݤಃΟచಃѤී
ೕۓǴςၲҁచٯಃΜచಃΒࢤೕۓϐӕཀКٯǴҙፎਡᝢಔѱ׳
ཥიᡏਔǴᔈᔠߕΠӈЎҹǺ!
)*ѱीฝᛤკǺКٯЁᔈࣁΟίϩϐаǶ!
)Β*Ӧკ܈ݩෳᛤკǺКٯЁᔈࣁίϩϐаǶ!
)Ο*಄ӝಃϤᗺೕۓ҂ԋ࣬ᎃβӦคൂݤᐱࡌᑐϐࡌᑐৣᛝЎҹǶ!
)Ѥ*಄ӝಃΖᗺಃࡰǵಃΒϦԄೕۓϐϩᇥܴϷѸाϐࡌᑐৣ
ǵ࣬ᜢৣמᛝЎҹǶ!
)ϖ*ନՏܭҁ۬ϦխࡰࡌۓᑐጕϐӦѦǴᔈᔠߕࡌᑐጕࡰ)ۓҢ*კǶ!!
)Ϥ*ੋϷೱෂࡌᑐނϩયΕ׳ཥൂϡޣǴᔈᔠߕ҂યΕϩϐࡌᑐܭނ
ࡼπύϷࡼπࡕ่ᄬӼӄǵ่ᄬံமϷ࣬ᜢᆢៈीฝǴ٠ࡌᑐৣǵ
࣬ᜢৣᛝǶ!
ΜǵԾՉჄ׳ۓཥൂϡǴӄаࡌᆢៈБԄჴࡼǴ܈಄ӝΠӈϐЪ
ҁ۬ਡޣǴளόڙಃϖᗺԿಃΖᗺೕۓϐज़ڋǺ!
)*ࣁᗉխख़ε্ؠϐวғǶ!
)Β*ӝࡌݤᑐނӢӦǵ॥ؠǵНؠǵОؠǵᛈࣆځ܈дόёלΚठᎁ
ڙཞ্Ǵߛሡख़ࡌǶ!
)Ο*ଯෛᚆηషᏉβࡌᑐނǵᒟԦࢉࡌᑐނǴҁ۬ᇡۓԖӒᓀϐဤ
Ǵᔈҥջܨନ܈ᔈϒঅᙄံமޣ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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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ǵಃΟීࡌᑐ୷ӦڬᜐβӦϐࡌᑐࡂނសၲΟΜԃϐቹय़
ᑈКٯၲࡌᑐނᕴቹय़ᑈΒϩϐаǴ಄ӝಃΖᗺಃΒϐೕۓǴ
Ъᘉεϐय़ᑈӧಃΒීǵಃΟීࡌᑐ୷Ӧय़ᑈаΠޣǴளٳᒤ
׳ཥǶ!
ΜΒǵҁ୷ྗ܌ӈ٣Ǵᔈܭ٣ཷाύၩܴǹځ٩ҁచٯಃΜచಃΒՉᔕ
ڀѱ׳ཥ٣ीฝᒤޣǴᔈܭѱ׳ཥ٣ीฝύၩܴ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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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ԛ! ҂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ࡰ!
!
Β!

ᔕҙፎϐ׳ཥൂϡϣឦβǵЕǵᑄǵҡϷΟΜԃауமᑄࡌᑐނϐኴ
Ӧ݈य़ᑈКٯၲΒϩϐаǶ!
ᔕҙፎϐ׳ཥൂϡϣคႝఊഢϐѤቫኴаӝࡌݤᑐځނቹय़ᑈэࡌᑐނᕴ
ቹय़ᑈКٯၲΒϩϐаǶ!

Ο!

ᔕҙፎϐ׳ཥൂϡϣԖଶًՏኧໆ҂ၲۓݤଶًՏϐෂኧКٯၲΒϩϐаǶ!

Ѥ!

ᔕҙፎϐ׳ཥൂϡጄൎԖࡌጨຬၸࡌۓݤጨЪԖᑈ҂ၲۓݤᑈǶ!
ᔕҙፎϐ׳ཥൂϡ಄ӝΠӈೕۓϐޣǺ!

ϖ!

)*ߚπᔕҙፎϐ׳ཥൂϡϣࢦ܈ᎃࡅၰനλቨࡋ҂ၲѤϦЁǶ!
)Β*πϣᔕҙፎϐ׳ཥൂϡϣࢦ܈ᎃࡅၰനλቨࡋ҂ၲΖϦЁǶ!
ᔕڐշ໒៘ڗள׳ཥൂϡϣǵࢦᎃϐीฝၰၡǴځ܈дຯ׳ཥൂϡΟԭϦЁጄൎϣ
ϐϦ༜ǵᆘӦǵቶǵูٽၯᔍѤҔӦǴځ໒៘ೕኳКٯ಄ӝаΠೕۓϐ
ޣǺ!

Ϥ!

)*ीฝၰၡǺᔈᆶࡌᑐ୷ӦࢦᎃǴځय़ᑈၲΒԭѳБϦЁǴЪ໒៘ࡕᡏ೯Չృ
ቨၲѤϦЁǹ܈চคݤ೯ՉϐीฝၰၡǴ׳ཥڐշ໒៘ࡕёೱ೯ԿςٮϦ
೯ՉϐၰၡǴځ໒៘ၡࢤ೯ՉృቨၲϤϦЁǶ!
)Β*ीฝၰၡаѦޣǺय़ᑈၲΒԭѳБϦЁ܈၀ϦӅࡼҔӦϐԭϩϐϖΜǶ!
ᔕҙፎϐ׳ཥൂϡՏܭΠӈӦϐޣǺ!
)*ՏܭεၮᒡسًઠҁᡏϷًઠрΕα)֖ၮઠǵОًઠϷϦӅၮᒡᙯၮ

Ύ!

ઠ*ΟԭϦЁጄൎϣǶ!
)Β*Տܭς໒៘܈ςጓӈԃࡋႣᆉ໒៘ǵय़ᑈၲ႟ᗺϖϦഘаϐϦ༜ᆘӦΒԭϦ
ЁጄൎϣǶ!
)Ο*Տܭय़ᑈၲίѳБϦЁаϐቶԭϦЁጄൎϣǶ!

Ζ!

ᔕҙፎ҂ՏܭξڵӦϐ׳ཥൂϡय़ᑈӧΟίѳБϦЁаЪࡌᑐނᕴቹय़ᑈэ׳
ཥൂϡय़ᑈၲΒϩϐаޣǶ!
ᔕҙፎϐ׳ཥൂϡឦΠӈԖڙख़ε্ؠϐဤϐޣǺ!
)*׳ཥൂϡϣԖࡌᑐނࡌᑐৣǵ่ᄬ܈ৣמβЕৣמᒤ᠘ۓᛝԖΠӈ
ϐޣǺ!
2/ܭΎΜΖԃϖДϖВϣࡹѠϣᔼӷಃϤΐΎɄဦзঅ҅ࡌᑐೌמೕ߾

ΐ!

ሦளࡌྣϐࡌᑐނǴ٩ϣࡹࡌᑐނჴࡼऐૈΚຑϷံமБਢ࣬
ᜢೕۓᒤ߃ຑࣁԖᅪቾ܈ዴԖᅪቾޣǴځෂኧКٯၲΒϩϐаǶ!
3/ࡌᑐނऐीό಄ӝՉऐीೕጄȨऐϖભȩྗϐෂኧКٯၲΒ
ϩϐаǶ!
)Β*׳ཥൂϡϣԖٿቯаࡌᑐނǴЪ׳ཥൂϡϣߚٛОᄬࡌᑐނᎃෂ໔႖եܭ4
ϦЁϐቯኧКٯၲΟϩϐΒа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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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ҹ!
ཥчѱԾՉჄۓѱ׳ཥൂϡᔠਡ߄!
ჄۓɄɄѱ׳ཥൂϡҙፎ߄)߄2.2*!
൘ǵ୷ҁၗǺ!!
ҙፎВය!

!!!!!!!!ԃ ! ! ! ! ! ! Д!
В!

ҙፎΓ! )ፎᛝക*!

׳ཥൂϡय़ᑈ!)ʤ*!
ՉࡹϷӦဦ!ɄɄɄɄࢤɄλࢤɄɄӦဦɄβӦ!
!
ມǵჄྗ୷ۓǺ!!
)ᔈ಄ӝΠӈӚೕۓǴҙፎΓፎӃԾՉᔠਡ*!

ԾՉᔠਡ! ቩ่݀! ഢຏ!

ǵԾՉჄۓϐ׳ཥൂϡǴόளՏܭၭǵߥៈ ɍ಄ӝ!

ɍ಄ӝ!

ߚѱวҔӦǶ!

Ⴤྗ୷ۓ
ಃѤᗺ!

Ⴤۓϐ׳ཥൂϡǴόளੋϷѱीฝЬाीฝ
ϐᔕ܈ۓᡂ׳ǶՠੋϷЬाीฝֽ܄ϐঅ҅ό
ၴङځচೕჄཀԑǴԶ಄ӝҁచࡼٯՉಒ߾ಃΜΒ
చۓ܌Ǵ܈ੋϷಒीฝϐᔕۓǵᡂޣ׳Ǵ
όӧԜज़Ƕ!
ΒǵԾՉჄ׳ۓཥൂϡጄൎǺ)ΠӈΒǴፎԾ ɍ಄ӝ!

ɍ಄ӝ!

Ⴤྗ୷ۓ

ಃ!!!ී! ಃ!!!ී! ಃϖᗺ!

Չᔠϭᒧ*!

ɍܭӕຉᄂԾՉჄۓϐ׳ཥൂϡǴᔈᖏௗीฝၰၡ! ܈

!

ςࡰࡌۓᑐጕϐԖࡅၰǴ܌ځᖏௗϐीฝၰၡǵ !

!

Ԗࡅၰϐቨࡋᔈၲ9n܈ᆶ୷Ӧଏᕭ੮ుࡋӝीၲ !

!

9nǴЪᖏၡᕴߏࡋᔈၲ31nǴ٠ᔈ಄ӝΠӈೕۓϐ !

!

!

!

!

!

)Β*ᖏௗीฝၰၡ܈ҁ۬ςࡰࡌۓᑐጕϐԖࡅၰǴ !

!

!

!

)Ο*ᖏௗΒచаीฝၰၡǴЪय़ᑈၲ2111ʤޣǶ! !

!

)Ѥ*࣬ᎃβӦς໒วֹԋǴคݤӝ׳ٳཥǴځय़ᑈၲ !

!

2111ʤЪԛֹԋ׳ཥޣǴځ܈य़ᑈၲ611ʤЪ !

!

!

!

!

!

3/٩βӦݤಃΎΜΟచϐೕۓҗӦࡹᐒᜢӈ !

!

!

!

!

!

Ǻ!
)*ࣁֹϐीฝຉᄂޣǶ!
Ъय़ᑈၲ2611ʤޣǶ!

׳ཥൂϡϣϐβӦԖΠӈϐޣǺ!
2/ࡹ۬жᆅǶ!
нᆅǶ!
4/౼ޘϦβӦ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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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аВᏵਔය܈ޗಔӝӜကฦǶ!

!

!

6/аઓܴӜကฦǶ!

!

!

7/βӦᕴฦਔǴฦӜကΓۉӜ܈Ր֟ၩό !

!

!

!

)ϖ*य़ᑈၲ611ʤǴԖΠӈϐǴ٠ཥчѱ)а !

!

!

!

2/׳ཥൂϡϣѤኴаӝࡌݤᑐނ০ပϐ୷Ӧ !

!

!

!

3/ӝࡌݤᑐނ০ပϐ୷Ӧय़ᑈᆶځдβӦϐ !

!

ၴകࡌᑐނቹय़ᑈၲ׳ཥൂϡय़ᑈΟϩϐ !

!

Ǵځύӝࡌݤᑐނ০ပϐ୷Ӧय़ᑈᔈၲॊ !

!

य़ᑈᕴکϐΒϩϐǴЪჴࡼБԄ௦211&ڐ !

!

ӄǶ!
Πᙁᆀҁѱ*ѱ׳ཥቩہӕཀޣǺ!
य़ᑈၲ׳ཥൂϡय़ᑈΒϩϐǶ!

ɍ಄ӝ!

ӝࡌޣǶ!

4/׳ཥൂϡϣǴӝࡌݤᑐނচࡌᑐᑈӝीଯ! ܭ

ɍ಄ӝ!
!
!

׳ཥൂϡۓݤᑈޣǶ!
5/׳ཥൂϡϣ֨ᚇϦԖβӦޣǶ!
ಃѤී܌ᆀς໒วֹԋǴ߯ࡰᎃӦӝࡌݤᑐނ
ኴቫኧӧϤኴа܈ϖኴаΠࡂស҂ၲ41ԃϐٛО
ᄬނǶ!
ɍ࣬ܭᎃΒঁаຉᄂԾՉჄۓϐ׳ཥൂϡޣǴᔈӕਔ
಄ӝΠӈೕۓǺ!
)*ځύຉᄂϐ׳ཥൂϡ୷ӦǴᔈ಄ӝಃಃ
ීԿಃΟීೕۓϐǶ!
)Β*ᔈԛֹԋ׳ཥǴЪόቹៜӚຉᄂϣ࣬ᎃβӦϐ
໒วǶ!
ࡹ۬ᐒᜢڗள܌Ԗ٠໒៘ֹԋϐीฝၰၡځ܈д ɍ಄ӝ!

ɍ಄ӝ!

ϦӅࡼҔӦǴόளीΕಃ׳ཥൂϡय़ᑈǶ!
ΟǵԾՉჄ׳ۓཥൂϡਔǴόளԋ࣬ᎃβӦคൂݤᐱ ɍ಄ӝ!

ɍ಄ӝ!

Ⴤྗ୷ۓ
ಃϤᗺ!

ࡌᑐǶ)ᔈᔠߕࡌᑐৣᛝЎҹ*ՠ၀࣬ᎃβӦϐӦ
Ьዴჴόᜫୖᆶ׳ཥǴЪҁѱѱ׳ཥቩہ
ӕཀޣǴόӧԜज़Ƕ!
Ѥǵܭ҂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 ޣɍ಄ӝ!

ɍ಄ӝ!

Ⴤྗ୷ۓ

Ǵ׳ځཥൂϡϣࡌᑐࡂނសၲ41ԃϐቹय़ᑈК ٯय़ ᑈ ᔠ  य़ ᑈ ᔠ  ಃΖᗺ!
ᔈၲࡌᑐނᕴቹय़ᑈΒϩϐǴ٠಄ӝҁ୷ྗಃ ၁ಃୖ! ၁ಃୖ!
ѤᗺԿಃϤᗺೕۓǴЪख़ࡌࢤࡌᑐނϷӦᕉნ !

!

ݩރᔈ಄ӝߕ߄܌ӈࡰΒаǶ!

ɍ಄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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ɍ಄ӝ!

!

׳ཥൂϡϣࡌᑐނᕴቹय़ᑈᔈ಄ӝΠӈϦԄ ಃ!!!ී! ಃ!!!ී!
Ǻ!
)*ѳӦϐޜӦКǺB10B2ɪ204Ƕ!
)Β*ۓݤξڵӦϐޜӦКǺB10B2ɪ203Ƕ!
)Ο*׳ཥൂϡࣁֹຉᄂ܈ጄൎϣԖҁ୷ྗಃϖᗺ
ಃಃѤීޣǺB10B2ɪ205Ƕ!
B2Ǻ׳ཥൂϡय़ᑈǴளԌନςࡰࡌۓᑐጕϐԖࡅ
ၰϷϦӅࡼҔӦय़ᑈǶ!
B1Ǻӝࡌݤᑐނ০ပϐ୷Ӧय़ᑈ܈ቹय़ᑈϷύ
҇୯92ԃ2Д21Вࡌֹԋϐၴകࡌᑐᕴ
ቹय़ᑈǶ!
ϖǵԾՉჄ׳ۓཥൂϡǴӄаࡌᆢៈБԄჴࡼǴ ܈ɍ಄ӝ!

ɍ಄ӝ!

Ⴤྗ୷ۓ

಄ӝΠӈϐЪҁ۬ਡޣǴளόڙҁ୷ྗ ಃ!!!ී! ಃ!!!ී! ಃΜᗺ!
ಃϖᗺԿಃΖᗺೕۓϐज़ڋǺ!

!

!

!

!

)Β*ӝࡌݤᑐނӢӦǵ॥ؠǵНؠǵОؠǵᛈࣆ! ܈

!

!

!

)Ο*ଯෛᚆηషᏉβࡌᑐނǵᒟԦࢉࡌᑐނǴҁ !

!

۬ᇡۓԖӒᓀϐဤǴᔈҥջܨନ܈ᔈϒঅᙄံ !

!

மޣǶ!

ɍ಄ӝ!

)*ࣁᗉխख़ε্ؠϐวғǶ!
ځдόёלΚठᎁڙཞ্Ǵߛሡख़ࡌǶ!

ɍ಄ӝ!

ಃΒීǵಃΟීࡌᑐ୷ӦڬᜐβӦϐࡌᑐ ) ࡂނय़ ᑈ ᔠ ) य़ ᑈ ᔠ
សၲ41ԃϐቹय़ᑈКٯၲࡌᑐނᕴቹय़ᑈΒϩ  ၁ ߄ ୖ  ၁ ߄ ୖ
ϐаǴ಄ӝҁ୷ྗಃΖᗺಃΒϐೕۓǴЪᘉ *!
εϐय़ᑈӧಃΒීǵಃΟීࡌᑐ୷Ӧय़ᑈаΠ
ޣǴளٳᒤ׳ཥ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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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ǵ׳ཥൂϡϣࡌᑐࡂނសፓ߄Ǻ!!
)*ҁ୷ྗಃΖᗺಃϐ׳ཥൂϡϣࡂសϐࡌᑐቹय़ᑈᔠǺ!
ෂձ! ࡌߐނจ!

٬Ҕԃҽ!

2!

!

3!
4!

ࡂសၻ41ԃаϐࡌᑐቹय़ᑈ)ʤ*!
ࢂ)B*!

ց)C*!

!

!

!

!

!

!

!

!

!

!

!

!

!

ӝी!
!B0)B,C*ɪ!203!

ीᆉ! !BǺ׳ཥൂϡϣࡂសၲ41ԃϐࡌᑐቹय़ᑈ)ӝࡌݤᑐނϐቹय़ᑈϷ҇୯92ԃ
่݀!

2Д21Вࡌֹԋϐၴകࡌᑐᕴቹय़ᑈ*!
!CǺ׳ཥൂϡϣࡂស҂ၲ41ԃϐࡌᑐቹय़ᑈ!!

)Β*ҁ୷ྗಃΖᗺಃΒϐ׳ཥൂϡϣࡌᑐނᕴቹय़ᑈᔠǺ!
୷Ӧय़ᑈ)ʤ*! ளीΕᔠϐ!
ෂձ! ࡌᑐߐނจ! ٬Ҕԃҽ! Ӛࡌނቹय़ᑈ!
ࡌނቹय़ᑈ)ʤ*!
2!

!

!

!

!

!

3!

!

!

!

!

!

4!

!

!

!

!

!

ࡌᑐނᕴቹय़ᑈ)B1*!

!

׳ཥൂϡय़ᑈ)B2*!)ᔈ၁ӈीᆉԄ*!

!

׳ཥൂϡϣࡌᑐނᕴቹय़ᑈᔈ಄ӝΠӈाҹǺ!
!!2/ѳӦϐޜӦКǺB10B2ɪ!204!
!!3/ۓݤξڵӦϐޜӦКǺB10B2ɪ!203!
ीᆉ! !!!4/׳ཥൂϡࣁֹຉᄂ܈ጄൎϣ಄ӝҁ୷ྗಃϖᗺಃಃѤීޣǺ
่݀!

B10B2ɪ!205!
!B1Ǻࡌᑐނᕴቹय़ᑈ)ӝࡌݤᑐނ০ပϐ୷Ӧय़ᑈ܈ቹय़ᑈϷ҇୯92ԃ2Д
21Вࡌֹԋϐၴകࡌᑐᕴቹय़ᑈ*!
!B2Ǻ׳ཥൂϡय़ᑈǴளԌନςࡰࡌۓᑐጕϐԖࡅၰϷϦӅࡼҔӦय़ᑈǶ!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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ᔠߕЎҹϷᇡۓБԄǺ!
ᇡ!!!!ۓБ!!Ԅ!

࣬ᜢܴЎҹ!

)*Ӛᅿᄬࡌᑐނ٬ҔԃයǴᔈ٩٬ҔྣϐਡวВය ނࡌ܈ɍࡌᑐނ٬Ҕྣቹ
ฦᛛᖵҁ܌ၩࡌֹނԋВයࣁྗǶ!

ҁނࡌ܈ฦᛛᖵ

)Β*ऩค٬Ҕྣނࡌ܈ฦᛛᖵҁǴᔈᔠڀΠӈܴЎҹϐ
Ǵаܴ٬ҔԃයϷځय़ᑈǺ!

ҁ!
ɍჴෳӦკ܈ૐෳ

2ǵֹયิਈܴ!!

კǵӦᝤკ)КٯЁ

3ǵᛦયԾٰН܈ႝܴ!!

όளλܭ202111*!

4ǵЊαᎂΕܴ!

ɍځд࣬ᜢܴЎҹ!

5ǵѱीฝკ۬ࡹ܈ᐒᜢෳᛤӦკىၗܴ41ԃයკᇥ!!
)Ο*ᔈᔠࡌڀᑐৣǵ࣬ᜢৣמᛝЎҹǶ!
!
စǵ҂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ࡰǺ!!
)ҙፎΓፎӃԾՉᔠਡǴჄ׳ۓཥӦխᔠਡҁࡰ*!
ຑ!!!!!!!!ࡰ!!!!!

ԾՉᔠਡ!ቩ่݀!

)*ᔕҙፎϐ׳ཥൂϡϣឦβǵЕǵᑄǵҡϷ41ԃау ɍ಄ӝ! ɍ಄ӝ!
மᑄࡌᑐނϐኴӦ݈य़ᑈКٯၲ203аǶ!

!

!

)Β*ᔕҙፎϐ׳ཥൂϡϣคႝఊഢϐѤቫኴаӝࡌݤᑐ ځނɍ಄ӝ! ɍ಄ӝ!
ቹय़ᑈэࡌᑐނᕴቹय़ᑈКٯၲ203аǶ!

!

!

)Ο*ᔕҙፎϐ׳ཥൂϡϣԖଶًՏኧໆ҂ၲۓݤଶًՏϐෂኧ ɍ಄ӝ! ɍ಄ӝ!
Кٯၲ203аǶ!

ɍ಄ӝ! ɍ಄ӝ!

)Ѥ*ᔕҙፎϐ׳ཥൂϡጄൎԖࡌጨຬၸࡌۓݤጨЪԖ !

!

ɍ಄ӝ! ɍ಄ӝ!

ᑈ҂ၲۓݤᑈǶ!
)ϖ*ᔕҙፎϐ׳ཥൂϡ಄ӝΠӈೕۓϐޣǺ!

!!ಃ!!ී!!

2ǵߚπᔕҙፎϐ׳ཥൂϡϣࢦ܈ᎃࡅၰനλቨࡋ҂ၲ5n !

!

ɍ಄ӝ! ɍ಄ӝ!

Ƕ!

3ǵπϣᔕҙፎϐ׳ཥൂϡϣࢦ܈ᎃࡅၰനλቨࡋ҂ၲ9n !!ಃ!!ී!!
!

!

)Ϥ*ᔕڐշ໒៘ڗள׳ཥൂϡϣǵࢦᎃϐीฝၰၡǴځ܈дຯ׳ཥ !

!

ൂϡ411nጄൎϣϐϦ༜ǵᆘӦǵቶǵูٽၯᔍѤҔ !

!

!

!

2ǵीฝၰၡǺᔈᆶࡌᑐ୷ӦࢦᎃǴځय़ᑈၲ311ʤǴЪ໒៘ !

!

Ƕ!

ӦǴځ໒៘ೕኳКٯ಄ӝаΠೕۓϐޣǺ!

ࡕᡏ೯Չృቨၲ5nǹ܈চคݤ೯ՉϐीฝၰၡǴ׳ཥ ɍ಄ӝ! ɍ಄ӝ!
ڐշ໒៘ࡕёೱ೯ԿςٮϦ೯ՉϐၰၡǴځ໒៘ၡࢤ೯ !!ಃ!!ී!!
Չృቨၲ7nǶ!

!

!

3ǵीฝၰၡаѦޣǺय़ᑈၲ311ʤ܈၀ϦӅࡼҔӦϐ61&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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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Ƕ!
)Ύ*ᔕҙፎϐ׳ཥൂϡՏܭΠӈӦϐޣǺ!

!

!

!

!

2ǵՏܭεၮᒡسًઠҁᡏϷًઠрΕα)֖ၮઠǵ ɍ಄ӝ! ɍ಄ӝ!
ОًઠϷϦӅၮᒡᙯၮઠ*411nጄൎϣǶ!

!

!

3ǵՏܭς໒៘܈ςጓӈԃࡋႣᆉ໒៘ǵय़ᑈၲ1/6Ϧഘа ɍ಄ӝ! ɍ಄ӝ!
ϐϦ༜ᆘӦ311nጄൎϣǶ!

!!ಃ!!ී!!

4ǵՏܭय़ᑈၲ2111ʤаϐቶ211nጄൎϣǶ!

!!!

!

)Ζ*ᔕҙፎ҂ՏܭξڵӦϐ׳ཥൂϡय़ᑈӧ4111ʤаЪࡌᑐ! ނ
ᕴቹय़ᑈэ׳ཥൂϡय़ᑈၲ203аޣǶ!

!

)ΐ*ᔕҙፎϐ׳ཥൂϡឦΠӈԖڙख़ε্ؠϐဤϐޣǺ!!
2ǵ׳ཥൂϡϣԖࡌᑐނࡌᑐৣǵ่ᄬ܈ৣמβЕৣמᒤ !
᠘ۓᛝԖΠӈϐޣǺ!

!

)2*ܭϣࡹ89ԃ6Д6ВѠϣᔼӷಃ7:2812ဦзঅ҅ࡌᑐ !
ೌמೕ߾ሦளࡌྣϐࡌᑐނǴ٩ϣࡹࡌᑐނ
ჴࡼऐૈΚຑϷံமБਢ࣬ᜢೕۓᒤ߃ຑ
ࣁԖᅪቾ܈ዴԖᅪቾޣǴځෂኧКٯၲ203аǶ!
)3*ࡌᑐނऐीό಄ӝՉऐीೕጄȨऐϖભ
ȩྗϐෂኧКٯၲ203аǶ!
3ǵ׳ཥൂϡϣԖٿቯаࡌᑐނǴЪ׳ཥൂϡϣߚٛОᄬ
ࡌᑐނᎃෂ໔႖եܭ4ϦЁϐቯኧКٯၲ304аǶ!
ຑ!!!!!!!!่!!!!݀!

ԾՉᔠਡ!ቩ่݀!

ܭ҂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ޣǴ׳ځཥൂϡϣ ɍ಄ӝ! ɍ಄ӝ!
ࡌᑐࡂނសၲ41ԃϐቹय़ᑈКٯᔈၲࡌᑐނᕴቹय़ᑈ203Ǵ٠ !!ಃ!!ී!!
಄ӝಃѤᗺԿಃϤᗺೕۓǴЪख़ࡌࢤࡌᑐނϷӦᕉნݩރᔈ಄ !!!
ӝߕ߄܌ӈࡰΒа)၁߄2.3*Ƕ!
ҙፎΓϷࡌᑐৣǵ܈ৣמᐒᄬ)ಃ!!!!!ǵ!!!!!!ීᔠߕᛝคᇤ*!
!
!
)ፎуᇂϦљελക*!
ቩ่݀Ǻ!
ɍ಄ӝ!
ɍό಄ӝ)ᇥܴ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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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߄2.3*ࡰᔠਡ߄!
ǵġ ׳ཥൂϡϣឦβǵЕǵᑄǵҡϷ41ԃауமᑄࡌᑐނϐኴӦ݈य़
ᑈᔠਡ߄Ǻ!
ෂ
ձ!

βǵЕǵᑄǵҡϷ41ԃауம
ࡌߐނจ!

٬Ҕԃҽ!

ᄬձ!

ᑄࡌᑐނኴӦ݈य़ᑈ)ʤ*!
ࢂ)BB*!

ց)CC*!

2! !

!

!

!

!

3! !

!

!

!

!

4! !

!

!

!

!

5! !

!

!

!

!

6! !

!

!

!

!

ӝी!

!

!

׳ཥൂϡϣӄࡌᑐނኴӦ݈य़ᑈ)BB,C*!

!

B0)B,CC*ɪ
ɪ203!!
ीᆉ่݀! BǺβǵЕǵᑄǵҡϷ41ԃауமᑄࡌᑐނϐኴӦ݈य़ᑈ!
CǺନBᜪаѦᄬނϐኴӦ݈य़ᑈ!
಄ӝ҂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
୷ྗԛ! ࡰ߄ϐԛȨᔕҙፎϐ׳ཥൂϡϣឦβǵЕǵᑄǵҡϷ41ԃа
уமᑄࡌᑐނϐኴӦ݈य़ᑈКٯၲ203аȩ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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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ᔠߕЎҹϷᇡۓБԄǺ!
ࡌᑐނϷӦᕉნ!
ຑࡰ!

ᇡ!!!!ۓБ!!Ԅ!

࣬ᜢܴЎҹ!

ǵ׳ཥൂϡϣឦβ )*ᔈ٩٬Ҕྣނࡌ܈ฦᛛᖵҁ܌ၩ ɍࡌᑐނ٬Ҕྣቹ
ǵЕǵᑄ

ᄬձǵВයϷኴӦ݈य़ᑈࣁྗǶ! ҁނ ࡌ܈ฦ ᛛᖵ

ǵҡϷ41ԃа )Β*ᇶаჴෳӦკ܈ૐෳკᔠਡǶ!

ҁ)ቹҁፎуᇂᆶ҅

уமᑄࡌᑐ )Ο*ऩค٬Ҕྣނࡌ܈ฦᛛᖵҁǴᔈ

ҁ࣬಄*!

ނϐኴӦ݈य़ᑈ

ᔠڀΠӈܴЎҹϐǴаܴ٬ ɍჴෳӦკ܈ૐෳ

Кٯၲ203аǶ!

ҔԃයϷځय़ᑈǺ!

კ)КٯЁόளλܭ

2ǵֹયิਈܴ!!

202111*!

3ǵᛦયԾٰН܈ႝܴ!!
4ǵЊαᎂΕܴ!
5ǵѱीฝკ۬ࡹ܈ᐒᜢෳᛤӦკ
ىၗܴ41ԃයკᇥ!
)Ѥ*ᔈᔠࡌڀᑐৣǵ࣬ᜢৣמᛝЎ
ҹ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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ɍځд࣬ᜢܴЎҹ!

!

Βǵ׳ཥൂϡϣคႝఊഢϐӝࡌݤᑐނᔠਡ߄Ǻ!
ෂ
ձ!

Ѥቫኴаคႝఊഢ!
ࡌߐނจ!

ኴቫኧ!

ϐӝࡌݤᑐނቹय़ᑈ)ʤ*!
ࢂ)BB*!

ց)CC*!

2!

!

!

!

!

3!

!

!

!

!

4!

!

!

!

!

ӝी!

!

!

ӝࡌݤᑐނᕴቹय़ᑈ)BB,C*!

!

B0)B,C*ɪ
ɪ203!!
ीᆉ่݀!BǺคႝఊഢϐѤቫኴаӝࡌݤᑐނቹय़ᑈ!
CǺӝࡌݤᑐނᕴቹय़ᑈ!
಄ӝ҂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ࡰ
୷ྗԛ!߄ϐԛΒȨᔕҙፎϐ׳ཥൂϡϣคႝఊഢϐѤቫኴаӝࡌݤᑐځނ
ቹय़ᑈэӝࡌݤᑐނᕴቹय़ᑈКٯၲ203аȩǶ!
!
ᔠߕЎҹϷᇡۓБԄǺ!
ࡌᑐނϷӦᕉნ!
ຑࡰ!

ᇡ!!!!ۓБ!!Ԅ!

࣬ᜢܴЎҹ!

Βǵ׳ཥൂϡϣคႝ ᔈᔠڀΠӈܴЎҹǴаܴځय़ᑈǺ! ɍࡌᑐނ٬Ҕྣቹ
ఊഢϐѤቫኴ )*٩٬Ҕྣނࡌ܈ฦᛛᖵҁ܈ӝݤ

ҁނ ࡌ܈ฦ ᛛᖵ

аӝࡌݤᑐނ

ࡂ܊ܴ܌ၩኴቫኧϷኴӦ݈य़ᑈ

ҁ܈ӝ ࡂ ܊ݤܴ

ځቹय़ᑈэࡌ

ࣁྗǶ!

Ўҹ!

ᑐނᕴቹय़ᑈ )Β*ᔈᔠࡌڀᑐৣǵ࣬ᜢৣמᛝЎ )ቹҁፎуᇂᆶ҅ҁ
Кٯၲ203аǶ!

ҹǶ!

࣬಄*!
ɍځд࣬ᜢܴЎ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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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Βǵġ ׳ཥൂϡϣԖଶًՏኧໆϐࡌᑐނෂኧᔠਡ߄Ǻ!
ԖଶًՏኧໆ҂ၲ!

ԖଶًՏኧໆςၲ!

ۓݤଶًՏϐෂኧ)BB*!

ۓݤଶًՏϐෂኧ)C*!

2!

!

!

3!

!

!

4!

!

!

5!

!

!

6!

!

!

ӝी!

!

!

ෂձ!

ीᆉ่݀!B0)B,C*!ɪ
ɪ!2203!
಄ӝ҂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ࡰ
୷ྗԛ!߄ϐԛΟȨᔕҙፎϐ׳ཥൂϡϣԖଶًՏኧໆ҂ၲۓݤଶًՏϐෂኧ
Кٯၲ203аȩǶ!
!
ᔠߕЎҹϷᇡۓБԄǺ!
ࡌᑐނϷӦᕉნ!
ຑࡰ!

ᇡ!!!!ۓБ!!Ԅ!

࣬ᜢܴЎҹ!

Οǵ׳ཥൂϡϣԖ ҁԛࡰ߯аًؓଶًՏኧໆᔠǴ٠ ɍࡌᑐނ٬Ҕྣቹ
ଶًՏኧໆ҂ၲ ᔈᔠڀΠӈܴЎҹǺ!

ҁ!

ۓݤଶًՏϐෂ )*ԖଶًՏኧໆ߯а٬Ҕྣ)ฺ֖ )ፎуᇂᆶ҅ҁ࣬಄*!
ኧ К  ٯၲ 203 а
Ƕ!

πკᇥ*ၩࣁྗǶ!
)Β*ۓݤଶًՏ߯аচԖࡌᑐނ٩Չࡌ
ᑐೌמೕ߾ᔠࡕ܌ሡϐۓݤଶً
ՏኧໆǶ!

ɍჴෳӦკ܈ૐෳ
კ)КٯЁόளλܭ
202111*!
ɍځд࣬ᜢܴЎҹ!

)Ο*ᇶаჴෳӦკ܈ૐෳკᔠਡǶ!
)Ѥ*ᔈᔠࡌڀᑐৣǵ࣬ᜢৣמᛝЎ
ҹ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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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Ѥǵ׳ཥൂϡጄൎԖࡌጨϷᑈᔠਡ߄Ǻ!!
ׇဦ!ࡌᑐߐނจ!

ࡌᑐނᕴቹय़ᑈʤ)BB1*!

ኴӦ݈य़ᑈʤ!)GG*!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ӝ!!!!ी! !

!

!

ࡌۓݤጨCCǺ!!!!!!!!!!!!!!!!ǹ!ۓݤᑈDDǺ!!!!!!!!!!!!!!!!!!
B1Ǻࡌᑐނᕴቹय़ᑈ)ӝࡌݤᑐނϐቹय़ᑈϷ҇୯92ԃ2Д21Вࡌֹ
ीᆉ่݀!

ԋϐၴകࡌᑐᕴቹय़ᑈ*!
B2Ǻ׳ཥൂϡय़ᑈǴளԌନςࡰࡌۓᑐጕϐԖࡅၰϷϦӅࡼҔӦय़ᑈ!
G!ǺӝࡌݤᑐނϷ҇୯92ԃ2Д21ВࡌֹԋၴകࡌᑐϐኴӦ݈य़ᑈ!
Ԗࡌጨ>>B10!B2Ǻ!!!!!Øʘ!ɪ!Cǹ!ԖᑈG0!)B2*Ǻ!!!!!!!ɩ!DD!
಄ӝ҂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

୷ྗԛ! ࡰ߄ϐԛѤȨᔕҙፎϐ׳ཥൂϡጄൎԖࡌጨຬၸࡌۓݤጨЪԖ
ᑈ҂ၲۓݤᑈȩǶ!
!
ᔠߕЎҹϷᇡۓБԄǺ!
ࡌᑐނϷӦᕉნ!
ຑࡰ!

ᇡ!!!!ۓБ!!Ԅ!

࣬ᜢܴЎҹ!

Ѥǵ׳ཥൂϡጄൎ )*ࡌᑐނ٬ҔྣቹҁǶ!
Ԗࡌጨຬၸ) ݤΒ*βӦฦᖵҁϷࡌނฦᛛᖵҁǶ!

ɍࡌᑐނ٬Ҕྣቹ
ҁ!

ࡌۓጨЪԖ )Ο*ऩค٬Ҕྣނࡌ܈ฦᛛᖵҁǴᔈ )ፎуᇂᆶ҅ҁ࣬಄*!
ᑈ҂ၲۓݤ

ᔠڀΠӈܴЎҹϐǴаܴ٬ ɍѱीฝკǵӦᝤკ

ᑈǶ!

ҔԃයϷځय़ᑈǺ!

ǵჴෳӦკ܈ૐෳ

2ǵֹયิਈܴ!!

კ)КٯЁόளλܭ

3ǵᛦયԾٰН܈ႝܴ!!

202111*!

4ǵЊαᎂΕܴ!
5ǵѱीฝკ۬ࡹ܈ᐒᜢෳᛤӦკ
ىၗܴ41ԃයკᇥ!
)Ѥ*ᔈᔠࡌڀᑐৣǵ࣬ᜢৣמᛝЎ
ҹ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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ɍځд࣬ᜢܴЎҹ!

!

ϖǵ׳ཥൂϡϣࢦ܈ᎃࡅၰቨࡋόޣىᔠਡ߄Ǻ!
)*ߚπᔕҙፎϐ׳ཥൂϡϣࢦ܈ᎃࡅၰനλቨࡋ҂ၲ5n
ǴԖᛖ௱ؠբՉǴѱ׳ཥࡕϒаׯ๓ϐᇥܴǶ!
!

ഢ!!!!ຏ!
)ҁࡰፎаЎӷϷ
კᇥᇥܴ*!

಄ӝ҂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ࡰ
୷ྗԛ! ߄ϐԛϖಃීȨߚπᔕҙፎϐ׳ཥൂϡϣࢦ܈ᎃࡅၰനλቨࡋ҂
ၲ5nȩǶ!
!
)Β*πϣᔕҙፎϐ׳ཥൂϡϣࢦ܈ᎃࡅၰനλቨࡋ҂ၲ9n

ഢ!!!!ຏ!

ǴԖᛖ௱ؠբՉǴѱ׳ཥࡕϒаׯ๓ϐᇥܴǶ!
!

)ҁࡰፎаЎӷϷ
კᇥᇥܴ*!

಄ӝ҂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ࡰ
୷ྗԛ! ߄ϐԛϖಃΒීȨπϣᔕҙፎϐ׳ཥൂϡϣࢦ܈ᎃࡅၰനλቨࡋ҂
ၲ9nȩǶ!
!
ᔠߕЎҹϷᇡۓБԄǺ!
ࡌᑐނϷӦᕉნ!
ຑࡰ!

ᇡ!!!!ۓБ!!Ԅ!

ᔈᔠߕܴЎҹ!

ϖǵ׳ཥൂϡϣ) ࢦ܈*ࡌᑐጕࡰ܈ۓςࡰࡌۓᑐጕϐԖࡅ ɍࡌᑐጕࡰ)*ۓҢკ)
ᎃࡅၰቨࡋόى

ၰკᇥǶ!

КٯЁόளλܭ

ޣǴԖᛖ௱ؠբ )Β*ᇶаჴෳӦკǵૐෳკᔠਡǶ!
ՉޣǶ!
)ፎϭᒧβӦ٬Ҕϩ
*!

20611*!

)Ο*ᔈᔠࡌڀᑐৣǵ࣬ᜢৣמᛝЎ ɍჴෳӦკ܈ૐෳ
ҹǶ!

კ)КٯЁόளλܭ

)Ѥ*Ԗࡅၰନҁ۬ࡰ܈ۓᇡޣۓѦǴ

202111*!

ɍ!ߚπ!

٠֖୷ӦϣٮϦ೯ՉϐԖ೯ၡ ɍځд࣬ᜢܴЎҹǶ!

ɍ!π!

ǵᜪ՟ၰၡϷࢦᎃϐࡅၰЪ୷Ӧଏ
ᕭࡌᑐаׯ๓၀ࡅၰ೯Չޣݩރ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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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ǵڐշ໒៘׳ཥൂϡϣࢦ܈ᎃϐीฝၰၡǴځ܈дຯ׳ཥൂϡ411nጄൎϣϐϦ༜ǵᆘ
ӦǵቶǵูٽၯᔍѤҔӦϐᔠਡ߄Ǻ!
ѱीฝ! ҂໒៘ֹԋ!

҂໒៘ֹԋ!

҂໒៘ֹԋ!

҂໒៘ֹԋ!

҂໒៘ֹԋ!

Ӝᆀ!

ीฝၰၡ!

Ϧ༜!

ᆘӦ!

ቶ!

ูٽၯ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ځ໒៘ೕኳКٯ಄ӝаΠೕۓϐǺ!
ɍ!ीฝၰၡǺᔈᆶࡌᑐ୷ӦࢦᎃǴځय़ᑈၲ311ʤаǴЪ໒៘ࡕᡏ೯Չృቨၲ5n
аǹ܈চคݤ೯ՉϐीฝၰၡǴ׳ཥڐշ໒៘ࡕёೱ೯ԿςٮϦ೯Չϐၰၡ
Ǵځ໒៘ၡࢤ೯Չృቨၲ7nаǶ!
ɍ!ीฝၰၡаѦޣǺय़ᑈၲ311ʤа܈၀ϦӅࡼҔӦϐ61&Ƕ!
಄ӝ҂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
୷ྗԛ! ࡰ߄ϐԛϤȨᔕڐշ໒៘ڗள׳ཥൂϡϣǵࢦᎃϐीฝၰၡǴځ܈дຯ
׳ཥൂϡ411nጄൎϣϐϦ༜ǵᆘӦǵቶǵูٽၯᔍѤҔӦǾȩǶ!
!
ᔠߕЎҹϷᇡۓБԄǺ!
ࡌᑐނϷӦᕉნ!
ຑࡰ!

ᇡ!!!!ۓБ!!Ԅ!

ᔈᔠߕܴЎҹ!

Ϥǵڐշ໒៘׳ཥൂ ȨीฝၰၡϷϦ༜ǵᆘӦǵቶǵูٽၯ ɍѱीฝკǵჴෳӦ
ϡϣࢦ܈ᎃϐी ᔍ҂໒៘ȩ
Ǻ߯ࡰ҂ҁѱၰၡϷϦ༜ǵ კ܈ૐෳკ)Кٯ
ฝၰၡǴځ܈д ᆘӦǵቶϷูٽၯᔍϐЬᆅ)ᒤ*ൂՏ

Ёόளλܭ202111*!

ຯ׳ཥൂϡ411n ᒤቻԏ៘ࡌޣǴ҂໒៘ϐीฝၰၡϷϦ ɍβӦճܴЎҹ!
ጄൎϣϐϦ༜ǵ ༜ǵᆘӦǵቶǵูٽၯᔍҔӦޣǴᔈ ɍځд࣬ᜢܴЎҹ!
ᆘӦǵቶǵڗ ٽளۘ҂໒៘ၰၡϷϦ༜ǵᆘӦǵቶǵ
ูၯᔍѤ ูٽၯᔍҔӦϐβӦճܴЎҹǶ!
ϦӅࡼҔӦ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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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ϖǵ

׳ཥൂϡՏܭΠӈӦϐᔠਡ߄Ǻ!
Տܭεၮᒡسًઠҁ Տܭς໒៘܈ςጓӈЬᆅ)

ीฝӜᆀ!

ᡏϷًઠрΕα)֖ၮ ᒤ*ൂՏԃࡋႣᆉ໒៘ǵय़
ઠǵОًઠϷϦӅၮᒡ ᑈၲ1/6ϦഘаϐϦ༜ᆘ
ᙯၮઠ*411nጄൎϣǶ! Ӧ311nጄൎϣǶ!

Տܭय़ᑈၲ2111ʤа
ϐቶ211nጄൎϣ
Ƕ!

!

!

!

!

!

!

!

!

!

!

!

!

಄ӝ҂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
ࡰ߄ϐԛΎ׳ཥൂϡՏܭΠӈӦϐޣǺ!
)*ՏܭεၮᒡسًઠҁᡏϷًઠрΕα)֖ၮઠǵОًઠϷϦӅ
୷ྗԛ!

ၮᒡᙯၮઠ*411nጄൎϣǶ!
)Β*Տܭς໒៘܈ςጓӈЬᆅ)ᒤ*ൂՏԃࡋႣᆉ໒៘ǵय़ᑈၲ1/6Ϧഘа
ϐϦ༜ᆘӦ311nጄൎϣǶ!
)Ο*Տܭय़ᑈၲ2111ʤаϐቶ211nጄൎϣ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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ᔠߕЎҹϷᇡۓБԄǺ!
ࡌᑐނϷӦᕉნ!
ຑࡰ!

ᇡ!!!!ۓБ!!Ԅ!

ᔈᔠߕܴЎҹ!

Ύǵ׳ཥൂϡՏܭΠ )*εၮᒡسًઠϐًઠҁᡏϷрΕ ɍѱीฝკǵჴෳӦ
ӈӦϐޣǺ!
)*Տܭεၮᒡس

α߯аًઠϐрΕαࣁज़\όхࡴ೯

კ܈ૐෳკ)Кٯ

॥αǵғαϷځдೱ่)܄ӵ;ӦΠ

Ёόளλܭ202111*!

ًઠҁᡏϷً

ຉ*рΕα^Ǵ٠аӦय़ቫًઠ่ᄬᡏ ɍځд࣬ᜢܴЎҹ!

ઠрΕα)֖

ϐрΕαࣁଆᆉᗺԿ׳ཥൂϡࡌᑐ୷

ၮઠǵОًઠ

ӦҺნࣚጕϐృຯᚆǴ٠аჴෳӦ

ϷϦӅၮᒡᙯၮ

კ܈ૐෳკᔠਡǶ!

ઠ  *411n ጄ ൎ )Β*Ϧ༜ᆘӦϷቶҔӦϐృຯᚆ߯а
ϣǶ!

ѱीฝკ၀ҔӦϐࣚጕԿ׳ཥൂ

)Β*Տܭς໒៘܈ς

ϡࡌᑐ୷ӦҺნࣚጕϐృຯᚆǴ٠

ጓӈԃࡋႣᆉ໒

аѱीฝᔠਡǴ٠ᇶаჴෳӦკ

៘ ǵ य़ ᑈ ၲ 1/6

܈ૐෳკໆෳǶ!

ϦഘаϐϦ༜ )Ο*ᔈᔠࡌڀᑐৣǵ࣬ᜢৣמᛝЎ
ᆘӦ311nጄൎϣ

ҹǶ!

Ƕ!
)Ο*Տܭय़ᑈၲ2111
ʤаϐቶ
211nጄൎϣ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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Ζǵ҂ՏܭξڵӦϐ׳ཥൂϡय़ᑈၲ4111ʤаϷࡌނᕴቹय़ᑈᔠਡ߄Ǻ!
!)*׳ཥൂϡय़ᑈ!
ԛ!

ࢂցՏܭξڵӦϐय़ᑈʤ!

ՉࡹϷӦࢤӜᆀ!

ࢂ!

ց)BB2*!

2!

!

!

!

3!

!

!

!

!

!

ӝी! !
ीᆉ่݀!

B2ɪ
ɪ4111ʤ
ʤ!

!)Β*ࡌᑐނᕴቹय़ᑈᔠ!
ෂձ!

ߚឦξڵӦϐ୷Ӧय़ᑈ)ʤ*!

ࡌᑐނᕴቹय़ᑈ)ʤ*!

2!

!

!

3!

!

!

4!

!

!

ӝी!

!

!

!BB2ɪ
ɪ4111ʤ
ʤǴBB10B2ɪ
ɪ203!!
!B1ǺߚՏܭξڵӦϐࡌᑐނᕴቹय़ᑈ)ӝࡌݤᑐނϐቹय़ᑈϷ҇୯92
ीᆉ่݀!

ԃ2Д21Вࡌֹԋϐၴകࡌᑐᕴቹय़ᑈ*!
!B2Ǻ׳ཥൂϡय़ᑈǴளԌନςࡰࡌۓᑐጕϐԖࡅၰϷϦӅࡼҔӦय़ᑈ
Ƕ!
಄ӝ҂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

୷ྗԛ! ࡰ߄ϐԛΖȨᔕҙፎ҂ՏܭξڵӦϐ׳ཥൂϡय़ᑈӧ4111ʤаЪࡌᑐ
ނᕴቹय़ᑈэ׳ཥൂϡय़ᑈၲ203аޣȩ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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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ᔠߕЎҹϷᇡۓБԄǺ!
ࡌᑐނϷӦ
ᕉნຑࡰ!

ᇡ!!!!ۓБ!!Ԅ!

࣬ᜢܴЎҹ!

Ζǵ҂Տܭξ) ڵ*٩٬Ҕྣނࡌ܈ฦᛛᖵҁ܌ၩࣁྗǶ!

ɍࡌᑐނ٬Ҕ

Ӧϐ׳ཥൂ )Β*ऩค٬Ҕྣނࡌ܈ฦᛛᖵҁǴᔈᔠڀΠӈ

ྣቹҁނࡌ܈

ϡय़ᑈӧ

ܴЎҹϐǴаܴځय़ᑈǺ!

ฦᛛᖵҁ!

4111ʤа

2/ֹયิਈܴǶ!

Ъࡌᑐނᕴ

3/ᛦયԾٰН܈ႝܴǶ!

ቹय़ᑈэ

4/ЊαᎂΕܴǶ!

׳ཥൂϡय़

5/ѱीฝკ۬ࡹ܈ᐒᜢෳᛤӦკىၗܴ

ᑈ ၲ 203 а
ޣǶ!

)ቹҁፎуᇂᆶ
҅ҁ࣬಄*!
ɍѱीฝკǵ
ჴෳӦკ܈

41ԃයკᇥǶ!

ૐෳკ)Кٯ

)Ο*٩Πӈ٣ᛤᇙ࣬ᜢკᇥǴКٯЁόளλܭ20611

Ёόளλܭ

Ǻ!

202111*!

2/Ңጄൎ)֖ӦࢤӜᆀ*ϷࡋڵϩǶ!

ɍځд࣬ᜢܴ

3/ξڵӦጄൎϐय़ᑈᔠጄൎკǶ!
)Ѥ*ՉࡹଣၭہрހϐξڵӦጄൎࣚ֟კ)а !
றՅკႽᔠߕ*Ƕ!
)ϖ*ᔈᔠࡌڀᑐৣǵ࣬ᜢৣמᛝЎҹ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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Ўҹ!

!

ΐǵ׳ཥൂϡឦᎁڙख़ε্ؠϐဤޣǺ!
)*׳ཥൂϡϣԖࡌᑐނࡌᑐৣǵ่ᄬ܈ৣמβЕৣמᒤ᠘ۓᛝԖΠӈϐ
ǴЪෂኧКٯၲ203аޣǺ)ፎ൩Πӈᒧϭᒧ*!
ɍ!ܭ89ԃ6Д6Вঅ҅ࡌᑐೌמೕ߾ሦளࡌྣϐࡌᑐނǴЪ٩ϣࡹࡌᑐނ
ჴࡼऐૈΚຑϷံமБਢ߃ຑԖᅪቾ܈ዴԖᅪቾޣǴځෂኧКٯၲ203
аǶ!
ɍ!ࡌᑐނऐ߯ኧό಄ӝՉࡌނऐीೕጄȨऐϖભȩྗϐෂኧКٯၲ
203аǶ!
ᔠ!!!!ਡ!!!!߄!
ࡌࢂނցᎁڙख़ε্ؠϐဤ)ޣෂኧ*!

ࡌނෂձ! ࡌᑐߐނจ!

ࢂ)BB*!

ց)CC*!

2!

!

!

!

3!

!

!

!

4!

!

!

!

ӝी!

..!

!

!

ीᆉ่݀! !BB0)B,C*ɪ
ɪ203!!
୷ྗԛ!

಄ӝ҂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
ࡰ߄ϐԛΐȨ׳ཥൂϡឦΠӈԖڙख़ε্ؠϐဤޣǾȩǶ!

!
)Β*׳ཥൂϡϣԖٿቯаࡌᑐނǴЪߚٛОᄬࡌᑐނᎃෂ໔႖եܭ4ϦЁ)ቯኧ*!
ᔠ!!!!ਡ!!!!߄!
ࡌނԖคᎁڙख़ε্ؠϐဤ)ቯኧ*!

ࡌނቯձ! ࡌᑐߐނจ!

ࢂ)BB*!

ց)CC*!

2!

!

!

!

3!

!

!

!

4!

!

!

!

!

!

ӝी!
ीᆉ่݀! !B0)B,C*ɪ
ɪ304!!
୷ྗԛ!

಄ӝ҂Ⴤۓᔈჴࡼ׳ཥϐӦԾՉჄ׳ۓཥൂϡࡌᑐނϷӦᕉნຑ
ࡰ߄ϐԛΐȨ׳ཥൂϡឦΠӈԖڙख़ε্ؠϐဤޣǾȩ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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ᔠߕЎҹϷᇡۓБԄǺ!
ࡌᑐނϷӦᕉნ!
ຑࡰ!

ᇡ!!!!ۓБ!!Ԅ!

࣬ᜢܴЎҹ!

ΐǵ׳ཥൂϡឦᎁ) ڙ*٬Ҕྣނࡌ܈ฦᛛᖵҁ܈ҁ۬ ɍࡌᑐނ٬Ҕྣቹ
ख़ε্ؠϐ
ဤޣǶ!
!

ਡวϐӝࡂ܊ݤܴЎҹǶ!
)Β*࣬ᜢৣמϦ܈Ꮲೌიᡏрڀϐ᠘ۓ
ܴǶ!

ҁނ ࡌ܈ฦ ᛛᖵ
ҁ!
ɍځд࣬ᜢܴЎҹ!

)Ο*ࡌᑐጕࡰҢ)*ۓკǵࡌނෳໆԋ݀კ
Ƕ!
)Ѥ*ᔈᔠࡌڀᑐৣǵ࣬ᜢৣמᛝЎ
ҹǶ!

!

130

!

߄2.4!
!
ཥчѱԾՉჄۓѱ׳ཥൂϡ!
ࡌᑐৣǵ܈ৣמᐒᄬᛝь!
!
ጓဦǺ!
ࡌᑐৣǵ܈ৣמᐒᄬӜᆀǺ!
Ӧ֟Ǻ!!
ᖄ๎ႝ၉Ǻ!!
ࡌᑐৣǵৣמҁΓᛝǺ!
!
!
კǺ!
!
!
!
ᇙьВයǺ!!
ᇙьΓǺ!
ߕҹǺࡌᑐৣǺ໒ਜǵԃࡋࡌᑐৣϦϷيϩৣמǺৣמ
ਜǵᙍྣǵԃࡋৣמϦϷيϩǶ!!!)аቹҁуᇂࡌᑐৣ܈
دৣמ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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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߄2.5!
!
ཥчѱԾՉჄۓѱ׳ཥൂϡ!
ࡌᑐৣǵৣמ᠘ۓϪ่ਜ!
!
ԖᜢᔕჄۓȨཥчѱɄɄɄɄࢤɄɄӦဦɄɄβӦࣁѱ׳ཥ)ൂϡ*
ȩϐ࣬ᜢࡰǴϪ่Γ᠘่݀ۓǴϣឦჴǴ࣬ځᜢࡓݤೢҺҗϪ่ΓԾՉॄ
ೢǶோ৮αᇥคᏧǴҥԜਜǶ!
!!!
Ԝठ!
!
ཥчѱࡹ۬ѱ׳ཥೀ!
!
!
!
ҥϪ่ਜΓ)ࡌᑐৣ܈ৣמᛝക*Ǻ!
يϩӷဦǺ!
Ӧ֟Ǻ!
ೱ๎ႝ၉Ǻ!
Вය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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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Μǵཥчѱѱ׳ཥࡌᑐᑈዛᓰਡᆉ୷ྗ!
ύ҇୯:1ԃ9Д32Вᆵчᑜࡹ۬):1*ч۬ࠤ׳ӷಃ418872ဦۓुڄวѲӄЎ5ᗺǹ٠ԾวѲВଆࡼՉ!
ύ҇୯:1ԃ:Д21Вᆵчᑜࡹ۬):1*ч۬ࠤ׳ӷಃ446615ဦڄঅ҅วѲӄЎ5ᗺ!
ύ҇୯:4ԃ22Д35Вᆵчᑜࡹ۬ч۬ࠤ׳ӷಃ1:41886222ဦڄঅ҅วѲӄЎ6ᗺǹ٠ԾջВଆวѲჴࡼ!
ύ҇୯:9ԃ4Д21Вᆵчᑜࡹ۬ч۬ࠤ׳ӷಃ1:91247585ဦзঅ҅วѲӜᆀϷӄЎ28ᗺ)চӜᆀǺᆵчᑜѱ׳ཥӦ
ࡌᑐᑈዛᓰਡᆉ୷ྗ*!
ύ҇୯:9ԃ23Д41Вᆵчᑜࡹ۬ч۬ࠤ׳ӷಃ1:921:9977ဦзঅ҅วѲಃ23ᗺǹ٠ԾջВғਏ!
ύ҇୯::ԃ23Д36Вཥчѱࡹ۬ч۬ݤೕӷಃ1::231:4:1ဦϦᝩុҔ!
ύ҇୯211ԃ9Д29Вཥчѱࡹ۬ч۬ݤೕӷಃ2111111912ဦзुۓวѲӄЎ27ᗺǹ٠ԾջВғਏ!

!
ǵཥчѱࡹ۬)аΠᙁᆀҁ۬*ࣁᒤѱ׳ཥచ)ٯаΠᙁᆀҁచ*ٯಃѤΜѤ
చϷѱ׳ཥࡌᑐᑈዛᓰᒤ)ݤаΠᙁᆀҁᒤ*ݤԖᜢѱ׳ཥࡌᑐᑈ
ዛᓰϐਡᆉǴुۓҁ୷ྗǶ!
Βǵ٩ҁᒤݤಃѤచೕۓǴҙፎϦࡼϐᑈዛᓰޣǴᔈ಄ӝΠӈೕۓǺ!
)*׳ཥࡕගޗٮ٬ҔϐϦࡼǴځኴӦ݈य़ᑈόϒीᆉᑈǺ!
2/߯ࡰϦε༺ӅҔϩ੮ޗٮբǵҶ໕ǵЎ௲܈Ҭፉ୍ܺ܄
ϦӅޜ໔Ǵ٠ᔈܭѱ׳ཥ٣ीฝύुۓᆅᆢៈीฝǴયΕೕऊ
ऊᏵаՉǶ!
3/ౢᔈฦࣁӄᡏϩ܌ԖΓӅԖǶ!
4/ឦࡌᑐೌמೕ߾ࡌᑐीࡼπጇಃԭϤΜΒచۓ܌όीኴӦ݈य़ᑈ
ҽǴόளӈीҁීǶ!
)Β*ࡹ۬ࡰۓᚐѦගٮϐϦࡼǺ!
2/߯ࡰٮᐒᜢ)ᄬ*ǵޗՐЊޗ܈ՐЊаѦϐόۓϦӅ٬ҔǶ!
3/࠻ϣЬࡌނय़ᑈԿϿၲΟԭѳБϦЁǴ٠ᔈڀഢᐱҥϐрΕጕǴЪ
಄ӝคምᛖᕉნሡǶౢ٠ᔈќጓࡌဦǴൂᐱฦǶ!
4/ჴࡼޣᔈٳ൩܌ගٮϐϦࡼीࡼπֹԋǴ٩٬ҔᅿᜪᆶҞޑǴ
٬Ҕ܌ሡϐ୷ҁࡼǵഢ܈းঅǴ٠ளڙᜄൂՏϐӕཀǴஒځ
שᆉࣁҔǶЪࣁڐշڙᜄൂՏჹϦࡼϐᆅᆢៈǴჴࡼޣᔈຎჴ
ሞሡाගٮѸाϐᆅᆢៈҔǴ٠યΕ٣ीฝਜၩܴǶ!
5/ჴࡼޣᔈ׳ܭཥ٣ֹԋࡕஒϦࡼౢคᓭฦࣁϦԖǴ٠ܭሦள
٬Ҕྣ٠ֹԋНǵႝϷ࣬ᜢࡼǵഢ܈းঅࡕǴҗჴࡼޣӕڙᜄ
ൂՏᒤ౽ҬௗᆅǶ!
6/ڙᜄൂՏ܈ᆅᐒᜢѸाਔளќՉ٩ݤೀϩճҔǶ!
7/ኴӦ݈य़ᑈନόीΕᑈѦǴள٩ΠӈϦԄीᆉዛᓰᑈǴ٠аۓݤ
ᑈϐԭϩϐΜϖࣁज़Ǻ!
)˾2ɠ˾3ɠ˾4*Ø2/3!
˽ɨ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
)˿2ɡ˿3ɡ˿4*!
BǺਈᜄϦࡼϐዛᓰᑈ)ɩۓݤᑈϐԭϩϐΜϖ*!
C2ǺਈᜄϦࡼβӦԋҁ!
C3ǺᑫࡌԋҁϷഢࡼးঅҔ!
C4Ǻගٮᆅᆢៈ୷ߎ!
D2ǺΒኴа׳ཥࡕѳ֡ൂሽ!
D3ǺൂՏᑫࡌԋҁ!
D4ǺൂՏᆅᎍ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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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ǵ٩ҁᒤݤಃϖచೕۓǴҙፎڐշ໒៘܈ᆅᆢៈ׳ཥൂϡຼᜐϦӅࡼǴ܈
ਈᜄϒҁ۬ѱ׳ཥ୷ߎϐᑈዛᓰޣǴᔈ಄ӝΠӈೕۓǴځዛᓰᚐࡋ
аۓݤᑈԭϩϐΜϖࣁज़Ǻ!
)*ڐշ໒៘׳ཥൂϡڬᜐϦӅࡼޣǴᔈӕਔ಄ӝΠӈೕۓǺ!
2/βӦౢدԖޣᔈฦࣁϦԖǶ!
3/໒៘ำࡋᔈ၀ϦӅࡼᆅᐒᜢᇡёǶ!
4/٩ΠӈϦԄीᆉዛᓰᑈǺ!
)˾2ɠ˾3ɠ˾4*Ø2/3!
˽2ɨ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
)˿2ɡ˿3ɡ˿4*!
B2Ǻڐշ໒៘׳ཥൂϡڬᜐϦӅࡼϐዛᓰᑈ!
C2Ǻڐշ໒៘ࢦᎃ୷ӦѱीฝϦӅࡼ܌ሡπำ!
C3ǺβӦڗளҔ)а٣ीฝൔਡВයϐϦॶीᆉ*!
C4ǺܨᎂӼ!
D2ǺΒኴа׳ཥࡕѳ֡ൂሽ!
D3ǺൂՏᑫࡌԋҁ!
D4ǺൂՏᆅᎍҔ!
)Β*ග׳ٮཥൂϡڬᜐϦӅࡼᆅᆢៈҔ܈ਈᜄϒҁ۬ѱ׳ཥ୷ߎ
ޣǴᔈӕਔ಄ӝΠӈೕۓǺ!
2/ගٮᆅᆢៈҔޣǴᔈϦӅࡼᆅᐒᜢᇡۓԖѸा܄ǴځҔય
Εѱ׳ཥ୷ߎǶ!
3/ҁීߎᚐᔈڗܭளࡌྣӄኧԛᛦયǶ!
4/٩ΠӈϦԄीᆉዛᓰᑈǺ!
˾2Ø2/3!
˽3ɨˇˇˇˇˇˇˇˇˇˇ!
)˿2ɡ˿3ɡ˿4*!
B3Ǻග׳ٮཥൂϡڬᜐϦӅࡼᆅᆢៈҔ܈ਈᜄϒҁ۬ѱ׳ཥ
୷ߎϐዛᓰᑈ!
C2ǺᆢៈᆅҔ܈ਈᜄѱ׳ཥ୷ߎϐߎᚐ!
D2ǺΒኴа׳ཥࡕѳ֡ൂሽ!
D3ǺൂՏᑫࡌԋҁ!
D4ǺൂՏᆅᎍҔ!
)Ο*ዛᓰᑈज़ǺBɨB2ɠB3ɩۓݤᑈԭϩϐΜϖǶ!
Ѥǵ٩ҁᒤݤಃϤచೕۓǴҙፎߥӸᆢៈ׳ཥൂϡጄൎϣڀᐕў܄ǵइ܄ۺǵ᛬
ೌሽॶϐࡌᑐނϐᑈዛᓰޣǴ٩ΠӈϦԄीᆉዛᓰᑈǴዛᓰᚐࡋаۓݤ
ᑈԭϩϐΜϖࣁज़Ǻ!
˾2Ø2/3!
˽ɨˇˇˇˇˇˇˇˇˇˇ!
)˿2ɡ˿3ɡ˿4*!
BǺߥӸᆢៈڀᐕў܄ǵइ܄ۺǵ᛬ೌሽॶϐࡌᑐނϐዛᓰᑈ)ɩۓݤ
ᑈԭϩϐΜ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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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2ǺߥӸᆢៈ܌ሡ!
D2ǺΒኴа׳ཥࡕѳ֡ൂሽ!
D3ǺൂՏᑫࡌԋҁ!
D4ǺൂՏᆅᎍҔ!
ϖǵ٩ҁᒤݤಃΎచೕۓǴҙፎ׳ཥൂϡϐᡏೕჄीჹܭѱᕉნࠔ፦ǵค
ምᛖᕉნǵѱඳᢀǵѱٛؠǵѱғᄊڀԖ҅य़ଅǴ܈௦ඵችࠠࡌᑐ
ीǴځྗଯܭѱीฝǵٛǵࡌᑐϷ࣬ᜢݤзೕۓϐᑈዛᓰޣǴᔈ
಄ӝΠӈೕۓǺ!
)*B2ǺीࡌጨǺࡌጨ಄ӝΠӈೕۓǴЪᆘᙟၲԭϩϐϤΜаǶ!
ᆘᙟǺᆘᙟय़ᑈʏ)ჴޜӦय़ᑈɡ᚛ኴɡ൴ɡد೯ၡɡ୷Ӧϣ
೯ၡɡคᛞΓՉၰ*Ø211ʘɪ71ʘ!
Cɨࡌۓݤጨɡीࡌጨ!
ȘҁීीࡌጨϐीᆉǺࡌᑐय़ᑈʏ)୷Ӧय़ᑈɡԖࡅၰ
ዛᓰᚐࡋ!
य़ᑈ*ș!
Cɪ21ʘ!
ዛᓰۓݤᑈ4ʘ!
Cɪ26ʘ!
ዛᓰۓݤᑈ6ʘ!
Cɪ31ʘ!
ዛᓰۓݤᑈ8ʘ!
Cɪ36ʘ!
ዛᓰۓݤᑈ:ʘ!
!
)Β*B3ǺҥᡏᆘϯǺࡌᑐނϐᕅय़ǵ៛Ѡࡂ܈ഗቫᆘᙟၲԭϩϐϖΜаޣǴ
٩ΠӈϦԄीᆉዛᓰᑈǴ٠аۓݤᑈԭϩϐϖࣁज़Ƕ!
ᕅय़ᆘᙟǺᆘᙟ)ᆘᕅʏᆘ*य़ᑈʏ)ࡌᑐނҥय़ᕴ߄य़ᑈɡ໒αय़ᑈ*Ø
211ʘ!
៛Ѡࡂ܈ഗቫᆘϯǺᆘᙟय़ᑈʏ)៛Ѡࡂ܈ഗቫᕴ߄य़ᑈɡࡂँय़ᑈɡᐒ
ႝഢࡼय़ᑈ*Ø211ʘ!
˾2Ø2/3!
˽3ɨˇˇˇˇˇˇˇˇˇˇ!
)˿2ɡ˿3ɡ˿4*!
B3Ǻҥᡏᆘϯϐዛᓰᑈ)ɩۓݤᑈԭϩϐϖ*!
C2Ǻҥᡏᆘϯ܌ሡ!
D2ǺΒኴа׳ཥࡕѳ֡ൂሽ!
D3ǺൂՏᑫࡌԋҁ!
D4ǺൂՏᆅᎍҔ!
)Ο*B4Ǻࣁׯ๓ϦӅଶًǵӢᔈᙯၮሡǴᐒًଶًՏܭᅈىЊᐒًՏࡕǴ
ќՉቚѳय़ԄᐒًՏኧၲԭ፶аǴڀԖᐱҥኴ)ႝ*ఊ໔рΕαǴёٮ
ޗѦόۓϦଶًǴ٠ܭ٣ीฝගрᆅᔼၮीฝޣǴ٩ΠӈϦԄी
ᆉዛᓰᑈǴځዛᓰᚐࡋаۓݤᑈԭϩϐϖࣁज़Ƕ!
ᐒًଶًޜ໔ᔈ಄ӝཥчѱࡌᑐނᐒًଶًޜ໔ाᗺϐೕۓǶ!
B4ɨCØ5ѳБϦЁ!
B4Ǻዛᓰᑈ)ɩۓݤᑈԭϩϐϖ*!
CǺቚᐒًՏϐኧໆ!
ॊᐒًଶًՏǴ٩ჴሞሡाёඹඤࣁԾՉًଶًՏǴ፶ᐒًଶً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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ඹඤࣁΒ፶ԾՉًଶًՏǶ!
)Ѥ*B5ǺჹڬܭᜐϦӅ٬Ҕޜ໔ڹ໔ྣܴԖଅЪ௦࣪ႝૈഢϐϦӅᜪ
ǵᜪǵᒤϦ୍ܺᜪځ܈дڀԖӦ܄ہӕཀϐࡌᑐނǴ٩ΠӈϦ
ԄीᆉዛᓰᑈǴځዛᓰᚐࡋаۓݤᑈԭϩϐΟࣁज़Ƕ!
˾2Ø2/3!
˽5ɨˇˇˇˇˇˇˇˇˇˇ!
)˿2ɡ˿3ɡ˿4*!
B5Ǻڹ໔ྣܴϐዛᓰᑈ)ɩۓݤᑈԭϩϐΟ*!
C2Ǻڹ໔ྣܴ܌ሡ!
D2ǺΒኴа׳ཥࡕѳ֡ൂሽ!
D3ǺൂՏᑫࡌԋҁ!
D4ǺൂՏᆅᎍҔ!
)ϖ*B6Ǻӕਔ಄ӝΠӈೕޣۓǴዛᓰۓݤᑈԭϩϐϖǺ!
2/ᆶᎃӦნࣚጕຯᚆృቨനλόளեܭѤϦЁǴЪѳ֡ၲϤϦЁǶ!
3/ᆶࡌᑐጕຯᚆృቨനλόளեܭϤϦЁǶ!
4/୷ӦӵٿቯаϐࡌᑐނǴځΒቯࡌᑐނ໔ϐຯᚆϷӕቯϣό࣬
ೱϐΒෂࡌᑐނ໔ϐຯᚆᔈၲΖϦЁǶ!
5/٩ϣࡹჄًٛ፶௱ޜࢲؠ໔ࡰᏤচ߾ǴӚЊଛ֡ӧٛ௱ؠ
ъ৩ጄൎϣǴаၲٛ௱ؠёϷϯǶ!
)Ϥ*B7Ǻ໒ࡩǺ!
Cɨۓݤ໒ࡩɡჴሞ໒ࡩ!
ዛᓰᚐࡋ!
Cɪ21ʘ!
ዛᓰۓݤᑈ7ʘ!
Cɪ26ʘ!
ዛᓰۓݤᑈ9ʘ!
Cɪ31ʘ!
ዛᓰۓݤᑈ21ʘ!
Cɪ36ʘ!
ዛᓰۓݤᑈ23ʘ!
Cɪ41ʘ!
ዛᓰۓݤᑈ26ʘ!
ຏǺѱीฝ࣬܈ᜢݤೕ҂ೕۓ໒ࡩޣǴۓݤ໒ࡩа81ʘਡीǶ!
!
)Ύ*B8Ǻҁѱѱ׳ཥቩہቩӕཀǴଛӝڬᜐၰၡسග୷ٮӦϣѤ
ϦЁаቨࡋϐ೯ၰٮόۓϐϦߡճ೯ՉޣǴ٩ჴሞ੮य़ᑈਡीዛᓰ
ᑈǴځዛᓰᚐࡋаԭϩϐΟࣁज़Ƕ!
)Ζ*ዛᓰᑈज़ǺB2ɠB3ɠB4ɠB5ɠB6ɠB7ɠB8ɩۓݤᑈԭϩϐΒΜǶ!
Ϥǵ٩ҁᒤݤಃΎచՠਜೕۓǴଛӝѱวਸሡाԶ੮εय़ᑈ໒ޜܫ໔ǵ
ΓՉၰϷ᚛ኴϐᑈዛᓰޣǴᔈ಄ӝΠӈೕۓǴځዛᓰᚐࡋаۓݤᑈԭ
ϩϐΟΜࣁज़Ǻ!
)*୷ӦଛԾࡌᑐጕ)֖ीฝၰၡǵԖࡅၰϷ҉Φޜ܄Ӧ*ଆଏᕭృቨ)ό֖
݈ࠠǵߘ*ѤϦЁаࡌᑐǴ٠ܭଏᕭޜ໔ϣଛӝڬᜐၰၡسǴ
ΓՉၰǵԾՉًၰǵຉفቶǵຉၰৎڀǵคምᛖޜ໔ǵᆘϯਭ܈ቚу
ѸाϐၡቨޣǴ٩ΠӈೕۓਡᆉዛᓰᑈǺ!
2/ឦीฝၰၡ܌ൎϐֹຉᄂǵ܈җԖࡅၰ܌ൎϐຉᄂЪ୷ځӦय़ᑈ
ၲΟίѳБϦЁаǴѤ֡ڬଏᕭޣǴаჴሞଏᕭय़ᑈØb७ਡीዛᓰ
ᑈ)bɨ3/7ǴՐӻځ܈дϩbɨ3/1*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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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य़ᖏΟచаၰၡϐ୷ӦǴᖏၰၡୁ֡ଏᕭޣǴаჴሞଏᕭय़ᑈØb७ਡ
ीዛᓰᑈ)bɨ3/4ǴՐӻځ܈дϩbɨ2/9*Ƕ!
4/य़ᖏΒచаၰၡϐ୷ӦǴᖏၰၡୁ֡ଏᕭޣǴаჴሞଏᕭय़ᑈØb७ਡ
ीዛᓰᑈ)bɨ3/1ǴՐӻځ܈дϩbɨ2/6*Ƕ!
5/ځдᖏၰၡୁϩଏᕭޣǴаჴሞଏᕭय़ᑈØb७ਡीዛᓰᑈ)b
ɨ2/3ǴՐӻځ܈дϩbɨ2/1*!
6/٩ཥчѱѱ׳ཥൂϡჄྗ୷ۓಃϖᗺಃΟଏᕭϩόளीΕҁීჴ
ሞଏᕭय़ᑈǶ!
7/ຉفቶᔈܭၰၡᙯفೀǴځനλय़ᑈόளλܭΟΜϤѳБϦ
ЁǴനอᜐߏࡋόளλܭϤϦЁǶຉفቶளഗᇂǴЪృଯόளեܭ
ϤϦЁǴ٠аځഗᇂቹय़ᑈØ1/9७ਡीዛᓰᑈǶ!
)Β*ޜӦύ੮ݮܭຉय़༟ϦӅ໒ޜܫ໔य़ᑈၲϖԭѳБϦЁаǴаჴሞ
੮य़ᑈਡीዛᓰᑈǶ)ҁීय़ᑈᆶීଏᕭय़ᑈϷჴࡼѱीฝӦࡌ
ᑐ୷Ӧᆕӝीόளख़ፄीӈ*!
Ύǵ٩ҁᒤݤಃΖచೕۓǴҙፎᆘࡌᑐीڗளᆘࡌᑐংᒧਜϷ೯ၸᆘࡌᑐϩ
ભຑሌભаޣǴ๏ϒۓݤᑈԭϩϐϤϐዛᓰǴڗளߎભаޣǴ๏
ϒۓݤᑈԭϩϐΖϐዛᓰǴڗளᢕҡભаޣǴ๏ϒۓݤᑈԭϩϐΜϐ
ዛᓰǶჴࡼޣ٠ᔈᆶҁ۬ᛝुڐਜયΕѱ׳ཥ٣ीฝǴߥܭ٬Ҕ
ྣਡวࡕΒԃϣǴڗளᆘࡌᑐകǴЪҙፎ٬ҔྣਔǴᔈගٮӢᆘࡌᑐ܌
ዛᓰቚуኴӦ݈य़ᑈۓݤπำሽϐϖ७ߥߎǶ!
ߥߎଏᗋ٩ΠӈೕۓǺ!
)*٩ज़ڗள၀ભᆘࡌᑐകޣǴߥߎค৲ଏᗋǶ!
)Β*҂٩ज़ڗளሌભаᆘࡌᑐകޣǴߥߎόϒଏᗋǶ!
)Ο*٩ज़ڗளሌભаՠ҂ၲচҙፎભޣǴߥߎܭԌନচҙፎભᆶჴሞڗ
ளભϐዛᓰᑈৡᚐϐኴӦ݈य़ᑈۓݤπำሽϖ७ϐߎᚐࡕค৲ଏᗋǶ!
Ζǵ٩ҁᒤݤಃΐచೕۓǴҙፎ׳ཥӦਔำϐᑈዛᓰޣǴ٩Πӈೕۓਡ๏Ǻ!
ዛᓰᚐࡋ)Ҕ*!
ܭѱ׳ཥӦϦВଆ!
ҙፎਡ٣ཷा!ޣ
ҙፎ٣ीฝൔਡ!ޣ
ԃϣ!
ዛᓰۓݤᑈԭϩϐΖ!
ዛᓰۓݤᑈԭϩϐΜ!
Βԃϣ!
ዛᓰۓݤᑈԭϩϐΎ!
ዛᓰۓݤᑈԭϩϐΐ!
Οԃϣ!
ዛᓰۓݤᑈԭϩϐϤ!
ዛᓰۓݤᑈԭϩϐΖ!
Ѥԃϣ!
ዛᓰۓݤᑈԭϩϐΟ!
ዛᓰۓݤᑈԭϩϐϖ!
ϖԃϣ!
ዛᓰۓݤᑈԭϩϐΟ!
ዛᓰۓݤᑈԭϩϐϖ!
Ϥԃϣ!
ዛᓰۓݤᑈԭϩϐΟ!
ዛᓰۓݤᑈԭϩϐϖ!
ҁ۬ӕཀޣߏۯǴߏۯܭය
.!
ዛᓰۓݤᑈԭϩϐΟ!
໔ϣ!
ਔำዛᓰଆᆉВǴѱीฝ܈ѱ׳ཥीฝќԖೕޣۓǴவځೕۓǶ!
!
ΐǵ٩ҁᒤݤಃΜచೕۓǴҙፎ׳ཥൂϡೕኳϐᑈዛᓰޣǴ٩Πӈೕۓਡ๏Ǵ
ځዛᓰᚐࡋаۓݤᑈԭϩϐΜϖࣁज़Ǻ!
)*B2Ǻ׳ཥൂϡೕኳឦֹीฝຉᄂǴዛᓰۓݤᑈԭϩϐϖǶ!
)Β*B3ǺܭჄۓᔈჴࡼ׳ཥϐӦǴ׳ཥൂϡೕኳၲΟίѳБϦЁаǹܭ܈҂
Ⴤۓᔈჴࡼ׳ཥϐӦǴ׳ཥൂϡϣࡌᑐނᕴቹय़ᑈၲ׳ཥൂϡβӦ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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ᑈΟϩϐЪ׳ཥൂϡೕኳၲΟίѳБϦЁаޣǴ٩ΠӈϦԄीᆉዛᓰ
ᑈǴֹ֖ځीฝຉᄂޣǴளӆቚуۓݤᑈԭϩϐϖǺ!
!!!!!!!!!!!!!!!!!!!!!!!!!!!)˾2ȉ4111ʤ*!
!!!!!!!!!˽3ɨ6ʘɠȘ3ʘØ!ˇˇˇˇˇˇˇș!
!!!!!!!!!!!!!!!!!!!!!!!!!!!!!611ʤ!!!!!
B3Ǻ׳ཥൂϡೕኳၲΟίѳБϦЁаϐዛᓰᑈ!
C2Ǻ׳ཥൂϡβӦय़ᑈ!
)Ο*B4Ǻܭ҂Ⴤۓᔈჴࡼ׳ཥϐӦǴ׳ཥൂϡϣࡌᑐނᕴቹय़ᑈ҂ၲ׳ཥ
ൂϡβӦय़ᑈΟϩϐЪ׳ཥൂϡೕኳၲϖίѳБϦЁаޣǴ٩ΠӈϦԄ
ीᆉዛᓰᑈǴֹ֖ځीฝຉᄂޣǴளӆቚуۓݤᑈԭϩϐϖǺ!
!!!!!!!!!!!!!!!!!!!!!!!!!!!)˾2ȉ6111ʤ*! !
!!!!!!!!!˽4ɨ6ʘɠȘ3ʘØ!ˇˇˇˇˇˇˇș!
!!!!!!!!!!!!!!!!!!!!!!!!!!!!!!611ʤ!!!!!!!
B4Ǻܭ҂Ⴤۓᔈჴࡼ׳ཥϐӦǴ׳ཥൂϡϣࡌᑐނᕴቹय़ᑈ҂ၲ׳ཥ
ൂβӦय़ᑈΟϩϐЪ׳ཥൂϡೕኳၲϖίѳБϦЁаϐዛᓰᑈ!
C2Ǻ׳ཥൂϡβӦय़ᑈ!
)Ѥ*ࡹ۬ᐒᜢڗள܌Ԗ٠໒៘ֹԋϐीฝၰၡځ܈дϦӅࡼҔӦϐय़ᑈ
ǴόளीΕ׳ཥൂϡೕኳǶ!
Μǵ٩ҁᒤݤಃΜచೕۓǴҙፎೀэԖдΓβӦϐᙑၴകࡌᑐЊϐᑈዛᓰ
ޣǴᔈ಄ӝΠӈೕۓǴځዛᓰᚐࡋаۓݤᑈԭϩϐΒΜࣁज़Ǻ!
)*ᔈܭҙፎҁ୷ྗಃѤᗺԿಃΐᗺዛᓰࡕϝ҂ၲಃΜΟᗺዛᓰज़ޣǴۈϒҙ
ፎਡीǶ!
)Β*ዛᓰᑈаჴෳၴࡌЊ܌эኴӦ݈य़ᑈीᆉǴЪЊ٠όளຬၸҁѱኴӦ݈
य़ᑈѳ֡Нྗ)ѳ֡Нྗ߯аന߈ԛՉࡹଣЬीೀϦѲϐᆵመӦЊαϷ
Րӻදൔύҁѱѳ֡ЊۚՐኴӦ݈य़ᑈ*Ƕ!
)Ο*ჴࡼޣᔈܭ٣ीฝਡۓǴᔠڀᆶၴࡌЊϐڐਜǴ٩ᛝڐۓϐЊኧዴ
ᇡීዛᓰᑈǶ!
)Ѥ*ᙑၴകࡌᑐЊϐᇡۓǴаύ҇୯ΖΜԃДΜВࡌֹԋࣁޣज़ǴЪ
ᔈᔠߕΠӈҺܴЎҹǺ!
2/ࡌނᖵҁǶ!
3/ЊαᎂΕܴǶ!
4/ิᝤܴǶ!
5/ԾٰНௗН܈ႝΚௗႝܴǶ!
6/Ϧ܈܌চໂ)ᙼǵѱ*Ϧ܌ܴЎҹǶ!
7/ૐྣკǶ!
8/ߐจጓुܴ!
Μǵ٩ҁᒤݤಃΜΒచೕۓҙፎᑈዛᓰޣǴᔈ಄ӝΠӈೕۓǺ!
)*ᔈӕਔ಄ӝΠӈࡕǴۈளҙፎǺ!
2/ѱ׳ཥ٣ӅӕॄᏼҗβӦϷࡌᑐ܌ނԖΓԾՉᛦયǶ!
3/׳ཥࡕຬၸΒϩϐচβӦϷࡌᑐ܌ނԖΓϐϩଛ҂ၲന߈ԛՉࡹ
ଣЬीೀϦѲϐᆵመӦЊαϷՐӻදൔҁѱѳ֡ЊۚՐኴӦ݈
य़ᑈǶ!
4/׳ཥࡕόቚу׳ཥՐӻൂϡԭϩϐΜ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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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٩ΠӈϦԄीᆉዛᓰᑈǺ!
Bɨ)C2ØC3*ɡC4ɡC5!
BǺዛᓰᑈ!
C2Ǻҁѱѳ֡ЊۚՐኴӦ݈य़ᑈ!
C3Ǻ׳ཥࡕՐӻൂϡኧ!
C4Ǻҁ୷ྗಃΒᗺԿಃΜᗺዛᓰᑈ!
C5Ǻۓݤᑈ!
ΜΒǵ٩ҁచٯಃѤΜѤచಃಃѤීೕۓҙፎᑈዛᓰޣǴᔈ಄ӝΠӈೕۓ
Ǻ!
)*ߚӢ୷Ӧచҹज़ڋǴࡌᑐނЬᡏࠠബཥǴڀӦ܄ǵᘳ܄ǵ҂ٰ܄Ǵ܈
௦ཥೌמǵཥπݤǴჹܭѱऍᏢϷࡌᑐೌמගܹుڀଅǴҁѱѱ
ीቩہᙚࣁബཀࡌᑐޣǴዛᓰᑈаۓݤᑈԭϩϐΜࣁज़Ƕ!
)Β*ឦӦǵОؠǵНؠǵ॥ؠǵଯෛᚆηషᏉβࡌᑐނǵᒟԦࢉࡌᑐځ܈ނ
дख़ε٣ᡂᎁڙཞᚯǴҁ۬ղࣁۓӒᓀࡌᑐނԖҥջܨନख़ࡌѸाޣǴ٩
ΠӈϦԄਡीዛᓰᑈǶՠଯෛᚆηషᏉβࡌᑐނς٩ѱीฝݤᆵ࣪ࡼ
Չಒ߾ಃѤΜచගଯᑈ܈ᒟԦࢉࡌᑐނς٩ܫ܄Ԧࢉࡌᑐނ٣ҹٛ
ጄϷೀᒤݤಃΜѤచගଯᑈޣǴόҔҁᗺǶ!
BɨCØ21ʘ!
BǺዛᓰᑈ!
CǺ၀ෂ)ቯ*Ӓᓀࡌᑐ܌ނ০ပ୷Ӧϐۓݤᑈ!
)Ο*ឦӝݤѤቫኴаϐࡌᑐނǴ٩ΠӈϦԄीᆉዛᓰᑈǺ!
BɨCØ21ʘ!
BǺዛᓰᑈ!
CǺӝݤѤቫኴаࡌᑐ܌ނ০ပࡌᑐ୷Ӧϐۓݤᑈ!
)Ѥ*ଛӝεၮس܈Н۞Ǵග܈ٮϐϺᐏ)ޜᐏ*ǵΓπѳᆵǵၠ
ࡼǵඳᢀѳᆵٮϦ٬ҔޣǴ٩ΠӈϦԄीᆉǴ٠аۓݤᑈԭϩϐϖࣁ
ज़Ƕ!
˾2Ø2/3!
˽ɨˇˇˇˇˇˇˇˇˇˇ!
)˿2ɡ˿3ɡ˿4*!
BǺዛᓰᑈ!
CǺӚࡼ܌ሡҔ!
D2ǺΒኴа׳ཥࡕѳ֡ൂሽ!
D3ǺൂՏᑫࡌԋҁ!
D4ǺൂՏᆅᎍҔ!
ΜΟǵ٩ҁ୷ྗಃѤᗺԿಃΜΒᗺೕۓ๏ϒዛᓰࡕϐࡌᑐᑈǴόளຬၸӚ၀ࡌ
ᑐ୷Ӧᗺϖ७ϐۓݤᑈ܈Ӛ၀ࡌᑐ୷Ӧ႟ᗺΟ७ϐۓݤᑈӆуځচ
ࡌᑐᑈǶՠӚભЬᆅᐒᜢ٩ҁచٯಃΖచۓ܌ำࣁۓࡰׇౣ܄ӆ໒
วӦǴჴࡼޣ٩ҁ୷ྗಃϖ)܈Ϥ*ᗺǵಃΎᗺǵಃΐᗺҙፎᕇዛᓰЪ
׳ཥࡕύ੮ϦӅ໒ޜܫ໔ၲ୷Ӧय़ᑈԭϩϐϖΜаޣǴځዛᓰࡕϐ
ࡌᑐᑈǴόளຬၸӚ၀ࡌᑐ୷ӦΒ७ϐۓݤᑈ܈Ӛ၀ࡌᑐ୷Ӧ႟ᗺϖ
७ϐۓݤᑈӆуځচࡌᑐᑈǶ!
׳ཥൂϡ҂ᎃௗΖϦЁаीฝၰၡޣǴዛᓰࡕϐࡌᑐᑈǴόள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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ၸӚ၀ࡌᑐ୷ӦᗺΟ७ϐۓݤᑈ܈Ӛ၀ࡌᑐ୷Ӧ႟ᗺΒ७ϐۓݤᑈ
ӆуځচࡌᑐᑈǴЪόҔౣ܄ӆ໒วӦϐ࣬ᜢೕۓǶՠ׳ཥൂϡ
ᆶΖϦЁаीฝၰၡೱௗϐၡࢤǴёࢤଏᕭ٠ᆶ܌ᎃၰၡቨࡋӝीၲ
ΖϦЁޣǴόӧԜज़Ƕ!
ΜѤǵ٩ҁᒤݤಃΜѤచಃΒೕۓҙፎࡰࣁۓౣ܄ӆ໒วӦޣǴჴࡼޣᔈ
ܭҙፎਔٳӕගр٣ीฝᄬགྷǴځϣᔈૈගٮᙦӭϡϐϦϷϦӅ
୍ܺࡼǴံкӦόىϐϦӅࡼǴׯ๓ѱᕉნࠔ፦ǹ܈Їౢࢲ
Ǵ֎Ї୯ሞၗϷቚу൩ΓαǴࣁѱᝡݙݾΕബཀǴගϲѱᐒૈ
ϷᔮࢲΚǶ!
ౣ܄ӆ໒วӦᔈࡕۓࡰܭΒԃϣᔕڀѱ׳ཥ٣ीฝਡǴၻය
҂ൔਡޣǴౣ܄ӆ໒วӦѨਏǶ!
Μϖǵ٩ҁᒤݤಃΜϖచೕۓਈᜄҁ۬ѱ׳ཥ୷ߎਔǴᔈڗܭளࡌྣӄ
ኧԛਈᜄᛦયǶځीᆉϦԄӵΠǺ!
ਈᜄҁ۬ѱ׳ཥ୷ߎߎᚐɨ)ჴࡼޣ٩ҁ୷ྗಃΜΟచಃՠਜೕۓ
ቚуϐࡌᑐᑈሽॶɡ׳ཥԋҁ*Øb!
୷ྗᑈɩ351&Ǻbɨ1!
351ʘɦ୷ྗᑈɩ411ʘǺbɨ31&!
411ʘɦ୷ྗᑈǺbɨ51&!
׳ཥԋҁ߯ࡰཥчѱѱ׳ཥճᡂඤीฝගӈӅӕॄᏼҞϷߎᚐ
୷ྗ߄ۓ܌ϐϣǶ!
ΜϤǵ׳ཥൂϡϐβӦ٬Ҕϩς٩ѱीฝᔠᡂ׳ቩೕጄำׇǴҗߚѱ
วҔӦᡂࣁ׳ѱวҔӦǴ܈җեமࡋᡂࣁ׳ଯமࡋޣǴځҙፎዛᓰ
Ҟឦѱीฝက୍܄ೕޣۓǴόҔҁ୷ྗ࣬ᜢϐዛᓰ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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ཥчѱѱ׳ཥࡌᑐᑈዛᓰਡᆉ୷ྗ)215 ԃ 23 Д 41 Вғਏ*!
ύ҇୯:1ԃ9Д32Вᆵчᑜࡹ۬):1*ч۬ࠤ׳ӷಃ418872ဦۓुڄวѲӄЎ5ᗺǹ٠ԾวѲВଆࡼՉ!
ύ҇୯:1ԃ:Д21Вᆵчᑜࡹ۬):1*ч۬ࠤ׳ӷಃ446615ဦڄঅ҅วѲӄЎ5ᗺ!
ύ҇୯:4ԃ22Д35Вᆵчᑜࡹ۬ч۬ࠤ׳ӷಃ1:41886222ဦڄঅ҅วѲӄЎ6ᗺǹ٠ԾջВଆวѲჴࡼ!
ύ҇୯:9ԃ4Д21Вᆵчᑜࡹ۬ч۬ࠤ׳ӷಃ1:91247585ဦзঅ҅วѲӜᆀϷӄЎ28ᗺ)চӜᆀǺᆵчᑜѱ׳ཥӦ
ࡌᑐᑈዛᓰਡᆉ୷ྗ*!
ύ҇୯:9ԃ23Д41Вᆵчᑜࡹ۬ч۬ࠤ׳ӷಃ1:921:9977ဦзঅ҅วѲಃ23ᗺǹ٠ԾջВғਏ!
ύ҇୯::ԃ23Д36Вཥчѱࡹ۬ч۬ݤೕӷಃ1::231:4:1ဦϦᝩុҔ!
ύ҇୯211ԃ9Д29Вཥчѱࡹ۬ч۬ݤೕӷಃ2111111912ဦзुۓวѲӄЎ27ᗺǹ٠ԾջВғਏ!
ύ҇୯215ԃ7Д35Вཥчѱࡹ۬ཥч۬ࠤ׳ӷಃ21545465:82ဦзঅ҅วѲǹ٠Ծ215ԃ23Д41Вғਏ!
!

ǵཥчѱࡹ۬ȐаΠᙁᆀҁ۬ȑࣁᒤѱ׳ཥచٯȐаΠᙁᆀҁచٯȑಃѤ
ΜѤచϷѱ׳ཥࡌᑐᑈዛᓰᒤݤȐаΠᙁᆀҁᒤݤȑԖᜢѱ׳ཥࡌᑐ
ᑈዛᓰϐਡᆉǴुۓҁ୷ྗǶ!
ѱ׳ཥीฝुԖዛᓰೕޣۓǴளவځೕۓǶ!
Βǵ٩ҁᒤݤಃѤచೕۓǴҙፎࡹ۬ࡰۓᚐѦගٮϦࡼϐᑈዛᓰޣǴᔈ
಄ӝΠӈೕۓǺ!
Ȑȑ߯ࡰٮᐒᜢȐᄬȑ
ǵޗՐЊޗ܈ՐЊаѦϐόۓϦӅ٬ҔǴа
კਜᓔǵറނᓔǵ᛬ೌύЈǵࢲύЈǵԴΓࢲࡼǵԴΓӼᎦ
ࡼǵϦӅԎػࡼǵᆘՅၮڀௗርޜ໔ǵౢػԋࡼǵεࠠ
࠻ǵᄽǵޗՐӻϷᐒᜢᒤϦ࣬ᜢࡼǴ٠Ьᆅᐒᜢᆶᆅ
ᐒᜢᇡۓǶ!
ȐΒȑಃීϐޗՐӻਢೕኳόளեܭѱीฝݤཥчѱࡼՉಒ߾Ȑ
аΠᙁᆀࡼՉಒ߾ȑϐೕۓǹନޗՐӻѦǴځдϦࡼϐ࠻ϣ
Ьࡌނय़ᑈԿϿၲΟԭѳБϦЁǴ٠ᔈڀഢᐱҥϐрΕጕǴ಄
ӝคምᛖᕉნሡǴౢ٠ᔈќጓࡌဦǴൂᐱฦǶ!
ȐΟȑჴࡼޣᔈٳ൩܌ගٮϐϦࡼीࡼπֹԋǴ٩٬ҔᅿᜪᆶҞ
ޑǴ٬Ҕ܌ሡϐ୷ҁࡼǵഢ܈းঅǴ٠ளڙᜄൂՏӕཀ
ǴஒשځᆉࣁҔǶЪࣁڐշڙᜄൂՏჹϦࡼϐᆅᆢៈǴჴ
ࡼޣᔈຎჴሞሡाගٮѸाϐᆅᆢៈҔǴ٠યΕ٣ीฝਜၩ
ܴǶ!
ȐѤȑჴࡼޣᔈ׳ܭཥ٣ֹԋࡕஒϦࡼౢคᓭฦࣁϦԖǴ٠ܭ
ሦள٬Ҕྣ٠ֹԋНǵႝϷ࣬ᜢࡼǵഢ܈းঅࡕǴҗჴࡼޣ
ӕڙᜄൂՏᒤ౽ҬௗᆅǶ!
ȐϖȑڙᜄൂՏ܈ᆅᐒᜢѸाਔளќՉ٩ݤೀϩճҔǶ!
ȐϤȑኴӦ݈य़ᑈନόीΕᑈѦǴள٩ΠӈϦԄीᆉዛᓰᑈǴ٠аݤ
ۓᑈϐԭϩϐΜϖࣁज़Ǻ!
B3>ȐC3.2ɠC3.3ɠC3.4ȑØ2/3!ʏȐD2ɡD3ɡD4ȑ!
B3ǺਈᜄϦࡼϐዛᓰᑈȐɩۓݤᑈϐԭϩϐΜϖȑ!
C3.2ǺਈᜄϦࡼβӦԋҁ!

!

141

!

C3.3ǺᑫࡌԋҁϷഢࡼးঅҔ!
C3.4Ǻගٮᆅᆢៈ୷ߎ!
D2ǺΒኴа׳ཥࡕѳ֡ൂሽ!
D3ǺൂՏᑫࡌԋҁ!
D4ǺൂՏᆅᎍҔ)аD2Ø22&ਡी*!
Οǵ٩ҁᒤݤಃϖచೕۓǴҙፎڐշ໒៘܈ᆅᆢៈ׳ཥൂϡϣڬځ܈ᜐϦӅ
ࡼǴ܈ਈᜄϒҁ۬ѱ׳ཥ୷ߎϐᑈዛᓰޣǴᔈ಄ӝΠӈೕۓǴځዛ
ᓰᚐࡋаۓݤᑈԭϩϐΜϖࣁज़Ǻ!
Ȑȑڐշ໒៘׳ཥൂϡڬᜐϦӅࡼޣǴᔈӕਔ಄ӝΠӈೕۓǺ!
2/βӦౢدԖޣᔈฦࣁϦԖǶ!
3/໒៘ำࡋᔈ၀ϦӅࡼᆅᐒᜢᇡёǶ!
4/٩ΠӈϦԄीᆉዛᓰᑈǺ!
B4.2>ȐC4.2ɠC4.3ɠC4.4ȑØ2/3!ʏȐD2ɡD3ɡD4ȑ!
B4.2Ǻڐշ໒៘׳ཥൂϡڬᜐϦӅࡼϐዛᓰᑈ!
C4.2Ǻڐշ໒៘ࢦᎃ୷ӦѱीฝϦӅࡼ܌ሡπำ!
C4.3ǺβӦڗளҔȐа٣ीฝൔਡВයϐϦॶीᆉȑ!
C4.4ǺܨᎂӼ!
D2ǺΒኴа׳ཥࡕѳ֡ൂሽ!
D3ǺൂՏᑫࡌԋҁ!
D4ǺൂՏᆅᎍҔ)аD2Ø22&ਡी*!
ȐΒȑග׳ٮཥൂϡڬᜐϦӅࡼᆅᆢៈҔ܈ਈᜄϒҁ۬ѱ׳
ཥ୷ߎޣǴᔈӕਔ಄ӝΠӈೕۓǺ!
2/ගٮᆅᆢៈҔޣǴᔈϦӅࡼᆅᐒᜢᇡۓԖѸा܄ǴځҔ
યΕѱ׳ཥ୷ߎǶ!
3/ҁීߎᚐᔈڗܭளࡌྣӄኧԛᛦયǶ!
4/٩ΠӈϦԄीᆉዛᓰᑈǺ!
!
!
!

B4.3! ɨ!!

C4.5!Ø!2/3!
)D2ɡD3ɡD4*!

÷2/6!

B4.3Ǻග׳ٮཥൂϡڬᜐϦӅࡼᆅᆢៈҔ܈ਈᜄϒҁ۬
ѱ׳ཥ୷ߎϐዛᓰᑈ!
C4.5ǺᆢៈᆅҔ܈ਈᜄѱ׳ཥ୷ߎϐߎᚐ!
D2ǺΒኴа׳ཥࡕѳ֡ൂሽ!
D3ǺൂՏᑫࡌԋҁ!
D4ǺൂՏᆅᎍҔ)аD2Ø22&ਡी*!
Ѥǵ٩ҁᒤݤಃϤచೕۓǴҙፎߥӸᆢៈ׳ཥൂϡጄൎϣڀᐕў܄ǵइ܄ۺ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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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ሽॶϐࡌᑐނϐᑈዛᓰޣǴ٩ΠӈϦԄीᆉዛᓰᑈǴځዛᓰᚐࡋаݤ
ۓᑈԭϩϐΜϖࣁज़Ǻ!
B5ɨ)C5Ø2/3*!ʏȐD2ɡD3ɡD4ȑ!
B5ǺߥӸᆢៈڀᐕў܄ǵइ܄ۺǵ᛬ೌሽॶϐࡌᑐނϐዛᓰᑈȐ
ɩۓݤᑈԭϩϐΜϖȑ!
C5ǺߥӸᆢៈ܌ሡ!
D2ǺΒኴа׳ཥࡕѳ֡ൂሽ!
D3ǺൂՏᑫࡌԋҁ!
D4ǺൂՏᆅᎍҔ)аD2Ø22&ਡी*!
ϖǵ٩ҁᒤݤಃΎచೕۓǴҙፎ׳ཥൂϡϐᡏೕჄीჹܭѱᕉნࠔ፦ǵค
ምᛖᕉნǵѱඳᢀǵѱٛؠǵѱғᄊڀԖ҅य़ଅǴ܈௦ඵችࠠࡌᑐ
ीǴځྗଯܭѱीฝǵٛǵࡌᑐϷ࣬ᜢݤзೕۓϐᑈዛᓰޣǴ٩
Πӈೕۓਡ๏ǴځዛᓰᚐࡋаۓݤᑈԭϩϐΒΜࣁज़Ǻ!
ȐȑीࡌጨǺࡌጨ಄ӝΠӈೕۓǴளϒዛᓰۓݤᑈǺ!
B6.2ɨࡌۓݤጨɡीࡌጨ!
ҁීीࡌጨीᆉǺ!

ዛᓰۓݤᑈᚐࡋ!

ࡌᑐय़ᑈʏȐ୷Ӧय़ᑈɡ׳ཥࡕԖࡅၰय़ᑈȑ!
B6.2ɪ21ʘ!

4ʘ!

B6.2ɪ26ʘ!

6ʘ!

B6.2ɪ31ʘ!

8ʘ!

B6.2ɪ36ʘ!

:ʘ!

!
ȐΒȑቚᐒً܈ԾՉًଶًՏǺ୷ӦՏܭεၮᒡسϐًઠҁᡏϷً
ઠрΕαȐ֖ၮઠǵОًઠϷϦӅၮᒡᙯၮઠȑ
ǵკਜᓔǵറ
ނᓔǵЎϯ᛬ೌύЈǵѱ҇ࢲύЈǵ୯҇ၮύЈڀϦӅଶً
ሡϐۓϦӅࡼڬᜐΟԭϦЁጄൎϣǴගрҬ೯ໆሡϩ
ǴЪᐒًଶًՏܭᅈىЊᐒًՏࡕǴќՉቚѳय़ԄᐒًՏኧ
ၲԭ፶аǴڀԖᐱҥኴȐႝȑఊ໔рΕαǴᔈޗٮѦόۓ
ϦଶًǴ٠ܭ٣ीฝගрᆅᔼၮीฝޣǴள٩ΠӈϦԄीᆉ
ዛᓰᑈǴځዛᓰᚐࡋаۓݤᑈԭϩϐϖࣁज़Ƕ!
B6.3ɨቚᐒًՏϐًՏኧØ!5ѳБϦЁ!
B6.3ǺቚᐒًՏϐዛᓰᑈȐɩۓݤᑈԭϩϐϖȑ!!
ҁීᐒًଶًՏǴ٩ჴሞሡाёඹඤࣁԾՉًଶًՏǴ፶ᐒً
ଶًՏඹඤࣁΒ፶ԾՉًଶًՏǶᐒఓًؓଶًՏޣǴόҔ
ҁዛᓰǶ!
ȐΟȑٮόۓϦ೯Չϐ୷Ӧϣ೯ၰǺҁѱѱ׳ཥቩہ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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ӕཀǴග୷ٮӦϣѤϦЁаቨࡋϐ೯ၰٮόۓϐϦߡճ೯Չ
ޣǴ٩ჴሞ੮य़ᑈਡीዛᓰᑈǴځዛᓰᚐࡋаԭϩϐΟࣁज़
Ƕ!!
ऩ੮೯ၰࣁ׳ཥࡽԋࡅၰǴ߾ᔈԌନԖࡽԋࡅၰϐጄൎۈளी
ΕዛᓰǶ!
ȐѤȑคምᛖޜ໔ೕჄǺ׳ཥࡕࡌᑐނೕჄࣁՐӻ٬ҔǴ٠಄ӝཥࡌՐӻ
ૈ܄ຑϐคምᛖᕉნૈ܄ຑ୷ྗၲΟભϩЪڗள࣬ᜢܴޣǴ
ளϒዛᓰۓݤᑈԭϩϐǴၲ၀ࡰѤભϩЪڗள࣬ᜢܴޣǴ
ளϒዛᓰۓݤᑈԭϩϐΟǶҙፎҁዛᓰޣǴჴࡼޣᔈᆶҁ۬ᛝ
ुڐਜ٠યΕѱ׳ཥ٣ीฝǴߥܭ٬ҔྣਡวࡕΒԃϣ
Ǵڗளҙፎૈ܄ຑ୷ྗаᇡǴЪᔈܭਡ٬Ҕྣᛦયֹ
ԋǴۈளਡว٬ҔྣǶᔈගٮӢҁීዛᓰቚуᑈኴӦ݈य़ᑈ४
аᎍ୧ృճϐߥߎǴӵΠӈϦԄीᆉǺ!
C6.5ɨB6.5Øᎍ୧ృճØ2/3!
C6.5ǺҙፎཥࡌՐӻคምᛖᕉნૈ܄ຑ୷ྗᔈගٮϐߥߎ!
B6.5ǺӢҙፎཥࡌՐӻคምᛖᕉნૈ܄ຑ୷ྗቚуϐᑈኴӦ݈
य़ᑈ!
ᎍ୧ృճǺΒኴа׳ཥࡕѳ֡ൂሽɡൂՏᑫࡌԋҁɡൂՏᎍ୧
ҔɡൂՏᆅҔ!ȐൂՏᎍ୧ҔǺѳ֡ᎍ୧ൂሽØ!7&ǹൂՏᆅ
ҔǺѳ֡ᎍ୧ൂሽØ!6&ȑ!
2/҂٩ज़ڗளҙፎૈ܄ຑ୷ྗаᇡޣǴߥߎόϒଏᗋǶ!
3/ҙፎૈ܄ຑ୷ྗаᇡޣǴჴࡼޣᔈගӈᆅᆢៈѸाҔǴځ
ࡕុϐᆅᆢៈीฝၩܴԿ٣ीฝਜϷϦε༺ೕऊऊϣǶ!
ȐϖȑඵችࡌᑐीǺҙፎඵችࡌᑐीڗளඵችࡌᑐകϐংᒧਜޣ
Ǵځ಄ӝભࣁሌભޣǴளϒዛᓰۓݤᑈԭϩϐǴ಄ӝભࣁ
ߎભаޣǴளϒዛᓰۓݤᑈԭϩϐΟǶჴࡼޣᔈᆶҁ۬ᛝु
ڐਜ٠યΕѱ׳ཥ٣ीฝǴߥܭ٬ҔྣਡวࡕΒԃϣǴ
ڗளҙፎૈ܄ຑ୷ྗаᇡǴЪᔈܭਡ٬Ҕྣᛦયֹԋ
Ǵۈளਡว٬ҔྣǶᔈගٮӢҁීዛᓰቚуᑈኴӦ݈य़ᑈ४а
ᎍ୧ృճϐߥߎǴӵΠӈϦԄीᆉǺ!
C6.6!ɨB6.6!Øᎍ୧ృճØ!2/3!
C6.6Ǻҙፎඵችࡌᑐകዛᓰᔈගٮϐߥߎ!
B6.6ǺӢҙፎඵችࡌᑐകዛᓰቚуϐᑈኴӦ݈य़ᑈ!
ᎍ୧ృճǺᆶҁᗺಃ)Ѥ*ී࣬ӕ!
2/҂٩ज़ڗளඵችࡌᑐകޣǴߥߎόϒଏᗋǶ!
3/ҙፎඵችࡌᑐകޣǴჴࡼޣᔈගӈᆅᆢៈѸाҔǴុࡕځϐ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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ᆢៈीฝၩܴԿ٣ीฝਜϷϦε༺ೕऊऊϣǶ!
Ϥǵ٩ҁᒤݤಃΎచՠਜೕۓǴଛӝѱวਸሡाԶ੮εय़ᑈ໒ޜܫ໔ǵ
ΓՉၰϷ᚛ኴϐᑈዛᓰޣǴᔈ಄ӝΠӈೕۓǴځዛᓰᚐࡋаۓݤᑈԭ
ϩϐΒΜࣁज़Ǻ!
Ȑȑ୷ӦଛԾࡌᑐጕȐ֖ीฝၰၡǵԖࡅၰϷ҉Φޜ܄Ӧȑଆଏᕭ
Ȑό֖݈ࠠǵߘȑృቨѤϦЁࡌᑐǴ٠ܭଏᕭޜ໔ϣଛӝڬᜐ
ၰၡسǴΓՉၰǵԾՉًၰǵຉفቶǵຉၰৎڀǵคም
ᛖޜ໔ǵᆘϯਭ܈ቚуѸाϐၡቨޣǴ٩Πӈೕۓਡᆉዛᓰᑈ
Ǻ!
2/ឦीฝၰၡ܌ൎϐֹຉᄂǵ܈җԖࡅၰ܌ൎϐຉᄂЪ୷ځӦय़
ᑈၲΟίѳБϦЁаǴѤ֡ڬଏᕭޣǴаჴሞଏᕭय़ᑈ४аᗺΖ
७ਡीዛᓰᑈǶ!
3/य़ᖏΟచаၰၡϐ୷ӦǴᖏၰၡୁ֡ଏᕭޣǴаჴሞଏᕭय़ᑈ४а
ᗺϖ७ਡीዛᓰᑈǶ!
4/य़ᖏΒచаၰၡϐ୷ӦǴᖏၰၡୁ֡ଏᕭޣǴаჴሞଏᕭय़ᑈ४а
ᗺΒ७ਡीዛᓰᑈǶ!
5/य़ᖏచ܈ᖏΒచаՠ҂ӄଏᕭޣǴаჴሞଏᕭय़ᑈਡीዛᓰ
ᑈǶ!
6/ଏᕭృቨຬၸѤϦЁϩǴளܭϤϦЁుࡋϣǴаჴሞଏᕭय़ᑈਡी
ዛᓰᑈǶ!!
7/٩ཥчѱѱ׳ཥൂϡჄྗ୷ۓಃϖᗺಃ୷ӦଏᕭϩόளीΕ
ҁීჴሞଏᕭय़ᑈǶ!
ȐΒȑຉفቶೕჄᔈܭၰၡᙯفೀǴ٠ଛӝڬᜐคᛞΓՉၰ᚛܈
ኴᡏೕჄǴځനλय़ᑈόளλܭΟΜϤѳБϦЁǴനอᜐߏ
ࡋόளλܭϤϦЁǶ!
ቶୁٿᆶ᚛ኴೱௗǴளܭБуഗᇂǴЪృଯόளեܭϤϦЁ
Ǵ٠аځഗᇂቹय़ᑈ४а႟ᗺΖ७ਡीዛᓰᑈǶҁීय़ᑈᆶ
ීଏᕭय़ᑈϷჴࡼѱीฝӦࡌᑐ୷Ӧᆕӝीόளख़ፄीӈ)
ຉفቶय़ᑈीᆉ၁ߕკ܌Ң*Ƕ!
Ύǵ٩ҁᒤݤಃΖచೕۓǴҙፎᆘࡌᑐीڗள࣬ᜢകϐংᒧਜϷ೯ၸᆘࡌ
ᑐϩભຑߎભаޣǴ๏ϒۓݤᑈԭϩϐΟϐዛᓰǴڗளᢕҡભа
ޣǴ๏ϒۓݤᑈԭϩϐϤϐዛᓰᔈ಄ӝΠӈೕጄǶჴࡼޣ٠ᔈᆶҁ۬ᛝु
ڐਜયΕѱ׳ཥ٣ीฝǴߥܭ٬ҔྣਡวࡕΒԃϣǴڗளҙፎ܄
ૈຑ୷ྗаᇡǴЪᔈܭਡ٬ҔྣᛦયֹԋǴۈளਡว٬Ҕྣ
ǶᔈගٮӢҁීዛᓰቚуᑈኴӦ݈य़ᑈ४аᎍ୧ృճϐߥߎǴӵΠӈϦ
Ԅीᆉ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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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8ɨB8!Øᎍ୧ృճØ!2/3!
C8Ǻҙፎᆘࡌᑐകዛᓰᔈගٮϐߥߎ!
B8ǺӢᆘࡌᑐകዛᓰቚуϐᑈኴӦ݈य़ᑈ!
ᎍ୧ృճǺᆶಃϖᗺಃ)Ѥ*ී࣬ӕ!
ߥߎଏᗋБԄ٩ΠӈೕۓǺ!
Ȑȑ٩ज़ڗள၀ભᆘࡌᑐകޣǴߥߎค৲ଏᗋǶ!
ȐΒȑ҂٩ज़ڗளߎભаᆘࡌᑐകޣǴߥߎόϒଏᗋǶ!
ȐΟȑ٩ज़ڗளҙፎകભՠ҂ၲচҙፎભޣǴߥߎܭԌନচҙፎ
ભᆶჴሞڗளകભϐዛᓰᑈৡᚐඤᆉߥߎᚐࡋࡕค৲ଏ
ᗋǶ!
ȐѤȑҙፎᆘࡌᑐകޣǴჴࡼޣᔈගӈᆅᆢៈѸाҔǴុࡕځϐᆅ
ᆢៈीฝၩܴԿ٣ीฝਜϷϦε༺ೕऊऊϣǶ!
Ζǵ٩ҁᒤݤಃΐచೕۓǴҙፎ׳ཥӦਔำϐᑈዛᓰޣǴ٩Πӈೕۓਡ๏Ǻ!
ܭѱ׳ཥӦϦВଆ!

ҙፎ٣ीฝൔਡޣϐዛᓰۓݤᑈᚐࡋ!

ԃϣ!

21ʘ
ʘ!

Βԃϣ!

:ʘ!

Οԃϣ!

9ʘ!

Ѥԃϣ!

6ʘ!

ϖԃϣ!

6ʘ!

Ϥԃϣ!

6ʘ!

ҁ۬ӕཀޣߏۯǴߏۯܭය໔
ϣ!

6ʘ!

ਔำዛᓰଆᆉВǴѱीฝ܈ѱ׳ཥीฝќԖೕޣۓǴவځೕۓǶ!
ΐǵ٩ҁᒤݤಃΜచೕۓǴҙፎ׳ཥൂϡೕኳዛᓰޣǴ٩Πӈೕۓਡ๏Ǵځዛᓰ
ᚐࡋаۓݤᑈԭϩϐΜϖࣁज़Ǻ!
Ȑȑ׳ཥൂϡೕኳឦֹीฝຉᄂǴዛᓰۓݤᑈԭϩϐϖǶ!
ȐΒȑܭჄۓᔈჴࡼ׳ཥϐӦǴ׳ཥൂϡೕኳၲΟίѳБϦЁаǹ܈
ܭ҂Ⴤۓᔈჴࡼ׳ཥϐӦǴ׳ཥൂϡϣࡌᑐނᕴቹय़ᑈၲ׳
ཥൂϡβӦय़ᑈΟϩϐЪ׳ཥൂϡೕኳၲΟίѳБϦЁаޣǴ
٩ΠӈϦԄीᆉዛᓰᑈǴֹ֖ځीฝຉᄂޣǴளӆቚуۓݤ
ᑈԭϩϐϖǺ!
B:.4ɨ6&ɠ\3ʘØȐ׳ཥൂϡβӦय़ᑈȉ6111ʤȑʏ611ʤ^!
B:.4Ǻܭ҂Ⴤۓᔈჴࡼ׳ཥϐӦǴ׳ཥൂϡϣࡌᑐނᕴቹय़
ᑈ҂ၲ׳ཥൂϡβӦय़ᑈΟϩϐЪ׳ཥൂϡೕኳၲϖίѳБϦЁ
аϐዛᓰᑈ!
ࡹ۬ᐒᜢڗள܌Ԗ٠໒៘ֹԋϐीฝၰၡǵځдϦӅࡼҔӦ܈ឦ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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ۓξڵӦޣǴόளीΕ׳ཥൂϡೕኳǶ!
Μǵ٩ҁᒤݤಃΜచೕۓǴҙፎೀэԖдΓβӦϐᙑၴകࡌᑐЊϐᑈዛᓰ
ޣǴᔈ಄ӝΠӈೕۓǴځዛᓰᚐࡋаۓݤᑈԭϩϐΒΜࣁज़Ǻ!
Ȑȑᔈܭҙፎҁ୷ྗಃѤᗺԿಃΐᗺዛᓰࡕϝ҂ၲಃΜΟᗺዛᓰज़ޣ
ǴۈϒҙፎਡीǶ!
ȐΒȑዛᓰᑈаჴෳၴࡌЊ܌эኴӦ݈य़ᑈीᆉǴЪЊ٠όளຬၸҁ
ѱኴӦ݈य़ᑈѳ֡НྗȐѳ֡Нྗ߯аന߈ԛՉࡹଣЬीೀϦѲ
ϐᆵመӦЊαϷՐӻදൔύҁѱѳ֡ЊۚՐኴӦ݈य़ᑈȑǶ!
ȐΟȑჴࡼޣᔈܭ٣ीฝਡۓǴᔠڀᆶၴࡌЊϐڐਜǴ٩ᛝڐۓ
ϐЊኧዴᇡීዛᓰᑈǶ!
ȐѤȑᙑၴകࡌᑐЊϐᇡۓǴаύ҇୯ΖΜԃДΜВࡌֹԋޣ
ࣁज़ǴЪᔈᔠߕΠӈҺܴЎҹǺ!
2/ࡌނᖵҁǶ!
3/ЊαᎂΕܴǶ!
4/ิᝤܴǶ!
5/ԾٰНௗН܈ႝΚௗႝܴǶ!
6/Ϧ܈܌চໂȐᙼǵѱȑϦ܌ܴЎҹǶ!
7/ૐྣკǶ!
8/ߐจጓुܴǶ!
Μǵ٩ҁᒤݤಃΜΒచೕۓҙፎᑈዛᓰޣǴᔈ಄ӝΠӈೕۓǺ!
Ȑȑᔈӕਔ಄ӝΠӈࡕǴۈளҙፎǺ!
2/ѱ׳ཥ٣ӅӕॄᏼҗβӦϷࡌᑐ܌ނԖΓԾՉᛦયǶ!
3/׳ཥࡕຬၸΒϩϐচβӦϷࡌᑐ܌ނԖΓϐϩଛ҂ၲന߈
ԛՉࡹଣЬीೀϦѲϐᆵመӦЊαϷՐӻදൔҁѱѳ֡Њ
ۚՐኴӦ݈य़ᑈǶ!
4/׳ཥࡕόቚу׳ཥՐӻൂϡԭϩϐΜǶ!
ȐΒȑ٩ΠӈϦԄीᆉዛᓰᑈǺ!
B22ɨȐG22!Ø׳ཥࡕՐӻൂϡኧȑɡB22.2ɡۓݤᑈ!
B22Ǻዛᓰᑈ!
G22Ǻҁѱѳ֡ЊۚՐኴӦ݈य़ᑈ!
B22.2Ǻҁ୷ྗಃΒᗺԿಃΜᗺዛᓰᑈ!
ΜΒǵ٩ҁచٯಃѤΜѤచಃಃѤීೕۓҙፎᑈዛᓰޣǴᔈ಄ӝΠӈೕۓ
Ǻ!
Ȑȑ׳ཥൂϡϣচԖӝࡌݤᑐނǴឦ॥ؠǵОؠǵНؠǵ܈ؠβҡࢬ
ؠϺฅځ܈্ؠдख़ε٣ᡂᎁڙཞ্Ǵҁ۬ղࣁۓӒᓀࡌᑐނ
ЪԖܨନϐѸाޣǴள٩ΠӈϦԄਡीዛᓰᑈǴՠҙፎҁዛᓰ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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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όளҔࡼՉಒ߾ಃϖΜΒచೕۓǺ!
B23.2ɨGB2!Ø!21ʘ!
B23.2ǺղࣁۓӒᓀࡌᑐނЪԖܨନѸाޣϐዛᓰᑈ!
GB2ǺղࣁۓӒᓀࡌᑐ܌ނ০ပ୷Ӧϐۓݤᑈǹோӕࡌےᑐ୷Ӧ
ϣǴ҂ղࣁۓӒᓀࡌᑐޣނǴځ০ပ୷ӦᔈϒԌନीᆉǶ!
ȐΒȑӝݤѤቫኴаЪࡂសၲΟΜԃϐࡌᑐނǴ٩ΠӈϦԄीᆉዛᓰ
ᑈǴՠς٩ҁచٯಃѤΜѤచಃಃීҙፎচࡌᑐᑈϐዛᓰ
ޣǴόҔҁීϐೕۓǺ!
B23.4ɨȐӚࡼ܌ሡҔØ2/3ȑʏȐD2ɡD!3ɡD!4ȑ!
B23.4ǺගٮϺᐏȐޜᐏȑǵΓπѳᆵǵၠගࡼǵඳᢀѳᆵٮϦ
٬Ҕዛᓰᑈ!
D2ǺΒኴа׳ཥࡕѳ֡ൂሽ!
D3ǺൂՏᑫࡌԋҁ!
D4ǺൂՏᆅᎍҔ)аD2Ø22&ਡी*!
ȐѤȑ׳ཥൂϡϣϐدԖβӦϷدԖӝࡌݤᑐ܌ނԖΓϐӕཀКܭٯϦ
໒ំයᅈਔၲԭϩϐΐΜϖޣǴள٩ځౢભձ๏ϒዛᓰǴدځ
ԖβӦϷدԖӝࡌݤᑐ܌ނԖΓኧեܭΟΜΓޣǴόҔҁዛ
ᓰǺ!
ౢભձीᆉБԄǺ٣ीฝҙፎൔਡВϐȐߐ
จЊኧ,βӦ܌ԖΓኧ,ࡌဦ܌ԖΓኧȑø4!

ዛᓰۓݤᑈᚐࡋ!
ӕཀКٯၲԭ ӕཀКٯၲ
ϩϐΐΜϖ!

ԭϩϐԭ!

ϖΜаЪ҂ၲԭ!

3&!!

5 ʘ!

ၲԭаޣЪ҂ၲԭϖΜ!ޣ

5&!!

7 ʘ!

ၲԭϖΜа!ޣ

7&!!

9 ʘ!

ҁීጄൎϣϐߐจЊኧǵβӦϷࡌ܌ނԖΓኧܭ٣ीฝൔਡВ
Οԃϣ౦ϩǴᔈа౦ᖵҁฦၩϣीᆉϐǶऩҁී౦
҂ቚу܌ԖΓኧ܈ᝩޣ܍ǴளϒीᆉǶ!
ӕཀКٯӵԖΠӈ౦ޣǴᔈவӚҞीᆉϐǺ!
2/ѱ׳ཥ٣ीฝܭϦ໒ំයᅈਔǴβӦ܈ӝࡌݤᑐ܌ނԖ
ΓᄖᎍӕཀਜǴҁዛᓰᔈ٩ᄖᎍࡕϐӕཀКٯख़ཥीᆉǶ!
3/ѱ׳ཥ٣ीฝܭਡۓǴځӕཀКٯӵӝගଯǴځዛᓰ
ᑈᚐࡋள٩ॊКٯቚуीᆉǶ!
4/ܭѱ׳ཥ٣ीฝϦ໒ំයᅈਔϐӕཀКٯςၲ߄ዛᓰ
ྗǴҁѱѱ׳ཥቩہቩᔈፓ׳ཥൂϡጄൎޣǴϝᆢ
চҙፎϐዛᓰᚐࡋǶ!
Ȑϖȑ׳ཥൂϡՏឦҁֽ۬ٛӈᆅϐλࡅၰОؠཟ௱όܰӦǴ٠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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շၰၡ໒៘܈ଛӝଏᕭीޣǴள٩ΠӈೕۓਡᆉዛᓰᑈǺ!
2/ڐշ໒៘୷Ӧϣ܈ᎃௗϐीฝၰၡǴԖշܭඹж၀λࡅၰϐ೯
ՉфૈޣǺ!
)2*ीฝၰၡࡪीฝቨࡋ໒៘ǴЪځ໒៘ߏࡋၲΜϦЁаޣǴள٩
ಃΟᗺಃීਡᆉϐዛᓰᑈᚐࡋǴӆ४аᗺΒ७ϒаਡीǶ!
)3*ीฝၰၡࡪीฝቨࡋ໒៘ǴЪځ໒៘ӄࢤࡋߏ܈ၲΟΜϦЁа
ޣǴள٩ಃΟᗺಃීਡᆉϐዛᓰᑈᚐࡋǴӆ४аᗺΟ७ϒа
ਡीǶ!
3/ᎃௗ၀λࡅၰ٠٩ಃϤᗺಃීଛӝଏᕭޣǴள٩၀ීਡीϐ
ዛᓰᑈǴӆуीჴሞଏᕭय़ᑈ४а႟ᗺΒ७ǴЪόڙ၀ᗺዛᓰᚐ
ࡋज़ϐज़ڋǶ!
ΜΟǵ٩ҁ୷ྗಃѤᗺԿಃΜΒᗺೕۓ๏ϒዛᓰࡕϐࡌᑐᑈǴόளຬၸӚ၀ࡌ
ᑐ୷Ӧᗺϖ७ϐۓݤᑈ܈Ӛ၀ࡌᑐ୷Ӧ႟ᗺΟ७ϐۓݤᑈӆуځ
চࡌᑐᑈǶ!
ҁᒤݤύ҇୯ԭ႟ѤԃΎДВঅ҅ࡼՉǴࡰࣁۓౣ܄ӆ໒
วӦǴჴࡼޣ٩ҁ୷ྗಃϖᗺԿಃΎᗺǵಃΐᗺҙፎᕇዛᓰЪ׳ཥࡕ
ύ੮ϦӅ໒ޜܫ໔ၲ୷Ӧय़ᑈԭϩϐϖΜаޣǴځዛᓰࡕϐࡌᑐ
ᑈǴόளຬၸӚ၀ࡌᑐ୷ӦΒ७ϐۓݤᑈ܈Ӛ၀ࡌᑐ୷Ӧ႟ᗺϖ७ϐݤ
ۓᑈӆуځচࡌᑐᑈǶ!
׳ཥൂϡڀΠӈϐޣǴዛᓰࡕϐࡌᑐᑈǴόளຬၸӚ၀ࡌᑐ
୷ӦᗺΟ७ϐۓݤᑈ܈Ӛ၀ࡌᑐ୷Ӧ႟ᗺΒ७ϐۓݤᑈӆуځচ
ࡌᑐᑈǴЪόҔౣ܄ӆ໒วӦϐ࣬ᜢೕۓǶ!
Ȑȑ҂ᎃௗΖϦЁаीฝၰၡǶՠ׳ཥൂϡᆶΖϦЁаीฝၰၡೱ
ௗϐၡࢤǴёࢤଏᕭ٠ᆶ܌ᎃၰၡቨࡋӝीၲΖϦЁޣǴόӧԜ
ज़Ƕ!
ȐΒȑՏۓݤܭξڵӦǶ!
ȐΟȑ׳ཥࡕЊᕴሽၲϤίа࠻ځ܈ϣЬࡌނय़ᑈᕴीԭΖΜϖ
ѳБϦЁаϐՐӻൂϡЊኧǴၲᕴՐӻЊኧԭϩϐϖΜаޣǶ!
ΜѤǵ٩ҁ୷ྗਡᆉϐӚዛᓰᑈᕴکǴၻۓݤᑈϐԭϩϐΟΜаޣǴځ
ຬрϩǴᔈଛӝҙፎҁ୷ྗಃΒᗺࡹ۬ࡰۓᚐѦගٮϦࡼϐᑈ
ዛᓰǴځϦࡼҞаԴΓࢲࡼǵԴΓӼᎦࡼǵϦӅԎػ
ࡼޗ܈Րӻࣁচ߾Ǵՠ׳ཥൂϡߕ߈ӦӵคॊѤࡼϐሡǴ܈
ҁ۬ᇡۓԖ׳ଯሡޣǴள၀ѤаѦϐҞǶ!
ڀԖΠӈϐޣǴόڙԭϩϐΟΜϐज़ڋǺ!
Ȑȑۓݤᑈ҂ၲԭϩϐΟԭޣǶ!
ȐΒȑჴࡼࣁޣԾಔѱ׳ཥޣ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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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ҙፎዛᓰᚐࡋၲډज़ޣǴளӆ٩ҁ୷ྗځдዛᓰҞೕۓҙፎǴ
ځዛᓰᑈᕴکϝᔈ಄ӝಃΜΟᗺೕۓǶ!
Μϖǵ٩ҁᒤݤಃΜϖచೕۓਈᜄҁ۬ѱ׳ཥ୷ߎਔǴᔈڗܭளࡌྣӄ
ኧԛਈᜄᛦયǶځीᆉϦԄӵΠǺ!
ਈᜄҁ۬ѱ׳ཥ୷ߎߎᚐɨȐჴࡼޣ٩ҁ୷ྗಃΜΟచಃՠ
ਜೕۓቚуϐࡌᑐᑈሽॶɡ׳ཥԋҁȑØb!
୷ྗᑈɩ351ʘǺbɨ1!
351ʘɦ୷ྗᑈɩ411ʘǺbɨ31ʘ!
411ʘɦ୷ྗᑈǺbɨ51ʘ!
׳ཥԋҁ߯ࡰཥчѱѱ׳ཥճᡂඤीฝගӈӅӕॄᏼҞ
Ϸߎᚐ୷ྗ߄ۓ܌ϐϣǶ!
ΜϤǵ׳ཥൂϡϐβӦ٬Ҕϩς٩ѱीฝᔠᡂ׳ቩೕጄำׇǴҗߚѱ
วҔӦᡂࣁ׳ѱวҔӦǴ܈җեமࡋᡂࣁ׳ଯமࡋޣǴځҙፎዛᓰ
Ҟឦѱीฝက୍܄ೕޣۓǴόҔҁ୷ྗ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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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Μǵཥчѱѱ׳ཥቩচ߾!
ύ҇୯:7ԃ2Д2Вᆵчᑜࡹ۬ुۓӄЎ5ᗺ!
ύ҇୯::ԃ23Д36Вཥчѱࡹ۬ч۬ݤೕӷಃ1::231:4:1ဦϦᝩុҔ!
ύ҇୯211ԃ4Д21Вཥчѱࡹ۬ч۬ࠤ׳ӷಃ2111314242ဦзঅ҅วѲ!
ύ҇୯213ԃ4Д25Вཥчѱࡹ۬ч۬ࠤ׳ӷಃ2131112394ဦзঅ҅วѲ!
!

ǵཥчѱࡹ۬ࣁ଼ӄϷуೲѱ׳ཥቩբǴ٠٩ѱ׳ཥచٯϐϷ
Չཥчѱѱ׳ཥࡌᑐᑈዛᓰਡᆉ୷ྗ)аΠᙁᆀҁ୷ྗ*Ǵुۓҁচ߾
Ƕ!
Βǵҁচ߾܌ӈ٣Ǵѱीฝǵ׳ཥीฝځ܈дݤзќԖೕޣۓǴவځೕۓǶ!
Οǵѱ׳ཥ٣ीฝϐቩচ߾ӵߕ߄ϐೕۓǶ!
Ѥǵѱ׳ཥճᡂඤीฝϐቩচ߾ӵߕ߄ΒϐೕۓǶ!
!
ߕ߄!
!!!!!!Ҟ!

ቩ!!!!!!!!চ!!!!߾!

ǵҙፎᑈዛᓰ )*Ԗᜢҁ୷ྗᑈዛᓰϦԄύੋϷϐD2ǵD3ϷD4ीᆉБԄӵΠǺ!
ਡᆉ!

2/D2ϐۓǴᔈаԿϿৎሽޣᛝຑࣁ่݀ۓᏵ)௦Ҕύ
҇୯όౢሽৣϦӄ୯ᖄӝಃΒဦϦൔϦѲϐ௶ॊԄ
όౢሽൔਜጄҁۓ܌ϣ*ǹځຑሽ୷ྗВǴज़ܭѱ׳
ཥ٣ीฝൔਡΟঁДϣǶ!
3/D3߯٩ཥчѱѱ׳ཥճᡂඤीฝගӈӅӕॄᏼҞϷߎᚐ
୷ྗ߄ύ܌ᆀϐᔼࡌҔਡᆉБԄࣁྗǶ!
4/D4аൂՏᑫࡌԋҁØ)ϖʘ,Ϥʘ*ਡᆉǶ!
5/ੋϷᑈዛᓰीᆉ܌ሡሽϩǴаຑሽ୷ྗВϐཥԋࡂሽࣁ
চ߾Ƕ!
)Β*ҙፎዛᓰҞගӈϐ࣬ᜢҔǴሡᔠߕ࣬ᜢৣמǵሽৣǵࡌᑐৣᛝ
ᇡϐሽܴЎҹǶ!

ΒǵҙፎϦࡼ ҙፎҁዛᓰǴځኴቫଯࡋᔈ಄ӝཥчѱߚՐӻࡌᑐނኴቫଯࡋϷ֨ቫ܈
ϐᑈዛᓰ!ޣ

ࡷޜीࡼπϷᆅाᗺᆶҁ۬π୍ֽ࣬ᜢೕۓǴ٠ᔈ಄ӝҁ୷ྗಃΒᗺ
ೕۓϷΠӈೕۓǺ!
)*׳ཥࡕගޗٮ٬ҔϐϦࡼǺҙፎҁීዛᓰޣǴځጕೕჄᔈᐱ
ҥǴЪᔈڬٮᜐۚ҇٬ҔǴࡕុϐᆅᆢៈीฝᔈၩܴܭວ፤ࠨऊ
ϷϦε༺ೕऊऊ)аΠᙁᆀೕऊऊ*ύǴЪߚЬᆅᐒᜢӕཀ
ޣόளঅׯǴځ໒ٮܫϦ٬ҔᒤݤҗЬᆅᐒᜢќुϐǶ!
)Β*ࡹ۬ࡰۓᚐѦගٮϐϦࡼǺ!
2/ਈᜄϦࡼβӦԋҁ)C2*!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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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ჴሞਈᜄࡌނኴӦ݈य़ᑈØǸΒϖ!
ɨȔ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ˇØࡌᑐ୷Ӧय़ᑈȕ!
׳ཥࡕࡌނᕴኴӦ݈य़ᑈ!
ØβӦൂሽǶ!
!
ځύβӦൂሽа׳ཥࡕβӦનӦሽ)߯ࡰӧ҂ਈᜄϦࡼ
ϐΠǴаҙፎϢࡌᕴኴӦ݈य़ᑈ܌ளϐਏҔǴۓϐβӦ
ሽ*ࣁྗǹځຑሽ୷ྗВǴаѱ׳ཥ٣ीฝൔਡΟঁД
ϣࣁྗǶ!
3/ᑫࡌԋҁϷഢࡼးঅҔ)C3*>)ჴሞਈᜄࡌނኴӦ݈य़ᑈØ
ǸΒϖ*ØD3Ƕ!
4/ᆅᆢៈ୷ߎ)C4*ගٮБԄϷϣନќԖೕۓѦǴҗჴࡼޣᆶҞ
ޑ٣ЬᆅᐒᜢڐϐǶ!
Οǵҙፎڐշ໒៘ ҙፎҁዛᓰǴᔈ಄ӝҁ୷ྗಃΟᗺೕۓϷΠӈೕۓǺ!
 ܈ᆅ  ᆢ ៈ ) ׳*ڐշ໒៘׳ཥൂϡϣڬځ܈ᜐϦӅࡼǺځ໒៘ࡼբБԄϷࡼբҔ
ཥൂϡϣځ܈

ᔈ಄ӝҞޑ٣Ьᆅᐒᜢ࣬ᜢೕۓ٠ቩ೯ၸࣁྗǴ٠җӚҞޑ

ڬᜐϦӅࡼ

٣ЬᆅᐒᜢௗᆅǶ!

 ܈ਈ ᜄ   ϒ )Β*ග׳ٮཥൂϡϣڬځ܈ᜐϦӅࡼᆅᆢៈҔǺ࣬ᜢᇡᎦीฝሡ
ҁ۬ѱ׳ཥ

Ҟޑ٣ЬᆅᐒᜢӕཀǴЪගрڀᡏᆅᆢៈीฝયΕ٣ीฝਜ

୷ߎϐᑈዛ

Ƕ!

ᓰ!ޣ
ѤǵҙፎߥӸᆢៈ ҙፎҁዛᓰǴᔈ಄ӝҁ୷ྗಃѤᗺೕۓϷΠӈೕۓǺ!
 ׳ཥ ൂ ϡ ጄ ൎ )*ीฝਜᔈၩܴ࣬ᜢᆢៈߥڰπݤǵಒࡼπკᇥϷ࣬ᜢǶ!
ϣڀᐕў܄ǵइ )Β*ڀᐕў܄ǵइ܄ۺǵ᛬ೌ܄ሽॶϐࡌᑐނаҁ۬Ўϯֽ܈ύѧЬᆅ
܄ۺǵ᛬ೌ܄ሽ

ᐒᜢᇡࣁޣۓज़Ƕ!

ॶϐࡌᑐ!ޣނ
ϖǵҙፎ׳ཥൂϡ ҙፎҁዛᓰᔈ಄ӝҁ୷ྗಃϖᗺೕۓϷΠӈೕۓǺ!
ϐ  ᡏ ೕ Ⴤ  )*B2ࡰीࡌጨǴځᆘϯय़ᑈᔈୖԵࡌᑐ୷Ӧᆘϯीೌמೕጄҥᡏ
ीჹܭѱᕉ

ᆘϯೕۓǴࡂܭഗǵѠНѳΓπӦዬϒаᆘϯǶ!

ნࠔ፦ǵคምᛖ )Β*B3ࡰҥᡏᆘϯǺ!
ᕉნǵѱඳᢀ

2/аჴሞᙟय़ᑈीᆉǶ!

ǵѱٛؠǵ

3/ᆘᕅǵᆘᔈаᕅय़ᅿஏᆘՅ܈ނᕅय़Ѝࢎځ܈дБ

ѱғᄊ҅ڀय़

Ԅ٬ނᚹݽǴځᆘϯय़ᑈаჴሞᙟय़ᑈीᆉǶ!

ଅǴ܈௦ඵች

4/ዛᓰҞੋϷҥᡏᆘϯ܌ሡǴᔈаჴሞᆘϯҔਡीǴᔈ٩

ࠠࡌᑐीǴځ

ϦӅπำதҔਭЋнϐሽගӈǴᆶံк࣬ᜢीওय़ϷҢཀ

ྗଯܭѱ

კ)ӵߕკ*ǴЪុࡕځᆅᆢៈीฝᔈၩܴܭϦε༺ೕ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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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ฝǵٛǵࡌ
ᑐϷ࣬ᜢݤз
ೕۓϐᑈዛ
ᓰ!ޣ

ऊύǶ!
5/ᔈଛӝගӈᆅᆢៈѸाҔǴЪҗ҂ٰޗᆅہॄೢᆅ
ᆢៈǴ٠ܭϦε༺ೕऊऊගр࣬ᜢᆅᆢៈᐒڋǶ!
6/ҙፎҥᡏᆘϯᑈዛᓰਜკϣਔǴᔈᔠߕႣᆉਜǵᆅᆢៈी
ฝǵीᇥܴǵϣᇥܴ)Ёκǵ፦*ǵѳय़ीკǵওҥ
य़კǵಒεኬკϷൂሽϩ߄ҞǶ!
7/ܭѱ׳ཥ٣ቩਔǴፎჴࡼޣᔈஒҥᡏᆘϯ࣬ᜢਜკၩܴܭ
٣ीฝਜǴ٠ܭ٣ीฝวѲڄύуຏࡌܭᑐྣೕۓǴаճ
ࡌᑐᆅᐒᜢฺុࡕܭπᡍਔਡǶ!
8/Ԗᜢჴࡼܭޣҙፎѱ׳ཥ٣ीฝਔǴܭѱ׳ཥࡌᑐᑈዛ
ᓰύӕਔҙፎҥᡏᆘϯϷᆘࡌᑐᑈዛᓰޣόளԖख़ፄዛᓰǴ٠
ᔈܭ٣ीฝਜύၩܴҥᡏᆘϯᑈዛᓰᆶᆘࡌᑐᑈዛᓰ࣬
ᜢϣคख़ፄीᆉǶ!
)Ο*B4ࡰቚᐒً܈ԾՉًଶًՏǺ!
2/ᔈࣴග಄ӝࣁׯ๓ϦӅଶًǵӢᔈᙯၮሡϐዛᓰाҹϩǶ!
3/٩ཥчѱࡌᑐނቚଶًޜ໔Ⴔᓰाᗺҙፎቚଶًޜ໔ᑈ
ዛᓰᔈߕቚϐᐒًଶًՏǴόளीΕዛᓰǶ!
4/ቚዛᓰᐒًଶًՏаύܭௗ߈Ӧय़ϐӦΠቫࣁচ߾Ǵځ
ᆅᔼၮीฝᔈܭϦε༺ೕऊऊၩܴǴ٠ऊٮۓϦ٬ҔǶ!
5/аόளᐒఓଶًՏࣁচ߾ǴځഭᎩଶًޜ໔٬ளҙፎᐒًଶ
ًՏϐዛᓰǶ!
)Ѥ*B5ࡰڹ໔ྣܴǺᔈܭीฝਜϣаകၩܴڹ໔ྣܴഢϐࠔӜǵೕ
ǵՏϷڹ໔ྣܴਔ໔Ǵ٠ܭϦε༺ೕऊऊගр࣬ᜢᆅ
ᆢៈीฝǴЪჴࡼ܌ޣගٮҁѸाϐᆅᆢៈ୷ߎᔈීҔǶ!
)ϖ*B6ࡰѱٛؠǺ!
2/୷ӦӵٿቯаϐࡌᑐނǴځΒቯࡌᑐނ໔ϐຯᚆϷӕቯ
ϣό࣬ೱϐΒෂࡌᑐނ໔ϐຯᚆᔈၲΖϦЁǶ܌ځᆀϐΒቯ)ෂ*
໔ϐຯᚆ߯Ӛ၀ቯ)ෂ*ࡌᑐނϐനλృቨǴՠό֖݈ࠠǵߘ
Ƕ!
3/ҁዛᓰ܌ᆀ٩ϣࡹȨჄًٛ፶௱ޜࢲؠ໔ࡰᏤচ߾ȩ
Ǵ߯ࡰҁֽ۬ٛቩ೯ၸϐȨჄًٛ፶௱ޜࢲؠ໔ቩ
ȩܴЎҹϷკᇥǴЪӚЊଛ֡ӧٛ௱ؠъ৩ጄൎϣǶ!
4/ࡌᑐނᆶᎃӦნࣚጕຯᚆృቨϐѳ֡ᔠόளஒςҙፎ࣬ᜢ໒
ޜܫ໔ዛᓰीΕǴЪځృቨ)ό֖݈ࠠǵߘ*ᔈᔠԿࢊᕅѦ
ጔǶ!
5/ҁዛᓰځྗᔈଯܭѱीฝǵٛǵࡌᑐϷځд࣬ᜢݤ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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ۓǶ!
)Ϥ*B7ࡰ໒ࡩǺаჴሞ໒ࡩϐीᆉɨ໒ࡩय़ᑈ0)୷Ӧय़ᑈ.Ԗࡅၰ
य़ᑈ)ࡅၰቲЗޣନѦ**ǴЪߕځឦଶًՏаѳय़ଶًՏࣁज़
Ƕ!
)Ύ*B8ࡰග୷ٮӦϣ೯ၰǺᔈܭϦε༺ೕऊऊၩܴ੮ՏϷय़ᑈǴ
Ϸ҉ΦٮόۓϦ೯Չ٬ҔǴЪόளଶؓܫǵᐒًǵൎǵ
୴دΓࠔނىаቹៜ೯Չϐځдምᛖނ࣬ᜢϣǴ٠ܴ
ዴҢจǶ!
Ϥǵଛӝѱว ҙፎҁዛᓰǴᔈ಄ӝҁ୷ྗಃϤᗺೕۓϷΠӈೕۓǺ!
 ਸ ሡ ा Զ ੮ )*ҙፎҁዛᓰ٠ӕਔҙፎB6ѱٛؠዛᓰޣǴB6ዛᓰज़җԭϩϐϖ
εय़ᑈ໒ܫ

ፓफ़ࣁԭϩϐΟǶ!

ޜ໔ǵΓՉၰ )Β*୷ӦଛԾࡌᑐጕଆଏᕭృቨѤϦЁаࡌᑐ!ޣ
Ϸ᚛ኴϐᑈ
ዛᓰ!ޣ

2/ҁଏᕭޜ໔Ǵᔈଛӝၰၡጕࠠ܈аޔጕѳ٠ࣁុۯচ߾ǴЪᆶ
ڬᜐआᑄΓՉၰѳೀϷځុۯᎎय़ԄǴ٠Ңจ
ǴҢ໒ܫय़ᑈǵՏϷคచҹٮϦ೯Չ٬ҔϣǴ٠ܭϦ
ε༺ೕऊऊၩܴǶ!
3/ჴሞଏᕭय़ᑈϐीᆉளόϒԌନрΕαय़ᑈǴऩΒኴаԖ
ѠޣǴޔࠟځቹय़ᑈόளပܭଏᕭጄൎϣǴځଏᕭృቨᔈᔠ
ԿѠѦጔǶ!
4/٩ࡌᆅݤзೕۓᔈϐፂޜ໔ᔈܭਡᆉଏᕭዛᓰय़ᑈਔϒ
аԌନǴЪόளܭృቨѤϦЁаϣϐጄൎǶ!
5/ѱीฝǵٛǵࡌᑐϷځд࣬ᜢݤзςೕ࣬ۓᜢଏᕭቨࡋޣǴ
ҁჴሞଏᕭቨࡋᔈεܭ၀ଏᕭቨࡋၲృቨϦЁаǴۈϒ
ᇡӈҁዛᓰǶՠ٩ѱीฝβӦ٬ҔϩᆅڋೕाᗺೕۓǴՐ
ӻय़ᖏीฝၰၡቨࡋΜϦЁаǵΎϦЁаᔈ੮Ο
ǸϖΒϦЁϐคᛞΓՉၰޣόӧԜज़Ƕ!
6/ܭҁଏᕭጄൎϣ࣬ᜢຉၰৎڀਔǴᔈԵໆΓՉޜ໔ϐᄣ
Ǵόளឯᜪ՟ᄬނǴЪਭ٠ᔈаόсрӦय़ߔᛖ೯
Չࣁচ߾Ƕ!
7/ᖏၡᇡ߯ۓа୷Ӧᆶၰၡϐᖏຉय़Ǵय़όளλܭΜϦЁࣁচ߾
Ƕ!

Ύǵҙፎᆘࡌᑐ ҙፎҁዛᓰǴᔈ಄ӝҁ୷ྗಃΎᗺೕۓϷΠӈೕۓǶ!
ीᑈዛᓰ!

)*ჴࡼޣᔈ٩ᆘࡌᑐှᇥᆶຑЋнुۓϐϩભຑБ܌ݤຑۓϐᆘ
ࡌᑐകભ)ӵᢕҡભǵߎભǵሌભ*ՉೕჄीǴ٠٩ং
ᒧᆘࡌᑐਜቩൔਜᇙբᆘࡌᑐຑၗᕴ߄ǵ୷ҁკᇥ)֖
य़ᑈीᆉ߄ǵଛკǵӚቫѳय़კǵӚҥय़კǵӚওय़კ*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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Ӛࡰຑ߄)٩ሡाᔠߕკय़Ϸᇥܴ*Ǵᔠߕܭѱ׳ཥ٣ी
ฝϣǶ!
)Β*௦ߕచҹਡۓ೯ၸϐำׇᒤ)ჴࡼޣᔈܭҙൔ໒πڗளᕇ
ᑈዛᓰϐᆘࡌᑐংᒧਜǴ٠ࡌܭྣуຏӈᆅ*Ƕ!
)Ο*ᆘࡌᑐዛᓰϐϩભຑीϩ߄ीᆉᔈԌନҙፎҥᡏᆘϯዛᓰय़ᑈ၁
ჴਡᆉ٠ၩܴܭीฝਜǶ!
)Ѥ*҂٩ज़ڗள၀ભংᒧᆘࡌᑐਜޣǴᔈൻۓݤำׇᒤ٣ीฝᡂ
׳Ƕ!
)ϖ*ҙፎҁਢϐᆘࡌᑐዛᓰǴᔈଛӝගӈᆅᆢៈѸाҔǴុࡕځϐᆅ
ᆢៈीฝᔈၩܴܭϦε༺ೕऊऊϷ٣ीฝਜϣǴ҂ٰ٠ᔈ
યΕᎍ୧ࠨऊǶ!
ΖǵҙፎೀэԖ ҙፎҁዛᓰǴᔈ಄ӝҁ୷ྗಃΜᗺೕۓǴځύၴࡌЊЊኧаߐจࣁྗǴ
д Γ β Ӧ ϐ ᙑ ӕۚՐൂϡϣऩԖϩЊޣϝаЊਡीǴЪᔈᔠߕӚၴࡌЊߐจጓۓ
ၴ ക ࡌ ᑐ Њ ϐ ܴǵྣТǵӼЊჴෳय़ᑈϷКٯЁ0ΒɄɄ၁ಒჴෳკǴࡌᑐৣ
ᑈዛᓰ!ޣ
ΐǵଶًՏ!

Ϸ࣬ᜢৣמᛝϣǶ!
)*ᐒًଶًՏǺ!
2/ᐒًଶًՏЊᔈߕᐒًՏǴᐒًଶًՏளќՉԵໆ
Ƕ!
3/ჴࡼޣගр୷ӦڬൎϦӅҬ೯ࡼڀᡏϩᆶᔠǴࣴ܈ගௗ
ርၮᒡीฝǴݩਸ٠ѱ׳ཥቩہ)аΠᙁᆀҁ*
ӕཀޣǴளܭኧໆԭϩϐϖΜϐጄൎϣׯаԾՉًՏඹжǶ!
4/ᐒًଶًՏаܭӦΠቫࣁচ߾ǴՠӢӦΠቫς໒ࡩΟቫЪ
ςଛѸाϐഢǵًؓۓݤՏǵᙯޜ໔ǵኴႝఊޜ໔ࡕǴ܌
Ꭹޜ໔ዴჴคݤᅈىᐒًଶًՏኧໆाǴЪӆቚу໒ࡩుࡋ܈
௦ᐒఓԄଶًǴჴࡼޣගрڀᡏຑǴᇥܴዴჴԖӼӄ܄ᅪቾ
܈ᡉόӝᔮਏ٠ҁӕཀޣǴۈளܭӦय़ቫǶ!
5/ᐒًଶًՏܭӦय़ቫࡌᑐނϣޣǴᔈ಄ӝΠӈೕۓǺ!
)2*ࣁᗉխᐒًଶًޜ໔౽բдҔϷٛӼӄԵໆǴᐒًଶًޜ
໔όளаᕅय़࠾ഈǶ!
)3*Ϧε༺ೕऊऊᔈၩܴᐒًଶًޜ໔όளऊۓҔǴ٠ຏ
όளᏰԾᡂځࣁ׳дҔ٬ҔǶ!
)Β*ًؓଶًՏǺ!
2/ຯᚆၮًઠઠᡏϷрΕαΟԭϦЁጄൎϣϐ୷ӦǴόள٩ཥч
ѱࡌᑐނቚଶًޜ໔ႴᓰाᗺҙፎዛᓰቚଶًՏࣁচ߾Ƕ
໒ೕۓঃӢ୷ӦݩਸҁӕཀޣόӧԜज़Ƕ!
3/Ԗᜢҙፎቚଶًޜ໔ዛᓰᔈ٩ҁ۬࣬ᜢೕۓᒤ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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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ځдǺ!
2/ଛӝࡹ۬ࡰۓϦࡼሡϐؓǵᐒًଶًՏϩǴᔈᔠځ
ኧໆϷՏǴаىኦӚڙᜄᐒᜢ҂ٰϐ٬ҔǴ٠ଛܭӦΠ
ቫϷᇥܴځឦ܄ϷౢᘜឦǶ!
3/ؓᐒًрΕαǴᔈуҢϷᆅڋဦᇞǹځᎎय़ᔈаόӕᚑՅϐ
፦ೀǴаճᆶΓՉၰ႖Ƕ!
4/ᐒًؓڵၰܭӦय़ቫଆۈᗺԿΓՉޜ໔ϐፂޜ໔)ѳѠ*੮
ᔈ಄ӝҁ۬࣬ᜢೕۓǶ!
5/ӦΠӚቫϩǴᔈᔠ੮ٛᐒႝǵԦНഢޜ໔҂ٰᆢៈ
܌ሡጕϐ೯ၰǴ٠ᗉխኴఊ໔рΕαቹៜଶًՏଶܫϐрޜ
໔Ƕ!
6/֣ڱᓯӸޜ໔ࣁӅҔϩϷόளࣁԖϩᎍ୧٬ҔǴᔈаΓՉ
٬ҔόऀຫًၰЪௗ߈ࠟޔጕࣁচ߾բǴ٠ᔈԵໆးًڕ
ՏϐЪ၀ًՏόीΕۓݤଶًՏኧໆǶ!
Μǵᐒႝഢޜ໔ )*ᐒႝഢޜ໔य़ᑈϩǴᔈ٩ࡌᑐᆅ࣬ᜢೕۓଛӝᔠǴЪߚԖѸ
ǵѠϷߘ!

ाόளଛޜ࠻ۚܭ໔Ƕ!
)Β*ѠϩǴኴόளҢѠǴځԖҢѠޣǴᔈीΕࡌᑐय़ᑈᔠ
Ƕ!
)Ο*ϦࡼǵϦӅ୍ܺޜ໔ǵٛؠύЈϷύᝩቫޜ໔όளѠǴ
ՠҁቩ೯ၸޣόӧԜज़Ƕ!

Μǵᆘϯਭ!

׳ཥ٣ीฝਜϣ୷Ӧᆘϯਭᔈ٩ҁ۬࣬ᜢቩೕۓᒤǶ!

ΜΒǵᑈ౽ᙯ!

)*ᒤᑈ౽ᙯڗளଌр୷ӦϐҔǴ܌ԖΓளЬځܭճᡂඤ׳
ཥሽॶКٯጄൎϣǴගٮଌр୷ӦٮჴࡼޣᒤǶ!
)Β*ऩჴࡼ܌ޣගӈҔၸଯठ܌ԖΓ౦ޣǴჴࡼޣᔈගрሽځ܈
дҔܴٮҁቩਔୖԵǶ!
)Ο*ਡᆉᑈ౽ᙯϷځдᑈዛᓰय़ᑈਔᔈीᆉԿλኧᗺΠΒՏǴځᎩค
చҹ௭ѐǶ!

ΜΟǵࡅၰቲЗ) ܈*ࡅၰࡰѱ׳ཥ٣ीฝጄൎϣǴߚឦीฝၰၡϐԖࡅၰǶ!
 ׯၰ Ϸ ቲ Н )Β*ࡅၰᡏೕჄࣁёࡌٮᑐҔӦǴӵᎃ߈ीฝၰၡς໒៘܈ԾՉ໒៘
ׯၰ!

ֹԋёٮ೯ՉǴЪ಄ӝΠӈϐޣǴளٳѱ׳ཥ٣ीฝଌ
ҁቩ೯ၸࡕǴϒаቲЗׯ܈ၰ)ߕკΒ*Ǻ!
2/ࡅၰӄՏܭӕѱ׳ཥ٣ीฝጄൎϣǶ!
3/ӕຉᄂϣൂӛрαϐࡅၰԾۭᆄቲЗޣǶ!
4/εܭीฝၰၡቨࡋϐࡅၰǴЪ၀ीฝၰၡς໒៘ޣǶ!
5/ׯၰࡕϐཥࡅၰԿϿᆢচ೯ՉቨࡋЪόቹៜ೯ՉޣǶ!
6/ځдቲׯၰࡕჹڬܭᜐ೯Չቹៜᇸ༾ҁӕཀቲׯၰ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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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ቲНׯၰ٣ەǴੋϷཥᆅጕϐНᡏीᆉǵᆅၡीԖᜢ٣ᔈ
ќځҞޑ٣ЬᆅᐒᜢӕཀǶ!
ΜѤǵϦӅࡼߥ )*׳ཥൂϡϣϦԖϦӅࡼߥ੮ӦǴଛӝ׳ཥ٣ीฝٳӕ໒៘ਔǴځ
੮Ӧଛӝᒤ

ឦளคᓭኘҔޣᔈᓬӃаคᓭኘҔБԄᒤǹឦԖᓭኘҔޣǴளа

٣!ە

ᑈ౽ᙯБԄڗளǶ!
)Β*ϦԖβӦϩᔈࢳ၌ӚϦԖβӦЬᆅᐒᜢӕཀǴЪᔈ٩ѱ׳ཥ٣
ጄൎϣ୯ԖβӦೀচ߾ᒤǴځឦளᡣ୧ჴࡼޣǴჴࡼܭޣ٩ೕ
ۓᒤ܍ᖼǴϝᔈ٩ѱ׳ཥచ࣬ٯᜢೕۓǴୖᆶѱ׳ཥ٣
ीฝϷճᡂඤीฝϐᔕۓǴ٠ࡪᔈԖϐճሽॶᒧϩଛ׳ཥࡕ
܊ӦǶ!

Μϖǵᆅᆢៈ!

Ϧε༺ೕऊऊϣନ܄ϐೕۓѦǴԖᜢΠӈ٣Ǵҭᔈٳၩܴ
ϐǺ!
)*٩ѱ׳ཥ٣ीฝೕჄࣁϦӅ٬Ҕޜ໔ޣǴࣁϦε༺ϐۓݤӅҔ
ϩ)ӵ໒ޜܫ໔ǵΓՉၰǵ֣ڱᓯӸϷೀޜ໔܈ᆅޜہ໔
*ǴᔈගٮϦӅ٬ҔǴόளࣁऊۓҔϩǹࡕځϩ܌ԖΓ
Ǵҭόளᡂ׳ǹځύݮຉၰԄ໒ޜܫ໔ǵ୷Ӧϣ೯ၰϷԖ
ࡅၰឦၰၡسጄᛑǴᔈܭೕऊऊၩܴҔၰၡҬ೯ᆅೀᆦ
చٯϐೕۓǶ!
)Β*ჴࡼޣਈᜄϐϦࡼǴӵ٩Ьᆅᐒᜢਡۓϐѱ׳ཥ٣ीฝၩܴ
ڐշڙᜄൂՏჹϦࡼϐᆅᆢៈǴЪගٮѸाϐᆅᆢៈҔ
ޣǴᔈஒ၀ࡼǵഢ܈းঅҔϷᆅᆢៈҔܴಒ၁ၩܭᎍ
୧ࠨऊϷೕऊऊǶ!
)Ο*ҁϦε༺ڬൎΠǵѦᕅय़ǵኴഗѳᆵϷόឦԖϩϐٛޜᗉᜤ
ഢǴନᔈ٩ݤзೕۓѦǴߚೕऊऊೕ܈ۓϩ܌ԖΓ
ϐ،Ǵόளᝌ܈ቶނǶ໒ೕऊऊ܈ϩ܌ԖΓ
ϐ،Ǵᔈ൩ள൩ᝌ܈ቶނϐጄൎǵᝌ܈ቶނ
ϐೕуаೕۓǶ!
)Ѥ*៓ืচ߾ЗǴ٠ᔈܴܭۓೕऊऊύܴۓǶՠեኴቫϩ୷ܭ
ӼӄԵໆਔǴᔈܭϦε༺ೕऊऊጄҁϣϒаೕጄǴЪᔈ
٩ೕऊऊु܌ϐೕǵࠠԄǴۈளǶ!
)ϖ*ჴࡼޣᔈஒԖϩǵӅҔϩǵऊۓҔϩǵऊۓӅҔϩǴᔈ
٩Ϧε༺ᆅచٯಃϖΜϤచಃೕۓǴϩձаߕკՅၩܴ
ՏǴ٠ܭೕऊऊύु࣬ۓᜢೕጄǶ!
)Ϥ*੮ٮϦ٬ҔϐΓՉၰǵ೯ၡϷ໒ޜܫ໔ᔈયΕϦε༺ೕऊऊ
բܴዴϐೕጄǴ٠ၩܴ੮ՏϷय़ᑈǴЪٮόۓϦ೯Չ
٬Ҕ࣬ᜢϣǹќόளቚࡌϷ៓ืೕۓǵ࣬ᜢᒧϐϭᒧ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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ᔈܴዴၩܴǶ!
)Ύ*ᆘࡌᑐࡕុᆅᆢៈ٣ǴᔈܭϦε༺ೕऊऊϣӈകೕጄǶ!
)Ζ*ޗٮ٬ҔϐϦࡼࡕុᆅᆢៈ٣ǴᔈܭϦε༺ೕऊऊϣ
ӈകೕጄǶ!
)ΐ*ҥᡏᆘϯࡕុᆅᆢៈ٣ǴᔈܭϦε༺ೕऊऊϣӈകೕጄ
Ƕ!
)Μ*ځд٩ҁ،ᔈၩܴޣǶ!
)Μ*ჴࡼޣᔈஒೕऊऊऊۓ٣ӛӦЬϷວڙΓкϩᇥܴǴ٠٩Ϧ
ε༺ᆅచٯಃϖΜϤచಃΒೕۓǴҗӦЬϷວڙΓᛝӕཀǴ
аᒥӺǴЪᔈуຏԖ౽ᙯՉࣁਔǴᔈયΕౢ౽ᙯϐҬж٣Ƕ!

!
ߕ߄Β!
!!!!!!Ҟ!

ቩ!!!!!!!!চ!!!!߾!

ǵനλϩଛय़ᑈ )*ѱ׳ཥచ)ٯаΠᙁᆀҁచ*ٯಃΟΜచಃϐനλϩଛय़ᑈ
ൂϡϷόᜫ܈

ൂϡ୷ྗǴаճᡂඤࡕᔈϩଛሽॶԌନӅӕॄᏼשሽܢбࡕǴ

όૈϩଛ!

ځሽॶၲډа࠻ϣኴӦ݈य़ᑈѤΜϤѳБϦЁ)ќуीߕឦࡌނ
ϷӅԖϩ*४аΒኴаѳ֡ൂሽޣǴόளӈࣁόૈୖᆶϩଛ
Ƕ!
)Β*ऩԖӝٳҙፎϩଛ٣Ǵᔈᔠߕ٣Γਜय़ཀـ٠ගрӝٳҙፎਜ
Ƕ!
)Ο*όૈୖᆶϩଛЪ҂߄ܴϩଛཀᜫޣǴளаߎံᓭϐǴЪᔈ௶ܴচ
Ӣ٠၁ၩܭीฝਜύǶ!
)Ѥ*όᜫୖᆶϩଛЪрڀܴЎҹޣǴளаߎံᓭϐǹ҂߄ܴόᜫୖ
ᆶޣǴϝᔈ٩ҁచٯಃΟΜచೕۓϩଛϐǶ!

ΒǵሽϣϷచ )*КၨޑԋҬВයᔈԿϿຯሽВයԃϣǴऩคԃϣ࣬ᜢਢٯ
ҹ!

ޣǴளଜϒܫቨǴ٠ᔈ௶ܴҗǶ!
)Β*ឦচӝࡌݤᑐނϐѠय़ᑈǴคፕࢂցฦ֡ᔈ௦Ϧѳठ܄ೀ
চ߾Ǵ٠યΕሽచҹǶՠຎӕԖฦޣᔠ࣬ڀᜢܴЎҹǶ!
)Ο*٩ҁచٯಃΒΜచϷࡼځՉಒ߾ಃΜΒచᒤޣǴβӦሽа׳ཥ
)ջѱीฝᡂ*׳ϐβӦ٬ҔϩࣁྗǶ!
)Ѥ*ԖᜢሽൔਜЇҔϐਢٯǴᔈа࣬ӕՉࡹ࣬܈ᎃϐՉࡹࣁྗ
Ǵঃ࣬ӕՉࡹ࣬܈ᎃϐՉࡹϣค࣬ᜢਢٯǴளܫቨࣁሽ࣬
ϐՉࡹǴՠᔈ௶ܴҗǶ!

Οǵᒧଛ٣!

)*ԖᜢճᡂඤࡕᔈϩଛϐβӦϷࡌᑐނՏǴᔈ٩ѱ׳ཥ٣ी
ฝ߄ܴϩଛБԄೀǶ!
)Β*ᒤᒧଛϷϦ໒ܜᠸբਔǴᔈ٩ϣࡹԭԃΜДΜΐВѠϣ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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ӷಃɄɄɄΖɄΐΒΒѤဦڄೕۓǴځ٣ीฝ҂߄ܴϩଛБ
ԄޣǴόளჹᒧଛޣуаज़ڋǹଞჹຬᚐᒧଛϐೀǴځӭᒧଛ
ϩǴ߯ឦჴࡼޣҗβӦ܌ԖΓשሽܢбߎံᓭࡕڗளϐ܊
ӦǴᔈҗჴࡼޣᆶ܌ԖΓӝཀࣁϐǴЪຬᚐᒧଛϐҙፎǴᔈа
όቹៜځд܌ԖΓϩଛϩᓬӃᒧଛࣁज़Ǵόளٳӕܜᠸ
ೀǶ!
Ѥǵीฝჴࡼϐዴ )*ᔈᇥܴံᓭߎᆶ׳ཥၗߎϐٰྍᇥܴǶ!
ߥ!

)Β*ᔕֹۓ๓୍ᆅᐒ)ڋӵଛӝߞૼᐒࡌ܈ڋᑐϦљϐᆅϷ
ុࡌ*Ƕ!

ϖǵߞૼࠨऊ!

ߞૼࠨऊ)ਢ*યΕीฝਜߕᒵǶ!

ϤǵӅӕॄᏼ!

)*ӚᆅҔᔈගрӝᇥܴǴගӈԿज़ޣᔈᇥܴځѸा܄
Ƕ!
)Β*ѦௗНǵႝǵґථᆅጕπำҔǵᢕҔϷӦᝤҔҔ
ගӈϩǴѦௗНǵႝǵґථᆅጕπำҔӝीаЊΎϖί
ϡගӈǹᢕҔаϾΎϖίϡගӈǹӦᝤҔаЊ
Βϡගӈ)ό֖ߞૼฦϷߞૼ༡ᎍҔ*ǹᎃ܊᠘ۓҔ٩ཥ
чѱࡌᑐৣϦǵཥчѱβЕৣמϦǵཥчѱ่ᄬπำৣמϦ
ϐ᠘ۓԏྗගӈǶ!
)Ο*πำᆅҔගӈаѱ׳ཥࣁჴࡼޣҙፎࣁޣज़Ƕ!
)Ѥ*аճᡂඤБԄჴࡼᔈᒤၗߎߞૼǴ٠ளගӈӅӕॄᏼǶ!
)ϖ*ӅӕॄᏼᔼࡌൂሽගӈಃΟભҔǴᔈᔠࡌᑐ࣬ᜢಒीϷ࣬
ᜢࡌೕǴ၁ၩܭ٣ϷճᡂඤीฝਜύǴ٠ӝϸࢀ׳ܭ
ཥࡕሽॶǶ!
)Ϥ*ສීճ৲ᔈ٩ၗߎٰྍϩࣁԾԖၗߎϷສීၗߎЪϩձी৲Ǵ٠Ԍ
ନϦε༺ϦӅ୷ߎǶ!
)Ύ*ऩჴࡼБԄ߯௦ڐӝࡌБԄޣǴ୍ीฝխගӈӅӕॄᏼҞǶ!
)Ζ*ჴࡼޣϷ܌ԖΓჹܭӅӕॄᏼගӈҔԖ౦ޣǴளගрཀـϷ
࣬ᜢၗٮѱ׳ཥቩہቩਔୖԵǶ!

ΎǵଶًՏϩଛ!

ჴࡼޣӢשሽܢбᕇଛϐଶًՏǴϝᔈܭӚϩଛൂϡၩܴځႣӃϩଛϐ
ًՏጓဦ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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კǺҥᡏᆘϯीҢཀკ!
ᆘᕅ!

ᆘ!

ҥᡏᆘϯ!

!

!

!

!
კΒǺቲׯၰҢཀკ!
ね⼊ᶨ;
忻ℐ悐ỵ㕤⎴ᶨ悥ⶪ㚜㕘
ḳ㤕妰䔓䭬⚵ℏˤ

ѱ׳ཥ٣ीฝጄൎ

ᡏೕჄࣁёࡌٮᑐ
ҔӦǴёܭٳѱ׳ཥ
٣ीฝύቲନ
ӄՏܭӕѱ׳ཥ
٣ीฝጄൎϣϐࡅၰ

ᎃ߈ीฝၰၡς໒៘܈
ԾՉ໒៘ֹԋёٮ೯Չ

ね⼊Ḵ;
⎴ᶨ埿ℏ╖⎹↢⎋ᷳ
忻炻᷎冒⸽䪗徸㬍⺊㬊侭ˤ

ѱ׳ཥ٣ीฝጄൎ

ᡏೕჄࣁёࡌٮᑐҔӦǴё
ܭٳѱ׳ཥ٣ीฝύቲନ
ӕຉᄂϣൂӛрαϐࡅ
ၰǴ٠ԾۭᆄቲЗޣ
ᎃ߈ीฝၰၡς໒៘܈
ԾՉ໒៘ֹԋёٮ೯Չ
ね⼊ᶱ;
⣏㕤妰䔓忻嶗ᷳ忻炻ᶼ娚
妰䔓忻嶗攳斊侭ˤ

ѱ׳ཥ٣ीฝጄൎ

ᡏೕჄࣁёࡌٮᑐҔӦǴё
ܭٳѱ׳ཥ٣ीฝύቲନ
εܭीฝၰၡϐࡅၰ

ीฝၰၡ(ᆶࡅၰख़᠄ϩ)
ς໒៘

ね⼊⚃;
㓡忻⼴ᷳ㕘忻军⮹䵕㊩⍇
忂埴⮔⹎ᶼᶵ⼙枧⍇忂埴ね
⼊侭ˤ

ѱ׳ཥ٣ीฝጄൎ

ᡏೕჄࣁёࡌٮᑐҔӦǴё
ܭٳѱ׳ཥ٣ीฝύቲନ
ׯၰࡕϐཥࡅၰԿϿᆢচ೯
ՉቨࡋЪόቹៜচ೯Չޣ
ᎃ߈ीฝၰၡς໒៘܈
ԾՉ໒៘ֹԋёٮ೯Չ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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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ΜΒǵཥчѱѱीฝᡂࡕ׳ҙፎᒤѱ׳ཥϐೀচ߾!
ύ҇୯211ԃ5Д37Вཥчѱࡹ۬ч۬ࠤ׳ӷಃ211145:432ဦзुۓวѲӄЎ7ᗺǹ٠Ծ211ԃ6Д21Вғਏ!
!

ǵࣁೀβӦ٬Ҕϩς٩ѱीฝᔠᡂ׳ቩೕጄำׇǴҗߚѱวҔ
Ӧᡂࣁ׳ѱวҔӦǴ܈җեமࡋᡂࣁ׳ଯமࡋޣǴӆҙፎᒤѱ׳ཥ
)аΠᙁᆀҙፎਢ*ਢҹǴुۓҁೀচ߾Ǵ಄ӝҁೀচ߾ϐਢҹǴள٩
ѱ׳ཥచٯԖᜢೕۓำׇᒤǶ!
Βǵҙፎਢᔈ಄ӝཥчѱѱ׳ཥൂϡჄྗ୷ۓϐೕۓǴ٠аԖᘉεጄൎٳӕ׳
ཥ܈ගрԖշܭѱᕉნׯ๓ϐ܍ᒍ٣ࣁޣज़Ƕ!
ΟǵಃΒᗺ܌ᆀԖᘉεጄൎٳӕ׳ཥޣǴ߯ࡰচᡂ୷׳Ӧ)аΠᆀҁ୷Ӧ*ѦǴӆ
ӝᘉε୷Ӧय़ᑈԶԋֹຉᄂǴᘉε҂ၲֹຉᄂޣǴᘉεय़ᑈᔈၲҁ୷
Ӧय़ᑈϐԭϩϐΜ܈ίѳБϦЁǶ!
Ѥǵ҂ᘉεጄൎ܈Βೀаς٩ѱीฝᔠᡂ׳ቩೕጄำׇֹԋѱीฝᡂ
׳ϐ୷Ӧӝࣁٳ׳ཥൂϡϐҙፎਢǴҙፎΓᔈගрΠӈԖᜢϐ܍ᒍ٣Ǵ
યΕ٣ीฝၩܴǺ!
)*ගр୷Ӧߕ߈ϦӅࡼᇡᎦीฝǴ٠ܴӈҞϷځጄൎ܈ኧໆǶ!
)Β*ਈᜄϦ܄ኴӦ݈۬ࡹٮᐒᜢ܈ӦόۓϦ٬ҔǴ࠻ϣЬࡌނय़
ᑈᔈၲΟԭѳБϦЁаǴ٠٩ڙᜄൂՏ٬ҔᅿᜪᆶҞޑǴ٬Ҕ
܌ሡϐ୷ҁࡼǵഢ܈းঅǴϷѸाϐᆅᆢៈҔǶ!
)Ο*ਈᜄѱ׳ཥ୷ߎǶ!
ಃԿΟීೕۓᇡᎦཥ៘Ҕǵਈᜄ܊ӦᕴሽॶϷਈᜄѱ׳ཥ୷ߎ
ᕴᚐόளեܭΠԄीᆉǴ٠ѱ׳ཥቩہቩ،Ǻ!
D1>ByCyEy)D2.D3.D4*yF!
BǺ୷Ӧय़ᑈǶ!
CǺ୷ӦۓݤᑈǶ!
EǺཥчѱѱ׳ཥӦࡌᑐᑈዛᓰਡᆉ୷ྗ)аΠᆀҁ୷ྗ*ಃѤᗺԿಃ
ΎᗺϷಃΐᗺԿಃΜѤᗺೕۓϐᑈዛᓰǶ!
D1ǺᔈᛦયҔǶ!
D2ǺΒኴа׳ཥࡕѳ֡ൂሽ)ᔈрڀሽৣᛝൔ*Ƕ!
D3ǺൂՏᑫࡌԋҁǶ!
D4ǺൂՏᆅᎍҔǶ!
FǺ҂ᘉεጄൎϐҙፎਢǴF>1/4ǴΒೀаֹԋѱीฝᡂ׳ϐ୷Ӧӝٳ
ࣁ׳ཥൂϡϐҙፎਢǴF>1/26ǶՠҙፎਢՏܭύѧࡰۓϐख़ᗺ׳ཥӦ
܈٩ѱीฝਜϣೕۓϐᔈ໒วਔำǴᕭอΒϩϐаޣǴ҂ᘉε
ጄൎϐҙፎਢǴF>1/3ǴΒೀаֹԋѱीฝᡂ׳ϐ୷Ӧӝࣁٳ׳
ཥൂϡϐҙፎਢǴF>1/2Ƕ!
ՠਜҙፎਢ໒วයำϐଆᆉВऩԐܭҁೀচ߾ϐวѲჴࡼВޣǴ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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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চ߾วѲВଆᆉǴԿځᔈ໒วਔำᄒЗВǴځਔำᕭอΒϩϐޣǶ!
ಃϐ܍ᒍ٣όளӆीΕᑈዛᓰǴ࣬ᜢҔᔈܭሦࡌڗྣᛦ
ય61&ǴځᎩϩܭሦڗ٬ҔྣᛦયֹԋǶਈᜄϦ܄ኴӦ݈ޣǴᔈஒ
ౢฦࣁཥчѱ܌ԖǴ٠ܭሦள٬Ҕྣ٠ֹԋНǵႝϷ࣬ᜢࡼǵ
ഢ܈းঅࡕǴҗჴࡼޣӕڙᜄൂՏᒤ౽ҬௗᆅǶ!
ϖǵ҂ᘉεጄൎϐҙፎਢόҔ׳ཥൂϡೕኳዛᓰǶԖᘉεጄൎٳӕ׳ཥޣǴᘉ
εጄൎ಄ӝҁ୷ྗಃΐᗺೕޣۓǴள൩ᘉεጄൎϩൂᐱਡᆉೕኳዛᓰǹΒ
ೀаֹԋѱीฝᡂ׳ϐ୷Ӧӝࣁٳ׳ཥൂϡϐҙፎਢǴа୷Ӧय़ᑈന
εޣຎࣁҁ୷ӦǴځᎩຎࣁᘉεጄൎൂᐱਡᆉೕኳዛᓰǶ!
Ϥǵҙፎਢ֡όҔ׳ཥӦਔำዛᓰ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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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ΜΟǵཥчѱѱ׳ཥਢҹቩԏྗ!
ύ҇୯214ԃ14Д23ВวѲ!
!

ಃ2చ!ҁྗ٩ೕݤಃΜచಃೕۓुۓϐǶ!
ಃ3చ!ཥчѱࡹ۬ȐаΠᙁᆀҁ۬ȑϐѱ׳ཥਢҹቩǴхࡴ୷ҁҞቩ
ϷуीҞቩӵߕ߄Ƕ!
୷ҁҞቩǴܭӛҁ۬ҙፎਡѱ׳ཥ٣ཷाਔǴ܈ൔਡѱ׳
ཥ٣ीฝȐаΠᙁᆀ٣ीฝȑǵճᡂඤीฝȐаΠᙁᆀᡂीฝȑ
ਔǴᛦયϐǶ!
уीҞቩǴܭ٣ीฝ܈ᡂीฝਡۓวѲჴࡼǴҗҁ۬೯ޕᛦ
યǶ!
ಃ4చ!ԖΠӈϐޣǴளխԏቩǺ!
ǵ׳ཥൂϡՏܭ٩ѱ׳ཥచٯȐаΠᙁᆀҁచٯȑಃΎచಃჄۓ
ϐ׳ཥӦǶ!
Βǵѱ׳ཥჴࡼࣁޣ٩ҁచٯಃΜϖచಃҥϐѱ׳ཥǶ!
Οǵ׳ཥൂϡឦԾՉჄ׳ۓཥൂϡǴЪԖΠӈϐޣǺ!
ȐȑӄаࡌᆢៈБԄჴࡼǶ!
ȐΒȑӢᗉխख़ε্ؠϐวғǶ!
ȐΟȑӢӦǵ॥ؠǵНؠǵОؠǵᛈࣆځ܈дόёלΚ٣җठᎁڙཞ্
ǴԖख़ࡌѸाϐӝࡌݤᑐނǶ!
ȐѤȑԖӒᓀϐဤϐଯෛᚆηషᏉβ܈ᒟԦࢉԶԖҥջܨନ܈অᙄံம
ϐࡌᑐނǶ!
ಃ5చ!ҁྗԾวѲВࡼՉ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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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ΜѤǵཥчѱѱीቩբाᗺ!
ύ҇୯212ԃ3Д27Вཥчѱࡹ۬ч۬ࠤӷಃ21222:8438ဦзुۓวѲӄЎ22ᗺǴ٠Ծύ҇୯212ԃ4Д2Вғਏ!
ύ҇୯215ԃ9Д6Вཥчѱࡹ۬ཥч۬ࠤӷಃ2152462688ဦзঅुวѲಃΐᗺǴ٠Ծύ҇୯215ԃ9Д21Вғਏ!
!

ǵཥчѱࡹ۬ȐаΠᙁᆀҁ۬ȑࣁᒤཥчѱȐаΠᙁᆀҁѱȑѱ!
!!!!ीቩբǴۓڋྗՉࡹࢬำϷቩਜკԄǴаගϲቩਏǴ!
!!!!ुۓҁाᗺǶ!!!
ΒǵҁाᗺҔጄൎ߯٩ᏵҁѱΟख़ΒΜೀѱीฝβӦ٬Ҕᆅڋाᗺ!
!!!!ೕۓҙፎѱीቩӦϷҁѱځдሡѱीቩӦǶ!
ΟǵҁाᗺҔᇟǴۓကӵΠǺ!
!!ȐȑεǺ٩ȨཥчѱѱीቩہाᗺȩᒤǴҗҁѱ!
!!!!!!!!ѱीቩہЬҺہєҁѱѱीቩہہ!
!!!!!!!!є໒ϐቩǶ!
!!ȐΒȑਢλಔǺ٩ȨཥчѱѱीቩہाᗺȩᒤǴҗ!
!!!!!!!!ҁѱѱीہጓಔՉਢλಔቩࡕǴӆගεՉፕ!
!!!!!!!!܈ൔǶ!
!!ȐΟȑբൂՏǺᒤѱीቩ୍ϐՉࡹൂՏǶ!
!!ȐѤȑ໒วൂՏǺᒤࡌᑐ໒วϐൂՏǴջࣁЬࡌ܈ϦљǴж߄Γ!
!!!!!!!!ࣁࡌᑐނϐଆΓǶ!
!!ȐϖȑीൂՏǺࡰҗ໒วൂՏૼہᒤी୍ϐൂՏǴջࣁѱ!
!!!!!!!!ीቩϐҙፎൂՏǴж߄Γࣁࡌᑐৣ٣୍܌ϐࡌᑐৣ܈ीϦљ!
!!!!!!!!ϐॄೢΓǶ!
!!ȐϤȑርӣǺᒤѱीቩำׇύǴ҂ૈӧӚ໘ࢤ܌ೕۓϐයज़ϣ!
!!!!!!!!ᛐֹԋޣளርӣځҙፎਢǴርӣࡕӆଌቩਢҹǴаཥਢೀ!
!!!!!!!!Ƕ!
!!ȐΎȑᄖਢǺςᒵਢᒤቩϐਢҹǴ҂ૈֹԋቩำ܈ׇό಄࣬ᜢೕ!
!!!!!!!!ޣۓளаᄖਢೀǶᄖਢೀϐਢҹǴᔈ٩ೕۓख़ཥᒤҙፎ!
!!!!!!!!௨ำׇǶ!
!!ȐΖȑᡂ׳ीǺளҗਢλಔቩ೯ၸࡕӃՉӕཀਡഢǴගεൔ!
!!!!!!!!Ǵӵচឦѱीቩεቩ،ਢҹǴᡂ׳ৡ౦ၸεਢ!
!!!!!!!!λಔہᇡԖѸाޣǴϝᔈගѱीቩεፕǶ!
!!Ȑΐȑᙁܰᡂ׳Ǻܭόቹៜচѱीቩਢλಔ܈ε،চ߾Π!
!!!!!!!!Ǵ಄ӝΠӈҞϐᡂ׳ीϣǴளբൂՏዴᇡࡕࣁਡ!
!!!!!!!!ഢǶ!
!!!!!!!!2/ࡌᑐय़ᑈ෧Ͽǵᑈ෧Ͽࡌ܈ᑐނଯࡋफ़եǶ!
!!!!!!!!3/ࡌᑐኴӦ݈य़ᑈፓǴᡂ׳य़ᑈλܭᕴኴӦ݈ΜϩϐаΠǴ!
!!!!!!!!!!ЪܭϖԭѳБϦЁа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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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ࡌᑐኴቫኧ҂ቚуǴଯࡋፓܭᕴኴଯΜϩϐаΠǶ!
!!!!!!!!5/όੋϷᡏࠠϐࡌᑐҥय़ፓȐӵ໒ืՏǵЁκȑǶ!
!!!!!!!!6/ଶًՏϷኧໆፓλܭᕴًՏኧΜϩϐаΠ܈ΟΜаΠ!
!!!!!!!!!!Ƕ!
!!!!!!!!7/҂ੋϷѦඳᢀᡏीϐፓȐӵӕᜪਭϐᡂ׳ǵ⬏य़ǵ!
!!!!!!!!!!ࡼीፓȑǶ!
!!!!!!!!8/҂ੋϷҙፎዛᓰᑈϣϐፓȐӵ໒ޜܫ໔ǵଶًዛᓰ܈٩!
!!!!!!!!!!ѱीฝೕۓϐӚዛᓰȑǶ!
!!!!!!!!9/ଛӝݤзᔠϐाǶ!
ѤǵᒤѱीቩࢬำӵΠǺ!
!!ȐȑፕਢǺ୷Ӧय़ᑈεܭϤίѳБϦЁޣЪᕴኴӦ݈य़ᑈεܭΟ!
!!!!!!!!ѳБϦЁޣǴਢλಔቩࡕǴᔈගεፕǶ!
!!ȐΒȑൔਢǺ୷Ӧय़ᑈλܭϤίѳБϦЁ܈ޣᕴኴӦ݈य़ᑈλܭΟ!
!!!!!!!!ѳБϦЁޣǴளҗਢλಔቩ೯ၸࡕӃՉӕཀਡഢǴගε!
!!!!!!!!ൔǶ!
!!ȐΟȑѱीቩҙፎਢǴ಄ӝΠӈచҹϐޣǴள٩ѱीቩ!
!!!!!!!!ȨᙁϯำׇȩᒤǴբൂՏዴᇡࡕࣁਡഢǶ!
!!!!!!!!2/ҁ۬௲ֽػਠ༜ቩ೯ၸϐਢҹȐ֖ᡂ׳ीȑ
Ƕ!
!!!!!!!!3/ҁѱϦҥύλᏢਠ༜ࡂഗٛН႖ǵ॥ߘᏹπำȐ֖ᡂ׳!
!!!!!!!!!!ीȑǶ!
!!!!!!!!4/ϦӅࡼǵϦԖࡌᑐϷٮϦ٬Ҕࡌᑐނቚคምᛖࡼਢҹ!
!!!!!!!!!!Ȑ֖ᡂ׳ीȑǶ!
!!!!!!!!5/٩ᏵಒीฝβӦ٬ҔϩᆅڋाᗺᔈᒤѱीቩӦ!
!!!!!!!!!!Ǵ಄ӝҁ۬ϦȨۓೕኳаΠբൂՏᒤቩᙁϯচ!
!!!!!!!!!!߾ȩҔጄൎϷϣޣǴբൂՏ٩চ߾ቩ೯ၸࡕӕཀ!
!!!!!!!!!!ഢǴନԖѸाளխำׇϐਢλಔϷεቩǶ!
!!!!!!!!!)2*ᔈҙፎࡌྣਢҹǴ಄ӝΠӈ܌ԖచҹޣǺ!
!!!!!!!!!!!!b/ҙፎᑈӧ୷ྗᑈаΠǶ!
!!!!!!!!!!!!c/ΎቫኴаΠࡌᑐǶ!
!!!!!!!!!!!!d/୷Ӧय़ᑈٿίѳБϦЁаΠǶ!
!!!!!!!!!)3*խҙፎࡌᑐྣਢҹȐӵቶܕจǵϼૈӀႝഢϷඳᢀ!
!!!!!!!!!!!!ࡼȑǶ!
!!ȐѤȑීٿӵӢ୷ӦచҹਸǵϣፄᚇЪݾڀ܄ǵੋϷዛᓰᑈ!
!!!!!!!!ѱीቩϷѱीቩচ߾ܫቨ٣Ǵ܈բൂՏ!܈
!!!!!!!!ਢλಔہᇡԖѸाޣǴϝᔈගਢλಔ܈εፕǶ!
ϖǵᒤȨҙፎ௨ȩϐբೕۓ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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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ᒤཥҙፎਢҹਔǴᔈ٩ΠӈೕۓᒤǺ!
!!!!!!!!2/ᔈ٩ೕۓᔠֹڀൔਜΜҽϷൔਜႝηᔞਢӀᅷϤҽȐqe!
!!!!!!!!!!g!ᆶ!qquᔞٿᅿȑଌҁ۬ࠤໂวֽǶ!
!!!!!!!!3/ཥҙፎਢҹᔈ༤ڀཥࡌπำਜҹਡ߄Ϸϩ߄ǴբൂՏ!
!!!!!!!!!!ዴᇡࡕۈளᒵਢᒤǶ!
!!!!!!!!4/ଌቩკᇥϷൔਜਜკЎҹό಄ೕޣۓǴ೯ޕಜВଆΜ!
!!!!!!!!!!ѤВϣံ҅Ǵၻයόံ҅ޣǴርӣϐǶ!
!!ȐΒȑᒤុቩਢҹਔǴᔈ٩ΠӈೕۓᒤǺ!
!!!!!!!!2/ගଌਢλಔុቩਢҹǴᔈ٩ೕۓᔠֹڀൔਜΜҽϷൔ!
!!!!!!!!!!ਜႝηᔞਢӀᅷϤҽȐ!qegᆶ!qquᔞٿᅿȑଌҁ۬ࠤໂว!
!!!!!!!!!!ֽǶ!
!!!!!!!!3/ගଌѱीቩεቩਢҹǴᔈ٩ೕۓᔠֹڀൔਜΟ!
!!!!!!!!!!ΜҽϷൔਜႝηᔞਢӀᅷΒΜҽȐ!qegᆶ!qquᔞٿᅿȑଌ!
!!!!!!!!!!ҁ۬ࠤໂวֽǶ!
!!!!!!!!4/ុቩਢҹᔈ٩ԛቩइᒵᇙբঅ҅ೀჹྣ߄Ǵբ!
!!!!!!!!!!ൂՏዴᇡࡕۈளᒵਢᒤǶ!
!!!!!!!!5/ុቩਢҹᔈܭԛቩइᒵЎډΟΜВϣֹԋុቩำׇǴ!
!!!!!!!!!!ݩਸޣள௶ܴҗҙፎයϤΜВǴයаԛࣁज़Ǵၻ!
!!!!!!!!!!ය҂ᒤޣǴርӣϐǶ!
ϤǵᒤȨቩȩϐբೕۓǺ!
!!Ȑȑቩำচ߾а٩Ӛਢᒵਢਔ໔ׇ௨ۓǴीൂՏϷ໒ว!
!!!!!!!!ൂՏᔈගԿӦংǴ٩ׇቩǶ!
!!ȐΒȑঃ٩߄ۓำ፺ډ၀ਢቩਔǴीൂՏۘ҂ډǴளۯԿനࡕ!
!!!!!!!!ਢቩǴऩς่״ϝ҂ډޣǴᔈख़ཥᒵਢќՉ௨ۓ!
!!!!!!!!ਔ໔Ƕ!
!!ȐΟȑቩਔЬाᙁൔൂՏࣁीൂՏǴ໒วൂՏᔈӕډٳ!
!!!!!!!!ᆶǴቩᔈፎीࡌᑐৣᒃԾᙁൔǴᙁൔаΜϩដࣁज़Ǵ!
!!!!!!!!ࡌᑐৣӢࡺόլрৢޣǴᔈрૼہڀਜ٠ૼہжΓрৢǶ!
!!ȐѤȑीൂՏܭВӵԖံкၗǵკᇥ܈ᔞਢǴᔈܭቩ!
!!!!!!!!໒ۈගٮϒہϷቩൂՏǴऩܭѱीቩεቩਔǴ!
!!!!!!!!ᔈܭВᛦҬܭբൂՏǶ!
!!ȐϖȑҙፎਢҹࣁፕਢਔǴᔈᇙբჴᡏኳࠠܭύہٮϷቩൂ!
!!!!!!!!ՏᔠຎǶ!
!!ȐϤȑቩਢҹӵੋϷࡌᑐᆅǵҬ೯ቹៜǵѱीฝǵᑈ౽ᙯǵࡌ!
!!!!!!!!ᑐጕࡰۓǵӦࡹख़Ⴤǵᕉნߥៈᚒځ܈дঁਢሡाǴளӕ!
!!!!!!!!࣬ᜢЬᆅൂՏڐշቩ٠ܭύ߄Ңཀـ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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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ΎȑቩਢҹӵੋϷѱ׳ཥǵξڵӦ໒วځ܈дբൂՏᇡࣁԖ!
!!!!!!!!ሡाޣǴளӕ࣬ᜢہϐہ௦ᖄৢቩǶ!
!!ȐΖȑ߄ۓำѦϐᖏਔගਢǴϩಔєہள٩Չਔ໔Ϸہ!
!!!!!!!!рৢݩރǴຎݩϒаቩǶ!
!!Ȑΐȑ߄ۓำϐਢҹǴӵԖၴϸݤзǵਜკၗံҹόሸӄ܈ၴϸҁ!
!!!!!!!!բൂाᗺ٣ԶቹៜቩՉޣǴբൂՏளаᄖਢೀ!
!!!!!!!!Ƕ!
!!ȐΜȑჹܭቩ่݀όܺޣǴҙፎൂՏᔈܭइᒵЎډଆ41Вϣаਜ!
!!!!!!!!य़ҙፎൺǶ!
ΎǵᒤȨѱीቩਡഢȩϐբೕۓǺ!
!!ȐȑᒤѱीቩਡഢǴᔈ٩ೕۓᔠֹڀൔਜϤҽϷൔਜ!
!!!!!!!!ႝηᔞਢӀᅷϤҽȐ!qegᆶ!qquᔞٿᅿȑଌҁ۬ࠤໂวֽǶ!
!!ȐΒȑӵԖہբൂՏዴᇡঅ҅ҞǴᔈ٩ԛቩइᒵ!
!!!!!!!!ᇙբঅ҅ೀჹྣ߄Ϸঅ҅ࡕჹྣკǴբൂՏዴᇡࡕۈள!
!!!!!!!!ᒤǶ!
!!ȐΟȑঃԖբൂՏคݤ٩،ᒤ܈բൂՏჹܭঅ҅Ҟค!ݤ
!!!!!!!!ዴᇡਔǴᔈගፎਢλಔቩǶ!
!!ȐѤȑѱीቩਡഢᔈܭቩइᒵЎډΜѤВϣଌҹᒤǴ!
!!!!!!!!ݩਸޣள௶ܴҗҙፎයΐΜВǴයаԛࣁज़Ǵၻය҂!
!!!!!!!!ᒤޣǴርӣϐǶ!
!!ȐϖȑѱीቩਡഢਢҹӢӕਔՉځдቩȐӵҬ೯ቹៜຑǵ!
!!!!!!!!ᕉნቹៜຑ//ȑаठቹៜ၀ਢόዴ܄ۓǴբൂՏӕཀ!ޣ
!!!!!!!!Ǵځԛයਔ໔όளຬၸΐΜВǵයԛኧόज़ǴோයᕴϺ!
!!!!!!!!ኧຬၸϤঁДޣϝᔈӆගፎਢλಔዴᇡǶ!
ΖǵᒤբൂՏࣁਡഢϐѱीቩȨᙁϯำׇȩϐբೕ!ۓ
!!!!Ǻ!
!!Ȑȑᔈ٩ೕۓᔠֹڀൔਜϤҽϷൔਜႝηᔞਢӀᅷϤҽȐ!qeg!
!!!!!!!!ᆶ!qquᔞٿᅿȑଌҁ۬ࠤໂวֽǶ!
!!ȐΒȑҙፎѱीቩᙁϯำׇਢҹǴᔈΠӈೕۓᒤǺ!
!!!!!!!!2/ਠ༜ቩ೯ၸҙፎѱीቩਢҹǴᔈᔠߕҁ۬௲ֽػਠ!
!!!!!!!!!!༜ቩਡЎҹǴଌբൂՏዴᇡࡕۈளᒵਢᒤǶ!
!!!!!!!!3/ҁѱϦҥύλᏢਠ༜ҙፎࡂഗٛН႖πำҙፎѱीቩ!
!!!!!!!!!!ਢҹǴᔈ༤ڀᙁϯࢬำਜҹਡ߄ϷࡂഗٛН႖ቩ߄Ǵ!
!!!!!!!!!!բൂՏዴᇡࡕۈளᒵਢᒤǶ!
!!!!!!!!4/ҁѱٮϦ٬Ҕࡌᑐނቚคምᛖࡼҙፎѱीቩਢҹ!
!!!!!!!!!!Ǵᔈ༤ڀᙁϯࢬำਜҹਡ߄Ϸቚคምᛖࡼቩ߄Ǵ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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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ՏዴᇡࡕۈளᒵਢᒤǶ!
!!!!!!!!5/ځдҙፎѱीቩ಄ӝҁ۬ϦᙁϯࢬำϐਢҹǴᔈ༤!ڀ
!!!!!!!!!!ᙁϯࢬำਜҹਡ߄Ϸϩ߄ǴբൂՏዴᇡࡕۈளᒵਢᒤ!
!!!!!!!!!!Ƕ!
!!ȐΟȑਡഢϣ܈ൔਜό಄ೕޣۓǴ೯ࡕޕज़යΜѤВϣံ҅Ǵၻ!
!!!!!!!!යόံ҅ޣǴርӣϐǶ!
ΐǵᒤѱीቩਡഢࡕȨᡂ׳ीȩϐբೕۓǺ!
!!Ȑȑᒤᡂ׳ीҙፎਢҹਔǴᔈ٩ΠӈೕۓᒤǺ!
!!!!!!!!2/ᔈ٩ೕۓᔠֹڀൔਜΜҽϷൔਜႝηᔞਢӀᅷϤҽȐqe!
!!!!!!!!!!g!ᆶ!qquᔞٿᅿȑଌҁ۬ࠤໂวֽǶ!
!!!!!!!!3/ҙፎᡂ׳ीਢᔈ༤ڀᡂ׳ीਜҹਡ߄Ϸᡂ׳ৡ౦߄Ǵ!
!!!!!!!!!!բൂՏዴᇡࡕۈளᒵਢᒤǶ!
!!!!!!!!4/ଌቩკᇥЎҹϷൔਜό಄ೕޣۓǴ೯ࡕޕಜВଆΜѤ!
!!!!!!!!!!Вϣံ҅Ǵၻයόံ҅ޣǴርӣϐǶ!
!!ȐΒȑᒤբൂՏࣁਡۓȨᙁܰᡂ׳ȩǴᔈ٩ΠӈೕۓᒤǺ!
!!!!!!!!2/ᔈ٩ೕۓᔠֹڀൔਜϤҽϷൔਜႝηᔞਢӀᅷϤҽȐqe!
!!!!!!!!!!g!ᆶ!qquᔞ!3ᅿȑଌҁ۬ࠤໂวֽǶ!
!!!!!!!!3/ᔈ༤ڀᡂ׳ीਜҹਡ߄Ϸᡂ׳ৡ౦߄ǴբൂՏዴᇡࡕ!
!!!!!!!!!!ۈளᒵਢᒤǶ!
!!!!!!!!4/բൂՏଞჹȨᙁܰᡂ׳ȩҞዴᇡᡂ׳ϣࡕࣁਡ!ۓ
!!!!!!!!!!ǴคݤዴᇡਔளҗբൂՏᗎ۬ϣ࣬ᜢൂՏє໒ዴᇡೀ!
!!!!!!!!!!চ߾ǹঃϝคݤዴᇡਔǴளගፎਢλಔቩǶ!
!!!!!!!!5/ᡂ׳ϣ܈ൔਜό಄ೕޣۓǴ೯ࡕޕज़යΜѤВϣံ҅Ǵ!
!!!!!!!!!!ၻයόံ҅ޣǴርӣϐǶ!
!!ȐΟȑ!խଌѱीቩำׇϐᡂ׳ीǺҁѱѱीቩਢλಔ܈ε
ቩ೯ၸϐਢҹǴܭ಄ӝࡌᑐᆅ࣬ᜢݤзᔠǴЪόቹៜচѱ
ीቩ،ϣȐх֖ࡌᑐނଛǵ໒ޜܫ໔ඳᢀଛǵЬाрΕα
ጕǵ୷ӦϣଶًрΕጕǴϷਸঁਢӣ㎸Ϸѱीቩ܍ᒍ٣
ȑගΠǴऩԖ಄ӝϣޣǴளխѱीቩᡂ׳ीำׇǴ
җҁ۬π୍ֽӕཀࡕฺٳπკᒣᡂ׳ीǴϣҞӵΠǺ!
!!!!!!!2/ᆘϯࡼਭᅿᜪ༾ፓᡂޣ׳Ǻ!
)2*!໒ޜܫ໔ଛय़ᑈόᡂǴᔈϒᆘϯϐ໒ޜܫ໔НቫϷਭय़ᑈ༾
ፓǴቚ෧ॶόຬၸচਡԭϩϐǴЪНቫቚ෧ॶόຬၸΜѳБ
ϦЁǴНቫय़ᑈᆢӧ໒ޜܫ໔य़ᑈԭϩϐϖΜаǶ!
)3*!ᆘϯय़ᑈቚ෧ॶλܭԭϩϐΜЪϖΜѳБϦЁጄൎϣǴЪคੋϷൈ
Еኧໆϐਭᡂޣ׳ǹோаឲЕ႖໒ޜܫ໔Զቹៜޜ໔ᡏ໒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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ޣ܄Ǵϝଌҁ۬ࠤໂวֽᒤѱीቩǶ!
)4*!ൈЕኧໆό෧Ъӕԯଯ৩а܈аൈЕඹжឲЕǶோᐋᅿᡂ׳Ǵ
ᔠຎ಄ӝΠӈҞޣǺ!
B/Տឦᡏ໒วόੋЬाݮຉय़ϐᐋᅿǶ!
C/ᆘϯᐋᅿᔈа୷ӦڬൎࡽԖϐᐋᅿࣁᓬӃǴځᎩϩࣁচғᐋᅿ
Ƕ!
D/Β਼ϯᅹۓڰໆHjၨᡂ࣬׳ӕ܈ၨଯǶ!
E/όੋѱीቩচ߾Ϸ،Ǵ٠ࡌᑐৣᛝᇥܴǶ!
3/ଶًՏǵኧໆᡂ׳ǺًၰسጕόᡂǴଶًՏǵኧໆፓλܭ
ᕴଶًՏኧԭϩϐϖ܈ΜϖȐ֖ȑаΠǴ٠คੋϷଶًዛᓰϣᡂ
ޣ׳ǹӵሡᔠଌҬ೯ቹៜຑᡂ׳ൔਜޣǴҗҁ۬π୍ֽଌҁ۬
Ҭ೯ֽᒤǶ!
4/ϩЊᕅǵϩ໔ᕅᡂ׳Ǻ!
)2*!ϣ႖໔ᡂ׳คੋϷЊኧᡂ׳ǵޜ໔Ҕӝޣ܄ǹோᐒ܊ЁκՏ
ᡂ׳ǴаϷΌᅿπᕴໆᆅڋΠࡼǵ٣୍܌Ҕ
൵܌җύᡂࣁ׳ϩණޣǴϝଌѱीቩᒤǶ!
)3*!ӚቫኴӦ݈य़ᑈቚ෧ॶόຬၸচਡԭϩϐΜǴЪӝीόຬၸԭ
ѳБϦЁޣǶ!
5/ࡌᑐҥय़ᡂ׳Ǻ!
)2*!ߚЬाᄬϐλኺቚ෧܈Տᡂ׳ǵࡂഗቫϐኺࣁׯϸኺǴЪѦڬ
ࢊኺЁκፓλܭΒΜϦϩጄൎаϣޣǶ!
)3*!ࡂഗቫ೯αǵНጃǵհࠅН༣Տᡂ׳ǴคੋϷኴӦ݈य़ᑈቚ෧
ǴЪࡂഗᆘϯय़ᑈፓλܭԭϩϐΒጄൎаϣޣǶ!
)4*!όੋϷᡏࠠϐࡌᑐҥय़༾ፓȐӵࠠႬ݈ǵးႬނȑǴൂ
ϡय़ᑈፓቚ෧ॶӧԭϩϐΒጄൎаϣޣǶ!
)5*!όੋϷᡏࠠϐӚҥय़໒αൂϡ༾ፓǴൂӛЁκߏǵቨፓӚቚ
෧ॶӧԭϩϐΜЪλܭϖΜϦϩǹ໒αՏΠǵѰѓՏ౽Ӛλܭ
ϖΜϦϩጄൎаϣޣǶ!
)6*!ӚኴቫϐѠߏࡋፓλܭ၀ኴቫߏࡋԭϩϐΜЪλܭϦЁǹӚ
ኴቫϐߘుࡋϦЁጄൎϣǴࡋߏځፓλܭ၀ኴቫߏࡋԭϩϐ
ΜЪλܭϦЁޣǶ!
)7*!ኴቫኧ҂ቚуǴଯࡋቚ෧ܭᕴኴଯԭϩϐϖаΠޣǶ!
)8*!Ѡǵ៛ᆵϐឯǵǵืЊϩപࠠԄ༾ፓᡂ׳Ƕ!
)9*!ᡏࠠϷଯࡋόᡂǴόੋϷቩϐးႬࢊǵࡂૉးႬނᡂ׳༾ፓ
ޣǶ!
):*!ඳᢀࡼᜪ༾ፓᡂޣ׳Ǻᐩڀǵຉၰടॿǵᎎय़ᡂ׳Кٯӧԭϩ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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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аΠǴόੋѱीቩ،Ϸ࣬ᜢݤೕǴ٠ࡌᑐৣᛝᇥܴ
Ƕ!
!!ΜǵҁѱѱीቩൔਜᇙբԄᆶೕۓǺ!
!!ȐȑൔਜᔈаB4ЁκᇙբǴᐉӛᐉਜᚈय़ӈӑǴ٠ܭѰୁаጤး!
!!!!!!!!БԄးुԋнǶ!
!!ȐΒȑൔਜ࠾य़Ԅᔈ٬ҔനཥހҁǴ٠٩ೕۓዴჴ༤ቪӚၗૻϷ!
!!!!!!!!ଌҹВයǶ!
!!ȐΟȑൔਜᇙբᔈ٩ࡌҞᒵകׇጓ௨Ǵ٠ܭѓΠفуຏ।!
!!!!!!!!ዸǹЎӷკᇥϣᔈ၁ჴమཱǴຎݩሡाϩᔈаறՅӑڇǴ!
!!!!!!!!٠ᔈკᇥϐ᎙᠐БӛǶ!
!!ȐѤȑൔਜϐᛝകҔӑǺ!
!!!!!!!!2/໒วൂՏж߄ᔈܭҙፎਜǵૼہਜύᛝകឯՏᛝകҔӑǶ!
!!!!!!!!3/ीൂՏࡌᑐৣᔈዴჴᔠຎൔਜϣϐ҅ዴ܄Ǵ٠ܭҙፎਜ!
!!!!!!!!!!ǵૼہਜǵࡌᑐৣᛝ߄ǵβӦ٬Ҕᆅڋाᗺᔠ߄ǵѱ!
!!!!!!!!!!ीቩচ߾ᔠ߄ǵᡂ׳ৡ౦߄ǵঅ҅ೀჹྣ߄ǵࡂഗٛН!
!!!!!!!!!!႖ቩ߄Ϸቚคምᛖࡼቩ߄߄ύዴჴᔠǴ٠ᛝ!
!!!!!!!!!!കҔӑॄೢǶ!
!!!!!!!!4/ᒵਢ௨ቩϐൔਜᔈԿϿҽа҅ዺᛝകҔӑǴځᎩள٬!
!!!!!!!!!!ҔቹҁǴՠᒤਡഢϐൔਜᔈӄኧа҅ዺᛝകҔӑǶ!
Μǵҁाᗺ࣬ᜢ߄ൂǵࡌҞᒵϷ࠾य़ԄǴᔈԿҁ۬ࠤໂวֽᆛઠ!
!!!!!!ѱीηҞᒵΠၩ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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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Μϖǵཥчѱѱीቩচ߾!
ύ҇୯:6ԃ:Д2Вᆵчᑜࡹ۬ч۬ࠤӷಃ!1:616:68412ဦϦुۓวѲӄЎ2ᗺǹ٠Ծ:7ԃ2Д2Вଆჴࡼ)ύ҇୯
::ԃ23Д36Вཥчѱࡹ۬ч۬ݤೕӷಃ1::231:4:1ဦϦᝩុҔ*!
ύ҇୯211ԃ2Д38Вཥчѱࡹ۬ч۬ࠤӷಃ!21111:31452ဦϦुۓӄЎ!4ᗺǹ٠Ծ211ԃ3Д2Вଆჴࡼ!
ύ҇୯212ԃ2Д7Вཥчѱࡹ۬ч۬ࠤӷಃ!2112:3::392!!ဦϦঅ҅ӄЎ!:ᗺǹ٠Ծ212ԃ3Д2Вғਏ!
ύ҇୯213ԃ21Д26Вཥчѱࡹ۬ч۬ࠤӷಃ!2133941:19ဦзঅ҅วѲಃ!7ᗺచЎǹ٠Ծ!213ԃ!22!Д!2!Вଆғਏ!
ύ҇୯213ԃ23Д6Вཥчѱࡹ۬ч۬ࠤӷಃ!2134291594ဦзঅ҅วѲಃ!5ǵ6!ᗺచЎǹ٠Ծ214ԃ2Д2Вғਏ!
ύ҇୯215ԃ8Д3:Вѱीቩہಃ68ԛε೯ၸ)ᛝᒤϦբύ*!
!

ǵϦӅ໒ޜܫ໔سଛ٣!
!!)*໒ޜܫ໔ዛᓰҙፎ!
!!!!໒ޜܫ໔ᔈڀԖϦӅ܄ǵ໒܄ܫǵ୍ܺ܄ᆶёϷ܄Ǵ٠ߚٮ҇ۓ
ҶᏨᆶ٬Ҕࣁচ߾Ǵόளߔ႖܄ϐѠǵНԣǵऀ൴ǵਭȐឲЕȑ
ǵ೯௨ߔ႖ࡼǴ٠ᔈԵໆคምᛖᕉნीǶ!
!!!!ҙፎ໒ޜܫ໔ዛᓰϐਢҹǴ٩ࡌᑐೌמೕ߾ीࡼπጓಃΜϖകǵβ
Ӧ٬Ҕᆅڋाᗺ࣬ᜢݤзǵҁ۬ࡌᆅೕۓϷΠӈচ߾ᔠǺ!
2/ ݮຉၰԄ໒ޜܫ໔Ǻ!
Ȑ2ȑġ ݮຉԄ໒ޜܫ໔ҙፎዛᓰቨࡋᔈၲ 5 ϦЁаǴቨࡋ 7 ϦЁаΠ
ϩԖਏॶࣁ 2/6Ǵቨࡋຬၸ 7 ϦЁϩԖਏॶࣁ 2/1Ǵ٠ሡࡌݮ
ᑐጕቨ੮Ƕ!
Ȑ3ȑġ ݮຉၰԄ໒ޜܫ໔ᔈڀԖҔၰϐфૈǴ٠όளൎᕅǵ
Ѡߔᛖ܄ࡼǶ!
3/ ቶԄ໒ޜܫ໔Ǻ!
Ȑ2ȑġ Һᜐృቨᔈӧ 7 ϦЁаǴЪځय़ᑈӧՐӻᔈࣁ 311 ѳБϦ
ЁаǴӧᔈࣁ 211 ѳБϦЁаǴՠӚѱीฝਜќԖ
ೕޣۓǴவځೕۓǶ!
Ȑ3ȑġ Ԗਏዛᓰుࡋᔈӧ 21 ϦЁаΠǴຬၸϩচ߾όϒዛᓰǴՠຬၸ
ϩڀԖೱ೯܈܄ගٮࢲ٬ҔǴѱीቩہӕ
ཀޣǴόӧԜज़Ƕ!
4/ ΒҞ໒ޜܫ໔ӵԖӦΠ໒ࡩጄൎǴዛᓰॶа 1/9 ७ीᆉǶ!
5/ ໒ޜܫ໔ԖഗᇂਔǴԖਏ߯ኧࣁ႟ǶߚՐӻ٬ҔЪዴԖೱ೯ٮϦ೯
ՉϐѸा܄ǴҁѱѱीቩہӕཀޣǴளଜϒዛᓰǶ!
6/ ًၰϷՐӻЬाрΕՏᔈԌନԖਏዛᓰय़ᑈȐًၰрΕαԌନًၰჴ
ሞቨࡋǴՐӻЬाрΕαԌନ 2/6 ϦЁቨࡋȑǶ!
7/ ࡌᑐނኴࣁՐӻҔ٬ҔȐՐЊൂϡǵϦӅ୍ܺޜ໔ǾȑǴܭጄ
ൎϣӄߏ੮!3 ϦЁቨϐፂޜ໔Ǵ၀ፂޜ໔όளीΕ໒ޜܫ໔Ԗਏ
य़ᑈǶ!
8/ ୷Ӧϣ೯ၡǵଯቫࡌᑐፂޜ໔य़ᑈόளीΕ໒ޜܫ໔Ԗਏዛᓰय़ᑈǶ!
9/ ໒ޜܫ໔ᔈ໒ޜܫ໔ҢจϷ࣬ᜢࡰҢᇞǴВࡕᆅᆢៈीฝ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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યΕϦε༺ᆅೕऊύೕጄǶ!
!!!)Β*ѱٛ!ؠ
!2/ᎃෂ໔႖Ǻ!
)2*ନѱीฝǵࡌᑐೌמೕ߾Ϸ࣬ᜢݤзќԖೕޣۓѦǴࡌᑐނᔈԾ୷
Ӧნࣚጕୁٿଏᕭృቨ 2/6 ϦЁаࡌᑐǶ!
)3*୷Ӧय़ቨ 25 ϦЁаΠᎃෂ໔႖;!
!!!୷Ӧय़ቨ 21 ϦЁа҂ᅈ 25 ϦЁǴᚈୁԿϿ੮ృቨ 2 ϦЁǹ୷Ӧ
य़ቨ 8 ϦЁа҂ᅈ 21 ϦЁǴൂୁԿϿ੮ృቨ 2/6 ϦЁǹ୷Ӧय़
ቨ҂ᅈ 8 ϦЁǴൂୁԿϿ੮ృቨ 2 ϦЁǶ!
3/ۓݤଏᕭǺ!
!!!!٩Ᏽ၀ीฝβӦ٬ҔϩᆅڋाᗺೕۓଏᕭҽǴᔈԵໆᡏຉᄂ
ϐ܄ុۯǴଛਭኲϷΓՉᎎय़ीǶ!
4/ٛؠ೯ၰǺ!
!!!!٩Ᏽ၀ीฝβӦ٬Ҕϩᆅڋाᗺೕ܈ۓаᡏຉᄂೕჄٛؠ೯
ၰᔈԵໆᎎय़ǵਭीǴୁٿځ٠ଛӝ੮໒ޜܫ໔ǹЪځృቨǵృଯ
ᔈ಄ӝٛؠሡǶ!
5/ 4 ҞଏᕭጄൎϣǴᔈаృޜीǴଏᕭጄൎόளԖӦΠଶًڵၰǵ
ኴ݈ǵഗᇂǵѠᄬނǶ!
!!!)Ο*ϦӅ୍ܺޜ໔ϩǺ!
2/ᔈࣁٮՐЊբǵҶ໕ǵЎ௲ϷҬፉ୍ܺ܄ϐϦӅޜ໔Ƕ!
3/ᔈҗϦӅޜ໔܈ϦӅрΕαрЪᐱҥ႖Ǵ٠ᔈ၁ӈޜ໔ҔǴᔠߕ
၀ޜ໔ϐടॿǵ୍ܺࡼଛკᇥǶ!
4/ϦӅ୍ܺޜ໔ҙፎϩᔈܭቩൔਜύകᔠ٠аՅ༧Ңమཱ
٠ᔠߕय़ᑈीᆉԄǶ!
5/ϦӅ୍ܺޜ໔ፎ٩ೕۓܭӦय़ቫȐόள ܭ2 ኴ֨ቫȑǴЪόளঋ
բΕαߐ٬ҔǶ!
6/ϦӅ୍ܺޜ໔ϐ٬ҔϷВࡕᆅᆢៈीฝᔈયΕϦε༺ᆅೕऊύ
ೕጄǶ!
ΒǵΓՉޜ໔܈ၰسጕଛ٣!
)*ΓՉޜ໔ଛচ߾!
2/ନ၀ӦѱीฝќԖೕۓѦǴ୷Ӧᖏௗ 21 ϦЁаीฝၰၡޣǴऩ
҂੮᚛ኴਔǴځᖏ၀ीฝၰၡୁᔈԿϿଏᕭቨ 4/63 ϦЁаคᛞ
ΓՉၰᆘǶ୷Ӧᖏௗ҂ၲ 21 ϦЁीฝၰၡޣǴᔈԿϿ੮ 2/6 ϦЁ
аϐΓՉၰǶ!
3/໒ว୷Ӧय़ᖏٿచၰၡǴᔈ٩ѱीฝ࣬ᜢೕۓଏᕭǴ٠ᔈᡏೕჄຉ
ޜف໔ǵຉၰৎڀϷਭଛǴ၀ޜ໔ᆶຉၰ࣬ሒௗϐೀѳค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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ৡǶ!
4/ࡌᑐጕଏᕭीΓՉၰ܈໒ޜܫ໔ଯำᔈᆶϦԖΓՉၰठǴ٠ᆶᎃ
ӦѳคଯৡೀЪᔈԵໆคምᛖጕϷࡋڵӝǶ!
5/ࣁԵໆӼӄ܄ǴًၰрΕαϐᎎय़٬ҔًၰҔϐًၰᑄǴᔈࣁٛྖ
፦ǴځՅسᔈᆶΓՉޜ໔ϐ⬏य़ԄᡏीǴЪѳคଯৡǶ!
6/ᇡᎦϦԖΓՉၰϐਢҹᔈᇥܴϦԖΓՉၰᆶدΓ୷Ӧ໔ϐࣚय़ᜢ߯Ǵӵ
ᎎय़ǵਭኲϷࡼՏሡϦدϩܴǴᡏ໒วѦϐϦԖΓՉၰᔈୖ
Եҁ۬Ꭶπೀϐྗᎎय़ೕǶ!
)Β*ᡏ໒วΓՉޜ໔ଛচ߾!
2/୷Ӧᖏௗѱीฝ҂໒៘ϐϦԖΓՉၰਔǴᔈܭፎሦࡌྣ܍ᒍ
ٳ໒៘Ǵऩࣁς໒៘ϐΓՉၰǴᔈᆶ୷Ӧଏᕭ⬏य़ᡏೕჄֹܭ܈
π୷ӦڬᜐጄൎϦԖΓՉၰӄൺচǴЪᆶ໒วਢӕਔࡼբǶ!
3/Ӛ၀ຉᄂനӃගрҙፎϐਢҹǴᔈගрӄຉᄂۓݤଏᕭϩ)ӵԾՉ
ًၰسǵଏᕭΓՉޜ໔ϐਭᅿᜪǵՏϷᎎय़ԄᆶՅ*سϐ
ᡏीচ߾Ƕ!
4/ΓՉޜ໔੮ᔈаຉᄂԵໆǴຎሡाᔈ੮ԾՉًၰϷԾՉًଶ
ًޜ໔Ƕ!
)Ο*ΓՉޜ໔ࡼ!ނ
2/ΓՉޜ໔ϣᆘᆶࡼёӝࡼٳբǴ٠ԵໆӝԾՉًଶًՏ܈
ຉၰৎڀǵࡰҢᇞǵࡰسȐӵ໒ޜܫ໔Ңจǵً፶рΕαҢ
ᐩǵӦკǵϦًઠจȑᡏೕჄǶ!
3/ΓՉޜ໔ϣऩচςԖฯᡏࡼނȐӵংًߜǵ٩ݤҙፎϐቶނȑǴ
߾Եໆ໒วਢϐ܄ǴӅӕೕჄीǶ!
4/ΓՉޜ໔ϣᔈڀഢԖֹϐᐩӀྣܴीฝǴࣁ෧ϿڈϷࣀӀǴܭΓՉ
ޜ໔ೀਭᐩՏᔈаᎃ߈ࡌᑐୁࣁЬǴ܈аଯᐩڗжᐩ
Ǵ٠ᔈԵໆӦᆶᕉნϐݩރǶ!
5/ΓՉޜ໔ϣȐ֖ਭȑচ߾όளҙፎدΓቶނϷܕจǶ!
ΟǵҬ೯ၮᒡسଛ٣!
)*ଶًኧໆᆶଛ)ًؓǵᐒًଶًޜ໔ϐ*Ǻ!
2/ཥࡌπำᔈ಄ӝЊًؓᐒًǴ٠аѳय़ଶًीࣁচ߾Ƕ!
3/ঃൂЊԖϩኴӦ݈य़ᑈӧ 77!ѳБϦЁаΠȐό֖խीᑈϐѠȑ
ϐλڳኧൂϡǴа 1/9 ७ीᆉًՏሡໆǹঃൂЊԖϩኴӦ݈य़ᑈ
ӧ 61!ѳБϦЁаΠȐό֖խीᑈϐѠȑϐλڳኧൂϡǴа 1/8!७
ीᆉًՏሡໆǴᐒًଶًՏаൂϡߕًՏࣁচ߾Ǵًؓש෧
ࡕኧໆϝᔈ಄ӝࡌᑐೌמೕ߾ೕۓǶًؓש෧ኧໆаቚԾՉًኧໆံ
ى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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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ҙፎਢҹᑈ҂ຬၸ୷ྗᑈޣǴӢ୷Ӧచҹज़ڋǴठคݤၲډΒ
ೕۓǴҁѱѱीቩہӕཀǴளଜϒፓǶ!
)Β*ଶًጕीচ߾Ǻ!
2/ନβӦ٬ҔϩᆅڋाᗺϷ࣬ᜢݤೕќԖೕۓѦǴ୷ےӦа
ೀًၰрΕαࣁচ߾Ƕ!
3/ؓᐒًًၰቨࡋܭΓՉၰрΕαೀᔈᕭ෧ࣁ 7 ϦЁаΠǶঃҙፎᐒًኧ
ໆε ܭ211 ǴрΕαளа 9 ϦЁаΠǶ!
4/ؓᐒًڵၰܭӦय़ቫଆۈᗺԿΓՉ೯Չޜ໔ǵۓݤଏᕭጄൎǵ᚛ኴ܈໒
ޜܫ໔ዛᓰጄൎϐ໔ᔈ੮ԿϿ 7 ϦЁѳӦǴՠଶًᕴኧໆ 61 аΠޣǴ
ளа 5 ϦЁࣁচ߾Ƕ!
5/ᐒًጕᔈᗉխᆶًًؓၰख़᠄܈ҬᒱೕჄǴځଶًՏᔈܭӦΠቫ
ύࣁচ߾Ƕ!
6/Ӧय़ቫচ߾όள߆ᇯًၰǴନϦӅࡌᑐǵ୯ሞᢀӀਓᓔҁѱ
ѱीቩہᇡࣁዴԖٮϦ٬ҔѸाޣ܄ǴόӧԜज़Ƕ!
7/ᢀӀਓᓔǵεࠠǵεࠠቷᒤ༜ǵεࠠӝՐӻޗǵϦӅࡌᑐǵ
ၮࡼǴԖᜢΠӈࡼຎঁਢሡाᔈԵໆεၮڀϐጕೕჄǴа
ϣϯϐБԄ෧ϿჹѦҬ೯ϐፂᔐǺ!
)2*ϦًڥܕઠଶǶ!
)3*ၮௗርǵޗЃγଶǶ!
)4*ी४ًڥܕઠǵ௨ଶǶ!
)5*ε࠼ًǵၯំًଶǶ!
)Ο*ԾՉًၰϷԾՉًଶًኧໆೕჄ!
2/୷Ӧϣ໒ޜܫ໔ԵໆԾՉًၰϷᖏਔଶܫϐԾՉًଶޜܫ໔ǴᔈଛӝЬ
ᆅᐒᜢೕჄϐԾՉًၰسǴ٠่ӝඳᢀਭᡏೕჄǶ!
3/ٮՐЊϣ٬ҔϐԾՉًଶޜܫ໔ǴаܭӦय़ቫ࠻ϣ܈ӦΠቫࣁ
চ߾Ǵ٠ᔈೕჄӝϐрΕጕǴӵܭӦΠቫǴаࠟޔϲफ़ᐒ
рޣǴሡӝଛϲफ़ᐒೕǴ܈аڵၰೱௗၰ)೯*ၡǴࡋڵځόளຬ
ၸКΜǴ٠ᔈӼӄٛៈࡼϷᐋҥᇞǶ!
4/ԾՉًኧໆаۓݤᐒًኧໆѤϩϐൂቫଶܫǶًځՏελەа
1/7 ϦЁ४ 2/96 ϦЁीǶ!
)Ѥ*းًڕՏ!
ཥࡌπำନ٩βӦ٬Ҕϩᆅڋाᗺᆶࡌᑐೌמೕ߾ೕۓѦǴᔈ
Եໆࡌᑐޜ໔٬ҔϐሡǴೕჄϐးޜڕ໔ଛӝ୍ܺጕٮးڕ
୍ܺ٬ҔǶ၀ًՏόளीΕۓݤଶًኧໆϷԾଶًኧໆЪܭϦε
༺ᆅೕऊуຏόளᎍ୧ᙯ౽Ƕ!
)ϖ*Ҭ೯ቹៜ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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٩ཥчѱࡹ۬ೕ୷܈ۓӦਸѱीቩہाǴᔈග
Ҭ೯ቹៜຑൔଌҬ೯ЬᆅᐒᜢቩǶ
Ѥǵࡌᑐ୷Ӧಒϩೕኳज़ڋ٣Ǻ!
)*Եໆҙፎᑈ౽Ε୷ӦǵᑈዛᓰϷ໒วமࡋ၀ࡌᑐໆᡏჹڬᜐᕉნϐ
ቹៜǴ၀୷ӦᔈගрΠӈҞᔠǴаճຑё౽ΕϐӝᑈᚐࡋǺ!
2/ҙፎȐ౽Εȑ୷ӦελϷֹځ܄Ƕ!
3/ڬᜐၰၡቨࡋϷًၰрጕǶ!
4/ڬᜐᎃӦࡌᑐނݩᆶϦӅࡼȐӵϦ༜ᆘӦǵᐒᜢǵᏢਠȑϐϩѲ
Ƕ!
5/ගрჹຼᎁᕉნ϶๓БਢǴӵቚуӦय़ቫ໒ޜܫ໔ǵ୷ӦᆘϯϷߥН
ीǵȨᆘࡌᑐࡰȩǵ!UPE ೕჄीǶ!
6/ᓬӃаߕ߈ϦӅࡼҔӦࣁ౽р୷ӦǶ!
7/ҙፎᑈ౽ᙯޣǴόளҔҁচ߾చЎܫቨϐǶ!
!!ȐΒȑᐒ܊Ǻ!
2/ Ր ӻ ٬ Ҕ ࡌ ᑐ চ ߾ ό ள   ᐒ  ܊Ƕ ዴ Ԗ   Ѹ ा  ޣǴ ᔈ а  ෂ!!!!!!!!!!
ࡌᑐύ੮ܭೀȐӵഢቫȑǴЪόளܭՐӻൂϡϣǶ!
3/ᐒ܊ೕჄሡԵໆ೯॥ϷᆢঅǴቫᔈύ੮ೀ٠җϦӅ୍ܺਡр
Ƕ!
4/ᐒޜ܊໔ελᔈᔠߕځഢଛѳय़Ǵ٩ჴሞሡӝೕჄǶ!
!!ȐΟȑ!
2/ନβӦ٬ҔϩᆅڋाᗺќԖೕۓѦǴ٬ҔϐኴቫᔈԾӦय़ቫଆೱ
ុǹঃࣁՐϩෂǴբࣁෂᔈܭЬाၰၡୁុۯ܈ᎃ
Ӧޜ໔Ƕ!
3/ٮբ٬ҔϐኴቫόளϦӅ୍ܺޜ໔Ϸᆅޜہ໔٬ҔǴ٬Ҕ
ᆶՐӻ٬Ҕϐҥय़ԄᔈԖ܌႖Ǵ٠ᔈග࣬ڀᜢीฝ)ӵޜ໔٬Ҕǵ
ഢس*ǴځрΕጕǵࠟޔጕϷՐߐᔈᐱҥϩЪޜ໔ε
λӝǶ!
4/ٮ٣୍܌٬ҔǴᔈၩܴޜ໔ҔǴЪό႖໔ࣁচ߾Ǵځᐒ܊
ǵፁғഢǵૡН໔୍ܺޜ໔ᔈύ੮ϦӅ୍ܺਡϣǶ!
5/բࣁՐӻ٬ҔǴٮځՐӻ٬ҔϐᑈኴӦ݈य़ᑈεܭᕴᑈኴӦ
݈य़ᑈΒϩϐаޣǴᔈКྣࡌᑐೌמೕ߾ՐӻྗᔠВྣǵо
ԿВԋϐВྣቹǶ!
6/ঃҽ୷ӦՏܭՐӻǺ!
)2*୷ӦೕჄൂቯࡌᑐނǴவӦय़ቫଆբࣁ٬Ҕࣁচ߾Ǵ٠ϝᔈ
಄ӝՐӻβӦ٬Ҕᆅ࣬ڋᜢೕጄǶ!
)3*୷ӦೕჄӭቯࡌނीǴ০ပܭβӦϐ၀ෂࡌނᔈ಄ӝ
ϐ࣬ᜢೕۓǶ!
)Ѥ*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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ҘǵΌᅿπҙፎࡼᔈ٩ᏵȨཥчѱӚѱी
ฝҘΌᅿππวԖᜢࡼϦӅ୍ܺࡼϦҔ٣ࡼϷ
ࡼβӦ٬ҔቩाᗺȩᒤǶ!
)ϖ*Ϧ܄ࡼ!
2/ਈᜄϦ܄ࡼᔈᐱҥрΕαǴځҔϷೕኳሡӃҁ۬Ҟޑ٣
ЬᆅᐒᜢਡϷௗᆅᐒᜢӕཀǶ!
3/ਈᜄϦ܄ࡼᔈٳਈᜄߕឦଶًޜ໔Ǵ٠ҥᐱҥೱ೯ኴǵႝఊё
ٮ೯ՉǴ၀ଶًޜ໔όќीዛᓰǴځኧໆ٩ࡌᑐೌמೕ߾܈၀ѱीฝ
ೕۓᔠǴځڗεॶǴ҂ၲኧϩᔈ፶Ƕ!
4/Ϧ܄ࡼኴቫଯࡋᔈόեܭ4/7ϦЁࣁচ߾Ǵѱीቩہ
ӕཀޣǴόӧԜज़Ƕ!
ϖǵࡌᑐໆᡏଛǵଯࡋǵࠠǵՅறϷ॥ϐ٣Ǻ!
)*ࡌᑐނҥय़ीচ߾Ǻ!
2/ࡌᑐނϐ॥ǵҥय़ǵѦᕅ፦ϷՅறीᔈԵໆ୷ӦᕉნڐፓϷӦ
܄ӢનǴܭѱीቩൔਜϣ၁ၩᇥܴǶ!
3/ჹቹៜѱඳᢀϐҥय़Ǵࣣᔈа҅ҥय़ೀǶ!
4/ҥय़ीᔈԵໆ٬ҔϩϷ٬ҔҔӝೕჄǶ!
5/ޜፓЬᐒǵഢᆅጕϷπբѠϮଛܭჹϦӅඳᢀፂᔐၨεϐҥय़٠
ᔈуаጨऍϯǴ٠ᔈӝೕჄޜፓ࠻Ѧᐒޜ໔٠уаጨऍϯǴ
კᇥᔈҢհ൞ᆅрѦᕅ໒ϾϐՏǶ!
6/ቶܕจ٩ჴሞ٬ҔሡǴගрቶܕจǵࡰҢจ܈εࠠቶނϐ
ीฝǴ٠ᔠߕ࣬ᜢಒी၁კǶ!
)Β*ࡌᑐނଯࡋीচ߾Ǻ!
ࡌᑐނӚኴቫଯࡋᔈ಄ӝѱीฝβӦ٬Ҕϩᆅڋाᗺǵࡌᑐ
ೌמೕ߾ǵཥчѱߚՐӻࡌᑐނኴቫଯࡋϷ֨ቫޜࡷ܈ीࡼπϷᆅ
ाᗺϐೕۓǶ!
)Ο*ࡌᑐࡂނഗԄीচ߾Ǻ!
2/٩ӚӦᎃ߈Յᆶ॥ೕჄǶ!
3/ࡂૉးႬނᔈ௦ߎឦᄬࢎǴځଯࡋаόຬၸ7ϦЁࣁচ߾٠ᔈᔠऐং
ǵऐǵऐ॥่ᄬӼӄҞǴံߕҢཀკᇥ٠ஒᆅᆢៈБԄયΕϦ
ε༺ᆅೕऊǴ٠җѱीቩہቩࡕ٩،ϣՉፓ
Ƕ!
4/ࡂഗН༣ϷѦࡼഢᐒႝഢᔈᆶࡂഗँрނᡏी
ጨऍϯǶ!
)Ѥ*ࡌᑐܴྣނीฝ!
2/ࡌᑐڹނ໔ྣܴीǴᔈаόӕਔᗺ߄ၲࡌᑐނՅϷڹ໔ຎඳᢀǴ
٠ᔈᇥܴӦय़ቫϦӅ໒ޜܫ໔ϷΓՉޜ໔ϐᐩӀ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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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аૈ࣪ႝΚǵ෧ϿӀࣁচ߾Ǵᐩەݰ௦ҔMFE࣪܈ႝᐩݰ
Ǵ٠ࡌаӆғૈྍीǶ!
4/ԵໆѱᡏᕉნඳᢀǴՏܭҁѱѱЬा༸ၰǵН۞ϷӦՏޣǴ
ᔈձԵໆ၀ࡌނѦᢀྣܴीǶ!
)ϖ*Н۞ࡌᑐीচ߾;!
2/ࡌᑐ୷Ӧय़ᖏݞၰǵНӥϷෝϐಃຉᄂҙፎਢҹǴᔈ٩ҁීೕۓᔠ
Ƕ!
3/ᖏН۞ϐࡌނᔈаεᕉნԵໆǴયΕڬᜐᆘӦଛϷၰၡБӛՉೕ
ჄࣁᓬӃԵໆǴаബܰၲคᕳޑН۞ᕉნࣁҞǶ!
4/ԵໆѱᡏඳᢀϷफ़եѱǴନ٩ೕۓᔠࡂഗϷ៛ᆵᆘϯѦǴ
ځՏᔈᖏ߈Н۞ୁ٠ᔈуமᖏН۞ୁࡌᑐҥय़ϐҥᡏᆘϯी
٠ඳᢀᆵǴځᔈ಄ӝΠӈೕ!;ۓ
)2* ඳᢀᆵѦᕅᄬᔈа࣒ዟ܈ឯࣁϐ่ޣٿ܈ӝࡼբϐǶ!
)3* ඳᢀᆵᔈаਭϷᙟβБԄᆘϯࡼǴЪय़ᑈᔈၲΟϩϐ
аǹځਭਭᅿय़ᑈ୷ྗϷᙟβుࡋी٠ᔈ಄ӝࡌᑐ୷Ӧᆘ
ϯीೌמೕጄೕۓǶ!
5/॥ᕉნᆅڋǺ!
)2* ࣁᆢៈН۞ڬᜐຎඳᢀ೯܄Ϸ༾ং೯॥ᐒૈǴࡌᑐނϐໆᡏ
০ပय़ӛᔈаࠟࣁ۞ݞޔচ߾ǴЪᔈᆢᎃෂϷᎃቯ໔ຯǴ٠
ԵໆӦଯำ༟ࡕ௨ࡌᑐଯեቫԛǴаᆢៈࡕ௨ࡌᑐނϐຎ
ඳᢀǶ!
)3* ٩Ᏽ၀Ӧதԃۑ॥ኧᏵǴ٩ЬᏤ॥ӛႣ੮೯॥൴ၰǴ٠ଛӝᐋЕ
کނሡଯ࿖མଛीǴନቚуჹࢬǴΨ෧ၸமޑତ॥ᆶᗉխ
ᏲоۑВྣǶ!
)4* ࣁᆢៈН۞ᡏඳᢀǴ୷Ӧѳ֡ቨࡋε ܭ26 ϦЁаޣǴࡌᑐނ
Ӛቯҥय़ᕴቨࡋᆶ୷Ӧѳ֡ቨࡋϐԭϩКᔈλ ܭ81&Ƕ!
6/ᖏН۞ࡌᑐނϐӦय़ቫޜ໔ǴᔈԵໆமϯᆶН۞໒ޑ܄ܫೱௗǴ༟
Н۞ຉၰϐ፪ښϷࢲ܄ុۯǴቚуӦय़ቫኴऀޑ܄ीǴଛӝ
໒ޜܫ໔Ϸຉၰടॿ੮ǴቚуҁୱН۞ޑᙦ܄Ƕ!
7/Н۞ڬᜐӦࡌځᑐՅறᔈ௦ᑼӝξНඳठϷ࣬ᎃࡌᑐނϐՅፓǴ٠ᔈ
௦Ҕණૈ܄ၨ٫ޑǴЪࡌᑐᄬݙཀԃᓎᕷޑረ॥ߟ᠍
ংቹៜǶ!
Ϥǵᕉნߥៈࡼଛ٣Ǻ!
Ȑȑ֣ڱǵၗྍӣԏޜ໔Ϸڕޜ໔ᇥܴǺ!
2/ፎаঁਢΓαኧଛӝȨ֣ڱమၮीฝȩीᆉၗྍӣԏޜ໔ໆǴ٠಄
ӝໆϐഢǵޜ໔ϷమၮБݤǶ!
3/֣ڱǵၗྍӣԏޜ໔ࡌܭӦΠቫ߈ࠟޔጕਡࣁচ߾Ǵ٠а
όၠຫًၰࣁচ߾ǶࡌᑐೕኳၨεޣǴᔈӝܭӚ୍ࠟܺޔਡϩණ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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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ڱǵၗྍӣԏޜ໔ᔈڀԖନૌǵؑڇϷ೯॥фૈǴٮᆢៈᕉნዅ
Ƕ!
5/֣ڱǵၗྍӣԏޜ໔ᔈܭᖏ߈ೀً֣ڱኩଶًՏࣁচ߾Ǵ၀ًՏόள
ीΕۓݤଶًኧໆϷԾଶًኧໆЪܭϦε༺ᆅೕऊуຏόளᎍ
୧ᙯ౽Ƕ!!
!!!)Β*୷ӦߥНϷНǺ!
2/୷ӦНय़ᑈᔈεޜۓݤܭӦ91&ᔠǴӦΠ࠻໒ࡩጄൎϐᙟβుࡋᔈ
ၲ71ϦϩаǶ!
3/ࡌᑐ୷ӦӦय़௨НࡼፎݮӦࣚጕࡂ୷٠ᏃໆஒӦय़Н༊Εใ
୷ύǴၸӭϐࢬۈё௨ΕѦϦӅ௨НྎǴ٠ፎᏃໆᅖϔځ܈д
ߥНीǴа෧ϿϦӅ௨НྎॄᏼǴ٠ፎܴҢ௨НБӛϷߥНࡼՏ
Ϸওय़Ƕ!
4/୷Ӧ௨Нࡼа௨ΕᐋҤǵྎ܈फ़եଯࡋᒨᅉӦ߄ߘНࢬϐБԄ
Ǵаᗉխफ़Нޔௗ௨ΕӦϦӅ௨Нྎǹќፎ୷ܭӦڬᜐნࣚጕୁу
ྎ܈ಉҡϐᅖୁྎǴаճ෧ѱࢫঢ়ǵቚу୷ӦϐߥНૈΚ
Ƕ!
)Ο*ࡂഗᆘϯǺࡂഗ܈៛ѠϐѳѠᔈаᆘࡂഗ)ᖓቫᆘϯ*ी܈ᆘૈ
ࡼǴаԖਏၲډ၀ѳѠ႖फ़ྕϐҞޑǴ٠ёᄒ੮ߘН෧ߘНࢬໆǶ
ཥࡌࡌނϐࡂഗǵ៛Ѡᆘϯځёᆘϯय़ᑈᔈϩձၲځय़ᑈϐΒϩϐа
٠ࡌஒё१ӦඳયΕࡂഗᆘϯೕჄǶ!
)Ѥ*ᖏਔނࡌ܄ǵπቷ܊Ϸ௹ࡂഗࡂഗᆘϯǺ!
2/4ኴаΠЪࡂഗቹय़ᑈ411ѳБϦЁаΠϐπቷ܊Ǵٮ܈ᖏਔ٬Ҕ6
ԃаΠϐࡌᑐ)ނϪ่ᇥܴ*ǴளխࡂഗᆘϯϷᆘૈഢǴаቚу
Ӧय़ቫᆘᙟࣁඹжБਢǶ!
3/௹ࡂഗࡌᑐ;!
)2*аԌନ௹ࡂഗคݤᆘϯϷѸाᆢঅ೯ၡϩϐࡂഗጄൎӄᆘϯǹ
ঃ௹ࡂഗቹय़ᑈຬၸᕴࡂഗቹय़ᑈѤϩϐΟǴаॊൈЕу७
ඹжǶ!
)3*аᆘૈഢඹжǶ!
)ϖ*ӦΠ࠻೯॥سǴᔈܭӦय़ቫҢ௨॥༣ϐѳय़Տǵওय़ϷЁκǴ
٠ᔠ௨॥όυᘋඳᢀǵΓՉᆶϦӅࢲϐᜢ߯Ƕ!
Ύǵඳᢀीฝ!
)*ඳᢀਭीচ߾Ǻ!
2/ ਭीᔈ٩ӦғᄊংచҹǴەᒧϐҁβচғᐋᅿǴ
ሡԵໆਭᅿϐ໔ຯᆶՏǴ٠аፄቫਭೕჄǶ!
3/ ൈǵឲЕᔈమཱᇥܴѳय़Ϸওय़ܴᐋҤǵѠಒЁκǵᙟβቫ
ᆶӦΠ࠻่ᄬǶ!
4/ ൈЕଛϐೕፎୖԵߕҹǶ!
5/ ਭीϩϐᙟβుࡋǴൈЕᔈε ܭ2/6 ϦЁǴឲЕᔈε ܭ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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ϦЁǴӦނᔈε ܭ1/4 ϦЁǹ!Ъځय़ᑈ҂ᅈ 47 ѳБϦЁᔈᅿ
ൈЕ 2 සǴय़ᑈ 47 ѳБϦЁаᅈ 47 ѳБϦЁᔈӆᅿൈЕ
2 සǴځᐋ߷ۭᚆӦృଯᔈၲ 3/6 ϦЁаǵᐋҤᙟβೀృቨόள
λ ܭ2/6 ϦЁǶ!
6/ ΓՉޜ໔ϣϐᆘόளଯрӦय़ϐᐋൎҡǵѠߔ႖ނǴа
ճߘНΕᅖǶ!
7/ уம໒ޜܫ໔ޑՍᖄǴΓՉၰଏᕭଛӝԖϦӅΓՉၰೕჄǴځ
ӝीቨࡋၲ 7 ϦЁаޣǴᔈीᚈ௨εࠠҁβதᆘൈЕǶ!
8/ ݅ጬၰϷ༜ၰϐᐋЕᔈᒧᐋ༸ਇޔଯεǵ݄ယᐚஏǵుਥ܄ǵ
ऐ॥ǵלԦࢉϐଯቫ໒ᐋ߷ൈЕǶ!
9/ ٩ൈЕᐋ߷ελەᒱပଛǴᅿБԄᔈᗉ໒ՐЊߐय़ϷӅӕ
рαǴаόߔᏲՐৎǵৎрΕࣁচ߾Ƕ!!
:/ ݮຉၰԄ໒ޜܫ໔܈໒ܫԄᆘ)൴*ុۯᎃӦϐᆘीǴό
ᔈύᘐǹЪਭᒧҔ࣬ϕམଛǴځᐋᅿࡌᔈԖ 71&а࣬ӕǶ!
)Β*ਭ౽ीฝǺ!
2/ ԵໆӦғᄊংᕉნӢનǴ୷Ӧϣਭ౽ߥ੮ޣǴᔈᇙբ
౽ीฝਜǴၩ୷ӦϣᐋᅿϷ౽БԄϷՏǶ!
3/ ୷ӦϣԖϦӈᆅϐࣔᐋЕϷਭဂᐋ৩ 41 ϦϩаϐൈЕǴᔈ
٩ȨཥчѱᐋЕߥៈԾݯచٯȩϐೕۓᒤǶ!
)2* ߥڙៈᐋЕচӦߥ੮ਔǴᔈගଌߥៈीฝǶ!
)3* คݤচӦߥ੮ਔǴᔈගଌ౽ᆶൺػीฝǶ!
)4* ϩচӦߥ੮Զϩ౽ਔǴᔈගଌߥៈीฝᄤ౽ᆶൺػीฝǶ!
4/ ୷Ӧϣ٩ॊೕۓߥ੮ϐᐋЕޣǴᔈගଌᐋЕߥៈीฝᄤ౽ᆶ
ൺػीฝǴځٮЬᆅᐒᜢቩǴቩӕཀࡕۈளࡼπǶ!
)Ο*Ȩᆘᙟय़ᑈȩࡰ݄ނယᙟᇂࡌܭᑐނϷ୷ӦϣѦӦय़ϐय़ᑈǴ܌ᆀȨᆘ
ᙟȩ!ࡰᆘᙟय़ᑈᆶޜۓݤӦϐԭϩКǴᆘᙟय़ᑈϐीᆉय़ᑈӵΠǺ!
2/ ௦ҔൈЕਭਔᆘᙟय़ϐीᆉБݤӵߕ߄Ƕ!
3/ ឲЕаჴሞय़ᑈу 61&ीᆉǶ!
4/ Ӧނаᙟय़ीᆉǶ!
5/ аᑄᑐޣǴᆘᙟय़а⬏ᑄय़ᑈΒϩϐीᆉǶՠ
ᑄϣϐҜᔈғߏؼӳǶ!
6/ ඳᢀғᄊԣϐᆘᙟय़ᑈаځय़ᑈΟϩϐीᆉǶ!
)Ѥ*ൎᕅǵᆘǺ!
2/ ٮϦ٬Ҕࡌᑐচ߾όளൎᕅǶ!
3/ Րӻ܈ӧᆅԖܴुጄൎሡϐࡌᑐǴᔈᅰໆаᆘೕჄǶ!
4/ ዴԖਸӼӄԵໆǴ٠ᔈѱीቩہቩӕཀࡕǴۈள
ൎᕅǶځᔈࣁޜԄीǴଯࡋόளଯ ܭ231 ϦϩǴᕅय़ᜟޜ
ၲ 81&аǴᕅ୷ଯࡋόளଯ ܭ31 ϦϩǶ!
Ζǵᆅᆢៈीฝ!
ࣁԖਏዴߥࡌᑐނϷࡼࡕុᆅǴᔈ൩ࡌᑐԄϷሡǴᔕ࣬ۓᜢ
ᆅीฝǴۓुڋҁচ߾٣Ƕ!
)* Ϧε༺ᆅೕऊǺ!
Ϧε༺ᆅೕऊᔈхࡴΠӈᆅᆢៈ٣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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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୷Ӧϣϐᎃෂ໔႖ǵۓݤଏᕭǵٛؠ೯ၰǶ!
3/ ໒ޜܫ໔Ȑх֖ᆅᆢៈǵڹ໔ྣܴȑǶ!
4/ ࡌᑐڹނ໔ྣܴǶ!
5/ ൎᕅǵᆘǶ!
6/ ඳᢀਭǶ!
7/ ֣ڱϷၗྍӣԏޜ໔Ƕ!
8/ ً֣ڱኩଶًՏϷးًڕՏǶ!
)Β* ໒ޜܫ໔ᆅᆢៈՉीฝǺ!
Ԗᜢ໒ޜܫ໔ϐᆅᔈ٩ΠӈೕۓᒤǺ!
2/ ᔈᇥܴࡌᑐނӼӄᆅڋϐБԄ٠Ңፁ࠻Տǵ໒ޜܫ໔ϣѦϩ
ࣚጕаϷӚኴቫࠟޔጕᆅڋБݤǶ!
3/ ໒ޜܫ໔ϐጄൎᔈܴዴҢǴ٠ܭᡉೀҥ໒ޜܫ໔ҢจǶ!
4/ ᔈᇥܴ໒ޜܫ໔ϐᆅᆢៈϐ୍ीฝǴ٠યΕϦε༺ᆅ
ೕऊύǶ!
)Ο* ᐕўђᙬߥӸᆢៈीฝǺ!
୷ӦϣੋϷᐕўђᙬࡌᑐޣǴᔈගрᐕўђᙬߥӸᆢៈीฝǶ!
)Ѥ* ԴᐋߥӸᆢៈᆅीฝǺ!
୷ӦੋϷԴᐋߥӸޣǴᔈගрԴᐋߥӸᆢៈᆅीฝǶ!
)ϖ* Ϧޜ໔ᆢៈᆅीฝǺ!
ҙፎϦޜ໔ޣዛᓰ܈ਈᜄϦޜ໔ޣǴᔈගрϦޜ໔ᆢៈᆅी
ฝǶ!
)Ϥ* ٛ௱ؠीฝǺ!
2/ ᔈ٩ȨჄًٛ፶௱ޜࢲؠ໔ࡰᏤচ߾ȩᔠǴ٠٩ೕۓᔠߕ
ֽٛ࣬ᜢਡЎҹǶ!
3/ ᔈගрٛؠᗉᜤғϷ౧ණጕǴଯቫࡌᑐᔈԵໆᗉᜤѳѠೕჄǶ!
!
ΐǵځд࣬ᜢೕ!ۓ
)* ϦԖࡌᑐނϷϦӅπำǴᔈ಄ӝΠӈচ߾Ǻ!
2/ ࣁуೲቩਔำǴΥεࠠࡌᑐ܈ख़ाϦӅπำҙፎਢǴࡌܭᝡკǵ
ܕࡌ܈ᑐीฝ໘ࢤǴӃଌہᒌ၌܈ቩǶ!
3/ ϦӅࡌᑐᒤϦ໒ᝡკܕ܈Ǵەஒҁচ߾࣬ᜢೕۓયΕᝡკ
ܕ܈ޕЎҹǶຑᒧǵܕ่݀ዴࡕۓǴፎᕇᒧൂՏᔈᏃԐᒤ
ѱीቩǶВࡕόளаҙፎൂՏϣሡ)ӵБߡᔼᆅǵႣᆉය
ำǵхӝऊǵਔำ*ज़ڋԶफ़եቩྗǶ!
4/ уமϦӅ܄ǵϦ܄ǵ୍ܺ܄࣬ᜢीǶ!
)Β* ࣁ٬ҁѱԋࣁ୯ሞᆘՅᢀӀࠤѱǴҙਓᓔሡҙፎᆘࡌᑐക٠ڗளᆘ
ࡌᑐংᒧਜϷ೯ၸᆘࡌᑐϩભຑሌભаǶ٠ᢀӀЬᆅᐒᜢӕཀ
ϷયΕਓᓔҞޑ٣ҙፎाǶ!
)Ο* ҙፎѱीቩਢҹǴନ၀ीฝβӦ٬Ҕϩᆅڋाᗺځ܈д࣬ᜢ
ݤзೕۓёҙፎዛᓰҞѦǴόளҙፎځдϐዛᓰҞǶ!
)Ѥ* ҁচ߾ऩՉԖᅪကਔǴளҁѱѱीቩہ٩ቩচཀ
ፕှញࡕᏵаՉǶ!
)ϖ* ҁѱѱीቩൔਜϷ࣬ᜢ߄ൂᔈаྗԄᇙբǴёԿཥчѱࡹ

!

182

!

۬ࠤໂวֽᆛઠΠၩǶ!
)Ϥ* ҁচ߾҂ೕޣۓǴҔځдԖᜢݤзೕۓǶ!
Ɉߕ߄Ǻ!
ԯଯ৩!
ȐϦϩȑ!

ᐋ߷ޔ৩!
ȐϦЁȑ!

ᆘᙟय़ȐѳБ
ϦЁȑ!

6.8!
2/6!
21!
9.21!
2/6!
26!
ε ܭ21!
3!
31!
)* ԯଯ৩ǺຯӦय़ 2 ϦЁଯϐᐋ༸ޔ৩Ƕ!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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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ΜϤǵཥчѱӚѱीฝҘΌᅿππวԖᜢࡼϦӅ୍ܺࡼϦ
Ҕ٣ࡼϷࡼβӦ٬Ҕቩाᗺ!
ύ҇୯:2ԃ3Д33Вᆵчᑜࡹ۬ч۬ࠤ໒ӷಃ1:211535733ဦڄวѲ!
ύ҇୯:5ԃ21Д27Вᆵчᑜࡹ۬ч۬ࠤ໒ӷಃ1:517813142ဦڄཥुวѲ!
ύ҇୯:8ԃ8Д28Вᆵчᑜࡹ۬ч۬ࠤ໒ӷಃ1:81589799ဦڄঅ҅วѲӄЎ25ᗺǹ٠ԾวѲВࡼՉ!
ύ҇୯:9ԃ23Д41Вᆵчᑜࡹ۬ч۬ࠤ໒ӷಃ1:92185716ဦзঅ҅วѲಃ6ǵ7ǵ8ǵ9ǵ:ǵ21ǵ22ᗺϷߕ߄Ǵ٠Ծ
::ԃ2Д24ВวѲВࡼՉ!
ύ҇୯211ԃ4Д27Вཥчѱࡹ۬ч۬ࠤ໒ӷಃ!21113128:7!ဦзुۓวѲӄЎ!22!ᗺǹ٠ԾջВଆғਏ!
ύ҇୯211ԃ9Д42Вཥчѱࡹ۬ч۬ࠤ໒ӷಃ!2112261746!ဦзঅ҅วѲಃ!4!ᗺచЎϐߕ߄!
ύ҇୯213ԃ21Д22Вཥчѱࡹ۬ч۬ࠤӷಃ!21338:9795!ဦзঅ҅วѲಃ!7!ᗺచЎǹ٠Ծ!213!!ԃ!21!Д!22!Вଆ
ғਏ!
ύ҇୯214ԃ7Д28Вཥчѱࡹ۬ч۬ࠤӷಃ!2142124164ဦзঅ҅วѲӜᆀϷӄЎ!22!ᗺǹ٠ྉԾ!214!ԃ!6!Д!2!В
ଆғਏȐচӜᆀǺཥчѱӚѱीฝҘΌᅿπϦӅ୍ܺࡼϦҔ٣ࡼϷࡼβӦ٬Ҕቩाᗺȑ!
!

ǵཥчѱࡹ۬ȐаΠᙁᆀҁ۬ȑࣁՉѱीฝݤཥчѱࡼՉಒ߾Ȑа!
!!!!Πᙁᆀҁಒ߾ȑಃΜΖచϷಃΜΐచೕۓǴᒤཥчѱȐаΠᙁᆀҁ!
!!!!ѱȑӚѱीฝҘǵΌᅿπȐаΠᙁᆀπȑπวԖ!
!!!!ᜢࡼǵϦӅ୍ܺࡼǵϦҔ٣ࡼϷࡼȐаΠᙁᆀӚ!
!!!!ࡼȑϐβӦ٬Ҕቩ٣ەǴुۓҁाᗺǶ!
ΒǵҁѱӚπϣӚࡼϐǵβӦ٬ҔϐቩǴନݤೕќԖೕۓѦ!
!!!!Ǵᔈ٩ҁाᗺϐೕۓǶ!
ΟǵҁѱӚπϣҙፎࡼǴځ٬Ҕय़ᑈǵಒҞᆶచҹϷᆅᆢៈ!
!!!!٣ᔈ಄ӝߕ߄ϐೕۓ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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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߄!
٬ҔࡼᅿᜪϷҞ!!

٬Ҕय़ᑈ!! ٬ҔಒҞ!

٬Ҕచҹ!! ᆅᆢៈ٣!!ࡌᑐނ٬ҔҔ!
!

ȐಃΟීȑ!ȐಃҞȑ! ኩ ό ϒ ೕ ჸֽǵٛᐒᄬ ኩ ό ϒ ೕ ኩόϒೕۓǶ!̃˟ࡹ۬ᐒᜢȐ
ϦӅ୍ܺ  ჸ Ϸ  ٛ ۓǶ!

Ƕ!

ۓǶ!

ࡼϷϦҔ٣ ᐒᄬ!
ࡼ!

ჸֽǵٛᐒ
ᄬȑǶ!

ȐಃΒҞȑ! ኩ ό ϒ ೕ ႝΚ࣬ᜢࡼǶ! ኩ ό ϒ ೕ ኩόϒೕۓǶ!ᡂႝࡌځ܌ᑐނ
ᡂႝ܌ǵᒡႝ ۓǶ!

ۓǶ!

٬ҔҔࣁ˿˞

ጕၡ៓༣Ȑೱ

Ȑᡂႝ܌ȑ
ǹᎩᒡ

ௗઠȑϷځᆅ

ႝጕၡ៓༣Ȑೱ

ၡ!

ௗઠȑϷځᆅၡ
٩ࡌᑐݤзೕۓ
ᒤǶ!

ȐಃΟҞȑ! ኩ ό ϒ ೕ ԾٰНǺԾٰНೀ ኩ ό ϒ ೕ ኩόϒೕۓǶ!ܜНઠ٩Нճݤ
Ծ ٰ Н  ܈Π ۓǶ!

ቷǵуᓸઠǵଛ ۓǶ!

ೕۓǴ!խ٩ࡌᑐ

НၰܜНઠ!

НԣǵృНቷǵଛ

ݤೕۓҙፎࡌᑐ

НࡼǶ!

ёǶ!

ȐಃѤҞȑ! ኩ ό ϒ ೕ ԾٰНೀȐቷ ኩ ό ϒ ೕ ኩόϒೕۓǶ!˿˞ȐԾٰНೀ
Ծ ٰ Н ೀ  ۓǶ!

ȑ܈ଛНࡼǶ! ۓǶ!

Ȑቷȑ
ǵԾٰ

Ȑቷȑ܈ଛ

НଛНࡼȑǶ!

Нࡼ!

̃˟ȐԾٰНϦ
Ƕ!
љϐᒤϦ࠻ȑ

ȐಃϖҞȑ! ኩ ό ϒ ೕ ྡǵϺฅуȐ ኩ ό ϒ ೕ ኩόϒೕۓǶ!J ᜪȐྡǵϺ
ྡǵϺฅ ۓǶ!

ȑᓸઠǶ!

ۓǶ!

уȐȑᓸઠ!

ฅуȐȑᓸ
ઠȑǶ!

ȐಃϤҞȑ! ኩ ό ϒ ೕ уݨઠǺؓᐒ ኩ ό ϒ ೕ ኩόϒೕۓǶ!J ᜪȐуݨȐ
уݨઠǵనϯ ۓǶ!

ًᙁܰߥᎦࡼǵ ۓǶ!

ȑઠȑ
ǹуݨઠЬ

ҡًؓݨ

ଶًǵًҔనϯ

ᡏഢޜ໔ឦ J

уઠ!

ҡݨǵжᒤًؓ

ᜪǶ!

ۓයᔠǶ!
నϯҡًؓݨу
ઠǺᙁܰߥᎦǵ
ࢱًǶ!
ȐಃΎҞȑ! ኩ ό ϒ ೕ Ҭඤᐒǵႝԣǵଛ ኩ ό ϒ ೕ ኩόϒೕۓǶ!˿˟Ȑႝߞᐒ܊
ႝߞᐒ!܊

ۓǶ!

ጕࢎǵᒡഢǶ!ۓ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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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Ƕ!

ȐಃΖҞȑ! ኩ ό ϒ ೕ ቲకނϷቲȐԦȑ ኩ ό ϒ ೕ ኩόϒೕۓǶ!˿˞ȐቲకނϷ
ቲ క  ނϷ ቲ ۓǶ!

Нೀࡼ܈กϯ ۓǶ!

ቲȐԦȑНೀ

ȐԦȑНೀ

Ƕ!

ࡼǵกϯȑ

ࡼ܈กϯ

ǹӵࡌᑐނឦύ

!

ѧϐᅿࡌ
ᑐނǴ߾όҔ
ࡌᑐݤϐ܈
ӄǶ!

ȐಃΐҞȑ! ٬ Ҕ β ᙴᕍଣ܌Ȑόхࡴ ኩ ό ϒ ೕ ኩόϒೕۓǶ!̂˞Ȑᙴଣǵᕍ
ᙴ ᕍ ߥ ଼  Ӧ ᕴ य़ ࢉੰଣϷᆒઓੰ ۓǶ!
ࡼ!

ᑈ ό ள ଣȑ
ǵፁғ܌Ȑઠȑ
ຬ ၸ ၀ Ƕ!
π
βӦᕴ
य़ᑈԭ
ϩϐϖ
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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ᎦଣȑǶ!

ȐಃΜҞȑ! ኩ ό ϒ ೕ ԎػᐒᄬȐԎ ܌ٽኩ ό ϒ ೕ ኩόϒೕۓǶ!ǵġ Ԏࡌځ܌ٽᑐ
ނ٬ҔҔࣁ
  ޗᅽ ճ  ۓǶ!
ȑ
ǵӼᎦᐒᄬ܈Ꭶៈ ۓǶ!
̂ˠȐԎ܌ٽ
ࡼ!
ᐒᄬǵيЈූምᅽ
ȑ
Ƕ!
ճᐒᄬǵԴΓߏය
Βǵġ ԴΓߏයྣ៝
ྣៈᐒᄬǶ!
ᐒᄬȐߏයྣ
ៈࠠȑ
ǵ
ȐѨඵ
ྣ៝ࠠȑኴӦ
݈य़ᑈϖԭѳ
БϦЁаࡌ
ᑐނ٬ҔҔ
ࣁ̂2Ǵϖԭѳ
БϦЁаΠ߾
ࣁ̄2Ƕ!
Οǵġ ԴΓߏයྣ៝
ᐒᄬȐᎦៈࠠ
ȑ
ǵӼᎦᐒᄬځ
ࡌᑐނ٬ҔҔ
ࣁ̄˞ȐᎦ
ԴଣǵӼᎦύ
Јȑ
Ƕ!
Ѥǵġ يЈምᛖᅽճ
ᐒᄬࡌᑐނ٬
ҔҔࣁ̂˟
Ȑූም୍ܺᐒ
ᄬȑ
Ƕ!
Ƕ!
ȐಃΜҞȑኩ ό ϒ ೕ Ѵ༜Ƕ!
ኩ ό ϒ ೕ ኩόϒೕۓǶ!̂ˠȐѴ༜ȑ
Ѵ༜!

ۓǶ!

ۓǶ!

ȐಃΜΒҞȑኩ ό ϒ ೕ ແֽǶ!

ኩ ό ϒ ೕ ኩόϒೕۓǶ!̃3ȐແֽȑǶ!

ແֽ!

ۓǶ!

ۓǶ!

ȐಃΜΟҞȑኩ ό ϒ ೕ K312132 ًؓᎯ૽ ኩ ό ϒ ೕ ኩόϒೕۓǶ!̀ˢ૽ግǶ!
ؓ ً Ꭿ Ꭽ ૽ ۓǶ!

Ȑ֖ࣁᆶᏢ ۓǶ!

ግ!

࣬ᜢҬ೯ݤೕаୖ
ᆶ၂܌ሡҔϐ௲
࠻ȑ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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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ΜѤҞȑኩ ό ϒ ೕ H212122 Ϧًًؓ ኩ ό ϒ ೕ ኩόϒೕۓǶ!ǵġH212122 Ϧً
ًؓ࠼ၮǵ
࠼  ၮ ઠ Ϸ ۓǶ!
࠼ ၮ  ǵ H212132 ۓǶ!
H212132 ѱ
ߕځឦࡼ!
ѱًؓ࠼ၮǵ
ًؓ࠼ၮǵ
H212162 ၯំً࠼
H212162 ၯំ
ၮǵH213122 ε
ً࠼ၮǵ
H213122 ε
ၮسᔼၮ
ၮسᔼၮ
ǵH214122 Ϧၡ
 ǵ H214122
ᔼǵH212142 ी
Ϧၡᔼځ
ำ ً ࠼ ၮ  ǵ
ࡌᑐނ٬ҔҔ
ࣁ˽˟Ȑً
H312122 ीำً࠼
ઠȑ
ǹӵឦߕឦ
ၮ୍ܺǵH212152
ᒤϦ࠻٬Ҕឦ
λ࠼ًચၛǵ
̃˟ȐᒤϦ࠻
H313121 ଶً
ȑ
Ƕ!
ᔼǶ!
Βǵġ H212142 ी
ำً࠼ၮǵ
H312122 ीำ
ً࠼ၮ୍ܺ
ǵH212152 λ࠼
ًચၛǵ
H313121 ଶً
ᔼࡌځ
ᑐނ٬ҔҔ
ࣁ̃˟Ȑ
ᒤϦ࠻ȑ
Ƕ!
ȐಃΜϖҞȑኩ ό ϒ ೕ βҡБၗྍ୴ ኩ ό ϒ ೕ ኩόϒೕۓǶ!̃ ˟ Ȑ ᒤ Ϧ ࠻ ȑ
β ҡ Б ၗ ྍ ۓǶ!

ϷߕځឦࡼǶ! ۓǶ!

ǹԜᜪӃҗ

୴Ϸځ

ҁ۬π୍ֽ

ߕឦࡼ!

ਡǶ!

ȐಃΜϤҞȑ ࡌ ځᑐ ے ނ௲ࡼǶ!

ኩ ό ϒ ೕ ኩόϒೕۓǶ!FȐے௲ࡼȑǶ!

ے௲ࡼ!

ۓǶ!

ᕴኴӦ݈
य़ᑈόள
ຬၸΟԭ
ѳБϦЁ
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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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ΜΎҞȑኩ ό ϒ ೕ ፐࡕԎػύЈȐӼ ኩ ό ϒ ೕ ኩόϒೕۓǶ!ǵġ̀ˢȐӼᒃ
ȑǶ!
 ځд  ҁ ۬ ۓǶ!
ᒃȑǶ!
ۓǶ!
ΒǵġࢲύЈࡌ
ቩਡϐ
ࢲύЈǶ!
ᑐނ٬ҔҔ
ѸाϦӅܺ
ᐒᜢǵᏢਠϐЊѦ
ࣁȐޗ
୍ࡼϷϦ
ၮࡼǶ!
Ȑٚȑࢲ
ύЈǴᢀ
Ҕ٣!
ูٽϷϿԃᅽճᐒ
ৢኴӦ݈
ᄬȐԎػᐒᄬǵԐ
य़ᑈၲΒԭ
යᕍػᐒᄬǵӼ
ѳБϦЁа
Ϸ௲ᎦᐒᄬȑǶ!
ޣǴࡌځ
ᑐނ٬ҔҔ
ԴΓӼᎦᐒᄬϷي
ࣁ˽˞ǹ
ЈምᛖᅽճᐒᄬǶ!
҂ၲΒԭѳ
ҁ۬ԋҥϐၮ
БϦЁޣǴ
૽܌ϷځஎްǶ!
ࡌځᑐނ٬
ҔҔࣁ̀
˟Ƕ!
ΟǵġูٽϷϿԃ
ᅽճᐒᄬȐ
Ԏػᐒᄬǵ
Ԑයᕍػᐒ
ᄬȑࡌᑐނ
٬ҔҔࣁ
̂ˠ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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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ѤǵġูٽϷϿԃ
ᅽճᐒᄬȐ
ӼϷ௲Ꭶ
ᐒᄬȑ
ǵԴΓ
ߏයྣ៝ᐒ
ᄬȐߏයྣ
ៈࠠȑǵȐѨ
ඵྣ៝ࠠȑ
ኴӦ݈य़ᑈ
ϖԭѳБϦ
Ёаࡌᑐ
ނ٬ҔҔ
ࣁ̂2Ǵϖԭ
ѳБϦЁа
Π߾ࣁ̄2
Ƕ!
ϖǵġԴΓߏයྣ
៝ᐒᄬȐᎦ
ៈࠠȑ
ǵӼᎦ
ᐒᄬࡌځᑐ
ނ٬ҔҔ
ࣁ̄˞ȐᎦ
ԴଣǵӼᎦ
ύЈȑǶ!
ϤǵġيЈምᛖᅽ
ճᐒᄬࡌᑐ
ނ٬ҔҔ
ࣁ̂˟Ȑූ
ም୍ܺᐒᄬ
ȑ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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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Ѥීȑ!ȐಃҞȑ! ᔼ  ኴ Ӧ G312121ၭౢࠔ႟୧ ǵġज़ܭ٬ ኩόϒೕۓǶ!̃ˠȐ۫⬏ȑǶ!
Ҕࡌᑐ
 ႟୧! ݈ य़ ᑈ ό ǵG312131 ੬ౢࠔ႟୧
ނϐಃ
ǵG312141 Нౢࠔ႟
ࡼ!
!
ளຬၸϖ
ቫϷ
୧ǵG312181 ы႟
ԭ ѳ Б Ϧ ୧ǵG312::1 ځдၭ
ӦΠ
ЁǶ!
੬Нౢࠔ႟୧ǵ
ቫǶ!
G314121 १ࠔϙǵ ΒǵġӦ
႟୧ǵG314131 
ᗺᔈᎃ
ௗቨࡋ
ଚ႟୧ǵG317121 ϖ
ΖϦЁ
ߎ႟୧ǵG317131 В
аϐ
தҔࠔ႟୧ǵ
ၰၡǶ!
G317141 ኳڀ႟୧
ǵG317151 НᏔ !
  ႟ ୧  ǵ
G317171 ౼ޘҔࠔ
႟ ୧  Ƕ G318121
ᅊǵ༡႟୧
ǵG318131 ࢉǵ
ᚑ  ႟ ୧  ǵ
G318141 మዅҔࠔ
႟ ୧  ǵ G318281
πշᏊ႟୧ǵ
G3182:1 ༟ጤጢǵ
႟୧ǵG319122
ύ ᛰ ႟ ୧  ǵ
G319132 Ջᛰ႟୧
ǵG319142 ᙴᕍ
Ꮤ  ႟ ୧  ǵ
G319161 Όᜪԋᛰ
႟ ୧  ǵ G321121
ដ ᒮ ႟ ୧  ǵ
G321131 ᜔႟୧
ǵG324121 ႝᏔ
႟ ୧  ǵ G324141
ႝတϷ٣୍܄ᐒᏔ
 ഢ ႟ ୧  ǵ!
G324151 ᆒஏሺᏔ
႟ ୧  ǵ G324162
ࡋໆᑽᏔ႟୧ǵ
G324171 ႝߞᏔ
႟ ୧  ǵ G324191
ᐒఓᏔڀ႟୧ǵ
G324211 Ԧࢉٛݯ
ഢ႟୧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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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G324221 ႝԣ႟୧ Οǵġ!
ǵG327121 ྣ࣬
Ꮤ  ႟ ୧  ǵ
G328121 ٛӼӄ
 ഢ ႟ ୧  ǵ
G331121 ऐО
႟ ୧  ǵ G329121
ၗૻ೬ᡏ႟୧ǵ
G32:121 ႝη
႟ ୧  ǵ G315221
ѲҚǵՊǵᎠǵ
൰ǵദǵܺႬࠔ႟
୧ǵG316151 ৎ
ڀǵჶڀǵታ܊Ꮤ
ڀǵးࠔ႟୧
ǵG31:171 Ў௲ǵ
ᏔǵػҔࠔ႟
୧ǵG4::121 ߡ
ճ۫ǵG322121
ࡌ  ႟ ୧  ǵ
G3241:1 Ҭ೯ᇞ
Ꮤ  ႟ ୧  ǵ
G4::::1 ځдᆕӝ
႟୧Ȑज़ᚇ۫
٬Ҕȑ
ǵG318311 ϯ
Ꮲচ႟୧Ȑज़
ӝԋᐋિǵ༟ጤচ
ǵӝԋᐎጤ႟୧
٬Ҕȑ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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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141 ឪ ቹ  ǵ
K[::191 K[::171ᡍӀଛ᜔୍ܺ
ǵK[::281ǵᙹ
ऍऍᎳ
ǵK[::271 څӑǵ
ܺ ୍  ᔼ K[::191ऍऍᎳ୍ܺ
 ኴ Ӧ ݈ ǵJ[25131 Ϧறچ
य़ ᑈ ό ள ᎍǵJ[27121 ᓓڀ
మࢱǵKB14121 ࢱՊ
ຬၸϖԭ
J212181 ၭǵ݅ǵᅕ
ѳ Б Ϧ Ё ǵ੬៝ށୢǵJ212191
Ϸ
πǵ៝ୢǵJ2121:1
KB14121 १ࠔ៝ୢǵJ212211
ࢱ Պ  ኴ ૐ៝ޜୢǵJ212221
તᙃ៝ୢǵJ212231
Ӧ݈ᕴय़
ಭ៝ୢǵJ213121
ᑈ ό ள ຬ ၗ៝ୢǵJ216121
ၸ Ο ԭ ѳ ᛬ೌࠔᒌ၌៝ୢǵ
Б Ϧ Ё Ѧ J2::::1ځд៝ୢ୍ܺ
ǵJ412121 ၗૻ೬ᡏ
ǴځᎩό
୍ܺǵJ412131 ၗ
ϒज़ۓǶ! ೀ୍ܺǵJ412141
!
ႝηၗૻٮᔈ୍ܺ
ǵJ512121 ቶܺ
୍ǵJ512131 ቶ
ൂϩଌǵJ612121 ౢ
ࠔीǵJ613121 ܺ
ႬीǵJ614121 ඳ
ᢀǵ࠻ϣीǵ
J615121 ᛬ीǵ
J6::::1 ځдीǵ
J812122 ൩୍ܺǵ
J912122Ϧε༺ᆅ
୍ܺǵJ:12122 ߥӄ
ǵJC12121 ࡌᑐނϦ
ӅӼӄᔠǵ
JD12121 ᛰࠔᔠᡍǵ
JE12122ࡋໆᑽᏔܴ
ǵJF12121 ႝߞ୍
ߐဦжᒤǵJG12121
ٛӼӄഢᔠঅ
ǵJG13121 Ҕႝഢᔠ
ෳᆢៈǵJ[12121
ቹ ӑ  ǵ J[13121
Ѻ ӷ  ǵ J[14121
ൔǵ!

!

୍ܺ! 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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ନ

ኩόϒೕۓǶ!ǵġK[::191 ऍ

J[25131

ऍᎳ୍ܺ

Ϧற

ࡌځᑐނ

چᎍ

٬ҔҔࣁ

ज़ܭ

̃ˠȐᎳ

٬Ҕࡌ

܌ǵऍ

ᑐނϐ

ଣȑǶ!

ಃቫ

ΒǵġK[::141 ឪ

ѦǴځᎩ

ቹ

ኩόϒ

K[::171 ᡍ

ೕۓǶ!

Ӏଛ᜔୍ܺ



ǵ

ǵK[::281
ᙹǵ
K[::271 څ
ӑ



ǵ

J[27121 ᓓ
ڀమࢱǵ
KB14121 ࢱ
Պ



ǵ

J[25131 Ϧ
றچᎍ
ࡌځᑐނ
٬ҔҔࣁ
̃ˠȐ۫⬏
ȑǶ!
ΟǵġځᎩ٬Ҕಒ
Ҟࡌځᑐނ
٬ҔҔࣁ
̃˟ȐᒤϦ
࠻ȑǶ!

!

!

!

J[17121 хး !
ǵJ[15121 ᙌ
ǵJ[18121 Ϧ
ǵJ[1:121 ᆅ
 س ᡍ   ǵ
J[21121 ௨ހǵ
J[22121 ၻයᔈԏ
ීᆅ୍ܺǵ
J[23121 ΓΚࢴᇾ
ǵJ[24121 ᆛၡ
ᇡ  ܺ ୍  ǵ
J[25122 Ϧறچ
ж   ǵ J[::::1
ځдπ୍ܺǵ
J[26121 ѱࣴز
Ϸ҇ཀፓǵ
K412121 ൔરǵ
K413121 ೯ૻዺ
ǵK414121 ᚇᇞȐ
යтȑрހǵ
K415121 კਜрހ
ǵK416121 Ԗᖂ
р   ހǵ K4::121
೬ ᡏ р   ހǵ
K4::::1 ځдрހ
ǵK:13122 ਓՉ
ǵK:14131 ฦξ
ᘂ Ꮴ  ǵ K:15122
ᢀ Ӏ ၯ   ǵ
KE12121 πቻߞ
ܺ ୍  ǵ KF12121
ચၛǵ214171 ᆅ
៝ୢǵJ212172
πำ៝ೌמୢϷ
ҁ۬ਡ୍ܺ
ϐѸाߕឦࡼ
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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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ᓓ!

ᔼ  ኴ Ӧ G612141 ۫ ǵज़ܭ٬ ኩόϒೕۓǶ!ǵġᔼኴӦ݈
݈ य़ ᑈ ό ǵG612171 ᓓᓔ Ҕ ࡌ ᑐ
य़ᑈ҂ၲΟ
ނϐಃ
ள ຬ ၸ  Ƕ!
ԭѳБϦЁ
ǵΒǵ
ίѳБϦ
ޣǴࡌځᑐ
ഗቫϷ
ЁǶ!
ނ٬ҔҔ
ӦΠ
ቫǶՠࡌ
ࣁ̃ˠȐ҂
ᑐࣁނ
ၲΟԭϦЁ
ϖቫኴ
ϐᓓǵ
аΠޣ
१۫ȑǶ!
Ǵ܈٬Ҕ
βӦय़
ΒǵġᔼኴӦ݈
ᑈӧ
य़ᑈຬၸΟ
Ϧഘа
ԭѳБϦЁ
ࡌځ
аޣǴځ
ᑐނಃ
ࡌᑐނ٬Ҕ
Կϖ
ቫኴٮ
Ҕࣁ˾ˠ
εࠠ
Ȑ१ǵᓓ
ҢύЈ
ȑǶ!
ǵ୍ύ
Јǵঊᓯ
ץว
ϐ
٬Ҕޣ
Ǵளঋ
ᓓ
ܭ
ಃϖቫ
ኴаΠ
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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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Βǵᔼኴ !

!

Ӧ݈य़
ᑈ҂ຬ
ၸΟԭ
ѳБϦ
Ёа
ޣǴ
Ӧᗺ
ᔈᎃௗ
ቨࡋΖ
ϦЁа
ϐၰ
ၡǶ!
Οǵᔼኴ
Ӧ݈य़
ᑈຬၸ
Οԭѳ
БϦЁ
аޣ
Ǵ
Ӧᗺᔈ
ᎃௗቨ
ࡋΜϖ
ϦЁа
ϐၰ
ၡǶ!
ȐಃΒҞȑ! ኩ ό ϒ ೕ ϦљՉဦᔼज़բ ኩ ό ϒ ೕ ኩόϒೕۓǶ!̃˟Ȑ٣୍
  ٣ ୍ ۓ ܌Ƕ!

ᒤϦ࠻٬ҔޣǶ! ۓǶ!

܌ȑǶ!

Ծ җ ᙍ  ٣ ኩ ό ϒ ೕ ٩ݤխᒤᔼճ٣ ኩ ό ϒ ೕ ኩόϒೕۓǶ!̃˟ȐԾҗᙍ
୍!܌

ۓǶ!

ฦϐߐᙍΓ ۓǶ!
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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٣୍܌ȑǶ!

ȐಃΟҞȑ! ኩ ό ϒ ೕ K912141 ᝡמϷҶ ኩ ό ϒ ೕ ኩόϒೕۓǶ!̀˞Ȑٮեஏࡋ
ၮҶ໕
ࡼ!
!

ۓǶ! ໕ᡏػᓔȐۓ ځǶ!

٬ҔΓα

٬Ҕϣ٩ᔮ

ၮҶ໕

љϦљՉဦᔼ

ϐ܌ȑ

Ҟжዸ߄ۓ܌

Ƕ!

ϐಒᜪࣁྗȑǶ!
ȐಃѤҞȑ! ኩ ό ϒ ೕ I212 ሌՉȐ֖ሌ ǵġ ज़  ܭኩόϒೕۓǶ!ǵġሌ Չࡌᑐ
٬ Ҕ
ሌՉǵߞҔӝ ۓǶ!
ՉǵߞҔӝբޗǵ
ނ٬ҔҔ
ࡌ ᑐ
բޗǵၭǵᅕ
ၭǵᅕߞҔ
ࣁ̃˞Ȑሌ
 ނϐ
ߞҔϷ
ϩЍᐒᄬȑǵI6 ߥ
Չǵӝբޗ
ಃ 
ߥᓀϦљ
ǵߎᑼᐒᄬ
ᓀǵI7 ߥᓀᇶշ
ǵΒǵ
Ο ቫ
ϩЍᐒᄬ!
ΓǶ!
ȑǶ!
Ϸ Ӧ
Βǵġߥ ᓀϷߥ
Π 
ᓀᇶշΓ
ቫǶ!
Ԗᔼᘕᘚ
Βǵġ  
Ӧ ᗺ
ࡌᑐނ٬Ҕ
ᔈ ᎃ
Ҕࣁ̃˞
ௗ ቨ
Ȑߎᑼߥᓀ
ࡋ Μ
ᐒᄬȑ
ǹऩค
Ϧ Ё
ᔼᘕᘚࡌ
а 
ϐ ၰ
ᑐނ٬ҔҔ
ၡǶ!
ࣁ̃˟Ȑ
Οǵġऩ ค
ᒤϦ࠻ȑǶ!
ᔼ 
ᘕ ᘚ
Զ ߯
ࣁ ᒤ
Ϧ ࠻
٬ Ҕ
ޣǴό
 ڙ
Β 
చ ҹ
ೕ ۓ
ϐ ज़
ڋ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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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ϖҞȑ! ٩  ໒ ೕ εࠠҢύЈ܈ ٩  ໒ ೕ ٩໒ೕۓᒤ ˾˟Ȑεࠠ
ε ࠠ  Ң ύ ۓᒤǶ! ୍ύЈǶ!

ۓᒤǶ! Ƕ!

ύЈ܈

Ј܈୍ύ

୍ύЈȑ

Ј!

Ƕ!

٬ҔβӦय़
ᑈຬၸϦ
ഘаǴЪځ
Տǵय़ᑈǵ
ϣϷ
ϦӅࡼǴ
ҁѱѱी
ฝہቩ
೯ၸ!ޣ
ȐಃϤҞȑ! ٩  ໒ ೕ G2 ץวǶ!

٩  ໒ ೕ ٩໒ೕۓᒤ ˾ ˟ Ȑ ໆ ೡ ۫ ȑ

ঊᓯץว! ۓᒤǶ!

ۓᒤǶ! Ƕ!

Ƕ!

٬ҔβӦय़
ᑈӧϦഘ
аϖϦഘ
аΠǴ٠य़ᖏ
ΜΒϦЁа
ၰၡǴЪځ
ҙፎ໒ว٣
ीฝǵ୍
ीฝǵᔼᆅ
ीฝǴҁ
ѱѱीฝ
ہቩ
೯ၸ!ޣ
!

ȐಃΎҞȑ! ኩ ό ϒ ೕ K:12131 ਓᓔ  ෂ ൂ Њ ኩόϒೕۓǶ!˾ˡ)ਓޗǵਓᓔ
ਓᓔ!

ۓǶ!

Ƕ!

٬ҔǴЪ
όளϩЊ
Ǵ٠уຏ
ྣࡌܭ
ྣϷ٬Ҕ
ྣ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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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ᇯᓔ*!Ƕ!

!

ѤǵԵໆҁѱӚπҙፎࡌᑐྣਢҹǴځीᔈ಄ӝπ٬ҔҔ!
!!!!ǴӚෂࡌᑐނӚቫϐᐒႝޜ໔ǵૡН໔ǵᆅၰ໔Ϸፁғഢޜ໔ᔈ!
!!!!ύೀ୍ܺޔࠟܭਡೕჄǴЪࣁϦӅ٬ҔόளऊۓҔǶ!
!!!!ҙፎҁಒ߾ಃΜΖచಃΒಃΟීಃΜҞᙴᕍߥ଼ࡼǵಃΜҞ!ޗ
!!!!ᅽճࡼǴϷಃѤීಃΎҞਓᓔ٬ҔޣǴளόڙೕۓज़ڋǶ!
ϖǵࡌᑐ୷Ӧҙፎҁಒ߾ಃΜΖచಃΒಃѤීࡼޣǴନ!
!!!!٩ҁाᗺಃΟǵѤᗺೕۓѦǴ٠ᔈ಄ӝΠӈೕۓǺ!
!!Ȑȑҙፎҁಒ߾ಃΜΖచಃΒಃѤීಃԿΟҞೕۓϐ୍ܺ!
!!!!!!!!ǵ٣୍܌ǵԾҗᙍ٣୍܌Ϸၮࡼ٬ҔޣǴࡌځᑐ୷Ӧ!
!!!!!!!!य़ᖏΜϦЁаϐၰၡǴЪӚࡼൂϡܭቫीΕᑈϐኴӦ!
!!!!!!!!݈य़ᑈȐό֖Ӆӕ٬ҔϩȑόளλܭΟԭѳБϦЁǴ٠όள႖!
!!!!!!!!໔Ƕ!
!!ȐΒȑҙፎҁಒ߾ಃΜΖచಃΒಃѤීಃΎҞೕۓϐਓᓔ٬ҔޣǴ!ځ
!!!!!!!!ࡌᑐ୷Ӧय़ᖏΜϦЁаϐၰၡǴЪޜ໔಄ӝਓᓔᆅ!
!!!!!!!!ೕ߾ಃϤచϐೕۓǴ٠аෂൂЊҙፎǴόளϩЊ٬ҔǶ!
!!ȐΟȑҙፎҁಒ߾ಃΜΖచಃΒಃѤීಃҞϷಃѤҞೕۓϐᓓ!
!!!!!!!!ϷሌՉǵߞҔӝբޗǵၭǵᅕߞҔᆶߥᓀϦљϩЍᐒᄬ٬!
!!!!!!!!ҔޣǴࡌځᑐ୷ӦϐӚࡼൂϡܭቫीΕᑈϐኴӦ݈य़ᑈय़!
!!!!!!!!ᑈȐό֖Ӆӕ٬ҔϩȑόளλܭΟԭѳБϦЁǶ!
!!ȐѤȑࡌᑐ୷Ӧҙፎҁಒ߾ಃΜΖచಃΒಃѤීಃҞԿಃѤҞϷಃ!
!!!!!!!!ΎҞࡼϐ୷Ӧय़ᑈӝीၲϖԭѳБϦЁаޣǴᔈҁѱѱ!
!!!!!!!!ीቩہቩ೯ၸǴБளਡวࡌྣǶ!
!!!!ΐΜΎԃΎДΜΎВςڗள٬Ҕྣ܈ςᑫࡌֹԋϐࡌᑐނǴளό!
!!!!ڙೕۓϐज़ڋǴՠϝᔈ٩ߕ߄ೕۓᒤǶ!
Ϥǵࡌᑐ୷Ӧҙፎҁಒ߾ಃΜΖచಃΒಃΒීಃΜҞπౢࠔҢ!
!!!!୍ܺϷಃΜϤҞҾᔼၮᕴϷ࣬ځᜢࡼޣǴᔈ٩Πӈೕۓᒤ!
!!!!Ǻ!
!!Ȑȑᛦયߥߎϐीᆉ٩ࡌᑐ୷ӦයϦॶ४႟ᗺѤϖ४Њኴ!
!!!!!!!!Ӧ݈य़ᑈȐൂՏǺѳБϦЁȑϐߎᚐǶ!
!!ȐΒȑᛦયϐߥߎࡪЊԏڗǴ٠ܭ၀ࡌਢሦளࡌྣᛦયǴᛦય!
!!!!!!!!ࡕҗҁ۬π୍ֽڐշӸΕжԏжбЊߥᆅǶ!
!!ȐΟȑ٬Ҕྣਡว܈ᡂ׳٬ҔฺπᡍϤঁДϣǴᔈᒤϦљฦǴ!
!!!!!!!!ऩ҂ܭϤঁДϣᒤϦљฦޣǴ٩࣬ᜢೕۓຊೀǵୌзଶЗ٬!
!!!!!!!!Ҕ٠ؒԏߥߎǶ!
!!ȐѤȑҁ۬ࠤໂวֽϷπ୍ֽȐ٬Ҕࣽȑ٩ᔮวֽϦϐҥమ!
!!!!!!!!нी၀ਢϦљҥǴբࣁϤԃϣуமିӕዽϐ٩Ᏽ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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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٩চਡҔ٬ҔਢҹǴஒ٩ݤೀѦǴ٠ؒԏߥߎǶ!
!!Ȑϖȑ٬Ҕྣਡว܈ᡂ׳٬ҔฺπᡍϤԃϣ֡҂բࣁՐӻځ܈дၴ!
!!!!!!!!ϸѱीฝϐ٬ҔǴߥߎค৲ଏᗋǶ!
!!ȐϤȑҙፎಃΜҞπౢࠔҢ୍ܺϷಃΜϤҞҾᔼၮᕴϷ!࣬ځ
!!!!!!!!ᜢࡼϐཥࡌࡌᑐǴᔈҁѱѱीቩہቩ೯ၸࡕǴ!
!!!!!!!!БளਡวࡌྣǶ!
Ύǵҙፎҁಒ߾ಃΜΖచಃΒಃѤීಃΎҞਓᓔޣǴځжߎϐीᆉ!
!!!!ࣁҙፎ୷ӦβӦय़ᑈϐԭϩϐΜΟᗺϤ४аਔβӦϦॶуѤԋ!
!!!!Ƕ!
!!!!ҙፎࡌྣਢҹᔈڗܭளࡌྣᛦયԭϩϐϖΜжߎǴځᎩж!
!!!!ߎڗܭள٬ҔྣᛦયǴᡂ׳٬Ҕྣਢҹ߾ܭᡂ׳٬Ҕྣڗள!
!!!!ᛦયǶ҂ٰ၀୷Ӧऩᡂځࣁ׳д٬Ҕϩӣ㎸ޣǴ၀ςᛦયϐж!
!!!!ߎளϒܢԌǶ!
!!!!ঃ୷ےӦϣࣁӭቯ܈ӭෂࡌᑐीǴൂෂҙፎᡂࣁ׳ਓᓔ٬ҔǴ!
!!!!ҁᗺಃᛦયжߎӆ४аҙፎᡂ׳ኴӦ݈य़ᑈэচҙፎࡌྣ!୷ے
!!!!ӦϐᕴኴӦ݈य़ᑈКीϐǶ!
!!!!ҙፎᡂ׳ኴӦ݈य़ᑈа၀ෂҙፎբਓᓔ٬ҔϐᕴኴӦ݈य़ᑈуӦ!
!!!!ΠቫӅҔϐኴӦ݈य़ᑈ४аҙፎբਓᓔ٬ҔϐᑈኴӦ݈य़ᑈэᕴ!
!!!!ᑈኴӦ݈य़ᑈϐКǴځीᆉБԄӵߕ߄ΒǶ!
!
ߕ߄Β!
πӜᆀ!!

ёҙፎज़ԭϩК!
!Ȑ!!&!!ȑ!!
ಃҞ!! ಃΒҞ!
! ಃΟҞ!! ಃѤҞ!! ಃΎҞ!
!

ഢຏ!

ख़πȘΌș!

1/94!

1!

21!

21!

21!

!

ख़πΒȘΌș!

9/73!

3/74!

21!

21!

21!

!

ख़πΟȘΌș!

:/28!

1/33!

21!

:/9:!

21!

!

ख़πѤȘΌș!

3/93!

1!

21!

:/:5!

:/73!

!

݈πΒȘΌș!

:/47!

2/14!

21!

21!

21!

!

݈πΟȘΌș!

1!

1/13!

5/36!

21!

21!

!

݈πѤȘΌș!

1!

1!

21!

21!

21!

!

݈πϖȘΌș!

:/2!

3/33!

21!

21!

21!

!

݈πϤȘΌș!

21!

:/5!

21!

21!

21!

!

݈πΎȘΌș!

3/6:!

6/82!

21!

:/27!

21!

!

݈πΐȘΌș!

8/62!

5/28!

21!

21!

21!

!

݈πΜȘΌș!

6/:6!

3/84!

21!

21!

1/13!

!

݈πΜȘΌș!

1/16!

1/12!

21!

21!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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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ΜΒȘΌș!

1/8!

:/16!

21!

21!

21!

!

݈πΜΟȘΌș!

:/99!

:/78!

:/:!

21!

21!

!

݈πΜѤȘΌș!

:/3!

8/76!

21!

21!

21!

!

ᐋπΒȘΌș!

2/49!

4/66!

21!

21!

21!

!

ᐋπΟȘΌș!

6/:7!

6/75!

21!

21!

21!

!

ᐋπѤȘΌș!

:/37!

:/4!

21!

21!

21!

!

ᐋπϖȘΌș!

8/9:!

5/82!

21!

21!

21!

!

ᐋπϤɴΖȘΌș!

:/87!

8/19!

21!

21!

21!

!

ᐋπΐȘΌș!

21!

21!

21!

21!

1!

!

ᐋπΜȘΌș!

1/13!

1/13!

1/13!

1/13!

21!

!

ᐋπΜȘΌș!

8/:6!

2/3:!

21!

21!

21!

!

ᐋπΜΒȘΌș!

21!

:/67!

21!

21!

21!

!

ᐋπΜΟȘΌș!

9/42!

9/95!

21!

21!

21!

!

ᐋπΜѤȘΌș!

21!

7/88!

21!

:/38!

21!

!

ᐋπΜϖȘΌș!

:/:2!

8/62!

21!

21!

6/13!

!

ᐋπΜϤȘΌș!

21!

:/::!

21!

21!

21!

!

ᐋȘӭȵπȘΌș!

:!

4/79!

21!

:/::!

21!

!

ᐋȘӭȵπΒȘΌș!

:/14!

6/74!

21!

21!

2/67!

!

ᐋȘӭȵπΟȘΌș!

21!

21!

21!

21!

21!

!

ᐋȘӭȵπѤȘΌș!

9/64!

1/62!

21!

:/:6!

21!

!

ᐋȘӭȵπϖȘΌș!

21!

5/19!

21!

21!

21!

!

ᐋȘӭȵπϤȘΌș!

9/82!

2/49!

21!

21!

21!

!

ᐋȘӭȵπΎȘΌș!

21!

:/6!

21!

21!

21!

!

ᐋȘ٫ȵπȘΌș!

21!

6/54!

21!

21!

21!

!

ᐋȘ٫ȵπΒȘΌș!

21!

21!

21!

21!

21!

!

ᐋȘ٫ȵπΟȘΌș!

:/94!

5/45!

21!

21!

21!

!

ᐋȘ٫ȵπѤȘΌș!

:/26!

21!

21!

21!

21!

!

ᐋȴ٫ȵπϖȘΌș!

:/8:!

9/14!

21!

21!

:/:7!

!

៩πȘΌș!

21!

:/29!

21!

21!

21!

!

៩πΒȘΌș!

:/93!

9/24!

21!

21!

21!

!

៩πΟȘΌș!

9/97!

9/3!

21!

21!

1/26!

!

៩πѤȘΌș!

:/58!

8/56!

21!

21!

21!

!

πΒȘΌș!

:/17!

4/63!

21!

21!

21!

!

πΟȘΌș!

:/34!

1/4!

21!

21!

21!

!

ಷπȘΌș!

8/95!

4/4:!

:/72!

:/:6!

:/83!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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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ಷπΒȘΌș!

9/49!

2/37!

21!

:/84!

:/34!

!

ಷπΟȘΌș!

1!

1!

8/63!

21!

21!

!

ಷπѤȘΌș!

:/:6!

:/26!

21!

21!

21!

!

۫πȘΌș!

8/8:!

4/13!

21!

:/78!

21!

!

۫πΒȘΌș!

1!

1!

1/:8!

21!

21!

!

۫πΟȘΌș!

3/18!

1!

21!

:/67!

21!

!

۫πѤȘΌș!

:/15!

1!

21!

21!

21!

!

۫πϖȘΌș!

21!

8/26!

21!

21!

21!

!

۫πϤȘΌș!

7/22!

1!

21!

:/:7!

8/47!

!

۫πΎȘΌș!

9/85!

9/84!

21!

21!

21!

!

۫πΖȘΌș!

1!

1!

6/8:!

21!

6/68!

!

۫πΐȘΌș!

8/:2!

2/3:!

21!

21!

21!

!

۫πΜȘΌș!

7/15!

1/8!

21!

9/3:!

21!

!

۫πΜȘΌș!

21!

2/33!

21!

21!

21!

!

۫πΜΒȘΌș!

1!

1/53!

21!

21!

21!

!

۫πΜΟȘΌș!

:/65!

21!

21!

21!

21!

!

۫πΜѤȘΌș!

21!

21!

21!

21!

21!

!

۫πΜϖȘΌș!

:/3!

9/24!

21!

21!

21!

!

۫πΜϤȘΌș!

:/7:!

21!

21!

21!

21!

!

۫πΜΎȘΌș!

21!

21!

21!

21!

21!

!

۫πΜΖȘΌș!

4/:8!

1!

21!

21!

21!

!

۫πΜΐȘΌș!

1!

1!

1!

1!

21!

!

۫πΒΜȘΌș!

21!

3/88!

21!

21!

21!

!

۫πΒΜȘΌș!

21!

21!

21!

21!

21!

!

۫πΒΜΒȘΌș!

21!

21!

21!

21!

21!

!

πȘΌș!

:/:7!

3/:6!

21!

21!

7/2:!

!

ȘԮșπȘΌș!

8/:!

5/:5!

21!

21!

21!

!

ȘԮșπΒȘΌș!

1/12!

1!

:/65!

:/44!

21!

!

ȘԮșπΟȘΌș!

1/2!

1!

9/5:!

21!

1!

!

ȘԮșπѤȘΌș!

:/45!

:/75!

21!

21!

21!

!

ȴԮȵπϖȘΌș!

7/5:!

7/49!

21!

21!

21!

!

ȴԮȵπϤȘΌș!

21!

:/94!

21!

21!

21!

!

ԤπѱύЈӦȘΌș!

5/5!

1!

4/55!

:/67!

21!

!

ԤπክᐋӦȘΌș!

9/:6!

2/9!

:/:7!

:/:5!

:/1:!

!

Ԥπߎᓪ෫ӦȘΌș!

8/42!

8/12!

21!

21!

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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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Ԥπϖǵߥߏ֞ӦȘΌ

:/89!

:/4:!

21!

:/::!

:/:7!

!

ྷπȘΌș!

:/17!

21!

21!

21!

21!

!

ύπȘΌș!

3/23!

1!

:/89!

:/86!

9/6!

!

ύπΒȘΌș!

21!

7/97!

21!

21!

21!

!

βπȘΌș!

5/65!

6/44!

21!

9/82!

21!

!

βπΟȘΌș!

9/9!

2/96!

21!

21!

7/:5!

!

βπѤȘΌș!

21!

:/2!

21!

21!

21!

!

βπϖȘΌș!

:/96!

2/73!

21!

21!

21!

!

βπϤȘΌș!

8/62!

8!

21!

21!

21!

!

βπΎȘΌș!

8/89!

5/95!

21!

21!

2/:5!

!

βπΖȘΌș!

:/38!

8/75!

21!

21!

4/78!

!

βπΐȘΌȵ!

:/7!

5/35!

21!

:/:!

9/68!

!

βπΜȘΌș!

21!

21!

21!

21!

21!

!

βπΜȘΌș!

21!

21!

21!

21!

21!

!

βȘഗșπȘᆕș!

6/28!

1!

21!

:/:5!

6/67!

!

βȘഗșπΒȘΌș!

:/39!

21!

21!

21!

21!

!

βȘഗșπΟȘΌș!

21!

1/64!

21!

21!

21!

!

βȘഗșπѤȘᆕș!

21!

:/:3!

21!

21!

21!

!

ᝳπȘΌș!

:/13!

1/15!

21!

21!

21!

!

ᝳπΒȘΌș!

21!

6/28!

21!

21!

21!

!

ᝳπΟȘΌș!

:/87!

1/57!

21!

21!

21!

!

ިπȘΌș!

9/:7!

1/64!

21!

:/:6!

21!

!

ިπΟȘΌș!

21!

7/64!

21!

21!

8/57!

!

ੀπȘΌș!

:/7:!

5/68!

21!

21!

21!

!

ੀπΒȘΌș!

21!

6/49!

21!

21!

21!

!

ੀπΟȘΌș!

21!

:/:6!

21!

21!

21!

!

ੀπѤȘΌș!

:/39!

1/44!

21!

21!

21!

!

ੀπϖȘΌș!

9/92!

5/4!

:/:9!

21!

:/97!

!

݅πȘΌș!

21!

:/:9!

21!

21!

21!

!

݅πΒȘΌș!

21!

:/3:!

21!

21!

21!

!

݅πϤȘҘș!

21!

21!

21!

21!

21!

!

݅πΎȘҘș!

:/::!

21!

21!

21!

21!

!

݅πΜȘҘș!

21!

21!

21!

21!

21!

!

݅πΜΒȘΌș!

21!

21!

21!

21!

21!

!

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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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πΒȘΌș!

:/1:!

8/2!

21!

21!

21!

!

֞πΟȘΌș!

9/86!

1/13!

21!

21!

7/27!

!

☇πȘΌș!

21!

8/92!

21!

21!

21!

!

πȘΌș!

21!

21!

21!

21!

21!

!

ΖπȘΌș!

7/9:!

5/36!

:/:!

21!

:/34!

!

ΖȘᓪȵπȘΌș!

7/93!

1!

21!

:/23!

21!

!

ΖȘᓪȵπΒȘΌș!

9/:9!

9/43!

21!

21!

21!

!

ΖȘᓪȵπΟȘΌș!

:/78!

2/84!

21!

21!

2/37!

!

ΖȘᓪȵπѤȘΌș!

1/36!

1/13!

1/13!

1/38!

21!

!

ΖȘᓪȵπϖȘΌș!

21!

:/99!

21!

21!

21!

!

ѳπΒȘΌș!

21!

21!

21!

21!

21!

!

ѳπΟȘΌș!

21!

21!

21!

21!

21!

!

ѳπѤȘΌș!

21!

21!

21!

21!

21!

!

ѳπϖȘΌș!

21!

:/1:!

21!

21!

21!

!

ѳπϤȘΌș!

21!

21!

21!

21!

21!

!

ߎπȘΌș!

21!

9/45!

21!

21!

21!

!

ଅπȘΌș!

21!

21!

21!

21!

21!

!

πȴΌș!

21!

21!

21!

21!

21!

!

៩ȘስȵπȘΌș!

21!

21!

21!

21!

21!

!

៩ȘስȵπΒȘΌș!

21!

:/27!

21!

21!

21!

!

៩ȘስȵπѤȘΌș!

21!

21!

21!

21!

21!

!

៩ȘስȵπϖȘΌș!

:/42!

21!

21!

21!

21!

!

៩ȘስșπϤȴΌș!

:/62!

21!

21!

21!

21!

!

៩ȘስșπΎȘΌș!

21!

21!

21!

21!

21!

!

៩ȘስșπΖȘΌș!

21!

21!

21!

21!

21!

!

៩ȘስșπΐȘΌș!

:/58!

:/57!

21!

21!

21!

!

៩ȴስșπΜȘΌș!

:/5!

:/23!

21!

21!

21!

!

៩ȘስșπΜȘΌș! 21!

21!

21!

21!

21!

!

ੇπȘΌș!

21!

21!

21!

21!

21!

!

ੇπΒȘΌș!

21!

21!

21!

21!

21!

!

ੇπΟȘΌș!

21!

21!

21!

21!

21!

!

ཥȘӼȵπȘΌș!

21!

6/15!

21!

21!

21!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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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߄Ο!
ᛦયжߎߎᚐ=!
!
ҙፎᡂ׳ኴӦ݈य़ᑈɠ֖ӦΠቫϩ
ϩኴӦ݈य़ᑈ!!
୷Ӧय़ᑈØ!!!!!!!!!!!!!!!!!!!!!!!!!!!!!!!!!!!!!!!!!!!!!!Ø24/7&!
ᕴኴӦ݈य़ᑈ!
ØਔϦॶуѤԋ!

Ζǵ٩ҁाᗺೕܭۓӚπҙፎӚࡼޣȐаΠᙁᆀҙፎΓȑǴᔈ
!!!!ᔠߕΠӈЎҹǺ!
!!ȐȑҙፎਜȐӵߕҹȑǶ!
!!ȐΒȑҙፎΓϐيϩܴЎҹǶ!
!!ȐΟȑβӦϷӝࡌݤᑐ܌ނԖΓӕཀਜǶ!
!!ȐѤȑ٬ҔीฝᇥܴਜǺᔈ֖ࡌᑐৣᛝϐࡌᑐѳय़ଛीฝკǵᇥܴ!
!!!!!!!!ϷӚࡼൂϡ٬ҔβӦय़ᑈǵԖྣҔᇥܴǶ!
!!Ȑϖȑന߈ΖঁДϣਡวβӦ٬ҔϩܴਜҽǶ!
!!ȐϤȑന߈ΟঁДϣਡวβӦฦϷӦᝤკᖵҁӚҽǹӵԖࡌޣނ٠!
!!!!!!!!ᔈᔠߕࡌނฦᖵҁҽǶ!
!!ȐΎȑҙፎࡌྣਢҹᔈᔠߕҁ۬ਡวϐࡌᑐጕࡰҢȐۓȑҙፎਜკ!
!!!!!!!!ୋҁǹᡂ׳٬Ҕྣਢҹᔈᔠߕࡌᑐނ٬ҔྣӸਥǶ!
!!ȐΖȑځдѸाЎҹ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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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ҹ.ཥчѱѱीฝҘΌᅿπϦӅ୍ܺࡼϦҔ٣ࡼϷ
ࡼҙፎਜ!
ཥчѱѱीฝҘΌᅿπϦӅ୍ܺࡼϦҔ٣ࡼϷࡼ
ҙፎਜ!
ҙ ҙ ۉӜ! !
ፎ ፎ
Γ Γ Ȑፎᛝ !
ၗ
കȑ!

يϩ !

!

!

ࡌ
ᑐ
ৣ

!

β
Ӧ
܌
Ԗ

Γ

!

Ȑፎᛝ
കȑ!
  ጓ!

ӷဦ!

ဦ!

ᖄ๎Ր !

ᖄ ๎ Ӧ!

֟!

֟!

!

!

ႝ၉!

!

ۉӜ!

!

ࡌ
ނ
܌
Ԗ

Γ

Ȑፎᛝ
കȑ!
يϩ !

!

܌
Ԗ

Γ
ၗ


ۉӜ!

ႝ၉!

!

ۉӜ!

!

Ȑፎᛝ
കȑ!
  ጓ!

ӷဦ!

ဦ!

ᖄ๎Ր !

ᖄ ๎ Ӧ!

֟!

֟!

ႝ၉!

!

ႝ၉!

!

βӦ!ཥчѱ!!!!!!!!!!!!!!!!!!!!!!!!!!!!!ࢤ!!!!!!!!!!!!!!!!λࢤ!
ࡌ!ނӦဦ!
ၗ!ฦ܌ӧӦ! !
ჴሞᔼӦ0
ᡂ׳٬ҔӦ֟!

!

!

ҙ ࡼ ಃɍಃ ჸϷٛᐒᄬ! ಃ ɍಃΜѤҞ!࠼ၮઠϷߕځឦࡼ!
ፎ
Ο
ΟҞ!
٬
ී
ී
Ҕ
ɍಃΜϖҞ!βҡБၗྍ୴Ϸځ
ϦɍಃΒ ᡂႝ܌ǵᒡႝጕၡ

ӅҞ!
៓༣ȐೱௗઠȑϷ
ߕឦࡼ!
Ҟ
ܺ
ځᆅၡ!
୍

ɍಃΜϤҞ!ے௲ࡼ!
ࡼɍಃΟ ԾٰН܈ΠНၰܜ
ϷҞ!
Нઠ!
ɍಃΜΎҞ!ځдᑜȐѱȑࡹ۬ቩ
Ϧ
ਡϐѸाϦӅ୍ܺ
Ҕ
٣
ࡼ Ϸ Ϧ Ҕ ٣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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ɍಃѤ ԾٰНೀȐቷ ಃ ɍಃҞ!
Ѥ
Ҟ!
ȑ܈ଛНࡼ!
ී

ɍಃϖ ྡǵϺฅуȐ  ɍ!

Ҟ!
ȑᓸઠ!

ɍಃϤ уݨઠǵనϯҡ ݨ ɍ!
ࡼ
Ҟ!
ًؓуઠ!

႟୧!

ɍಃΎ ႝߞᐒ!܊

ɍಃΒҞ!

٣୍!܌

ɍ!

Ծҗᙍ٣୍!܌

ɍಃΟҞ!

ၮҶ໕ࡼ!

ɍಃѤҞ!

ሌՉǵߞҔӝբޗǵၭǵ

୍ܺ!
ᓓ!

!

Ҟ!
ɍಃΖ ቲకނϷቲȐԦȑ
Ҟ!

Нೀࡼ܈ก

!

ϯ!

ɍಃΐ ᙴᕍߥ଼ࡼ!
Ҟ!
ɍಃΜ ޗᅽճࡼǺԎ
Ҟ!

ػᐒᄬȐ Ԏ ܌ ٽȑ

ᅕߞҔϷߥᓀϦљ

ǵӼᎦᐒᄬ܈Ꭶៈ

ϩЍᐒᄬ!

ᐒᄬǵيЈምᛖᅽ
ճᐒᄬǵԴΓߏය
ྣៈᐒᄬ!
ɍಃΜ Ѵ༜!

ɍಃϖҞ!

εࠠҢύЈ܈୍ύ

Ҟ!

Ј!

ɍಃΜ ແֽ!

ɍಃϤҞ!

ঊᓯץว!

ɍಃΎҞ!

ਓᓔ!

ΒҞ!
ɍಃΜ ًؓᎯᎭ૽ግ!
ΟҞ!
ಃΟීࡼ!

ಃ ! ! Ҟ ǹ य़ ᑈ!ಃѤීࡼ!

ҙፎ٬ҔβӦय़ ʤ!!

ಃ!!Ҟǹय़ᑈ!!!!!!!ʤ!

ҙፎ٬ҔβӦय़ ಃ!!Ҟǹय़ᑈ!!!!!!!ʤ!

ᑈ!

ಃ ! ! Ҟ ǹ य़ ᑈ!ᑈ!

ಃ!!Ҟǹय़ᑈ!!!!!!!ʤ!

Ȑຏ 2ȑ!

ʤ!

ಃ!!Ҟǹय़ᑈ!!!!!!!ʤ!

Ȑຏ 2ȑ!

ಃ ! ! Ҟ ǹ य़ ᑈ!
ʤ!
ಃ ! ! Ҟ ǹ य़ ᑈ!
ʤ!
ᔠߕ! ѸाЎҹ!

ځдЎҹ!

!

208

!

Ўҹ! 2/ Ӧᝤკᖵҁ! ɍġ ٬Ҕीฝᇥܴਜ!
3/ βӦฦᖵҁ!ɍġ ࡌᑐጕࡰҢკ!
4/ βӦ٬Ҕϩ ɍġ ځ
ܴਜ!

д

```````````````````````````````````````````!

5/ ҙፎΓϐيϩ !
ܴЎҹ!
ਡ  ɍġ ҙፎࡌᑐྣ!ɍġ ҙፎϦљ܈Չဦฦ!
ࡕ!

ɍġ ҙፎᡂ׳٬Ҕ ɍġ ӛҞޑ٣ЬᆅൂՏҙፎҥё!

Ҕ!

ྣ!

)Ѹ༤ ɍġ ҙፎխᒤᡂ
ȑ!

׳٬Ҕྣ!

ڗளҁ۬ɍ ࢂ ɍ ց Ȑ ς  ڗள ࡌ   ྣ ȑ  ܌ၩ Ҕ 
ࡌ ᑐ Ь ᆅ ````````````````````````````!
ᐒ ᜢ ਡ  ɍࢂɍցȐςڗள٬Ҕྣȑ!
ࡌᑐྣ
!
ഢຏ!2/ ಃΟීǵಃѤීҙፎ٬ҔβӦय़ᑈϐीᆉϦԄǴፎୖྣཥчѱπᕴ
ໆᆅڋ၌ᆅسǶ!
Ȑᆛ֟Ǻiuuq;00joqbsl/qmboojoh/uqd/hpw/ux0UQDN0vtfs0Efgbvmu/btqyȑ!
!
!!ΐǵ٩ҁाᗺҙፎϐਢҹǴҙፎΓᔈӛҁ۬ࠤໂวֽҙፎਡᕴໆǴԾ!
!!!!ᕴໆኩਔฦᒵϐВଆΟঁДϣҙፎࡌᑐྣ܈ҥёǶҗҁ۬π୍!
!!!!ֽϷ࣬ᜢൂՏ٩ҁाᗺೕۓቩ٠ᔠߕܴЎҹޕڄҁ۬ࠤໂวֽ!
!!!!Ƕ!
!!!!ӢᒤځдቩȐӵѱीቩǵѱ׳ཥቩǵᕉნቹៜຑǵ!
!!!!Нβߥቩȑ҂ૈܭයज़ϣֹԋǴளᔠ࣬ڀᜢܴЎҹҁ۬ࠤ!
!!!!ໂวֽӕཀۯǴԛۯаΟঁДࣁज़Ƕ!
!!!!ਡᕴໆኩਔฦᒵਢҹၻය҂٩ೕۓᒤޣǴ٩ҁाᗺচਡϐᕴໆ!
!!!!ѨځਏΚǹࡌځᑐྣǵҥёϐҙፎርӣǴ܈ѱ׳ཥ٣Ӣ!
!!!!ࡺಖЗ܈ᎁᄖᎍޣǴҭӕǶ!
Μǵࣁዴߥࡕុᆢៈᆅ٠ᗉխၴೕ٬ҔǴᔈࡌܭྣǵ٬Ҕྣуຏ!
!!!!Πӈ٣Ǻ!
!!Ȑȑҁਢ܍ວЊᔈ٩চਡۓҔ٬ҔǴόளբࣁՐӻځ܈дၴϸѱ!
!!!!!!!!ीฝϐ٬ҔǴЪວ፤ਔᔈӈΕౢ౽ᙯҬжǶ!
!!ȐΒȑҙፎբਓᓔ٬ҔޣǴᔠߕҞޑЬᆅᐒᜢਡЎҹǴЪόளϩЊ!
!!!!!!!!р୧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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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ΟȑҁਢҙፎܨନྣȐЪֹԋܨନȑǵᡂ׳٬Ҕྣ܈ᒤѱी!
!!!!!!!!ฝᡂ׳ำׇֹԋࡕǴҙፎΓᔈ٩ೕۓҙፎᄖᎍҁाᗺচਡϐᕴ!
!!!!!!!!ໆǶ!
ΜǵԖΠӈӚීϐޣǴҁ۬π୍ֽ࣬܈ᜢҞޑ٣Ьᆅᐒᜢᔈ!
!!!!!!ޕҁ۬ࠤໂวֽǺ!
!!!!Ȑȑ٩ҁाᗺҙፎਡᕴໆਢҹǴځচਡᕴໆ٩ҁाᗺಃΐᗺೕ!
!!!!!!!!!!ۓѨځਏΚޣǶ!
!!!!ȐΒȑ٩ҁाᗺҙፎਡᕴໆ٬ҔǴςҙፎᡂࣁ׳ҁಒ߾ಃΜΖచಃ!
!!!!!!!!!!܈ಃΒಃීࡼ٬ҔޣǶ!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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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ΜΎǵߚѱβӦ٬Ҕᆅڋೕ߾!
ύ҇୯ϤΜϖԃΟДΟΜВϣࡹȐ76ȑѠϣӦӷಃ!789561!ဦзुۓวѲӄЎ9చ!
ύ҇୯ϤΜϖԃΜДΒΜϤВϣࡹȐ76ȑѠϣӦӷಃ!823429!ဦзঅ҅วѲӄЎ21చ!
ύ҇୯ϤΜΖԃΒДϖВϣࡹȐ79ȑѠϣӦӷಃ931:55!ဦзঅ҅วѲಃ9ǵ:చచЎ!
ύ҇୯ΎΜԃѤДΒΜΒВϣࡹȐ81ȑѠϣӦӷಃ28478ဦঅ҅วѲಃ5చచЎ!
ύ҇୯ΎΜΟԃΜДϖВϣࡹȐ84ȑѠϣӦӷಃ377837зঅ҅วѲಃ6చచЎ!
ύ҇୯ΎΜΎԃϤДΒΜΐВϣࡹȐ88ȑѠϣӦӷಃ719951ဦзঅ҅วѲಃ5ǵ8ǵ21ǵ22చచЎϷߕ߄ϐӚᅿ٬
ҔӦ٬ҔҞ߄!
ύ҇୯ΎΜΖԃΎДΎВϣࡹȐ89ȑѠϣӦӷಃ!81:7:3!ဦзঅ҅วѲಃ3ǵ5ǵ8ǵ:చచЎ!
ύ҇୯ΖΜԃΟДϤВϣࡹȐ91ȑѠϣӦӷಃ:18134ဦзঅ҅วѲӄЎ43చ!
ύ҇୯ΖΜΒԃΜДϖВϣࡹȐ93ȑѠϣӦӷಃ!9397977ဦзঅ҅วѲಃ:ǵ23ǵ24ǵ29ǵ31ǵ32చచЎǹቚुว
Ѳಃ29.2ǵ32.2ǵ32.3!చచЎǹ٠մନಃ25చచЎ!
ύ҇୯ΖΜΟԃϤДВϣࡹȐ94ȑѠϣӦӷಃ9486733ဦзঅ҅วѲಃ:చచЎǹ٠ቚुಃ42.2చచЎ!
ύ҇୯ΖΜϖԃϖДΒΜΟВϣࡹȐ96ȑѠϣӦӷಃ9685:73ဦзঅ҅วѲӄЎ47చ!
ύ҇୯ΖΜΎԃДΎВϣࡹȐ98ȑѠϣӦӷಃ9887256ဦзঅ҅วѲಃ:చచЎ!
ύ҇୯ΖΜΖԃϤДΒΜΐВϣࡹȐ99ȑѠϣӦӷಃ999722:ဦзঅ҅วѲಃ7ǵ21ǵ29ǵ34ǵ3:ǵ41ǵ45చచЎ!
ύ҇୯ΐΜԃΟДΒΜϤВϣࡹȐ:1ȑѠϣύӦӷಃ:192216ဦзঅ҅วѲӄЎ6:చǹ٠ԾวѲВଆჴࡼ!
ύ҇୯ΐΜԃϖДΟΜВϣࡹѠϣύӦӷಃ1:21195354ဦзঅ҅วѲಃ7ǵ2:ǵ36ǵ39ǵ46ǵ56ǵ59ǵ5:చచ
Ўǹ٠ቚुಃ46.2చచЎ!
ύ҇୯ΐΜΒԃΟДΒΜϤВϣࡹϣύᒤӦӷಃ1:31193476ဦзঅ҅วѲಃ7ǵ34ǵ37ǵ39ǵ41ǵ42ǵ44ǵ64చ
చЎǹቚुಃ7.2ǵ49.2ǵ55.2ǵ5:.2ǵ63.2చచЎǹ٠մନಃ5:ǵ63!చచЎ!
ύ҇୯ΐΜΟԃΟДϖВϣࡹϣύᒤӦӷಃ1:41834944ဦзঅ҅วѲಃ7ǵ:ǵ33ǵ39ǵ5:.2చచЎ!!
ύ҇୯ΐΜΟԃϤДΜϖВϣࡹϣύᒤӦӷಃ1:41835532ဦзঅ҅วѲಃ!55ǵ56ǵ63.2!చచЎ!
ύ҇୯ΐΜѤԃΜΒДΜϤВϣࡹϣύᒤӦӷಃ1:5183:8382ဦзঅ҅วѲಃ46.2చచЎ!
ύ҇୯ΐΜΎԃΐДϖВϣࡹϣύᒤӦӷಃ1:81835129ဦзঅ҅วѲಃ:!చచЎϷಃ!7!!చచЎϐߕ߄!
ύ҇୯ΐΜΖԃΟДΜΖВϣࡹϣύᒤӦӷಃ1:91834:14ဦзঅ҅วѲಃ46ǵ46.2చచЎ!
ύ҇୯ΐΜΖԃΖДΒΜВϣࡹϣύᒤӦӷಃ1:91836375ဦзঅ҅วѲಃ63.2చచЎǹ٠ቚुಃ53.2చచЎ!
ύ҇୯ΐΜΐԃѤДΒΜΖВϣࡹϣύᒤӦӷಃ1::1835244ဦзঅ҅วѲಃ2ǵ7ǵ22ǵ24ǵ25ǵ26ǵ27ǵ31ǵ32
ǵ33ǵ34ǵ59ǵ5:.2ǵ63.2చచЎǵಃ28చచЎϐߕ߄Βǵߕ߄Βɡǹቚुಃ25.2ǵ33.2చచЎǹ٠մନಃ35ǵ36చ
చЎ!
ύ҇୯ԭԃϖДΒВϣࡹϣύᒤӦӷಃ2111835481ဦзঅ҅วѲಃ46ǵ46.2చచЎϷಃ!7చϐߕ߄ύ҇୯
ԭ႟ԃϖДΜϖВՉࡹଣଣᆵೕӷಃ2121242245!ဦϦಃ:చಃ5ಃ5ී܌ӈឦȨՉࡹଣЎϯࡌہȩϐೢ
٣ǴԾԭ႟ԃϖДΒΜВଆׯҗȨЎϯȩᆅᗄ!
ύ҇୯ԭ႟ΒԃΐДΜΐВϣࡹϣύᒤӦӷಃ!21377626:7ဦзঅ҅วѲಃ:ɴ22ǵ24ǵ25ǵ28ǵ32ǵ33ǵ34ǵ
39ǵ42ǵ46ǵ46.2ǵ51ǵ53.2ǵ55ǵ56ǵ57ǵ59ǵ63.2చచЎϷಃ!7చߕ߄ǵಃ28చߕ߄Βǵߕ߄Βϐǵಃ38చߕ
߄Οǵಃ39చߕ߄Ѥǹቚुಃ33.3ǵ34.2ǵ41.2ɴ41.4ǵ55.3చచЎǹ٠մନಃ49ɴ4:ǵ55.2చచЎ!
ύ҇୯ԭ႟ΟԃΜΒДΟΜВϣࡹϣύᒤӦӷಃ!2142414822!ဦзঅ҅วѲಃ!3ǵ4ǵ:ǵ28ǵ41.2ɴ41.4ǵ
54ǵ5:.2ǵ63.2ǵ67!!చచЎϷಃ!7!!చచЎϐߕ߄ǵಃ!38!చచЎϐߕ߄Οǹቚुಃ!41.5ǵ42.2ǵ42.3!చచЎǹ٠
մନಃ!55.3!చచЎ!
!

ಃ!!ക!ᕴ߾!
ಃ!2!చ!!!ҁೕ߾٩ୱीฝݤȐаΠᙁᆀҁݤȑಃΜϖచಃೕۓुۓϐǶ!
ಃ!3!చ! ߚѱβӦளჄࣁۓۓၭǵၭǵπǵໂǵහ݅ǵξڵ
Ӧߥػǵ॥ඳǵ୯ৎϦ༜ǵݞοǵੇୱǵۓҔ٬ҔϩǶ!
ಃ!4!చ! ߚѱβӦ٩ځ٬Ҕϩϐ܄፦ǴጓࣁۓҘᅿࡌᑐǵΌᅿࡌᑐǵЧᅿ
ࡌᑐǵᅿࡌᑐǵၭށǵ݅ǵᎦǵᡶǵǵጀǵҬ೯ǵН
ճǵၯᏨǵђᙬߥӸǵғᄊߥៈǵ୯βߥӼǵᘝရǵੇୱǵۓҞޑ
٣٬ҔӦǶ!
ಃ!5!చ! ߚѱβӦϐ٬ҔǴନ୯ৎϦ༜ϣβӦǴҗ୯ৎϦ༜Ьᆅᐒᜢ٩ݤ
ᆅڋѦǴࡪځጓۓ٬ҔӦϐᜪձǴ٩ҁೕ߾ೕۓᆅڋϐǶ!
ಃ!6!చ!!!ߚѱβӦ٬ҔϩჄۓϷ٬ҔӦጓࡕۓǴҗޔᗄѱ܈ᑜ!)ѱ*!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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ᆅځڋ٬ҔǴ٠җӦໂ!)ᙼǵѱǵ*!Ϧ܌ᒿਔᔠǴځԖၴϸβӦ
٬ҔᆅޣڋǴᔈջൔፎޔᗄѱ܈ᑜ!)ѱ*!ࡹ۬ೀǶໂ!)ᙼǵѱǵ*!Ϧ
܌ᒤᔠǴᔈࡰۓΓॄೢᒤǶޔᗄѱ܈ᑜ!)ѱ*!ࡹ۬ࣁೀ
ಃၴϸβӦ٬ҔᆅڋϐਢҹǴᔈԋҥᖄӝڗጌλಔۓයೀǶ
ޔᗄѱ܈ᑜ!)ѱ*!ᖄӝڗጌλಔளፎҞޑ٣Ьᆅᐒᜢۓයᔠࢂց
٩চਡۓीฝ٬ҔǶ!
ಃ!Β!ക!٬ҔǵࡌጨϷᑈ!
ಃ!7!చ!ߕҹᔞਢ!!
ߚѱβӦჄۓ٬Ҕϩ٠ጓۓ٬ҔӦᜪձǴᔈ٩ځ٬ҔϐҞ
Ϸё٬ҔಒҞ٬ҔǶՠύѧҞޑ٣Ьᆅᐒᜢᇡࣁۓख़εࡌीฝ܌
ሡϐᖏਔ܄ࡼǴቻள٬ҔӦϐύѧЬᆅᐒᜢϷԖᜢᐒᜢӕཀࡕǴள
ਡࣁᖏਔ٬ҔǶύѧҞޑ٣ЬᆅᐒᜢܭਡਔǴᔈڄፎޔᗄѱ܈ᑜ
Ȑѱȑࡹ۬೯ޕβӦฦᐒᜢܭβӦฦᛛҢуຏᖏਔ٬ҔҔϷ
යज़ǶύѧҞޑ٣ЬᆅᐒᜢϷޔᗄѱǵᑜȐѱȑࡹ۬ᔈॄೢᅱ࿎ዴჴ
٩ਡۓीฝ٬ҔϷ٩ज़ܨନࡠൺচރǶ!
٬ҔϷᖏਔ܄ࡼǴځд܈ࡓݤ٩ҁݤϦჴࡼϐୱीฝԖ
З܈ज़ڋ٬ҔϐೕޣۓǴ٩ځೕۓǶӚᅿ٬ҔӦ٬ҔҞǵё
٬ҔಒҞϷߕځచҹӵߕ߄ǶߚѱβӦ٬ҔՉाᗺǴҗϣ
ࡹۓϐǶҞޑ٣Ьᆅᐒᜢࣁᒤ٬ҔਢҹǴளຎჴሞሡाǴु
ۓቩբाᗺǶ!
ಃ!7.2!చ!

ߕҹᔞਢ!!
٩చಃΟߕ߄ೕۓᔈҙፎё٬ҔޣǴᔈᔠߕΠӈЎҹǴӛ
Ҟޑ٣ЬᆅᐒᜢҙፎਡǺ!!!!!!!!!!!!!!!!!!!!!!!!!!!!!!!!!!!!!!!!!!!!!
ǵߚѱβӦё٬Ҕҙፎਜӵߕ߄ϖǶ!!!!!!!!!!!!!!!!!!!!!!!!!!!
Βǵ٬ҔीฝਜǶ!!!!!!!!!!!!!!!!!!!!!!!!!!!!!!!!!!!!!!!!!!!!!!!!!
ΟǵβӦฦ!)ᛛ*!ᖵҁϷӦᝤკᖵҁǶ!!!!!!!!!!!!!!!!!!!!!!!!!!!!!
Ѥǵҙፎё٬ҔӕཀਜǶ!!!!!!!!!!!!!!!!!!!!!!!!!!!!!!!!!!!!!!!!!
ϖǵβӦ٬ҔଛკϷՏҢཀკǶ!!!!!!!!!!!!!!!!!!!!!!!!!!!!!!!!!
ϤǵځдԖᜢЎҹǶ!!!!!!!!!!!!!!!!!!!!!!!!!!!!!!!!!!!!!!!!!!!!!!!
ಃΟීϐЎҹૈаႝတೀޣǴխϒᔠߕǶҙፎΓࣁβӦ܌Ԗ
ΓޣǴխߕಃಃѤීೕۓϐЎҹǶಃಃීҙፎਜԄ
ǴҞޑ٣ЬᆅᐒᜢќԖೕޣۓǴள٩ځೕۓᒤǶ!

ಃ!8!చ! ξڵӦጄൎϣහ݅ǵξڵӦߥػϷ॥ඳϐβӦǴӧ҂ጓۓ٬Ҕ
ӦϐᜪձǴҔ݅ҔӦϐᆅڋǶ!
ಃ!9!చ!!βӦ٬ҔጓࡕۓǴځচԖ٬Ҕ܈চԖࡌᑐނόӝβӦ٬Ҕϩೕޣۓ
Ǵӧࡹ۬зځᡂ׳٬Ҕܨ܈ନࡌᑐނǴளࣁவٰϐ٬ҔǶচԖࡌ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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ނନঅᙄѦǴόளቚࡌࡌׯ܈Ƕ!
!!!!!!!!!βӦࡌ܈ᑐނǴჹϦӼӄǵፁғϷᅽճԖख़ε֫ᛖޣǴ၀ᆅޔ
ᗄѱ܈ᑜ!)ѱ*!ࡹ۬ᔈज़යзځᡂ܈׳ଶЗ٬Ҕǵᎂ౽ǵܨନࡌׯ܈
Ǵڙ܌ཞ্ᔈϒံᓭǶ!
ಃ!:!చ! ΠӈߚѱβӦࡌጨϷᑈόளຬၸΠӈೕۓǶՠޔᗄѱ܈ᑜȐ
ѱȑЬᆅᐒᜢளຎჴሞሡाଜϒፓफ़Ǵ٠ൔፎύѧЬᆅᐒᜢഢǽ!
ǵҘᅿࡌᑐҔӦǽࡌጨԭϩϐϤΜǶᑈԭϩϐΒԭѤΜǶ!
ΒǵΌᅿࡌᑐҔӦǽࡌጨԭϩϐϤΜǶᑈԭϩϐΒԭѤΜǶ!
ΟǵЧᅿࡌᑐҔӦǽࡌጨԭϩϐѤΜǶᑈԭϩϐԭΒΜǶ!
ѤǵᅿࡌᑐҔӦǽࡌጨԭϩϐΎΜǶᑈԭϩϐΟԭǶ!
ϖǵጀҔӦǽࡌጨԭϩϐϤΜǶᑈԭϩϐԭΒΜǶ!
ϤǵҬ೯ҔӦǽࡌጨԭϩϐѤΜǶᑈԭϩϐԭΒΜǶ!
ΎǵၯᏨҔӦǽࡌጨԭϩϐѤΜǶᑈԭϩϐԭΒΜǶ!
ΖǵᘝရҔӦǽࡌጨԭϩϐѤΜǶᑈԭϩϐԭΒΜǶ!
ΐǵۓҞޑ٣ҔӦǽࡌጨԭϩϐϤΜǶᑈԭϩϐԭ!
ΜǶ!!!
٩ୱीฝᔕۓᐒᜢਡۓϐπᆕӝ܈ՉࡹଣӕཀҥϐԾ
җᔮҢጄβӦ٬ҔीฝԶೕჄϐۓҔ܈πǴϣё
ࡌᑐ୷ӦጓࣁۓۓҞޑ٣ҔӦޣǴࡌځጨϷᑈ٩ਡۓ
ीฝᆅڋǴόڙಃΐීೕۓϐज़ڋǶЬᆅᐒᜢਡۓϐβӦ٬
ҔीฝǴࡌځጨϷᑈեܭಃϐೕޣۓǴ٩ਡۓीฝᆅڋ
ϐǶ!
ಃаѦ٬ҔӦϐࡌጨϷᑈǴҗΠӈ٬ҔӦϐύѧЬᆅᐒ
ᜢӕࡌᑐᆅǵӦࡹᐒᜢुۓǽ!
ǵၭށǵ݅ǵғᄊߥៈǵ୯βߥӼҔӦϐύѧЬᆅᐒᜢǽՉࡹ
ଣၭہǶ!
ΒǵᎦҔӦϐύѧЬᆅᐒᜢǽՉࡹଣၭہᅕǶ!
ΟǵᡶǵǵНճҔӦϐύѧЬᆅᐒᜢǽᔮǶ!
ѤǵђᙬߥӸҔӦϐύѧЬᆅᐒᜢǽЎϯǶ!
!ಃ!Ο!ക!βӦ٬Ҕϩᡂ!׳
ಃ!21!చ! ߚѱβӦჄۓ٬ҔϩࡕǴӢҙፎ໒วǴ٩ୱीฝϐೕۓሡᒤ
βӦ٬Ҕϩᡂޣ׳Ǵᔈ٩ҁೕ߾ϐೕۓᒤǶ!
ಃ!22!చ!!!ߚѱβӦҙፎ໒วၲΠӈೕኳޣǴᔈᒤβӦ٬Ҕϩᡂ׳Ǻ!
ǵҙፎ໒วޗϐीฝၲϖΜЊ܈βӦय़ᑈӧϦഘаǴᔈᡂ
ࣁ׳ໂǶ!
Βǵҙፎ໒วࣁπ٬ҔϐβӦय़ᑈၲΜϦഘа܈٩ౢബཥ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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ٯҙፎ໒วࣁπ٬ҔϐβӦय़ᑈၲϖϦഘаǴᔈᡂࣁ׳π
Ƕ!
Οǵҙፎ໒วၯᏨࡼϐβӦय़ᑈၲϖϦഘаǴᔈᡂࣁ׳ۓ
ҔǶ!
ѤǵҙፎҥᏢਠϐβӦय़ᑈၲΜϦഘаǴᔈᡂࣁ׳ۓҔ
Ƕ!
ϖǵҙፎ໒วଯᅟϻౚϐβӦय़ᑈၲΜϦഘаǴᔈᡂࣁ׳ۓ
ҔǶ!
Ϥǵҙፎ໒วϦოϐβӦय़ᑈၲϖϦഘаځ܈дᘝရࡼϐβӦ
य़ᑈၲΒϦഘаǴᔈᡂࣁ׳ۓҔǶ!
ΎǵϤීаѦ໒วϐβӦय़ᑈၲΒϦഘаǴᔈᡂࣁ׳ۓҔ
Ƕ!
ᒤβӦ٬Ҕϩᡂ׳ਢҹǴҙፎ໒วੋϷځдݤзೕۓ໒ว
܌ሡനλೕኳޣǴ٠ᔈ಄ӝӚ၀ݤзϐೕۓǶ!
ಃ!23!చ! ࣁՉୱीฝǴӚભࡹ۬ள൩Ӛୱीฝ܌ӈख़ा॥ඳϷӜയӦ
ࣴᔕ॥ඳीฝǴ٠٩ҁೕ߾ೕۓำׇҙፎᡂࣁ׳॥ඳǴځय़ᑈа
ΒΜϖϦഘаࣁচ߾ǶՠᚆӦǴόӧԜज़Ƕ!
ಃ!24!చ! ߚѱβӦ໒วሡᒤβӦ٬Ҕϩᡂޣ׳ǴځҙፎΓᔈ٩࣬ᜢቩ
բೕጄϐೕۓᇙբ໒วीฝਜკϷᔠڀԖᜢЎҹǴ٠٩ΠӈำׇǴ
ӛޔᗄѱ܈ᑜȐѱȑࡹ۬ҙፎᒤǺ!
ǵҙፎ໒วёǶ!
ΒǵξڵӦጄൎឦ٩Нβߥ࣬ݤᜢೕۓᔈᔕڀНβߥीฝޣǴ
ڗளНβߥֹπܴਜǹߚξڵӦጄൎǴᔈڗளӦ௨Нी
ฝֹπܴਜǶ!
ΟǵҙፎβӦ٬ҔϩϷ٬ҔӦϐ౦ฦǶ!
ੇӦ໒วϷߚξڵӦጄൎၭޗβӦख़ჄਢҹǴխ٩ಃΒ
ීҙፎӦ௨НीฝֹπܴਜǶ!
ޔᗄѱ܈ᑜȐѱȑࡹ۬ᇡۓНβߥीฝ܈Ӧ௨Нीฝϐπำሡ
ᆶࡌᑐނࡼٳπ܈НβߥЬᆅᐒᜢᇡۓคܭݤҙፎβӦ٬
ҔϩϷ٬ҔӦϐ౦ฦਡวНβߥֹπܴਜޣǴளҗҙ
ፎΓӃՉҙፎᒤ٬ҔϩϷ٬ҔӦᡂ׳ጓۓϐ౦ฦǶ!
ಃ!25!చ! ޔᗄѱ܈ᑜȐѱȑࡹ۬٩చೕڙۓҙፎࡕǴᔈਡ໒วीฝਜკ
Ϸ୷ҁၗǴ٠ຎ໒วीฝϐ٬Ҕ܄፦Ǵቻ၌࣬ᜢൂՏཀࡕـǴගр
ڀᡏ߃ቩཀـǴٳӕҙፎਢϐ࣬ᜢਜკǴଌፎӚ၀ୱीฝᔕۓᐒᜢ
ǴගൔځୱीฝہǴ٩Ӛ၀ୱीฝϣᆶ࣬ᜢቩբೕጄ
Ϸࡌᑐݤзϐೕۓቩ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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ҙፎਢୱीฝہቩӕཀࡕǴҗୱीฝᔕۓᐒᜢਡ
ว໒วёϒҙፎΓǴ٠೯ޕβӦ܌ӧӦޔᗄѱ܈ᑜȐѱȑࡹ۬Ƕ
٩చೕۓҙፎ٬Ҕϩᡂ׳ϐβӦǴځ٬ҔᆅڋϷ໒วࡌᑐǴᔈ
٩ୱीฝᔕۓᐒᜢਡว໒วё܈໒วӕཀϐ໒วीฝਜკϷ
ځёచҹᒤǴҙፎΓόள٩ಃϤచߕ߄բࣁ໒วीฝаѦ
ϐځд٬ҔҞ܈ё٬ҔಒҞ٬ҔǶ!
ಃ!25.2!చ! ߚѱβӦҙፎ໒วёਢҹǴҙፎΓளܭୱीฝᔕۓᐒᜢё
ӛ၀ᐒᜢҙፎᄖӣǹୱीฝᔕۓᐒᜢܭӕཀᄖӣࡕǴᔈ೯ޕҙ
ፎΓϷβӦ܌ӧӦޔᗄѱ܈ᑜȐѱȑࡹ۬Ƕ!
ಃ!26!చ!

!ߚѱβӦ໒วሡᒤβӦ٬Ҕϩᡂޣ׳ǴҙፎΓܭҙፎ໒ว
ёਔǴள٩࣬ᜢቩբೕጄೕۓǴᔠڀ໒วीฝҙፎёǴ܈
Ӄ൩໒วीฝϐβӦ٬Ҕϩᡂ׳ीฝҙፎӕཀǴ٠ܭୱीฝᔕ
ۓᐒᜢਡයज़ϣǴӆᔠڀ٬ҔӦᡂ׳ጓۓीฝҙፎёǶҙፎ໒
วᘝရǵቲకނፁғশǵቲక࠾ނഈশǵቲకނกϯೀ
ቷǵᔼࡌഭᎩβҡБၗྍೀϷβҡ௦ڗࡼǴᔈӃ൩໒ว
ीฝϐβӦ٬Ҕϩᡂ׳ीฝҙፎӕཀǴ٠ܭୱीฝᔕۓᐒᜢਡ
යज़ϣǴᔠڀ٬ҔӦᡂ׳ጓۓीฝҙፎёǶ!

ಃ!27!చ!

!ҙፎΓ٩చೕۓǴӃᔠڀ໒วीฝϐβӦ٬Ҕϩᡂ׳ीฝҙ
ፎਔǴᔈܭୱीฝᔕۓᐒᜢਡයज़ϣǴᔠڀ໒วीฝϐ٬ҔӦ
ᡂ׳ጓۓीฝӛޔᗄѱ܈ᑜȐѱȑࡹ۬ҙፎёǴၻය҂ҙፎޣǴ
ځচୱीฝᔕۓᐒᜢӕཀϐβӦ٬Ҕϩᡂ׳ीฝѨځਏΚ
Ƕՠӧයज़ۛᅈҙፎǴ٠ୱीฝᔕۓᐒᜢӕཀߏۯයज़ޣǴ
όӧԜज़Ƕ!
٬ҔӦᡂ׳ीฝǴޔᗄѱ܈ᑜȐѱȑࡹ۬ਡၗǴ٠ൔ
ୱीฝہቩӕཀࡕǴҗୱीฝᔕۓᐒᜢਡว໒วёϒ
ҙፎΓǴ٠೯ޕβӦ܌ӧӦޔᗄѱ܈ᑜȐѱȑࡹ۬Ƕ!

ಃ!28!చ!!!!ҙፎβӦ໒วܭޣҞޑ٣ݤೕќԖೕۓǴ܈٩ݤሡᒤᕉნቹៜ!!!!
ຑǵჴࡼНβߥϐೀϷᆢៈੋ܈ϷၭҔӦᡂޣ׳Ǵᔈ٩Ӛ
Ҟޑ٣ǵᕉნቹៜຑǵНβߥ܈ၭวచٯԖᜢݤೕೕۓ
ᒤǶ!
ᕉნቹៜຑǵНβߥ܈ୱीฝᔕۓЬᆅᐒᜢϐቩբ
Ǵள௦ٳՉБԄᒤǴځቩำׇӵߕ߄ΒϷߕ߄ΒϐǶ!
ಃ!29!చ! ߚѱβӦҙፎ໒วឦᆕӝ܄βӦճҔࠠᄊޣǴᔈҗୱीฝᔕۓᐒ
ᜢ٩ځβӦ٬Ҕ܄፦ǴڐፓղځۓҞޑ٣ЬᆅᐒᜢǶ!
ᆕӝ܄βӦճҔࠠᄊǴ߯ࡰӭᜪձ٬Ҕϩᡂ׳ਢ܈ӭᅿᜪβ
Ӧ٬Ҕ)໒ว*!ਢ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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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చ!

!ҙፎΓ٩ಃΜΟచಃಃීೕۓҙፎ໒วёǴ٩ୱीฝہ
ቩӕཀϐीฝϣ܈ӚҞޑ٣࣬ᜢݤೕϐೕۓǴሡᆶӦ
ޔᗄѱ܈ᑜ!)ѱ*!ࡹ۬ᛝुڐਜޣǴᔈ٩ቩӕཀϐीฝϣϷ
ӚҞޑ٣࣬ᜢݤೕϐೕۓǴᆶӦޔᗄѱ܈ᑜ!)ѱ*!ࡹ۬ᛝुڐ
ਜǶ!
ڐਜᔈܭୱीฝᔕۓᐒᜢਡว໒วёǴݤଣϦǶ!

ಃ!31!చ!

!ୱीฝᔕۓᐒᜢਡว໒วёǵቲЗ໒วё܈໒วӕཀࡕǴޔ
ᗄѱ܈ᑜȐѱȑࡹ۬ᔈஒё܈ቲЗϣܭӚ၀ޔᗄѱǵᑜȐѱȑ
ࡹ۬܈ໂȐᙼǵѱǵȑϦ܌ϦΟΜВǶ!

ಃ!32!చ!

!ҙፎΓԖΠӈϐޣǴޔᗄѱ܈ᑜȐѱȑࡹ۬ᔈൔୱीฝ
ᔕۓᐒᜢቲЗচ໒วё܈໒วӕཀǺ!
ǵၴϸਡۓϐβӦ٬ҔीฝǵҞޑ٣܈ᕉნቹៜຑ࣬ᜢݤ
ೕǴ၀ᆅЬᆅᐒᜢගрाೀϩ٠ज़යׯ๓Զ҂ׯ๓Ƕ!
Βǵᑫᒤ٣ीฝҞޑ٣ЬᆅᐒᜢቲЗǵӦ௨Нीฝϐਡ
ޔᗄѱ܈ᑜȐѱȑࡹ۬ቲЗ܈НβߥीฝϐਡНβߥ
ЬᆅᐒᜢቲЗǶ!
ΟǵҙፎΓԾՉҙፎቲЗǶ!
ឦୱीฝᔕۓᐒᜢہᒤޔᗄѱ܈ᑜȐѱȑࡹ۬ቩёਢҹǴҗ
ޔᗄѱ܈ᑜȐѱȑࡹ۬ቲЗচ໒วёǴ٠ୋޕୱीฝᔕۓᐒᜢ
Ƕ໒วё܈໒วӕཀ٩ΒቲЗǴځβӦ٬ҔϩϷ٬ҔӦς
ֹԋᡂ׳౦ϐฦޣǴޔᗄѱ܈ᑜȐѱȑࡹ۬ᔈ٩ಃΟΜΎచಃ
ΒೕۓᒤǶ!

ಃ!33!చ!

!ୱीฝᔕۓᐒᜢਡว໒วё܈໒วӕཀࡕǴҙፎΓԖᡂ׳Πӈ
ӚීϐޣǴᔈ٩ಃΜΟచԿಃΒΜచೕۓϐำׇҙፎᡂ׳໒
วीฝǺ!
ǵቚǵ෧চਡϐ໒วीฝβӦ఼ᇂጄൎǶ!
ΒǵቚуӄβӦ٬ҔமࡋǶ!
Οǵᡂ׳চ໒วीฝਡϐЬाϦӅࡼǵϦҔഢ܈Ѹा୍ܺ܄
ࡼǶ!
Ѥǵচਡ໒วीฝβӦ٬Ҕଛᡂ׳ϐय़ᑈςၲচਡ໒วय़ᑈ
Βϩϐ܈εܭΒϦഘǶ!
аѦϐᡂ׳٣ǴҞޑ٣Ьᆅᐒᜢᇡۓ҂ᡂ׳চਡᑫᒤ
٣ीฝϐ܄፦ǴҙፎΓᔈᇙբᡂ׳ϣჹྣ߄ଌፎޔᗄѱ܈ᑜȐ
ѱȑࡹ۬ഢǴ٠җޔᗄѱ܈ᑜȐѱȑࡹ۬೯ޕҙፎΓǴ٠ୋޕҞ
ޑ٣ЬᆅᐒᜢϷୱीฝᔕۓᐒᜢǶ!
Ӣࡹ۬٩ݤቻԏǵኘҔڐ܈ሽᖼβӦǴठ෧Ͽচਡϐ໒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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ฝβӦ఼ᇂጄൎǴԶԖಃಃΟී܌ӈǴӵόቹៜ୷Ӧ໒ว
ϐߥػǵߥӼǵٛؠ٠ৣמᛝϷό֫ᛖচਡ໒วё܈
໒วӕཀϐЬाϦӅࡼǵϦҔഢ܈Ѹा୍ܺ܄ࡼϐ҅தфૈ
Չ٬ǴளྗҔೕۓᒤǶ٩চዛᓰၗచٯጓۓϐπǴҙ
ፎΓᡂ׳চਡीฝǴ҂ੋϷচπᑫᒤҞ܄ޑ፦ϐᡂޣ׳Ǵҗ
πЬᆅᐒᜢᒤቩǴխቻளୱीฝᔕۓᐒᜢӕཀǶୱीฝ
ᔕۓᐒᜢਡว໒วё܈໒วӕཀࡕǴচ໒วीฝጄൎ٩Չࡹଣӕ
ཀҥࣁԾҗᔮҢጄǴҞޑ٣Ьᆅᐒᜢᇡ܄ۓ፦࣬ӕڀ܈
Ԗଯࡋ࣬܄ǴЪ҂ᡂ׳ЬाϦӅࡼǵϦҔഢ܈Ѹा୍ܺ܄
ࡼϷ҂ቚуӄβӦ٬ҔமࡋޣǴҙፎΓᔈᇙբᡂ׳ϣჹྣ߄ଌ
ፎύѧЬᆅᐒᜢഢǴόڙಃϷಃΒೕۓϐज़ڋǶ!
ಃ!33.2!చ! ҙፎΓ٩చೕۓҙፎᡂ׳໒วीฝǴ಄ӝΠӈϐޣǴୱ
ीฝᔕۓᐒᜢளہᒤޔᗄѱǵᑜȐѱȑࡹ۬ቩёǺ!
ǵύ҇୯ΎΜΎԃΎДВҁೕ߾অ҅ғਏխୱीฝᔕ
ۓᐒᜢቩϐξڵӦ໒วёਢҹǶ!
Βǵ٩ҁࡼݤՉಒ߾ಃΜϤచϐѤಃೕۓǴୱीฝᔕۓᐒᜢ
ہᒤޔᗄѱǵᑜȐѱȑࡹ۬ቩਡۓਢҹǶ!
Οǵচୱीฝᔕۓᐒᜢਡว໒วё܈໒วӕཀϐਢҹǴځय़
ᑈೕኳឦୱीฝᔕۓᐒᜢہᒤޔᗄѱǵᑜȐѱȑࡹ۬ቩਡ
ۓጄൎǶ!
ಃ!33.3!చ! !ୱीฝᔕۓᐒᜢਡว໒วёǵ໒วӕཀ܈٩চዛᓰၗచٯ
ጓۓϐਢҹǴᡂ׳চҞޑ٣Ьᆅᐒᜢਡϐᑫᒤ٣ीฝ܄፦
Ъय़ᑈၲಃΜచೕኳޣǴҙፎΓᔈ٩ҁകೕۓำׇख़ཥҙፎ٬Ҕ
ϩᡂ׳Ƕ!
य़ᑈ҂ၲಃΜచೕኳޣǴҙፎΓᔈ٩ಃѤകೕۓҙፎ٬ҔӦ
ᡂ׳ጓۓǶ!
Βନ٩চዛᓰၗచٯጓۓϐਢҹѦǴځচё܈ӕཀϐ໒ว
ीฝ҂ੋϷᑫᒤ٣ीฝ܄፦ᡂ׳ϩǴᔈ٩ಃΒΜΒచೕۓᒤ
ᡂ׳ǹᑫᒤ٣ीฝ܄፦ᡂੋ׳Ϸӄ୷ӦጄൎǴচё܈ӕཀϐ
໒วीฝǴᔈ٩ಃΒΜచೕۓᒤቲЗǶಃ܈ಃΒϐᡂ׳
ᆶᡂ׳໒วीฝ܈ቲЗচё܈ӕཀϐำׇǴளٳӕᒤǶಃ
ϷಃΒϐᡂ׳ǴੋϷځдݤзೕۓ໒ว܌ሡനλೕኳޣǴ٠
ᔈ಄ӝӚ၀ݤзϐೕۓǶ!
ಃ!34!చ!

!ҙፎΓܭᕇ໒วёࡕǴᔈܭԏڙ೯ޕϐВଆԃϣᔕڀНβߥ
ीฝ܈Ӧ௨НीฝଌፎНβߥЬᆅᐒᜢޔ܈ᗄѱǵᑜȐѱȑ
ࡹ۬ቩਡǴаவ٣ϣӦ௨НϷϦӅࡼҔӦӦπำǴ٠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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πำֹԋǴޔᗄѱ܈ᑜȐѱȑࡹ۬ᡍӝࡕǴନځдࡓݤќԖ
ೕۓѦǴҙፎΓᔈᒤ࣬ᜢϦӅࡼҔӦ౽ᙯϒ၀ᆅޔᗄѱǵᑜȐ
ѱȑࡹ۬܈ໂȐᙼǵѱȑϦ܌Ǵۈளҙፎᒤᡂ׳ጓࣁۓϢϐ٬
ҔϩϷ٬ҔӦǶՠ໒วਢҹӢࡺ҂ૈܭයज़ϣҙፎНβߥीฝ
܈Ӧ௨НीฝቩਡޣǴள௶ܴҗܭයज़ۛᅈҙፎයǹය
ϐය໔ԛόளຬၸԃǴ٠аΒԛࣁज़ǹၻය҂ҙፎޣǴୱी
ฝᔕۓᐒᜢচёѨځਏΚǶ!
ឦߚξڵӦጄൎਢҹӦ௨НीฝϐቩҞǵᡂ׳ǵࡼπᆅ
Ϸ࣬ᜢҙፎਜკЎҹǴҗϣࡹۓϐǶಃ࣬ᜢϦӅࡼҔӦ
౽ᙯϒ၀ᆅޔᗄѱǵᑜȐѱȑࡹ۬܈ໂȐᙼǵѱȑϦ܌ਔǴᔈϪ่
ϷගٮϦӅࡼᑫࡌߥߎǴ٠ᔈ٩ਡۓ໒วीฝϐϦӅࡼϩය
ीฝǴܭҙፎࡌᑐނϐ٬ҔྣֹԋǴޔᗄѱ܈ᑜȐѱȑࡹ۬
ᡍӝǴ౽ᙯϒ၀ᆅޔᗄѱǵᑜȐѱȑࡹ۬܈ໂȐᙼǵѱȑϦ܌
ǶՠϦӅࡼϐਈᜄϷֹԋਔ໔ǴځдݤзќԖೕޣۓǴவځೕۓ
Ƕ!
ᔈ౽ᙯฦࣁໂȐᙼǵѱȑԖϐϦӅࡼǴໂȐᙼǵѱȑϦ܌
ᔈࢴӕᡍǶ!
ಃ!34.2!చ! ҙፎΓᔈܭਡۓӦ௨НीฝϐВଆԃϣǴҙሦӦ௨Нीฝࡼ
πёǶӦ௨НीฝሡϩයࡼπޣǴᔈܭीฝύ௶ܴӚයࡼπ
ϐϣǴ٠ࡪයҙሦӦ௨НीฝࡼπёǶӦ௨Нीฝࡼπ
ёਡวਔǴᔈӕਔਡࡼۓπයज़܈Ӛයࡼπයज़ǶӦ௨Нࡼ
πǴӢࡺ҂ૈܭਡۓයज़ϣֹπਔǴᔈܭයज़ۛᅈ௶ܴ٣ჴϷ
җǴҙፎۯǶۯаΒԛࣁज़ǴԛόளຬၸϤঁДǶ҂٩ಃ
ೕۓϐයज़ҙሦӦ௨Нीฝࡼπё܈҂ܭಃΟࡼۓ܌
πයज़܈ۯයज़ϣֹπޣǴޔᗄѱ܈ᑜȐѱȑࡹ۬ᔈቲЗচ
ਡۓӦ௨НीฝǴӵςਡวӦ௨НीฝࡼπёǴᔈӕਔቲ
ЗǶ!
ಃ!35!చ!!

Ȑҁచմନȑ!

ಃ!36!చ!!

Ȑҁచմନȑ!

ಃ!37!చ!

!ҙፎΓߚܭѱβӦ໒ว٩࣬ᜢೕۓᔈᑫ៘ϦӅࡼǵᛦҬ໒วቹ
ៜǵਈᜄβӦ܈ᛦҬβӦжߎ܈ӣ㎸ߎਔǴᔈӃֹԋਈᜄϐβӦ
ϷϦӅࡼҔӦϐϩപǵ౽ᙯฦǴ٠ᛦҬ໒วቹៜǵβӦжߎ
܈ӣ㎸ߎࡕǴҗޔᗄѱ܈ᑜ!)ѱ*!ࡹ۬ᒤβӦ٬ҔϩϷ٬ҔӦ
ᡂ׳ጓۓ౦ฦǴ٠ڄፎβӦฦᐒᜢܭβӦฦᛛҢуຏ
ਡۓ٣ीฝ٬ҔҞǶ!

ಃ!Ѥ!ക!٬ҔӦᡂ׳ጓ!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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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చ!

βӦ٬ҔϩϣӚᅿ٬ҔӦǴନ٩ಃΟകೕۓᒤ٬ҔϩϷ٬Ҕ
Ӧᡂޣ׳ѦǴᔈӧচ٬Ҕϩጄൎϣҙፎᡂ׳ጓۓǶ!
٬ҔϩϣӚᅿ٬ҔӦϐᡂ׳ጓۓচ߾Ǵନҁೕ߾ќԖೕۓѦ
Ǵᔈ٩٬ҔϩϣӚᅿ٬ҔӦᡂ׳ጓۓচ߾߄ӵߕ߄ΟᒤǶߚ
ѱβӦᡂ׳ጓۓՉाᗺǴҗϣࡹۓϐǶ!

ಃ!39!చ!!!ҙፎ٬ҔӦᡂ׳ጓۓǴᔈᔠߕΠӈЎҹǴӛβӦ܌ӧӦޔᗄѱ܈ᑜ
Ȑѱȑࡹ۬ҙፎਡǴ٠٩ೕۓᛦયೕǽ!
ǵߚѱβӦᡂ׳ጓۓҙፎਜӵߕ߄ѤǶ!
Βǵᑫᒤ٣ीฝਡЎҹǶ!
Οǵҙፎᡂ׳ጓۓӕཀਜǶ!
ѤǵβӦ٬ҔीฝଛკϷՏკǶ!
ϖǵځдԖᜢЎҹǶ!
ΠӈҙፎਢҹխߕಃΒීϷಃѤීೕۓЎҹǽ!
ǵ಄ӝಃΟΜϖచǵಃΟΜϖచϐಃಃීǵಃΒීǵಃ
Ѥී܈ಃϖීೕۓϐ႟ࢃ܈λβӦǶ!
Βǵ٩ಃѤΜచೕۓςᔠߕሡӦᐒᜢਡวϐܨନ೯ޕਜǶ!
ΟǵໂβӦᡂ׳ጓࣁۓΌᅿࡌᑐҔӦǶ!
Ѥǵᡂ׳ጓࣁۓၭށǵ݅ǵ୯βߥӼ܈ғᄊߥៈҔӦǶ!
ҙፎਢҹ಄ӝಃΟΜϖచϐಃಃΟීޣǴխߕಃಃΒී
ೕۓЎҹǶҙፎΓࣁβӦ܌ԖΓޣǴխߕಃಃΟීೕۓϐЎ
ҹǶᑫᒤ٣ीฝԖಃΟΜచಃΒϷಃΟೕۓޣǴᔈᔠߕ
ୱीฝᔕۓᐒᜢਡวёЎҹǶځឦξڵӦጄൎϣβӦҙፎᑫᒤ
٣ीฝय़ᑈ҂ၲΜϦഘޣǴᔈᔠߕᑫᒤ٣ीฝय़ᑈխڙज़ڋЎ
ҹǶ!
ಃ!3:!చ!

!ҙፎΓ٩ࡓݤೕۓᔈᛦҬӣ㎸ߎޣǴޔᗄѱ܈ᑜ!)ѱ*!ࡹ۬ᔈܭਡ
ᡂ׳ጓۓਔǴ೯ޕҙፎΓᛦҬǹޔᗄѱ܈ᑜ!)ѱ*!ࡹ۬ᔈܭҙፎ
ΓᛦҬࡕǴڄፎβӦฦᐒᜢᒤᡂ׳ጓۓ౦ฦǶ!

ಃ!41!చ!

!ᒤߚѱβӦᡂ׳ጓۓਔǴҙፎΓᔈᔕڀᑫᒤ٣ीฝǶᑫ
ᒤ٣ीฝӵԖಃΜచ܈ಃΜΒచሡᒤ٬Ҕϩᡂ׳ϐ
ޣǴᔈ٩ಃΟകೕۓϐำׇϷቩ่݀ᒤǶಃᑫᒤ٣ीฝ
ܭচ٬Ҕϩϣҙፎ٬ҔӦᡂ׳ጓۓǴ܈Ӣᡂ׳চҞޑ٣Ьᆅ
ᐒᜢਡϐᑫᒤ٣ीฝ܄፦ǴၲಃΜచೕۓೕኳǴྗҔಃΟക
ԖᜢβӦ٬Ҕϩᡂ׳ೕۓำׇᒤǶಃᑫᒤ٣ीฝନԖ
ΒೕۓѦǴᔈൔޔᗄѱ܈ᑜȐѱȑҞޑ٣Ьᆅᐒᜢϐਡ
Ƕޔᗄѱ܈ᑜȐѱȑҞޑ٣ЬᆅᐒᜢܭਡǴᔈӃቻளᡂ׳
ޔᗄѱ܈ᑜȐѱȑҞޑ٣ЬᆅᐒᜢϷԖᜢᐒᜢӕཀǶՠ٩ೕۓ

!

219

!

ሡӛύѧҞޑ٣Ьᆅᐒᜢҙፎ܈ቻளځӕཀޣǴᔈவځೕۓᒤ
Ƕᡂࡕ׳Ҟޑ٣Ьᆅᐒᜢࣁቩᑫᒤ٣ीฝǴளຎჴሞሡाǴ
ुۓቩբाᗺǶҙፎΓаҞޑ٣Ьᆅᐒᜢਡᑫᒤ٣
ीฝᒤ٬ҔӦᡂ׳ጓޣۓǴޔᗄѱ܈ᑜȐѱȑࡹ۬ܭਡᡂ׳
ጓۓਔǴᔈڄፎβӦฦᐒᜢᒤ౦ฦ٠ܭβӦฦᛛҢ
уຏਡۓ٣ीฝ٬ҔҞǶ٩ಃѤೕۓҙፎᡂ׳ጓۓϐβӦǴ
ځ٬ҔᆅڋϷ໒วࡌᑐǴᔈ٩Ҟޑ٣Ьᆅᐒᜢਡϐᑫᒤ٣ी
ฝᒤǴҙፎΓόள٩ಃϤచߕ߄բࣁᑫᒤ٣ीฝаѦϐځ
д٬ҔҞ܈ё٬ҔಒҞ٬ҔǶ!
ಃ!41.2!చ! ٩చೕۓᔕڀϐᑫᒤ٣ीฝόளՏܭୱीฝೕۓϐಃભ
ᕉნ௵གӦǶՠԖΠӈϐޣǴόӧԜज़Ǻ!
ǵឦϣࡹύѧҞޑ٣Ьᆅᐒᜢᇡۓҗࡹ۬ᑫᒤϐϦӅ
ࡼ܈ϦҔ٣ǴЪӚಃભᕉნ௵གӦϐύѧݤзೕۓ
ϐҞޑ٣ЬᆅᐒᜢӕཀᑫᒤǶ!
ΒǵࣁᡏೕჄሡाǴόёᗉխ֨ᚇϐ႟ࢃβӦ಄ӝಃΟΜచϐΒ
ೕޣۓǴளયΕጄൎǴ٠ᔈᆢচӦӦᇮόள໒ว٬ҔǶ!
Οǵ٩Ӛಃભᕉნ௵གӦϐύѧҞޑ٣Ьᆅݤзܴۓள
ё܈ӕཀ໒วǶ٩ಃΒΜΖచಃΒ܈ಃΟೕۓխᔠߕᑫᒤ
٣ीฝਡЎҹϐᡂ׳ጓۓਢҹǴନҙፎᡂ׳ጓࣁۓၭށǵ
݅ǵ୯βߥӼ܈ғᄊߥៈҔӦѦǴྗҔೕۓᒤǶ!
ಃ!41.3!చ! !ಃΟΜచᔕڀϐᑫᒤ٣ीฝጄൎϣԖ֨ᚇಃભᕉნ௵གӦ
ϐ႟ࢃβӦޣǴᔈ಄ӝΠӈӚීǴۈளયΕҙፎጄൎǺ!
ǵ୷ܭᡏ໒วೕჄϐሡाǶ!!
Βǵ֨ᚇӦϝᆢচ٬ҔϩϷচ٬ҔӦᜪձǴ܈ӕཀᡂ׳ጓࣁۓ
୯βߥӼҔӦǶ!
Οǵय़ᑈ҂ຬၸ୷Ӧ໒วय़ᑈϐԭϩϐΜǶ!!
Ѥǵᔕ֨ۓᚇӦϐᆅᆢៈࡼǶ!
ಃ!41.4!చ! ٩ಃΟΜచೕۓᔕڀϐᑫᒤ٣ीฝՏܭಃΒભᕉნ௵གӦޣ
ǴᔈᇥܴΠӈ٣Ǵ٠ቻ၌Ӛᕉნ௵གӦϐύѧݤзೕۓϐҞ
ޑ٣ЬᆅᐒᜢཀـǺ!
ǵ൩܌ឦᕉნ௵གӦ܄ගрڀᡏٛጄϷံ௱ࡼǴ٠όளၴ
ϸӚᕉნ௵གӦჄ܌٩ᏵϐύѧҞޑ٣ݤзϐЗ
܈ज़ڋೕۓǶ!
Βǵ൩܌ឦᕉნ௵གӦ܄ೕጄβӦ٬ҔᅿᜪϷமࡋǶ!
ಃ!41.5!చ! ٩ಃΟΜచᔕڀϐᑫᒤ٣ीฝՏឦচՐ҇ߥ੮ӦޣǴӧό֫ᛖ୯
βߥӼǵᕉნၗྍߥػǵচՐ҇ғीϷচՐ҇Չࡹϐচ߾ΠǴள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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ᢀӀၯᏨǵуݨઠǵၭౢࠔঊᓯࡼǵচՐ҇ЎϯߥӸǵޗ
ᅽճϷځдύѧচՐ҇Ьᆅᐒᜢӕཀᑫᒤϐ٣ǴόڙಃΟ
Μచϐೕۓϐज़ڋǶ!
ಃ!42!చ!

!πаѦϐᅿࡌᑐҔӦ܈ѱीฝπβӦԖΠӈϐ
Զচ٬ҔӦ܈ѱीฝπϣβӦዴςόኦ٬ҔǴ٩ౢബ
ཥచٯಃϤΜϖచೕۓǴڗளޔᗄѱ܈ᑜȐѱȑπЬᆅᐒᜢਡۓ
ว๏ϐπҔӦܴਜޣǴளӧځሡҔय़ᑈज़ࡋϣаࢦځೱߚѱ
βӦҙፎᡂ׳ጓࣁۓᅿࡌᑐҔӦǽ!
ǵԦࢉٛݯഢǶ!
Βǵޔᗄѱ܈ᑜȐѱȑπЬᆅᐒᜢᇡۓϐեԦࢉ٣Ԗᘉπ
ሡाǶ!
ಃΒීǴᑫᒤπΓᔈೕჄᡂ׳βӦᕴय़ᑈԭϩϐΜϐβ
ӦբࣁᆘӦǴᒤᡂ׳ጓࣁۓ୯βߥӼҔӦǴ٠٩ౢബཥచٯǵ
ၭวచ࣬ٯᜢೕۓᛦҬӣ㎸ߎࡕǴځᎩβӦۈёᡂ׳ጓࣁۓ
ᅿࡌᑐҔӦǶ٩চߦౢϲભచٯಃϖΜΟచೕۓǴςڗளπ
Ьᆅᐒᜢਡۓว๏ϐπҔӦܴਜޣǴ܈٩ӕచٯಃΎΜచϐΒ
ಃϖೕۓǴڗளᔮਡۓว๏ϐܴЎҹޣǴளӧځሡҔय़ᑈ
ज़ࡋϣаࢦځೱߚѱβӦҙፎᡂ׳ጓࣁۓᅿࡌᑐҔӦǶ!
ѱीฝπβӦዴςόኦ٬ҔǴ٩ಃҙፎࢦೱߚѱβӦ
ᡂ׳ጓޣۓǴࡌځጨϷᑈǴόளଯܭ၀ѱीฝπβӦ
ϐࡌጨϷᑈǶޔᗄѱ܈ᑜȐѱȑπЬᆅᐒᜢᔈ٩ಃϖΜѤ
చᔠࢂց٩চਡۓीฝ٬ҔǹӵԖၴϸ٬ҔǴޔᗄѱ܈ᑜȐѱ
ȑπЬᆅᐒᜢቲЗځᘉीฝϐਡޣۓǴޔᗄѱ܈ᑜȐѱȑࡹ۬
ᔈڄፎβӦฦᐒᜢࡠൺচጓۓǴ٠೯ޕβӦ܌ԖΓǶ!

ಃ!42.2!చ! Տܭ٩πቷᆅᇶᏤݤಃΟΜΟచಃΟϦ҂ၲϖϦഘϐۓ
ӦϣςံᒤᖏਔπቷฦϐեԦࢉ٣ᑫᒤౢΓǴڗளύѧ
πЬᆅᐒᜢਡϐᡏೕჄᑫᒤ٣ीฝЎҹޣǴளܭۓၭ
аѦϐβӦҙፎᡂ׳ጓࣁۓᅿࡌᑐҔӦϷ٬ҔӦǶ!
ᑫᒤౢΓ٩ೕۓᔕڀϐᑫᒤ٣ीฝǴᔈೕჄԭϩϐΒΜа
ϐβӦբࣁϦӅࡼǴᒤᡂ׳ጓࣁۓ٬ҔӦǴ٠җᑫᒤౢ
ΓᆅᆢៈǹځᎩβӦܭϦӅࡼᑫࡌฺֹᡍӝࡕǴ٩ਡ
ۓϐβӦ٬Ҕीฝᡂ׳ጓࣁۓᅿࡌᑐҔӦǶ!
ᑫᒤౢΓ٩ೕۓǴܭϣೕჄଛϐϦӅࡼคݤᆶѦ႖
ᚆޣǴள௶ܴҗǴаѦϐࢦೱβӦǴ٩ၭวచ࣬ٯᜢೕۓ
Ǵଛ႖ᚆᆘǴٳӕયΕಃϐᑫᒤ٣ीฝጄൎǴҙፎ
ᡂ׳ጓࣁۓ୯βߥӼҔӦ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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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ۓӦѦςံᒤᖏਔπቷฦ܈ӈᆅϐեԦࢉ٣ᑫᒤ
ౢΓǴڗளޔᗄѱ܈ᑜȐѱȑπЬᆅᐒᜢᇶᏤᎫਡЎҹ
ǴளٳӕયΕಃᑫᒤ٣ीฝጄൎǴҙፎ٬ҔӦᡂ׳ጓۓǶ!
ޔᗄѱ܈ᑜȐѱȑЬᆅᐒᜢڙᡂ׳ጓۓਢҹǴନՏឦξڵӦጄൎ
ޣ٩ಃѤΜΐచϐೕۓᒤѦǴᔈಔਢλಔቩΠӈ٣ࡕϒ
аርǺ!
ǵ಄ӝಃΟΜచϐԿಃΟΜచϐΟೕۓǶ!
Βǵ٩ߚѱβӦᡂ׳ጓۓՉाᗺೕۓ܌ۓ၌Ҟϐ၌่݀
Ƕ!
Οǵ٩ߚѱβӦᡂ׳ጓۓՉाᗺೕۓᒤቩࡕǴӚൂՏཀـ
ԖݾϩǶ!
ѤǵၭҔӦၭЬᆅᐒᜢӕཀᡂ׳٬ҔǶ!
ϖǵНԦࢉٛݯࡼᕉნߥៈЬᆅᐒᜢёǶ!
Ϥǵ಄ӝᕉნቹៜຑ࣬ᜢݤзೕۓǶ!
Ύǵό֫ᛖڬᜐԾฅඳᢀǶ!
٩ಃೕۓҙፎ٬ҔӦᡂ׳ጓޣۓǴ൩ಃۓӦѦϐβӦ
Ǵόளӆ٩చೕۓҙፎᡂ׳ጓۓǶ!
ಃ!42.3!చ! Տܭ٩πቷᆅᇶᏤݤಃΟΜΟచಃΟϦ҂ၲϖϦഘϐۓ
ӦϣςံᒤᖏਔπቷฦϐեԦࢉ٣ᑫᒤౢΓǴύѧπ
Ьᆅᐒᜢቩᇡคݤ٩చೕۓᒤᡏೕჄǴ٠ڗளޔᗄѱ܈ᑜȐ
ѱȑπЬᆅᐒᜢਡᑫᒤ٣ीฝЎҹޣǴளܭۓၭаѦ
ϐβӦҙፎᡂ׳ጓࣁۓᅿࡌᑐҔӦϷ٬ҔӦǶ!
ᑫᒤౢΓ٩ೕۓҙፎᡂ׳ጓޣۓǴᔈೕჄԭϩϐΟΜаϐ
βӦբࣁ႖ᚆᆘ܈ࡼǴځύԭϩϐΜϐβӦբࣁᆘӦǴᡂ׳ጓ
ࣁۓ୯βߥӼҔӦǴ٠җᑫᒤౢΓᆅᆢៈǹځᎩβӦ٩ਡۓϐ
βӦ٬Ҕीฝᡂ׳ጓࣁۓᅿࡌᑐҔӦǶ!
ᑫᒤౢΓคݤ٩ೕۓǴܭϣೕჄଛ႖ᚆᆘ܈ࡼޣǴ
ள௶ܴҗǴаѦϐࢦೱβӦǴ٩ၭวచ࣬ٯᜢೕۓǴଛ
႖ᚆᆘǴٳӕયΕಃᑫᒤ٣ीฝጄൎǴҙፎᡂ׳ጓۓ
ࣁ୯βߥӼҔӦǶ!
ಃۓӦѦςံᒤᖏਔπቷฦϐեԦࢉ٣ᑫᒤౢ
ΓǴڗளޔᗄѱ܈ᑜȐѱȑπЬᆅᐒᜢᇶᏤᎫਡЎҹϷޔ
ᗄѱ܈ᑜȐѱȑπЬᆅᐒᜢਡϐᑫᒤ٣ीฝЎҹޣǴளҙፎ
٬ҔӦᡂ׳ጓۓǶ!
ޔᗄѱ܈ᑜȐѱȑЬᆅᐒᜢڙᡂ׳ጓۓਢҹǴྗҔచಃϖೕ
ۓᒤቩ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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٩ಃೕۓҙፎ٬ҔӦᡂ׳ጓޣۓǴ൩ಃۓӦѦϐβӦ
Ǵόளӆ٩ಃΟΜచೕۓҙፎᡂ׳ጓۓǶ!
ಃ!43!చ!

!πаѦՏܭ٩ݤਡቷҔӦጄൎϣǴࣁᅿࡌᑐҔӦ܌хൎ
֨܈ᚇβӦǴπЬᆅᐒᜢቩᇡۓளӝٮٳπ٬ҔޣǴளҙ
ፎᡂ׳ጓࣁۓᅿࡌᑐҔӦǶ!

ಃ!44!చ!

!πаѦࣁচጓۓϦϐᅿࡌᑐҔӦ܌хൎ֨܈ᚇβӦǴځय़
ᑈ҂ၲΒϦഘǴπЬᆅᐒᜢቩᇡۓەբեԦࢉǵߕуౢॶ

ଯϐၗ٣ޣǴளҙፎᡂ׳ጓࣁۓᅿࡌᑐҔӦǶ!!!!!!!!!!!!!!!!!!!!!!!!!!!
πЬᆅᐒᜢᔈ٩ಃϖΜѤచᔠࢂց٩চਡۓीฝ٬ҔǹӵԖၴ
ϸ٬ҔǴπЬᆅᐒᜢቲЗځ٣ीฝϐਡޣۓǴޔᗄѱ܈ᑜ!)
ѱ*!ࡹ۬ᔈڄፎβӦฦᐒᜢࡠൺচጓۓǴ٠೯ޕβӦ܌ԖΓǶ!
ಃ!45!చ!

!ၭǵξڵӦߥػϷۓҔϣڗβϩаѦϐጀҔ
ӦǴሦԖπቷฦޣǴπЬᆅᐒᜢቩᇡۓளٮπ٬Ҕ
ޣǴளҙፎᡂ׳ጓࣁۓᅿࡌᑐҔӦǶ!

ಃ!46!చ!

!ࢦᎃҘᅿǵЧᅿࡌᑐҔӦ܈ςբ୯҇ՐӻǵമπՐӻǵࡹ۬ਢी
ฝᑫࡌՐӻۓҞޑ٣ҔӦϐ႟ࢃ܈λβӦǴӝܭΠӈӚීೕ
ۓϐޣǴளࡪࢦځᎃβӦҙፎᡂ׳ጓࣁۓҘᅿǵЧᅿࡌᑐҔӦǽ!
ǵࣁӚᅿࡌᑐҔӦǵࡌᑐ٬ҔϐۓҞޑ٣ҔӦ܈ѱीฝՐ
ӻǵǵπ܌хൎǴЪځय़ᑈ҂ຬၸɄǷΒϦഘ
Ƕ!
ΒǵၰၡǵНྎ܌хൎࣁ܈ၰၡǵНྎϷӚᅿࡌᑐҔӦǵࡌᑐ٬Ҕ
ϐۓҞޑ٣ҔӦ܌хൎǴЪځय़ᑈ҂ຬၸɄǷΒϦഘǶ!
ΟǵпΕӚᅿࡌᑐҔӦࡌ܈ᑐ٬ҔϐۓҞޑ٣ҔӦǴځय़ᑈ҂
ຬၸɄǷΒϦഘǴЪલαቨࡋ҂ຬၸΒΜϦЁǶ!
ѤǵჹᜐࣁӚᅿࡌᑐҔӦǵբࡌᑐ٬ҔϐۓҞޑ٣ҔӦǵѱ
ीฝՐӻǵǵπ܈ၰၡǵНྎǴ֨܌ߏϐβ
ӦǴځѳ֡ቨࡋ҂ຬၸΜϦЁǴܭᡂࡕ׳όठ֫ᛖᎃ߈ၭғ
ౢᕉნǶ!
ϖǵय़ᑈ҂ຬၸɄǷɄΒϦഘǴЪᎃௗค࣬ӕ٬ҔӦᜪձǶ!
ಃීԿಃΟීǵಃϖීβӦय़ᑈӢӦ᩶༧ֹሡाǴளࣁ
ԭϩϐΜаϣϐቚуǶ!
ಃၰၡ܈Нྎϐѳ֡ቨࡋᔈࣁѤϦЁаǴၰၡǵНྎ࣬ࢦᎃ
ޣǴளӝٳीᆉځቨࡋǶၰၡǵНྎϐᆶࡌᑐҔӦࡌ܈ᑐ٬Ҕϐ
ۓҞޑ٣ҔӦ࣬ࢦᎃǴ܈ၰၡǵНྎ࣬ࢦᎃࡕǴӆࢦᎃࡌᑐҔ
Ӧࡌ܈ᑐ٬ҔϐۓҞޑ٣ҔӦǴޔᗄѱ܈ᑜȐѱȑࡹ۬ᇡۓ
ςၲ႖๊ਏ݀ޣǴځቨࡋόڙज़ڋ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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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ϷၰၡǵНྎϷӚᅿࡌᑐҔӦࡌ܈ᑐ٬ҔϐۓҞޑ٣
ҔӦǴࡰܭύ҇୯ΎΜΖԃѤДΟВᆵ࣪ߚѱ႟ࢃӦᡂ׳
ጓۓᇡྗ୷ۓႧՉǴጓ܈ۓᡂ׳ጓࣁۓҬ೯ҔӦǵНճҔӦϷ
Ӛ၀ᅿࡌᑐҔӦǵۓҞޑ٣ҔӦǴ܈ჴሞςբၰၡǵНྎϐ҂
ฦβӦޣǶՠࡹ۬ೕჄᑫࡌϐၰၡǵНྎࡌ܈ᑐ٬ҔϐۓҞޑ
٣ҔӦόࢤڙਔ໔ϐज़ڋǶ಄ӝಃӚීೕۓԖኧβӦޣ
ǴβӦ܌ԖΓঁձҙፎᡂ׳ጓۓਔǴᔈᔠߕڬൎ࣬ᜢβӦӦᝤკ
ᛛၗǴޔᗄѱ܈ᑜȐѱȑࡹ۬ᔈ൩ᡏуаᇡࡕۓਡϐǶ!
ಃࡌᑐ٬ҔϐۓҞޑ٣ҔӦǴज़ܭբߚၭ٬ҔϐۓҞ
ޑ٣ҔӦǴޔᗄѱ܈ᑜȐѱȑࡹ۬ᇡۓёਡวࡌྣޣǶ!
ಃβӦܭξڵӦጄൎѦϐၭޣǴᡂ׳ጓࣁۓҘᅿࡌᑐҔӦ
ǹܭξڵӦߥػǵ॥ඳϷξڵӦጄൎϣϐၭޣǴᡂ׳ጓۓ
ࣁЧᅿࡌᑐҔӦǶ!
ಃ!46.2!చ! ߚѱβӦໂᜐጔ྾႟όЪ҂٩ݤǵज़ࡌǴ٠ޔᗄѱ܈
ᑜȐѱȑࡹ۬ᇡߚۓբࣁ႖ᚆѸाϐβӦǴӝܭΠӈӚීೕۓϐ
ޣǴளӧচ٬Ҕϩϣҙፎᡂ׳ጓࡌࣁۓᑐҔӦǽ!
ǵࢦᎃໂϐβӦǴѦൎԖၰၡǵНྎ܈ӚᅿࡌᑐҔӦǵբࡌ
ᑐ٬ҔϐۓҞޑ٣ҔӦǵѱीฝՐӻǵǵπ
႖๊Ǵय़ᑈӧɄǷΒϦഘаΠǶ!
ΒǵпΕໂϐβӦǴΟय़ೱௗໂǴय़ᑈӧɄǷΒϦഘа
ΠǶ!
ΟǵпΕໂϐβӦǴѦൎԖၰၡǵНྎǵᐒᜢǵᏢਠǵै٣
ҔӦ႖๊Ǵځ܈дޔᗄѱ܈ᑜȐѱȑࡹ۬ᇡܴڀۓᡉ႖๊ϐ
ԾฅࣚጕǴय़ᑈӧɄǷϖϦഘаΠǶ!
ѤǵࢦᎃໂϐβӦǴჹᜐࣁӚᅿࡌᑐҔӦǵբࡌᑐ٬Ҕϐۓ
Ҟޑ٣ҔӦǵѱीฝՐӻǵǵπ܈ၰၡǵН
ྎǴ֨܌ߏϐβӦǴځѳ֡ቨࡋ҂ຬၸΜϦЁǴܭᡂࡕ׳
όठ֫ᛖᎃ߈ၭғౢᕉნǶ!
ϖǵय़ᑈ҂ຬၸɄǷɄΒϦഘǴЪᎃௗค࣬ӕ٬ҔӦᜪձǶ!
ಃීǵಃΒීϷಃϖීβӦय़ᑈӢӦ᩶༧ֹሡाǴளࣁ
ԭϩϐΜаϣϐቚуǶ!
ಃၰၡǵНྎϷځቨࡋǵӚᅿࡌᑐҔӦǵբࡌᑐ٬ҔϐۓҞ
ޑ٣ҔӦϐᇡۓ٩చಃΟǵಃѤϷಃϤೕۓᒤǶ!
಄ӝಃӚීೕۓԖኧβӦޣǴβӦ܌ԖΓঁձҙፎᡂ׳ጓ
ۓਔǴ٩చಃϖೕۓᒤǶޔᗄѱ܈ᑜȐѱȑࡹ۬ܭቩಃ
ӚීೕۓਔǴளගൔ၀ޔᗄѱ܈ᑜȐѱȑߚѱβӦ٬Ҕጓۓቩ

!

224

!

λಔቩࡕϒаርǶಃβӦܭξڵӦጄൎѦϐၭޣǴ
ᡂ׳ጓࣁۓҘᅿࡌᑐҔӦǹܭξڵӦߥػǵ॥ඳϷξڵӦጄൎ
ϣϐၭޣǴᡂ׳ጓࣁۓЧᅿࡌᑐҔӦǶ!
ಃ!47!చ!

!ۓၭϣβӦٮၰၡ٬ҔޣǴளҙፎᡂ׳ጓࣁۓҬ೯ҔӦǶ!

ಃ!48!చ!

!ς٩Ҟޑ٣Ьᆅᐒᜢਡۓीฝጓ܈ۓᡂ׳ጓۓϐӚᅿ٬ҔӦǴܭ
၀٣ीฝቲЗޣǴӚ၀Ҟޑ٣Ьᆅᐒᜢᔈ೯ޕӦޔᗄѱ܈ᑜ!
)ѱ*!ࡹ۬Ƕޔᗄѱ܈ᑜ!)ѱ*!ࡹ۬ܭௗډ೯ࡕޕǴᔈջ٩Π
ӈೕۓᒤǴ٠೯ޕβӦ܌ԖΓǺ!
ǵς٩ਡۓीฝֹԋ٬ҔޣǴନ٩ݤගрҙፎᡂ׳ጓۓѦǴᔈᆢ
ځ٬ҔӦᜪձǶ!
Βǵς٩ਡۓीฝ໒วۘ҂ֹԋ٬ҔޣǴځς٩ࡌݤᑐϐβӦǴନ
٩ݤගрҙፎᡂ׳ጓۓѦǴᔈᆢځ٬ҔӦᜪձǴځдβӦ٩
ጓۓβӦ٬Ҕ܄፦܈ᡂ׳ጓۓচ٬ҔӦᜪձᒤᡂ׳ጓ
ۓǶ!
Οǵۘ҂٩ਡۓीฝ໒ۈ໒วޣǴ٩ጓۓβӦ٬Ҕ܄፦܈ᡂ׳ጓ
ۓচ٬ҔӦᜪձᒤᡂ׳ጓۓǶ!

ಃ!49!చ!!

Ȑմନȑ!

ಃ!49.2!చ! Ȑմନȑ!
ಃ!4:!చ!!

Ȑմନȑ!

ಃ!51!చ!

!ࡹ۬ӢᑫᒤϦӅπำǴځπำҔӦጄൎϣߚѱβӦϐҘᅿǵΌᅿ
܈ЧᅿࡌᑐҔӦӢቻԏ܈ኘҔܨନӦӝݤՐӻ٬Ҕϐࡌᑐނ
ǴठځഭᎩࡌᑐҔӦ྾႟λǴ҂ၲ྾႟Ӧ٬Ҕೕ߾ೕۓϐനλࡌ
ᑐൂՏय़ᑈǴନԖΠӈϐޣѦǴቻԏβӦ܌ԖΓ܈ϦӦ
ᆅᐒᜢளҙፎஒࢦᎃβӦᡂ׳ጓۓǴځय़ᑈа٩྾႟Ӧ٬Ҕೕ߾
ೕۓϐനλൂՏय़ᑈԌନഭᎩࡌᑐҔӦय़ᑈࣁज़ǽ!
ǵς٩ҁೕ߾ύ҇୯ԭ႟ΒԃΐДΒΜВঅ҅ғਏಃΟ
ΜΖచೕۓҙፎԾԖβӦᡂ׳ጓۓǶ!
ΒǵሡӦᐒᜢԖӼᎂीฝǶ!
ΟǵࢦᎃβӦឦҬ೯ҔӦǵНճҔӦǵђᙬߥӸҔӦǵғᄊߥៈҔ
Ӧǵ୯βߥӼҔӦ܈πǵݞοǵහ݅ϣβӦǶ!
Ѥǵࡌᑐނᆶ୷ځӦߚឦӕ܌ԖΓޣǶՠӢᝩ܍ǵΟᒃϣϐ
ᜄᆶठࡌᑐނᆶ୷ځӦߚឦӕ܌ԖΓޣǴࡌ܈ᑐނᆶ୷ځ
Ӧϐ܌ԖΓࣁسޔՈᒃޣǴόӧԜज़Ƕ!
βӦܭξڵӦጄൎѦϐၭޣǴᡂ׳ጓࣁۓҘᅿࡌᑐҔӦǹ
ܭξڵӦߥػǵ॥ඳϷξڵӦጄൎϣϐၭޣǴᡂ׳ጓࣁۓ
ЧᅿࡌᑐҔӦ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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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చ!

!ၭЬᆅᐒᜢਢᇶᏤϐၭीฝ܌ሡ٬ҔӦǴளҙፎᡂ׳ጓࣁۓ
ۓҞޑ٣ҔӦǶ!

ಃ!53!చ!

!ࡹ۬ᑫࡌՐӻीฝ܈ቻԏβӦܨᎂЊՐӻӼीฝӚ၀Ҟޑ٣
ભЬᆅᐒᜢਡޣۓǴள٩ځਡۓीฝϣϐβӦ٬Ҕ܄፦Ǵҙ
ፎᡂ׳ጓࣁۓ٬ҔӦǹܭځၭٮՐӻ٬ҔޣǴᡂ׳ጓࣁۓ
ҘᅿࡌᑐҔӦǶ!
ਡۓीฝߕԖచҹޣǴᔈܭచҹԋ൩ࡕۈளᒤᡂ׳ጓۓǶ!

ಃ!53.2!చ! ࡹ۬܈ࡹ۬ᇡёϐ҇໔ൂՏࣁᒤӼ܌҇ؠؠሡϐβӦǴ
ޔᗄѱ܈ᑜȐѱȑࡹ۬ࡌᑐᆅǵᕉნቹៜຑǵНβߥǵচՐ
҇ǵНճǵၭǵӦࡹൂՏϷԖᜢΓᇡۓӼӄคဤǴ
ЪคځдࡓݤЗ܈ज़ڋ٣ޣǴள٩ځਡۓीฝϣϐβӦ٬Ҕ
܄፦Ǵҙፎᡂ׳ጓࣁۓ٬ҔӦǶܭξڵӦጄൎѦϐၭޣǴ
ᡂ׳ጓࣁۓҘᅿࡌᑐҔӦǹܭξڵӦߥػǵ॥ඳϷξڵӦጄൎ
ϣϐၭޣǴᡂ׳ጓࣁۓЧᅿࡌᑐҔӦǶ!
ಃ!54!చ!

!ۓၭǵහ݅ϣϦҥϦოϐ׳ཥीฝЬᆅᐒᜢਡޣǴள
٩ځਡۓीฝҙፎᡂ׳ጓࣁۓᘝရҔӦǶ!

ಃ!55!చ!

!٩ҁೕ߾ҙፎᡂ׳ጓࣁۓၯᏨҔӦޣǴ٩ΠӈೕۓᒤǺ!
ǵҙፎΓᔈ٩ځ٣ीฝѸाϐߥػᆘӦϷϦӅࡼǹځ
ϐߥػᆘӦόளϿܭᡂ׳ጓۓय़ᑈԭϩϐΟΜǶՠ॥ඳϣ
βӦǴܭҁೕ߾ύ҇୯ΐΜΟԃϤДΜΎВঅ҅ғਏǴς
٩ύѧҞޑ٣ЬᆅᐒᜢൔںՉࡹଣਡۓБਢҙፎᒤᇶᏤ
ӝݤϯǴػߥځᆘӦќԖೕޣۓǴόӧԜज़Ƕ!
Βǵҙፎᡂ׳ጓۓϐ٬ҔӦǴීߥػᆘӦᡂ׳ጓࣁۓ୯βߥӼҔ
ӦǴҗҙፎ໒วΓ܈βӦ܌ԖΓᆅᆢៈǴόளӆҙፎ໒ว
܈ӈࣁځд໒วਢϐ୷ӦǹځᎩβӦܭϦӅࡼᑫࡌฺֹ
ᡍӝࡕǴ٩ਡۓϐβӦ٬ҔीฝǴᡂ׳ጓࣁۓ٬ҔӦǶ!

ಃ!55.2!చ! Ȑմନȑ!
ಃ!55.3!చ! Ȑմନȑ!
ಃ!56!చ!

!ҙፎܭᚆǵচՐ҇ߥ੮ӦӦϐၭށҔӦǵᎦ݅܈ҔӦՐӻ
ᑫࡌीฝǴᔈаځԾԖβӦǴ٠಄ӝΠӈచҹǴޔᗄѱ܈ᑜȐѱ
ȑࡹ۬٩ಃΟΜచਡޣǴள٩ځਡۓीฝϣϐβӦ٬Ҕ܄፦Ǵ
ҙፎᡂ׳ጓࣁۓ٬ҔӦǴ٠аԛࣁज़ǽ!
ǵᚆӦϐҙፎΓϷځଛଽǵӕЊϣ҂ԋԃηζ֡คԾҔՐ
ӻ܈҂ම٩ਸӦߚѱβӦ٬Ҕᆅڋೕۓҙፎᡂ׳ጓۓ
ਡǴЪҙፎΓЊᝤฦᅈΒԃගрܴЎҹǶ!
ΒǵচՐ҇ߥ੮ӦӦϐҙፎΓǴନᔈ಄ӝීచҹѦǴ٠ᔈڀ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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Ր҇يϩЪ҂٩ಃѤΜϤచڗளࡹ۬ᑫࡌՐӻǶ!
ΟǵՐӻᑫࡌीฝࡌᑐ୷Ӧय़ᑈόளຬၸΟԭΟΜѳБϦЁǶ!
!!!!!!!!!!!!βӦܭξڵӦጄൎѦϐၭޣǴᡂ׳ጓࣁۓҘᅿࡌᑐҔӦǹ
ܭξڵӦߥػǵ॥ඳϷξڵӦጄൎϣϐၭޣǴᡂ׳ጓࣁۓ
ЧᅿࡌᑐҔӦǶ!
಄ӝಃೕۓϐচՐ҇ߥ੮ӦՏឦහ݅ጄൎϣޣǴளҙፎᡂ׳
ጓࣁۓЧᅿࡌᑐҔӦǶ!
ಃ!57!చ!

!চՐ҇ߥ੮ӦӦՐӻᑫࡌीฝǴҗໂȐᙼǵѱǵȑϦ܌ᡏೕ
ჄǴޔᗄѱ܈ᑜȐѱȑࡹ۬٩ಃΟΜచਡޣǴள٩ځਡۓीฝ
ϣϐβӦ٬Ҕ܄፦Ǵҙፎᡂ׳ጓࣁۓ٬ҔӦǶܭξڵӦጄൎ
ѦϐၭޣǴᡂ׳ጓࣁۓҘᅿࡌᑐҔӦǹܭහ݅ǵξڵӦߥػ
ǵ॥ඳϷξڵӦጄൎϣϐၭޣǴᡂ׳ጓࣁۓЧᅿࡌᑐҔӦ
Ƕ!

ಃ!58!చ!

!ߚѱβӦਡග۬ࡹٮቲకނమନೀࡼ܈ᔼࡌഭᎩ
βҡБၗྍ୴ೀǴځᑫᒤ٣ीฝᔈхࡴӆճҔीฝǴ٠ᔈ
Ӛ၀Ҟޑ٣ЬᆅᐒᜢӕԖᜢᐒᜢቩਡۓǹܭ٬ҔֹԋࡕǴ
ள٩ځӆճҔीฝࡪୱीฝ࣬ݤᜢೕۓҙፎᡂ׳ጓࣁۓ٬
ҔӦǶӆճҔीฝঅ҅Ǵ٩ೕۓϐำׇᒤǶ!

ಃ!59!చ!

!ξڵӦጄൎϣӚ٬ҔϩβӦҙፎᡂ׳ጓۓǴឦ٩Нβߥ࣬ݤᜢ
ೕۓᔈᔕڀНβߥीฝޣǴᔈᔠߕНβߥᐒᜢਡวϐНβߥ
ֹπܴਜǴ٠٩ځ໒วीฝϐβӦ٬Ҕ܄፦Ǵҙፎᡂ׳ጓࣁۓϢ
ϐ٬ҔӦǶՠԖΠӈϐޣǴόӧԜज़ǽ!
ǵҘᅿǵΌᅿǵЧᅿǵᅿࡌᑐҔӦ٩ҁೕ߾ҙፎᡂ׳ጓځࣁۓ
дᅿࡌᑐҔӦǶ!
ΒǵቻԏǵኘҔ܈٩βӦቻԏచٯಃΟచೕۓளቻԏϐ٣Ǵаڐ
ሽᖼځ܈дБԄڗளǴٳᒤᡂ׳ጓۓǶ!
Οǵ୯ᔼϦҔ٣ൔҞޑ٣Ьᆅᐒᜢёᑫᒤϐ٣Ǵаڐ
ሽᖼǵਢᡣ୧ځ܈дБԄڗளǶ!
Ѥǵޔᗄѱ܈ᑜȐѱȑࡹ۬ᇡۓНβߥीฝπำሡᆶࡌᑐނ
ࡼٳπǶ!
ϖǵНβߥЬᆅᐒᜢᇡۓคܭݤҙፎᡂ׳ጓۓਔਡวǶ!
٩ՠਜೕۓᒤᡂ׳ጓޣۓǴᔈܭ໒วࡌਔǴ٩ਡۓНβߥ
ीฝϣֹԋѸाϐНβߥೀϷᆢៈǶ!

ಃ!5:!చ!!

Ȑմନȑ!

ಃ!5:.2!చ! ޔᗄѱ܈ᑜȐѱȑЬᆅᐒᜢڙᡂ׳ጓۓਢҹਔǴନԖΠӈϐ
ޣѦǴᔈಔਢλಔቩ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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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ΒΜΖచಃΒխᔕڀᑫᒤ٣ीฝϐǶ!!
ΒǵߚឦξڵӦᡂ׳ጓۓਢҹǶ!!
Οǵୱीฝہቩ೯ၸਢҹǶ!!
ѤǵಃѤΜΖచಃಃΒීǵಃΟීϐǶ!!
ਢλಔቩξڵӦᡂ׳ጓۓਢҹਔǴځᑫᒤ٣ीฝጄൎϣβӦ
Ǵ٩ࡌᑐ࣬ᜢݤзᇡۓԖΠӈӚීϐޣǴόளೕჄբࡌᑐ
٬ҔǺ!
ǵࡋڵଥǶ!
ΒǵӦ፦่ᄬόؼǵӦቫઇ࿗ǵࢲᘐቫ܈ӛڵԖྖϐဤǶ!
ΟǵԖǵቲβ୴ǵ֞ၰǴϷڬځൎԖӒ্ӼӄϐဤǶ!
Ѥǵߟ۞ݞᇑ܈ӛྍߟᇑԖӒϷ୷ӦӼӄϐဤǶ!
ϖǵԖ༥ࢫ܈ϐဤǶ!
Ϥǵ٩ځдࡓݤೕۓόளࡌᑐǶ!
ಃ!61!చ!

!ޔᗄѱ܈ᑜ!)ѱ*!ࡹ۬ቩҙፎᡂ׳ጓۓਢҹᇡࣁԖΠӈϐ
ޣǴᔈ೯ޕҙፎΓঅ҅ҙፎᡂ׳ጓۓጄൎǺ!
ǵᡂ׳٬Ҕࡕቹៜᎃ߈βӦ٬ҔޣǶ!
ΒǵԋβӦϐಒ࿗ϩപޣǶ!

ಃ!62!చ!

!ޔᗄѱ܈ᑜ!)ѱ*!ࡹ۬ܭਡᡂ׳ጓۓਢҹ٠೯ޕҙፎΓਔǴᔈӕ
ਔୋޕᡂ׳ǵࡕҞޑ٣ЬᆅᐒᜢǶ!

ಃ!ϖ!ക!ߕ߾!
ಃ!63!చ!!

Ȑմନȑ!

ಃ!63.2!చ! ҙፎΓᔕڀϐᑫᒤ٣ीฝβӦՏឦξڵӦጄൎϣޣǴځय़ᑈόள
ϿܭΜϦഘǶՠԖΠӈϐޣǴόӧԜज़Ǻ!
ǵ٩ಃϤచೕۓ٬ҔǶ!
Βǵ٩ಃΟΜచԿಃΟΜϖచϐǵಃѤΜచǵಃѤΜΒచϐ
ǵಃѤΜϖచϷಃѤΜϤచೕۓᒤǶ!
Οǵᑫ៘ϦӅࡼǵϦҔ٣ǵཁ๓ǵޗᅽճǵᙴᕍߥ଼ǵ௲ػ
Ўϯ٣ځ܈дϦӅࡌ܌ѸाϐࡼǴ٩ύѧҞޑ٣Ь
ᆅᐒᜢुۓϐቩೕጄਡǶ!
ѤǵឦӦБሡा٠ύѧၭЬᆅᐒᜢਢᇶᏤϐࡹ܈܄Ϧ
Ҕ܄ၭౢᎍࡼǶ!
ϖǵҙፎ໒วၯᏨࡼϐβӦय़ᑈၲϖϦഘаǶ!
Ϥǵ॥ඳϣβӦٮၯᏨࡼ٬ҔǴύѧҞޑ٣Ьᆅᐒᜢ୷ܭ
ᢀӀౢวሡाǴԖᜢᐒᜢࣴᔕБਢൔںՉࡹଣਡۓǶ!
ΎǵᒤၭޗβӦख़ჄǶ!
Ζǵ୯ٛࡼ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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ΐǵ٩ځдࡓݤೕۓளࣁࡌᑐ٬ҔǶ!
ಃ!64!చ!

!ߚѱβӦϐࡌᑐᆅǴᔈ٩ჴࡼୱीฝӦࡌᑐᆅᒤݤϷ࣬
ᜢݤೕϐೕࣁۓϐǹځӧξڵӦጄൎϣޣǴ٠ᔈ٩ξڵӦࡌᑐᆅ
ᒤݤϐೕࣁۓϐǶ!

ಃ!65!చ!

!ߚѱβӦ٩Ҟޑ٣Ьᆅᐒᜢਡۓ٣ीฝጓ܈ۓᡂ׳ጓۓǵ܈
Ҟޑ٣Ьᆅᐒᜢӕཀ٬ҔޣǴҗҞޑ٣Ьᆅᐒᜢᔠࢂց٩
চਡۓीฝ٬ҔǹځԖၴϸ٬ҔޣǴᔈڄፎޔᗄѱ܈ᑜ!)ѱ*!ᖄӝ
ڗጌλಔ٩࣬ᜢೕۓೀǴ٠೯ޕβӦ܌ԖΓǶ!

ಃ!66!చ!

!ၴϸҁೕ߾ೕۓӕਔၴϸځдձݤзೕޣۓǴҗӚ၀ݤзЬᆅᐒ
ᜢӕӦࡹᐒᜢೀǶ!

ಃ!67!చ!

!ҙፎ٬ҔӦᡂ׳ጓۓᔈᛦયೕǹځᚐҗύѧЬᆅᐒᜢۓϐǶՠ
ޔᗄѱ܈ᑜȐѱȑЬᆅᐒᜢќۓԏೕޣۓǴவځೕۓǶ!

ಃ!68!చ!

!ۓၭ܈ၭϣϐᅿࡌᑐҔӦڗ܈βϩаѦϐጀ
ҔӦǴς٩ҁೕ߾ύ҇୯ΖΜΒԃΜДΎВঅ҅วѲғਏ
ಃΜѤచೕۓǴӛπЬᆅᐒᜢ܈ጀЬᆅᐒᜢҙፎӕཀᡂ׳բߚ
πߚ܈ጀҔӦ٬ҔǴ܈ӛޔᗄѱ܈ᑜ!)ѱ*!ࡹ۬ҙፎᡂ׳ጓۓ
ࣁҘᅿࡌᑐҔӦԶځೀำׇۘ҂ಖ่ϐਢҹǴளவځೕۓᝩុᒤ
Ƕ!
πЬᆅᐒᜢ܈ጀЬᆅᐒᜢӕཀᡂ׳բߚπߚ܈ጀ
ҔӦ٬ҔޣǴᔈܭύ҇୯ΖΜΟԃΜΒДΟΜВаǴӛޔᗄ
ѱ܈ᑜ!)ѱ*!ࡹ۬ගрҙፎᡂ׳ጓۓǴၻයόӆڙǶޔᗄѱ܈ᑜ!
)ѱ*!ࡹ۬ڙΒҙፎਢҹǴቩሡံ҅ޣǴᔈܭҁೕ߾ύ
҇୯ΐΜԃΟДΒΜϤВঅ҅วѲғਏࡕǴ೯ޕҙፎΓܭԏڙଌ
ၲϐВଆϤঁДϣံ҅Ǵၻය҂ံ҅ޣǴᔈርӣচҙፎǴ٠όளӆ
ڙǶ!

ಃ!69!చ!

!ҙፎΓ٩ಃΟΜѤచ܈చᒤᡂ׳ጓۓਔǴځᔕڀϐᑫᒤ٣ी
ฝጄൎϣǴԖࣁᡂ׳ϐጀҔӦ܈ᅿࡌᑐҔӦ܌хൎ֨܈ᚇϐ
βӦǴय़ᑈӝीλܭϦഘǴЪόຬၸᑫᒤ٣ीฝጄൎᕴय़ᑈΜ
ϩϐޣǴளٳӕගрҙፎǶ!

ಃ!6:!చ!
!

!ҁೕ߾ԾวѲВࡼՉ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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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ΜΖǵߚѱβӦ໒วቩբೕጄ!
ϣࡹ95/4/38Ѡϣᔼӷಃ9583488ဦڄঅ҅!
ϣࡹ95/8/24Ѡϣᔼӷಃ9591194ဦڄঅ҅!
ϣࡹ96/9/8Ѡϣᔼӷಃ9615:9:ဦڄঅ҅!
ϣࡹ97/6/:ѠΖϤϣᔼӷಃ9783876ဦڄঅ҅ǵ)ុ*!
ϣࡹ97/8/9Ѡϣᔼӷಃ97842:4ဦڄঅ҅ǵ)ុ*!
ϣࡹ98/3/27Ѡϣᔼӷಃ9882366ဦڄঅ҅!
ϣࡹ98/:/36Ѡϣᔼӷಃ9883:13ဦڄঅ҅!
ϣࡹ99/:/39Ѡϣᔼӷಃ998583:ဦڄঅ҅ǵ)ុ*!
ϣࡹ:1/7/7Ѡϣᔼӷಃ:194:26ဦзঅ҅ȨߚѱβӦ໒วቩೕጄȩࣁȨߚѱβӦ໒วቩբೕጄȩǵ)ុ*!
ϣࡹ:1/21/28Ѡϣᔼӷಃ:196962ဦзঅ҅วѲҶ໕ၭጓಃϖᗺచЎ!
ϣࡹ:2/21/26ϣࡹѠϣᔼӷಃ1:21197869ဦзঅ҅!
ϣࡹ:3/4/24Ѡϣᔼӷಃ1:31195:15ဦзঅ҅!
ϣࡹ:4/6/35Ѡϣᔼӷಃ1:41195122ဦзঅ҅!
ϣࡹ:5/6/27Ѡϣᔼӷಃ1:51194464ဦзঅ҅ǵߕҹߕ߄!
ϣࡹ:6/8/37Ѡϣᔼӷಃ1:61913463ဦзঅ҅ǵߕҹߕ߄!
ϣࡹ:8/9/8Ѡϣᔼӷಃ1:8191684:ဦзঅ҅ȨߚѱβӦ໒วቩբೕጄȩᕴጓಃΜϤᗺǵಃΜΖᗺϐೕ!ۓ
ϣࡹ211/21/24Ѡϣᔼӷಃ2111919174ဦзঅ҅ȨߚѱβӦ໒วቩբೕጄȩϩೕۓϷᕴጓಃϖᗺߕҹǵᕴ
ጓಃϤᗺߕҹΒǵߕҹΟ!
ϣࡹ212/9/41Ѡϣᔼӷಃ2121918462ဦзঅ҅ᕴጓಃΜΎᗺǵಃΜΖᗺϐೕۓϷಃϤᗺߕҹΒǵߕҹΟ!
ϣࡹ213/:/7Ѡϣᔼӷಃ2131919974ဦзঅ҅ϩೕۓϷᕴጓಃϖᗺߕҹǵᕴጓಃϤᗺߕҹΒϷߕҹΟǵᕴጓಃΖ
ᗺߕ߄Βϐ!
ϣࡹ214/23/27Ѡϣᔼӷಃ2141924357ဦзঅ҅ϩೕۓϷᕴጓಃ6ᗺߕҹ2ǵಃ7ᗺߕҹ3ǵߕҹ4ǵಃ9ᗺߕ߄3ϐ2ǵ
ߕ߄3ϐ3!
!

൘ǵᕴጓ!
ǵҁೕጄ٩ୱीฝݤȐаΠᙁᆀҁݤȑಃΜϖచϐΒಃΒೕۓुۓϐǶ!
ΒǵߚѱβӦҙፎ໒วय़ᑈىаቹៜচ٬ҔϩჄۓҞޣޑǴ٩ߚѱβӦ٬
Ҕᆅڋೕ߾ೕۓǴځβӦ٬ҔीฝᔈୱीฝᔕۓᐒᜢቩޣǴନځдݤ
зќԖೕޣۓѦǴᔈаҁೕጄࣁቩ୷ྗǶ!
ΟǵߚѱβӦҙፎ໒วᔈ಄ӝୱीฝߥػНβϷԾฅၗྍǵඳᢀϷᕉნ
βӦճҔБଞǴ٠ᔈ಄ӝୱीฝϐߐวीฝϐࡰᏤǶ!
ѤǵҁೕጄीϩᕴጓǵጓϷ໒วीฝਜკΟϩǴጓచЎᆶᕴጓచЎԖख़ፄ
ೕۓ٣ޣǴаጓచЎೕྗࣁۓǶ҂ӈΕጓϐ໒วीฝǴ٩ᕴጓచЎϐ
ೕۓǶ!
ϖǵࣁගߚٮѱβӦᔕҙፎ໒วޣϐᒌ၌୍ܺǴҙፎΓளᔠߕڀҹϐၗǴ
ڄፎୱीฝচᔕۓᐒᜢޔ܈ᗄѱǵᑜȐѱȑࡹ۬൩ᔕҙፎ໒วϐ୷ӦǴࢂ
ցڀԖόள໒วϐज़ڋӢનǴග࣬ٮᜢཀـǶ!
ϤǵҙፎΓҙፎ໒วёǴᔈᔠڀΠӈਜკЎҹǺ!
ȐȑҙፎਜǶ!
ȐΒȑ໒วीฝਜკǶ!
ȐΟȑੋНβߥݤзೕۓᔈᔠߕНβߥೕჄਜޣϷੋᕉნቹៜຑݤ
зೕۓᔈᔠߕਜკޣǴவځೕۓᒤǶ!
ಃීϷಃΒීਜკЎҹԄӵߕҹΒǵߕҹΟǶ!
Ύǵҙፎ໒วޣ٩ҁݤԖᜢೕۓᔈӛޔᗄѱǵᑜȐѱȑࡹ۬ᛦҬ໒วቹៜޣǴ

!

231

!

ځҔϐीᆉନ٩ೕۓᒤѦǴ٠ᔈၩܴܭ໒วीฝਜύǶ!
ΖǵޔᗄѱǵᑜȐѱȑࡹ۬Ϸୱीฝᔕۓᐒᜢڙҙፎ໒วਢҹਔǴᔈਡځ
໒วीฝϷԖᜢЎҹȐӵߕ߄ǵ!ߕ߄Βϐ!ǵ!ߕ߄ΒϐΒ!ȑǹԖံ
҅ޣǴᔈ೯ޕҙፎΓज़යံ҅Ƕ!
Ζϐǵҙፎ໒วᘝရǵቲకނፁғশǵቲక࠾ނഈশǵቲకނกϯೀ
ቷǵᔼࡌഭᎩβҡБၗྍ୴ೀϷβҡ௦ڗࡼǴܭβӦ٬
Ҕϩᡂ׳ीฝҙፎӕཀ໘ࢤǴᔈ٩ᕴጓಃΟᗺǵಃΖᗺǵಃΐᗺǵಃ
ΜᗺǵಃΜΒᗺԿಃΜϤᗺǵಃΜΖᗺǵಃΒΜѤᗺǵಃΒΜϤᗺǵಃ
ΒΜΐᗺೕۓϷΠӈӚීೕۓቩǺ!
Ȑȑᔈ൩୷Ӧ୍ܺጄൎϣᇥܴԖࡼϩѲᆶٮ๏Ǵ٠வٮሡय़
ϩ໒วϐѸा܄Ƕ!
ȐΒȑ໒ว୷ӦՏᔈԵໆՏ܄ە٠ᇥܴ໒วՉࣁჹᎃ߈Ӧϐॄ
य़ቹៜᆶٛݯࡼǶ!
໒ว୷Ӧӵୱीฝہ٩ೕۓቩคѸा܈܄Տό
ޣەǴளόϒӕཀǶ!
ޔᗄѱǵᑜȐѱȑࡹ۬٩ಃΖᗺೕڙۓಃҙፎ໒วਢҹࡕǴޔᗄ
ѱǵᑜȐѱȑࡹ۬ᔈє໒᠋ڗഋ҇࣬܈ᜢიᡏཀـǴҙፎΓᔈ
൩҇࣬܈ᜢიᡏഋॊཀـԋइᒵ٠ࣴᔕӣᔈཀـǴܭගൔୱीฝ
ہቩਔٳᔠߕǶՠς٩βӦቻԏచٯǵᕉნቹៜຑځ܈ݤд
Ҟޑ٣ݤзೕۓᒤϦ᠋ǴЪᔠߕ࣬ᜢၗځϦ᠋ϐᇥܴϣ
఼Ǵхࡴ໒วीฝϐጄൎǵीฝϣ఼ϷβӦڗளБԄޣǴόӧԜज़Ƕ!
ΐǵҙፎ໒วϐ୷ӦόளՏ߄ߕܭΒϐ!܌ӈಃભᕉნ௵གӦǶՠԖΠӈ
ϐޣǴόӧԜज़Ǻ!
ȐȑឦϣࡹύѧҞޑ٣Ьᆅᐒᜢᇡۓҗࡹ۬ᑫᒤϐϦӅࡼ
܈ϦҔ٣ǴЪӚಃભᕉნ௵གӦϐύѧݤзೕۓϐҞ
ޑ٣ЬᆅᐒᜢӕཀᑫᒤǶ!
ȐΒȑࣁᡏೕჄሡाǴόёᗉխ֨ᚇϐ႟ࢃλय़ᑈβӦ಄ӝಃΐϐ
ᗺೕޣۓǴளયΕጄൎǴ٠ᔈᆢচӦӦᇮόள໒ว٬ҔǶ!
ȐΟȑ٩Ӛಃભᕉნ௵གӦϐύѧҞޑ٣Ьᆅݤзܴۓளё
܈ӕཀǶ!
ಃભᕉნ௵གӦύННȐٮৎҔ܈ϦӅ๏НȑǴࡰԖ
ǵᑫࡌύǵೕჄֹԋЪۓਢȐਡۓύȑǴբࣁٮৎҔϷϦӅ๏НޣȐ၁
ߕ߄Οȑǹځጄൎ٩ӚНᆅᐒᜢȐᄬȑჄۓ٠җᔮᇡǴଌҗ
ϣࡹϦϐጄൎࣁྗǴ܈εᡘෞӄࢬୱय़ᑈ!
ΐϐǵҙፎ໒ว୷ӦϣӵԖ֨ᚇϐ႟ࢃឦܭಃભᕉნ௵གӦϐβӦǴ಄
ӝΠӈǴۈளયΕ໒ว୷Ӧ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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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યΕϐ֨ᚇӦ୷ܭᡏ໒วೕჄϐሡाǶ!
ȐΒȑ֨ᚇӦϝᆢচ٬ҔϩϷচ٬ҔӦᜪձǴ܈ӕཀᡂࣁ׳୯βߥ
ӼҔӦǶ!
ȐΟȑ֨ᚇӦόளीΕߥػय़ᑈीᆉǶ!
ȐѤȑय़ᑈόளຬၸ୷Ӧ໒วय़ᑈϐԭϩϐΜ܈ΒϦഘǴЪԌନ֨ᚇβ
Ӧࡕϐ୷Ӧ໒วय़ᑈϝᔈεܭளᒤβӦ٬Ҕϩᡂ׳ೕኳǶ!
Ȑϖȑᔈᔕ֨ۓᚇӦϐᆅᆢៈࡼǶ!
ΐϐΒǵҙፎ໒วϐ୷ӦՏܭಃΒભᕉნ௵གӦޣǴᔈ൩୷ӦϣՏܭᕉნ௵ག
ӦϐβӦᇥܴΠӈ٣Ǵ٠ቻ၌Ӛᕉნ௵གӦЬᆅᐒᜢཀـǺ!
Ȑȑ൩܌ឦᕉნ௵གӦ܄ගрڀᡏٛጄϷံ௱ࡼǴ٠όளၴϸ
Ӛᕉნ௵གӦჄ܌٩ᏵϐύѧҞޑ٣ݤзϐЗ܈ज़ڋ
ೕۓǶ!
ȐΒȑ൩܌ឦᕉნ௵གӦ܄ೕጄβӦ٬ҔᅿᜪϷமࡋǶ!
Μǵҙፎ໒วϐ୷ӦǴӵՏܭԾٰНН፦НໆߥៈϐጄൎޣǴځ໒วᔈ٩Ծٰ
НݤϐೕۓᆅڋǶ୷ځӦԦН௨ܫϐڙ܍Нᡏ҂ૈၲډᕉნߥៈЬᆅᐒᜢϦ
၀НᡏϩᜪϐН፦ྗݞ܈οНᡏϐયԦࢉໆςຬၸЬᆅᐒᜢ٩၀Н
ᡏϐ఼ૈΚۓ܌ϐᆅڋᕴໆ܈ޣНճЬᆅᐒᜢᇡࣁჹݞٛӼӄဤޣ
Ǵόள໒วǶՠୱीฝہӕཀᑫᒤϐӚٮϦ٬ҔϐࡼǴόӧ
Ԝज़Ƕ!
!!!!໒ว୷Ӧ܌ӧϐԾٰНН፦Нໆߥៈς٩ݤϦҔННྍН፦ߥៈ
܈ҔНڗНαۓຯᚆϣϐӦޣǴځ໒วᔈ٩ೕۓϷҔНᆅచ
࣬ٯᜢೕۓᒤǴόڙಃΟೕۓϐज़ڋǶՠӵ໒ว୷Ӧ҂Տܭ၀ԾٰНН
፦НໆߥៈςϦϐҔННྍН፦ߥៈ܈ҔНڗНαۓຯᚆϣ
ϐӦǴ٠ҔНЬᆅᐒᜢᇥܴ၀ԾٰНН፦НໆߥៈϣόӆќѦჄ
ځдҔННྍН፦ߥៈޣǴځ໒ว٩ಃೕۓᒤǴόڙಃΟೕ
ۓϐज़ڋǶ!
!!!!ಃ୷Ӧ܌ӧϐԾٰНН፦НໆߥៈǴۘܭ҂٩ݤϦҔННྍН፦
ߥៈϐጄൎ܈ҔНڗНαۓຯᚆǴځ໒วନᔈ٩ಃೕۓᒤѦ
Ǵ٠ᔈ಄ӝΠӈೕۓǶՠԖਸǴ୷ܭ୯ৎޗᔮวሡाޣЪคԦ
ࢉ܈ຢ্НྍǵН፦ᆶНໆՉࣁϐဤޣǴගрቲНΟભೀϷځдπำמ
ೌׯ๓ࡼǴ٠ҔНϷԾٰНЬᆅᐒᜢቩӕཀࡕǴଌୱीฝہ
ቩ೯ၸޣǴளόڙҁಃීϷಃΒීೕۓϐज़ڋǶ!
ȐȑຯᚆᙦНයНᡏ۞ᜐНѳຯᚆίϦЁϐጄൎǴϣЗНβߥ
аѦϐϪ໒วӦՉࣁǶ!
ȐΒȑڗНαෞъ৩ϦٚϣНϷΠෞъ৩ѤԭϦЁǴϣЗ
НβߥаѦϐϪ໒วӦՉࣁ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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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ΟȑຯᚆᙦНයНᡏ۞ᜐНѳຯᚆίϦЁаѦϐНྍߥៈǴځ໒
วᆅڋᔈ٩ԾٰНݤϐೕۓᆅڋǶ!
ȐѤȑӚЬᆅᐒᜢ٩ҁጓಃϤᗺቩԖᜢਜკЎҹǴЪӚ၀Ьᆅᐒᜢӕ
ཀޣǶ!
Μǵҙፎ໒วϐ୷ӦՏܭচՐ҇ߥ੮ӦޣǴځҙፎ໒วϐीฝύѧЬᆅᐒᜢ
ਡ٠ୱीฝہӕཀޣǴளࣁǵβҡǵᢀӀၯᏨϷπၗྍ
ϐ໒วǴόڙҁጓಃΐᗺϷಃΜᗺϐज़ڋǶՠόளၴङځдݤзϐೕۓǶ!
ΜΒǵҙፎ໒วϐ୷ӦՏܭԾٰНృНቷڗНαෞъ৩ϦٚНϣǴЪ୷
ӦۘคሒௗԿృНቷڗНαΠෞϐҔԦНΠНၰسޣǴኩଶਡว໒ว
ёǶՠගрॊسϐीฝǴЪςှ،၀س܌ӦϐβӦୢᚒ
ޣǴόӧԜज़ǴځीฝᔈӈܭಃයࡼπֹԋǶ!
!!!!!!୷ӦӵՏܭԾٰНН፦НໆߥៈϐጄൎޣǴ߾٩ಃΜᗺೕۓᒤǴ
խ٩ҁᗺೕۓᒤǶ!
ΜΟǵ୷ӦϐচۈӦ܈ӦނܴᡉᏰԾᡂޣ׳Ǵନ٩ݤᚵೀѦǴ٠٩Нβߥ
࣬ݤᜢೕۓኩଶٿԃҙᒤǴځόё໒วϐय़ᑈǴϝаচۈӦࣁीᆉ
ྗǶ!
໒วਢҹҁୱीฝہቩЪᕇठ่ፕόӕཀޣǴፎӚ၀ᆅ
ޔᗄѱǵᑜȐѱȑࡹ۬ዴჴᒥྣҁݤಃΒΜచϷಃΒΜΒచ࣬ᜢೕۓǴ
ᝄزᒤՉǶ!
ΜѤǵ୷ӦβӦރᔈֹೱௗǴӵՏܭξڵӦ၀ೱௗϩനλቨࡋόளϿܭϖ
ΜϦЁǴՏܭѳӦόளλܭΟΜϦЁǴаճᡏೕჄ໒วϷНβߥीฝ
ǶՠୱीฝہᇡۓݩਸЪ಄ӝᡏೕჄ໒วǴ٠คቹៜӼӄ
ϐဤޣǴόӧԜज़Ƕ!
Μϖǵ୷ӦϣϐϦԖβӦ܈҂ฦβӦǴ୷ܭᡏೕჄ໒วϷНβߥीฝሡा
ǴᔈӃ٩ೕڗۓளӕཀӝٳ໒ว܈ਡᡣ୧ϐЎҹǶ!
ΜϤǵ୷ӦϣϐচۈӦӧ᩶༧კϐѳ֡ࡋڵӧԭϩϐѤΜаϐӦǴځय़
ᑈϐԭϩϐΖΜаβӦᔈᆢচۈӦӦᇮǴЪࣁόё໒วǴځᎩβ
ӦளೕჄբၰၡǵϦ༜ǵϷᆘӦࡼ٬ҔǶ!
!!!!!!᩶༧კϐѳ֡ࡋڵӧԭϩϐΟΜа҂ၻѤΜϐӦǴаբࣁ໒܄ܫϐ
ϦӅࡼ܈Ѹा୍ܺ܄ࡼ٬Ҕࣁज़Ǵόளբࣁࡌᑐ୷ӦȐ֖ޜۓݤӦȑ
Ƕ!
!!!!!!ᅉࢫࡼϐӦᗺՏܭѳ֡ࡋڵӧԭϩϐΟΜаӦǴЪ಄ӝΠӈӚ
ීೕޣۓǴୱीฝہቩӕཀࡕǴளόڙΒೕۓज़ڋǺ!
ȐȑӦᗺϐᒧۓዴ߯୷ܭНβߥϷᅉࢫ௨НϐӼӄԵໆǶ!
ȐΒȑӦᗺՏܭξڵӦНϐΠෞᆄЪՏەǶ!
ȐΟȑ၀ᅉࢫࡼϐᕉნቹៜຑϷНβߥೕჄӚ၀Ьᆅᐒᜢ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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೯ၸǶ!
ȐѤȑҙፎΓќගٮՏܭѳ֡ࡋڵӧԭϩϐΟΜаΠӦǴᆶᅉࢫࡼ
य़ᑈ࣬ϐβӦǶՠ၀βӦନೕჄࣁߥػҞޑϐᆘӦѦǴόள
Չ໒ว٬ҔǶ!
ҙፎ໒ว୷Ӧϐय़ᑈӧΜϦഘаΠޣǴচۈӦӧ᩶༧კϐѳ֡ࡋڵ
ӧԭϩϐΟΜаΠϐβӦय़ᑈᔈэӄᕴय़ᑈԭϩϐΟΜ܈ΟϦഘа
ǹҙፎ໒ว୷Ӧϐय़ᑈӧΜϦഘаޣǴځё໒วय़ᑈӵୱीฝ
ہቩᇡࣁό಄ᔮਏޣǴளόϒቩ܈բࡋፓǶ!
ΜΎǵ!୷Ӧ໒วᔈߥػᆶճҔ٠ख़Ǵ٠ᔈ٩Πӈচ߾Ǵ୷ܭӦϣჄѸाϐߥ
ػǴаᆢ୷ӦԾฅృϯޜǵ఼ᎦНྍǵѳᑽғᄊϐфૈǺ!
Ȑȑ୷ӦᔈଛӝԾฅӦǵӦᇮϷӦ፦όᛙۓӦǴೱೣ٠Ꮓໆ
ύϐߥػǴаӧфૈϷຎ֡ૈวචനεϐߥػਏ݀
ǶନѸाϐၰၡǵϦӅࡼ܈Ѹा୍ܺ܄ࡼǵϦҔഢҔӦ
คݤᗉխϐݩރѦǴߥػϐֹ܄ᆶೱೣ܄όளࣁځѬၰၡǵ
ϦӅࡼǵϦҔഢҔӦϪപ๊ߔ܈Ƕ!
ȐΒȑߥػय़ᑈόளλܭԌନόё໒วय़ᑈࡕϐഭᎩ୷Ӧय़ᑈϐԭ
ϩϐΟΜǶߥػय़ᑈϐԭϩΎΜаᔈᆢচۈϐӦӦᇮǴ
όள໒วǶ!
ȐΟȑჄࣁߥػϣϐβӦǴӵឦමӃՉၴೕӦǵੇཥғӦǵݞο
ཥғӦ܈βӦ٬Ҕࣁݩᅕ༦ǵᇘ៛ӦǵᏜહӦޣǴᔈံкӵՖ
ᆢߥػфૈϐϣ܈ൺػीฝǶ!
ȐѤȑߥػय़ᑈϐीᆉόளхࡴၰၡǵϦӅࡼ܈Ѹा୍ܺ܄ࡼǵ
ϦҔഢǴЪόளػߥܭϣჄࡌᑐ୷ӦǶ!
Ȑϖȑᅉࢫࡼӵ௦ғᄊπำБԄǴঋڀᅉࢫǵғނ৲ᆶᕉნඳ
ᢀфૈǴୱीฝہቩӕཀǴځय़ᑈளયΕߥػय़
ᑈीᆉǹ໒ࡼय़ᑈયΕߥػीᆉޣǴϝᔈ಄ӝಃΒීೕۓ
Ƕՠ୷ӦߚឦξڵӦጄൎǴ୷ܭϦӅӼӄϷٛؠሡाǴ܌ೕჄғ
ᄊᅉࢫࡼϐྗଯܭҁೕጄೕޣۓǴୱीฝہቩ
ӕཀǴځᡂ׳চۈӦӦᇮϐКٯǴளଜϒፓǶ!
ȐϤȑߚឦξڵӦጄൎϐ୷ӦаᇶշԦНೀࡼׯ๓Н፦ࣁҞޑ
ϐΓπᔸӦǴୱीฝہቩӕཀǴளયΕߥػय़ᑈी
ᆉǴЪځᡂ׳চۈӦӦᇮϐКٯǴளଜϒፓǶ!
ಃϖීϷಃϤීளፓߥػᡂ׳চۈӦӦᇮКٯǴόளεߥܭ
ػय़ᑈԭϩϐϖΜǶ!
ΜΖǵ!໒ว୷ӦϣፓԖΠӈϐǴЪۘ҂٩࣬ᜢݤೕჄߥۓៈޣǴᔈ
ᓬӃӈࣁߥػ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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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ԖϐǵߥނៈӦǶ!
ȐΒȑЬाഁғނ৲ӦǶ!
ȐΟȑ݅࣬ؼӳϐЬा݅Ƕ!
ȐѤȑЎϯၗౢϐߥៈӦǶ!
Ȑϖȑᔮᇡۓϐख़ाЪӦΠԖӭచᙑ֞ၰ೯ၸϐӦǶ!
ȐϤȑਸӦ፦ӦၗྍǺࡰ୷Ӧϣਸϐ݅ЕǵਸξᓐǵЬाጕ
ǵྛࢬǵ෫ݲԾฅӦϷܴᡉԶਸϐӦӦᇮǶ!
ȐΎȑࡋڵଥӦǺࡰࡋڵӧԭϩϐѤΜаϐӦǶ!
ΜΖϐǵҙፎ໒ว୷ӦೕჄϣӵឦቲకނፁғশǵቲకނೀቷȐȑ
ǵβҡБၗྍ୴ೀশ܄፦ǵଛӝ୯ৎख़εϦӅπำβҔ
ࡹβҡ௦܈ڗεҡҡ໒௦ϐ໒วՉࣁǴ಄ӝᕉნቹៜຑǵНβ
ߥቩ೯ၸϐाҹǴ٠уமԵໆඳᢀǵғᄊϷϦӅᆶ୯βӼӄϐࡼ
ǴୱीฝہӕཀޣǴளόڙಃΜϤᗺಃೕۓϐज़ڋǶՠܭ
໒วֹԋࡕǴନᅉࢫԣࣁٛؠሡाᔈϒᆢѦǴᔈࡪ໒วϐচۈӦ
Ǵ٩ಃΜϤᗺಃϷಃΜΎᗺೕۓीᆉόё໒วϷߥػय़ᑈǴٮ
բ୯βൺػ٬ҔǴ٠ጓࣁۓ୯βߥӼҔӦǴ၀ϩβӦளଛӝβӦ໒ว
ӝ܄ቸ܄ೕჄଛβӦՏǴځᎩβӦᔈ٩ਡۓीฝൺǴ٠уமᕉ
ნඳᢀᆢៈǶ!
ٮբ୯βൺػ٬ҔϐβӦय़ᑈǴόளλܭӄᕴय़ᑈԭϩϐϖΜǶ!
ಃεҡҡ໒௦୷ӦᆶڬᜐβӦ٬Ҕό࣬ϐጄൎᜐࣚǴᔈଏᕭ
੮ቨࡋΜϖϦЁаϐፂᆘǴځୱीฝہӕཀޣǴளό
ڙಃΜΎᗺಃΒීϷಃΜΖᗺಃΎීೕۓϐज़ڋǶ!
ಃΟ໒วֹԋࡕϐβӦ٬ҔϷ٬ҔӦጓۓǴϝᔈ٩ಃϷಃΒೕ
ۓᒤǶ!
Μΐǵ!ӈࣁόё໒วϷߥޣػǴᔈጓࣁۓ୯βߥӼҔӦǴ༓ࡕόளӆҙፎ
໒วǴҭόளӈࣁځѬ໒วҙፎਢҹϐ໒ว୷ӦǶ!
ΒΜǵ!Ӧᔈ٩ቩ่ፕᆢচԖϐԾฅӦǵӦᇮǴа෧Ͽ໒วჹᕉნϐό
ճቹៜǴ٠ၲډനεػߥޑфૈǶࡩځ༤БᔈനλϷѳᑽǴόளౢғ
ჹѦకβڗ܈βǶՠԖձሡޣ٩ځೕۓǶ!
ߚឦξڵӦϐӦ௨Нᔈ٩аΠচ߾ᒤǺ!
Ȑȑࡩ༤Бीᆉᔈ௦ҔБݤǴБᜐߏࣁΒΜϖϦЁǴ٠ਥᏵ
ϩයϩीฝϩձीᆉࡩ༤βБໆǶ!
ȐΒȑӦᔈᆢচԖНၡϐǵ௨НфૈǴԖᡂ׳চԖНၡޣǴᔈ
аჹӦǵӦᇮቹៜനλϐБԄӝϐೕჄǴݯीฝ٠ቻ
ளӚ၀ЬᆅᐒᜢӕཀǶ!
ΒΜǵ୷Ӧ໒วόள֫ᛖǵΠෞӦচԖНၡϐǵ௨НфૈǶ୷Ӧϣ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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ࢫܭҌϐҺՖࡼࣣᔈᒥྣНճݤϐೕۓǶ!
ΒΜΒǵ୷Ӧ໒วࡕǴх֖୷ӦϐӚભНǴаΒΜϖԃวғԛኪߘౢғჹ
Ѧ௨ܫࢬໆᕴکǴόளຬр໒วϐࢬໆᕴکǶ٠ᔈаԭԃวғ
ԛኪߘமࡋϐीᆉྗගٮᅉࢫࡼǴаߔ๊Ӣ୷Ӧ໒วቚуϐࢬ
ໆǴԖᜢࢬ߯ኧϐ௦ҔǴளୖԵՉࡹଣၭہुႧϐНβߥמ
ೌೕጄǴ٠ڗज़ॶीᆉǶ!
୷ӦϐጄൎϷރǴคݤԾΚගٮᅉࢫࡼޣǴᔈڗளӕН࣬ᜢ
ӦЬϷۚ҇ϐӕཀਜǴ٠ڐӅӕග࣬ٮᜢ୷ӦϐᅉࢫࡼǶ!
୷ӦၸӦԶׯᡂНϐጄൎޣǴᔈаׯᡂࡕϐНࣁቩϐ୷
ҁൂϡǴ٠ЬᆅНβߥǵНճᐒᜢϐӕཀǶ!
ಃࢬໆϐीᆉǴᔈ٩ݤฦ໒ϐ࣬ᜢৣמᛝǶՠҗࡹ
۬࣬ᜢᐒᜢගٮǴ٠җᐒᜢϣ٩ڗݤள࣬ᜪࣽৣמਜࣁޣϐޣ
ǴόӧԜज़Ƕ!
ಃᅉࢫࡼय़ᑈϐीᆉྗǴξڵӦ໒วਢҹǴӵНβߥ࣬ݤᜢ
ೕۓќԖೕޣۓǴவځೕۓǶՠୱीฝہቩᇡࣁ၀ࡼໆ
คॄݤᕓ໔ኪߘໆϐဤޣǴҙፎΓᔈԏᎃ߈Ӧຝֽෳளϐߘໆ
ংॶीၗǴගр࣬ᜢϩϷӢᔈჹǴܭӕཀ໒วёਔǴբԋ
ߕచҹǴયΕೕჄНβߥीฝଌፎቩਡǶ!
ΒΜΟǵ୷Ӧ໒วࡕǴ୷Ӧ௨НسӧѳӦϐ௨Н༸ጕȐӵጃ఼ǵഁྛȑᔈ٩Ᏽ
ΒΜϖԃวғԛኪߘமࡋीǴ௨НЍጕȐӵ఼ᆅȑᔈ٩ᏵΜԃวғ
ԛኪߘமࡋीǴ௨НϩጕȐӵ̑ࠠྎȑᔈ٩Ᏽϖԃวғԛኪߘம
ࡋीǶ!
ΒΜѤǵ୷Ӧ໒วᔈϩᕉნӦ፦Ϸ୷ӦӦ፦ǴወӧӦ፦ڀ্ؠԖቹៜ࣬ᎃӦ
Ϸ୷ӦӼӄϐёૈޣ܄Ǵ্ؠځቹៜጄൎϣόள໒วǶՠ௶ܴё௨ନወ
ӧӦ፦ޣ্ؠǴ٠٩ݤฦ໒ϐ࣬ᜢӦ፦ৣמᛝǴӧૈ಄ӝ
ҁೕጄځдೕۓϐচ߾ΠǴόӧԜज़Ƕ!
ወӧӦ፦্ؠϐϩၗӵ߯җࡹ۬࣬ᜢᐒᜢගٮǴ٠җᐒᜢϣ٩
ڗݤள࣬ᜪࣽৣמਜࣁޣϐޣǴόڙᔈ٩ݤฦ໒ϐ࣬ᜢ
Ӧ፦ৣמᛝϐज़ڋǶ!
໒ว୷ӦՏܭӦ፦ݤϦϐӦ፦௵གЪ٩ݤᔈՉ୷ӦӦ፦ፓϷ
Ӧ፦ӼӄຑޣǴᔈયΕӦ፦௵ག୷ӦӦ፦ፓϷӦ፦Ӽӄຑ่݀
Ƕ!
ΒΜϖǵ୷Ӧ໒วόளߔ๊࣬ᎃӦচԖ೯ՉϐфૈǴ୷ӦύԖϩࣁߚҙፎ໒
วጄൎϐӦޣǴᔈᆢ၀ӦচԖ೯ՉϐфૈǶ!
ΒΜϤǵ୷Ӧᖄ๎ၰၡǴᔈԿϿԖᐱҥΒచ೯۳ᖄѦၰၡǴځύచځၡቨԿϿ
ΖϦЁаǴќచёࣁᆙ࡚೯ၡЪቨࡋૈયًٛϐ೯ՉǶ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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ୱीฝہᇡۓݩਸЪٮىሡǴ٠คቹៜӼӄϐဤޣǴόӧ
Ԝज़Ƕ!
ΒΜΎǵ୷Ӧ໒วᔈ٩Πӈচ߾ዴߥ୷Ӧ೯۳ύЈѱϐᑜભȐ֖ȑаၰၡس
ޑᄣǺ!
Ȑȑ୷Ӧ໒วֹԋࡕǴ़ځғϐӾঢ়λਔҬ೯ࢬໆόளຬၸ၀ၰၡس
̀ભ୍ܺНྗϐനλഭᎩໆǴЪځჹᎃ߈ख़ाၡαۯᅉόள
ե̀ܭભ୍ܺНྗǴᓬӃҙፎޣளᓬӃϩଛഭᎩໆǶ!
ȐΒȑීၰၡسคഭᎩໆਔǴኩଶਡว໒วёǶՠԖीฝၰၡ
܈ҙፎΓගрҬ೯ׯ๓ीฝૈଛӝ୷Ӧ໒วਔำǴЪቻள၀ၰၡ
ЬᆅᐒᜢϐӕཀǴ٠಄ӝීೕޣۓǴόӧԜज़Ƕ!
ΒΜΖǵ୷Ӧ໒วᔈຎሡाೕჄ܈ගֹٮ๓ϐεၮᒡ୍ܺ܈ࡼǶ!
ΒΜΐǵ୷Ӧ໒วᔈᔠߕႝΚǵႝߞǵ֣ڱϷԾٰН࣬ᜢ٣Ьᆅᐒᄬϐӕཀ
ЎҹǶՠӚ၀ᐒᄬόૈග୍ܺٮԶҗ໒วҙፎΓԾՉೀǴ٠Ӛ၀ᐒ
ᄬӕཀޣόӧԜज़ǶଯᓸᒡႝΚጕၸϐβӦǴচ߾ೕჄࣁϦ༜ǵᆘ
Ӧ܈ଶً٬ҔǴ٠ᔈ٩ႝΚЬᆅᐒᄬԖᜢೕۓᒤǶ!
ΟΜǵ!୷Ӧϣᔈ٩ΠНၰݤҔΠНၰسϷᆅಔᙃǴΠНၰسᔈ௦
ҔߘНᆶԦНϩࢬБԄೀǶ!
ΟΜǵࣁዴߥ୷ӦϷڬᎁᕉნϐࠔ፦ᆶϦӅӼӄǴୱीฝᔕۓᐒᜢள٩୷Ӧ
ҁيϷڬᎁϐᕉნచҹǴफ़ե໒วϐࡌጨǵᑈǹ٠ள൩Ӧ፦ǵ
௨НǵԦНǵҬ೯ǵԦࢉٛݯҞǴૼہᐒᄬ܈Ꮲೌიᡏжࣁቩ
Ǵ܌ځሡҔҗҙፎΓॄᏼǶ!
ΟΜΒǵ໒วࡕ୷ӦϣϐНय़ᑈǴξڵӦόளλܭԌନόё໒วϷߥػय़
ᑈࡕഭᎩ୷Ӧय़ᑈޑԭϩϐϖΜǴѳӦόளλܭԭϩϐΟΜǶՠୱ
ीฝہᇡۓคቹៜӼӄϐဤޣǴόӧԜज़Ƕ!
୷ӦՏܭ٩Ӧ፦ݤჄۓϦϐӦΠНံݙӦ፦௵གǴځ໒วࡕ୷Ӧϣ
ϐНय़ᑈᔈ٩Ӧ፦௵ག୷ӦӦ፦ፓϷӦ፦Ӽӄຑբྗ߾ೕ
ۓᒤǶ!
ΟΜΟǵ୷ӦӦᔈଛӝԾฅඳᢀ॥ᇮǴᏃໆԾฅϯǴځӦϐᆘϯᔈᆶԾฅᕉ
ნଛӝǶ!
ΟΜѤǵϦӅᆅጕᔈаӦΠϯࣁচ߾Ǵᆅጕӵኪ៛ܭϦӅЬाၡጕਔǴᔈуа
ऍϯೀǶ!
ΟΜϖǵ໒วϣࡌᑐଛᔈᏃໆᆫǴ٠ஒޜۓݤӦᏃໆ߈ೱೣࡽԖϐߥػ
Ǵ٬ளࡌᑐ୷ނӦϐޜۓݤӦૈᆶߥ࣬ػೱೣǴԶวචനεߥػф
!
ΟΜϤǵ୷ӦϣϐၰၡᔈݮԾฅӦӦᇮǴ٠ᔈ٩Πӈচ߾Ǻ!
ȐȑᗉխၰၡӦԋߏයϐ୷Ӧ໒ว౩Ǵаᆢៈ୷ӦϐԾฅඳ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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Ƕ!
ȐΒȑၡᆛϐᔈ߄ၲ୷ӦϐԾฅӦ่ᄬǴᗉխѳՉၰၡౢғϐ໘
ఊࡌރᑐ୷ӦѳѠ܌ԋϐξڵӦѳӦϯࡌᑐຝǴ٠ᗉխౢ
ғၴङ୷ӦԾฅ܄ϐሼฯΓπጕచǶ!
ΟΜΎǵҙፎ໒วޣǴᔈ٩Πӈচ߾ග୷ٮӦ҇٦ԖௗؼӳԾฅඳᢀޑനε
ᐒǺ!
ȐȑᓬӃගؼٮӳϐᢀඳᗺࣁϦӅޜ໔ǴӵϦ༜ǵၰϷޗύЈ
Ƕ!
ȐΒȑаϦӅၰሒௗຎഁᓬؼϐϦӅ໒ޜܫ໔Ƕ!
ȐΟȑࡌޑނଛᔈගؼٮӳޑຎඳᢀǶ!
ΟΜΖǵࣁᆢៈᡏඳᢀ॥ᇮϷຎഁඳᢀࠔ፦Ǵҙፎ໒วϐ୷Ӧᆶ࣬ᎃ୷Ӧӕਔ
ኪ៛ܭЬाၰၡϐϦӅຎഁύޣǴᔈଛӝ࣬ᎃ୷ӦᓬؼϐඳᢀՅǴ༟
کᒋޑᡏཀຝǶ!
ΟΜΐǵҙፎ໒วޣǴ୷ځӦϣࡌᑐނᔈ൧ख़ԾฅඳᢀϐՅǴ٠ᔈݙཀΠӈ٣
Ǻ!
ȐȑࡌᑐໆᡏǵጕచǵЁࡋ֡ᔈᔈԾฅӦӦᇮϐ่ᄬǴ߄ၲ٠ம
ϯӚঁӦඳᢀǶ!
ȐΒȑࡌᑐނϐଯࡋᔈᒿڵӦଯࡋϐफ़եԶፓǴаዴߥεӭኧڵ
ӦࡌᑐޑຎഁඳᢀǶ!
ȐΟȑࡌᑐЁࡋǵՅறǵ፦Ϸቹਏ݀Ǵ֡ᔈᆶ࣬ᎃӦӦᇮଛӝǴ
٠ᔈߥаԾฅඳᢀࣁЬϐՅǶ!
ȐѤȑճҔӦޑଯեৡࡌ܈ᑐނҁᡏǴගٮଶًޜ໔аᗉխቚуӦ
ޑय़ᑈϷεТޑଶًඳᢀǶ!
Ȑϖȑ٩ࡌᑐݤзᆘࡌᑐ࣬ᜢೕۓᒤϐ໒ว୷ӦǴᔈᇥܴᆘࡌᑐी
ᄬགྷ٠܍ᒍ҂ٰࡌܭᑐё໘ࢤଛӝᒤǶ!
ѤΜǵ!!ҙፎ໒วਢϐβӦ٬Ҕᆶ୷ӦѦڬᜐβӦ٬Ҕό࣬ޣǴᔈԾ୷Ӧᜐࣚ
ጕଏᕭፂᆘǶቨࡋόளλܭΜϦЁǴЪൂՏѳБϦЁᔈԿϿ
ൈЕਲ਼ǴॊϐൂՏᔈа܌ᒧൈЕᅿᜪϐԋᐋᐋ߷ޔ৩ѳБࣁी
ᆉྗǶՠϺฅपஏᇡڀۓፂᆘфૈޣǴόӧԜज़Ƕ!
ፂᆘᆶѦϦ༜ǵᆘӦᎃௗϩёᕭ෧ϖϦЁǹ୷ӦጄൎѦᎃ
ௗ٩НճݤϦϐݞοୱੇ܈ୱޣǴځᎃௗϩளаଏᕭࡌᑐБԄ
ᒤǴځଏᕭቨࡋόளλܭΜϦЁ٠ᔈਭᆘϯǴխ٩ೕۓ੮
ፂᆘǶ!
ѤΜǵҙፎ໒วǴሡ୷ܭӦۑ॥॥ೀٛ॥݅ޣǴځቨࡋКྣፂᆘ
ྗǶ!
ٛ॥݅ளଛӝፂᆘ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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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ΜΒǵӄᆘϯीฝᔈӃ൩Ԗਭ၁ಒፓǴᐋଯΜϦЁаϷᐋଯϖϦЁ
аЪय़ᑈၲϖԭѳБϦЁϐᐋ݅ǴᔈϒচӦߥӸǶՠӧϢׯᡂӦᇮ
Ӧளܭϣ౽Ƕ!
!
ѤΜΟǵӄᆘϯीฝᔈ఼ࡴᐒૈਭȐፂǵጨǵ႖ᚆǵᆘጬǵٛॣǵٛ॥
ǵٛОϷӦਭȑඳᢀਭϷΓπӦय़ਭҞǴ٠аൈЕǵឲ
ЕϷӦಔӝϐፄቫ݅ࣁЬाଛࠠᄊǶ!
ᆘϯीฝጄൎᔈх֖୷Ӧدϐᖄ๎ၰၡǶ!
ѤΜѤǵ໒วՏܭΠӈଯೲ៓ၡǵଯೲϦၡϷୱीฝඳᢀၰၡՉጄൎϣǴ
ᔈຎඳᢀϩǺ!
Ȑȑаଯೲ៓ၡǵଯೲϦၡୁٿΒϦٚጄൎϣ܈Կന߈ጕϐጄൎϣ
Ǵ٠ځڗύጄൎၨλޣǶ!
ȐΒȑаୱीฝඳᢀၰၡȐӵߕ߄ΎȑୁٿϦٚጄൎϣ܈Կന߈ξ
ጕϐጄൎϣǴ٠ځڗύጄൎၨλޣǶ!
ѤΜѤϐǵҙፎ໒วϐ୷ӦՏݞܭοཥғӦጄൎޣǴᔈ಄ӝΠӈೕۓǺ!
Ȑȑ໒วीฝਜᔈ௶ܴβӦ٬Ҕ܄፦Ϸ࣬ᜢٛࢫीฝϐ࣬܄Ǵ໒ว
ीฝᔈ಄ӝࢬࢬݞୱϐᡏೕჄǴаᆢচԖࢬسݞӛǵ۞ݞϐ
ѳᑽϷғᄊسϐᛙۓǴஒᕉნቹៜ෧Կനλࣁচ߾Ƕ໒วβӦ
ճҔᔈ௦եஏࡋϐೕჄ٬ҔǴܴዴᇥܴځβӦሡϐीໆБԄǴ
٠٩ीฝҞޑϷՏᕉნ܄ǴጓۓβӦ٬ҔϩϷҔӦǴ
Ъᔈຎ໒วϐβӦճҔБԄϷᎃ߈ӦሡाǴଛ࣬ᜢ௨
НࡼϷٛԧ೯ၡǴаٮٛԧཟᓀϐϦӅӼӄ٬ҔǶ!
ȐΒȑ໒วीฝύᔈх֖ᑐӦीฝа௶ܴβӦճҔமࡋϷٛी
ᜢᖄ܄Ǵ٠ᔠߕݞܭοཥғӦ໒วᑐӦीฝᄔाᙁ߄Ȑӵߕ
߄ϤȑǶԖᜢ่ٛᄬࠠԄϐೕჄीᔈӃԵቾཥғӦϐβӦ٬
ҔϩǴаӼӄǵᔮᆶ۞ݞඳᢀǵғᄊߥػ٠ख़ࣁচ߾Ǵە௦
ᒃН܄ϷғᄊπݤϐीǶԖᜢٛϐᑫࡌϷ௨НπำीǴ٠
ᔈӃൔፎНճЬᆅᐒᜢቩਡӕཀǴࡼπӛНճЬᆅᐒᜢҙፎ
ਡǶ!
ȐΟȑ໒วीฝύᔈࣴुᕉნᆢៈीฝϷβӦೀीฝǴаϩයϩБ
Ԅᒤ໒วޣǴ٠ᔈᇥܴ໒วӚයᆶϩϐၗߎٰྍϷၗߎၮҔ
ᆉБԄǶӢ໒วठёૈቹៜᎃ߈ӦϐӼӄ܈ჹࡽԖࡼԋ
ϐཞ্Ǵ܌௦ڗϐ۞ݞٛៈࡼǴځٛៈीฝԋҁᔈયΕ໒วҙ
ፎਢ୍ीฝύǶ!
܌ᆀݞοཥғӦ໒วǴ߯ࡰੋϷᑐӦϷࡕཥғӦϐ໒วޣǶ!
ѤΜѤϐΒǵࣁӢᔈংᡂᎂቹៜϷόӕϺฅ্ؠȐӵНؠǵβҡࢬǵረ॥Ϸ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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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วғਔϐᆙ࡚ᗉᜤᆶٛ௱ؠࡼǴ໒วਢҹᔈࣴᔕٛؠीฝϣ
Ƕ!
ѤΜѤϐΟǵҙፎ໒วਢҹӵឦൂᑫᒤ٣ीฝ٬ҔޣǴܭ٬ҔӦᡂ׳ೕჄਔ
ǴନፂᆘᆶߥػβӦᔈϩപጓࣁۓ୯βߥӼҔӦǵᅉࢫԣᔈϩപ
ጓࣁۓНճҔӦϷऀຫ܄ၰၡᔈϩപጓࣁۓҬ೯ҔӦѦǴځᎩϣβӦ
֡ጓࣁۓ၀ᑫᒤҞޑ٣٬ҔӦǶ!
ҙፎ໒วਢҹӵߚឦൂᑫᒤ٣ीฝ٬ҔޣǴϣӚᅿβӦ٬ҔҞ
ϝᔈࡪቩۓβӦ٬Ҕीฝϣᆶ܄፦Ǵϩപጓࣁۓ٬ҔӦᜪձǶ!
ҙፎ໒วਢҹឦಃޣǴҙፎΓᔈ٩ಃҔӦᡂ׳ጓۓচ߾ೕ
ჄҔӦᜪձǴ٠٩ߚѱβӦ٬Ҕᆅڋೕ߾ೕۓᔈጓۓϐҔӦᜪձǴᔕ
ڀӚᅿҔӦϐβӦ٬Ҕமࡋჹྣ߄ǴҁୱीฝہܭቩਔǴள
ຎঁਢϐ໒วᜪࠠϷೕኳӢનǴ፟ϒ໒วࡌᑐϐࡌጨǵᑈϷԖ
ᜢβӦ٬Ҕᆅڋ٣Ƕ!
ѤΜѤϐѤǵҙፎ໒วਢҁୱीฝہቩቩ೯ၸǴҁۘ҂ਡ
ว໒วёڄǴߚҙፎΓวғཥ٣ჴ܈วཥᏵǴ٠ܴឦჴޣ
Ǵᔈᆢচ،Ƕ!
ѤΜѤϐϖǵҙፎ໒วϐ୷ӦՏܭξڵӦጄൎޣǴ୷ځӦӦǵ௨Нǵඳᢀ࣬
ᜢࡼϐೕჄᆶଛǴەа൧ख़ғᄊϐۺՉीǶ!
ѤΜѤϐϤǵҙፎ໒ว୷ӦՏܭᔮϦϐᝄख़ӦቫΠഐӦޣǴ໒วՉࣁ܌
ሡНྍᔈόளڗܜӦΠНǴ٠ᔈаեН٬Ҕࣁচ߾Ƕ!
ҙፎ໒วीฝᔈ٩܌ӧୱ߈ϖԃϣӦय़ϐԃѳ֡ΠഐໆǴຑ၀
ୱ҂ٰёૈϐΠഐᕴໆǴ٠ᏵԜගрٛࢫǵ௨НϷᑇዊ࣬ᜢࡼǴ
аٛЗ୷ӦϐӦዬ؇ഐǵੇНΕߟࢫ܈НྈవǶ!
୷ӦՏܭᄆϯᑜǵ݅ᑜᗄϐଯೲ៓ၡݮጕୁٿϦٚጄൎϣޣǴᔈ
ޕଯೲ៓ၡЬᆅᐒᜢǹ୷ӦՏܭଯೲ៓ၡୁٿԭϖΜϦЁጄൎϣޣ
ǴᔈՉ໒ว୷Ӧख़ჹଯೲ៓ၡ่ᄬϷΠഐቹៜຑϩǴ٠ڗளଯ
ೲ៓ၡЬᆅᐒᜢᇡۓคቹៜଯೲ៓ၡ่ᄬЎҹǶ!
ѤΜѤϐΎǵҙፎ໒ว୷ӦࣁՉࡹଣӕཀҥϐԾҗᔮҢጄǴளुۓβӦ٬
ҔϩᆅڋीฝǴᇥܴӚᅿҔӦϐ٬ҔҞϷமࡋǶϣβӦ٩٬
Ҕ܄፦ጓࣁۓۓҞޑ٣ҔӦޣǴځᑈόளຬၸԭϩϐΒԭѤΜ
Ƕ!
ԾҗᔮҢጄឦᆕӝ܄βӦճҔࠠᄊޣǴᔈᇥܴӚϩ٬ҔҞϐ࣬
܄ϷᆅБԄǴѸाਔᔈᇥܴӚᅿό࣬٬ҔՉࣁౢғፂँϐှ،Б
ਢǶ!
ԾҗᔮҢጄᔈ੮όளϿܭӄय़ᑈԭϩϐΒΜϐϦӅࡼҔӦǶ!
ԾҗᔮҢጄϐ໒วǴளխ٩ᕴጓಃΜΎᗺೕۓ੮ߥػ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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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ΜϖǵҁೕጄჴࡼࡕǴۘ҂ୱीฝচᔕۓᐒᜢڙቩޣǴᔈ٩ҁೕጄቩ
ϐǶ!
ѤΜϤǵҁೕጄࣁቩբϐࡰᏤচ߾ǴऩԖ҂ᅰ٣ەǴϝаୱीฝہϐ
،ࣁྗǶ!
ѤΜΎǵҁೕጄϣࡹୱीฝہቩ೯ၸࡕჴࡼϐǶ!
ມǵጓ!
ಃጓ! Րӻ!ޗ
ǵޗ໒วᔈᒥൻ၀ୱीฝࡰۓϐۓӦΓαϷՐӻҔӦϐᕴໆᆅڋǶ!
ϐǵҙፎ໒ว୷ӦՏܭၭޣǴय़ᑈࣁΜϦഘаǶ!
Βǵҙፎ໒วϐ୷ӦՏܭξڵӦޣǴػߥځय़ᑈόளλܭԌନόё໒วय़ᑈ
ࡕϐഭᎩ୷Ӧय़ᑈޑԭϩϐѤΜǶߥػय़ᑈϐԭϩϐΎΜаᔈᆢচۈ
ϐӦय़ᇮǴόள໒วǶ!
Οǵ୷ӦϣϐচۈӦӧ᩶༧კϐѳ֡ࡋڵӧԭϩϐΟΜаΠϐβӦय़ᑈᔈ՞
ӄᕴय़ᑈԭϩϐΟΜа܈ΟϦഘаǶ!
Ѥǵࣁ෧ϿЬाݞοࢬୱၸࡋ໒วǴ෧ᇸН্ؠǴӵ୷ӦՏܭӚ၀ЬाݞοН
ྍН፦НໆߥៈጄൎϣޣǴܭݯπำ҂ֹԋǴளҗޔᗄѱǵᑜȐѱȑ
ࡹ۬ࡌୱीฝᔕۓᐒᜢኩਡ໒วǶ!
ϖǵ୷Ӧ໒วϐຉᄂǴаᐱҥՐӻ܈ᚈٳՐӻࣁЬޣǴߏځᜐᔈаΖΜϦЁԿ
ԭΒΜϦЁࣁচ߾ǴอᜐᔈаΒΜϦЁԿϖΜϦЁࣁচ߾ǹаӝՐӻࣁЬ
ޣǴځᜐߏόளຬၸΒԭϖΜϦЁǶځຉᄂϣϐଶًǵᆘӦǵቶǵ೯ၡ
ǵᖏෂ໔႖ᔈᡏೕჄǶ!
୷ӦՏܭξڵӦޣǴځຉᄂளᔈӦӦ༈ೕჄǴୱीฝہᇡۓ
ሡाޣளόڙೕۓϐज़ڋǶ!
Ϥǵ୷Ӧ໒วᔈዴჴܴࡌےᑐ୷ӦՏǶӦࡕࡌےᑐ୷Ӧനεଯৡόள
ຬၸΜΒϦЁǴЪѸᖏௗࡌᑐጕǴځᖏௗߏࡋόளλܭϤϦЁǶ!
Ύǵ୷Ӧ໒วᔈܭӝՐӻࡌ܈ᑐಔဂϐѦൎΜϦЁаፂǴЪளаၰ
ၡࣁፂǶ!
ΖǵۚՐΓαኧϐਡᆉǴ٩ΓΟΜѳБϦЁՐӻኴӦ݈य़ᑈϐྗीǴΞ٩
ѤΓࣁЊਡᆉЊኧǴ٠ᏵаीᆉϦӅࡼ܈Ѹा୍ܺ܄ࡼϷϦҔഢϐ
ሡǶ!
ΐǵ୷Ӧ໒วᔈ٩Πӈচ߾ዴߥ୷ӦೱௗᑜၰȐ֖ȑаϐᖄ๎ၰၡسҬ೯ϐ
ᄣǺ!
Ȑȑ୷Ӧ໒วֹԋࡕ܌ౢғϐѳВӾঢ়λਔҬ೯ࢬໆǴόளຬၸ၀ၰၡس
˿ભ୍ܺНྗϐനλഭᎩໆǴЪځჹᎃ߈ख़ाၡαۯᅉόளեܭ
˿ભ୍ܺНྗǴᓬӃҙፎޣᓬӃϩଛഭᎩໆǶ!
ȐΒȑීၰၡسคഭᎩໆਔǴኩଶਡว໒วёǶՠԖीฝၰၡ܈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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ፎΓගрҬ೯ׯ๓ीฝૈଛӝ୷Ӧ໒วਔำǴЪቻள၀ၰၡЬᆅᐒᜢ
ϐӕཀǴ٠಄ӝීೕޣۓǴόӧԜज़Ƕ!
Μǵ୷ӦϣϐЬाၰၡᔈ௦ΓًϩᚆೕჄϐচ߾ჄΓՉၰǴЪၰቨࡋόள
λܭǷϖϦЁǶ!
Μǵ୷ӦϣନՐЊԿϿᔈၡѦଶًՏѦǴ٠ᔈϦӅଶًǴଶ
ًय़ᑈ٠όளλޗܭύЈҔӦय़ᑈϐԭϩϐΜΒЪځଶًՏኧόள
եܭଶًሡႣॶǶ!
ΜΒǵ୷Ӧ໒วᔈ୯҇ύᏢǵλᏢᏢਠҔӦǴᏢਠҔӦྗᔈ٩Ᏽ௲ػु
ۓϐ୯҇ύλᏢഢ୷ྗ܈ᑜȐѱȑࡹ۬ќۓ٠ൔ௲ػഢϐ୷ྗϣ
ϐѱीฝѦϐਠӦय़ᑈྗբࣁीᆉྗǴਠӦᔈϪ่ӕཀᜄᆶޔᗄ
ѱǵᑜȐѱȑǶ!
ᏢғኧϐਡᆉǴ୯҇ύᏢᏢғኧаۚՐΓαኧϐԭϩϐΖीǴ୯҇λᏢᏢ
ғኧаۚՐΓαኧϐԭϩϐΜϖीǶ٩ഢ୷ྗǴ୯ύǵλғғΒ
ΜϖѳБϦЁीǶՠᑜȐѱȑࡹ۬٩ځჴሞሡाќޣྗ୷ۓǴவځೕۓǶ!
ӵۚՐΓαኧ҂ၲਠᔮೕኳޣǴள٩ΠӈೕۓᒤǺ!
ȐȑԾᜫᜄᆶനϿ୯ύǵλғΒΜϖѳБϦЁϐֹࡌᑐ୷Ӧගٮ
๏ӦޔᗄѱǵᑜȐѱȑǴբࣁڗளύǵλᏢҔӦϷࡌਠϐжҔӦ
Ƕ!
ȐΒȑᜄᆶࡌӦ๏ޔᗄѱǵᑜȐѱȑਔǴᔈᛝुᜄᆶࠨऊǴ٠ຏܴ୧܌
ளϐҔǴᔈբࣁ၀୷ӦᏢጄൎϣᖼວᏢਠҔӦϷࡌਠϐҔǶ!
ಃΒීϐᜄᆶࠨऊᔈܭୱीฝᔕۓᐒᜢਡวёࡕǴᑜȐѱȑࡹ۬
Ϧ໒วёϣֹԋϐǶ!
ᏢਠҔӦᔈጓࣁۓۓҞޑ٣ҔӦǴೕჄࣁжҔӦޣǴᔈٳӦ٠ᔈ
ጓࡌࣁۓᑐҔӦǶ!
ҙፎΓ٩ೕۓᛦҬᏢਠ໒วቹៜޣǴխ٩ಃΟϷಃѤೕۓᒤǶ!
ΜΟǵβӦ٬Ҕीฝύᔈ௶ܴᏢਠжҔӦ܌ೕჄϐࡌጨǵᑈϷीฝયΓ
αኧǵЊኧǶ!
ΜѤǵϦӅࡼϷϦҔഢೕኳϐय़ᑈελǴᔈஒᏢਠжҔӦϐયΓαኧ
ᆶ໒วਢϐচीฝΓαኧӝٳीᆉځय़ᑈǶ!
Μϖǵ୷ӦᔈനϿΓΟѳБϦЁբࣁ᎘ᎃϦ༜Ȑู֖ٽၯǵၮȑ
ҔӦǴೀय़ᑈόளλܭɄǸϖϦഘǴอᜐቨࡋόளλܭΒΜϖϦЁǶ!
ҔӦϐᔈᆙᎃՐӻǴЪόளܭҁೕጄुۓϐᓬӃߥػӦ
Ƕ!
ΜϤǵ᎘ᎃϦ༜ǵޗၰၡᔈӕཀᜄᆶໂȐᙼǵѱȑǴԦНೀᔈᜄᆶޔᗄѱ
ǵᑜȐѱȑǶ!
ᜄᆶᔈ֖βӦϷࡼǴՠᏹբᆅᆢៈϝҗޗᆅہॄೢ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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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Ύǵ٩ೕۓύǵλᏢȐ֖жҔӦȑǵ᎘ᎃϦ༜Ȑู֖ٽၯǵၮȑ
ǵޗၰၡǵԦНೀϐҔӦᔈܭϩപࡕ٩ځ٬Ҕ܄፦ᡂ׳ጓࣁۓ
ҔӦǶ!
ϦӅࡼ܈Ѹा୍ܺ܄ࡼӵӢ໒วයำϐۯᅉԶᏤठ໕྄ཞǴள٩
ߕ߄Ѥϐᇡۓਔ໔Ǵޔᗄѱ܈ᑜȐѱȑࡹ۬ӕཀ٠ຎჴሞҗ໒วޣ
Ϫ่ϷගٮϦӅࡼᑫࡌߥߎࡕǴӃՉᒤᡂ׳ጓۓǶ!
ΜΎϐǵȐմନȑǶ!
ΜΖǵ୷Ӧᔈ٩ΠӈೕۓೕኳޗޑύЈҔӦǴբࣁޗǵკਜǵ
ǵҬፉǵநǵᙴᕍߥ଼ϷځдϦӅࡼ܈Ѹा୍ܺ܄ࡼϐ٬ҔǴ
аճޗཀϐԋǺ!
Ȑȑ୷ӦᔈΓय़ᑈόளຬၸѤǷϖѳБϦЁǴբࣁޗύЈҔ
ӦǴЪόளຬၸՐӻҔӦय़ᑈԭϩϐΖǶ!
ȐΒȑޗύЈᔈ୷ܭӦϣЬाၰၡЪᔈܭຯᚆӚՐӻൂϡ܈ᎃ
ٚൂϡΖԭϦЁϐՉъ৩ጄൎǶ!
ȐΟȑ໒วीฝᔈ൩ޗύЈёૈ٬ҔϐϣǴගٮೕჄᄬགྷǶ!
Μΐǵ໒วीฝύᔈܴӈҗ໒วޣගٮϐӚ୍ܺޗࡼϣǵೕኳϷπำࠔ
፦Ǵ٠ܭϩයϩวीฝύܴዴᇥܴ၀୍ܺࡼϐֹԋਔำǶ!
ΒΜǵ໒วीฝਜύᔈೕڐۓշՐЊԋҥȨޗᆅہȩϐ٣ϷբݤǴа
ߥምۚ҇ߏයޑӼӄϷғࢲϐߡճǶ!
ΒΜǵ໒วϐ୍ीฝϷϦӅࡼ܈Ѹा୍ܺ܄ࡼᔼၮᆅीฝǴᔈ٩ϦӅ
ࡼ܈Ѹा୍ܺ܄ࡼᔼၮᆅीฝȐԄӵߕҹΟȑᒤǶ!
ΒΜΒǵȐմନȑǶ!
ΒΜΟǵаၭޗβӦख़ჄБԄᒤޣǴᔈ٩ΠӈӚීϷҁೕጄೕۓҙፎቩ
ǶՠҁೕጄᕴጓಃΜѤᗺǵಃΜϖᗺǵಃΜΎᗺǵಃΒΜΖᗺǵಃΟΜ
ᗺǵಃΟΜΒᗺǵಃΟΜѤᗺǵಃΟΜϖᗺǵಃΟΜΐᗺǵಃѤΜᗺǵ
ಃѤΜΟᗺǵಃѤΜѤᗺϷҁጓಃϐᗺǵಃΒᗺǵಃΟᗺǵಃϖᗺ
ԿಃΖᗺǵಃΜᗺԿಃΜΎᗺǵಃΒΜᗺϷಃΒΜᗺǴόӧԜज़Ǻ!
ȐȑҙፎೕኳаၭޗβӦख़ჄೕჄጄൎᒤǶ!
ȐΒȑၭޗளӢୱᡏว܈ቚуϦӅࡼϐሡाǴԶࡋᘉε
ځೕኳǴᘉεय़ᑈϐۚՐృஏࡋϦഘόளλܭԭϖΜΓࣁচ
߾ǶՠՏୃܭᇻϷξӦໂӦளຎჴሞݩଜ෧ϐǶ!
ȐΟȑीฝਜᔈᇥܴߕ߈ࡼȐѱȑǵፁғࡼǵ௲ػࡼȐԎ
܌ٽǵѴ༜ǵ୯λǵ୯ύȑǵϦӅࡼȐԾٰНسǵΠНၰ
سǵႝΚǵ֣ڱೀǵແࡹႝߞ୍ܺǵჸࢴр܌ǵٛઠȑ
ϐ୍ܺጄൎǶ!
ȐѤȑၭޗβӦख़ჄЬᆅᐒᜢᒧၭޗβӦख़ჄጄൎਔǴځ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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ፎβӦӧξڵӦጄൎϣޣǴ໒วय़ᑈόڙόளϿܭΜϦഘϐज़ڋ
ǴੋϷξڵӦόё໒วϐޣࡋڵǴᔈϒմନǶ!
ȐϖȑӝՐӻࡌ܈ᑐಔဂϐѦൎᔈϐፂǴЪளаၰၡǵ
ٛ॥݅ǵᆘǵݞοǵୱឲ௨НкǶ!
ȐϤȑၭޗβӦख़ჄǴځϦӅࡼǵϦҔഢҔӦКٯόளեܭ
໒วᕴय़ᑈԭϩϐΒΜϖǴځ໒วࡌ܈ᑐਢǴΓαၲΠНၰࡼݤ
Չಒ߾ಃѤచೕۓϐཥ໒วޗೕኳਔǴ٩ೕۓҔΠНၰ
Ƕ!
ȐΎȑёՉ܄ϩǺᔈ၁ϒϩ٠ຑёՉǶ!
2/βӦ܌ԖΓཀᜫϩǶ!
3/୍ीฝǺхࡴၗߎሡᕴᚐǵສීϷᓭᗋीฝǶ!
ΒΜѤǵ٩চዛᓰၗచٯೕۓጓۓπǴπЬᆅᐒᜢှନπጓࡕۓ
ǴΐΜΐԃϤДΜϖВаϣࡽӸᆫϐՐӻࡌᑐβӦय़ᑈೕኳၲ
ϦഘаޣǴᔈ٩ΠӈӚීϷҁೕጄೕۓҙፎቩǶՠҁೕጄᕴጓಃΜ
ѤᗺǵಃΜΎᗺǵಃΒΜΖᗺǵಃΟΜᗺǵಃΟΜΒᗺǵಃΟΜѤᗺǵ
ಃΟΜϖᗺǵಃΟΜΐᗺǵಃѤΜᗺǵಃѤΜѤᗺϷҁጓಃΒᗺǵಃΟ
ᗺǵಃϖᗺԿಃΎᗺǵಃΜΒᗺԿಃΜѤᗺǴόӧԜज़Ǻ!
ȐȑҙፎጄൎаՏܭচှନπጓۓጄൎࣁज़ǹځҙፎय़ᑈόளε
ܭϣࡽӸᆫՐӻࡌᑐβӦय़ᑈϐΟ७Ƕ!
ȐΒȑ୷ӦҙፎጄൎᎃௗᅿࡌᑐҔӦޣǴᔈ੮ΒΜϦЁаϐፂ
ᆘ܈႖ᚆࡼǶڬᜐᅿࡌᑐҔӦឦਸ܄π٬ҔޣǴځ
ፂᆘ܈႖ᚆࡼቨࡋόளϿܭϤΜϦЁǶ!
ȐΟȑ໒ว୷ӦϣϦӅࡼҔӦКٯόளեܭԌନፂᆘϷ႖ᚆࡼ
ഭᎩ୷ӦβӦय़ᑈϐԭϩϐΒΜϖǹځ໒วࡌ܈ᑐਢǴΓαၲΠ
НၰࡼݤՉಒ߾ಃѤచೕۓϐཥ໒วޗೕኳਔǴ٩ೕۓ
ҔΠНၰǶ!
ȐѤȑӝՐӻࡌ܈ᑐಔဂϐѦൎᔈϐፂǴ٠ளаၰၡǵ
ٛ॥݅ǵᆘǵݞοǵୱឲ௨НкǶ!
Ȑϖȑ໒วीฝᔈᇥܴߕ߈ࡼǵᙴᕍࡼǵ௲ػࡼȐԎ܌ٽǵ
Ѵٽ༜ǵ୯λǵ୯ύȑǵϦӅࡼȐԾٰНسǵΠНၰسǵ
ႝΚǵ֣ڱೀǵແࡹႝߞ୍ܺǵჸࢴр܌ǵٛઠȑϐ୍ܺ
ጄൎǶ!
ಃΒጓ! ଯᅟϻౚ!
ǵȐմନȑǶ!
Βǵߥػय़ᑈǴόளλܭԌନόё໒วय़ᑈࡕϐഭᎩ୷Ӧय़ᑈޑԭϩϐΒΜ
ϖǹЪԭϩϐΎΜػߥޑᔈᆢচۈϐӦय़ᇮǴόளᡂ׳Ӧ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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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ǵ୷Ӧ໒วᔈჹΠӈҞբፓϩǺ!
ȐȑᕉნӦ፦Ϸ୷ӦӦ፦ϐፓϩǶ!
ȐΒȑЬाૉكᕵᐉওय़Ϸࡩǵ༤БଯࡋຬၸΒΜϦЁЪёૈቹៜ࣬ᎃӦ
ӼӄޣᔈుቫྖϩǶ!
ϩࡕǴΥڀԖቹៜ࣬ᎃӦϷ୷ӦӼӄϐёૈޣ܄Ǵ্ؠځቹៜጄൎϣ
Ǵόள໒วǶՠ٩ݤฦ໒ϐ࣬ᜢӦ፦ৣמᛝǴёа௨ନወӧؠ
্ޣǴӧૈ಄ӝҁೕጄځѬೕۓϐচ߾ΠǴόӧԜज़Ƕ!
Ѥǵଯᅟϻౚᓔࡌᑐ୷Ӧय़ᑈόளεܭϦഘǶ!
ϖǵ୷ӦၸӦޑय़ᑈԌନౚၰϷᓔࡌᑐϩᔈԵໆচԖғᄊسϒаᆘϯ
ǴځഭᎩय़ᑈൂՏѳБϦЁᔈԿϿൈЕਲ਼Ƕ!
!!!ϐൂՏᔈа܌ᒧൈЕᅿᜪϐԋᐋᐋ߷ޔ৩ѳБࣁीᆉྗǶ!
Ϥǵ୷ӦϣҺౚၰǴځӼӄຯᚆԋϐጄൎȐ၁ߕკȑǴаόख़᠄࣬ܭᎃϐ
ౚၰϷნࣚጕࣁচ߾ǶՠऩୱीฝہӕཀǴளຎӦᡂϯݩރ
ፓϐǶ!
Ύǵ୷Ӧᔈගٮλ࠼ًଶًՏኧόளλܭΠӈೕۓǺ!
ȐȑౚࣁΐࢰޣᔈගٮԿϿԭϖΜ፶ϐଶًՏǶ!
ȐΒȑౚࣁΜΖࢰޣᔈගٮԿϿΒԭ፶ϐଶًՏǶ!
ȐΟȑຬၸΜΖࢰޣǴቚуΐࢰගٮԿϿԭϖΜ፶ϐଶًՏǶ!
ΖǵଯᅟϻౚளߕឦϐՐஎࡼǴ٠ᔈ಄ӝΠӈೕۓǺ!
ȐȑՐஎࡼኴӦ݈य़ᑈаόຬၸਡᓔኴӦ݈य़ᑈϖϩϐࣁ߾Ǵ
ЪᔈՏܭᓔࡌᑐ୷ӦጄൎϣǶ!
ȐΒȑԖᜢՐஎࡼᔈୖԵᢀӀਓᓔᆅೕ߾ुۓՐஎᆅᒤݤǴ٠ય
ΕౚᆅೕകǶ!
ȐΟȑཥቚՐஎࡼᔈ٩ଯᅟϻౚᆅೕ߾ಃΖచೕۓҙፎᡂ׳ीฝǴ
٠ܭҙፎࡌྣਔຏܴځҔǶ!
ಃΟጓ! ၯᏨࡼ!
ǵၯᏨࡼ໒วᔈௗڙ၀ୱीฝୱ܄ᢀӀၯᏨࡼीฝϐࡰᏤǶၯᏨࢲ
ϣᆶԾฅၗྍచҹ࣬ଛӝǴӵ߯ΓࣁബޣǴᔈ಄ӝୱ܄ᢀӀၯᏨ
س໒วচ߾Ƕ!
ΒǵၯᏨࡼԾฅၯᏨၗྍᔈ၁ಒፓǴᏵаᔕۓၯᏨၗྍᔼᆅीฝǶଞ
ჹЬाၯᏨၗྍ၁ᔕڀᡏёՉػߥޑीฝǴ٠௦ڗҥջԖਏػߥޑࡼǶ!
ΟǵၯᏨࡼᔈ٩Ᏽୱ܄ਓၯΓԛޜ໔ϩࢴǵҬ೯ǵၗྍϷϣၯᏨ܍ၩໆ
Ǵुۓӝޑ٬ҔໆǴ٠ᏵаගٮၯᏨ୍ܺϷࡼǶ!
ѤǵၯᏨࡼᔈаගٮၯᏨࡼࣁЬǴЪ٩ीฝѸा୍ܺ܄ࡼǴԖᜢၯ
࠼ᓓՐஎࡼࡌᑐ୷Ӧय़ᑈǴ٩ځၯᏨࡼϐЬाҔϐόӕೕۓӵΠ
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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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аၯ܄፦ࣁЬޣǺԖᜢၯ࠼ᓓՐஎࡼࡌᑐ୷Ӧय़ᑈᔈόள
ຬၸԌନόё໒วϷߥػय़ᑈࡕഭᎩ୷Ӧय़ᑈϐԭϩϐΟΜǶ!
ȐΒȑаਓᓔ܄፦ࣁЬޣǺԖᜢၯ࠼ᓓՐஎࡼࡌᑐ୷Ӧय़ᑈᔈόளຬ
ၸԌନόё໒วϷߥػय़ᑈࡕഭᎩ୷Ӧय़ᑈϐԭϩϐϖΜϖǹ
ځᎩ୷Ӧё໒วϐβӦ٠ᔈᢀӀၯᏨᆅ୍ܺࡼǴځࡼᄬ
ᔈᆶຼᜐඳᢀ࣬ፓکǴ٩ਡۓीฝᆅڋϐǶ!
ϖǵߥػᔈағᄊᆘϯБԄமϯϷዴߥߥػфૈǴଯࡋΜϦЁаϐᐋЕϷଯ
ࡋϖϦЁаǵय़ᑈΟԭѳБϦЁаϐᐋ݅ᔈϒߥӸǶ!
Ϥǵ୷ӦϣѸा୍ܺ܄ࡼϐගٮᔈૈᅈىӾঢ়ВਓၯΓԛሡǴ٠ᔈ಄ӝ
ΠӈೕۓǺ!
Ȑȑ୷ӦϣᔈଶًǴځଶًՏኧीᆉྗӵΠǺ!
ε࠼ًଶًՏኧǺ٩ჴሞሡǶ!
λ࠼ًଶًՏኧǺόளեܭВൂำλ࠼ًਓԛϐΒϩϐǶ!
ᐒًଶًՏኧǺόளեܭВൂำᐒًਓԛϐΒϩϐǶՠਡ
ѦଶًޣǴόӧԜज़Ƕ!
ȐΒȑаΓࣁബϐၯǴ୷Ӧϣᔈ໒ܫԄϦ༜ǵᆘӦǶѸाਔ٠
ەၯᏨ܄ဌ፯ًၰǵௗርْЃγǶ!
Ύǵ୷Ӧϐε࠼ًрΕαऩᖏௗϦӅၰၡǴ߾рΕαᔈаӭًၰБԄೕჄǴ٠੮
ε࠼ًኩଶޜ໔ǴаዴߥϦӅҬ೯ϐᄣǶ!
Ζǵࣁᆢៈၯ࠼ϐӼӄǴᔈڐፓӦБҬ೯ൂՏǴѸाϐҬ೯ဦᇞǶ!
ΐǵ໒วൂՏග୷ٮӦᖄѦၰၡϐᓍၡࢤӧຼҶΒВВ໔ೱុΜϤλਔȐΖ
ਔډΒΜѤਔȑޑҬ೯ໆፓၗǴЪԿϿፓଷය໒ۈВǵଷයύǵ
аϷଷය่״ВΟᅿਔ໔ϐၗǶ!
ಃѤጓ! Ꮲਠ!
ǵᏢਠϐβӦ٬Ҕीฝᔈ٩όӕϐ܄፦ǴӵՉࡹǵ௲Ꮲࣴزǵ၂ᡍǵՐ
எǵਠ༜ࢲǵၮϷځдൂ܈ፄӝϐβӦ٬ҔǴᇥܴӚࡌᑐଛ
ϐᄬགྷǵਠ༜ཀຝϐ༟ǵ໒ޜܫ໔ϷၰၡጕسϐೕჄᆶѸाϐ୍ܺ
ࡼϐीฝǶ!
ΒǵਠϣەΓًϩၰسǴ٠ᔈԖֹϐΓՉၰسǶ!
ΟǵՐஎᔈ٩ीໆႣीځՐஎΓαኧǴ٠ᏵаѸा୍ܺ܄ࡼϷϦҔ
ഢǶ!
Ѥǵ୷Ӧ໒วᔈԵໆ௲ᙍғሡǴೕჄਠ༜ࢲسǴӵၮǵᆘǵҶᏨ
ᆘӦϷڳǵࢲቶϷύǹځ໒ޜܫ໔ϐඳᢀ༟ǴᔈٳೕჄǶ!
ϖǵᏢਠϐҬ೯سीฝǴᔈ֖ਠࡕΓً่ჹߕ߈ᕉნϷၰၡسϐፂᔐǵ
ਠϣၰၡϐೕჄǵΓًጕϐթǵεၮᒡسϐፓǵଶًՏϐሡϷ
Ҭ೯ਓԛϐႣෳ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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Ҭ೯ਓԛϐႣෳǴᔈԵໆΠӈӢનǺ!
ȐȑՐஎޣǺ٩எްीໆႣीځஎΓኧǴ٠Ᏽаځ۳߇ਠ
ϐวғਓԛǶ!
ȐΒȑۚޣǺࡰۚ୷ܭӦߕ߈ϐ௲ᙍϷᏢғǴځΓኧᔈ٩Ӧჴሞ
ᕉნբǶۚޣϐਓԛளຎӕՐஎޣीᆉǶ!
ȐΟȑ೯༇ޣǺߚឦՐஎϷۚޣǶځВਓԛౢғ٩ၮڀᒧόӕǴள
ϩࣁεၮᒡπڀǵεǵλ࠼ًϷᐒًਓԛǴ٠ᔈຎ୷ӦҬ೯చ
ҹϐǶ!
ȐѤȑځдᆿਠޣǺӵୖᢀǵೖୢځдচӢٰਠϐΓǴځਓԛຎݩރ
ϐǶ!
ϤǵଶًՏᔈ٩Πӈচ߾੮Ǻ!
Ȑȑε࠼ًଶًՏኧǺ٩ჴሞሡǶ!
ȐΒȑλ࠼ًଶًՏኧǺόளեܭВൂำλ࠼ًਓԛϐΟϩϐΒǶ!
ȐΟȑᐒًଶًՏኧǺόளեܭВൂำᐒًਓԛϐΟϩϐΒǶ!
ଶًՏϐǴளа୷Ӧϣϐၡᜐ܈ၡѦϐБԄࣁϐǶ!
ΎǵਠӦϐճҔନࡌᑐނǵၰၡǵቶǵϷѸा୍ܺ܄ࡼѦǴᔈаϦ༜ϯࣁচ
߾ǶନѸाϐӦϷНβߥࡼѦǴᔈᏃໆᆢচӦ٠уаᆘϯǴаբ
ࣁ໒ޜܫ໔Ƕ୷Ӧϣத܄ϐӦय़ྛࢬǴନѸा܄ϐϦӅࡼࣁ܈Нβߥ
܌ሡճҔޣѦǴᔈᏃໆᆢচރǴ٠ׯ๓Н፦Ǵ۞ٿځ٠ᔈғऍϯǶ୷Ӧ
ӵՏܭξڵӦǴځ੮ϐ҉Φ܄؈ࣳԣەೕჄࣁඳᢀ෫ݲǴৣٮғҶ໕٬Ҕ
Ƕ!
ಃϖጓ! ቲకނፁғশ!
ǵ୷ӦᔈܭΕαೀǵрၰၡǵᆅᒤϦ࠻ǵዳગ࠻ǵߥᎦቷߕឦࡼ
ߕ߈ӚᅿඳᢀऍϯࡼǴ٠ճҔϣϐޜӦ༜ᆘӦࡼаׯ
๓ᢀᘳǶ!
Βǵ֣ڱೀ௦ፁғশޣݤǴᔈࡌҥӦΠНᅱෳسǴаᢀෳϔᅱෳӦΠНН
፦Ǵ٠୷ܭӦϣѤαаӝܭΠӈೕۓϐӦΠНᢀෳϔǺ!
ȐȑԿϿԖαϔՏܭӦНΚڵጕϐෞǴঈճڗளىаж߄শ୴Π
ӦΠН፦ϐНኬǶ!
ȐΒȑԿϿԖΟαϔՏܭӦНΚڵጕϐΠෞ٠ᔈӚڀόӕుࡋǴঈճ
শ୴ΠϐӦΠНύࢂցԖ֣ڱᅖΕНߟΕǶ!
ȐΟȑීΟαϔύԿϿԖαᔈ߈শǴځᎩӚϔ߾Տ୷ܭӦ
ნࣚጕϣǴঈёᢀෳ୷ӦϣӦΠНϐН፦Ƕ!
Οǵ֣ڱೀ௦ፁғশޣݤǴᔈܭ໒วीฝύᇥܴڗకβीฝǶ!
Ѥǵ֣ڱೀ௦ፁғশޣݤǴᔈܭ໒วीฝύᇥܴനಖβӦճҔीฝǴ٠ᔈԵ
ቾশӦϐ؈ഐϷ่ځᄬ܄ᆶҬ೯سǵڬൎᕉნచҹ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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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ጓ! ᘝရࡼ!
ǵᘝရࡼϐǵᘉкǵቚࡌࡌׯ܈Ǵନ٩ᘝရᆅచٯೕۓѦǴᔈௗڙ
ୱीฝᘝရࡼೕჄচ߾ϐࡰᏤǴ٠ܭβӦ٬Ҕϩᡂ׳ीฝҙፎӕཀ໘ࢤ
ǴਥᏵ୍ܺځጄൎՉٮሡϩǴຑჴሞሡǶ!
ΒǵϦო໒วᔈаϦ༜ϯࣁচ߾ǶѳӦϐቛოࠠᔈаѳय़ҜԄࣁЬǶξڵӦ
ϐቛოࠠᔈᔈӦӦ༈ǴЪቛᓐࡕБߥਭڵय़Ǵόளᑫࡌៈ
Ꮫ܈ҺՖࠠԄϐࡼނǶ!
ΟǵߥػϣନНβߥࡼϷаԾฅનᄬԋϐၰǵҶᏨߜѠǵ০ශǵ֣ڱ
฿ǵϦ൵ǵӼӄϷှᇥࡼѦǴόளځдΓπࡼǶ!
Ѥǵ୷ӦϣѸा୍ܺ܄ࡼϐගٮᔈ٩ΠӈೕۓǺ!
Ȑȑ୷ӦϣᔈଶًǴځीᆉྗӵԛǺ!
2ǵϦოϷମԪȐᓜȑӸܫࡼǺᔈ٩ოۑϷѳதВϐӾঢ়ਔࢤ
ᆉჴሞଶًሡǴ٠а၀ਔࢤϐჴሞଶًሡբࣁଶً⟛
ྗǴ٠ᔈࣴᔕოۑϐҬ೯ၮᒡᆅीฝȐхࡴၮᒡሡ෧ໆ
ǵଛӝ܈ගܹϦӅၮᒡ୍ܺ܈ᙯ४ௗርࡼȑǴаỜଶًޜ
໔ϐόىǶ!
3ǵᘝሺᓔϷОϯǺᔈ٩Ӿঢ়ਔࢤᆉჴሞଶًሡǴ٠а၀ਔࢤ
ჴሞଶًሡϐԭϩϐΖΜϖբࣁଶًྗǶ!
ȐΒȑϦოޣǴ୷Ӧϣᔈ٩ᘝရᆅచٯಃΜΎచೕۓᆘϯޜӦ
Ƕ٠ளीΕచߥػय़ᑈीᆉǶՠᔈ಄ӝᕴጓಃΜΎచಃಃ
ΒීೕۓǶ!
ϖǵ୷Ӧᔈىϐᖄ๎ၰၡǴځၡቨᔈᅈ୷ىӦ໒วֹԋࡕǴځᖄ๎ၰၡӾ
ঢ়λਔ୍ܺНྗ̀ܭભаǴЪόளեܭϤϦЁǴӵ҂ၲډ၀୍ܺНྗǴ٠
ᔈࣴᔕӦҬ೯ၮᒡᆅीฝǴа෧୷Ӧ໒ว܌ౢғϐҬ೯ፂᔐǶځӾঢ়
λਔǴӧϦოϷମԪȐᓜȑӸܫࡼϐ໒วࠠᄊ߯ࡰოۑϷѳதВϐӾ
ঢ়λਔǶ!
!!!!ӵ҂௦ޣǴځၡቨᔈ٩ΠӈೕۓǺ!
Ȑȑीฝ٬ҔໆӧΒίаΠޣǴځᖄ๎ၰၡၡቨόளλܭϤϦЁǶ!
ȐΒȑीฝ٬ҔໆӧΒίаǴόᅈϖίޣǴځᖄ๎ၰၡၡቨόளλܭ
ΖϦЁǶ!
ȐΟȑीฝ٬ҔໆӧϖίаޣǴځᖄ๎ၰၡၡቨόளλܭΜϦЁǶ!
!!!!ಃϷಃΒᖄ๎ၰၡϐܗቨǴӵՏܭξڵӦጄൎޣǴᔈᗉխԋჹғᄊ
ᕉნϷӦӦᇮϐઇᚯǶ!
ϤǵಃѤᗺǵಃϖᗺीฝ٬Ҕໆхࡴო୷ኧϷମԪᡞኧǴځीᆉྗӵΠǺ!
Ȑȑឦশᙒ܄፦ϐო୷ኧϷମԪᡞኧीᆉྗ٩ᘝရᆅచٯಃΒΜΟ
చϐೕۓ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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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Βȑߚឦশᙒ܄፦ϐମԪȐᓜȑӸܫࡼޣǴځମԪᡞኧ٩ମԪᡞэ
႟ᗺϖѳБϦЁମԪӸܫࡼኴӦ݈य़ᑈϐྗीᆉǹମᓜᡞኧ
٩ମᓜᡞэ႟ᗺΟѳБϦЁମᓜӸܫࡼኴӦ݈य़ᑈϐྗीᆉ
Ƕ!
ಃීឦশᙒ܄፦ϐოᔈ੮ۓКٯβӦբᆘϯޜӦǵНβߥ
ࡼϷოϣၰ٬ҔǶ୷ӦՏܭξڵӦޣǴځКٯόளλܭოय़ᑈ
ԭϩϐϖΜǹՏܭѳӦޣǴځКٯόளλܭოय़ᑈԭϩϐΟΜǶ!
ΎǵȐմନȑǶ!
ΖǵȐմନȑǶ!
ΐǵȐմନȑǶ!
ΜǵȐմନȑǶ!!
ΜǵᘝရࡼϐᔈຎඳᢀϩǶ!
ΜΒǵᘝရࡼϐ୍ܺࡼӵᆅύЈǵπஎްǵᓓǴᔈύǴځ
य़ᑈόளε୷ܭӦय़ᑈԭϩϐϖǶ!
ಃΎጓ! ᘕණઠ!
ǵ୷Ӧᖄ๎ၰၡၡቨόளλܭΒΜϦЁǶ!
Βǵ୷ӦऩᆙᎃϦӅၰၡǴ߾୷Ӧୁᔈу෧ೲᙯًၰǴࡋߏځόளλܭ
ϤΜϦЁǶ!
Οǵ୷ӦрΕαεߐᔈаӭًၰБԄೕჄ٠੮ᘕًኩଶޜ໔ǴаዴߥϦӅҬ
೯ϐᄣǶ!
Ѥǵ୷ӦϣᘕණߕឦࡼǴᔈӃڗள࣬ᜢЬᆅᐒᜢϐӕཀЎҹǴ٠ᔈ಄ӝ࣬
ᜢݤೕϐೕۓǶ!
ಃΖጓ! π໒วीฝ!
ǵߚѱβӦҙፎ໒วπय़ᑈόளϿܭΜϦഘǶՠ٩ᏵౢബཥచٯԖ
ᜢೕۓҙፎ໒วޣय़ᑈόளϿܭϖϦഘǶԖᜢ໒วϐቩǴନځдݤзќԖ
ೕޣۓѦǴᔈаҁೕጄࣁ୷ྗǶ!
ΒǵπჄጓᔈ௦໒วीฝᄤಒीฝΒ໘ࢤᒤǶҙፎ໒วπय़ᑈεܭ
ԭϦഘޣǴᔈӃᔕڀ໒วीฝǴӚ၀ୱीฝᔕۓᐒᜢቩӕཀჄጓࣁ
πࡕǴӆ٩ਡۓ໒วीฝᔕڀಒीฝǴൔፎӚ၀ୱीฝᔕۓᐒᜢቩ
Ƕՠҙፎ໒วπय़ᑈλܭԭϦഘ܈Ӛ၀ୱीฝᔕۓᐒᜢӕཀޣ
Ǵځ໒วीฝளٳӕಒीฝᒤǶ!
!!!!ҙፎπ໒วीฝਜკᇙբԄӵߕҹΒǶ!
Οǵ໒วीฝᔈᔠߕ໒วӦ܌ӧᑜѱҞπϐՏϷπҔӦճҔ܈໕
ၗǴϩ܌ӧޔᗄѱǵᑜȐѱȑπβӦϐٮሡݩރᆶ໒วѸा܄ǵी
ฝЇπᅿᜪᆶՏǴ٠ᇥܴૈցᆶ܌ӧޔᗄѱǵᑜȐѱȑౢϷӦБ
วౣ࣬ϕଛӝ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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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ǵҙፎ໒วϐπՏܭ٩ݤჄۓϐੇ۞ȐୱȑᆅڋǵξӦᆅڋǵख़ाै
٣ࡼᆅ܈ڋा༞ൕᘄӦϐጄൎޣǴځ໒วନᔈ٩ЬᆅᐒᜢϦϐ٣
ᆅڋѦǴ٠ᔈӃӛ၀ᆅЬᆅᐒᜢҙፎёǶ!
ϖǵπϣჄࣁੇ۞ȐୱȑᆅڋǵξӦᆅڋǵख़ाै٣ࡼᆅ܈ڋा
༞ൕᘄӦϐβӦǴளӈࣁ୷Ӧϣϐ୯βߥӼǵπᆘӦҔӦǴ٠٩࣬
ᜢݤೕᆅڋǶ!
ϤǵπރᔈֹೱௗǴೱௗϩനλቨࡋόளϿܭϖΜϦЁǶՠୱी
ฝہᇡۓݩਸЪ಄ӝᡏೕჄ໒วǴ٠คቹៜӼӄϐဤޣǴόӧԜ
ज़Ƕ!
!!!!୷ӦύԖϩࣁߚҙፎ໒วጄൎϐӦޣǴᔈᆢ၀ӦрΕၰၡϐфૈ
Ƕ!
ΎǵπڬᜐᔈჄΒΜϦЁቨϐፂᆘ܈႖ᚆࡼǴ٠ᔈܭϣຎҔӦϐ
ᅿᜪᆶ࣬܄ǴӧՏჄѸाϐፂᆘ܈႖ᚆࡼǶՠӧۓၭ
πǴځᆶᆙᎃၭӦϐၭғౢ٬Ҕ܄፦ό࣬ޣǴځፂᆘ܈
႖ᚆࡼϐቨࡋόளϿܭΟΜϦЁǹਸπǴځፂᆘ܈႖ᚆ
ࡼϐቨࡋаϤΜϦЁࣁচ߾Ƕ!
!!!!πڬᜐፂᆘቨࡋόளեܭΜϦЁǶ୷Ӧᆙᎃහ݅܈ۓၭ
ޣǴځፂᆘቨࡋόளեܭΒΜϦЁǶՠϦ༜ǵᆘӦϷᅉࢫԣࡼӢ
ೕჄԵໆ୷ܭӦᜐࣚޣǴୱीฝہӕཀЪቨࡋ಄ӝ໒ೕۓ
ޣǴόӧԜज़Ƕ!
!!!!ಃ୷ӦጄൎࢦᎃπҔӦ܈πǴπЬᆅᐒᜢᇡۓΒޣЇౢ
ϐ٬ҔՉࣁ࣬ǴЪୱीฝہӕཀޣǴࢦځᎃϩϐፂᆘ܈႖
ᚆࡼቨࡋளϒᕭ෧Ǵ٠ᔈځܭдጄൎᜐࣚ٩Βೕۓ੮य़ᑈϐፂ
ᆘ܈႖ᚆࡼǶ!
!!!!ಃ܌ᆀ႖ᚆࡼᔈаڀԖ႖ᚆਏ݀ϐၰၡǵѳय़ଶًǵНၰǵϦ༜ǵ
ᆘӦǵᅉࢫԣǵᆽНԣ໒܄ܫࡼࣁज़Ƕ!
!!!!ҙፎ໒วय़ᑈӧΜϦഘаΠϐπǴୱीฝہᇡۓݩਸЪ಄
ӝᡏೕჄ໒วǴ٠คቹៜӼӄϐဤޣǴளаޜӦբࣁ႖ᚆࡼǴόڙ
ೕۓज़ڋǶځаޜӦࣁ႖ᚆࡼޣǴ၀ϩβӦय़ᑈόϒਡ๏ᑈǶ!
!!!!πϐ໒วளխ٩ᕴጓಃΜΎᗺೕۓ੮ߥػǶ!
Ζǵπᔈ٩໒วय़ᑈǵπஏࡋǵϷрΕҬ೯ໆǴΒచаᐱҥϐᖄ๎
ၰၡǴځЬाᖄ๎ၰၡၡቨόளλܭΜϖϦЁǶ!
!!!!ᖄ๎ၰၡځύచբࣁᆙ࡚೯ၡǴځቨࡋόளλܭΎϦЁǶ!
!!!!ୱीฝہள٩ᏵπϐໂᙼӦᕉნज़ڋǵՏచҹǵπ܄፦
ଜ෧ځᖄ๎ၰၡቨࡋǶ!
ΐǵπ໒วǴሡीฝճҔߕ߈ୱεၮᒡسځ܈д࣬ᜢҬ೯ࡌीฝ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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ӝޣǴᔈӃቻ၀ᆅЬᆅᐒᜢϐӕཀǶ!
ΜǵπϣᔈϐቲԦНೀࡼǴ٠௦ߘНǵቲԦНϩࢬ௨ܫБԄǴ
ௗ೯ԿᕉნߥៈЬᆅᐒᜢᇡёϐ௨Н༸ጕǵݞο܈ϦӅНୱǶቲԦН٠ό
ள௨ܫԿၭឦឲ௨НၰسǶ!
Μǵπ໒วᔈ٩ځೕኳελܭϣແࡹǵߎᑼǵݯӼǵٛǵҬ೯ᙯ
ၮઠǵЎநၮᙴᕍߥ଼ǵᓓ୍ܺǵკਜ᎙ំϷҶ໕ၮѸाϐ୍ܺ
ࡼࡼǶ၀୍ܺࡼೕኳନᅈىπϣϐሡाѦǴЪᆶѦߕ߈
ϐ୍ܺࡼ࣬ଛӝǶ!
ಃΐጓ! πಒीฝ!
ǵπಒीฝᔈ಄ӝ໒วीฝᄬགྷǴԖᡂ׳໒วीฝϐѸाޣǴᔈӕਔග
рᡂ׳ҙፎǶ!
ΒǵҙፎߚѱβӦπಒीฝёᔈᔠߕΠӈਜკЎҹǺ!
ȐȑҙፎਜǶ!
ȐΒȑ໒วࡌᑐीฝǶ!
ȐΟȑβӦ٬ҔϩᆅڋीฝǶ!
ȐѤȑϦӅࡼᔼၮᆅीฝǶ!
ਜკЎҹᇙբԄӵߕҹΟǶ!
ΟǵπຉᄂࠠᄊᔈଛӝπᜪࠠǵфૈϷྗቷ܊ϒаೕჄǴϣӚᅿଛ
Ǵᔈ٩βӦ໒ว٬Ҕ܄፦ϷਡۓϐಒीฝǴ٩ᏵߚѱβӦ٬Ҕᆅڋೕ
߾ጓࣁۓ٬ҔӦǶځύቷ܊ҔӦǵՐӻޗҔӦϩаጓࣁۓᅿࡌᑐ
ҔӦࣁচ߾ǴϦӅࡼҔӦǵᆅϷ୍ܺҔӦаጓࣁۓۓҞޑ٣Ҕ
Ӧࣁচ߾ǴᅉࢫԣаጓࣁۓНճҔӦࣁচ߾ǴᆘӦ߾аጓࣁۓ୯βߥӼҔӦ
ࣁচ߾Ƕ!
!!!!ൂᑫᒤπΓ໒วπǴځβӦ٬Ҕጓۓচ߾ள٩ᕴጓಃѤΜѤϐΟᗺ
ೕۓᒤǶ!
ѤǵπೕჄᔈुۓβӦ٬ҔϩᆅڋीฝǴᇥܴ٬ҔҞϷமࡋǶ!
!!!!π໒วӵ௦εຉᄂೕჄচ߾܈ჹѦܕޣǴځβӦ٬Ҕϩᆅڋीฝ
ᔈᇥܴϣӚᅿҔӦ٬ҔҞϷமࡋǵࡌᑐଏᕭೕۓǵଏᕭӦϐ٬Ҕᆅ
ڋǵࡌᑐଯࡋᆅڋǵଶًޜ໔ྗǵၰၡीྗǵਭϷඳᢀᆘϯǵ
ࡌᑐߕឦࡼǶ!
!!!!ಃΒ٬ҔҞӵ֖ࡴπஎްޣǴځᆅڋीฝϣ٠ᔈᇥܴπՐஎ
़܌ғϐ࣬ᜢҶᏨࡼǵϦӅࡼϐሡϷೕჄБԄǶ!
!!!!ಃ٬ҔҞϷமࡋόளၴϸߚѱβӦ٬Ҕᆅڋೕ߾࣬ᜢೕۓǶ!
ϖǵπᔈ٩ځᕉნ܄ϷπࠠᄊǴݤܭзज़ڋϐጄൎೕჄځ໒วமࡋǶՠ
ୱीฝЬᆅᐒᜢளຎ୷ӦҁيϷڬᎁᕉნచҹǴफ़եࡌጨǵᑈа
ᆢᕉნࠔ፦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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ϤǵߚπЬᆅᐒᜢҙፎ໒วϐ୷Ӧϣ֨ᚇ႟ࢃ܈λϐ୯ԖβӦ܈҂ฦᒵβӦ
Ǵ୷ܭᡏೕჄ໒วϷНβߥीฝሡाǴځՏܭξڵӦޣᔈӃ٩ೕڗۓள
ӕཀӝٳ໒วܴЎҹǺՏܭѳӦޣᔈӃቻள၀ᆅ୯ԖβӦЬᆅᐒᜢჹ၀໒
วਢ٬Ҕ୯ԖβӦϐೀཀـǶ!
Ύǵπᔈ٩໒วࡕϐӄჴሞሡᔕۓҬ೯سीฝǶځჴሞҬ೯ໆǵଶً
ϐीᆉᔈ٩ځβӦ٬ҔϐόӕϒауᕴीᆉǶ!
Ζǵπϣᔈ٩൩Γα୍ܺ܈Γα٬Ҕϐً፶Ⴃኧϐ̋ǷΒ७ǴೕჄϦӅ
ଶًǶ!
ΐǵπϣϐၮᒡঊᓯઠϐᘕً፶рΕαᖏௗϦӅၰၡޣǴځрΕαεߐ
ᔈаӭًၰБԄೕჄ٠੮ኩଶޜ໔Ǵ٠୷ܭӦу෧ೲᙯًၰǴаዴ
ߥϦӅҬ೯ϐᄣǶ!
ΜǵၮᒡঊᓯઠϐीǴᔈคᛖܭၮً፶рቷǵՉϷးڕϐᄣǶځ
բቷ܊Ьाၮၰၡϐीᔈ٩Ҭ೯ुႧϦၡၡጕीೕጄೕۓᒤǶ!
!!!!ЬाၮၰၡҺًၰቨࡋǴόளλܭΟǸΎϖϦЁǶځനλᙯъ৩
Ǵᔈ٩҂ٰᔼၮਔႣ٬Ҕϐനεεًࠠ፶ीǶ!
ΜǵπϣϐၰၡسǴᔈ٩Πӈচ߾੮Ǻ!
ȐȑЬाၰၡǺࡰೱௗӚϩϐЬाрαǴ܈ᕉᙅӄϷӚϩаᄬ
ԋֹϐၰၡسǶၰၡቨࡋόளեܭΜΒϦЁǴӄጕ٠ϒа
ਭᆘϯǶ!
ȐΒȑԛाၰၡǺࡰЬाၰၡаѦᄬԋӚຉᄂϐၰၡسǶၰၡቨࡋόள
եܭΜϦЁǴ٠ᔈຎݩϒаਭᆘϯǶ!
ȐΟȑ୍ܺၰၡǺࡰຉᄂϣࡌ܈ᑐ୷Ӧϣ੮ϐ୍ܺ܄ၰၡǶၰၡቨࡋό
ளեܭΖϦЁǶ!
ӚීၰၡϐໆᔈִࣁೕჄ੮ǴаዴߥϣՉًϐᄣǶ!
ΜΒǵπϣቨࡋຬၸΜϦЁϐၰၡǴᔈ੮ΓՉၰǴ٠ᔈೱௗځдၰၡΓՉ!
ၰ܈ΓՉҔၰаᄬԋֹၰسǶ!
!!!!!!ΓՉၰளܭၰၡϐΒୁ܈ୁ੮ǴځቨࡋӝीόளλܭǸϖϦЁ
Ǵ٠ᔈϒаਭᆘϯǶ!
ΜΟǵπϣΓՉၰسᆶًၰ࣬ௗǴځՉًጕჹΓՉӼӄԋख़εϐό
ճቹៜޣǴᔈаҥᡏϯҬΰБԄೕჄǶ!
ΜѤǵπ໒วᔈᔠߕԾٰНǵπҔНǵႝΚǵႝߞǵ֣ڱೀϷቲకβೀ
࣬ᜢЬᆅᐒᜢܴዴӕཀЎҹǶ!
Μϖǵπ໒วࡕНय़ᑈόளλ୷ܭӦय़ᑈϐԭϩϐΟΜǶ!
୷ӦՏܭ٩Ӧ፦ݤჄۓϦϐӦΠНံݙӦ፦௵གǴځ໒วࡕ୷Ӧϣϐ
Нय़ᑈᔈ٩Ӧ፦௵ག୷ӦӦ፦ፓϷӦ፦Ӽӄຑբྗ߾ೕۓᒤ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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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ϤǵπϐӦᔈଛӝԾฅඳᢀ॥ᇮǴ٠ᔈ٩ΠӈБԄᒤǺ!
ȐȑӦࡕϐڵय़ᔈೀԋکϐԔय़ǴΥኪ៛ܭϦຎഁϐڵय़֡ᔈ
ኳᔕԾฅӦǶ!
ȐΒȑ୷ӦϣନࡌᑐނǵၰၡǵНୱϷѸाϐբǵᔼၮΓπࡼѦǴ
ᔈϒᆘϯǴځᆘᙟᔈၲԭϩϐϤΜаǶ!
ȐΟȑࣴᔕڋβᝆؑᇑໆϐࡼǴ٠ᔈٛЗβҡࢬѨԋ্ؠǶ!
ȐѤȑӦीฝᔈᇥܴ߄βϐݩރ٠ᔕ߄ۓβຟӸीฝǶ!
Ȑϖȑܴዴ௶ܴకβǵڗβӦᗺǵၮଌǵځНβߥϷӼӄࡼǶڗǵక
βीฝ٠ᔈ٩ڗݤள࣬ᜢЬᆅᐒᜢӕཀǶ!
ΜΎǵπβӦᔈ٩ځβӦ٬Ҕ܄፦ჄۓΠӈ٬ҔӦǺ!
ȐȑಃᅿǺቷ܊ҔӦ!
ቷ܊ҔӦЬाٮπᇙቷբቷ܊ǵᇙำύѸाϐ࣬ᜢߕឦ
ࡼǵྗቷ܊ǵᒤϦεኴǵ၂ᡍࣴزࡼǵϷၮᒡঊᓯࡼ
ࡼǶ!
ȐΒȑಃΒᅿǺϦӅࡼҔӦ܈Ѹा୍ܺ܄ࡼҔӦ!
ϦӅࡼҔӦϐय़ᑈᔈ՞πӄय़ᑈԭϩϐΒΜаǴځύᆘ
ӦόளϿܭӄय़ᑈԭϩϐΜǶ!
ᆘӦхࡴٛ॥݅ǵᆘǵፂᆘϷϦ༜ǴᆘӦϣёٮբคۓڰҶ
໕ࡼϐҔѦǴόள౽բځд٬ҔǶՠځय़ᑈόхࡴࡌᑐ୷Ӧϣᆘ
ϯय़ᑈϷᅉࢫԣय़ᑈǶߥػୱीฝہቩڀԖٛ॥݅ǵ
ᆘϷፂᆘфૈǴځय़ᑈளٳΕᆘӦय़ᑈीᆉǶ!
ᑫᒤπΓ໒วࣁԾҔϐπǴ٩πቷሡǴჄᕉߥࡼ܈Ѹ
ाࡼҔӦǶ!
ȐΟȑಃΟᅿǺᆅϷ୍ܺҔӦ!
π໒วǴளჄۓࡰۓୱբࣁ୍ܺϷᆅύЈҔӦǴځय़
ᑈаόຬၸᕴय़ᑈϐԭϩϐΜࣁচ߾ǶՠՉࡹଣӕཀҥϐԾҗ
ᔮҢጄǴόӧԜज़Ƕ!
ȐѤȑಃѤᅿǺՐӻޗҔӦ!
πளՐӻޗǴೕኳᔈ٩ۚՐΓαीᆉǶՠय़ᑈόள
ຬၸπϣԌନϦӅࡼࡕᕴय़ᑈϐΜϩϐǶ!!
ՐӻޗೕჄচ߾ϷځϦӅࡼȐ֖βӦȑᆢៈᆅǴᔈ٩ҁೕጄ
ೕۓᒤǶ!
ȐϖȑಃϖᅿǺόё໒วϷߥ!!ػ
୷Ӧϣ٩ᕴጓಃΜϤᗺϷಃΜΖᗺ੮ϐόё໒วϷߥػ
βӦǴᔈჄࣁ୯βߥӼҔӦǶନѸाϐғᄊᡏߥسៈࡼǵНྍ
ߥៈϷНβߥࡼǵϦҔ٣ࡼȐज़ᗺ܈ރጕރ٬ҔȑѦǴ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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ள໒วӦࡌ܈ᑐ٬ҔǴ٠ᔈ௦ڗߥៈࡼǶ!
ȐϤȑಃϤᅿǺځдЬᆅᐒᜢਡϐҔӦǶ!
ΜΖǵቷ܊ҔӦளբࣁΠӈӚᅿ٬ҔǺ!
Ȑȑቷ܈܊բ!܌
ቷ܈܊բ܌ளଛӝπቷᇙำǵғౢሡǴߕΠӈѸϐߕឦ
ࡼբ၀πቷ٬Ҕࣁज़Ƕ!
2/ߕឦᒤϦ࠻Ƕ!
3/ߕឦঊǶ!
4/ߕឦғౢჴᡍ૽܈ግް܊Ƕ!
5/ߕឦ៛Ϻࡼ୴܈܌Ƕ!
6/ߕឦଶًǶ!
7/ٛݯϦ্ഢǶ!
8/ঋᔼπቷฦౢࠔԖᜢҢϷວ፤୍Ƕ!
9/ଯᓸᡏᇙഢϷځдߕឦഢǶ!
:/ൂيπஎްǶ!
ȐΒȑྗቷ!܊
πନٮᇙቷѦǴளࡪ໒วπϐीฝҞޑϷ܄፦Ǵ
ύೕჄϩβӦբࣁྗቷ܊Ƕ!
ȐΟȑᒤϦεኴ!
π٩ჴሞሡाǴளܭቷ܊ҔӦϣࡰۓୱǴೕჄᆶ၀π܄
፦࣬ᜢϐᒣϦεኴǴज़բπ܄፦ᒤϦεኴ٬ҔǶ!
ȐѤȑ၂ᡍࣴزࡼ!
π٩ჴሞሡाǴள၂ᡍࣴزࡼǴբࣁᆶπीฝҞޑϷ
܄፦Ԗᜢϐ၂ᡍࣴزࡼ٬ҔǶ!
Ȑϖȑၮᒡঊᓯࡼ!
π٩ჴሞሡाǴளჄۓπϣۓୱբၮᒡঊᓯࡼ٬Ҕ
Ƕ!
ಃΟීԿಃϖීϐय़ᑈӝीόளຬၸቷ܊ҔӦय़ᑈԭϩϐΒΜϖǶ!
ΜΐǵπՐӻޗҔӦǴࡌጨόளຬၸԭϩϐϖΜǴᑈόளຬၸԭϩ
ϐΒԭǺځӧξڵӦጄൎǴࡌጨόளຬၸԭϩϐѤΜǴᑈόளຬၸ
ԭϩϐԭΒΜǶ!
ಃΜጓ! Ҷ໕ၭ!
ǵҁጓ܌ᆀϐҶ໕ၭǴ߯ࡰ٩ᏵҶ໕ၭᇶᏤᆅᒤݤၭЬᆅᐒᜢᇶ
ᏤᔼҶ໕ၭϐӦǶ!
ΒǵҶ໕ၭᔈӧዴߥၭғౢᕉნϐচ߾ΠǴ٩ᏵၭڬᜐҬ೯చҹϷၭҶ
໕ၗྍϐ܍ၩໆǴुۓӝޑ٬ҔໆǴ٠ᏵаҶ໕ၭࡼǶ!

!

255

!

ΟǵҶ໕ၭӚϩϐβӦ٬ҔೕۓӵΠǺ!
ȐȑҶ໕ၭϣᔈᒤβӦ٬Ҕᡂ׳ϐ٬ҔӦᔈ٩ᕴጓಃΜϤᗺೕۓ੮
όё໒วǴխ੮ߥػǶځβӦ٬ҔीฝନҁጓќԖೕۓ
ѦǴҔᕴጓచЎϐೕۓǹ٠ᔈ٩Ᏽቩ่݀ጓࣁۓϐҔӦǶ!
ȐΒȑҶ໕ၭϣϐၭҔӦǴள٩Ҷ໕ၭᇶᏤᆅᒤݤಃΜΐచಃΖ
ೕۓϐҞǴᒤߚѱβӦ٬ҔǶځ໒วीฝਜკԄќ
ۓϐǶ!
ѤǵҶ໕ၭϣᔈᒤβӦ٬Ҕᡂ׳ϐ٬ҔӦϣҶ໕ၭࡼᆶҶ໕ၭጄൎѦ
ᆙᎃβӦ٬Ҕ܄፦ό࣬ޣǴᔈϐፂᆘ܈႖ᚆࡼǶ!
ϖǵ୷ӦϣѸा୍ܺ܄ࡼϐගٮᔈૈᅈىӾঢ়ВҶ໕ΓԛሡǴ٠٩Πӈ
ೕۓǺ!
ȐȑҶ໕ၭᔈىϐᖄ๎ၰၡǴځၡቨόளλܭϤϦЁǶՠၭ
Ьᆅᐒᜢ٩ݤӈΕਢᇶᏤϐς໒วҶ໕ၭҙፎਢǴԖڀᡏҬ
೯ׯ๓ीฝǴЪୱीฝہӕཀޣǴόӧԜज़Ƕ!
ȐΒȑҶ໕ၭϣᔈଶًǴځଶًՏኧीᆉྗӵΠǺ!
2/ε࠼ًଶًՏኧǺ٩ჴሞሡǶ!
3/λ࠼ًଶًՏኧǺόளեܭВൂำλ࠼ًਓԛϐΒϩϐǶ!
4/ᐒًଶًՏኧǺόளեܭВൂำᐒًਓԛϐΒϩϐǶՠਡ
ѦଶًޣǴόӧԜज़Ƕ!
ȐΟȑҶ໕ၭϣᔈᒤβӦ٬Ҕᡂ׳ϐ٬ҔӦϣନࡌᑐނǵၰၡǵቶ
ǵϷϦӅࡼѦǴەӭ੮໒ܫԄϦ༜ǵᆘӦǴځඳᢀी٠ᔈк
ϩᑼӝӦԾฅ॥ᇮϷၭғౢᕉნǶ!
ಃΜጓ! ੇӦ໒ว!
ǵҙፎ໒วੇӦᔈٳᔠߕ໒วीฝϷӦࡼπीฝΒϩਜკЎҹǴՠࣁ
ߡܭҙፎΓբሡाǴளӃᔕڀ໒วीฝଌቩǴ٠ܭୱीฝہࡰۓය
ज़ϣᔠڀӦࡼπीฝҙፎёǶځਜკᇙբԄӵߕҹѤǶ!
!!!!໒วਢϐύѧҞޑ٣ЬᆅᐒᜢςԖೕۓӦࡼπϐਜკЎҹޣǴխᇙբߕ
ҹѤϐӦࡼπीฝϩǴҗ໒วਢϐύѧҞޑ٣Ьᆅᐒᜢ٩Ьᆅݤೕ
ՉቩǶ!
ΒǵӕୱϣӵԖኧҹ໒วਢҹҙፎਔǴᔈٳቩǴ٠аᕉნፂᔐനλǴЪ
ϦϷᔮሽॶനଯޣёϐǶ!
!!!!คᓬӍৡձޣǴа۞ݮβӦ܌ԖΓϐ༤ᑐҙፎǴЪჹځβӦճҔਏ
ၨεࣁޣᓬӃǴԛаҙፎਜϐڙਔ໔ӧӃޣёϐǶ!
!!!!ӧڙҙፎᐒᜢڙӕୱϣಃҹҙፎਢൔଌୱीฝᔕۓᐒᜢǴ٠
ୱीฝہਢλಔ߃ቩ೯ၸࡕڙۈϐҙፎਢǴόҔΒೕۓǶ!
ΟǵੇӦӦ໒วπำϐೕჄीǴᔈፓᇆϐ୷ҁၗӵΠ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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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ԾฅᕉნၗǺຝǵੇຝȐੁݢǵዊԤǵዊՏǵੇࢬǵᅆȑ
ǵНుᆶӦǵ०ǵӦ፦ǵβᝆǵНྍȐӦ߄НǵӦΠНǵҷࢬ
НǵНٮНϷӚޑीฝሡНໆȑǵН፦ǵނғᄊϷ
ځд௵གӦǶ!
ȐΒȑੇ۞܄፦ϷࡽԖੇ۞ࡼݩǶ!
ȐΟȑ໒วϷᎃ߈ӦβӦ٬ҔݩᆶޗݩރǶ!
ȐѤȑπำٰྍၗǶ!
ಃීНుᆶӦკǴᔈࣁന߈ΒԃϐჴෳკǶ!
Ӧ፦ᢕᔈᇙբᢕϾࢊރკϷӦ፦ওय़ȐࡀރȑკǶᢕϾుࡋǴܜϣ
аႣीܜֹԋࡕుࡋуܜࠆࡋǴ༤ᑐϣаෳԿዴჴڀԖкϩЍ܍
Κϐ܍ၩቫЗࣁচ߾ǶܜܭϣΒΜϖϦഘԿϿᔈԖᢕϾǴ༤ᑐ
ϣΜϦഘԿϿᔈԖᢕϾǶ໒วਢǴܜԿϿሡԖΟᢕϾǴ༤ᑐ
ԿϿሡԖϖᢕϾǶᢕϾচ߾ᔈ֡Ϭϩթܭ༤ᑐϷܜϣǴЪ༤ᑐѦ
ൎᢕϾᔈՏܭೕჄϐٛጕǶ!
ԭϦഘаϐੇӦ໒วीฝǴᔈԖಕᑈᎃ߈ෳઠϐჴෳຝǵੇຝၗ
Ǵ٠аۑϐѳ֡ϩթၗࣁྗǶځᢀෳೕۓӵΠǺ!
ȐȑຝၗЬाࣁߘໆᆶ॥ΚǴ॥ೲઠѸሡੇܭᜐǴόࡌڙᑐނ
ᆶ݅ЕጨೀǴᢀෳբࡪύѧຝֽೕۓᒤǴಕᑈၗϖԃа
Ƕ!
ȐΒȑੁݢᆶዊԤᢀෳᆶၗीୖྣύѧຝֽᢀෳբೕۓᒤǴಕ
ᑈၗϖԃаǶ!
ȐΟȑੇࢬᢀෳۑᒤԛǴԛᢀෳᔈෳளεዊᆶλዊȐऊࣁΜϖϺ
ȑၗǴಕᑈၗԃаǶ!
ȐѤȑᅆϷ०ፓӧоۑۑ॥Ϸহۑረ॥ၸࡕӚᒤԛǴಕᑈၗ
ԃаǶ!
ੇຝᢀෳၗѸૈᅈىНπኳࠠ၂ᡍϷኧॶኳᔕीᆉ܌ሡᡍၗǶ!
ճҔᎃ߈ෳઠੇຝၗᆉीНՏޣǴ಄ӝΒӦዊԤ܄፦ᆶӦՏ
࣬߈ϐచҹǶ!
ѤǵੇӦϐ໒วǴᔈᓬӃߥػԾฅၗྍǴߥៈᐕўђᙬᆶख़ाЎϯၗౢǴᆢៈ
୯ٛᆶϦӅӼӄϷᎃ߈ੇ۞ӦϐߥៈǶځ໒วीฝ٠ᔈଛӝୱीฝǵ
ѱीฝǵՉНीฝǵෝᆶૐၮीฝǴаϷځдӚҞޑ٣Ьᆅᐒᜢ٩ݤϦ
ϐीฝǶҙፎ໒วϐੇӦǴځӦᗺߚӚ၀Ҟޑ٣ЬᆅᐒᜢϐӕཀǴ
όளՏܭΠӈӦϣǺ!
Ȑȑ୯ৎϦ༜ѦϖϦٚϐጄൎǶ!
ȐΒȑ٩ݤჄȐࡰȑۓϦϐߥػǵߥៈߥ܈੮ѦϖϦٚϐጄൎǶ!
ȐΟȑᆵੇݮӦԾฅᕉნߥៈीฝਡۓϦϐԾฅߥៈѦϖϦٚ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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ጄൎ܈ߥៈϣǶ!
ȐѤȑा༞ӦጄൎϷ٩୯ৎӼӄݤϦϐੇ۞ᆅڋǵख़ाै٣ࡼ
ᆅڋᆶ٩ځдݤзࡌǵज़ࡌጄൎǶ!
Ȑϖȑ٩ݤҥϐੇНѦΟϦٚϐጄൎǶ!
ȐϤȑᑜȐѱȑભа॥ඳۓϐጄൎǶ!
ȐΎȑ୯ۓђᙬϷख़ाԵђᒪ֟ΟϦٚϐጄൎǶ!
ȐΖȑዔ෫܈ᔸӦΟϦٚϐጄൎǶ!
ȐΐȑԖᜢൂՏჄࣁۓӦቫុᝄख़ΠഐӦѦΟϦٚϐጄൎǶ!
ȐΜȑੇࢩࢬܫᆅΟϦٚϐጄൎۭੇ܈೯ߞᢑǵੇۭႝΚᢑǵੇۭᒡݨᆅ
ǵੇۭᒾၰϷᒡНᆅϦٚϐጄൎǶ!
ȐΜȑΓπങᕛѦΟϦٚϐጄൎǶ!
ȐΜΒȑύѧᆅϷᑜȐѱȑᆅݞοݞαጄൎǶ!
ȐΜΟȑࢲᘐቫϖԭϦЁϐጄൎǶ!
ȐΜѤȑς٩ݤзۓϐ܈βҡǶ!
ȐΜϖȑჄጓϦࣁߥӼ݅ޣǶ!
ϖǵ໒วੇӦᔈፓ٠ϩ୷ӦϷᕉნϐӦᆶӦ፦Ǵჹۭੇܭѳ֡ࡋڵεܭ
ԭϩϐΜǴβᝆමԖనϯ܈నϯወૈϷߕ߈Ԗੇ۞ߟᇑ܈ӦቫΠഐϐ୷
ӦǴܭወӧ্ؠቹៜጄൎϣǴόள໒วǶՠ٩ݤฦ໒ϐӦ፦ǵ่ᄬǵ
βЕǵεӦπำǵНճπำ࣬ᜢৣמᛝǴளլܺወӧ্ؠǴ٠Ь
ᆅᐒᜢہҗᐒᄬ܈Ꮲೌიᡏቩ่݀࣬಄ޣǴόӧԜज़Ƕ!
!!!!໒วՏӧեዊጕаѦੇୱޣǴځπำᔈ࣬ᜢৣמϐᛝǴѸाਔள
җЬᆅᐒᜢہҗᐒᄬ܈ᏢೌიᡏжࣁቩǶ!
ϤǵੇӦ໒วᔈаᆢচԖੇ۞ྍϐѳᑽᆶғᄊسϐᛙۓǴ٠ஒᕉნቹៜ෧
Կനλࣁচ߾Ƕ໒วय़ᑈаҔࣁচ߾Ǵय़ᑈӧΒԭϖΜϦഘаޣǴᔈຎ
໒วϐβӦճҔБԄϷϣഌ௨Нሡा႖ᚆНၰǴځቨࡋᔈ٩Нπኳࠠ
၂ᡍϷኧॶኳԄᆉ่݀،ۓǶ໒ว୷ӦϐރǴаௗ߈Б܈ъ༝ࣁচ
߾Ƕ!
ΎǵੇӦϐൎᑐǴԖᜢٛϐᑫࡌǴᔈӃቻளНճЬᆅᐒᜢӕཀǴࡼπ٠
ӛНճЬᆅᐒᜢҙፎਡǶځթᔈаӼӄϷᔮ٠ख़Ǵ٠ᔈ٩Πӈচ߾ᒤ
Ǻ!
ȐȑᖏੇጕϐوӛەᆶੇۭుጕوӛᏃໆठǴаଛӝӦԾฅచ
ҹǴᗉխၸࡋቹៜੇ۞ӦǶ!
ȐΒȑጕᔈΚѳޔ༝ǴόەԔשթǴаᗉխੁݢύǶ!
ȐΟȑ֟ՏᔈᒧੇۭӦᡂϯλǵࡋڵѳڶᆶ᠁य़ᛙۓೀǴаዴߥ
ӼӄǶ!
ȐѤȑ֟ՏᔈᒧӦ፦ؼӳϐೀǴݩਸܭӦ፦ό٫ೀᑫ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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ޣǴᔈаࡩନځ܈дБԄՉӦዬؼׯǶ!
Ȑϖȑ֟НుϐᒧǴᔈૈᗉխՉ॥ੁӧ֟ઇ࿗Ƕ!
ΖǵٛيऐੁᓸǵβᓸǵඦᓸΚϷӦѦΚբҔǴࣁዴߥӼӄᔈՉ
يӼ܄ۓीᆉϷ୷ᘵ܍ၩΚϩǶ่ٛᄬࠠԄϐᒧǴᔈԵቾӚᅿ่ᄬ
ࠠԄϐ܄Ǵە௦ҔڵԄݢ܈ԄੇǴ٠٩Πӈ٣،ۓϐǺ!
ȐȑӦԾฅచҹǺӵੇ۞ӦǵНుǵੇ᠁ۭ፦ϷݩރੁݢǶ!
ȐΒȑጕթǶ!
ȐΟȑݢࡼǶ!
ȐѤȑᑐҞ܈ޑख़ा܄Ƕ!
ȐϖȑࡼπచҹǶ!
ȐϤȑచҹǶ!
ȐΎȑᆢៈᜤܰǶ!
ȐΖȑπයǶ!
ȐΐȑπำǶ!
ΐǵ่ٛᄬीਔǴᔈаಃΟᗺೕۓϐჴෳၗϷኳᔕረ॥ၗࣁ٩ᏵǴ࣬ᜢ
ኪዊՏϷੁݢϐൺຼය܈ᘜයԿϿаϖΜԃࣁྗǴ܈аኳᔕረ॥ଛӝ
Ӛᅿёૈረ॥ၡ৩ᆉीੁݢǶٛϐीచҹ٩ΠӈӚ،ۓǺ!
ȐȑੁݢǺхࡴۑ॥ੁᆶረ॥ੁݢǶ!
ȐΒȑዊՏǺхࡴϺЎዊᆶኪዊՏǶ!
ȐΟȑНࢬǺхࡴࢬӛᆶࢬೲǶ!
ȐѤȑӦǺхࡴੇۭᆶੇ᠁ӦǶ!
ȐϖȑӦ፦ǺӦዬϷيβᝆϐβ፦చҹǶ!
ȐϤȑӦࡋᆶ߯ኧǶ!
ȐΎȑǶ!
ȐΖȑၩख़ǺϩԾख़ᆶѦၩख़Ƕ!
Ȑΐȑϣࡼख़ा܄Ƕ!
ȐΜȑπำϐᕉნቹៜǶ!
ΜǵഗଯࡋளҗीዊՏуੁݢྉϲଯ܈ຫݢໆ،ۓϐǴ٠ᔈႣ੮ёૈϐ
ӦቫΠഐଯࡋǶ!
ഗቨࡋᔈ٩ݢΚǵ܄ǵ۞ᄬଯࡋǵࡕࡼ܈٬Ҕϐख़ा܄ǵ
ഗ೯ًाǵӦቫΠഐࡕϐуଯБݤϷࡼπᆢៈБݤӢનԵቾǶ!
ΜǵੇӦ໒วೕኳӧΟΜϦഘаǴ܈໒วՏߟܭᇑੇ۞ޣǴ܌ᑫࡌϐ
ٛᔈᒤНπኳࠠᘐय़၂ᡍǴ٠٩၂ᡍ่݀Ǵঅ҅ٛᘐय़ϷጕǶ!
!!!!!!Нπኳࠠ၂ᡍԿϿᔈхࡴǺӼۓ၂ᡍǵྉϲ܈ຫݢ၂ᡍǴϷ୷ؑڇ
၂ᡍǶ!
!!!!!!ੇӦ໒วೕኳӧԭϦഘаǴЪ໒วࣁ፦ੇ۞ǴᔈᒤᅆНπ

!

259

!

ኳࠠ၂ᡍ܈௦ҔኧॶኳԄǴЪҗჴෳၗਠᡍǴаᆉ໒วϷᎃ߈ੇ
۞ϐӦᡂϯǶੇӦ໒วೕኳӧΒԭϖΜϦഘаਔǴНπኳࠠ၂ᡍϷ
ኧॶኳԄᆉ֡ᔈᒤǴа࣬ϕᡍǶ!
ΜΒǵዊαᔈ٩ӦǵӦ፦ǵ॥ǵੁݢǵዊৡӢનǴႣӃೕჄځՏǶ!
!!!!!!ዊαߏࡋǵ࠾БݤǵႣ࠾ۓਔ໔ᆶВයǵ܌ሡϷᐒڀኧໆǴᔈ
યΕӦࡼπीฝϐҙፎਜკǶ!
ΜΟǵੇܭӦ༤ᑐཥғӦǴᔈӦβྍϩଛೕჄǶੇӦ໒วीฝ٠ᔈଛӝ
ᕉნచҹϷࡼπਔׇǴ௦ڗϩයϩБԄ໒วࣁচ߾Ƕ!
ΜѤǵॷβᔈԵቾϦӅӼӄӢનǴᗉխઇᚯғᄊ܈سԋख़εᕉნቹៜǶ٬Ҕ
ੇӦǴନዊԤ᠁Ӧᔈϒߥ੮ѦǴаᓬӃ٬Ҕఫǵ੍⌃ෝǵૐၰ
܈ႣۓНၰϐβࣁচ߾Ǵ⌃੍ځుࡋόளቹៜٛӼӄϷᜐڵᛙۓǴЪ
ܭΠӈӦጄൎϣЗੇڗܜǺ!
Ȑȑѳ֡եዊጕϷեዊଯӦϐեዊጕӛੇۯ՜ΒϦٚ܈НుΜϖϦЁа
ϣ఼܌ᇂϐጄൎǶ!
ȐΒȑख़ाНౢғނᕷǶ!
ȐΟȑಃѤᗺϐӚၗྍߥៈϣǶ!
ȐѤȑԖ܈ीฝጕӛੇۯ՜ᗺϖϦٚጄൎϣǶ!
ΜϖǵॷβϣᔈՉӦ፦ፓϷੇۭుෳໆǴаዴۓቫ܄፦ǵϩѲǵوӛ
ǵᆶࠆࡋϐᡂϯǶੇڗܜϐࠔ፦ᆶӦᗺǴᔈԵቾΠӈӢનǺ!
ȐȑੇຝచҹǶ!
ȐΒȑ໒วҔǶ!
ȐΟȑНుᆶӦ፦ፓ่݀Ƕ!
ȐѤȑ༤Б܄፦ᆶ༤БኧໆǶ!
Ȑϖȑࡼπයज़Ƕ!
ȐϤȑ௨ݝຯᚆᆶ੍ࡩಭբૈΚǶ!
ȐΎȑٛӼӄǶ!
ȐΖȑੇ۞ᜐڵᆶੇۭӦᛙۓǶ!
ȐΐȑҬ೯ߔ༞ᆶੇᜤႣٛǶ!
ȐΜȑғᄊᕷϷځдᕉნቹៜǶ!
ΜϤǵܜᔈᏃёૈᆢੇ۞ӦᆶғᄊسϐᛙۓǴܜය໔٠ᔈុᅱෳࡩݝ
բჹܜᆶ༤ᑐϐᕉნቹៜǶβ௦ڗǵᒡଌϷ༤শࡼπਔǴځբ
ᔈ௦෧եԦࢉࡼǴ٠಄ӝᕉნߥៈЬᆅᐒᜢϐޜϷН፦ྗǶ!
ΜΎǵ༤ੇϐቲకނǴᔈ಄ӝᕉნߥៈЬᆅᐒᜢϐᔠрϷ࣬ᜢೕۓǴаค্ЪӼ
ࣁޣ܄ۓচ߾Ƕ!
!!!!!!ቲకނ༤ੇπำᔈԖڀᡏೀǵᆅᆶ༤শֹԋࡕӆғճҔीฝǴ٠௦ڗ
ᝄ௨НǵߔНᆶশࡼྗǶࡼځπᆶֹπࡕǴѸុᅱෳᕉნǴ

!

260

!

၀ᅱෳीฝ٠ᔈયΕ໒วҙፎਢ୍ीฝύǶ!
ΜΖǵӦଯำᔈ٩༤ᑐϐዊՏᆶੇຝݩǵٛᄬǵϣβӦ٬Ҕǵ༤β
ቫϷচӦቫϐ؇ഐໆᆶϣѦ௨НሡाӢનቩ،ۓǶ!
!!!!!!ଯำ٩ዊՏीᆉਔǴନ௦ᐒᏔ௨Н܈ံ௱ࡼޣѦǴᔈӧεዊѳ
֡ଯዊՏΒϦЁаǴ܈٩ኪዊՏଜуᎩျଯǶԵቾϣ௨НӢનޣǴ
Ӧଯำᔈࣁεዊѳ֡ଯዊՏуനεНᓐཞѨǶӦֹԋԿࡌᑐ٬Ҕӆ
٩٬ҔҞޑϷӦ፦చҹଜϒуଯǶ!
Μΐǵٛᔈ௨НࡼǶࡕϐ௨НीᔈӕਔԵቾഗຫݢໆϷԿϿΜԃϐ
ୱफ़ߘᓎǴ٠ࣁکځڗीᆉ٩ᏵǶ!
!!!!!!௨НܜНઠޣǴܜځНໆीԵቾϣ௨ННՏϷዊՏଯࡋǶ!
ΒΜǵ༤ᑐϐཥғӦԖۓπբ܈ᎎᙟᇂβǴаٛЗಒ०ඦតѨǶ!
!!!!!!ᙟᇂβаℚ܄βǴ༟ࡰ܄ኧΐԿΒΜǴࠆࡋΜϖϦϩԿΒΜϦϩࣁচ
߾Ƕ!
!!!!!!௦ҔϯᏢᇙᏊۓǴࠔځ፦όԋΒԛϦ্Ƕ!
ΒΜǵࣁफ़եம॥᠍ǵ෧Ͽᡶ্ǵߔ०ǵᛙۓНβߥǵᆢៈҬ೯Ӽӄ
ϷऍϯᕉნǴ༤ᑐϐཥғӦନߚԖځдඹжࡼǴᔈଛӝβӦ٬ҔǴ
ٛ॥ǵ०ࣳٛЗǵዊ্ٛഢߥӼ݅ϷᅿۓނǶ!
ߥӼ݅ᆶۓނǴᔈᒧኧᅿऐ॥ǵऐᡶǵऐײǵऐྕࡋँᡂǴ
Զܰੇܭᔭِೲԋߏϐᐋᅿ܈ނǴЪаӦচғᅿނᓬӃԵቾǶ!
ಃߥӼ݅ᔈଛӝ॥ӛǵၰၡϷٛسਭǴځനλ݅ቨࡋȐᕵ
ుȑӧЬाڙ॥य़ǴЬ݅аόλܭϖΜϦЁǴᕴቨࡋаόλܭԭϦ
Ёࣁচ߾Ǵٮၭǵ݅ǵᅕǵށ٬ҔޣǴቨࡋள෧ࣁΒϩϐǶӧԛाڙ
॥य़ǴᔈຎݩሡाೕჄٛ॥݅Ƕ!
໒วϐੇӦՏܭᚆӦޣǴளຎჴሞݩሡाٛ॥݅Ǵځቨࡋ
όڙज़ڋǶ!
ΒΜΒǵ໒วϐੇӦǴᔈ٩ୱᡏวᢀᗺǴϩၰၡфૈǴࡌҥϣᆶ
ѦֹϐၰၡسǶ୷Ӧᔈ٩໒วϐय़ᑈǵΓαೕኳǵౢஏࡋϷрΕ
Ҭ೯ໆሡႣෳǴىϐᖄ๎ၰၡǶ!
Ьाᖄ๎ၰၡໆीǴаӾঢ়ਔ໔όե˿ܭભϐၰၡ୍ܺНྗࣁԵໆ
ǴЪၰၡભόளλܭྗᚈًၰϦၡǶ!
໒วᔈ໒៘೯ၡǴаᆢៈ҇ϐᒃНϷϦӅ೯Չǹ٠ܭᆙ࡚ݩ
ਔǴٮᆢៈ୯ٛ܈ϦӅӼӄ٬ҔǶ!
ΒΜΟǵ໒วϣᔈ٩٬Ҕ܄፦ҔҁೕጄځдጓϷ࣬ᜢݤೕೕۓǴჄىኦ
ीฝว܌ሡϐϦӅଶًǶ!
ΒΜѤǵНྍٮᔈᔈᇥܴٛϷӚᜪҔНሡНໆႣǵ๏НБԄǵၡ৩ǵуᓸઠ
ǵଛНԣՏᆶໆǵН፦ೀБԄᆶྗǶ໒วӦόૈٮᔈԾٰ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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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ԶԾՉڗݤҔӦय़܈ӦΠНྍਔǴ٩НճݤǵҔНᆅచٯ
Ϸ࣬ᜢݤзೕۓӛНճϷҔНЬᆅᐒᜢҙፎਡǶ!
ΒΜϖǵੇӦ໒วϐय़ᑈǴаҔࣁচ߾ǴόەᘉεሡǴ໒วीฝᔈܴዴᇥ
ܴځβӦሡϐीໆБԄǶβӦ٬ҔҞޑᆶӦ༤ᑐ܄፦ҭᔈٳӕ
ԵໆǴа಄ӝ܍ၩΚाǶ!
໒วϐੇӦǴᔈ٩ਡۓϐीฝҞޑϷՏᕉნ܄ǴጓۓβӦ٬
ҔϩϷ٬ҔӦǶځ٬Ҕᜪձᆶ٬ҔமࡋϷ่ᄬπำϐीࡌǴ٩ҁ
ݤǵࡌᑐೌמೕ߾ǵҁೕጄځдጓϷځд࣬ᜢݤೕϐೕۓǶ!
ٮՐӻǵπǵϷၯᏨ٬ҔϐੇӦ໒วϣǴᆘӦᕴय़ᑈόளϿ
ܭӄय़ᑈԭϩϐΜǶᆘӦǵϦӅࡼᆶѸा୍ܺ܄ࡼӝीޣǴځӝ
ीय़ᑈόளλܭӄय़ᑈԭϩϐΟΜǶٮၭǵ݅ǵᅕǵޣށǴόӧԜज़
Ƕ!
ΒΜϤǵ໒วϣπᆶϣ܈ѦϐӝՐӻ܈ᆫပǴᔈԖϖΜϦЁаቨ
ࡋϐᆘǴբࣁፂǶ!
ፂϐቨࡋǴளஒၰၡ܈႖ᚆНၰٳΕीᆉǶՠځύᆘቨࡋᔈ
ԿϿԖΒΜϦЁǶ!
ࡌᑐጕᆶٛૅᕅѦጔጕ໔ຯᚆᔈӧϖΜϦЁаǶ!
ΒΜΎǵ໒วϣаख़Κ௨Нࣁচ߾Ƕ௦ᚆ۞ԄթϐੇӦǴځ႖ᚆНၰೕჄ
٩ΠӈೕۓǺ!
Ȑȑόᡂ׳ഌୱԖНسϷԖ௨Нфૈࣁচ߾ǴЪഌୱ࣬ᜢݞοϷ
௨Нϐीฝࢫঢ়ࢬໆ֡ૈયΕ႖ᚆНၰύ࠹ࢻǶ!
ȐΒȑ໒วϣϐ௨НǴளຎሡाયΕ႖ᚆНၰύ௨ܫǶ!
ȐΟȑ႖ᚆНၰϣ܌યϐჴሞᕴ௨НໆǴܩځଯࡕϐനଯНՏǴᔈӧ
ഗଯࡋϦЁаΠǴЪځНόૈቹៜԖٛϐӼӄϷഌୱ
ࢫݱ௨ࢻǶ!
୷ӦᏃёૈܭೕჄ௨НਔǴᒧەӦᗺНፓԣǴаӣԏճҔ
НၗྍǶ!
Ԗᜢ௨НπำϐᑫࡌǴᔈӃቻளНճϷΠНၰЬᆅᐒᜢӕཀǹࡼπ٠
٩НճݤϷΠНၰݤӛНճϷΠНၰЬᆅᐒᜢҙፎਡǶ!
ΒΜΖǵ໒วϣϐϦ༜ǵᆘӦᆶځд໒ޜܫ໔Ǵঋ៝ᕉნߥៈϷ্ؠٛЗϐ
ҞޑǴځೕჄᔈΚඳᢀࠔ፦ϐᆢៈǴ٠ᆶ࣬ᎃ୷ӦϐඳᢀՅଛӝǴ
༟کᒋޑᡏཀຝǶٮՐӻǵǵπǵЎ௲ϷၯᏨ٬ҔޣǴᔈԖ
༜܈ᆘϯीฝǶϦҔഢᆅጕᔈճҔᆘӦ܈ၰၡশǴаӦΠϯࣁচ
߾Ƕ!
ΒΜΐǵ໒วੇӦߕ߈Ԗߟᇑ܈ёૈߟᇑϐࢤǴ໒วޣᔈ௦۞ੇڗٛៈ
ࡼǴߟᇑٛៈीฝ٠ᔈયΕ໒วҙፎਢ୍ीฝύ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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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ࡼǴхࡴᑫᑐँǵᚆ۞ǵΓπᓐǵϷᎦ᠁πำǶߟ
ᇑᝄख़ϐੇ۞ǴٳەҔኧᅿπำБݤǴаගଯੇ۞ٛៈԋਏǶ!
ΟΜǵ໒วीฝჹ۞ੇܭӦࡽԖࡼ܈Ԗᜢճ܌ԖΓ܌ԋϐཞ্Ǵᔈϩձ
٩ݤ፝ᓭ܈ᑫࡌඹжࡼǶ!
ΟΜǵ໒วҙፎΓϐ୍ीฝᔈхࡴΠӈϣǺ!
Ȑȑ၁ӈ໒วीฝӚҔߎᚐǴӚҔϐᆉᔈ٩໒วπำޔௗ
Ҕǵπำ໔ௗҔϷ୍ԋҁҔۓुᆉྗǶ!
ȐΒȑᇥܴ໒วीฝᕴ܌ሡϐၗߎᝢБԄ٠ϒѸाϐຑǶ!
ȐΟȑᔠڀβӦϩკ٠ጓᇙβӦೀϩीฝਜǴीฝਜϣᔈᇥܴ܈ၩ
βӦϩጓဦǵय़ᑈൂՏǵೀϩБԄȐᡣ୧܈ચၛȑǵೀϩϐႣ
ۓჹຝǵೀϩϐႣۓਔВǵаϷೀϩϐႣۓሽߎᚐǴೀϩीฝ
ύऩคۓϐႣۓჹຝǴ߾ၩংᒧჹຝϐၗచҹǶ!
ȐѤȑ൩໒วीฝϐࡼπਔׇϷβӦೀϩीฝǴጓᇙߎࢬໆϩ߄Ǵ
٠ᇥܴ໒วӚයϷϩϐၗߎٰྍϷၗߎၮҔᆉБԄǶ!
Ȑϖȑ൩ᡏ୍ीฝϐཞѳᑽ܄๏ϒѸाϐϩǶ!
ΟΜΒǵ໒วҙፎΓϐ୍ीฝਜځጓᇙᔈݙཀ܈ၩΠӈӚ٣Ǻ!
Ȑȑ໒วπำޔௗҔᔈࡪӚฯᡏࡌπำϐࡼπԋҁӈǴ໔ௗ
ҔନхࡴӢฯᡏࡌౢғϐӚ໔ௗҔѦǴҭхࡴቲక
ނ༤ੇπำӧࡼπය໔ϷֹπࡕϐᅱෳࡼҔǴаϷঁ໒ว
ीฝය໔ϐނሽᅍӢનǶ!
ȐΒȑ୍ԋҁҔᔈ٩໒วीฝϐၗߎᝢБԄ܌ၩᑼၗచҹϩӈځ
ճ৲ҔǶ!
ȐΟȑβӦೀϩीฝਜ܌ၩϐβӦϩጓဦᔈᆶ܌ᔠڀϐβӦϩკጓ
ဦ࣬಄Ǵ܌ӈೀϩϐۓႣۓჹຝǴᔈၩۉځӜ܈ӜᆀǵՐ֟
ϷځᒧۓϐҗǶ!
ȐѤȑβӦೀϩϐႣۓሽߎᚐᔈаൂՏय़ᑈᆉϐǴ٠ᔈߕԖᆉБ
Ԅ܈ᆉ୷ᘵϐၗǶ!
ಃΜΒጓ! πᆕӝ!
ǵҁೕጄ܌ᆀπᆕӝǴ߯ࡰύЈѱ߈॓Ҭ೯ߡճϐߚѱβӦǴ٩ځ
ՏϷӦวሡाǴаѳय़܈ҥᡏБԄೕჄᆕӝπǵঊᓯࢬނǵπ
୍ܺϷំǵঅ୍ܺǵץวໆೡ܈ᖼނύЈᅿ܈ኧᅿ٬ҔǶ!
ΒǵȐմନȑǶ!
Οǵπᆕӝ٩ځ٬ҔҔჄϩࣁᅿ܈ኧᅿ٬ҔǺ!
ȐȑᆕӝπǺࡰගٮ၂ᡍࣴزǵϦ্ᇸ༾ϐ႟ҹಔӝးଛ܈ᆶǵ
୍ܺᜢᖄ܄ၨଯϐᇸπ٬ҔޣǶ!
ȐΒȑঊፏࢬނǺࡰගٮவ٣ࠔϐࣴวǵঊᓯǵǵхး܈ଛଌ٬

!

263

!

ҔޣǶ!
ȐΟȑπ୍ܺϷំǺࡰගٮߎᑼǵπ୍ܺǵਓᓔǵϷ
ࠔំࡼ٬ҔޣǶ!
ȐѤȑঅ୍ܺǺࡰගؓٮᐒًঅ୍ܺǵႝᏔঅ୍ܺϷύђࠔວ፤
Չࣁ٬ҔޣǶ!
ȐϖȑץวໆೡǺࡰගٮаළ݈ࢎБԄഋӈࠔϐ፤Ǵ٠ள่ӝҽ
λ۫ϐ٬ҔޣǶ!
ȐϤȑᖼނύЈǺࡰගٮ่ӝᖼނǵҶ໕ǵЎϯǵুǵ१ǵҢ
ǵၗૻࡼϐ٬ҔޣǶ!
໒วीฝᔈϩձܴӈ໒วࡕӚ٬ҔϐӚฯᡏࡼϷႣۓ٬Ҕ٣Ƕځ٬
Ҕ٣٠ሡ಄ӝೕۓϷᔮਡۓϐᑫᒤ٣ीฝǶ!
ѤǵπᆕӝӵԖӭᜪ٬ҔϣޣǴᔈᇥܴӚᜪ٬Ҕϐ࣬܄Ƕӵӕਔх֖π
ǵځ܈дϐ٬Ҕठϕ࣬υᘋਔǴᔈаᐱҥрαǵҔᖄ๎ၰၡǵᆘ
Ǵځ܈дϐೕჄБԄ෧եځόճቹៜǶ!
ϖǵ୷Ӧᖄ๎ၰၡǴᔈԿϿԖΒచᐱҥ೯۳ѦௗၰၡǶځύచၡቨԿϿΜϖǷ
ϖϦЁаǴќచёࣁᆙ࡚೯ၡǴቨࡋόளλܭΎǷϖϦЁǶ!
!!!!ၡቨୱीฝہᇡۓݩਸǴԖڀᡏҬ೯ׯ๓ीฝǴЪୱ
ीฝہӕཀޣǴόӧԜज़Ƕ!
Ϥǵ୷ӦٮᖼނύЈǵπ୍ܺϷំץ܈วໆೡ٬ҔޣǴځрαϐϐъ৩
ϖԭϦЁϣǴӵԖεၮس៓܈ၡϐ࠼ၮًઠਔǴ߾ୱीฝہ
ளຎשݩ෧ځᖄ๎ၰၡϐቨࡋज़ڋǶ!
Ύǵ୷Ӧߕ߈ୱऩԖεၮسǵ៓ၡسځ܈дҬ೯ࡌीฝૈଛӝ୷Ӧ
໒วਔำϷሡޣǴᔈቻள၀Ҭ೯ࡌीฝЬᆅᐒᜢϐӕཀܴЎҹǶ!
Ζǵᔈ٩໒วࡕ़ғϐҬ೯ሡȐ֖Ҭ೯ໆϷଶًሡȑՉҬ೯ቹៜຑǶ
ځჴሞҬ೯ໆϷଶًໆϐीᆉ٩ځβӦ٬ҔϐόӕᔈϒауᕴीᆉǶ!
ΐǵ୷Ӧϣᔈ٩٣ीฝϐ܄፦ىϐدଶًޜ໔܈ϦӅଶًǴ٬໒ว
ࡕӚًࠠ፶ଶًՏϐሡٮ๏КեܭǶځଶًՏϐໆǴόளեܭҁ
ጓϐೕۓǶ!
ΜǵӚ٬Ҕᔈ٩ीฝΠӈଶًՏϐ੮ໆǺ!
Ȑȑε࠼ًଶًՏኧǺ٩ჴሞϐሡໆ੮ǶՠϣӵԖεၮᒡ
ઠࡼǴځଶًՏኧᔈуीႣଶܫϐεၮᒡً፶ǹԖਓᓔޣ
Ǵᔈࡪ܊࠼ځኧᅈϖΜ໔፶ε࠼ًଶًՏǶ!
ȐΒȑλ࠼ًଶًՏኧǺόளեܭႣϐᔼਔࢤλ࠼ًଶًኧନаᔼ
ਔࢤଶًՏѳ֡ᙯඤᓎԛϐǴ٠ڙаΠϐज़ڋǺ!
Ȑ˞ȑٮᆕӝπ٬ҔޣǴόளեܭᅈԭѳБϦЁኴӦ݈य़ᑈ
ीᆉ፶ଶًՏ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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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ٮπ୍ܺϷំǵঅ୍ܺ٬ҔޣǴόளեܭᅈΎΜϖ
ѳБϦЁኴӦ݈य़ᑈीᆉ፶ଶًՏϐ่݀ǴЪόளեܭΟ
ԭ፶Ƕ!
ȐˠȑץٮวໆೡǵᖼނύЈ٬ҔޣǴόளեܭᅈѤΜϖѳБϦ
ЁኴӦ݈य़ᑈीᆉ፶ଶًՏϐ่݀ǴЪόளեܭϖԭ፶Ƕ!
ΟҞ܌ೕۓᔈ੮ϐനեଶًՏኧǴӵԖΠӈளଜ෧ࡪ܈Кٯी
ᆉϐǺ!
Ȑ˞ȑᚆӦൂᐱೕጄёଜ෧ϐǶ!
Ȑ˟ȑҙፎΓӵගрڀᡏຑኧᏵ٠ୱीฝہፕӕཀޣ
Ǵளଜ෧ϐǶ!
Ȑˠȑளଛӝҙፎਢҹϐ໒วයำሡǴࡪӚයКٯीᆉϐǶՠӚ
යӝी੮ଶًՏᕴኧϝᔈ಄ӝനեଶًՏኧϐೕۓǶ!
ȐˡȑҙፎਢҹӵԖኧᅿ٬ҔǴёࡪӚᅿ٬ҔКٯीᆉϐǶ!
ȐΟȑᐒًଶًՏኧǺόளեܭႣϐᔼਔࢤᐒًଶًኧନаᔼਔࢤ
ଶًՏѳ֡ᙯඤᓎԛϐǶ!
ȐѤȑًǵѳً݈ǵᘕًǺ٩ჴሞሡໆ੮ϐǶՠٮঊᓯࢬނ٬Ҕ
ޣᔈ٩ѳВӾঢ়բਔϐനሡ੮ϐǶ!
ΜǵғᄊᆘӦϷٮୱ܄٬ҔϐϦӅࡼᔈගٮϦӅ٦Ǵόளаଛᆶځд
БԄफ़եځёϷ܄ϷϦӅճǶ!
ΜΒǵ୷Ӧϣёࡌᑐ୷Ӧय़ᑈȐࡰҙፎ໒วϐβӦᕴय़ᑈԌନғᄊᆘӦϷ࣬ᜢѸ
ा୍ܺ܄ࡼࡕϐय़ᑈȑϐᕴࡌᑐނᑈǴᔈ٩ߕ߄ϖೕۓᒤǶ!
!!!!!!ёࡌᑐ୷ӦǴளаᕴࡌᑐނᑈբࣁीᆉӚࡌےᑐ୷Ӧᑈϐ٩
ᏵǴ٠ᔈ٩ਡۓϐीฝᆅڋϐǶ!
ΜΟǵ୷Ӧᔈ٩Πӈচ߾ଛӝᕉნ܄ჄѸाϐғᄊᆘӦǴаᆢԾฅඳᢀǵ
ృϯޜǵ఼ᎦНྍǵϷߥៈғᄊǴளխ٩ᕴጓ੮όё໒วϷߥػ
Ǻ!
ȐȑғᄊᆘӦβӦރᔈֹǴځനλቨࡋόளեܭΒΜϦЁǴЪᕴय़
ᑈ՞ҙፎ໒วβӦᕴय़ᑈϐКٯᔈ٩ߕ߄ϖೕۓᒤǴନϺฅ
ؼӳ܈ԖځдߥচԖғᄊᕉნϷӦᇮϐሡाޣѦǴᆘӦࣣᔈᐋ
ԋ݅Ƕځय़ᑈൂՏѳБϦЁᔈԿϿൈЕਲ਼ǴൂځՏᔈа܌ᒧ
ൈЕᅿᜪϐԋᐋᐋ߷ޔ৩ѳБࣁीᆉྗǶ!
ȐΒȑ୷ӦᔈଛӝԾฅӦǵӦᇮϷόᛙۓӦǴೱೣ٠Ꮓໆύϐ
ғᄊᆘӦǴаӧфૈϷຎ֡ૈวචനεϐߥػਏ݀ǶନѸ
ाϐၰၡǵϦӅࡼǵϦҔഢҔӦคݤᗉխϐݩރѦǴғᄊᆘ
Ӧϐֹ܄ᆶೱೣ܄όளࣁځѬၰၡǵϦӅࡼǵϦҔഢҔӦϪ
പ๊ߔ܈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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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ΟȑғᄊᆘӦᔈֹӄᆢғᄊߥៈфૈǴନёٮբคۓڰҶ໕ࡼҔ
ѦǴόள౽բдҔǶ!
ȐѤȑόڀғᄊߥػфૈϐၰၡਭǵҶᏨඳᢀਭϷΓπӦዬਭ܈
य़ᑈ྾႟λόૈԋᆘጬϐᆘӦ܈ඳᗺǴόளբғᄊᆘӦǶ!
ȐϖȑӈࣁғᄊᆘӦޣǴᔈጓࣁۓ୯βߥӼҔӦǴ༓ࡕόளӆҙፎ໒วǴ
ҭόளӈࣁځд໒วҙፎਢҹϐ໒ว୷ӦǶ!
ΜѤǵ୷ӦϣϐচۈӦӧ᩶༧კϐѳ֡ࡋڵຬၸԭϩϐΟΜаϐӦǴځय़
ᑈϐԭϩϐΖΜаβӦᔈᆢচۈӦӦᇮǴόё໒ว٠բࣁғᄊᆘӦ
ǴځᎩҽள൩ᡏೕჄሡा໒วࡌᑐǶѳ֡ࡋڵຬၸԭϩϐΜϖаϐ
ӦǴаբғᄊᆘӦ٬Ҕࣁচ߾Ƕ!
ΜϖǵΠӈӦᓬӃჄࣁғᄊᆘӦǺ!
ȐȑЬाഁғނ৲ӦǶ!
ȐΒȑ݅࣬ؼӳϐЬा݅Ƕ!
ȐΟȑᔮᇡۓϐख़ाЪӦΠԖӭచᙑ֞ၰ೯ၸϐӦǶ!
ȐѤȑਸӦ፦ӦၗྍǺ۟ҡǵਸϐ݅ЕǵਸξᓐǵЬाጕǵྛ
ࢬ෫ݲᔸӦǵዊ໔֟ϣԾฅӦϷܴᡉԶਸϐӦӦᇮǶ!
୷ӦϣჄ۞ੇࣁۓȐୱȑᆅڋǵξӦᆅڋǵख़ाै٣ࡼᆅ܈ڋ
ा༞ൕᘄӦϐβӦǴளӈΕғᄊᆘӦीᆉǴ٠ᔈ٩࣬ᜢݤೕᆅڋǶ!
ΜϤǵғᄊᆘӦय़ᑈϐीᆉǴόхࡴၰၡȐᆢៈၰନѦȑǵϦӅࡼǵϦҔ
ഢǴЪόளܭϣჄࡌᑐҔӦǶ!
ΜΎǵ୷Ӧᔈ٩٣ሡϷᕉნ܄ǴٮىϣӢ໒ว़ғՉࣁ܌ሡϐѸा
୍ܺ܄ࡼǴځय़ᑈ՞ҙፎ໒วβӦᕴय़ᑈϐКٯᔈ٩ߕ߄ϖೕۓᒤǶ
ځҔӦ٠ᔈܭϩപࡕ٩ځ٬Ҕ܄፦ᡂ׳ጓࣁۓҔӦǶ!
!!!!!!Ѹा୍ܺ܄ࡼǴᆶѦߕ߈ϐϦӅࡼ࣬ଛӝǶឦ೯ၸ܄ϐၰၡ
ޣǴᔈਈᜄ٠ϩപ౽ᙯฦࣁ၀ᆅӦБࡹ۬܌ԖǶ!
ΜΖǵѸा୍ܺ܄ࡼҔӦளբࣁΠӈӚᅿ٬ҔǺ!
ȐȑၰၡǶ!
ȐΒȑଶًǺज़բٮϦ٬ҔϐଶًǶ!
ȐΟȑԦНೀ௨ܫǵቲకނೀϷځдѸाϐᕉߥࡼǶ!
ȐѤȑߘНೀ௨ܫࡼǶ!
ȐϖȑНႝٮ๏ϷځдѸाϐϦҔ٣ࡼǶ!
ȐϤȑඳᢀᆢៈࡼǶ!
ȐΎȑ୍ܺϷᆅύЈǶ!
ȐΖȑҶᏨϦ༜ǵቶǶ!
Ȑΐȑੇǵៈ۞Ϸ࣬ځᜢН۞ࡼǺज़ᔭੇϷᖏݞοϐ୷ӦǶ!
ȐΜȑځдѸाϐ୍ܺࡼ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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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ࡼҗ໒ว܈ޣᆅہॄೢᔼᆅǶ!
Μΐǵ୷ӦϣளჄۓೀࡰۓϐୱ୍ܺϷᆅύЈȐаΠᙁᆀҁύЈȑǴ
ځфૈа୍ܺϣπࣁচ߾Ǵ٠ளբࣁΠӈ٬ҔǺ!
ȐȑϦҔ٣ࡼǶ!
ȐΒȑϦҔ٣ᔼೀ܌Ϸᒤ٣ೀǶ!
ȐΟȑӼӄࡼǶ!
ȐѤȑՉࡹᐒᄬǶ!
ȐϖȑВҔࠔ႟୧ϷВத୍ܺǹځᕴኴӦ݈य़ᑈόளεܭίѳБϦЁ
Ƕ!
ȐϤȑᓓǶ!
ȐΎȑߎᑼǵߥᓀϩЍᐒᄬǶ!
ȐΖȑፁғϷᅽճࡼǶ!
ȐΐȑϷࡼǶ!
ȐΜȑ࣬ᜢᙍ૽ግ௲ػࡼǶ!
ȐΜȑᙯၮࡼǶ!
ȐΜΒȑуݨઠϷًؓуઠǶ!
ȐΜΟȑ܌ࡑܕǶ!
ȐΜѤȑځдीฝਡϐ٬ҔǶ!
ӢҁύЈϐ़܌ғϐଶًሡǴᔈаଶًϐБԄયϐǶ!
ΒΜǵ୷Ӧϣள٩ᑫᒤ٣ჴሞሡൂيπஎްޗೀǴ٠ᔈаπ
ԾՐࣁচ߾ǶځҔӦय़ᑈനεόளຬၸҙፎ໒วβӦᕴय़ᑈϐԭϩϐΟǹ
ځኴӦ݈ᕴय़ᑈനεόளຬၸ٩ՏीฝՐஎπΟΜѳБϦЁྗϐ
ӝीǶ!
!!!!!!πஎްޗϐҔӦጄൎᔈֹǵೱௗǴаճᡏೕჄ٬ҔǴ٠ଛ
ѸाϐϦӅࡼǶ!
ΒΜǵ໒วࡕ୷ӦϣϐНय़ᑈόளλܭԌନғᄊᆘӦय़ᑈࡕഭᎩ୷Ӧय़ᑈޑ
ԭϩϐΟΜǶՠୱीฝہᇡۓคቹៜӼӄϐဤޣǴόӧԜज़Ƕ!
ΒΜΒǵҙፎ໒วਢҹᔈ٩ߕҹϖȨπᆕӝѱीᆅڋीฝᇙբाᗺȩϐ
ೕۓǴᇙբѱीᆅڋीฝǴਡࡕۓբࣁ၀໒วࡌᑐϐᆅڋ٩Ᏽ
Ƕ!
ΒΜΟǵӚᅿ٬ҔϐёࡌᑐҔӦय़ᑈϐࡌጨόளຬၸΠӈೕۓǺ!
Ȑȑᆕӝπ٬ҔǺԭϩϐϤΜǶ!
ȐΒȑঊᓯࢬނ٬ҔǺԭϩϐΖΜǶ!
ȐΟȑπ୍ܺϷំ٬ҔǺԭϩϐϤΜǶ!
ȐѤȑঅ୍ܺ٬ҔǺԭϩϐΎΜǶ!
Ȑϖȑץวໆೡ٬ҔǺԭϩϐΖΜ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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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ϤȑᖼނύЈ٬ҔǺԭϩϐϤΜǶ!
Ӛී٬Ҕаࠟޔషӝ٬ҔೕჄޣǴࡌځጨаၨեࣁޣज़Ƕ!
ΒΜѤǵٮঊᓯࢬނ٬ҔޣᔈගрࢬނځೀБԄǴхࡴ୍ܺъ৩ǵբኳԄǵ
Ⴃрໆǵၮᒡૈໆǵၮᒡً፶ϐࠠԄϷ௨ำǵးڕѳ֡բਔ
໔ǵВۑӾঢ়բϐሡǵрαᆶঊᓯޜ໔ϐೕჄϷനଶ
ًѠࠠԄϐᒧǶ!
ΒΜϖǵঊᓯࢬނ٬Ҕϐ୷Ӧᆙᖏᖄ๎ၰၡޣǴځ୷Ӧࢬނ٬Ҕϐୁᔈ
ᙯًၰǴߏࡋόளλܭϤΜϦЁǶ!
ΒΜϤǵঊᓯࢬނ٬Ҕϐ୷ӦϣӵԖᘕණઠޣǴځᘕً፶рΕαऩᖏௗ
ϦӅၰၡǴ߾рΕαεߐᔈаӭًၰБԄೕჄ٠੮ኩଶޜ໔Ǵ٠୷ܭ
Ӧу෧ೲᙯًၰǴаዴߥϦӅҬ೯ϐᄣǶ!
ΒΜΎǵπ୍ܺϷំ٬Ҕϐޜ໔ǴځҺೡ୧य़ᑈόளλܭΟԭѳ
БϦЁǶՠǵਓᓔǵ୯ሞᢀӀਓᓔǵЎநύЈϣߕϐ۫Ϸ
ǴόӧԜज़Ƕ!
ΒΜΖǵᖼނύЈϷץวໆೡٮԭ٬Ҕǵໆೡǵߡճ۫ǵຬભѱ
εࠠೡ୧܄፦ϐޜ໔Ǵځኴቫϐ٬ҔଛەаόຬၸΎኴࣁচ߾Ƕ!
ΒΜΐǵٮᖼނύЈ٬ҔޣᔈჹΓً่ϐຝִࣁೀǴ٠ᔈೕჄΓًϩၰس
ǴՉΓҔၰନ୍ܺ܄፦ϐً፶ѦǴЗϪᐒً፶ΕǶՠՉ
ًၰၡୁԖቨΒϦЁаϐΓՉၰǴЪୱीฝہᇡۓค
ቹៜΓًӼӄϐဤǴளຎࣁঋڀΓՉфૈޣǴόӧԜज़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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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城鄉發展常用解釋函
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法第 51 條(有無妨礙都市計畫)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臺灣北區辦事處 98 年 10 月 2 日台財產北處字第 0984003314 號函
主旨：檢送本處 98 年 9 月 29 日邀集召開「行政院核准辦理地方政府已闢建 8 種公共設施用地管理機關變更登記執行方式
之說明及研商會議」
說明：…研商結論：…（三）依臺北縣政府城鄉發展局代表說明，道路用地，現況闢建為人行步道、水溝使用﹔或綠地、
廣場用地，現況為道路、公園使用﹔或人行步道現況為道路（巷道）、水溝使用，基於政府機關為管用合一，及後
續仍作原來之使用，且無變更使用之情事者，即無妨礙都市計畫。…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28 條(保護區容許使用項目)
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1 月 17 日營授辦城字第 1033500658 號函
主旨：保護區內得經市府審查核准得為之容許使用項目尚無明列私設通路疑義
說明：都市計畫保護區內申請作道路使用，仍需符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5 條(現行第 27 條)第 1 項各款規定並
經前臺灣省政府審查核准使得興闢。經查現行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之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得
為之容許項目尚無明列私設通路。另新北市政府制定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宜請參酌該施行細則相關規定審
慎處理。
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之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 63 年 3 月 18 日台內營字第 675149 函
主旨：都市計畫法第十七條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應限制變更地形，係禁止在計畫地區內大規模挖掘或填堆土石
說明：依都市計畫法第 17 條第 2 項規定，主要計畫發布實施後尚未發布細部計畫地區具有同項但書之規定，得由主管建
築機關指定建築線核發建築執照外，應限制其建築使用及變更地形。所謂限制變更地形，係禁止在計畫地區內大規
模挖掘或填堆土石，以免影響將來細部計畫之實施。但在計畫地區內之河川、山林採取土石，如不妨礙主要計畫，
公共安全，水土保持及原有防洪設施，其挖掘深度在二公尺以內並不違反其他有關法令之規定者可不予限制。
農業發展條例第 38 條之 1 (農業用地變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102 年 5 月 27 日農企字第 1020214592 號
主旨：有關農業發展條例第 38 條之 1 土地審查疑義
說明：農業發展條例第 38 條之 1 規定「農業用地經依法律變更為非農業用地」
，係旨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依當時法令規
定為農業用地者，始有本條文之適用。倘該土地於劃入都市計畫之非農業用地前，已非屬農業用地，自無本條文之
適用。
非都市土地申請新訂或擴大都市計畫作業要點
行政院 91 年 12 月 6 日院臺內字第 0910061625 號
主旨：所報為利爾後有關都市計畫擴大、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之特殊案例處理，建議准予修正放寬行政
院八十八年二月八日台八十八內○五八八三號函示特殊案例處理原則一案
說明：
一、按因都市計畫擴大、新訂或農業區、保護區變更為建築用地者，應辦理區段徵收，前經本部列入「當前重要土
地問題加強公共建設用地取得、貫徹土地漲價歸公、防止土地投機等三專題研議結論分辦計畫」，報奉行政院
八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台八十一內字第二六二七四號函修正核定。
二、案經本部八十七年十二月一日台八七內營字第八七七三三九九號函建議行政院准予授權由原都市計畫核定或備
案機關都市計畫委員會以七項原則，依法定程序審定其適當之開發方式，免再個案層層請示，並經行政院八十
八年二月八日台八十八內○五八八三號函示「原則同意」有案。
三、本部為配合逐步建立開發許可制度、減輕政府財政負擔及提供有效率的政府服務，有關前開行政院八十八年二
月八日台八十八內○五八八三號函核示七項原則，經本部九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邀集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農業委員會、各直轄市、縣（市）政府充分討論後，咸認為有修正之必要，爰再予適當修正放寬特殊案例處理
原則，以及明確敘明不合特殊案例處理原則，且計畫不以區段徵收開發之處理方式，經本部九十一年十月二十
八日台內營字第○九一○○八七四○六號函報請行政院核示，並經行政院九十一年十二月六日院臺內字第○九
一○○六一六二五號函同意准予授權由都市計畫核定機關都市計畫委員會以本部前開號函報處理原則，依法定
程序審定其適當之開發方式，免再個案層層請示，惟如經審定免辦區段徵收者，仍應有適當之自願捐獻回饋措
施，納入計畫書規定，以期縮短行政程序，提高國家之競爭力，並符開發許可精神及社會公平正義原則。
都市計畫第 27 條(都市計畫個案變更之規定)
內政部 93 年 1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20091111 號函
主旨：本部九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研商修正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三、四款之申請變更程序及認定核准機關事宜
會議紀錄
說明：
五、結論：
（一）有關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四款之申請變更程序及認定核准機關，基於地方制度法第十八條、
第十九條「都市計畫之擬定、審議及執行」為直轄市、縣（市）自治事項，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三條規定細部計
畫由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實施，暨簡化行政作業程序，提高行政效率，爰重新檢討營建協調會報決議之
本部七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台內營字第三二八四七七號函示規定，及配合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本部八
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台八八內營字第八八七四二七九號函送八十八年八月十二日研商會議結論，修正如次：
1、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款所稱「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係指為配合國防或經濟發展所必
需之緊急重大設施，非迅行變更無法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者；其認定程序如下：
（1）部訂計畫及中央暨所屬有關機關提出者：由申請機關或中央暨所屬有關機關函內政部予以認定。
（2）前目以外之情形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逕予認定。但情形特殊者，得報由內政部依都市計畫法第
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協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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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為配合中央……興建之重大設施」係指配合中央興建之重大設施，且
有迅行變更之必要者；其認定程序由內政部會同有關機關認定之。
3、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四款「為配合……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係指配合直轄市或縣
（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有迅行變更之必要，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參酌下列四項原則逕予認定者。
（1）已列入地方政府施政方針、施政計畫之重大設施建設計畫者。
（2）已編列預算達政府採購法規定之查核金額以上之地方重大建設者。
（3）報經中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補助二分之一以上經費興建之重大設施者。
（4）其他符合都市計畫相關法令或審議規範規定，得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變更者。
（二）有關本部以往辦理個案變更都市計畫之通案性處理方式「請直轄市、縣（市）政府詳實查明，如不影響該地
區都市計畫整體發展，且不妨礙鄰近土地使用分區者，准依都市計畫法第二十七條第一項第三、四款規定，辦
理個案變更都市計畫」乙節，就是否影響該地區都市計畫整體發展，及有無妨礙鄰近土地使用分區等事項，得
於該管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時，再予考量審查。
（三）本部七十四年九月十九日台內營字第三二八四七七號函及本部八十八年八月二十五日台八八內營字第八八七
四二七九號函送八十八年八月十二日研商會議結論，由本部循法制程序辦理停止適用。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7 條(容積獎勵上限規定)
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8 月 7 日營署中城字第 1023580612 號
主旨：貴府請釋「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 修正草案增訂都市計畫容積獎勵上限規定，是否包括大眾捷
運法給予容積獎勵，以及內政部訂定「以增額容積籌措重大公共建設財源之運作要點」之「增額容積」疑義乙案，
復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 102 年 7 月 8 日北府城都字第 1022173806 號函。
二、按目前都市計畫取得容積獎勵之途經可以概分為二類，其一為循都市計畫法定程序，將申請獎勵額度與獎勵項
目納 入計畫書規定，提供作為獎勵容積之依據；其二為依相關法律(如都市更新條例、大眾捷運法等)所定之
程序，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容核給予獎勵容積。有關各該變更都市計畫之主要計畫中，如有訂定基準容積
及各項獎勵容積加總後之總容積上限規定，係主要計畫對細部計畫使用強度之指導規定，屬行政命令之性質，
其對於前述第一種取得容積獎勵途徑而言，固有其拘束力;惟對於前述第二種取得容積獎勵途徑而言，則尚無
法以主要計畫書中屬行政命令性質之指導規定，逕予限縮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基於相關法律授權審核給予獎
勵容積之權力，亦無法逕予剝奪土地所有權人依相關法律規定申請容積獎勸之權利。
三、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 修正條文草案，所訂定之都市計畫法定容積增加建築容積額度
累計上限規定，係為建立都市計畫容積總量管制機制，並無限縮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相關法律授權審核
給予之獎勵容積。至於上開條文(草案)預告修正說明內容與本部 99 年 9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0990807669 號令
有不一致部分，將於日後條文修正說明中再予加強說明。另本部前召開都市計畫容積管制法令檢討會議獲致共
識，除修正都市計畫法各省(市)施行細則或自治條例外，已有同時建議都市更新條例及大眾捷運法之相關容積
獎勵予以檢討調降有案，俾進一步落實都市計畫容積總量管部機制。
四、至於「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 草案增定都市計畫容積獎勵上限規定，是否包含行政院核定
「垮域加值公共建設財務規劃方案」中「以增額容積籌措重大公共建設財源之運作要點」之「增額容積」乙節，
查上開運作要點作流程(一)「...分析公共建設涉及之都市計畫地區，其源基準容積、獎勵容積、發展容受力
及容積價值，綜合評估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有關都市計畫變更精神，以變更都市計畫提高建築容積方式籌
措財源，提高公共建設自償性之可行性。」是以「增額容積」像經綜合評估原基準容積、獎勵容積、發展容受
力等，提高之建築容積，並應由申請建築者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之 1 規定，提供或捐贈該增額容積價金，應
不包含於「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1 草案增訂之都市計畫容積獎勵上限規定。
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都市計畫辦理通盤檢討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7 月 22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30808153 號函
主旨：103 年 7 月 1 日研商依都市計畫法第 26 條規定辦理都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擬定機關於計畫草案階段通知涉及變更
使用分區或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執行疑義會議紀錄
說明：
一、本部 102 年 7 月 29 日內授營都字第 1020807705 號函示有關辦理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時應通知涉及「變更土地
使用分區」及「變更為公共設施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規定之意旨，係為加強保障因都市計畫變更致影響一定
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之原有權益，使其能於都市計畫草案公開展覽時能有參與表達意見之機會。是以，有關非
屬「變更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性質者 (例如：計畫案名變更、修正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都市設計原
則、防災計畫等)，尚非屬上開函示應通知之範疇。至有關變更內容實質上並無變動土地所有權人原有權益之
情形時是否應予通知，應由各地方政府就個案實際情況予以審認核處。
二、為落實依上開函示於辦理都市計畫通盤檢討時通知涉及變更土地使用分區或變更為公共設施用地土地所有權人
事宜，仍請各地方政府寬籌年度預算，以利執行。另有關 3 個月內土地登記簿所載住所資料之查詢作業，請各
地方政府都市計畫主管機關會同地政主管機關辦理，使用地政資訊系統查詢時並請注意個人資料保護法之相關
規定。
三、都市計畫之檢討變更，應依都市計畫法所定之程序辦理公開展覽、提經各級都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並經地
方政府依法發布實施，發生效力。有關辦理都市計畫公開展覽相關事宜，應依都市計畫法及都市計畫法臺灣省
施行細則、各直轄市施行細則規定辦理。至於本部上開函示係為加強公開展覽之功能，讓相關土地所有權人於
計畫草案公開展覽時能有表達意見之機會，應屬觀念通知性質。
四、有關土地登記簿登載之住所與土地所有權人實際居住地址未符，導致通知書無法送達之情形，可否利用戶籍系
統資料或以公示送達等方式通知，得由地方政府衡酌個案需要協調辦理。
五、有關鄉鎮市公所擬定之市鎮計畫或鄉街計畫，於通知時應由擬定機關或縣政府辦理通知，涉及地方政府自治權
責及行政協調與分工事宜，請各該縣政府妥與轄內各鄉鎮市公所協調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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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14 條(住宅區容許使用項目)
內政部 100 年 4 月 27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00803454 號函
主旨：有關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施行細則）住宅區內設置「飲酒店業」之執行疑義
說明：
一、依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所列飲食業（F501）包括：飲料店業（F501030）
、飲酒店業（F501050）
、
餐館業（F501060）及其他餐飲業（F501990），其中飲酒店業除無提供陪酒員外，其營業性質與酒吧業相當類
似，不宜認定與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飲食店相當，其餘應得視屬該條款規定之飲食店範疇。
二、按都市計畫法第 34 條規定：「住宅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不得有礙居住之安寧、
安全及衛生。」
，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
「住宅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
地之使用：‧‧‧十一、舞廳（場）
、酒家、酒吧（廊）
、特種咖啡茶室、浴室、妓女戶或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
，
飲酒店業其營業態樣繁多，除從事經營酒精飲料之餐飲服務外，尚有歌唱、演奏、表演、跳舞等營業行為，且
其營業時間也都逾正常晚間休息時段，勢將影響居住之安寧及公共安全，應屬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1 款
後段「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故不得於住宅區設置。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第 15 款、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28 條(保護區興建農舍)
內政部 101 年 7 月 23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10807119 號
主旨：研商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第 15 款規定申請興建農舍之認定疑義會議紀錄
說明：
（一）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第 15 款規定條文之訂定意旨，係為保障都市計畫保護區內土地
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農民實際為直接從事農業生產所作農業使用，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仍實際直接從事
農業生產，基於便於就近從事農作生產提供工作及居住場所，始得比照農業區之有關規定及條件申請建築農舍
及農業產銷必要設施。
（二）「原有做農業使用」之認定時間點，係指在都市計畫欲辦理發布實施當時，仍實際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使用而
言，並就臺灣省政府建設廳 88 年 6 月 21 日 88 建四字第 041112 號函會議結論所需檢附之文件，提供足堪證明
發布實施當時係實際直接從事農業生產使用，由縣（市）政府按實際情況及申請人所檢附之相關證明文件核實
予以認定。
（三）都市計畫保護區係為國土保安、水土保持、維護天然資源與保護環境及生態功能而劃定，都市計畫保護區於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如經認定符合前開條文規定之「原有作農業使用」
，經與會單位表達意見達成共識，於
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後，仍應持續實際直接從事農業生產，始得依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7 條第 1 項第
15 款規定辦理。
（四）因都市計畫保護區大多位屬於山坡地地區，其申請興建農舍除需符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之規定外，
相關之建築行為應符合建築法、建築技術規則及山坡地建築管理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五）本案臺北縣政府函文請釋舉例高爾夫球場開發之個案，其經行政院體育委員會廢止籌設許可後，後續涉及環
境影響評估、水土保持及建築法等相關規定應處理部分，請臺北縣政府逕予查明釐清並依法妥處。
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整體開發地區共同負擔項目)
內政部 104 年 5 月 1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41303593 號
主旨：貴府為推動公共托老、托育之社會照護政策及配合社會發展趨勢並落實居住正義，建請將所需公益性設施用地納入
整體開發共同負擔項目或辦理無償撥用 1 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本部營建署 104 年 4 月 20 日營署都字第 1042905750 號書函檢附貴府 104 年 3 月 26 日新北府城審字第
1040483963 號函辦理。
二、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60 條第 1 項規定，依本條例規定實施市地重劃時，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
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由參加重劃土
地所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像基於使用者付費之精神，規範
重劃屋內供土地所有權人使用受益之公共設施應由土地所有權人負擔。而基於社會福利政策所需公共托老、托
育及社會住宅等公益性設施用地，似非屬公共設施用地範疇，與上開列入重劃共同負擔公共設施用地性質有
別，爰不宜納入市地重劃共同負擔。
三、另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第 2 款九項以外之公共設施用地得由主管機關依財務計畫需要，
於徵收計畫書載明有償或無償撥供需地機關使用。另平均地權條 例第 60 條第 2 項規定，重劃區內未列為第 1
項共同負擔之其他公共設施用地，於土地交換分配時，應以該重劃地區之公有土地優先指配。經指配之公有土
地得另依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與無償劃分原則第 8 點規定，辦理無償撥供社會住宅使用。
爰旨揭公益性設施用地如經循都市計畫程序列為公共設施用地者，自得依現行上開規定辦理，尚無修正地政法
令需要。
四、副本分行本部營建署，旨揭公益性設施用地得否循都市計畫程序列為公共設施用地 1 節，事涉都市計畫法修正，
請卓處。
無法條
內政部營建署 101 年 10 月 4 日營署建管字第 1010058690 號函
主旨：河川區內或河川區域線內之水防道路應由建管單位於指定建築線時
說明：
一、有關河川區內或河川區域線內之水防道路可否指定建築線一節，本署前以 94 年 5 月 13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40021969 號函檢送 94 年 4 月 20 日研商都市計畫區河川區內或河川區域線內之防汛道路可否指定建築線案會
議紀錄，引用經濟部水利署 94 年 4 月 20 日經水政字第 09453033350 號函送之書面意見，略以：「水防道路在
道路（含市區及村里道路）主管機關未將其公告為道路系統並由道路管理機關接管前，不得將水防道路視同一
般道路並據以指定建築線。」及「河川區域內之現存便道、運輸路及水防道路皆不宜認定為既成道路，亦不得
據以指定建築線」在案。
二、茲據經濟部水利署 101 年 9 月 6 日經水政字第 10106106540 號函修正前開意見為：
「水防道路及河川區域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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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便道、運輸路是否得指定為建築線，應由建築法之主管機關本其主管權責，依其主管法規及其所在個別情
況之適當與否認定之。惟考量水防道路之性質，建管單位於指定建築線時，宜以業經道路主管機關接管，並公
告為一般道路者始予指定為原則。」
，請參辦。
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第 7 點(地形圖展繪套合規定)
內政部 102 年 7 月 17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07660 號
主旨：核定「變更高速公路苗栗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 (訂正書固不符部分)案」一案，檢附加蓋部印
之計畫書、圖及審核會議紀錄各 10 份，請依法發布實施，並將發布日期、文號送部備查，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 102 年 7 月 9 日府商都字第 1020134307 號函。
二、案經本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02 年 5 月 28 日第 804 次會議審決修正通過(詳會議紀錄核定案件第 10 案)。
三、副本抄送 5 直轄市政府、臺灣省 15 縣(市)政府(不合苗栗縣政府)、金門縣政府、福建省連江縣政府，檢送本
「都
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旨揭計畫案會議紀錄乙份，請確實依據本部 68 年 3 月 13 日台內營字第 942 號函示：
市計畫書圖不符時，應查明其錯誤原因予以訂正，並依都市計畫變更程序辦理，但不受定期通盤檢討之限制」
規定，嗣後各直轄市、縣(市)政府辦理訂正都市計畫書圖不符時，計畫書內變更理由欄位，應敘明訂正計畫書、
圖不符之原因；至於計畫圖部分應請依「都市計畫書圖製作要點」第 7、15 點規定之變更計畫圖例以斜斑線標
示，計畫案名部分為「變更○○○○都市計畫(訂正書圖不符部分)案」。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風景區容許使用項目)
內政部 96 年 7 月 2 日內授營中字第 0960804002 號函
主旨：有關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第 3 款暨第 5 款規定風景區內設置招待所及俱樂部容許使用疑義
說明：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一項規定略以：
「風景區為保育及開發自然風景而劃定，以供下列之使用為
限:．．．三、招待所。．．．五、俱樂部。．．．。」，又同條第二項規定：「前項使用之建築物，其構造造型、
色彩、位置應無礙於景觀；縣(市)政府核准其使用前，應會同有關單位審查。」
，其中上開條文規定有關俱樂部之
『俱樂部』不具營利性質，且對特定人為之。
使用，案據經濟部 79 年 6 月 23 日經（79）商 209942 號函釋略以：「
是以商號名稱不宜使用『俱樂部』字樣。至採會員制經營業務之方式乙節，於本業經營範圍內以招收會員方式經營，
允屬企業經營型態或方式，非屬所營業務登記範圍。」
。至有關招待所之使用，依本部訂定之「淡海新市鎮特定區
第一期細部計畫建築物及土地使用分區與都市設計管制要點」第 2 點第 1 項第 8 款規定略以:「招待所:具有生活及
。
睡眠之設備及服務，有共同之出入口、門廳，供公私團體或機構非營業性接待賓客或僱用人員短期留宿之建築物。」
本案於風景區申請設置俱樂部及招待所，請縣市政府參酌上開規定，並在其使用內容不違反該風景區劃設目的原則
下，依上開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2 項規定，會同相關單位審查後據以辦理。
產後護理機構係依護理人員法第 16 條規定、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14 條(住宅區容許使用項目)
改制前臺北縣政府衛生局 99 年 4 月 6 日北衛心字第 0990041402 號函
主旨：有關貴局所詢位於林口鄉文化一路 1 段 83 巷 14 弄 25 號及 25 之 1 號 2 樓、3 樓、4 樓（國宅段 25-5 地號）申請作
為產後護理機構是否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
說明：
復貴局 99 年 3 月 26 日北工建字第 0990252241、0990252251 號函。
一、經查旨揭建物係坐落於變更林口特定區計畫內之第二類住宅區，次依該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第二
類住宅區內得為第五組衛生設施使用，又衛生設施係現定：
「1.衛生所（站）
。2.醫院、診所、助產室、療養院，
但不包括傳染病院、精神病院及家畜醫院。3.病理檢驗院。4.藥局」等。
二、查產後護理機構係依護理人員法第 16 條規定申請設置，並屬護理機構分類設置標準第 2 條所定三種護理機構
類型之一，其服務對象以產後未滿 2 個月需護理之產婦及出生未滿 2 個月之嬰幼兒為限，又部分醫院或診所為
其發展亦有附設產後護理之家之情況，爰上本局認為其應屬醫療連續性照護之一環。
野生動物保育法及動物保護法、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6 條第 7 項(商業區容許使用項目)
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101 年 1 月 20 日北農防字第 1013221032 號函
主旨：有關民眾陳情本市轄內明耀鳥園（店址：三重區自強路 5 段 23 號）之營業行為造成環境汙染乙案，詳如說明，請
查照。
說明：依據 鈞府 100 年 12 月 26 日北府城開字第 1001881189 號函辦理。本局動物保護防疫處已於 100 年 12 月 9 日派員
前往旨揭店址進行查核會勘，經查店內動物健康狀況良好，且繁殖與買賣部分並無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及動物保護
法之情事，相關內容已於 100 年 12 月 14 日回覆。經查旨揭店家之營業行為非屬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7
條第 7 項之馬廄、牛、羊、豬及家禽等畜禽舍。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8 條(容積獎勵上限)
新北市政府 103 年 4 月 11 日北府城都字第第 1030582714 號
主旨：有關「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8 條規定獎勵與義務執行方式一案
說明：
一、依據本府城鄉發展局 104 年 3 月 20 日新北城都字第 1040441304 號函暨 104 年 4 月 21 日新北城都字第 1040640783
號函辦理。
二、有關「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8 條第 1 項第 1 款第 2 目：
「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時，得於都市計畫書
內依循下列原則或指定適用之容積獎勵：一、容積獎勵項目之訂定或指定適用，應依下列原則辦理：...（二）
應盡之義務應與獎勵加以區分，且獎勵不得重複計算。..」之規定，凡法令及都市計畫中所規範之要求皆屬開
發者應盡之義務，包含指定退縮、騎樓、無遮簷人行道、開放空間、人行步道…等具有供公眾使用性質，皆不
得重複計列開放空間獎勵，除已明確規定得核發獎勵外，依細則之規定均非屬獎勵之範疇；倘超出法令及都市
計畫規範之義務者，如前、側院…等未規定須供公眾使用，如提供公眾使用，得依法申請開放空間獎勵。
三、至「新北市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核算基準」要求沿線建築包含土管規定留設 3.52 公尺寬之騎樓或人行步道
合併留設 4 公尺以上之開放空間並核給容積獎勵部分，具有促進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政策性目的且含有配合公
益而犧牲設置騎樓之權益，並已明確規範得核發獎勵範圍，故於該基準修訂前仍依該規定辦理。
四、此外，旨揭細則第 48 條第 1 項：
「都市計畫擬定或變更時，得於都市計畫書內依循下列原則或指定適用之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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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勵...」一節，因本市已發布實施都市計畫案件眾多，且辦理中變更案件亦未含括全市都市計畫案，目前已
依上開細則規定於計畫書敘明「義務應與獎勵區分，且獎勵不得重複計列」之計畫案有限，致衍生執行疑義，
考量若待全市都市計畫案變更完成則恐時間冗長，且為免掛一漏萬，爰以本函示周知，至函示前尚於程序中之
案件，考量法令規定之穩定性，仍得核給相關獎勵，函示後之申請案件，則依本函示內容辦理。
無法條
新北市政府 102 年 2 月 18 日北府城都字第 1021223191 號
主旨：檢送本市尚未辦理整體開發完竣地區之申請建築行為或事業計畫時需簽立切結書之簽奉核可影本及相關附件供參
說明：
一、依 102 年 1 月 22 日簽奉核可事項辦理。
二、針對本市都市計畫附帶條件規定應辦理整體開發並且尚未開發之地區，考量相關建築行為或事業計畫未符合未
來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以及開發之整體性，並因進行都市計畫公開展覽程序後應符合信賴保護原則，為
避免增加爾後整體開發地區之財務負擔，應要求申請者與市府簽立切結書。本案經研議本市整體開發地區簽立
切結書之通案性原則事宜，並就法令依據、適用對象、執行方式及切結書格式說明如下：
（一）法令依據：依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第 1 項：
「行政機關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得為附款。無裁量權者，以
法律有明文規定或為確保行政處分法定要件之履行而以該要件為附款內容者為限，始得為之。」。
（二）後續簽立切結書適用對象
1. 就本市後續有關未完成整體開發地區之建築行為或事業計畫之申請，在考量其使用行為未符合土地使用分區管
制以及開發之整體性下，為避免增加整體開發地區財務負擔，應由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以附款條件簽立切結書為之。
2. 若行政處分係於整體開發地區都市計畫公開展覽日後所作成(如蘆洲北側農業區區段徵收案已自 101 年 7 月 2 日
公開展覽)，雖都市計畫尚未完成法定程序，惟考量其使用行為未符合未來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以及開
發之整體性下，並因進行都市計畫公開展覽程序後應符合信賴保護原則，為避免增加爾後整體開發地區之財務
負擔，亦應要求申請者與市府簽立切結書。
（三）執行方式
1.由本府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行政程序法第 93 條，作成行政處分有裁量權時，以附款條件請申請者簽立切結
書為之。
2. 本府相關單位具有審查權時，得就其申請內容涉及都市計畫整體開發規定時，要求申請單位與本府簽立切結書，
並一併副知受理申請機關，並要求受理機關於作成行政處分時將該切結書與本府規定事項納入許核可知附帶條
件。例如汽車駕訓班之核准設立為公路監理機關，該機關依「民營汽車駕駛人訓練機構管理辦法」函請本府審
核，若所申請案件位屬尚未辦理開發之都市計畫整體開發地區，應與市府簽立切結書。
（四）切結書格式:已制定統一格式，詳附件。
三、另為加速後相關案件申請之公務時效，後續簽立切結書時，授權由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府之名義與申請
者簽立，並為利後續執行及控管案件辦理情形，若相關單位與申請單位簽立切結書時，一併抄送切結書副本予
本府地政局及城鄉發展局。
無法條
新北市政府 103 年 4 月 11 日北府城都字第 1030582714 號
主旨：本市公園、綠地及學校等公共設施用地設置變電箱等配電設施處理原則
說明：
一、依據 102 年 9 月 5 日及 103 年 3 月 24 日奉准府簽續辦。
二、經查旨揭原則業以 102 年 9 月 18 日北府城都字第 1022685144 號函頒在案（諒悉）；然考量實務執行，經與相
關單位研商後，重行修正本原則如下：
（詳附件 1 流程圖）
：
(一)申請人提出新設、遷移變電箱等配電設施之需求，並擇定適宜之公共設施用地。
(二)由欲設置配電設施之公共設施用地管理機關，依市有財產管理規則之精神，初步審核是否違背該公共設施事業
目的或原定用途。
(三)初審通過後，用地管理機關邀集相關單位辦理會勘，確認該等設施之設置費用、後續安全維護及是否無礙周邊
環境。
(四)確認得設置該等設施後，續依「新北市公園、綠地及學校等公共設施用地設置配電設施收費表」
（附件 2）等相
關規定，由土地管理機關向申請人收取使用費。
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7 條 15 款 (保護區容許使用項目)
臺灣省政府建設廳 88 年 6 月 21 日 八八建四字第 041112 號
主旨：都市計畫發布前做農業使用如何認定疑義案會議紀錄(涉及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7 條 15 款)(於 88 年認定要求檢附文
件)
說明：
一、請各縣市政府依照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之地形圖或航照圖、地籍登記資料(包括地目、等則等)及申請人所提供
足堪證明原有作農業使用之文件(如睡及資料、農業用水用電證明…等)資料認定之。
二、如在審查過程中，審查單位認有必要請申請人舉證時，申請人負有提供相關證明之義務。
無法條
內政部 102 年 6 月 17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20806449 號
主旨：檢送 102 年 6 月 5 日召開研商「監察院調查有關政府協議價購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僅具有買賣之法律關係，
尚未給付價金者，涉及公共設施保留地認定疑義事宜」第 2 次會議紀錄，請查照。
說明：依據本部 102 年 5 月 30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20200531 號開會通知單續辦。
(一)本案業經法務部 102 年 5 月 13 曰法律字第 10203503910 號函復本部略以，參照民法第 l44 條第 l 項規定及
法院判決意旨，縱因時隔多年，致請求土地所有權人辦理所有欐移轉登記之消滅時效完成，亦僅出賣人得執以
拒絕給付而己，其原有之法律關係並不因而消滅；且即使需用土地人未依約給付價金，亦不影響買賣契約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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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僅生出賣人另行請求給付價金之問題。是以，有關需用土地人雖遲未給付價金，如其買賣關係仍存在，政
府有合法土地使用權之公共設施用地， 己非保留供政府或公用事業機構取得開闢 ，並己不具保留性質，尚難
認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為利執行，有關「買賣法律關係仍存在，政府有合法土地使用權」 之認定，應同時
具備下列二要件：
1.成立合法之買貢契約或達成經政府協議價購之證明文件
2.出賣人本於買賈之法律關係交付土地予買受人。
(二)次按民法第 3 百 45 條規定 :「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
事人就標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時，買賣契約即為成立。」有關個案協議價購之土地，買賣契約有否成立，涉
及有否簽訂契約、達成合意等執行問題，應由需用土地人依個案事實予以審認。
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至第 51 條(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認定疑義)
內政部 87 年 6 月 30 日台（87）內營字第 8772176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計畫法所稱「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認定疑義乙案。
說明：
一、查都市計畫法所稱「公共設施保留地」
，依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至第 51 條之立法意旨，係指依同法所定都市計
畫擬定、變更程序及同法第 42 條規定劃設之公共設施用地中，留待將來各公用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
鎮、縣轄市公所取得者而言。已取得或非留供各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取得者，仍非屬
公共設施保留地。
二、左列經都市計畫主管機關列冊或都市計畫書規定有案之土地，為非留供各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
轄市公所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應非屬都市計畫法所稱「公共設施保留地」。
（一）經依都市計畫法第 30 條規
定所訂辦法核准由私人或團體投資興辦之公共設施用地。
（二）依都市計畫法第 61 條第 2 項規定，已由私人或
團體於舉辦新市區建設範圍內，自行負擔經費興建之公共設施用地。（三）配合私人或團體舉辦公共設施、新
市區建設、舊市區更新等實質建設事業劃設，並指明由私人或團體取得興闢之公共設施用地。
三、經各公用事業機構、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開闢使用，但尚未依法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依前述都
市計畫法之立法意旨，仍屬公共設施保留地。
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至第 51 條(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認定疑義)
內政部 93 年 5 月 17 日台內營字第 09300841572 號函釋
主旨：「監察院為調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業經政府協議價購，但土地仍登記為私有土地，是否仍屬公共設施保留地」
會議記錄
說明：
（一） 本部八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八十七）台內營字第八七七二一七六號函釋「…經各公用事業機構、各該管
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開闢使用，但尚未依法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仍屬公共設施保留地。」之意旨：
1. 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依民國八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修正公布之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第二項規定，於徵收
前移轉可免徵土地增值稅；其於依法徵收時，依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九條規定，應按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
均公告土地現值給予地價補償，必要時得加成補償；其因繼承或因配偶、直系血親間之贈與而移轉者，得依都
市計畫第五十條之一規定，免徵遺產稅或贈與稅，因此，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規定，關係人民權益至鉅。
2. 查本部八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八十七）台內營字第八七七二一七六號函釋前，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規定，係
以已取得或已開闢使用為基準，基於左列各點考量，爰以該函變更解釋為以已取得維認定基準。
(1) 公共設施保留地如以已開闢使用為認定基準，將造成願意先行提供土地作公共設施使用之土地所有權人，無法
享有前述徵收地價補償及減免土地增值稅、遺產稅與贈與稅之優惠，致土地所有權人權益嚴重受損。
(2) 揆諸立法院公報第六十二卷第五十九期所刊載之立法院內政、經濟、交通三委員會聯席審查都市計畫法修正草
案會議紀錄有關公共設施保留地一詞之詢答內容，僅參採土地法第二百十三條保留徵收規定之精神，是以，公
共設施保留地如以已開闢使用為認定基準，即與上開都市計畫法之立法精神不合。
(3) 查行政院有關既成道路因具有公用地役關係，非屬公共設施保留地，依規定不得辦理徵收補償之相關函令解釋
（行政院六十七年七月十四日台六十七內字第六三○一號函、六十九年二月二十三日台六十九內字第二○七二
號函），與憲法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不符部分，彙分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議決釋字第四○○號解釋應不再援
用，至於行政院七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台七十一內字第一九八九一號函業經本部報奉行行政院八十七年五月
十一日台八十七內字第二二三八七號函示同意停止適用。
（二） 公共設施保留地如經需地機關協議價購並已開闢使用供通行三十餘年，惟迄未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依
八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八十七）台內營字第八七七二一七六號函說明解釋，是否仍屬公共設施保留地：按民法
第三百四十五條規定：「稱買賣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移轉財產權於他方，他方支付價金之契約。當事人就標
的物及其價金互相同意十，買賣契約即為成立」
，復按最高法院八十五年台上字第三八九號判例略以：
「按消滅
時效完成，僅債務人取得拒絕履行之抗辯權，得執以拒絕給付而已，其原有之法律關係並不因而消滅。在土地
買賣之情形，倘出賣人已交付土地與買受人，雖買受人之所有權移轉登記請求權之消滅時效已完成，惟其占有
土地既係出賣人本於買賣之法律關係所交付，即具有正當權源，原出賣人自不得認係無權占有而請求返還」，
是以，經政府協議價購之土地，雖尚未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其買賣法律關係仍存在，政府仍有合法土地使用權，
依前開八十七年六月三十日函釋，已非保留供政府或公用事業機構取得開闢，並已不具保留性質，尚難認定為
公共設施保留地。
（三） 土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第十七點規定：
「政府機關協議價購之土地，如補辦徵收，仍應依法補償其地價。」
之意旨即適用時點：查土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第十七點規定：
「土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第十七點規定：
「政府機
關協議價購之土地，如補辦徵收，仍應依法補償其地價。」係源於本部七十五年三月三日台七五內地字第三八
七一二一號函復陸軍第一營產管理所七十五年二月二十日七五敏氣字○五八五號函所報案例，嗣將該部函納入
土地徵收法令補充規定。該部函之意旨在闡明土地徵收屬公法行為，須於完成法定之公告程序並依法發給土地
所有權人補償費後，始發生公法上之徵收效力，是故補辦徵收，仍應依法補償其地價，而不能以原協議價購之
地價代替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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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上開第（二）項土地，如經解釋非屬公共設施保留地，可否補辦徵收？又徵收之法令依據為何？國家因
公益需要，興辦土地徵收條例第三條所定事業，得徵收私有土地；徵收之範圍，應以其事業所必須者為限。另
都市計畫範圍內得予徵收之土地，本部八十九年一月二十七日台八九內營字第八九八二二四九號函並有明釋。
又按都市計畫法第五十二條規定，都市計畫範圍內，各級政府徵收私有土地，不得妨礙當地都市計畫，是以，
上開第（二）項土地，如有補辦徵收之必要，自得依上開法律規定辦理。
都市計畫法第 48 條至第 51 條(公共設施保留地之認定疑義)
內政部 96 年 3 月 27 日內授營字第 0960802036 號函
主旨：關於新店市公所於 60 年至 92 年間為開闢道路與地主協議價購之土地，因故為辦理產權移轉登記，擬與原土地所有
權人補訂買賣契約，該等土地是否屬公共設施保留地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 96 年 2 月 6 日北府城開字第 0950859091 號函。
二、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業經政府協議價購，雖尚未辦理產權移轉登記，其買賣法律關係仍存在，政府仍有合
法土地使用權，已非保留供政府或公用事業機構取得開闢，'並巳不具保留性質，尚難認定為公設施保留地，
前經本部 93 年 5 月 17 日台內營字第 09300841572 號函釋在案 (詳附件一)，本案仍請依上開函釋規定辦理。
三、次查依平均地權條例第 42 條規定略以：
「被徵收之土地，免徵其土地增值稅。依都市計畫法指定之公共設施保
留地尚未被徵收前之移轉，準用前項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是以本案土地如係公共設施保留地，其未被
徵收前之移轉，當得以適用上開規定免徵土地增值稅(詳附件二)，並予敘明。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附表(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101 年 7 月 26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10807089 號
主旨：有關「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附表之容許使用項目列舉之社會福利設施、兒童及青少年之
托育機構部分，包括托嬰中心；至於托兒所使用項目部分，應不包括托嬰中心。
說明：
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於 92 年 6 月 27 日訂定發布施行，其中附表立體及平面多目標使用項目
得為托兒所使用，惟按 93 年 12 月 23 日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及 100 年 6 月 29 日育兒教育照顧法發布
實施後，已調整為現行之托嬰中心及幼兒園，故就托兒園之適用產生疑義。
二、依 101 年 1 月 6 日修正發布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 6 條第 1 項托育機構依收托兒童年齡分為下列三
類：
「一、托嬰中心：收托未滿二歲之兒童。二、托兒所：收托二歲以上學年齡前之兒童。...」是以，依上開
有關托育機構分類，托兒所不包括托嬰中心。又依 100 年 11 月 30 日修訂之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75
條第 1 項規定，托嬰中心係屬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一。
三、綜上，有關旨揭辦法附表規定立體及平面多目標使用項目所列舉之社會福利設施、兒童及青少年之托育機構部
分，包括托嬰中心，至於托兒所使用項目部分，應不包括托嬰中心。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16條第1項第11款(零售市場用地多目標作商業使用之規定)
內政部100年12月8日營署都字第1000076999號
主旨：零售市場用地多目標作商業使用得作為視聽歌唱業使用，不得作為舞場業、酒吧業、飲酒店業使用。
說明：
一、有關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作商業使用，可否作為視聽歌唱業使用，內政部 89 年 4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8905230 號
函已有釋明：
「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市場用地三樓以上作商業使用，在省轄屬地區，按
商業區之使用管制規定使用。但不得作為旅館、酒家（館）、茶室、咖啡廳、舞廳、夜總會、歌廳或其他類似
營業場所使用。上開『其他類似營業場』係參照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6 條第 1 項第 11 款之規定所定，
其認定依上開條款有關認定標準辦理...又查遊藝場...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6 條第 1 項第 10 款業已
。是以，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作商業使用，
明文列舉。準此...視聽歌唱業，不屬...『其他類似營業場』之範疇」
得作為視聽歌唱業使用。
（上開細則第 16 條已修正條次為第 15 條，款次不變）
二、另有關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作商業使用，可否作為舞場業、酒吧業、飲酒店業使用，依內政部 100 年 4 月 27 日
內 480383541 授營中字第 1000803454 號函說明二略以：...飲酒店業其營業態樣繁多，除從事經營酒精飲料之
餐飲服務外，尚有歌唱、演奏、表演、跳舞等營業行為，且其營業時間也都逾正常晚間休息時段，勢將影響居
住之安寧及公共安全，應屬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1 款後段「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
。是以，都市計畫市
場用地作商業使用，不得作為舞場業、酒吧業、飲酒店業使用。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第1項(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100年12月8日營署都字第1000076266號函
主旨：有關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相關規定供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用地，其容許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得否依「都
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第 1 項規定，不受附表之限制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查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第 27 條規定：
「主辦機關為有效利用公共建設所需用地，得協調內政部、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調整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開發、興建供該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使用」
，本部並配合於旨開辦法第 3 條
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之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依附表之規定。但作下列各款使用者，不受
附表之限制：一、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相關規定供民間參與公共建設之附屬事業用地，其容許使用項目依都
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調整。...」准此，符合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之公共建設附屬事業用地，為因應個案不
同公共建設開發興建需要，其作多目標使用得不受上開辦法第 3 條附表用地類別、使用項目及准許條件限制，惟其
有關之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仍應依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調整之，以利執行。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附表(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99年8月6日內授營都字第0990806121號函
主旨：99 年 7 月 21 日召開研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附表之「立體多目標使用」及「平面多目標
使用」之定義及區別疑義會議紀錄
說明：
(一)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以下稱本辦法)第 3 條附表之「立體多目標使用」
，係指應以立體(地上
或地下)分層方式，規劃配置不同用途之使用;「平面多目標使用」係指應以該土地平面規劃不同用途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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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平面多目標使用如依其容積率規定興建 2 樓以上樓層時，仍僅得作單一用途使用，以符平面使用之規定。
(二)至本辦法第 12 條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得同時作立體及平面多目標使用，係指公共設施用地如同時符合附表甲
立體多目標使用及附表乙平面多目標使用之規定，得同時分別規劃作立體及平面多目標使用，尚非前開立體及
平面之規劃配置方式得併同使用，併予釐清。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3條附表(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89年4月26日台內營字第8905230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三樓以上作商業使用，可否作為電子遊藝場及視聽歌唱場（KTV）等用途使用
說明：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第十一點（甲）立體多目標使用規定，市場用地三樓以上作商業使用，在
省轄屬地區，按商業區之使用管制規定使用。但不得作為旅館、酒家（館）、茶室、咖啡廳、舞廳、夜總會、歌廳
或其他類似營業場所使用。上開「其他類似營業場」係參照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之
規定所定，其認定依上開條款有關認定標準辦理，前經本部八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台（八七）內營字第八七七一七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業已明文
三八號函規定在案；又查遊藝場及視聽歌唱場（KTV）
列舉。準此，本案市場用地三樓以上作電子遊藝場及視聽歌唱場（KTV）
，不屬前開同條項第十一款「其他類似營業
場」之範疇，自得依上開方案之規定申請經營。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及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14 條(住宅區容許使用項目)
內政部 100 年 4 月 27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00803454 號函
主旨：有關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以下簡稱施行細則）住宅區內設置「飲酒店業」之執行疑義乙案
說明：
一、依經濟部商業司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所列飲食業（F501）包括：飲料店業（F501030）
、飲酒店業（F501050）
、
餐館業（F501060）及其他餐飲業（F501990）
，其中飲酒店業除無提供陪酒員外，其營業性質與酒吧業相當類
似，不宜認定與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2 款之飲食店相當，其餘應得視屬該條款規定之飲食店範疇。
二、按都市計畫法第 34 條規定：「住宅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其土地及建築物之使用，不得有礙居住之安寧、
安全及衛生。」
，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住宅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
、酒家、酒吧（廊）
、特種咖啡茶室、浴室、妓女戶或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
，
地之使用：‧‧‧十一、舞廳（場）
飲酒店業其營業態樣繁多，除從事經營酒精飲料之餐飲服務外，尚有歌唱、演奏、表演、跳舞等營業行為，且
其營業時間也都逾正常晚間休息時段，勢將影響居住之安寧及公共安全，應屬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1 款
後段「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故不得於住宅區設置。
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違規使用裁罰)
內政部 104 年 2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1030608691 號函
主旨：有關函為都市計畫工業區違規作住宅使用，未能進入稽查，致現場實際使用認定困難 1 案，復請查照。
說明：本部 103 年 12 月 4 日台內營字第 1030610902 號函以「經依行政程序法第 42 條函請當事人會同勘驗，經當事人拒
絕配合時，得依適用房屋稅『住家用房屋』稅率作為實際居住使用證據之一」請財政部提供卓見，俾供地方政府執
行稽查與作成行政處分之參據，案經該部 104 年 1 月 5 日台財稅字第 10300714520 號函復以房屋稅「住家用房屋」
稅率作為實際居住使用證據之一，該部無意見。房屋稅條例第 5 條條文於 103 年 6 月 4 日修正公布，增訂第 2 項授
權財政部訂定自住及公益出租人出租使用房屋之認定標準，於同年 6 月 29 日訂定發布「住家用房屋供自住及公益
出租人出租使用認定標準」
，依該標準第 2 條規定，個人所有之住家用房屋符合下列情形者，屬供自住使用：1.房
屋無出租使用。2.供本人、配偶或直系親屬實際居住使用。3.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全國合計 3 戶以內。綜上，
工業區建築物如經查核有住家用房屋稅率之適用時，得依論理、經驗法則及上開認定標準判斷有實際居住使用情
形，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相關規定予以裁罰。
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違規使用裁罰)
內政部 103 年 11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1030608691 號函
主旨：乙種工業區違規住宅查察流程疑義
說明：
一、都市計畫工業區疑似違規作住宅使用，有關稽查程序事宜，涉及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至第 43 條之規定，本部 101
年 4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1010802709 號函釋有案，合先敘明。
二、按行政程序法（以下稱本法）第 42 條規定，行政機關為瞭解事實真相，得實施勘驗。
（第 1 項）勘驗時應通知
」上開規定係行政機關為瞭解事實真相，得對與事實有關人、
當事人到場。但不能通知者，不在此限。
（第 2 項）
地、物實施勘驗，並未課予當事人配合調查之協力義務，故當事人未配合調查時，行政機關不得依上開規定實
施強制檢查，而須有其他法律依據，始得為之。（本法第 42 條立法理由、法務部 98 年 11 月 16 日法律字第
。準此，倘對拒絕主管機關檢查者，僅規定
0980044879 號函及 99 年 1 月 12 日法律字第 0980046943 號函參照）
得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行政罰，並未有「強制檢查」明文規定，則主管機關對於拒絕檢查者，尚不得逕予強制
執行檢查。
三、貴府函以實際稽查時，所有權人等均不願配合領勘，因憲法保障人民自由而使貴府人員無法入內勘查確認違規
「行政機關於裁處前，應給予受處罰者
事宜，致無法依違規裁處程序予以裁罰一事，按行政罰法第 42 條規定：
陳述意見之機會。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已依行政程序法第 39 條規定，通知受處罰者陳述意
見。...六、裁處所根據之事實，客觀上明白足以確認。...」又依本法第 36 條規定：
「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
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對於行政機關作成決定前之調查證據、
認定事實，係採職權調查主義，故行政機關對於應依職權調查之事實，負有調查義務，且應依各種合法取得之
證據資料認定事實，作成行政決定（本法第 43 條規定參照）
。是以，縱因建築物使用人、管理人或所有權人以
維護私領域為理由，拒絕稽查而未能進入該私人領域調查，倘依其他所查事實及證據，已足證明違反法令之事
實存在，仍得據以裁處行政罰，法務部 102 年 9 月 3 日法律字第 10203508980 號函請參照。
四、關於貴府依都市計畫相關法規進行查察及對違反者之處罰，屬實務執行之事實認定與裁量權行使，請貴府本於
權責卓處。如認執行面有強制進入檢查之必要，因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事項，貴府得於自治條例中明定強制檢查
之法源依據，以符法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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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關上開法務部函釋之詳細內容，請逕至該部主管法規查詢系統查閱。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0 條及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33 條(農業區於都市計畫發布前之已為建地目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6 月 12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30174712 號函
主旨：有關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0 條規定興建之建築物出租作為學生宿舍，是否符合「居住使用」之規定疑義
乙案
說明：
一、有關「居住使用」係指建築物具有起居室、臥室、廚房及衛浴等室內空間（含僅具部分空間）及居住機能以供
居住、起居、烹飪、用餐等使用。予先敘明。
二、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0 條規定意旨，係為保障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
可供興建住宅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於都市計畫發布後土地所有權人既有合
法申請建築使用及原有建築物之修建、改建、增建或拆除後新建之權益，其土地及建築物除作居住使用及建築
物之第一層得作小型商店及飲食店外，不得違反農業區有關土地使用分區之規定；復按同細則第 29 條有關農
業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農業區除經縣（市）政府審查核准之農舍、農業產銷必要設施、休閒農業設施、
農村再生相關公共設施及第 29 條之 1、第 29 條之 2 容許使用項目外，亦無得申請作為其他營利事業辦公室使
用之規定。是以，農業區建地目土地，除依上開規定之使用項目外，不得作其他營利事業或其辦公室之使用。
三、本案都市計畫農業區建築物作為學生宿舍使用，是否符合居住使用，請依前開說明二、三之規定，諸權責逕予
核處。
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違規使用裁罰)
內政部 103 年 1 月 17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0242 號函
主旨：為執行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裁罰，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為多數共有人，應如何處理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 102 年 12 月 25 日基府都計貳字第 1020192815 號函。
二、依司法院釋字第 641 號解釋理由書：「對於人民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處以罰鍰，其違規情節有區分輕重程
度之可能與必要者，應根據違反義務情節之輕重程度為之，使責罰相當。」有關處罰對象部分，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明定得處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使用人或管理人。參照最高行政法院 95 年 1 月份庭長聯席會議決議意
旨：
「應就其查獲建築物違規使用之實際情況，於符合建築法之立法目的為必要裁量，並非容許建築主管機關
恣意選擇處罰之對象，擇一處罰或兩者皆予處罰。又行政罰係處罰行為人為原則，處罰行為人以外之人則屬例
外。建築主管機關如對行為人處罰，已足達成行政目的時，即不得對建築物所有權人處罰。」是以，處分機關
應依本部 98 年 4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0980064342 號函說明二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至第 42 條之規定調查事
實與證據、第 43 條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是
否有故意或過失等責任條件。
三、至於裁罰時，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為多數共有人，應如何處理乙節，處分機關以所有權人之人數為處罰基礎，
固為促進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有效手段，且該手段易收遏阻不法之效，尚屬維護公益之必要措施。然
而處分機關於土地或建築物所有權人為多數人共有且未設管理人或代表人時，即分別處罰全體共有人，如此劃
一之處罰方式，於特殊個案情形，難免無法兼顧其實質正義；尤其罰鍰金額有無限擴大之虞，可能造成個案顯
然過苛之處罰，而有違比例原則。據此，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明定處新臺幣 6 萬元以上 30 萬元以下罰鍰，為避
免對於土地或建築物之所有權為多數人共有，分別處罰共有人，致產生全體共有人罰鍰總額高於行為人之情
形，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得依事實調查結果衡酌是否認定全體共有人之違法係一行為，予以
處罰。如是，則全體共有人間負擔連帶責任，個別共有人究應受處若干罰鍰方屬恰當，法無明文，可依事實調
查結果之可歸責程度、獲益多寡、權利比例或表明其他主客觀因素等予以裁量。
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違規使用裁罰)
內政部 98 年 4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0980064342 號函
主旨：有關函詢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行政罰鍰及處分之執行疑義乙案
說明：
一、案查本部 89 年 8 月 8 日台 89 內營字第 8908549 號函釋內容與 94 年 2 月 5 日公布之行政罰法第 7 條、第 8 條
並無不符之處，合先敘明。
二、行政罰責任之成立雖須具備故意或過失之主觀歸責要件，但鑑於行政罰之目標在維持行政秩序，樹立有效之行
政管制，以維持公共利益。因此行政罰之「過失」內涵，並非如同刑事犯罪一般，單純建立在行為責任基礎下，
而視個案情節及管制對象之不同，兼有民事法上監督義務之意涵（最高行政法院 97 年判字第 880 號參照）
。有
關違規地址土地所有權人無法負舉證責任時，是否推認其有故意或過失乙節，應依行政程序法第 36 條至第 42
條之規定調查事實及證據，第 43 條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土地所有
權人是否有故意或過失等責任條件。
三、行政法上所謂「一事」或「行為」
，係以一項法律之一個管制目的為認定基礎。違規擅自變更地形、採取土石
應以一違規事件一裁罰為原則，至於某土地所有權人持有多筆土地或持分時如何裁罰乙節，法無明文規定，應
依違規事實、證據、參與行為之作用與可非難性之程度審酌個案實際情形辦理。
四、至於詢問依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裁罰時，
「該案擬強制執行停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其他恢復原狀之
措施時，是否可不需先處以罰鍰，僅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之處分」乙節，查 89 年 1 月 26 日
修正公布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之修法意旨，配合除罪化之法制方向，對違反土地使用規定，朝向以加重行政罰
之方式解決違規行為，以替代刑罰；提高罰鍰上限額度，並增訂對連續違規使用且不依限改善者，得施以連續
性之罰鍰，及有關拒繳納罰鍰之處理規定以收嚇阻違規使用之效。次查，行政罰係指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而受罰
鍰、沒入或其他種類行政罰等之裁罰性不利處分。如其處分係命除去違法狀態或停止違法行為，或屬預防性不
利處分、保全措施或行政執行方法者，與行政罰之裁罰性不同，非屬裁罰性之不利處分。查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規定之「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非屬行政罰，故該案擬強制執行停止供水、供電、封閉、
強制拆除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時，採「不先處以罰鍰，僅勒令拆除、改建、停止使用或恢復原狀之處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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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前開之規定。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27 條(保護區容許使用項目)
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2 月 20 日營授辦城字第 1030009698 號函
主旨：貴處請釋「殯葬設施」是否屬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之「社會福利事業所需之設施」
。
說明：
一、依據衛生福利部 103 年 2 月 13 日部授家字第 1030851423 號函辦理，並復貴處 103 年 1 月 23 日新北殯政字第
1033450573 號函辦理。
二、查現行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11 目規定「社會福利設施：1.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
(托嬰中心、早期療育機構)。2.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顧型、養護型及失智照顧型)。3.身心障礙福利機
構。」。准此，上開施行細則第 27 條規定之「社會福利事業所需之設施」可適用上開第 18 條條文所列之「社
會福利設施」項目；至「殯葬設施」非屬相關社會福利法規所定之社會福利社是項目，亦非屬前開施行細則第
27 條所規定之「社會福利事業所需之設施」範疇。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17 條(商業區容許使用項目)
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1 月 23 日營授辦城字第 1030004086 號函
主旨：貴府函詢有關都市計畫商業區是否得申請設置禮廳及靈堂事宜
說明：
一、復貴府 103 年 1 月 15 日北府城都字第 1030065404 號函。
二、查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17 條規定：
「商業區為促進商業發展而劃定，不得為下列建築物及土地之使用：…
四、公墓、火化場及骨灰(骸)存放設施、動物屍體焚化場。…。十二、其他經縣(市)政府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
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並依法律或自治條例限制之建築物或土地之使用。」准此，民眾於商業區作為禮廳及
靈堂使用非屬商業區明文禁止使用項目，惟貴府如認定有礙商業之發展或妨礙公共安全及衛生等，得依上開條
文規定辦理。
都市計畫法第 79 條(違規使用裁罰)
內政部營建署 91 年 11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0910081556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計畫法第七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處罰對象執行疑義乙案
說明：為免旨揭規定執行產生疑義並減少類似爭訟，請貴府參酌本部八十八年七月十六日台八八內營字第八八七三八六九
號函有關建築法第九十條規定之執行方式略以：「…未達直接處罰嚇阻行為效果，第一次違規處罰對象為其使用人
並副知所有權人，其後經勒令停止使用不停止使用之連續處罰，得認定所有權人為共犯，併罰之。」辦理。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11 月 22 日營署都字第 1020077099 號函
主旨：有關貴府函請釋示「飲酒店」是否非屬都市計畫零售市場用地使用項目商業使用之准許條件範圍
說明：
一、復貴府 103 年 11 月 15 日北府城開字第 1022984820 號函。
二、查本部 89 年 4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8902230 號函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市場用地三樓以
上作商業使用，在省轄屬地區，按商業區之使用管制規定使用。但不得作為旅館、酒家(館)、茶室、咖啡廳、
舞廳、夜總會、歌廳或其他類似營業場所使用。上開『其他類似營業場』係參照都市計畫法台灣施行細則第 16
條第 1 項第 11 款(已修正條次為第 15 條第 1 項第 11 款)之規定所定，其認定依上開條款有關認定標準辦理」
有按。次查，本部 100 年 4 月 27 日內授營中字 1000803454 號函示略以：「…飲酒店業其營業樣態繁多…應屬
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1 款後段『其他類似營業場所』…」
，以及 101 年 11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1010337209
「五…『飲酒店業』應屬…
號令修正發布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其中修正條文對照表第 15 條說明欄略以：
『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為予明列，爰增訂第 1 條第 12 款…」是以，市場用地多目標商業使用自不得申請
作「飲酒店」使用。
平均地權條例第 22 條(農業區徵收田賦)
行政院 62 年 5 月 4 日台（62）內字第 3934 號函
主旨：完成細部計畫道路兩側土地得依實際情形劃為公共設施已完竣地區
說明：內政部邀集財政部等有關機關對本案會商結論：
一、本案據台北市政府工務局、財政局暨臺灣省政府建設廳、地政局出席會議代表說明，主要計畫道路雖尚未開闢，
但細部計畫道路業經完成，且有原既成道路，可資接通行駛貨車者，均經依照行政院臺（五三）內字第八二Ο
三號令釋，勘劃為 公共設施完竣 地區改課地價稅有年，如依照行政院台（六十一）內字第七一四六號令釋示
辦理，則上開地區均應改劃為公共設施尚未完竣地區，並應將已課地價稅退還，改課田賦。茲以此諸地區既可
通行貨車，如排水及裝設水電亦無問題，為期促進都市建設並使稅負公平，避免土地壟斷投機，擬請仍准列為
公共設施已完竣地區。
二、與會各機關代表研商結果，咸認行政院暨臺（六十一）內字第七一四六號令第二項所稱「主要計畫道路尚未開
闢，細部計畫道路僅局部完成之地區，雖有非計畫道路之原既成道路可資接通行駛貨車，依前開院令釋示，似
尚難確定為該項公共設施業已完成。」一節，似係指該尚未開闢之主要計畫道路兩側土地公共設施尚未完成而
言。至其業經完成之細部計畫道路兩側土地，仍得依實際情形劃為公共設施已完竣地區。
平均地權條例第 22 條(農業區徵收田賦)
內政部 83 年 1 月 14 日台（83）內地字第 8378176 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地區公共設施（計畫道路）無論是否由政府開闢完成，均宜劃設為公共設施完竣地區
說明：按市區道路條例第 2 條規定，都市計畫區域內所有道路均為市區道路。其修築除由該道路主管機關辦理外，依台灣
省市區道路管理規則第 11 條之規定，並得由人民或團體經申請核准後自行修築。本案都市計畫地區非由政府開闢
完成之計畫道路，依上開規定應屬市區道路。又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36 條，對於公共設施完竣道路部分之
認定標準僅規定「道路以計畫道路能通行貨車為準」
，故本案道路如已符合前開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36 條計畫
道路能通行貨車為準之規定，無論該計畫道路是否由政府開闢完成，均宜劃設為公共設施完竣地區予以課徵地價稅。
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 36 條(既成道路之建設非公共設施完竣與否認定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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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 92 年 2 月 6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02759 號函
主旨：既成道路之寬度、及其自來水、排水、電力設施，非公共設施完竣之認定條件
說明：
一、查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第一、二項規定：
「本條例第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款所稱公共設施尚未完
竣前，指道路、自來水、排水系統、電力等四項設施尚未建設完竣而言。前項道路以計畫道路能通行貨車為準；
自來水及電力以可自計畫道路接通輸送者為準；排水系統以能排水為準。」，又本部八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台
（八八）內地字第八八一五一八八號函釋：「查依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規定，有關公共設施是否
建設完竣，其中『道路』一項之認定，係指『計畫道路能通行貨車為準』
，如對象地與同街廓已通貨車之計畫
道路因無既成道路或隔有他人土地無從通達，且其同街廓之計畫道路部分尚未開闢者，不得逕依同條文第三項
規定劃為公共設施完竣地區。」
，貴府於認定公共設施是否完竣時，應依上開規定辦理。）
二、本部上開函釋所稱「既成道路」
，僅需認定是否可通達計畫道路，至於該既成道路之路寬、徵收與否及自來水、
排水、電力設施是否建設完竣，均非 公共設施完竣 與否認定之要件。
三、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第二項規定「‧‧‧；自來水及電力以可自計畫道路接通輸送者為準；‧‧‧」
係指「計畫道路」已完成自來水及電力管線設置，並可供申請接通輸送至對象地或既成道路者為準，其意旨在
於政府應依法完成相關公共設施之配置，而非個別基地是否可申請接通該項設施。
四、貴府來文說明五所敘「街廓僅一邊面臨已開闢計畫道路，另一邊面臨都市計畫區邊界或縱貫鐵路」乙節，如該
街廓全區之計畫道路均已開闢，且相關設施符合平均地權條例施行細則第三十六條之規定，得認定為 公共設
施完竣 地區，惟上敘情形如符合上開細則第三十六條第三項但書規定「道路同側街廓之深度有顯著差異者或
毗鄰地形特殊者」
，得視實際情形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劃定之。
平均地權條例第 22 條(農業區徵收田賦)
內政部 92 年 12 月 16 日台內地字第 0920017251 號函
主旨：公共設施完竣範圍認定後以贈與土地方式創設隔有他人土地之情形者，無礙公共設施完竣範圍之認定。
說明：查本部 88 年 12 月 20 日台內地字第 8815188 號函規定「‧‧‧對象地與同街廓已通貨車之計畫道路因無『既成道
路』或隔有他人土地無從通達，且其同街廓之計畫道路部分尚未開闢者，不得逕依同條文第 3 項規定劃為 公共設
，本案○○段○○地號土地係為「道」地目土地，惠請貴府查明上開土地是否屬既成道路用地，如
施完竣 地區。」
屬既成道路，則○○段○○地號土地非屬因無既成道路無從通達之土地，應屬 公共設施完竣 地區。上開地號土地
若非既成道路，惟在已認定為 公共設施完竣 地區後，以土地贈與之方式，創設隔有他人土地無從通達之情形，似
有規避課徵地價稅之嫌。且上開土地贈與之行為，亦未改變已認定為 公共設施完竣 地區之事實。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6 條(得作為容積移轉基地之規定)
內政部 101 年 8 月 29 日營署都字第 1012919797 號
主旨：關於邇來本署屢接獲民眾及直轄市、縣(市)政府等詢問有關澎湖縣望安鄉公所標售之公共設施用地得否申請辦理容
積移轉事宜乙案，請依說明二辦理，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1 年 8 月 17 日內授中辦地字第 1016651388 號函續辦，並檢附上開號函影本乙份。
二、查內政部上開號函復澎湖縣政府略以：
「...本案旨揭鄉有公共設施用地，倘經貴府查明係屬上開都市計畫法及
土地法規定不得移轉為私有土地，則該處分縱依上開自治條例由鄉民代表會審議同意，並經貴府核准亦為無
效。請貴府本於該鄉有地之核准處分及上級機關權責即為適法之處置...。」在案，有關旨揭公共設施用地之
標售事宜，已由內政部函請澎湖縣政府本於權責，迅即為適法之處置，爰旨揭公共設施用地自無法依都市計畫
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申請辦理容積移轉。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6 條(得作為容積移轉基地之規定)
內政部 102 年 8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1020281530 號函
主旨：關於貴公司函詢持有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是否屬私有而得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規定作為送出
基地疑義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貴公司持有之土地產權屬公有或私有疑義乙節，查土地法第 4 條規定：「本法所稱公有土地，為國有土地、直
轄市有土地、縣(市)有土地、或鄉(鎮、市)有土地。」貴公司既係依公司法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其所有土地，
自非屬上開土地法所稱之公有土地。另依國有財產法第 4 條第 2 項第 3 款規定，國營事業為公司組織者，僅其
股份為國有財產，其所有土地，並非國有，先予述明。
二、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得作為容積移轉送出基地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
僅限於私有。貴公司持有之公共設施保留地依法非屬公有土地，自得依上開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申辦
容積移轉。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7 條(受理容積移轉申請案件之規定)
新北市政府 103 年 12 月 15 日北府城開字第 1032254035 號
主旨：檢送內政部 103 年 9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0857 號函影本 1 份，前開號函規範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相關事宜，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實施，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內政部 103 年 9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0857 號函辦理。
二、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7 條規定(略以)：
「...應於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辦畢下列事項後...一、取得送
出基地所有權。...。」，現按內政部 103 年 9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0857 號函（略以）
：「...二、本部旨
揭號函示『接受基地申請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應由接受基地全部所有權人申請，並按其接受基地土地持
分比例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再將送出基地贈與登記為公有。』考量現行都市發展密集地區，土地細分之情形
及多元之開發方式，補充規定為『接受基地申請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應由接受基地全部所有權人申請，
並按其接受基地土地持分比例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或移入容積換算之送出基地所有權，再將送出基地贈與登記
為公有。』...。」
。
三、承上，前開函釋規範容積移轉操作方式依內政部 103 年 8 月 25 日召開研商會議結論，係考量如由送出基地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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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贈與登記為公有或僅由部分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取得送出基地贈與登記為公有，當接受基地與送出基地所有權
人或接受基地所有權人間發生爭執時，因爭議標的已移轉登記予政府，以及許可移入之容積移轉已永久有效定
著於接受基地，現行相關法律規定恐無法妥適處理，故為保障申請人權益，另考量申請人因應上開函釋之緩衝
期間，本府受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案件自 104 年 1 月 1 日起按上開函釋審查辦理。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6 條及 17 條(容積獎勵接受基地之規定)
內政部 104 年 4 月 13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40410614 號
主旨：關於貴府函詢由實施者提出申請之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申請案是否應依本部 103 年 9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0857
號函辦理，應由接受基地全部所有權人按其接受基地土地持分比例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或移入容積換算之送出基地
所有權 1 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 104 年 3 月 24 日新北府城開字第 1040484061 號函。
二、查 99 年 5 月 12 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 30 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之都市計畫變更負擔、申請
各項建築容積獎勵及容積移轉所支付之費用，納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重建之共同負擔項目，爰本部配合於
「接受基地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重建者，
99 年 11 月 5 日修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增定第 16 條第 3 項
得由實施者提出申請...」
，以及第 17 條第 1 項後段「...『前條第 3 項實施者』辦畢下列事項後，許可送出基
地之容積移轉：一、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之規定，以肆應都市更新辦理容積移轉之需要。是有關接受基
地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重建者，並由實施者提出容積移轉之申請，自得依上開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規定，
由實施者辦畢同項 3 款事項後，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臺北縣政府 96 年 6 月 15 日北府城開 0960330529 號函
主旨：有關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捷運周邊 500 公尺距離範圍認定疑義」，涉及「捷運土程延申線頂埔站」之通案處理
原則
說明：
一、有關查詢基地據捷運車站用地周邊 500 公尺之距離認定，前經本府 91 年 10 月 29 日北府城更字第 091049892
號函示，依其規畫原意包含下列 3 種情形：
1.實際做捷運車站使用之捷運用地或捷運系統用地
2.實際做捷運出入口使用之捷運用地或捷運系統用地
3.實際做捷運車站或出入口使用之其他用地土地
二、上開號函之意旨係以確定「捷運用地」或「捷運系統用地」之坐落範圍亦或捷運出入口結構體之位置為準，為
其所指之「用地」或「結構體」如何確定，處立原則依「捷運系統用地範圍土地使否須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分
述如後：
(一)需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以該「捷運用地」或「捷運系統用地」之都市計畫案發布實施日期為確定日期。
(二)不需辦理都市計畫變更：以捷運站出入口結構體施築工程(即完成細部設計)上網公告招標日期為確定日期。
三、爰依本文說明段二，為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捷運周邊 500 公尺距離範圍認定」
，惠請檢附下列相關文件提
出申請，俾利本府後續審查：
(一)現況地形圖
(二) 捷運車站出入口之地籍圖
(三) 捷運車站出入口之土地使用分區證明
(四)若捷運用地範圍之土地不需辦理都市計畫變更，則需另檢附捷運站出入口結構體施築工程(即完成細部設計)圖
說及上網公告招標日期等證明文件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6 條(容積移轉申請之規定)
內政部 102 年 11 月 6 日台內授營都字第 1020331435 號
主旨：關於貴府所詢「已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9 條規定申請辦理時，土地所有權人如將送出基地及接受基地信
託登記予銀行，是否等同申請人變更」
說明：
一、依據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6 條規定，容積之移轉，應由「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檢具下列文件，向該
管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有關接受基地所有權人將接受基地及送出基地信託登記予銀行，其法律關係，查法
「委託人依信託契約，將信託物之所有權登記為受託人所有後，
務部 94 年 7 月 7 日法律字第 0940022525 號函：
該信託物之法律上所有人即為信託人...土地所有權人如已將接受基地信託登記予銀行，則接受基地之法律上
所有人即為銀行。」已有明示。
二、另貴府來函所敘本部 97 年 6 月 3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70089650 號函與上開法務部 94 年函釋似有二致乙節，查
上開本部 97 年函釋係有關臺北市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審查許可條件有關送出基地交付信託得否併計持有年限之
事宜，案經准法務部意見：
「...信託財產雖在『法律上已移轉為受託人所有』
，但仍受信託目的之拘束，並為
實現信託目的而獨立存在。易言之，信託關係成立後，信託財產名義雖屬受託人所有，實質上並不認屬受託人
自有財產，受託人仍應依信託本旨，包括信託契約之內容及委託人意欲實現之信託目的，管理或處分信託財產。
準此，『公共設施保留地雖已交付信託，有關前揭審查許可條件之持有年限，將受託人持有之年限與委託人持
有之年限併計，尚符合信託契約之本旨』
。」是以公共設施保留地信託後之法律關係與上開法務部 94 年函釋並
無不合。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3 條(容積移轉土地權屬之規定)
臺北縣政府 99 年 10 月 5 日北府城開字第 0990919464 號函
主旨：為簡化本縣容積移轉送出基地受贈作業之處理原則，自即日起由申請人逕洽目的事業主管單位申辦產權過戶等用印
事宜，詳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按「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3 條規定(略以)：
「送出基地於許可其全部或部分容積移轉前，除第 6 條
第 1 項第 1 款土地外，應視其類別及性質，將所有權之全部或部分贈予登記為國有、直轄市有、縣(市)有或鄉

280

(鎮、市)有。…。」又同辦法第 17 條規定(略以)：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後，應即
審查，…經審查符合規定者，…，應於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辦畢下列事項後，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一、取
；
得送出基地所有權。二、清理送出基地上土地改良物…。三、將送出基地依第 13 條規定贈與登記為公有。…。」
為考量本縣年底即將升格為直轄市，各鄉鎮市有之財產均將登記為新北市政府所有，為避免公所財產清冊於此
體制變革前後常有異動致有所疏漏，且為落實本府各業務單位與各公所辦理接管時清冊之正確性並簡便作業，
經簽奉縣長 99 年 7 月 22 日裁示容積移轉案件捐贈之送出基地屬公所應受贈與管理部分統一由本府受贈、並以
99 年 8 月 5 日北府城開字第 0990728483 號函請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管理並配合辦理產權過戶等用印事宜，及
請各公所賡續就近養護；先予敘明。
二、惟本府自 99 年 09 月 01 日起實施以來迭有申請人反應贈與土地申請本府用印時，須先向本局申請，由本局簽
稿並陳會本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用印後，再由本局函還申請人用完印之「土地登記申請書」俾辦理贈與過戶
事宜，在時效上過於冗長，為使日後容積移轉作業更臻順遂、合理，故簽准修正原贈與用印之作業程序，改由
申請人領得本府核發容積移轉實質審查核准函及領取建照通知函後，檢附前開函文、土地登記申請書、贈與契
約書、土地增值稅申報書、送出基地土地登記簿謄本及清冊，逕向送出基地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辦產權過戶
贈與登記為公有等用印事宜，並副知本局。待申請人辦畢產權贈與登記為公有經本局審查無誤後，再由本局核
發容積移轉許可函，以達簡政便民之服務宗旨。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3 條(古蹟容積移轉至其他建築使用之規定)
內政部 102 年 1 月 10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10403595 號函
主旨：關於貴府函詢經依法劃定、編定或變更為古蹟保存區前之保護區土地涉及「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適用疑義乙案，
復請查照。
說明：
一、按旨揭辦法第 3 條規定，實施容積率管制地區內，經指定為古蹟，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其所定著之
土地、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內土地，因古蹟之指定、古蹟保存用地、保存區、其他使
用用地或分區之劃定、編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土地所有權人得依本辦法申
請移轉至其他地區建築使用。
二、本案土地變更為古蹟保存區前係為保護區，查都市計畫保護區之使用，係於不妨礙其劃定目的下，經縣(市)政
府審查核准始得為之，爰應查明保護區當時是否已有核准使用並依法建築之情形，始符合旨揭辦法規定所稱原
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得以移轉之意旨。至送出基地無毗鄰之同一主要計畫之可建築土地時，得
否以鄰近之其他主要計畫之可建築土地據以作為評定之參考乙節，按旨揭辦法第 8 條規定係以 3 筆距離最近之
可建築土地公告現值平均計算之，並無限制其最近可建築土地應限於同一主要計畫地區。本案請貴府依上開規
定審認辦理。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56 條(基地透水面積規定)
新北市政府 103 年 11 月 19 日北城都字第 1032151747 號函
主旨：有關貴事務所為建築執照之法定空地 80%透水面積計算方式事宜，復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新北市政府工務局 103 年 11 月 10 日北工建字第 1032130565 號函辦理，併復貴事務所 103 年 11 月 6 日 103(竹
停)字第 049 號函。
二、查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56 條規定：
「考量都市永續發展，建築開發行為應保留法定空地百分之八十透
水面積，並應設置充足之雨水貯留滯洪及涵養水份再利用相關設施﹔其實施範圍、送審書件及設置基準，於都
市計畫書訂之，且其設置貯留體積不得低於一百年以上暴雨頻率之防洪規劃設計標準。前項設施所需樓地板面
積，得不計入容積。」
，有關 貴事務所為建築執照之法定空地 80%透水面積計算方式執行事項，請以 102 年
10 月 25 日本市都市設計審議第 36 次大會專案報告討論「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第 6 點第 2 款第 1 目透水
執行原則內容辦理。
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28 條第 1 項(保護區容許使用項目)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103 年 6 月 9 日北城都字第 1030945402 號函
主旨：有關於本市都市計畫保護區申請興建農舍或設置農業設施。
說明：
依內政部 90 年 4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九０八三三六三號函(略以)：
「…保安保護區為都市計畫保護區之一種，其土
地使用分區管制係依都市計畫法第三十二條第二項及同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二十七條第二項規定，循擬定、變更都
市計畫之程序於都市計畫書中再予細分並作較嚴格之規定；復按本部九十年三 月十九日台九十內營字第九０八二
八九五號函規定，臺灣省都市計畫保護區土地，無論為何種地目，均得准予作農業使用，惟其使用仍應符合上開施
行細則第二十八條及各該都市計畫書之規定。準此，本案保安保護區土地，依上開施行細則第二十八條及其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規定，在未經臺北縣政府核准前不得砍伐竹木，並不得破壞地形或改變地貌之前提下，得作農業使用，
除原有合法建築物拆除後之改建、新建、增建、修建，及依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一條與同法上開施行細則第三十一條
規定得繼續使用者外，並無得申請設置相關農業設施及興建農舍之規定。」有關保安保護區設置相關農業設施及興
建農舍一節，應依上開函釋及都計法該管施行細則辦理。
無法條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100 年 12 月 28 日北城開字第 1001880506 號函檢送會議紀錄
主旨：有關本市農業區、保護區土地申請建築開發時依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留設雨水貯留滯洪及涵養水份
再利用相關設施實務執行研商會議會議紀錄。
結論：
ㄧ、於保護區、農業區若係申請非農業使用之其他事業別建築開發行為時，基於避免增加地表逕流量之考量，若未
有水保計畫予以規範設計者，應依「新北市都市計畫規定設置雨水貯留及涵養水份再利用相關設施申請作業規
範」規定設置雨水貯留滯洪及涵養水份再利用設施；農業區土地 1/10 申請作農舍使用且 9/10 仍為農業使用者，
則無需留設前開設施。
新北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審查設置許可權責分工建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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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 101.8.29 北府研服字第 1012419211 號函
主旨：提案一「新北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審查設置許可」案：有關權責分工建議表所載「一、公用事業設施（二）變
電所、鐵塔、連接站及其他電力事業相關設施」項目，新增中央權責機關為經濟部，即由本府窗口經發局收案後函
轉經濟部；本府各機關其他案件若涉及中央權責，比照此原則辦理。
結論：有關幼兒園與社會福利措施維持一階段辦理，由教育局及社會局為單一窗口收案辦理，再會辦相關權責機關。有關
權責分工建議表所載「十四、臨時性遊憩及露營設施（三）露營設施」項目，本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由觀光局擔任
收案窗口，再視案件性質會辦相關機關配合辦理。請城鄉局依決議結果修正權責分工建議表，將增列、改列內容標
示清楚並調整建議表格式，明確標示權責機關。本案請城鄉局自行列管。
新北市都市計畫保護區農業區審查設置許可各主管單位依權責分工建議表
（101 年 9 月 13 日召開「新北市政府 101 年第 6 次人民申請案件流程品質精進會議」確認）
容許使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單位）
項目
中央機關
農業
保護
備註
本府各局室
（單位）
區
區








ㄧ、農業生產必要設施
二、公共事業設施
(ㄧ)加油站、加氣站

農業局
經濟發展局

(二)變電所、鐵塔、連接站及




其他電力事業事業相關設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

施




(三)抽水站

水利局





(四)電信相關設施

經濟發展局





(五)自來水供應相關必要設施

水利局

交通部





(六)天然氣加整壓站

經濟發展局





(七)廢（汙）水處理設施

水利局





(八)環境檢驗設定相關設施

環保局





(九)有線電視

新聞局

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





新聞局

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


























六、農業相關設施

農業局

農委會



七、國防所需及警衛、保安、消防
之各項設施

警察局

國防部



八、採礦業所必需之設施

經濟發展局

經濟部礦物局



九、造林與水土保持設施

農業局

（九-一）無線電視與廣播相關
設施
(十)其他
三、營建剩餘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及
其附屬設施
三-一、廢棄物資源回收貯存場及
其附屬設施
四、汽車駕駛訓練場、汽車運輸停
車場（站）、客（貨）運站及
其附屬設施
五、幼稚園
五-一、社會福利事業設施

經濟部能源局

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工務局
環保局
交通局
教育局（幼教科）
社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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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加整壓站（進氣壓力
3 公斤以上）應將其工程計
畫事先報經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轉請中央主管機
關 核 准 。（ 經 濟部 能 源局
101 年 8 月 20 日能油字
10100268960 號函）









十、為保護區內地形、地物所為之
工程
十ㄧ、危險物品及高壓氣體儲藏分
裝
十二、原有合法建築物之新建、改
建、增建

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十三、農舍

工務局

十四、臨時性遊憩及露營設施
(ㄧ)公園

消防局
工務局

工務局

(二)兒童遊樂場、籃球場、棒


球場、游泳池、溜冰場及
其他運動場、高爾夫球練

教育局（體健科）

習場、棒球練習場


(三)露營設施

觀光旅遊局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11 月 22 日營署都字第 1020077099 號函
主旨：「飲酒店」是否非屬都市計畫零售市場用地使用項目商業使用之准許條件範圍。
說明：查本部 89 年 4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8905230 號函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市場用地三樓以上作
商業使用，在省轄屬地區，按商業區之使用管制規定使用。但不得作為旅館、酒家（館）、茶室、咖啡廳、舞廳、
夜總會、歌廳或其他類似營業場所使用。上開『其他類似營業場』係參照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6 條第 1
項第 11 款（已修正條次為第 15 條第 1 項第 11 款）之規定所定，其認定依上開條款有關認定標準辦理」有案。次
查，本部 100 年 4 月 27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00803454 號函示略以：「…飲酒店業其營業樣態繁多…應屬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1 款後段『其他類似之營業場所』…」
，以及 101 年 11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1010337209 號令修正發
「五…『飲酒店業』應屬…『其他類似之
布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其中修正條文對照表第 15 條說明欄略以：
營業場所』…為予明列，爰增訂第 1 項第 12 款…」是以，市場用地多目標商業使用自不得申請作「飲酒店」使用。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102 年 1 月 18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20069880 號函
主旨：有關貴府都市發展局函為高速公路用地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申請下層立體多目標作
停車場使用疑義乙案。
說明：
一、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係為加速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之開闢、強化已開闢公共施用地之利
用，並因應都市發展複合使用之需要，以提供都市生活所需之多樣公共設施，提高生活環境品質。是有關公共
設施用地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申請興建之停車場，應以提供當地停車需求，供為
不特定人使用為主。本部 82 年 2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8272120 號函釋：「公園用地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
多目標使用方案』興建之停車場，係以補充當地停車設施不足，供為不特定人使用為主」乙節，應不侷限於公
園用地，其他公共設施用地以多目標方式興建停車場時，亦應供為不特定人使用為主。
二、至於有關函詢「汽車運輸業停車場」是否符合前開函釋規定，係屬「供為不特定人使用為主」之停車場乙節，
案准交通部前開函說明三：
「汽車運輸業停車場係汽車運輸業依『汽車運輸業審核細則』...設置，專供該業車
輛停放之路外停車場」
，應非屬「供為不特定人使用為主」之停車場。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11 條(都市計畫書載明多目標使用之規定)
內政部 101 年 9 月 28 日台內營字第 1010311295 號函
主旨：有關貴府都市發展局函請釋復都市計畫書中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得否載明不適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
使用辦法」乙案。
說明：查都市計畫法第 6 條規定：
「直轄市及縣（市）
（局）政府對於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土地，得限制其使用人為妨礙都市
計畫之使用。」第 8 條規定：
「都市計畫之擬定、變更，依本法所定之程序為之。」及第 22 條第 3 款規定，土地使
用分區管制為細部計畫書圖應表明事項之一。是以，直轄市及縣（市）政府如對當地都市計畫範圍內之公共設施用
地，有限制其作多目標使用之必要，予以納入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加以規範，並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公
開展覽、提經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發布實施後，發生效力，應符上開都市計畫法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40 款(有關永久性空地之規定)
內政部 101 年 1 月 5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1010800165 號函
主旨：關於「廣場兼停車場」與「停車場」在都市計畫中用地類別與使用項目不同，其有關永久性空地之疑義。
說明：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 條第 40 款規定「永久性空地：指下列依法不得建築或因實際天然地形不能建
築之土地（不包括道路）
：
（一）都市計畫法或其他法律劃定並已開闢之公園、廣場......及其他類似之空地。......」
停車場非屬上開規定列舉之永久性空地；又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11 條「都市計畫書載明公
共設施用地得兼作其他公共設施使用者，其申請作多目標使用，應以該公共設施用地類別准許之多目標使用項目為
限。但都市計畫書同時載明兼作其他公共設施使用之面積、比例或標有界線者，得以該公共設施用地類別及兼作類
別，分別准許作多目標使用。」故有關「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如於都市計畫書同時載明兼作「停車場」使用之面積、
比例或標有界線者，依上開辦法第 11 條但書規定得以兼作之「停車場」准許作多目標使用，該「廣場兼停車場」
用地非屬永久性空地；如未依該辦法第 11 條但書規定於都市計畫書載明者，僅得以廣場用地准許作多目標地下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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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為限，爰得視為永久性空地。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100 年 8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1000157450 號函
主旨：有關貴府函詢籌設射擊運動場地，是否適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所稱休閒運動設施乙案。
說明：案經本部函詢行政院體育委員會以上開號函復意見略以：「本案基於安全性考量，倘經該府確實審慎評估並經貴部
認可後，其籌設應依本會『射擊運動槍枝彈藥管理辦法』及『國際射擊競賽規則』規定基準設置，並於完成設置後
報請會勘通過後始得啟用。」准此，有關射擊運動場本部會商該會認可為旨開辦法第 3 條附表甲公園用地備註之休
閒運動設施項目，及該場地之籌設及設置，應請確實依上開行政院體育委員會意見辦理。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97 年 12 月 2 日内授營都字第 0970184520 號函
主旨：有關「於『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尚未頒訂前核准民間投資興建之零售市場擬申請作多目標使用，
如何辦理建物用途變更執行疑義」乙案。
說明：查臺北市零售市場管理規則第 26 條規定「私有市場非經本府核准，不得移轉、變更用途或停止全部或部分營業...」
；
高雄市零售市場管理自治條例第 5 條規定「...私人設立市場，應經本府核准後始得設立。市場非經本府核准，不
得變更用途。」
；臺灣省零售市場管理規則第 25 條第 6 款規定「不得將攤舖位改供其他用途或兼作住宅使用」、第
33 條規定「私有市場攤舖位之承租人或經營人，應遵守第 25 條之規定；其私有市場所有人自行經營者亦同。」及
經濟部 97 年 11 月 6 日經商字第 09700647570 號函送該部中部辦公室 97 年 11 月 3 日經中四字第 09701222980 號書
函（如附件）略以：「攤舖位用途是否容許變更用途，除『臺灣省零售市場管理規則』外，另需視設施管理機關與
攤商雙方契約內容辦理。」是以，本案擬變更市場用途，申請作多目標使用辦理建築物用途變更，應依上開管理規
則、自治條例及經濟部函示規定，向該管政府申請核准市場用途變更或申請攤舖位用途容許變更，並依「都市計畫
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同時申請核准作多目標使用，再依建築法規定辦理建築物使用執照變更。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營建署 96 年 3 月 20 日營署都字第 0960011902 號函
主旨：關於○○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函為市場用地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已核准三樓以上作商業使用
（辦公室）
，可否部分樓層變更作補習班及其變更程序疑義乙案。
說明：
一、建築物如擬辦理變更使用執照，應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規定後，始得依建築法及辦法相關規定申請
辦理。
二、次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附表甲、立體多目標使用規定，市場用地在其他地區二樓以
上作商業使用，其他地區依商業區之使用管制規定使用。本案市場用地 3 樓以上作商業使用（辦公室），可否
部分樓層變更作補習班使用，請貴府在不影響原規劃設置公共設施之機能、景觀、環境安寧、公共安全、衛生
及交通順暢之原則下，本於權責逕行核處。
三、至都市計畫零售市場用地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申請作多目標使用，其申請設置之使用
項目，應依上開辦法規定辦理，與臺灣省零售市場管理規則之規定無涉，併予敘明。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8 條(容積率合併檢討及配置適用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 96 年 3 月 19 日營署都字第 0962904147 號書函
主旨：關於貴公司興建之「楠旗一次配電所多目標使用新建工程」
，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8 條規定
辦理，其容積率合併檢討及配置適用疑義乙案。
說明：
一、查為因應現代化都市綜合性整體發展需要，本部於 94 年研修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時，將相
鄰之公共設施用地以多目標方式興建停車場得合併規劃興建之規定，放寬為所有使用項目均得合併規劃，以促
進公共設施用地更經濟有效利用，爰修正上開辦法第 8 條規定為「相鄰公共設施用地以多目標方式開發者，得
合併規劃興建」
，係指相鄰公共設施用地以多目標方式開發者，其使用項目相同者得合併規劃興建而言。
二、查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應依建築法之規定，實施建築管理，為都市計畫法第 40 條所明定。又查建築基地
跨越二種公共設施用地（機關用地及變電所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法定空地及樓地板面積配置檢討，建築
法令尚無相關規定，是以建築基地跨越二種公共設施用地，尚不得容積率合併檢討配置。本案建築基地跨越二
種公共設用地（機關用地及變電所用地）其容積率如擬合併檢討配置，仍請先行將機關用地變更為變電所用地
後再行辦理，以資適法。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5 條及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6 條(得否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之規定)
內政部 95 年 1 月 20 日台內營字第 0940088258 號函
主旨：關於私有零售市場用地經獎勵私人投資興建辦理，並已申請作多目標使用，該零售市場用地得否作為容積移轉接受
基地乙案。
說明：按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5 條及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6 條規定，接受基地係指接受送出基地容積移入之
可建築土地而言。本案經獎勵私人投資興建辦理之私有零售市場用地係屬可建築土地，且上開二辦法亦無相關限制
規定，作為容積移轉接受基地，要無不可。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93 年 9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0930010155 號函
主旨：關於鐵路車站特種建築物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申請作多目標使用疑義乙案。
說明：查「申請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者，應具備申請書及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計畫等文件，向該管直轄市、縣
（市）政府申請核准」
、
「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申請後，經審查合於規定者，發給多目標使用許可；不合規定
者，駁回其申請；．．」
，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四條、第五條所明定。又查建築法第九十八
條規定：
「特種建築物得經行政院之許可，不適用本法全部或一部之規定」
，是以行政院依建築法第九十八條規定核
可之特種建築物，僅能排除建築法全部或一部之規定，並無排除都市計畫法之規定。準此，本案鐵路車站特種建築
物，申請作多目標使用，仍應依旨揭辦法規定，向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核准後，再依上開建築法之規定
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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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93 年 7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0930085330 號函
主旨：關於板橋市（市八）埔墘民有零售市場申請作多目標使用，其中超級市場部分由簡瑞楨及圓富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
司分別共有，是否與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第十四條第三款及該市場預定地獎勵民間投資契約書第九
條規定牴觸乙案。
說明：查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第十四條第三款規定，契約書應載明開發完成之公共設施不得分割，移轉時
應整體移轉之，係基於公共設施用地開發完成後，若准其分割，將來公共設施經營管理使用及設施更新即會受影響
等因素考量而訂定。本案超級市場部分由簡瑞楨及圓富建設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分別共有，並共同起造，尚非法所不
許。惟其開發完成後仍應符合旨揭辦法第十四條第三款及與貴府所簽訂之契約書第九條規定，應不得分割出售，個
別申辦建物所有權登記。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及都市更新條例
內政部營建署 91 年 9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0910011248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計畫內停車場用地原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興建之建築物，因九二一地震受損嚴重已予
拆除，擬仍以多目標使用方案重建，是否適用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辦理乙案。
說明：查都市更新條例第七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因戰爭、地震、火災、水災、風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直轄市、
縣（市）主管機關應視實際情況，迅行劃定更新地區，並視實際需要訂定或變更都市更新計畫；同條例第四條規定，
都市更新重建，係指拆除更新地區內原有建築物，重新建築，住戶安置，改進區內公共設施而言。次查都市計畫公
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第五點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或各該公用事業機構興闢或私
人團體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投資興辦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者，以同時整體闢建完成為原
則，但必要時得整體規劃分期、分區闢建。準此，本案原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規定興建，因九
二一地震受損嚴重已予拆除之停車場，自得依多目標使用方案重建，並適用都市更新條例規定辦理。另依原臺灣省
獎勵興辦公共設施辦法第十七條規定：
「投資興辦公共設施者，應於獲准投資之日起三個月內與該管縣（市）政府
或鄉（鎮、市）公所簽訂契約．．．。」應請貴府就原申請獎勵興辦公共設施投資人與貴府或埔里鎮公所簽訂之原
契約之權利義務關係先予釐清，以期計畫之可行。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90 年 5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9006311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多目標作「運動康樂設施」使用類別疑義乙案。
說明：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第十一點對停車場用地作「運動康樂設施」之使用類別並無明文限制，
同意由貴府在不影響原規劃設置公共設施之機能，並注意維護景觀、公共安全、衛生及交通順暢之原則下自行訂定
之。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9 年 7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8908265 號函
主旨：三溫暖、電影院、遊藝場是否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第十一點市場立體多目標使用，三樓以上得
作「商業使用」中所訂之「其他類似營業場所」。
說明：查旨揭方案第十一點市場用地作商業立體多目標使用說明欄所定「其他類似營業場所」
，係參考都市計畫法臺灣省
施行細則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一款及貴市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訂定，是其認定在貴市允應依上開貴市施
行細則規定辦理。本案電影院、遊藝場既於都市計畫法貴市施行細則第十二條第一項第四款另予明確列舉，自不屬
同條項第五款「其他類似營業場所」之範疇；至三溫暖是否屬「其他類似營業場所」，准由貴府依上開原則自行認
定。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9 年 1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8982009 號函
主旨：已開闢完成之立體停車場，可否部分變更作多目標商業大樓使用。
說明：查「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除都市計畫書另有禁止規定者外，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方案之規定作多目標使用」，前經本部八十四年五月六日台內營字第八四○三一三六號函釋在案。本案已開闢完
成之停車場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其擬部分變更作商業使用，如符合前開方案規定作商業使用之准許條件之規定，
自無不可。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9 年 1 月 4 日台內營字第 8982008 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公兒」用地得否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規定申請設置天然瓦斯整壓站。
說明：查都市計畫「公兒」用地，如其都市計畫書內確係敘明為公園兼兒童遊樂場使用，並有整體興闢計畫者，得准依照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中，公園立體多目標使用准許條件之規定辦理。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8 年 11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8877975 號函
主旨：公園用地興建圖書館是否符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現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辦法」)規定。
說明：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第十一點規定，公園作平面多目標使用得設置社會教育機構，又查圖書館
為社會教育法第五條所定社會教育機構之設立項目。準此，本案公園用地依前揭方案規定興建圖書館，自無不可。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8 年 9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8874606 號函
主旨：餐廳是否屬於「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現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規定，
市場用地三樓以上作商業使用之禁止使用項目。
說明：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第十一點（甲）立體多目標使用規定，市場用地三樓以上作商業之使用，
在省轄屬地區，按商業區之使用管制規定使用。但不得作為旅館、酒家（館）
、茶室、咖啡廳、舞廳、夜總會、歌
廳或其他類似營業場所使用。上開「其他類似營業場所」係參照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一
款之規定所訂，其認定依上開條款有關認定標準辦理，前經本部八十七年四月二十八日台（八七）內營字第八七七
一七三八號函規定在案。準此，本案市場用地三樓以上作餐廳使用，依前揭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十六條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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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項第十一款之立法意旨，非屬上開方案禁止使用項目。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8 年 8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8874133 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內廣二用地，可否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現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辦法」)興建地下停車場。
說明：查人行廣場用地係屬都市計畫法第四十二條所定廣場用地之一種，依院頒「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
之規定申請作立體多目標使用，自無不可。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7 年 6 月 18 日台內營字第 8705332 號函
主旨：關於視廳歌唱業（KTV）是否屬「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現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辦法」)市場立體多目標使用三樓以上得作商業使用中所訂之「其他類似營業場所」
。
說明：查旨揭方案之「其他類似營業場所」係參照都市計畫法貴省施行細則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一款之規定所訂，其認定
准由貴府依上開條款有關認定標準辦理，前經本部 87.4.28 台內營字第八七七一七三八號函核復貴廳在案。本案視
廳歌唱業（KTV）既於都市計畫法貴省施行細則第十六條第一項第十款另予明確列舉，認定不屬同條項第十一款及
上開方案所訂之「其他類似營業場所」之範疇，尚無不妥。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7 年 3 月 18 日台內營字第 8703545 號函
主旨：市地重劃區內土地公廟擬遷移至重劃區內公園用地，可否適用公園平面多目標使用。
說明：查行政院函頒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
，對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之類別、使用項目及其
各應具備之條件已有明文規定，自應從其規定。本案土地公廟不在上開方案公園平面多目標使用所列舉之使用項目
內，自不得於公園用地內設置。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11 條(多目標申請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書規定辦理)
內政部 87 年 1 月 17 日台內營字第 8771100 號函
主旨：「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現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平面多目標使用之容許層數疑
義。
說明：案經本部於八十七年一月五日邀集有關單位研商獲致結論如下：「平面多目標使用之容許層數，應依該都市計畫書
之規定辦理，都市計畫書無規定者，由地方政府在不影響原規劃設置公共設施之機能及維護景觀、公共安全、衛生
之前提下本於職權逕行核處。」
。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6 年 12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8609241 號函
主旨：公車調度站用地是否適用多目標使用方案(現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說明：經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第十一點規定車站用地包括車站、捷運車站、轉運站、調度站用地
等，
「公車調度站」自得依上開方案之規定作多目標使用。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4 條(申請多目標之受理機關)
內政部 86 年 9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8606673 號函
主旨：高速公路路權範圍內依多目標使用方案申請建築，應由何機關辦理。
說明：查公共設施作多目標使用時，在直轄市應經直轄市政府核定，在縣（市）應報省政府核定，在鄉（鎮、市）應報縣
政府核定。地方政府興闢或私人團體投資興辦公共設施用地作多目標使用者，其土地及地上改良物權利之取得與建
築物之建造、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法、土地法、建築法及其他有關法令規定辦理。高架道路下層作各項之使用時，應
先徵得該管道路主管機關同意，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第三點、第五點及第十一點所明定。本案
高架道路下層作商場使用，自應依前開規定辦理。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6 年 1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8601267 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寬度五十公尺）興建地下停車場，其地面層中央卅公尺寬設置綠帶等，兩側各留設十公尺
寬道路通行，是否符合「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現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
規定疑義。
說明：按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第十一點規定，道路用地地下得多目標作停車場使用，惟道路寬度
應在廿公尺以上，並另設專用出入口、樓梯、通道。本案台中市政府擬於道路用地地下二層設置停車場乙節，尚符
前揭方案規定；至於其地面層部分可否於中央卅公尺寬綠帶設置樓梯間、天井、殘障停車場位等，兩側各留設十公
尺寬單行道路連接地下停車場出入口，方案中並無明文規定，仍請審酌本案該公共設施規劃設置之機能及對鄰近地
區之交通衝擊影響情形，本於職權自行核處。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5 年 6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8503562 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第九點(現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
用辦法」第 10 條)執行疑義。
說明：查主旨所揭方案第九點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作商場、百貨商場或商店街使用時，其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一、○
○○平方公尺，旨在避免公共設施用地作樓地板面積過大之商場、百貨商場及商店街等三項之多目標使用，對鄰近
地區交通及土地使用造成嚴重衝擊；又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作較大規模之商業活動使用，如係由政府於
指擬定或變更都市計畫時，整體規劃設置，當已對其必要性及交通衝擊有充分之考量，故方案第九點但書有關「依
都市計畫整體規劃」乙詞，係指在都市計畫中整體考量該地區發展規劃設置而言，前經本部 84.5.11 台(84)內營字
第八四○二九二九號函、85.1.10 台(85)內營字第八五七三一四○號函釋在案。本案停車場用地採聯合開發方式以
多目標使用興建商場，如係貴府基於實際需要於擬定或變更都市計畫時已作整體規劃設置者，自得適用前揭方案第
九點但書之規定。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5 年 1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8573140 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停車場用地作多目標使用疑義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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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查主旨所揭方案第九點規定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作商場、百貨商場或商店街使用時，其樓地板面積不得超過一、○
○○平方公尺，旨在避免公共設施用地作樓地板面積過大之商場、百貨商場及商店街等三項之多目標使用，易對鄰
近地區交通及土地使用造成嚴重衝擊。準此，停車場用地依同方案第十一點規定作為商場以外之多目標使用，其樓
地板面積自不受上開第九點不得超過一、○○○平方公尺規定之限制；惟仍應符合方案所定准許條件 3 之停車場用
地作多目標使用，不得超過總樓地板面積之三分之一限制規定。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11 條(多目標申請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書規定辦理)
內政部 84 年 11 月 15 日台內營字第 8406910 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可否依多目標使用方案公共設施類別擇為停車場作立體多目標使用，又如擬作二種公
共設施之立體多目標使用，其面積、比例等應如何計算疑義。
說明：
一、都市計畫廣場兼停車場用地如都市計畫書圖另有規定二種不同用途之面積、比例或標有界線者，自得分別依首
揭方案作多目標使用；否則即應以廣場使用為主，在不影響廣場之機能下兼作停車場使用。
二、依前開方案第十一點有關廣場用地及停車場用地立體多目標使用之規定，前者作多目標使用時得以兼作後者使
用，而後者作多目標使用時則難以兼作前者使用。準此，都市計畫廣場兼作停車場用地擬作多目標使用，如都
市計畫書圖未規定二種不同用途之面積、比例或標有界線者，自應以廣場類別作多目標使用為限。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4 年 7 月 14 日台內營字第 8404562 號函
主旨：停車場作立體多目標使用，地下可否興建自來水配水池及其加壓站疑義案。
說明：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對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其各應具備之條件列有明
文規定，自應從其規定。本案停車場地下擬興建自來水配水池及其加壓站，不在上開方案列舉項目之內，應不得設
置。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10 條(依都市計畫整體規劃設置之規定)
內政部 84 年 5 月 11 日台內營字第 8402929 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第九點但書有關「依都市計畫整體規劃設置」(現為「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
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10 條)之適用疑義。
說明：按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作較大規模之商業活動使用，如係由政府於擬定或變更都市計畫時，整體規劃設置，
當已對其必要性及交通衝擊有充分之考量。故前揭方案第九點但書有關「依都市計畫整體規劃」乙詞，係指在都市
計畫中整體考量該地區發展規劃設置而言；其辦理程序，應依都市計畫法所定都市計畫擬定、變更程序為之。至其
適用範圍，應以政府基於實際需要設置者為限。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4 年 5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8403136 號函
主旨：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得依多目標使用方案之規定作多目標使用。
說明：以市地重劃方式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除都市計畫書另有禁止規定者外，得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
案之規定作多目標之使用。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3 年 10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8305801 號函
主旨：停車場用地立體多目標作商場使用時，可否作旅行社辦公室使用疑義。
說明：查「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對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其各應具備之條件列有明
文規定，自應從其規定，前經本部 75.12.1 台內營字第四六五一二三號函明示在案。停車場用地之多目標使用項目
並未列舉「旅行社辦公室」
；且參照方案內公園用地立體多目標作地下商場使用時，其准許條件欄及說明欄所敘商
場使用之性質及行業類別，亦未包括旅行社辦公室在內，是以本案停車場用地立體多目標作商場使用時，自不得設
置旅行社辦公室。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3 條(多目標使用之類別、項目及准許條件)
內政部 82 年 2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8272120 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公園用地可否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或「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
法」規定，作為汽車客運之停車場。
說明：查都市計畫公園用地與得准作汽車客運使用之分區，兩者之規劃配置原則不同，使用管制各異，又據交通部路政司
82.1.20 路台(82)機字第○○五二號函稱，汽車運輸業應設置業務必要之停車場，自以設置永久性之停車場較能符
合運輸業之特性與需求。復查公園用地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方案」興建之停車場，係以補充當地
停車設施不足，供為不特定人使用為主；其在未經政府取得前，依「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臨時建築使用辦法」
興建停車場，亦係臨時性之設施，是以都市計畫公園用地依上開方案或辦法興建之停車場，不宜充作汽車客運業依
法應附設之停車場。
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目標使用辦法第 11 條(多目標申請使用應依都市計畫書規定辦理)
內政部 71 年 12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127012 號函
主旨：將來供作多目標使用公共設施用地，於檢討變更各該地區都市計畫案時，可於計畫書中載明將來將依法供作多目標
使用。
說明：建議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如為將來供作多目標使用之需，於檢討變更各地區都市計畫案時，可於計畫書中載明
該公共設施用地將依法供作多目標使用，或註明全部使用項目，於開闢時再全部或擇項闢設乙案，可准照辦。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0 款(設置地點面臨 12 公尺以上道路之疑義)
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5 月 13 日營授辦城字第 1030029100 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0 款(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1 項第 10 款)但書規定「設
置地點面臨 12 公尺以上道路」之疑義。
說明：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略以：
「住宅區為保護居住環境而劃定，不得為下列建築
物及土地之使用：...十、戲院、電影片映演業、.....。但汽車駕駛訓練場及旅館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查核准與
，其修
室內釣蝦（魚）場其設置地點面臨 12 公尺以上道路，且不妨礙居住安寧、公共安全與衛生者，不在此限。」
法意旨說明室內設置釣蝦（魚）場，為維護住宅區之安全及安寧及衛生仍須予以管制，修正設置地點面臨 12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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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道路，且不妨礙居住安寧、公共安全與衛生者，得於住宅區設置，並僅得設置於建築物第一層，上開條文「設
置地點面臨 12 公尺以上道路」之規定，僅指「室內釣蝦（魚）場」不包括汽車駕駛訓練場及旅館。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資源回收站之定義)
內政部 101 年 5 月 8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10182586 號函
主旨：有關「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資源回收站」之定義一案。
說明：
一、依據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101 年 5 月 1 日環署廢字第 1010036192 號函辦理。
二、本屬曾於 95 年 8 月 30 日以環署廢字第 0950064583 號函，解釋「資源回收站」係指供社區從事資源回收工作
時，暫時分類堆置(如設置分類回收桶)所需之場所。為健全資源回收管道，促進物質永續循環，並落實嚴謹登
記管理，謹在就「資源回收站」定義補充說明，係指供社區從事資源回收工作時，暫時分類堆置所需之場所，
或經向環保主管機關管理系統登記之資源回收業者，將回收之資源物暫時集中、分類，再運送至廢棄物資源回
收貯存場或處理場所需之場所。
三、本署將檢討修正一般廢棄物資源回收相關管理法規，建置登記管理系統，輔導回收業者符合一般廢棄物回收清
除處理相關規定，避免環境汙染情事。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住宅區容許使用項目)
內政部 100 年 8 月 5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00806413 號函
主旨: 研商本部 100 年 4 月 27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00803454 號函就住宅區內設置「飲酒店業」之執行疑義函釋後，前經縣
（市）政府核准設置「飲酒店業」之適法性及後續處理疑義會議紀錄
結論：
（一）經經濟部商業司說明，確認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廢止後，原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不再作為證明文
件，商業登記並不因此而否認其於統一發證時期已取得之商業登記效力。故於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前
經縣（市）政府都市計畫、建築、消防及其他會辦單位依相關法令規定予以審查符合相關法令規定者，如未
依法撤銷或廢止處分前，仍有其效力，惟仍應依核准之使用內容予以管理。
（二）請本部營建署儘速研議修正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並就信賴保護之問題予以考量納入相關條文內容，俾
利實務執行。
（三）請各與會縣（市）政府清查就廢止營利事業統一發證制度前核發之營利事業登記證之營業項目登記為飲酒店
業，且位於都市計畫住宅區之數量，於 100 年 7 月 22 日前送作業單位，俾供後續研議及制定政策之參考。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住宅區容許使用項目)
內政部 100 年 6 月 27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00805374 號函
主旨: 100 年 6 月 20 日召開研商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0 款(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14 條
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之「機械式遊樂場」認定疑義會議紀錄
結論：
（一）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第 10 款規定之「機械式遊樂場」
，係指依建築法第 77 條之 3 規定
訂定「機械遊樂設施設置及檢查管理辦法」第 2 條所稱之建築基地內固著於地面或建築物，藉由動力操作運轉，
供遊樂使用之械遊樂設施暨於經濟部公司行號營業項目代碼表「J701020 遊樂園業」內設置以機械或其他類似
方式操縱之遊樂機具場所。
（二）依電子遊戲場業管理條例規定：
「電子遊戲場業者不得陳列、使用未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分類及公告之電子
遊戲機及擅自修改已評鑑分類之電子遊戲機。」，故經評鑑非屬電子遊戲機，依經濟部相關函釋得設置於登記
「J701020 遊樂園業」之場所營業。惟非屬電子遊戲機之部分遊樂機具之使用性質，似對住宅區之居住安寧產
生影響，故遊樂園業得否於住宅區內設置，建議納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住宅區之修法研議辦理。至都
市計畫法各直轄市之施行細則部分，請各直轄市政府就其影響於修正或訂定各直轄市之施行細則內研議辦理。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8 條(乙種工業區容許使用項目)
內政部營建署 102 年 1 月 7 日營授辦城字第 1023580013 號函
主旨: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11 目(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14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11
目)「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認定疑義
說明：
一、查本部於 101 年 11 月 12 日台內營字第 1010337209 號令修正發布「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2
項第 3 款第 11 目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之托育機構配合「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規定，修正為「托
嬰中心」
，第 12 目「幼稚園」配合「幼兒教育及照顧法」之用詞定義修正為「幼兒園」並於該目增列「兒童課
後照顧服務中心」以符合上開目的事業主管法令。上開修正條文規定略以：
「‧‧‧
（十一）社會福利設施：1.
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托嬰中心、早期療育機構）
。2.老人長期照顧機構（長期照護型、養護型及失智照顧型）。
3.身心障礙福利機構。（十二）幼兒園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先予敘明。
二、有關課後托育中心是否屬旨揭條文所規定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乙節，案經本部兒童局 101 年 12 月 10 日童托
字第 1010054694 號函復說明略以：
「三、次查課後托育中心 1 詞，係指未依本法改制之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
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非屬托嬰中心。另自本（101）年 5 月 30 日起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之機構，依本法
第 76 條規定稱為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並應向教育主管機關申請設立。」
三、另所詢有關旨揭條文所稱托育機構是否為「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5 款所稱其他兒童
及少年福利機構乙節，依本部兒童局前開號函說明略以：
「二、配合幼托整合政策，100 年 11 月 30 日公布之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簡稱本法）第 75 條第 1 項規定，業將托育機構修正為托嬰中心；又本（101）年
5 月 30 日修正發布之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第 2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規定，托嬰中心係指辦理未滿 2 歲兒
童托育服務之機構。‧‧‧四、另 101 年 11 月 12 日修正之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18 條第 2 項第 3 款
第 11 目之社會福利事業設施，有關兒童及少年福利機構係指托嬰中心及早期療育機構，並無托育機構 1 詞。」
四、有關本部 91 年 2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0910003064 號函釋是否仍適用乙節，因旨揭細則條文業歷次修正，相關
目次及內容業已變更及修正，是以，相關使用應依修正後條文規定辦理，其函釋內容如與修正後條文抵觸，自
不得再予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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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5 條（風景區容許使用項目）
內政部 103 年 7 月 21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30807872 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25 條第 1 項第 7 款(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26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風景區可
供「農業及農業建築」之土地使用，有關「農業建築」之適用法令及其土地使用管制相關規定疑義
說明：
一、查本部前於 100 年 4 月 25 日召開「研商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之風景區土地申請作農業建築使用疑義會
議」並以 100 年 5 月 4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00803545 號函檢送上開會議紀錄在案，合先敘明。
二、另查「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3 條於 102 年 10 月 9 日修正發布條文增列農業設施之
種類增加「自然保育設施」及「綠能設施」
。風景區係為保育及開發自然風景而劃定，於風景區申請農業建築
使用，如係屬上開二項設施，需經縣（市）政府審認其所申請類別暨許可使用細目之使用係配合地方觀光發展
需求，並依照本部前開會議結論辦理。
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0 條(農業區土地於發布都市計畫前已為建地目之規定)
內政部 102 年 4 月 2 日內授營中字第 1020131852 號函
主旨：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0 條(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33 條)規定「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
適用疑義
說明：
一、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0 條規定：
「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為建地目、編定為可供興建住宅
使用之建築用地、或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者，其建築物及使用，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本案所坐落之土地如經貴府查明係於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自有上開條文
之適用，合先敘明。
二、有關「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如何認定乙節，請依本部 90 年 8 月 31 日台 90 內營字第 9085194 號
函送會議紀錄規定辦理；另依建築法第 11 條規定「建築基地」為供建築物本身所佔之地面及其所應留設法定
空地。故本案已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之確認，應請依實際供居住使用部分，按上開號部函規定之證明
文件及建築法相關規定確實查明依法認定之。
三、至本案農業區土地在都市計畫發布前已建築供居住使用之合法建築物基地申請建築，其建築面積如何核算乙
節，應請貴府確實查明本案該基地實際供居住使用情形，本諸權責參酌前開認定原則依法核處。
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
內政部 99 年 7 月 13 日內授營中字第 0990805522 號函
主旨：99 年 7 月 1 日召開研商有關都市計畫商業區、住宅區、甲、乙種工業區設置汽車運輸業停車場得否適用本部 65 年
10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705077 號函規定疑義會議紀錄
結論：
一、本部 65 年 10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705077 號函規定是否有配合檢討調整或停止適用之必要一節，與會代表共識
認為汽車運輸業停車場之使用管制及條件，於現行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業已明文，基於法令優位原則，
自應依其條文規定辦理；前開函釋因時空變遷與現行施行細則競合，本部將循程序辦理停止適用。
二、爾後解釋函釋內容與現行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條文如有競合時，優先適用該細則條文之規定。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免計容積檢討之規定）
內政部 96 年 3 月 29 日營署建管字第 0960013028 號函
主旨：有關貴市中山區吉林段 1 段 461 地號等 18 筆土地辦理大眾捷運系統路線場站開發，其獎勵容積是否適用建築技術
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免計容積檢討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局 96 年 3 月 7 日北市都建字第 09662646300 號函。
二、有關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2 條規定「…不得超過都市計畫法規或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該
基地容積之百分之十」中所稱之「都市計畫法規」
，前經本不 93 年 8 月 27 日內授營建管字第 0930086049 號函
(如附件)示在案。本案貴市都市計畫書中有關獎勵建築容積之規定，自屬都市計畫相關法規範疇。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7 條（容積移轉申請補正、駁回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9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0857 號函
主旨：補充本部 101 年 3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1010802270 號函如說明，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 103 年 8 月 25 日召開研商依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7 條規定依接受基地持有比例取得送出基
地所有權執行疑義會議紀錄結論一辦理（諒悉）。
二、本部旨揭號函示「接受基地申請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應由接受基地全部所有權人申請，並按其接受基地
土地持分比例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再將送出基地贈與登記為公有。」考量現行都市發展密集地區，土地細分
之情形及多元之開發方式，補充規定為「接受基地申請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應由接受基地全部所有權人
申請，並按其接受基地土地持分比例取得送出基地所有權或移入容積換算之送出基地所有權，再將送出基地贈
與登記為公有。」
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內政部 99 年 9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0990807669 號函
主旨：直轄市、縣（市）政府不得逕以主要計畫所載之容積獎勵上限，限制都市更新實施者依都市更新條例申請建築容積
獎勵
說明：都市計畫取得容積獎勵係依相關法律（如都市更新條例、大眾捷運法等）所定之程序，由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審
核給予獎勵容積，有關都市計畫主要計畫中有基準容積及各項獎勵容積加總後之總容積上限規定者，仍不得以該主
要計畫規定內容，逕予限縮各該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基於相關法律授權審核給予獎勵容積之權力，各直轄市、縣（市）
政府仍應依照都市更新條例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相關規定進行實質審核，自即日生效。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7 條（容積接受基地限制）
改制前臺北縣政府 99 年 3 月 31 日北府城開字第 0990245143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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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七條疑義
說明：
一、查本案送出基地座落於桃園縣龜山鄉、接受基地座落於台北縣林口鄉，雖皆屬「林口特定區計畫」符合旨揭辦
法第七條「同一主要計畫第區」之規定，惟按旨揭辦法第二條「本辦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內政部；在直
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及第四條(略以)「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理容積
移轉，得考量都市發展密度、發展總量、公共設施劃設水準及發展優先次序，訂定審查許可條件…。」本府按
前揭辦法訂定「臺北縣都市計畫容積移轉許可審查要點」係規範本現容積移轉作業程序，權限僅限於本縣轄土
地；另依該辦法第七條第二項：
「前條第一項第一款送出基地申請移轉容積，其情形特殊者，提經內政部都市
計畫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得移轉至同一直轄市、縣 (市) 之其他主要計畫地區。」其精神亦僅限於同一縣市內。
今本案送出基地座落於桃園縣龜山鄉，市以，應無前開要點之適用…。
二、…為落實各縣市政府之健全且均衡發展，現階段桃園縣送出基地之容積量不宜加諸於本線建築基地，以免超出
本縣都市土地容受力所能負荷。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9 條之 1( 容積獎勵折繳代金之規定)
內政部 101 年 12 月 7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10811734 號函
主旨：貴府函詢「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9 條之 1 執行疑義
說明：
一、都關於旨揭第 9 條之 1 有關折繳代金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委託 3 家以上專業估價者評定之規定，其委託
方式及查估結果差異甚大時如何辦理部分，案准本部地政司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亦見略以，委託專業估價
者查估部分，可至本部不動產估價師資訊系統查詢，以供委託時選擇，或由當地或其他較近縣市之動產估價師
公會推薦。至查估作業係由機關委託專業估價者辦理，屬行政採購法第 2 條所稱勞務採購，爰適用政府採購法
之規定。
二、另有關查估結果差異甚大時如何辦理乙節，查現行不動產估價師法第 41 條規定，不動產估價師間，對於同一
標的物在同一期日價格之估計有百分之二十以上之差異時，土地所有權人或利害關係人得請求土地所在之直轄
市或縣(市)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協調相關之不動產估價師決定其定估價格；必要時得指定其他不動產估價師重新
估價後再行協調。
三、至貴府來函敘明未進行辦理取得公共設施時，無法得知其徵收費用，是以如何依總量管制概念執行本辦法第 9
條之 1 第 3 項規定乙節，查本辦法第 14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就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之送出基
地進行全面清查，並會同有關機關(購)依都市計畫分區發展優先次序、未來地方建設時序及公共設施保留地劃
設先後，訂定優先移轉次序，是以主關機關藉由全面清查據以得知公共設施保留地之總量，有本辦法第 9 條之
1 有關折繳代金用途規定，係專款專用於取得接受基地同一主要計畫區之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土地為限，爰貴
府得依上開規定據以執行。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6 條(容積移轉基地之限制)
內政部 102 年 10 月 3 日內署都字第 1022920325 號函
主旨：關於貴府函詢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是否得依法辦理都市計畫容積移轉疑義
說明：類似案例本署 102 年 9 月 30 日營署都字第 1020059106 號函已有明示。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6 條(容積移轉基地之限制)
內政部 102 年 9 月 30 日內署都字第 1020059106 號函
主旨：有關各級農田水利會名下所有之都市計畫公共設施保留地如再標售移為民間所私有，是否仍具公共設施保留地性質
得依都市計畫法規作為送出基地，申請辦理容積移轉。
說明：
一、有關都市計畫範圍內依法劃設供各該農田水利會取得興闢之溝渠、水利、河川…等公共設施用地，如已屬各該
農田水利會所有，或已由各該農田水利會依法取得者，依本部 87 年 6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8772176 號函釋意旨，
應非屬都市計畫法所稱之公共設施保留地，尚無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之適用。
二、至於各該農田水利會所有非供各該農田水利會取得興闢之公共設施用地，是否得作為容積移轉送出基地，案經
本部地政司前開號函略以：
「案公有土地，係指所有權歸屬於國家或地方自治團體之土地。依土地法第 4 條規
定…並未包含農田水利會之土地」，是以，該土地如經地方政府認定為公共設施保留地，且非屬都市計畫書規
定應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取得者，尚符合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得作為容積移轉送出基地。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1 條(容積移轉得分次移轉之規定)
內政部 98 年 7 月 20 日台內營字第 0980125650 號函
主旨：關於貴府所詢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1 條執行疑義乙案
說明：旨揭辦法第 11 條規定未能完全使用其獲准移入之容積如確因基地條件限制，擬移轉至同一主要計畫地區範圍內之
其他可建築土地建築使用者，該另一接受基地移入之容積，仍應依旨揭辦法第 9 條之容積移轉計算公式，按原送出
基地申請當時之公告土地現值核算，以資妥適。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7 條（容積移轉申請補正、駁回之規定）
內政部 101.5.7 台內營字第 1010172234 號函
主旨：有關貴府函為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7 條第 1 項第 2 款執行疑義
說明：查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7 條規定：「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容積移轉申請案件後，應即審查...
符合規定者，除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土地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依第 9 條之 1 規定繳納代金完成後逕予核定外，應
於接受基地所有權人...辦畢下列事項後，許可送出基地之容積移轉：...二、清理送出基地上土地改良物...。但
送出基地屬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者，其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之地上權、徵收之地上權或註記供捷運系統穿越使用，
不在此限...」是以，接受基地所有權人申請容積移轉許可，除送出基地屬第 6 條第 1 項第 1 款之土地、接受基地
所有權人依第 9 條之 1 規定繳納代金完成，及送出基地屬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者，其因國家公益需要設定之地上權、
徵收之地上權或註記供捷運系統穿越使用外，應辦畢清理送出基地上土地改良物，尚無得改以申請繳納代金，交由
政府機關代為清理地上改良物方式辦理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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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6 條(容積移轉基地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5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53821 號函
主旨：檢送 103 年 5 月 12 日召開公營事業所持有公共設施用地適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疑義會議紀錄
說明：
一、 公營事業為公司組織者，因本質上具有其特殊性，致地方政府產生對本部上開 85 年及 102 年二函釋適用上
之疑慮一節，經充分徵詢與會各單位意見後，釐清如下：
(一) 按本部 85 年函釋意旨，為闡明國營事業機構就原指定供其變電所使用之機關用地，不應因轉變為公司組
織而無法繼續從事公用事業，是以援引財政部 79 年及行政院人事行政局 79 年等相關函釋有關按其持股比
例，就廣義而言應屬政府機關之內容，敘明繼續使用該機關用地自仍符合公共設施用地「使用管制」之規
定，而本部 102 年函釋，則就台電公司持有之土地，依土地法第 4 條規定非屬公有土地，該土地倘非屬留
供其取得興闢之公共設施用地，且經地方政府審認為公共設施保留地，得依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規
定，申請作為容積移轉之送出基地。本部上開二函釋係分別就國營事業作本業使用土地之「使用管制」及
持有土地之「權屬性質」依法予以敘明，為不同事項之闡明。
(二) 依國有財產法第 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國營事業為公司組織者，僅其股份為國有財產；其土地權屬性
質，依土地法第 4 條規定非屬公有土地，為私有土地，因此依法公營事業確實具有「股份為公有而土地為
私有」之特殊性。
二、 公營事業為公司組織者，其持有之公共設施用地，應如何適用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一) 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有關私有公共設施保留地得作為送出基地之規定，其公、
私有土地之定義，查都市計畫法相關規定並無明文，係依據
土地法第 4 條公有土地之規定辦理。
(二) 有關公共設施保留地之認定，由各地方政府依據本部 87 年 6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8772176 號函釋予以審
認之。都市計畫範圍內依法劃設供各該公營事業機構取得興闢之公共設施用地，且原已屬各該公營事業所
有或已由各該公營事業依法取得者，依上開函釋規定，已非屬都市計畫法所稱之公共設施保留地，應無都
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之適用。
(三)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為辦理容積移轉，依都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4 條規定，得考量都市發展密
度、發展總量、公共設施劃設水準及發展優先順序，訂定審查許可條件，提經都市計畫委員會或都市設計
審議委員會審議通過後實施之。是各地方政府為辦理公營事業機構之容積移轉，得依上開規定訂定審查許
可條件，俾據以執行。
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8 條第 2 項(增加容積移入上限)
內政部 100 年 9 月 15 日台內營字第 1000178816 號函
主旨：關於貴府函詢依都市計畫相關變更審議規範採捐地（代金）開發方式之細部計畫，得否適用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
辦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整體開發地區」乙案，復請查照。
說明：查旨揭辦法第 8 條第 2 項規定「位於整體開發地區、實施都市更新地區、面臨永久性空地或其他都市計畫指定地區
範圍內之接受基地，其可移入容積得酌予增加。但不得超過該接受基地基準容積之百分之四十。」
，係考量該等地
區公共設施服務水準較其他一般地區為高，對增加容積的容受度較大，爰規定位於該等地區之接受基地得增加容積
移入上限。其中上開條文所稱「整體開發地區」，係指以區段徵收、市地重劃或其他方式整體開發之地區。准此，
依都市計畫相關變更審議規範採捐地（代金）開發方式辦理之地區，如確已將公共設施用地及土地使用分區作整體
規劃配置，且其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確已較其他一般地區為高者，應得依該條文規定增加容積移入上限。
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5 條(古蹟等值移轉之規定)
內政部 101 年 7 月 31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10250355 號函
主旨：有關貴府函詢八里區小八里坌段楓櫃斗湖小段 260-1、260-3 地號土地涉古蹟容積移轉疑義事宜，復請查照。
說明：
一、依文化資產保存法第 35 條規定「古蹟除以政府機關為管理機關者外，其所定著之土地、古蹟保存用地、保存
區、其他使用用地或分區之編定、劃定或變更，致其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得等值移轉至其
他地方建築使用或享有其他獎勵措施；其辦法，由內政部會商文建會定之。」
。
二、為符合前揭文化資產保存法所稱「等值移轉」精神，參考都市計畫法第 49 條有關「依本法徵收或區段徵收之
公共設施保留地，其地價補償以徵收當期毗鄰非公共設施保留地之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為準」規定，本部業於 95
年 4 月 14 日修正發布實施「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8 條條文，有關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計算公式修正為「接
受基地移入容積=送出基地移出之容積×(申請容積移轉當期送出基地之毗鄰可建築土地平均公告土地現值/申
，俾古蹟土地所有權人原依法可建築之基準容積受到限制部分得予
請容積移轉當期接受基地之公告土地現值)」
以合理補償，以維護其權益。是以，貴府所詢旨揭土地所毗鄰之機關用地、宗教專用區，自不符本辦法可建築
土地之範疇。
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10 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申請人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7 月 18 日內授營都字第 1030808007 號函
主旨：關於貴局函詢「依古蹟土地容積移轉辦法第 10 條規定檢附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係指古蹟或遺
址核定範圍之全部或一部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之同意疑義」1 案，復請查照。
說明：查旨揭辦法第 10 條第 7 款規定，申辦容積移轉時，應由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接受基地所有權人會同檢具送出基地
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書或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等文件，向該管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許可，以保
障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各種權利關係人權益。準此，於申請容積移轉許可時，應出具所有送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
關係人之同意書。至於送出基地之可移出容積經許可後，依旨揭辦法第 9 條辦理分次移出時，究應以全部或該筆送
出基地所有權人及權利關係人同意，因涉及容積移轉之執行，仍請本於權責自行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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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
都市更新條例第 8 條(都市更新地區之劃定)
內政部營建署 101 年 9 月 27 日營署更字第 1010062044 號函
主旨：關於貴府函送「擬定捷運中和線沿線地區及場站周邊都市更新計畫(中、永和都市計畫部分)案」新北市都市計畫委
員會專案小組第四次研商會議紀錄，其中專案小組意見(六)略以，都市更新計畫若未涉及都市計畫變更，建議移由
都市更新審議會進行審議較為妥適一節
說明：
一、復貴府 101 年 9 月 20 日北府城審字第 1012545524 號函。
二、有關都市更新條例第 8 條規定都市更新地區之劃定及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或變更，是否仍屬該管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全責之疑議。按上開條文之立法意旨，更新地區之劃定及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或變更，關係人民權利義
務至鉅，爰規定除涉及都市計畫主要計畫或細部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依都市計畫法規定程序辦理外，應送該
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為一級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之，俾使民眾有依都市計畫法規所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
作業規定參與之機會，以資週延。惟於總統 97 年 1 月 16 日公布施行之修正條文，係因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
準法規定，不得以作用法規範機關組織事項所為之文字修正，惟實質審議主體並未變更，爰有關都市更新地區
之劃定及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或變更等審議事項，仍應依修正前規定，由各級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 11 條(自行劃定都更地區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12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1030615281 號函
主旨：關於依都市計畫法規定變更細部計畫暨劃定更新地區範圍，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否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1 條規定申請核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 1 案
說明：按「直轄市、縣(市)(局)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對於窳陋或髒亂地區認為有必要時，得視細部計畫劃定地區範
圍，訂定更新計畫實施之。」「更新地區範圍之劃定及更新計畫之擬定、變更、報核與發布，應分別依照有關細部
計畫之規定程序辦理。」分係都市計畫法第 63 條及第 66 條明定；另按都市更新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8 條第 1 項前
段規定：「更新地區之劃定及都市更新計畫之擬定或變更，未涉及都市計畫之擬定或變更者，送各級主管機關遴聘
(派)學者、專家、熱心公益人士及相關機關代表審議通過後，公告實施之；......」
，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及第 10
條第 1 項所稱「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
，尚非僅指依本條例第 8 條所定程序劃定之更新地區，依上開都市計畫
法第 63 條及第 66 條所定程序劃定之地區範圍亦屬之。爰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
擬依本條例規定申請核准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自應依本條例第 10 條第 1 項「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其土地及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得就主管機關劃定之更新單元，......，申請當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核准，......」或
同條第 2 項後段「......；其同意比例已達第 22 條規定者，得免擬具都市更新事業概要，並依第 15 條及第 19 條
規定，逕行擬具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辦理。」規定辦理，而非依本條例第 11 條「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
規定辦理。
都市更新條例第 19 條(更新事業計畫召開公聽會之規定)
內政部 97 年 1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0970800262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事業召開公聽會後，因故變更範圍或召開公聽會時未通知他項權利人之處理
說明：
一、實施者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後，主管機關審查其申請書件時，發現實施者於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期間
舉辦之公聽會，因產權變動，疏漏通知相關權利人參加，如經實施者檢具相關計畫書圖，補請其表達意見，對
所提意見作適當之處理或說明，並通知其可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公所公開
展覽及舉行公聽會期間表達意見後，可免重行辦理公聽會。
二、至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受理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0 條、第 11 條規定申請核准實
施都更新事業之案件，於審查事業概要時，考量避免造成畸零地或維護更新土地方整性，指示修正更新單元範
圍者，可參照同條例第 19 條第 3 項規定意旨，得免重行辦理公聽會，惟應通知修正範圍之土地、合法建築物
所有權人及其他權利關係人表達意見，並依修正後之範圍，重新核計法定同意比例。
都市更新條例第 19 條(更新事業計畫召開公聽會之規定)
內政部 100 年 12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1000239291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 19 條及其施行細則第 6 條公聽會應通知對象執行疑義案
說明：
一、查 97 年 1 月 16 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第 19 條第 4 項明定公聽會應通知之對象為更新單元範圍內土地、
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人，其立法意旨係為維護並保障都市
更新相關權利人之權益。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6 條第 1 項舉辦公聽會應通知土地、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其他權
利關係人參加之規定，所稱「其他權利關係人」之範圍即為他項權利人、囑託限制登記機關及預告登記請求權
人，應無疑義，將納入未來修法明定之，以資明確。
二、另查民法第 757 條規定，物權除依法律或習慣外，不得創設。復查民法第 758 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
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效力。是以，他項權利應以依法律或習慣創設且經登記者為
範圍，其通知對象則以土地或建物登記登載者為準。
都市更新條例第 19 條(更新事業計畫召開公聽會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5 月 20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5075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議期間改變實施者疑義案
說明：查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19 條及第 19 條之 1 規定所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變更，係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經各級主管機關審議通過核定發布實施後辦理之變更而言。按「實施者」為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應載明項目之ㄧ，有
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審議期間」擬改變實施者 1 節，尚非法所不許，除屬經該管都市更新審議會審議修正者，
得依本條例第 19 條第 4 項後段簡化規定，免再公開展覽外，餘均應重行踐行同條第 2 項、第 3 項規定程序，舉辦
公開展覽、公聽會。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前，並應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 1 規定舉行聽證，斟酌聽證全部
結果，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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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 19 條(更新事業計畫召開公聽會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7 月 9 日台內營字第 1030199338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第 16 條第 3 項執行疑義乙案
說明：按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稱本條例)第 19 條第 1 項、第 21 條第 6 款、第 11 款及第 22 條第 1 項明定，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由實施者擬訂，並應表明處理方式及其區段劃分、實施方式及有關費用分擔，送由主管機關審議報核時並應取得
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其面積一定比例之同意；次按都市計畫容積移轉實施辦法
(以下稱該辦法)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接受基地以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重建者，得由實施者提出申請。實施者擬
依該辦法第 16 條第 3 項規定申請容積移轉許可，自應先依本條例第 19 條第 1 項及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擬訂都市更
新事業計畫報核，表明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重建，並取得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數及
其面積一定比例之同意後，始為該辦法第 16 條第 3 項所定適格之申請人。
都市更新條例第 19 條(更新事業計畫召開公聽會之規定)
內政部 104 年 2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1040403039 號函
主旨：關於核准之事業概要，原申請人之產權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前移轉，或所載之預定實施者擬變更者，後續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如何認定係依原核准之事業概要續行辦理疑義案
說明：
一、查本部 101 年 8 月 27 日台內營字第 1010279708 號函示，按行政法上權利義務或法律地位是否可由他人承繼，
應視相關法規內容而定，法律未特別規定者，則應視該權利義務或法律地位是否具有高度屬人性(一身專屬性)
而定；至有無一身專屬性，應就各個權利義務或法律地位予以認定，不能一概而論，先予敘明。本案貴府於實
務執行上，要求原事業概要申請人出具同意書予後續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之實施者，以為認定原事業概
要之延續，現原事業概要申請人之產權已移轉予他人，得否由新的所有權人出具同意書 1 節，查上開同意書之
出具，非屬都市更新法令所明定，屬實務審議執行事項，請參依上開函示，就個案情況自行審認。
二、至於事業概要已載明預定實施者，擬改由其他實施者續行擬訂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者，考量目前受司法院釋
字第 709 號宣告違憲之影響，事業概要已暫緩受理及核准，無法透過事業概要程序變更，故為免影響民眾權益
及都市更新事業之推動，宜允其將變更預定實施者之情形納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載明，並參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9 條之 1 第 1 款第 1 目之規定，於依同條例第 22 條規定徵求同意，並經原預定實施者與新實施者辦理公證，
由主管機關審議通過、核定發布後據以辦理。
都市更新條例第 19 條之 1(簡化更新事業計畫變更流程之規定)
內政部 97 年 4 月 14 日台內營字第 0970051321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 19 條之 1、第 22 條執行疑義
說明：
一、按 97 年 1 月 16 日修正公布之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略以，各級主管機關對第 1
項同意比例之審核，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
意...。是以，主管機關受理之都市更新案，於上開條文修正公布後尚未完成公開展覽程序者，原簽訂同意書
之所有權人自得依規定撤銷其同意；至公開展覽期滿經重新核算所有權同意比例未達法定門檻者，主管機關固
得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駁回實施者之申請，惟考量所有權人撤銷同意尚非可歸責於實施者
之事項、都市更新事業整合不易且具有公共利益，爰主管機關宜審酌個案情形予以實施者於一定期間內增補所
有權人同意比例之機會，以符法律衡平原則。
二、依本條例第 7 條規定劃定之都市更新地區，實施者已取得更新單元內全體所有權人之同意者，於擬定或變更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時，雖得依本條例第 19 條第 4 項規定免舉辦公開展覽及公聽會，惟於計畫審核期間，原簽訂
同意書之所有權人如表達撤銷其同意之主張，致未符上開全體同意之規定時，仍應依同條第 1 項至第 3 項規定
辦理。
三、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後，辦理實施者變更，本條例第 19 條之 1 第 1 款已明定依同條例第 22 條規定徵求同意，
尚無限制其徵求同意之對象限於擬定計畫報核時簽訂同意書之所有權人。
四、有關建議明定本條例第 22 條「權利義務相同者」定義乙節，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於本
部預告公告本條例施行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期間，提出具體建議條文(如附件)，惠請以貴府推動經驗，提供
具體意見供參。另有關同意書重複出具之效力，本部將儘速函請法務部表示意見後再行函復。
都市更新條例第 20 條(更新事業計畫之變更涉及都市計畫變更之規定)
本局法規小組 104 年 6 月 9 日第 61 次會議
主旨：都市更新條例第 20 條及施行細則第 12 條執行疑義
說明：
一、經研商討論有關目前「都市更新條例」第 20 條涉及主要計畫局部性修正者「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12 條
有明確規定樣態，惟涉及細部計畫擬定或變更者並未規範，故為避免後續執行疑義，未來在執行「都市更新條
例」第 20 條受理樣態及範疇，同意限縮為公共設施用地性質及位置調整，其餘涉及都市計畫變更部分，應於
依法變更主要計畫後，再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19 條規定辦理。並請都更處會後再行檢視前述情形有無違反
內政部 97 年 8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0970806007 號及 99 年 5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0990803681 號解釋函。
二、有關都市更新涉及都市計畫變更程序部分，日後應以個案變更方式為原則，通盤檢討為例外。至於受理程序之
SOP 部分，另行邀都更處、計畫科、審議科等相關單位再與張副局長討論。
三、至於新莊區頂坡角段頂坡角小段 232 地號等 42 筆土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個案部分，經討論，實施者所提變更
方案與都市計畫規劃原意不符(原綠地規劃係考量地形順向坡避免開發而劃設)，且又前經 104 年 6 月 3 日都市
計畫、都市更新諮詢會議決議，倘實施者評估後仍需變更都市計畫請依都市計畫相關法令程序仍先行辦理都市
計畫變更，再據以推動都市更新工作。
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同意比例計算之規定)
內政部 100 年 1 月 18 日內授營更字第 1000800634 號函
主旨：研商都市更新案涉及公同共有所有權之同意權行使及同意比例計算疑義會議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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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一、按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執行要點所稱之處分，係指法律上及事實上之處分。上開處分於實務執行上包括買賣、
交換、共有土地上建築房屋、共有建物之拆除及抵繳稅款等項目，非所列舉之項目，如土地重劃同意權之行使
不適用之。故有關都市更新範圍內登記為公同共有人數，尚無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之適用；至其同意比例之計
算，參採市地重劃之計算方式，並以其佔該公同共有全體人數比率，乘以該公同共有部分土地面積、合法建築
物樓地板面積所得之面積為其同意面積計算。
二、有關未辦繼承登記者，實施者應否查證並通知繼承人參與都市更新程序乙節，基於以下幾點之考量，仍應照目
前都市更新條列有關規定，不論其是否亡故，皆以登記名義人為徵詢及參與分配之對象，至於應否明文訂定，
請作業單位納入未來修法參考。
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同意比例計算之規定)
內政部 100 年 5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3907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於報核後公開展覽前，產權有變動者，應否納入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規定同意比例計算疑
義案
說明：按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取得私有土地及私有合
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面積一定比例之同意。第 3 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對於第 1 項同意比例之審核，除有民法第
88 條、第 89 條、第 92 條規定情事或雙方合意撤銷者外，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得
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是以，有關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書徵詢之對象及計算基準，係以計畫報核當時
之所有權狀態為準，嗣後如有產權變動者，不再重新徵詢，以維持都市更新事業推動之安定性。至於同意書之審核，
由於第 3 項允許所有權人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故對於同意書是否達到第 1 項同意比例門檻之審核，係以
都市更新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
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同意比例計算之規定)
內政部 97 年 10 月 16 日台內營字第 0970808223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第 3 項執行疑義案
說明：查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規定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檢附達同意比例門檻之同意書；
同條第 3 項規定，各級主管機關對第 1 項同意比例之審核，以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公開展覽期滿時為準。所有權人得
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個案實施者擬具都市事業計畫報核前，倘原簽訂同意書之所有權人撤銷其同意，
致未達法定同意比例時，實施者自不得依上開條文第 1 項規定報核，縱有報核之情事，經主管機關查明後亦應依同
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之 1 第 2 項敘明理由駁回其申請；如個案報核後、公開展覽前，原簽訂同意書之所有權人撤銷
其同意，經主管機關重新核算未達法定同意門檻時，考量所有權人撤銷同意尚非可歸責於實施者之事項，且其同意
比例性質上尚非不可補正，主管機關得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 9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詳為列舉事由，通知申請人限期補
正，屆期未補正者，駁回其申請。
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同意比例計算之規定)
內政部 100 年 10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 1000207110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第 3 條執行疑義乙案
說明：按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所有權人不同意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
銷其同意。前開撤銷權之行使，本條例並無特別規定，依民法第 116 條第 1 項規定，應以意思表示為；又按有撤銷
權人，欲撤銷其自己之意思表示或他人之法律行為，除法律規定必須訴經法院為之者外，以意思表示為之為己足(最
高法院 52 年台上字第 836 號判例參照)；再按民法第 95 條第 1 項本文規定，非對話而為意思表示者，其意思表示，
以通知達到相對人時，發生效力。本條例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有撤銷權人，其撤銷之意思表示，應於同條項規定除
斥期間內，以通知達到相對人實施者時，發生效力。
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同意比例計算之規定)
內政部 101 年 12 月 14 日台內營字第 1010385193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範圍包含政府劃定之更新地區及自行劃定之更新單元，其事業概要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同意比例計
算疑義案
說明：
一、按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10 條、第 11 條及第 22 條規定，事業概要及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申請與
報核，不論是經政府劃定或未經劃定應實施更新之地區，應經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
權人數及其面積一定比例之同意；其中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同意比例門檻，按都市更新事業辦理之輕重緩急，分
就政府優先劃定或迅行劃定地區及所有權人自行劃定更新單元，分別設定不同比例之門檻限制。揆諸上開立法
意旨，係讓符合本條例第 6 條及第 7 條有更新急迫性情形之地區，可以即時取得更新門檻，據以推動更新，而
未經政府劃定更新之地區，僅為所有權人為促進土地再開發利用或改善居住環境，較無更新迫切須要者，則要
求所有權人要有較高的更新共識，才能辦理更新。是以，不同劃定地區者，不論是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
畫，仍應依其不同劃定原因之範圍，分區分別核計其同意比例，始符合上開立法意旨。
二、所提個案前經本部 100 年 3 月 4 日召開研商會議建議採擴大劃定更新地區方式處理，現經貴府函復無法依上開
會議結論擴大更新地區範圍，其同意比例仍應依上開說明二分區分別檢討計算。惟後續事業概要是否核准，宜
請貴府考量併同實施都市更新之必要性及合理性，與後續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容積獎勵之核給及更新地區投資抵
減適用之執行等因素後決定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同意比例計算之規定)
內政部 101 年 2 月 4 日台內營字第 1010800960 號函
主旨：關於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涉有已建立標示之產權未登記土地者，其同意比例計算疑義案
說明：
一、查土地法第 10 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屬於中華民國人民全體，其經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者，為私
有土地(第 1 項)。私有土地之所有權消滅者，為國有土地(第 2 項)。同法第 53 條規定，無保管或使用機關之
公有土地及因地籍整理而發現之公有土地，由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逕為登記，其所有權人欄註明為國
有。復查國有財產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凡不屬於私有或地方所有之財產，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均應視為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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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產。又查民法第 758 條第 1 項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
生效力。另參照最高法院 48 年 9 月 17 日 48 年台上字第 1362 號民事判例(文件檔案：如附件 1)，基於國家機
關之權力關係取得土地之所有權，並非依法律行為而取得，依民法第 758 條之反面解釋，既無須登記已能發生
所有權之效力。準此，中華民國領域內之土地，除經人民依法取得所有權並登記者，均屬公有，不待登記即生
效力。
二、本案都市更新個案範圍內，已建立標示之產權未登記土地，於事業概要或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當時既未經人
民依法取得並登記所有權者，依民法第 758 條規定即不生效力，其權屬應視為公有，爰不納入都市更新條例第
10 條或第 22 條私有土地及建築物同意比例之計算。惟考量公產管理機關參與都市更新意見之徵詢，及更新後
權利之分配與登記，仍應請實施者先行確定公產權屬後再予續審。
三、另有關貴轄已建立標示「產權未定」之未登記土地問題，檢附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01 年 1 月 11 日台財產局改
字第 10000413921 號函及本部地政司 101 年 1 月 6 日地司(7)發字第 1006030100 號書函供參(文件檔案：如附
件 2)。
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更新事業計畫報核同意比例計算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7 月 24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7986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之同意書得否由繼承原所有權之人撤銷 1 案
說明：
一、按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稱本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及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15 條第 1 項規定，實施者擬定或變更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時，應取得私有土地及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出具之同意書，前開同意具私法上及公法上
意思表示之雙重性質(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度判字第 692 號判決參照)。有關該項意思表示於公法上之效力，性
質上與民法規定之非對話意思表示相類似；且因行政法上欠缺有關規範，應類推適用民法有關非對話意思表示
之規定(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1 年度訴字第 1607 號判決參照)。次按本條例第 22 條第 3 項後段規定，所有權人
不同意公開展覽之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者，得於公開展覽期滿前，撤銷其同意；查民法第 95 條第 2 項規定(略以)：
「表意人於發出通知後死亡......，其意思表示，不因之失其效力。」
二、又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22 條第 1 項所定之同意，係表意人憑藉其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合法地位所為，
按民法第 1148 條規定，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本條例第 22 條第 3 項
既明定首揭同意得於法定期間內行使撤銷權，基於保障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行使撤銷權之立法意旨(立
法院公報，第 96 卷第 85 期，223-225 頁)，應得允許原表達同意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之繼承人，於符
合本條例第 22 條第 3 項規定要件下，繼承原意思表示，行使撤銷權。
都市更新條例第 27 條(公有土地參與都市更新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9 月 30 日內授營更字第 1030811177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 27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執行疑義 1 案
說明：
一、按都市更新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經劃定應實施更新地區，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得依下列
方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一)自行實施為實施者；(二)經公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前開
委託作業並得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之 1 規定委任所屬機關、委託其他機關或公營事業機構辦理；(三)同意
其他機關(構)為實施者。另按本條例第 27 條第 3 項第 1 款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公有財產得自行辦
理、委託其他機關(構)辦理或信託予信託機構辦理更新；前開「自行辦理」，依本條例之整體關聯意義解釋，
倘非屬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以外之其他公有財產管理機關，應依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規定，經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同意其為實施者；且要無併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之 1 規定之適用，本部 102 年 10 月 9 日內
授營更字第 1020810169 號函(詳附件)業有明示。
二、另本條例並無限制國家及地方自治團體所有之土地及建築物不得依本條例第 10 條或第 11 條規定申請核准實施
都市更新事業，並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實施之；惟前開委託作業，亦無本條例第 9 條第 1 項「經公
開評選程序委託都市更新事業機構為實施者」及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5 條之 1 規定之適用，應由該管公有財產管
理機關，另循適法之方式辦理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 29 條(權利變換執行之規定)
內政部 98 年 12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 1000239291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 29 條擬定權利變換計畫相關事宜執行疑義案
說明：都市更新條例第 29 條業明文規定，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都市更新時，實施者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
施後」擬具權利變換計畫，依第 19 條規定程序辦理審議…等事項；有關召開公聽會與辦理選配作業係擬具權利變
換計畫作業之一環，其內容涉關評價基準日之擇定，與權利變換範圍內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權利變換
前、後權利價值攸關，仍應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定發布實施後辦理始為適法。
都市更新條例第 30 條(權利變換抵充原有公共設施用地之規定)
內政部 102 年 3 月 14 日內授營更字第 1020802234 號函
主旨：研商更新單元範圍內公有道路用地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0 條規定抵充執行疑義會議紀錄
說明：
一、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30 條規定，實施權利變換時，得予以抵充之原有公共設施用地，係只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核
定發布日，權利變換地區內依都市計畫法所劃設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停車場
等 7 項公共設施用地，並經各該管政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取得者而言；至納入抵充之公有道路，經參酌建
築技術規則用語定義，指依都市計畫法或其他法律公布之道路(得包含人行道及沿道路邊綠帶)或經指定建築線
之現有巷道，實際作道路供公眾通行，並依行政院訂頒「各級政府機關互相撥用公有不動產之有償或無償劃分
原則」認定得無償撥用之公有土地者為限。
二、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3 條第 1 款有關原有公共設施用地定義，與 97 年 1 月 16 日總統修正公布施行
都市更新條例第 30 條立法意旨未盡相符，請業務單位檢討修正；另本部 94 年 12 月 9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40087746
號函釋有關實施權利變換時予以抵充之原有公共設施用地及公有道路之界定，亦請業務單位依本次會議紀錄辦
理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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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更新條例第 31 條(權利變換分配之規定)
內政部 102 年 9 月 9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09091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 31 條規定不願或無法分配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執行疑義乙案
說明：
一、按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後不願參與分配或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未達最小分配面積單元，無法分配者，依本條例
「第一項規定現金補償於發放或提存後，
第 31 條第 1 項規定，得以現金補償之；本條例第 31 條第 3 項並規定：
由實施者列冊送請各級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本條例第 1 條第 2 項規定：「本條
例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定。」按權利變換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定發布實施，即對更新單元範圍內之權利
變換關係人，產生私法上財產權利義務關係創設、變更或確定之法律效果，實施者依本條例第 31 條規定對於
不願或不能參與分配之原土地所有權人，以現金補償之；原土地所有權人死亡致補償金未能發放，依同條第 3
項規定應予提存，惟原土地所有權人既已死亡即無權利能力，依非訟事件法第 1 條、第 11 條及民事訴訟法第
40 條規定即無當事人能力，故前開現金補償之受取人死亡者，應以其繼承人為提存之受取人；其繼承人有數人
者為公同共有債權，通知其共同領取提存物；倘繼承有無不明者，應以經親屬會議選定或法院選任之遺產管理
人為提存之受取人方稱適法，此觀民法第 1177 條、第 1178 條第 2 項、第 1179 條、民事訴訟法第 168 條、家
事事件法第 136 條第 2 項規定甚明。
二、至有關前開現金補償提存後應否先辦理繼承登記始得由主管機關囑託該管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乙節，
依民法第 1147 條及第 1148 條第 1 項規定，繼承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承受被繼承人
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另查行政院秘書長 94 年 12 月 28 日院臺規字第 0940052345 號函檢送會議紀錄結論
(二)略以：
「依民法第 758 條規定『不動產物權，依法律行為而取得、設定、喪失及變更者，非經登記，不生
效力。』之反面解釋，不動產所有權之取得其原因如非依法律行為即無登記始生所有權移轉效力之問題。有關
都市更新不願參與分配者，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發給現金補償後應即終止。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實施完成
後，實施者依主管機關核定之權利變換計畫實施權利變換，受配人取得土地及建築物，係基於國家機關之權力
關係而取得，並非依法律行為而取得，依民法第 758 條規定，不以登記為所有權移轉之生效要件，......」
。
爰此，本條例第 31 條第 1 項但書所定現金補償，於依同條第 3 項規定以原土地所有權人之繼承人為提存之受
取人後，原土地所有權人(及其繼承人)對於其土地之權利義務，於提存現金補償後應即終止，受配人取得土地
及建築物，係基於國家機關之權力關係而取得，並非依法律行為而取得，故得免先辦理繼承登記，而由主管機
關逕為囑託登記機關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至於繼承人因繼承所生之遺產稅及相關稅捐，應由稅捐稽徵機關另
案向其追繳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 44 條(都市更新提高建築容積獎勵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5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1030141067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擬捐贈公營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得否認定係都市更新提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2 款所定「公益設施」乙案
說明：
一、按「社會住宅：指由政府興辦或獎勵民間興辦，專供出租之用，並應提供至少百分之十以上比例出租予具特殊
情形或身分者之住宅。」
「社會住宅承租者，應以無自有住宅或一定所得、財產基準以下之家庭或個人為限。」
「本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五款所稱社會福利設施，指下列各項設施：......。二、依法核准興辦之社會住
宅。......」分係住宅法第 3 條第 2 款、第 28 條第 1 項及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施行細則第 8 條所明定；
社會住宅係提供予無自有住宅或一定所得、財產基準以下之家庭或個人承租，並保障特殊情形或身分者提供一
定比例供其承租，是以其具有公益性質應無疑義。
二、另按行政院 103 年 1 月 6 日院臺建字第 1020079079 號函核定之「社會住宅中長期推動方案暨第一期實施計畫」
(略以)：「......未來地方政府擬興辦之公營出租住宅，如有提供適當比例供經濟社會弱勢者居住，則亦屬於
社會住宅。為避免產生標籤化的問題，凡符合住宅法中社會住宅定義之出租住宅，各地方政府得以不同之方式
命名，不受限一定要冠上○○社會住宅之名稱。」爰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經政府指定額外提
供之公營出租住宅或社會住宅，凡符合住宅法中社會住宅定義之出租住宅，得依都市更新 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
第 2 款後段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4 條後段規定認定為公益設施，除不計入容積外，並得適度增加其
建築容積。
都市更新條例第 44 條(都市更新提高建築容積獎勵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4 月 25 日內授營更字第 1030804289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9 條第 1 項規定執行疑義乙案
說明：按「主管機關依第 6 條或第 7 條規定優先或迅行劃定之更新地區，在一定時程內申請實施更新者，給予適度之容積
獎勵。」
「主管機關依本條例第六條或第七條規定優先或迅行劃定之更新地區，自公告日起六年內，實施者申請實
施都市更新事業者，得給予容積獎勵，其獎勵額度以法定容積百分之十為上限。」分係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稱本條
例)第 44 條第 1 項第 3 款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9 條第 1 項所明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倘非屬依本條
例第 6 條及第 7 條規定優先或迅行劃定之更新地區，自無前開容積獎勵規定之適用。
都市更新條例第 57 條(更新事業計畫完成日之認定)
內政部 103 年 4 月 7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2242 號令
主旨：訂定有關「都市更新條例」第 57 條所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日之認定
說明：有關都市更新條例第 57 條所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完成日之認定，依下列規定辦理，自即日生效：
一、以協議合建方式實施者，於建築物完工取得使用執照後，即可依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協議內容分配，以「使用執
照取得之日」認定之。
二、以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於建築物取得使用執照後，實施者尚須辦理經費結算、繳納或領取差額價金、測量釐
正、申報稅籍等作業，始得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43 條規定申請主管機關囑託登記機關辦理產權移轉登記，以「完
成產權移轉登記之日」認定之。
都市更新條例第 61 條之 1(都市更新案實施者申請建造執造之法規適用)
內政部 100 年 6 月 2 日內授營更字第 100080461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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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研商都市更新案處理程序中有關都市更新、都市計畫及建管法令適用疑義會議紀錄
說明：
一、按本部 98 年 5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 0980085075 號函釋，申請都市更新事業概要後，完成成果備查前，據以核
准之都市更新法規有所變動，實施者擬變更都市更新事業計畫時，其新舊法規之適用，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規定辦理。所稱「據以核准之都市更新法規」，業明示其適用範圍係以都市更新法規為限。
二、另按都市更新條例第 61 條之 1 規定，都市更新案實施者申請建造執造之法規適用，以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
報核日為準，實施者未於規定期限內申請者，應依申請建築執造當時之法規為準。所稱「法規」，按其立法意
旨，係指申請建築執造時之相關法規。至於相關法規之範圍，係指申請建築執造所涉建築、土地使用管制、消
防、水土保持、交通影響評估、環境影響評估等法令。
都市更新條例第 61 條之 1(都市更新案實施者申請建造執造之法規適用)
內政部 102 年 4 月 22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03149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 61 條之 1 第 2 項規定執行疑義乙案
說明：查都市更新條例第 61 條之 1 之立法目的，係考量都市更新事業申辦過程冗長，如因申請過程相關法規變動，致使
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需重新變更，恐將影響都市更新案辦理時程；故由法體系解釋觀點審視本條第 2
項規定，應解釋為：都市更新案以權利變換計畫實施，且其權利變換計畫與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分別報核者，其申請
建造執照法規之適用，係以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為準，並應自擬定權利變換計畫經核定之日起 1 年內為
之，逾期申請者，依同條第 3 項規定，以申請建造執照日為準。
都市更新條例第 61 條之 1(都市更新案實施者申請建造執造之法規適用)
內政部 103 年 9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8852 號令
主旨：都市更新案實施者以外之人申請建造執照，應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
說明：都市更新案實施者以外之人申請建造執照，應依都市更新條例第 61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其法規之適用，以擬定都
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日為準，並應自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經核定之日起二年內為之。
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 1(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之規定)
內政部 103 年 12 月 2 日台內營字第 1030611378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 1 規定適用疑義 1 案
說明：
一、按本部 103 年 4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04047 號令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條例(下稱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 1
規定，明定主管機關於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前應以公開方式舉辦聽證，使利害關係人得到場
以言詞為意見之陳述及論辯後，並「斟酌」全部聽證結果，說明採納及不採納之理由作成核定，以踐行正當行
政程序；次按本條例第 32 條第 1 項規定，權利變換計畫書核定發布實施後 2 個月內，土地所有權人對其權利
價值有異議時，應以書面敘明理由，向各級主管機關提出，各級主管機關應於受理異議後 3 個月內審議核復；
當事人對審議核復結果不服者，得依法提請行政救濟，是為權利價值異議之訴願先行程序。
二、再按行政程序法第 108 條規定：
「行政機關作成經聽證之行政處分時，除依第 43 條之規定外，並應斟酌全部聽
證之結果。但法規明定應依聽證紀錄作成處分者，從其規定。(第 1 項)前項行政處分應以書面為之，並通知當
「不服依前條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程序，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
事人。(第 2 項)」
、第 109 條規定：
上開規定係鑑於聽證程序不論是在事實調查程序及政策思辯，及至最後作成決定之嚴謹程度，皆不下於訴願及
其先行程序，故倘已經過聽證程序，對該決定仍有不服者，即不必重複再經過此種行政程序，以符程序經濟原
則及提高行政效能。故當事人不服依本條例施行細則第 11 條之 1 規定經聽證作成之行政處分者，其行政救濟
程序，揆諸上開行政程序法規定，係免除訴願及其先行程序。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內政部 104 年 1 月 29 日台內營字第 1040800331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適用建築容積獎勵上限疑義 1 案
說明：按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下稱該細則)103 年 1 月 3 日修正之第 34 條之 3 第 1 項有關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都
市更新事業地區之建築容積上限規定及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下稱該辦法)103 年 1 月 10 日修正之第 13 條第
1 項有關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上限規定，依該細則第 42 條及該辦法第 16 條第 2 項規定，均自 104 年 7 月 1 日施
行；考量都市更新事業申辦過程冗長，於上開規定 104 年 7 月 1 日施行後擬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報核者，始有上開
修正後建築容積上限規定之適用。
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12 月 8 日營署中城字第 1033580869 號函
主旨：有關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及放射性汙染建築物依都市更新條例申請更新事業計畫，容積獎勵或放寬之法令適
用疑義乙案
說明：
一、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3 規定：「各土地使用分區除依本法第 83 條之 1 規定可移入容積外，
於法定容積增加建築容積後，不得超過下列規定：一、依都市更新法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地區：建築基地 1.5
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 0.3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二、前款以外之地區：建築基地 1.2 倍之
法定容積。舊市區小建築基地合併整體開發建築、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及放射性污染建築物拆除重建時
增加之建築容積，得依第 33 條、第 40 條及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規定辦理。」依該條文修正
說明意旨於法定容積增加建築容積額度規定之累計上限，指除容積移轉可移入容積以外所規定獎勵或增加容積
之累計上限。
二、為全面落實都市容積總量管控機制，回歸都市計畫體系管理，避免都市計畫法基準容積率制度名不符實未能發
揮成效，並配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修正第 34 條之 3 規定，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下稱本辦法)
「依本辦法規定給予獎勵後
業以 103 年 1 月 10 日台內營字第 1020813788 號令修正第 13 條第 1 項規定(略以)：
之建築容積，及其他為促進都市更新事業之辦理，經地方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給予獎勵之建築容積，
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1.5 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 0.3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且不得超過依
都市計畫法第 85 條訂定施行細則之規定。」前開修正條文並訂自 104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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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另按本辦法第 3 條規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基地，另依其他法令規定申請建築容積獎勵時，應先
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但獎勵重複者，應予扣除。有關高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及放射性污染建築物擬依都
市更新條例規定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除應依本辦法第 3 條規定，先依都市計畫法第 85 條授權訂定之施行
細則及放射性污染建築物事件防範及處理辦法或地方自治法規向各該主管機關提出申請外，其依本辦法規定給
予獎勵後之建築容積，及其他為促進都市更新事業之辦理，經地方主管機關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准給予獎勵之建
築容積，不得超過本辦法第 13 條第 1 項所定上限，且不得超過依都市計畫法第 85 條訂定施行細則之規定。
四、是以，若符合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4 條之 3 第 2 項之規定，除容積移轉可移入容積外依都市更新法
規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地區之增加獎勵或建築容積額度之累計上限，依上開條文第 1 項第 1 款累計上限規定辦
理。如屬一般地區其增加獎勵或建築容積額度之累計上限，則依前開條文第 2 項規定辦理。故旨揭高氯離子鋼
筋混凝土建築物及放射性汙染建築物依都市更新條例申請更新事業計畫，其拆除重建時增加之獎勵或建築容積
不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 1.5 倍之法定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 0.3 倍之法定容積再加其原建築容積之累計上限。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1 條(權利變換應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規定)
內政部 100 年 10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9224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選配方式執行疑義
說明：
一、按本部 97 年 8 月 25 日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部分條文，其中第 11 條第 1 項之修正，係明定權
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已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應依約定分配分式辦理；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未表明分配方式者，則維持原規定，由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自行選擇，以賦予權利變
換協議分配之彈性，減少更新推動之阻礙。
二、至來函有關訂定選配之權利價值及面積限制等事項，涉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之權益，仍應納入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表明，於取得大多數所有權人同意經主管機關審議其公平合理性並核定實施後，始能據以辦理。
另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於申請分配時，得否主張超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達一個或數個面積單元乙
節，其多選配部分，係屬實施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或現金補償後取得房地，宜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
為之。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1 條(權利變換應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規定)
內政部 100 年 10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9224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權利變換選配方式執行疑義
說明：
一、按本部 97 年 8 月 25 日修正發布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部分條文，其中第 11 條第 1 項之修正，係明定權
利變換後應分配之土地及建築物位置，已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應依約定分配分式辦理；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未表明分配方式者，則維持原規定，由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自行選擇，以賦予權利變
換協議分配之彈性，減少更新推動之阻礙。
二、至來函有關訂定選配之權利價值及面積限制等事項，涉土地所有權人及權利變換關係人之權益，仍應納入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表明，於取得大多數所有權人同意經主管機關審議其公平合理性並核定實施後，始能據以辦理。
另土地所有權人或權利變換關係人於申請分配時，得否主張超出應分配之權利價值達一個或數個面積單元乙
節，其多選配部分，係屬實施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或現金補償後取得房地，宜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
為之。
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1 條(權利變換應分配土地及建築物之規定)
內政部 100 年 12 月 7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10535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實施權利變換時，部分所有權人選配價值遠高於其應分配價值，並造成其他所有權人須參與抽籤疑義
案
說明：
一、有關所有權人選配價值遠高於其應分配價值一節，屬實施者由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或現金補償後取得之房
地，宜由實施者與所有權人合意為之，本部 100 年 10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 1000809224 號函已有明示。
二、至於土地所有權人超額選配致造成其他所有權人須參與抽籤一節，按都市更新權利變換實施辦法第 11 條有關
未於都市更新事業計畫表明分配方式者，得自行選擇。但同一位置有二人以上申請分配時，應以公開抽籤方式
辦理之規定，係針對應分配部分選配位置之規範。本案於應分配外，與實施者合意另為選配部分，非屬上開辦
法第 11 條但書應公開抽籤之適用範圍，其超額分配之申請，應以不影響其他所有權人應分配部分優先選配權
益為限，不宜併同抽籤處理，由於事涉個案審議執行事項，請依權責核處。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 3 條
內政部 103 年 6 月 23 日台內營字第 1030184996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 3 條有關都市更新團體申請核准籌組應附文件涉及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宣
告違憲之都市更新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前段同意比例規定執行疑義案
說明：
一、按司法院釋字第 709 號認為核准事業概要影響更新單元內所有居民之法律權益，屬限制人民財產權與居住自由
之行政處分，其同意比例過低，不符憲法要求之正當行政程序，故宣告都市更新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有關事業概要申請之同意比例過低違憲，惟並未同時宣告申請都市更新團體籌組之同意比例亦有違憲
之情形。另按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3 條至第 5 條及第 10 條等規定，都市更
新團體之設立程序，由發起人申請籌組，並自核准籌組之日起 6 個月內召開成立大會，取得本條例第 22 條規
定之同意比例議決章程後，始得申請核准立案，爰核准都市更新團體籌組之申請，僅係賦予發起人後續得依規
定召開成立大會之權利，尚未影響更新單元範圍內居民之法律權益，其對於人民限制之強度，與上開宣告違憲
之核准事業概要之行政處分尚屬有別，合先敘明。
二、查 101 年 3 月 5 日修正本辦法第 3 條第 4 款後段有關「已達本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前段規定比例之同意籌組證
明文件」之立法說明，係認為修正前同意籌組須取得本條例第 22 條之同意比例門檻過高，增加籌組之困難度，
不利自主更新事業之推動，故參考當時事業概要申請應取得同意比例規定，於後段增列檢具「相同比例」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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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籌組證明文件(如附件)。是以，本辦法第 3 條第 4 款所引用之本條例第 10 條第 2 項前段就事業概要申請同
意門檻雖已失其效力，惟從其立法意旨說明可知其欲規範之申請同意籌組之門檻為更新單元範圍內私有土地及
私有合法建築物所有權人及其面積均超過 10 分之 1，地方政府仍得依上開規定受理民眾申請籌組都市更新團
體，以保障所有權人自主更新之權利。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 10 條
內政部 103 年 10 月 21 日台內營字第 1030812108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 10 條規定執行疑義 1 案
說明：按都市更新條例(下稱本條例)第 12 條明定申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之人數與土地及建築物所有權比例計算之例外，
與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下稱本辦法)第 10 條所定都市更新團體會員大會決議之同意比例係分屬二
事；本辦法既無明文適用或準用本條例第 12 條關於人數與所有權比例計算之例外規定，本辦法第 10 條所定同意比
例自無本條例第 12 條規定之適用。另都市更新團體之會員大會決議事項，倘無涉本辦法第 10 條但書所定各款事項，
自仍應依本辦法第 10 條本文規定辦理。
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 35 條
內政部 103 年 12 月 26 日台內營字第 1030614823 號函
主旨：關於都市更新團體依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第 35 條規定辦理清算事宜執行疑義案
說明：
一、都市更新團體係依都市更新條例設立之法人，依都市更新團體設立管理及解散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 1 條第
2 項規定：「本辦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令之規定」
，又依民法第 1 編總則第 2 章人第 2 節法人第 1 款通則第
41 條規定：
「清算之程序，除本通則有規定外，準用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規定。」是以，有關都市更新團體之
清算，除本辦法有規定外，應依民法及準用公司法有關股份有限公司清算之規定，先予敘明。
二、參依法務部 103 年 10 月 8 日法律字第 10303511610 號函(如附件 1)略以，按民法第 40 條第 1 項規定：
「清算人
之職務如左：一、了結現務。二、收取債權，清償債務。三、移交賸餘財產於應得者。(第 1 項)法人至清算終
結止，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第 2 項)」所謂「清算終結」
，係指清算人就清算程序中應為之清算
事務，實質全部辦理完竣。清算程序於清算人完成上開職務而完結，清算人應於完結後向法院呈報，並聲請為
清算終結之登記(非訟事件法第 91 條、第 99 條規定參照)，完成登記後，法人人格始歸於消滅。是以，清算終
結前，法人在清算之必要範圍內，視為存續(民法第 40 條第 2 項規定參照)；又清算人必先移交賸餘財產於應
得者，始有清算終結可言(法務部 101 年 4 月 10 日法律決字第 10100033640 號函參照)。有關函詢都市更新團
體清算後，因私權糾紛訴訟中未定讞，致部分賸餘財產尚未分配，尚難謂已符合上開法務部函所稱清算終結，
仍請俟判決確定並移交賸餘財產於應得者後，再依本辦法第 35 條第 3 項規定檢附相關文件報請備查。
三、又依司法院秘書長 103 年 12 月 8 日秘台廳民三字第 1030029552 號函(如附件 2)略以，…公司法第 331 條規定：
「……第一項清算期內之收支表及損益表，應於股東會承認後十五日內，向法院聲報。(第 4 項)…」次按法人
之清算，屬於法院監督，民法第 42 條第 1 項定有明文；法院此項監督權之行使，除法令別有規定外，不因法
人係屬公司、合作社或依其他法律設立之法人而有所不同(司法院秘書長 90 年 3 月 15 日(90)秘台廳民三字第
01069 號函參照)。是以，解散之都市更新團體於清算完結後，除應依本辦法第 35 條第 3 項規定辦理備查外，
依公司法第 331 條第 4 項規定應向法院聲報，請轉知轄內都市更新團體知悉。
無法條
內政部 97 年 8 月 6 日台內營字第 0970806152 號函
主旨：有關都市計畫書載明總容積上限及不適用相關容積獎勵者，得否再依都市更新條例規定申請容積獎勵乙案
說明：
一、依本部 97 年 6 月 24 日內授營更字第 0970804762 號函送研商會議紀錄續辦並兼復本部營建署案陳貴府城鄉發
展局 97 年 5 月 27 日北城更字第 0970377760 號函。
二、本案本部營建署業依上開會議結論函詢並彙整相關單位意見。旨揭疑義仍請依原結論(二)2：
「考量都市更新條
例係都市計畫法之特別法，如工業區依法完成都市計畫變更後仍有辦理都市更新之必要，經主管機關同意劃定
為更新地區(單元)後，自得依都市更新條例所定程序辦理，其都市更新容積獎勵之項目及額度並應符合都市更
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無法條
內政部營建署 103 年 7 月 7 日營署都字第 1030039773 號
主旨：有關貴府城鄉發展局函詢都市更新案件併同「獎勵投資辦理都市計畫公共設施辦法」暨「都市計畫公共設施用地多
目標使用辦法」一併申請辦理時，其申請主體是否應一致案，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貴府城鄉發展局 103 年 6 月 16 日北城更事字第 1033415832 號函辦理。
二、查本署前 101 年 7 月 9 日營署都字第 1010039241 號函(諒達)已有釋明：
「都市計畫市場用地…依本條例規定申
請實施都市更新事業，要無不可。」另有關都市更新之實施者，都市更新條例第 3 條第 4 款已有明定。至於個
案核准獎勵投資辦理公共設施、核定都市更新事業計畫等，涉及都市計畫執行事宜，依法係屬貴府權責，請本
於權責自行核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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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設計
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條第七款之一第二目
內政部 85 年 6 月 19 日台內營字第 8572857 號函
主旨：關於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篇第一條第七款之一第(二)目之「屋脊裝飾物」之認定及建築物高度計算疑義案
說明：本案「框架式屋脊裝飾物」，在可增進市容觀瞻、無礙公共安全，且經地方主管之都市設計審議委員會或建造執照
預審小組審議通過者，同意貴會意見，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一條第七款第三目規定不計入建築物高度
惟應確依核准圖說實施管理。
無法條
內政部 97 年 6 月 6 日內授營都字第 0970084530 號函
主旨：關於貴府函詢都市設計審議相關法源及適用疑義案
說明：
一、查都市設計係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之一環，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事項依都市計畫法第 22 條及 39 條之規定，
得於細部計畫表明，並得於該法施行細則作必要之規定。另都市計畫定期通盤檢討實施辦法第 8 條、都市計畫
法臺灣省施行細則第 35 條、都市計畫法臺北市施行細則第 8 條之 1 及都市計畫法高雄市施行細則第 32 條，並
已依據上開都市計畫法，明訂都市設計之實施細節。故都市設計之實施，依法有據。
二、次查都市計畫法臺灣省施行細則並未授權各縣（市）政府訂定有關都市設計之自治法規，故臺灣省各縣（市）
政府擬實施都市設計，應先依上開都市計畫法規，於擬定、變更細部計畫時表明或於循細部計畫擬定程序通案
訂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時，納入都市設計有關規定，以符法律保留原則。
無法條
內政部 97 年 8 月 25 日台內營字第 0970806262 號令訂定發布
主旨：都市設計審議作業注意事項
說明：
一、為整合各級主管機關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事項，提昇審議效能，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各級主管機關辦理都市設計審議，應以都市計畫書圖及自治法規規定者為限。前項都市計畫書圖及自治法規之
規定，應以都市計畫相關法規規定為限。
三、各級主管機關辦理都市設計審議，如有符合第二點第一項之都市計畫書圖及自治法規且不影響都市整體景觀
者，得以書面審查為之，免再召開審議會議。
四、都市設計審議之決議事項或書面審查之結果，應以第二點第一項之都市計畫書圖及自治法規規定為限；其他決
議事項或書面審查之結果，得提供申請人作為修正都市設計案件內容之參考。
五、各級主管機關依申請人之申請，得辦理預審。各級主管機關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之預審，其決議得作為後續辦理
都市設計及審議時之依據。
六、都市設計審議案件同時應依其他法令規定辦理審議者，得配合其他審議進行聯席審議，或以提供書面審查意見
方式與其他審議一併進行審議。
七、各級主管機關辦理都市設計審議，必要時得洽請相關機關（構）、學校或民間專業團體提供審核意見。
八、各級主管機關得訂定申請都市設計審議所應具備之圖說、文件及書表格式。
九、各級主管機關辦理都市設計審議之期限，應自受理之日起十五日內召開會議審議之，或將書面審查結果通知申
請人。提送審議會審議之案件，辦理期限以十五日內召開會議為原則，必要時得延長十五日。各級主管機關受
理都市設計審議案件時，應先行查核所附之圖說、文件及書表，其有不合規定者，應詳細列明，一次通知限期
申請人補正。申請案件經審議會決議辦理複審者，原則以前次審議缺失為範圍，複審圖說資料得以附冊方式併
入原審圖冊辦理。第一項都市設計審議辦理期限之計算，不包含申請人補正相關文件資料或修正設計之時間。
十、各級主管機關審議通過之都市設計審議案件有辦理變更設計之必要時，其有關審議程序、審議方式、審議期限
應分別依照本注意事項之規定辦理。前項審議，應以變更設計範圍為限。
十一、對於審議結果不服者，申請人應於收受會議紀錄或審議結果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以書面申請復議。各級主管
機關依申請人之申請辦理復議，辦理復議之期限得依第九點第一項規定期限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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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域計畫
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 9 條(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及建積率之規定)
臺北縣政府 86 年 10 月 17 日八六北府第 8606769 號函
主旨：為本府依「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九條規定調降本縣非都市土地中甲、乙、丙及丁四種建地容積率，並自八十六
年十月二十日起公告實施乙案報請備查，詳請鑒核。
說明：
ㄧ、依旨開規定及本縣縣務會議(八十六年九月份)決議辦理。
二、本府以86.8.9北府工都字第二九o八七六號函公告自同年8.15起對十七個都市計畫區實施容積管制以來，本縣之
都市土地可謂大部分皆已納入都市計畫管制範圍下，都市土地之使用方式皆經各級都委會審議並依規劃後必要之
公共設施，而容積率亦經詳細之估算，反覆討論始予決定，例如住宅區平均容積率為百分之二百、工業區容積率
為百分之二百一十、風景區容積率為百分之六十。惟非都市土地依鈞部發布之旨開規則第九條規定，部分建地卻
享有反較都市土地較高之容積率，而非都市土地之開發卻又為點狀考慮及審核，不需負擔公共設施，此一現象實
不合理。
三、本府認為都市成長實際上是連續性、整體性的，若都市土地管制叫非都市土地嚴格，則開發行為自然便往非都市
土地蔓延，而衍生之外部負面效應反由都市土地及民眾承受負擔，此難謂為公平合理，遂經由本府縣務會議討論
後決議調降後開四種建地之容積率，並依規報鈞部備查。另原經山開辦法開發程序審定者免受本次調降限制。
四、調降決議如次:
(1)甲種及乙種建地容積率調降為百分之二百。
(2)丙種建地如位於山坡地則容積率調降為百分之一百；其餘調降為百分之一百二十。
(3)丁種建地容積調降為百分之二百一十。
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 9 條(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及建積率之規定)
臺北縣政府 99 年 12 月 24 日北府工建字第 0991249414 號函
主旨：為本府依「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9條規定，經本府認定屬高氯離子建築物須拆除重建者，不予調降本縣非都市
土地甲、乙、丙種建築用地容積率，並公告自100年1月1日起實施乙案，請備查。
說明：
一、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9 條規定辦理。
二、本府前於 86 年 10 月 17 日北府工字第 392200 號函依前開規則公告調降容積率，將甲、乙、丙、丁種建築用地
之容積率分別調降為:甲、乙種 200%，丙種山坡地 100%，丙種其餘為 120%，丁種 210%；其調降理由摘略如下:
「…，二、…。惟非都市土地依鈞部發布之旨開規則第九條規定，部分建地卻享有反較都市土地較高之容積率，
而非都市土地之開發卻又為點狀考慮及審核，不需負擔公共設施，此一現象實不合理。三、本府認為都市成長
實際上是連續性、整體性的，若都市土地管制叫非都市土地嚴格，則開發行為自然便往非都市土地蔓延，而衍
生之外部負面效應反由都市土地及民眾承受負擔，此難謂為公平合理，遂經由本府縣務會議討論後決議調降後
開四種建地之容積率，並依規報鈞部備查。另原經山開辦法開發程序審定者免受本次調降限制。」
。
三、本府後於 88 年 2 月 25 日 88 北府地四字第 70536 號函為區分經政府依獎勵投資或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而整體開
發之工業區與其餘丁種建築用地之差別而將其餘丁種建築用地之容積率恢復 300%。
四、依都市計畫法台灣省施行細則第 40 條規定:「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經報縣(市)政府專案核准拆除重建者，
重建時得就原容積率(地下層不計)或原總樓地板面積酌予提高。但最高以百分之三十為限。」查高氯離子鋼筋
混凝土建築物之拆除重建獎勵，允宜不分土地坐落是否屬都市土地範圍或非都市土地，且其獎勵之主要目的應
係為「透過建築容積之重建所需經費，減輕其重建之負擔」
，為現行法規僅於都市土地規範提供獎勵，而非都
市土地範圍闕之弗如，有違行政平等原則；為解決非都市土地之高氯離子建築物受災人民籌措拆除重建所需經
費，減輕其重建之負擔，擬依前開規則不予調降容積率(依現行容積率提高 20%)；並依規定報鈞部備查:
(一)甲種及乙種建築用地容積率原為 200%，但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經報本府專案核准拆除重建者，得就原
規定容積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重建，並酌予提高，依前開規則提高容積率，最高可提高至 240%。
(二)位於法定山坡地知丙種建築用地容積率原為 100%，但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經報縣(市)政府專案核准拆
除重建者，得就原規定容積率或原總樓地板面積重建，並酌予提高，依前開規則提高容積率，最高可提高至
120%。
(三)前二款容積提高之額度，由本府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定之。
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第 9 條(非都市土地建蔽率及建積率之規定)
臺北縣政府 99 年 12 月 24 日北府工建字第 0991169412 號函
主旨：本縣非都市土地甲、乙、丙種建築用地經本府認定屬高氯離子建築物須拆除重建者，得不予調降容積率，自民國100
年1月1日起實施，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9 條規定辦理。
二、不予調降容積規定如下:為解決非都市土地之高氯離子建築物受災人民籌措拆除重建所需費用，減輕其重建負
擔，下列非都市建築用地申請建築容積率規定如下:
(一)甲種及乙種建築用地容積率得至 240%。
(二) 位於法定山坡地知丙種建築用地容積率得至 120%。
(三)前二款容積提高之額度，由本府建造執照預審小組審定之。
三、隨函檢附公告乙份，請張貼於貴所公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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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
內政部 100 年 11 月 7 日內授營綜字第 1000809607 號函
主旨：檢送本部營建署100年10月7日召開「非都市土地開發案件經主管機關許可後續開發管理執行疑義」研商會議紀錄乙
份，請查照。
案由一:有關非都市土地開發案經許可並完成土地變更編定後，變更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之土地所有權人拋棄所有權並登
記為國有土地處理疑義
結論:
一、考量開發基地之部分土地變更為國土保安用地為成就開發許可申請門檻條件之一，且具有環境保育與水土保持之功
能，同時具有管控合理居住密度及生活品質功能:另依據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總篇第 19 點規定列為不可開發
區及保育區者，應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嗣後不得再申請開發，亦不得列為其他開發申請案件之開發基地，國土保安
用地與開發基地不得分割管理，申請人並負有維護管理之義務，故土地所有權人拋棄所有權，已違反民法第 148 條第
1 項「權利之行使，不得違反公共利益」之規定，牴觸權利濫用禁止原則，不應准予拋棄。其原已拋棄並登記為國有
土地應屬無效並應回復登記為原土地所有權人所有。
二、請作業單位於個案提區域計畫委員會或直轄市、縣(市)政府專責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於許可函中敘明請申請人應注
意上開事項；並請作業單位考量未來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增訂相關限制條文可行性，另案洽請本部地政司依規
定辦理。
案由二:開發許可未經依法廢止或撤銷，其據以申領之雜項執照因逾期經主管機管依法廢止失其效力，申請人不得申領雜
項執照，在開發許可仍屬有效下，如何辦理後續管制開發建築?
結論:
本案因涉及建築法有關雜項執照逾期失效是否再申請規定及本部 96 年 2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0960800471 號函說明三
後段有關「……，惟雜項執照逾得展期期限，即視同未依規定於法定申領期限內提出申請，不得再重新申請雜項執
照」釋示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有關開發許可制度之立法意旨競合疑義，請作業單位再予釐清另案辦理。
案由三:有關非都市土地住宅社區開發案經主管機關於依管制規則第21條規定廢止開發許可時，其已依規定先行辦理變更
編定為丙種建築用地之第一期土地，如何進行管制開發建築?提請討論
結論:本案涉及案由2討論事項請併同該案辦理。
案由四: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案已依法完成變更編定，其申請變更開發計畫之申請人資格及應否檢附全部土地同義證明文
件疑義
結論:
申請開發許可案件因基地內部分開發建築更新需求且實務上其土地或建物已出售多人所有，申請人得就其取得原申請
開發基地內全部或局部之土地、建物所有權人同意使用權利證明文件，依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規定辦理變更部分開發
計畫，但其擬變更使用之性質應以屬原核准開發計畫同一興辦事業計畫為限。申請人並應於辦理變更開發計畫時，就
可能影響事項徵詢該社區管理委員會或鄰近社區住民意見並提出具體處理措施，併案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相關徵
詢、處理方式請作業單位於相關審議作業規範中訂之。
案由五:非都市土地開發案件，經直轄市、縣(市)政府與申請人訂定協議書，而捐贈之公共設施用地(如學校、電信、變電
站、汙水處理廠…等)，因計畫歷時久矣，有關公共設施發展條件變異，經該管機關評估確無設置需求，視區域發
展狀況，針對各該公共設施用地擬變更為其它使用類別或項目，是否須再辦理全區開發計畫變更或僅需辦理上開
公共設施用地之變更，倘須辦理全區開發計畫變更時，因該開發計畫內可建築用地已併同建物銷售而變動土地權
屬，於此情形下取得每一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書顯屬不易。是否得僅辦理開發計畫內屬公有公共設施用地變更。
結論:
一、因公共設施用地已捐贈與政府所有，屬依法令規定必須設置者仍應依規定設置不得任意變更作為他種公共設施。其餘
設施因當地發展條件變異，經該管機關評估確無設置需求，得視區域發展狀況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就該項
公共設施辦理變更開發計畫提供作為他種公共設施使用，無須取得全區土地所有權人之同意證明文件。
二、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於辦理變更開發計畫時，就可能影響事項徵詢該社區管理委員會或鄰近社區住民意見並提出具
體處理措施，併案提區域計畫委員會討論，相關徵詢、處理方式請作業單位於相關審議作業規範中訂之。
案由六:有關水土保持計畫送審及提送時機(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書部分，應與雜項使用執照同時取得)
結論:
本案本部(營建署)於99年4月28日修正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時已多次召集有關機關研商獲致決議，本案仍依該次
修正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13條規定辦理。
案由七:檢討切結及公共設施興建保證金合理性即可執行性
結論:
一、考量「切結及公共設施興建保證金」現行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已有相關規定，且
實務上已有個案據以執行，為使實務執行有所依循應有訂定操作規範必要性。惟考量涉人民權利義務關係，現有管制
規則及審議規範位階不足，且因涉及法律保留原則規定，未來應採修法方式處理，現階段採訂定行政契約規範保證金
之收受、管理與運用等事項，有關行政契約規範原則內容由作業單位另案辦理。
二、有關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案依相關法規規定應規劃配置之主要公共設施，除特殊情形外應列為第 1 期開發。
三、公共設施為開發計畫重要內容且其用地依法須捐贈與政府，如無法興建完成對開發品質影響甚鉅，地方政府應以該設
施建造成本收受公共設施興建保證金，以利必要時代為履行興建義務。
案由八、有關整地排水計畫申請作業須知專案技師簽證，參照原雜項執照規定，由建築師任設計人，並由建築師負責簽證
及專業技師簽證表之專業技師簽證，僅留建築師簽證欄位案
結論:
本案同意增加建築師或設計建築師簽證。但依技師法規定應由相關專業技師簽證業務，仍應由相關專業技師簽證，並
由建築師負連帶責任。詳如修正「非都市土地非屬山坡地範圍之開發案件申請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書圖文件及審
查項目須知」(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案由九:有關整地排水計畫審查機關是否改由水利單位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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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
本案仍依本部營建署99年1月7日召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6條附表一與第13條修正條文草案及相關事宜會
議」決議:「因屬縣(市)政府內部之權責分工，建議縣(市)政府參照其審查內容，由縣市首長指派主管權責單位。」
由各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權責指定審理機關為宜，不宜明定由水利主管機關主辦。
案由十:有關施工管理計畫係屬於整地排水計畫經主管機關依法核定後，由營造廠商依核定計畫及相關法規所辦理之施工
管理作業計畫，建議應於施工前由營造廠商提送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單位備查
結論:
有關作業須知中之施工管理計畫及其他相關修正內容原則同意，詳如附件「非都市土地非屬山坡地範圍之開發案件申
請整地排水計畫施工許可證書圖文件及審查項目須知」(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內政部100年12月20日台內營字第1000809789號函
主旨:為本部100年10月13日台內營字第1000808063號令修正發布「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部分規定及總編第五點
附件一、總編第六點附件二、附件三，其新舊規範適用原則一案，請依說明事項辦理，請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部100年10月13日台內營字第1000808063號令續辦。
二、依據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8 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
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
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
，有關受理時點之起算，查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之 1 第 1 項第 2 款規定所指非都市土地開發
許可受理申請時點應自申請人擬具開發計畫，檢同有關文件，向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申請時起算；其開發許可
之處理程序終結時點則以本部開發許可函送達日起算，先予敘明。
三、查旨揭「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以下簡稱規範)已於100年10月13日生效，爰就修正發布前已受理開發案件
之新舊規範適用原則說明如下:
(一)參照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意旨，規範修正前業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受理或已報請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查
而處理程序尚未終結之案件，原則上應按修正後規範定較有利時，得依規範修正前之規定審議。
(二)考量修正後規範總編第九點屬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新法廢除或禁止聲請事項」
，故規範修正前，業經直轄市、
縣(市)政府受理或已報請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查者，仍應適用修正後規範總編第九點及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三
有關限制發展地區查詢之規定。
非都市土地管制規則
內政部營建署101年6月11日營署綜字第1012912187號函
主旨:檢送101年5月23日召開之「研商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案件於申請建造執照時其總樓地板面積變更應否辦理變更開發
計畫審議相關事宜」會議紀錄乙份，請查照。
結論:
一、非都市土地開發許可案件申請建造執照，宜先確認基地範圍係位屬建築技術規則所指實施容積管制之地區，方得適用
該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9章相關規定。
二、有關陽台、梯廳、屋突及機電設備空間等依建築技術規則免計入容積之樓地板面積，經討論非屬增加原開發計畫所核
公共設施需求及交通衝擊之實質可利用空間，故上開設施之樓地板面積依建築法令規定辦理，無涉開發計畫變更。
三、至有關地下停車空間雖依建築技術規則得免計入容積之樓地板面積，惟經討論如其可設置停車位數較原開發計畫所核
數量增加者，因可能增加原開發計畫所分析之交通衝擊，有增加開發計畫實質可利用樓地板面積而致增加土地使用強
度之虞，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應辦理開發計畫變更審議。惟原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有關開發許可規定
因於92年3月26日修正刪除納入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故在此之前受理之開發許可案件，有關應否辦理變更
開發計畫規定係依原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規定辦理，該時間點之後，應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規定辦理。
四、另為落實開發許可管制精神及鼓勵搭乘大眾交通工具等，有關本署主管之建築技術規則(不計入容積之停車空間)、非
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變更開發計畫增加全區土地使用強度定義)及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住宅社區專編加
強鼓勵使用大眾運輸、減少汽車使用之原則)，請本署相關單位納入後續修法考量。
非都市土地開發審議作業規範
內政部102年2月18日內授營綜字第1020089720號函
主旨:有關貴府就欣晨建設股份有限公司申請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22條規定辦理備查，涉及非都市土地相關法令
執行疑義函請釋示一案，復請查照。
說明:
一、復貴府102年1月23日北府城規字第1021024716號函。
二、依上開函說明二，旨揭公司申請之基地位於貴府77年4月29日77北府工建字第125869號函核發開發許可之「北城山莊
開發建築計畫」範圍內，依當時山坡地開發建築管理辦法免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同意之山坡地開發許可案件，又上開
辦法於92年3月26日修正刪除開發許可相關規定，納入同日修正發布之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中，且依非都市土地
使用管制規則第22-1條規定:「申請人依前條規定申請變更開發計畫，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得委
辦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許可:一、中華民國77年7月1日本規則修正生效前免經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審議之山坡地開
發許可案件。…」故本案係屬區域計畫擬定機關得委託直轄市、縣(市)政府審議許可案件，並無疑義。
三、至貴府所詢問上開基地部分土地因道路捐贈、電塔徵收及地籍整理等導致面積減少應否申請變更開發計畫，依上開規
則第22條第1項第1款規定:「…增、減原經核准之開發計畫土地涵蓋範圍。」應申請變更開發計畫，惟上開基地部分
土地因道路捐贈減少面積部分，依卷附原臺北縣政府84年2月16日北府地四字第51544號函同意本案異動編定之說明二
所示，是否係代表已就上開道路捐贈減少面積依相關法令完成必要之程序，如是，尚無需就該變更事項依現行法令規
定程序辦理。
四、上開計畫B區因未涉及土地，該公司得否先行申請備查辦理建造執照單獨開發疑義部分，非屬上開規則明定之禁止事
項，惟是否影響未來整體開發計畫，仍請貴府審慎考量。
五、另該公司申請建造執照僅將B區建物高度由12公尺調整為28.8公尺疑義部分，依卷附資料所示，參照上開規則第22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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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規定之立法說明:「第2款係指增加原核准開發計畫全案總樓地板面積、建築用地面積及其建蔽率與容積率、公
共設施可容納之人口數。」
，其建物高度調整雖未涉及申請變更開發計畫規定，惟仍請查明是否符合建築法令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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