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ഭ઼㖾ഭഭᛵн਼ˈশਢ઼᮷ॆ䘕ᔲǄєഭᡰ༴Ⲵਁኅ䱦⇥ҏн਼ˈаᯩᱟц⭼к
ᴰབྷⲴਁ䗮ഭᇦˈਖаᯩࡉᱟц⭼кᴰབྷⲴਁኅѝഭᇦǄєഭ㓿⍾㿴⁑ᐘབྷˈ䜭ԕн਼
Ⲵᯩᔿ׳䘋Ҷц⭼㓿⍾⍫ࣘǄቭ㇑ᒤ䠁㶽ডᵪᐢ䗷৫ഋᒤˈ䠁㶽っᇊᰗ䚕䚕ᰐ
ᵏǄྲ᷌єഭ㜭ཏᩪਸˈৼᯩਟԕᴤྭൠ׳䘋⨳ޘ㓿⍾༽㣿ᒦᴹࣙҾ㔤ᣔ䠁㶽っᇊǄ↔ཆˈѝ
㖾єഭᱟ⨳ޘᴰབྷⲴєњ䍨᱃ഭˈྲ᷌㜭਼ޡਸˈሶᴹࣙҾ൘⨳ޘ㤳ത׳䘋䍗⢙઼ᴽ࣑䍨᱃䘋
а↕㠚⭡ॆǄ
һᇎкˈᰐ䇪ᱟ㜭Ⓚᆹޘǃ㋞伏༷ۘǃ⧟ຳ؍ᣔǃ≄ىਈॆǃṨ↖ಘᢙᮓǃᢃࠫ ᙆѫѹǃ䱢→
⯛ᛵˈ䘈ᱟ䱫→∂૱䎠⿱ˈԕк৺ަᆳᖃӺц⭼䶒ѤⲴ䐘ഭᡈ䜭䴰㾱ཊ䗩ॿǄնྲ᷌ѝ㖾
єഭ㜭ቡԕкԫօ䰞仈䘋㹼ਸˈᡀ࣏ࡉབྷབྷਟᵏǄ䢤Ҿ↔ˈӾ⨳ޘ㿶䀂ᶕⴻˈѝ㖾ޣ㌫ᱟⴞࡽᴰ䟽
㾱Ⲵৼ䗩ޣ㌫Ǆ
Ӿৼᯩ㿶䀂ᶕⴻˈѝ㖾㓿⍾ޣ㌫൘䗷৫ࠐॱᒤᐢᴹ䮯䏣ਁኅˈӾࠐѾнᆈ൘ࡠᰕ⑀ਁኅѪӂ
儈ᓖ䎆઼ӂ࡙Ⲵৼ䗩ޣ㌫Ǆ❦㘼ˈᵚᶕ䘉а㓿⍾ޣ㌫৸ሶ䎠ੁօᯩ˛
ѪҶഎㆄ䘉њ䰞仈ˈѝ㖾Ӕ⍱ส䠁Պ㚈䈧Ҷаᢩᶠࠪᆖ㘵ˈवᤜєഭᆖᵟǃ୶ъԕ৺᭯⭼亶㻆ˈ
ቡ䘉а㓿⍾ޣ㌫ኅᔰ⹄ウǄ䘉а⹄ウᣕнӵഎ亮䗷৫ˈ਼ᰦᇑ㿶䛓Ӌ䱫⺽ৼᯩ䘋а↕୶䍨ޣ㌫Ⲵ
୶ъഠຳǄᴰ䟽㾱Ⲵᱟˈ䈕⹄ウᣕኅᵋᵚᶕˈᙫ㔃ᨀࠪĀєഭ䜭ᐼᵋѪᵜഭഭ≁ᔪ・ањᆹޘਟ
䶐Ⲵǃ儈䍘䟿Ⲵǃਟᤱ㔝Ⲵਁኅ઼ቡъⲴ⁑ᔿǄᵜ亩⹄ウ䇔Ѫˈ䘉ৼ䗩ޣ㌫ˈ㤕㜭оᰦء䘋ˈᇊ㜭
Ѫৼᯩᇎ⧠ⴞ਼ޡḷࠪڊ䟽བྷ䍑⥞Ǆā⺞ᇎˈ൘ᵚᶕॱᒤѝˈєഭⲴ㍗ᇶਸਟԕࡋ䙐ᐘབྷ୶ᵪᒦѪ
㠚Ӫ≁ᑖᶕᮠԕⲮз䇑ⲴቡъᵪՊǄѝ㖾ޣ㌫Ӿ⨳ޘ㿶䀂ᶕⴻᱟ䶎ᑨ䟽㾱ˈӾৼ䗩㿶䀂ᶕⴻҏᱟ
ྲ↔Ǆ
⇻ᓨ㖞⯁ˈ䗷৫Ⲵᒤԕᶕˈ㖾ഭޛԫᙫ㔏઼ѝഭӄԓ亶ሬӪ儈ቻᔪ⬤ˈ㠤࣋Ҿࡋᔪ㢟ྭⲴѝ
㖾ޣ㌫Ǆ㲭❦শ㓿䎧Կˈնѝ㖾ޣ㌫㓸䜭൘ᖰࡽ䗸䘋Ǆ
❦㘼ˈᡁԜ䴰㾱䇔䇶ࡠˈ⭡ҾҶ䀓нཏǃӂؑн䏣৺㠚൘ḀӋ⨳ޘᡈ⮕ᙗ䰞仈кⲴн਼ⴻ⌅ˈ
ѝ㖾ޣ㌫䘋а↕ਁኅਇࡠᖡ૽Ǆ㘼фˈ൘୶ъޣ㌫ѝҏ䙷ࡠнቁ䱫⺽ˈֻྲ㖁㔌ᆹޘ䰞仈ǃ⸕䇶ӗ
ᵳ؍ᣔԕ৺䍨᱃ᣅ䍴؍ᣔѫѹᣜཤㅹ䰞仈ǄѪ↔ˈᵚᶕ䘈ᴹᴤཊⲴᐕ㾱ˈڊᡁԜ䴰㾱ᔪ・ӂؑˈ䘈
㾱༴⨶ྭ㊫࠶↗઼䱫⺽Ǆնᰐ䇪ྲօˈԕк䜭нᓄᡀѪєഭ䘋а↕ਸⲴ㓺㝊⸣Ǆ
Ґ䘁ᒣѫᑝ઼ྕᐤ傜ᙫ㔏બѝ㖾єњབྷഭᔪ・ᯠරⲴৼ䗩ޣ㌫Ǆৼᯩ亶ሬӪ䜭ࡊᔰᯠа
ԫᵏǄ䇙ᡁԜᣃտ䘉аশਢᰦˈѪ䘉аⴞḷཻᯇǄѝ㖾ޣ㌫Ⲵ㢟ྭਁኅᴹ⳺ҾєഭӪ≁ԕ৺ц⭼Ⲵ
䮯ᵏ઼ᒣо㑱㦓Ǆ

㪓ᔪ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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ᙍ㘳Ѫᵜᣕ߉ࡽ䀰ᰦˈᡁ䎺ᶕ䎺ඊؑˈѝഭ઼㖾ഭਚᴹᔪ・䎧ڕᓧⲴഭоഭѻ䰤
Ⲵᮤփޣ㌫ˈєഭ䰤㢟ྭ㓿䍨ޣ㌫Ⲵ▌࣋㜭ⵏ↓ᗇԕਁ࠶ݵᥕǄѝ㖾єഭޣ㌫⧠Ӻ
Ⲵ⣦ᘱྲօ˛ᵚᶕ৸ሶྲօਁኅ˛Ѫ⧠ԓѝ㖾ޣ㌫Ⲵᴰࡍᷦᶴ㘵ѻаˈӘ࡙Ьส䗋Ṭ
ঊ༛ᒤᴸᰕ൘ेӜਜᔰⲴഭᇦᔰਁ䬦㹼ഭ䱵亮䰞ငઈՊՊ䇞кᡰ╄Ⲵڊ䇢ˈሩ䘉Ӌ䰞仈Ҷ
㋮䗏ǃ␡ǃ䘌㿱ঃ䇶Ⲵ䱀䘠Ǆ൘ᖱᗇԆԕ৺ഭᇦᔰਁ䬦㹼ࡽ㪓һ䮯䱸਼Ⲵ⭏ݸݳਾˈᡁ䉘ሶԆⲴ
╄䇢᭦ᖅҾ↔ˈ䈫㘵৲㘳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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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ᡁԜ⌘ࡠส䗋Ṭঊ༛Ⲵ╄䇢ᰦˈᵜ⹄ウᣕᐢԈঠǄ⧠ᡁԜԕᨂ亥ᖒᔿᨀ䇢はޘ᮷ˈ
ԕ优䈫㘵Ǆ

Ә࡙Ьส䗋Ṭঊ༛Ҿഭᇦᔰਁ䬦㹼ഭ䱵亮䰞ငઈՊՊ䇞кⲴ╄䇢
ᒤᴸᰕѝഭे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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ˈݸᡁ㾱ሩ䱸ݳѫᑝࠐॱᒤᶕⲴ䈊᥊৻䈺ˈԆሩഭᔰ㹼Ⲵঃ䎺亶ሬ઼ሩᴻ৻ԜⲴ✝ᛵ
啃࣡㺘⽪㺧ᗳⲴᝏ䉒ǄሩҾᡁԜ䘉ӋӾаᔰቡ⌘ޣѝഭⲴӪᶕ䈤ˈ䘉ӋᒤᶕᡁԜⴞ
ⶩⲴ᭩䶙䘌䘌䎵ࠪҶᡁԜⲴᜣ䊑Ǆ䘉ᖃ❦ᗇᖂ࣏ҾᶠࠪⲴᢰᵟ⸕䇶ˈն਼ṧҏ㾱ᖂ࣏
Ҿሩ᭩䶙ࡍᵏཊᮠуᇦ䜭䇔Ѫнਟ㜭Ⲵһᮒ䰟ᮒᒢⲴ㋮⾎Ǆഐ↔ˈ䈧䇙ᡁԓ㺘བྷᇦˈ⢩࡛ᱟԕᡁᵜ
ӪⲴѹˈሩᛘⲴ䍑⥞㺘⽪ᝏ䉒Ǆ਼ᰦˈҏ䈧ݱ䇨ᡁ൘↔⾍ᝯᯠԫѫᑝзһྲˈᒦඊؑԆ⿹Ⲵ
Ո㢟Ր㔏ሶᗇԕਁᢜݹབྷǄ
ᡁ࣐ޕഭ䱵亮䰞ငઈՊᒦ䶎ഐѪᡁ㜭ሩ㓿⍾䰞仈Ⲵ䇘䇪ᨀ㿱ˈഐ↔ˈᡁӺཙⲴ╄䇢ѫ㾱ቡ
ഭ䱵ᖒ࣯а㾱࠶᷀Ǆᡁᜣݸ䈤䈤䘉⅑ᶕॾⲴᝏਇǄ㠚ᒤԕᶕˈᡁࡠ䇯ѝഭॱޛཊ⅑ˈоѝഭ
亶ሬӪѻ䰤ⲴՊ䈸ཊн㜌ᮠǄն⋑ᴹа⅑ۿ䘉⅑䇯䰞䛓ṧˈ䇙ᡁᔰᰦ┑ݵᐼᵋⲴؑᘥˈ㾱⸕䚃ᡁ䙊
ᑨᒦнᱟњҀ㿲ⲴӪǄ䇙ᡁᶕ䈤䈤Ѫօ䘉⅑ᡁⲴᝏਇᴹᡰн਼Ǆ
㲭❦ᡰ䉃Ⲵц⭼਼ޡփᴹᖸབྷ੨ᕅ࣋ˈնц⭼кн਼ൠ४สҾн਼Ⲵࡉ㓴ᡀˈ㠚䘭≲н਼
Ⲵⴞḷˈഐ↔ц⭼਼ޡփᇎ൘ᱟнᆈ൘ⲴǄ⅗⍢↓༴Ҿ᪂ᔳ≁᯿ഭᇦ⁑ᔿⲴ䘋〻ѝˈⲴ⨳ޘഭ䱵փ
㌫ᔪสҾ䘉а⁑ᔿᐢ䮯䗮єњц㓚ˈ䘉൘аᇊ〻ᓖкᱟ⭡Ҿ⇆≁᭯ㆆⲴ㔃᷌Ǆ❦㘼൘䘉а䘋〻ѝˈ
⅗⍢␡䲧Ҿᯠփࡦቊᵚᔪ・ส㘼ᰗփࡦᐢ❦ཡ৫ؑᗳⲴഠຳǄ⅗⍢Ⲵ亶ሬӪнާ༷㜭࣋ۿ䗷
৫䛓ṧ㾱≲Ӫ≁ࠪ⢪⢢ˈ❦㘼ˈнᝯ⢪⢢ቡн㜭ᥟޤǄഐ↔ˈᇒ㿲㔃᷌ᱟৼ䟽Ⲵ˖⎸䍩ѫሬⲴ㓿⍾
ᰐ⌅〟㍟䏣ཏⲴ䍴Ⓚˈ㘼ᰐ仾䲙ⲴཆӔ᭯ㆆᰐ⌅䘲ᓄᖃԓডᵪⲴ㾱≲Ǆ
৽㿲ӊ⍢ˈ⭡Ҿ≁᯿ഭᇦ࣯࣋䖳ᕪˈᇎ㹼ⲴཆӔ᭯ㆆᱟ⅗⍢ц㓚ⲴᯩᔿǄӊ⍢䶒ѤⲴᡈᱟ
ྲօ൘䘉Ӌ≁᯿ഭᇦ䰤ᔪ・䶎ሩᣇⲴޣ㌫Ǆѝь䶒ѤⲴࡉᱟ䗩⭼ǃഭࡦᓖԕ৺ഭ䱵փ㌫Ⲵ䳮仈ˈ
㘼䘉Ӌ䳮仈↓ᖡ૽⵰ц⭼ަԆൠ४ˈᒦሶަԆൠ४ҏধަޕѝˈնቊᰐޘ䶒ⲴᤷᕅᯩੁǄ
ᡁѻᡰԕᨀ৺䘉ӋˈᱟഐѪ൘䘉њṶᷦѻлˈ䘈ᴹѝ㖾єњབྷ䱶ഭᇦˈ䘉єњབྷഭ൘শਢкӾ
ᵚᆼޕ࣐ޘഭ䱵փ㌫Ǆѝഭඊؑަ⤜⢩ᙗˈࠪҾൠ⨶઼ަԆഐˈབྷփкᇎ㹼Ⲵᱟ⤜・㠚ѫ᭯ㆆǄ㖾
ഭҏඊؑަ⤜⢩ᙗˈն䇔Ѫ㛙䍏⵰Րᮉ༛Ⲵ䍓ԫˈ㘼䘉ṧڊᴤཊᱟสҾ䇶ᖒᘱˈ㘼䶎ഭᇦഐǄഐ
㘼ˈӾḀѹк䇢ˈц⭼ᯠ〙ᒿⲴޣ䭞൘Ҿѝ㖾єഭѻ䰤Ⲵޣ㌫Ǆ
䶐ѝ㖾єഭн㜭䀓ߣ䰞仈ˈն⋑ᴹѝ㖾ৼᯩⲴਸˈ䰞仈ҏн㜭ᗇԕ䀓ߣǄ⋑ᴹѝ㖾
єഭⲴਸˈц⭼Պ࠶ᡀሩ・Ⲵ䱥㩕ˈ㘼ሩк䘠㓴ᡀ䜘࠶㘼䀰ˈ࡙⭘ަԆഭᇦⲴሩᣇⲴ䈡ᜁᶱབྷǄ
ਟ㿱ˈਸᐢ㓿ᡀѪᡁԜ䘉њᰦԓᴰབྷⲴᵪ䙷Ǆᡁᴹᒨ㜭Ӿаᔰቡ৲оѝ㖾єഭ⧠ԓޣ㌫Ⲵᶴ
ᔪˈ㘼ᖸቁᴹশਢᆖᇦ㜭ཏ㓿শԆҖ߉ⲴশਢᰦᵏǄᖃࡍˈᡁԜᴹⲴ਼ޡሩˈഐ㘼ৼᯩⴞḷа㠤Ǆ
ॱᒤ䰤ˈєഭ൘ࡦᇊᒦ㹼нᛆⲴ᭯ㆆᯩ䶒ਁᥕҶᶱབྷࡋ䙐ᙗǄ䘉ሩߧᡈഭ䱵Ṭተ䎧Ҷᖸབྷ⭘Ǆ
ߧᡈ㔃ᶏਾˈࠪ⧠Ҷєњӂᴹ⛩⸋ⲴᛵߥǄаᯩ䶒ˈ൘㖾ഭˈ䘎㔝ޛቺ᭯ᓌ䜭ཹ㹼оѝഭ৻
ྭਸⲴ᭯ㆆǄ䘉ᱟ䶎ᑨ䟽㾱ⲴᡀቡǄ㘼ѝഭⲴӄቺ᭯ᓌҏᇎ㹼Ҷ਼ṧ᭯ㆆǄն䰞仈৸ᱟє䶒Ⲵ˖
ྲօ⭼ᇊ䘉ਸ˛ަ⅑ˈਾߧᡈᰦᵏྲօ䘋㹼ਸ˛

ഐ㘼൘䛓⇥ᰦᵏˈᡁԜ䜭䚯ݽҶѕ䟽ሩᣇǄն⧠ӺᡁԜ৸䶒Ѥ䘉ṧањ䰞仈˖൘㖾ഭˈᴹᖸབྷ䜘
࠶Ӫሶѝഭ㿶Ѫߧᡈ䚇⮉лᶕⲴ䰞仈Ǆնࡽ㣿㚄ࠐѾᆼޘᱟањߋһᕪഭˈ㘼ѝഭতоц⭼㓿⍾㍗
ᇶ䘎ǄѝഭⲴᖡ૽ᒦ䶎ѫ㾱ᶕⓀҾަߋһᇎ࣋ˈ㘼ᱟᶕ㠚ҾަഭⲴ㓿⍾㺘⧠ˈ䘉ᱟ䶎ᑨн਼Ⲵ
ᡈǄ਼ṧˈ൘ѝഭˈᖸཊӪ䇔Ѫ㖾ഭᱟањ䎠ੁ㺠ᕡⲴᕪഭˈ㘼ѝഭ↓൘ፋ䎧ˈ䎠лඑ䐟Ⲵᕪഭᙫᱟ
㾱࣋മᢃ↓൘ፋ䎧Ⲵᕪഭˈߢケ൘ᡰ䳮ݽǄԆԜԕ䘈㤡ഭ઼ᗧഭⲴሩᣇѪֻ䇱Ǆ
ਖаᯩ䶒ˈ㤡ഭ઼ᗧഭⲴߢケѫ㾱Ⓚ㠚᭯ㆆ⸝㿶㘼䶎һԦⲴᙗ䍘Ǆᴰ䟽㾱ⲴᱟˈᡁԜ㾱⢒䇠а
њ䟽㾱һᇎ˖ㅜа⅑ц⭼བྷᡈᱟ⅗⍢শਢⲴ䖜ᣈ⛩ˈ㘼⅗⍢ӾᵚӾа⅑བྷᡈ༽Ǆྲ᷌ԫаধޕа
⅑བྷᡈⲴ亶㻆൘ᒤᰦ㜭ཏ䇔䇶ࡠᒤц⭼ሶࠪ⧠ᘾṧⲴተ䶒ˈ䛓ѸԆԜਟ㜭нՊ䘹ᤙᔰᡈǄ
ѝ㖾ѻ䰤Ⲵ㓐㓧ਟ㜭ՊᑖᶕᴤѪѕ䟽Ⲵਾ᷌Ǆഐ↔ᡁԜⲴ亶ሬӪ⸕䚃ˈᰐ䇪ᆖᵟ⹄ウྲօ߉ˈ
ᡁԜ䜭нᓄԕሩᣇⲴᯩᔿᶕ༴⨶Ǆ䘉а⛩ˈᡁԜӺཙ൘൪ⲴаӋӪᐢ䈤ҶҼॱᒤǄഐ㘼ᡁԜᑨᑨਇ
ࡠᢩ䇴ˈ䈤ᡁԜਇѝഭⅮᖵⲴ䈡ᜁཚ␡ˈ৸ᡆ㘵䈤ᡁԜ㻛⸝ᵏ㓿傼䘧ᜁҶǄн䗷ᖃӺᖒ࣯Ⲵ䟽㾱а
䶒ᱟˈєഭ亶ሬӪլѾ䜭䇶ࡠˈࠪаਸ⁑ᔿ㠣ޣ䟽㾱ǄᡁԜᡀ࣏䀓ߣҶєഭ䰤Ⲵᰕᑨ㓐㓧ˈ
ն䘉䘈нཏǄєњབྷഭ䰤Ⲵӂࣘ䗷〻ѝаᇊՊӗ⭏ᖸཊᰕᑨ㓐㓧ǄԕᡁⲴ㓿傼ˈഎ俆кц㓚ᒤԓˈ
ѝ㖾ৼ䗩䍨᱃∄㖾ഭ઼⍚䜭ᯟѻ䰤Ⲵ䍨᱃䘈ቁǄ㘼൘⧠Ӻ䘉њӂࣘᒯ⌋Ⲵᯠц⭼ˈᡁԜ䶒Ѥ䶎਼
ራᑨⲴᵪ䙷Ǆ䘉ᒦ䶎ᱟᡁؑਓᔰ⋣ˈ㘼ᱟ൘ᡁⴻᶕˈєഭ亶ሬӪᐢ䗮ᡀҶ䘉аޡ䇶Ǆ
⧠Ӻˈྲ᷌ᡁԜ㜭ཏሶа㡜䈵䀓䖜ॆѪާփⲴ᭯ㆆˈѝ㖾єഭቡਟԕ਼ޡᔰሩഭ䱵փ㌫Ⲵਁ
ኅᯩੁ઼䐟ᖴ䘋㹼࠶᷀˖䘉ᱟ≲਼ᆈᔲࡦᇊᒣ㹼нᛆⲴ᭯ㆆⲴањᯩ⌅ǄᡁԜ䴰㾱ُࣙҾ↔ᱟഐ
Ѫ䶒ѤⲴ䰞仈аབྷึˈֻྲ㜭Ⓚ䰞仈ǃ⧟ຳ؍ᣔǃṨнᢙᮓǃཚオǃ㖁㔌ᆹޘㅹㅹна㘼䏣ˈ䘉Ӌ䰞
仈ᒦн㜭䶐ањഭᇦ䀓ߣǄሩҾ㖁㔌ᡆཚオᆹޘㅹ䰞仈ˈ⧠൘䘈⋑ᴹањབྷᇦ䇔਼Ⲵᇊѹᶕ᰾⺞䰞
仈ࡠᓅᱟӰѸǄഐ↔ᡁԜ䘛࠷䴰㾱ᴹⲴ਼ޡᯩ⌅ᶕ䀓ߣǄࠐᒤࡽˈ䘉䘈㻛䇔Ѫᱟ∛ᰐᐼᵋⲴ⨶ᜣѫ
ѹˈնӺཙ䘉ᱟੁࡽ䗸䘋Ⲵ⧠ᇎสǄ
䢤Ҿєഭশਢᆼޘн਼ˈ㖾ഭӪ઼ѝഭӪⲴสᵜ㿲⛩ᒦнᙫᱟ䛓Ѹа㠤ˈ㾱䗮ᡀ䘉аⴞḷഠ䳮
䟽䟽Ǆ㖾ഭӾᶕ⋑ᴹ䙷ࡠ䗷ᕪ࣯Ⲵ䛫䛖ˈ㘼ѝഭⲴ䗩ຳаⴤԕᶕ䜭н㕪ᕪ᭼Ǆ㖾ഭӪ䇔Ѫ⇿њ䰞仈
䜭Պᴹањ䀓ߣᯩṸǄѝഭӪ䇔Ѫ⇿ањ䀓ߣᯩṸ䜭Պӗ⭏ᯠⲴ䰞仈Ǆ䛓Ѹྲօ㶽ਸ䘉Ӌн਼
㿱˛䘉ᱟᡁԜ䘉њᰦԓ䶒ѤⲴ䟽བྷ䳮仈Ǆ
❦㘼ᡁᜣ䟽⭣Ⲵᱟˈᡁᶕ䗷䘉њ䜭ᐲˈᴹᒨ㔃䇶䘉њഭᇦⲴ亶ሬӪˈᡁؑѝഭ↓൘䘋㹼Ⲵ䟽
བྷ᭩䶙ˈԕ৺⧠ᇎਈॆሩ㖾ഭӗ⭏Ⲵᖡ૽ˈᐢѪৼᯩሩ䈍ᢃлҶ㢟ྭสˈ䘉ᱟ䮯ѵԕᶕнᴮ㿱ࡠ
ⲴǄቭ㇑ࡽ䐟㢠䗋ˈҹ䇞нᯝˈᡁሩѝ㖾єഭޣ㌫❦ᤱҀ㿲ᘱᓖˈؑ䘉єњশਢкᴮᱟሩⲴབྷ
ഭ㜭ཏ൘ഭ䱵ᯠ〙ᒿлᡀѪਸՉդǄ
䱸⅑ˈ⭏ݸݳᝏ䉒ᛘ䚰䈧ᡁоՊˈᒦ䈊᥊ᝏ䉒ࠐॱᒤᶕⲴ৻䈺Ǆ

ᾲ㾱

䗷

৫ᒤ䰤ˈѝ㖾ৼ䗩㓿䍨ޣ㌫Ӿࠐ
䘁オⲭਁኅᡀѪц⭼кᴰ䟽㾱Ⲵৼ
䗩㓿䍨ޣ㌫Ǆⴞࡽˈѝ㖾ӂѪሩᯩ
ㅜҼབྷ䍨᱃ՉդǄབྷ㿴⁑䍗⢙৺ᴽ࣑䍨᱃ǃᓄ
䬮䳶ᡀǃ㖾ഭሩॾབྷ㿴⁑ⴤ᧕ᣅ䍴ԕ৺ѝഭᴤ
བྷ㿴⁑ᣅ䍴㖾ഭഭ٪ˈᰐн䈤᰾ѝ㖾ޣ㌫Ⲵ䟽㾱
ᙗǄ㲭❦єഭ㓿䍨ޣ㌫ᰦᑨਁ⭏᪙ᬖˈնҏ㔉ৼ
ᯩᑖᶕҶᐘབྷ࡙⳺Ǆ
ᵜ亩⹄ウⲴⴞⲴᱟഎ亮䗷৫ᒤᶕѝ㖾㓿
䍨ޣ㌫Ⲵ╄ਈˈӾ㘼⨶䀓єഭሩ䘉аޣ㌫Ⲵ
ӂ䎆ᙗǄᴤ䟽㾱Ⲵᱟˈᵜ᮷ኅᵋҶєབྷ㓿⍾փ
൘ᵚᶕॱᒤਟ㜭Ⲵਁኅ䐟ᖴˈԕ৺ᵚᶕєഭྲ
օᇎ⧠ᴤབྷⲴ㓿⍾࡙⳺Ǆєഭ൷ᐼᵋѪᵜഭഭ≁
ᔪ・䎧аᆹޘਟ䶐ǃ儈䍘䟿ǃਟᤱ㔝Ⲵਁኅ઼
ቡъⲴ⁑ᔿǄᵜ亩⹄ウ䇔Ѫˈ䘉ৼ䗩ޣ㌫ˈ㤕
㜭оᰦء䘋ˈᇊ㜭Ѫৼᯩᇎ⧠ⴞ਼ޡḷࠪڊ䟽བྷ
䍑⥞Ǆ
һᇎкєഭ㓿⍾ⲴਁኅᐢࡠҶ䟽㾱Ⲵॱᆇ
䐟ਓǄሩѝഭ㘼䀰ˈ⋯㻝ҶཊᒤⲴ㓿⍾ਁኅ⁑
ᔿᗵ享ࠪڊ᭩ਈˈӾࠪਓѫሬ䖜Ѫ䴰ѫሬˈӾ
ᣅ䍴傡ࣘ䖜Ѫࡋᯠ傡ࣘǄྲ᷌ѝഭ㜭൘ᵚᶕॱᒤ
ᡀ࣏ᇎ⧠䘉а䖜ਈˈሶࡋ䙐ࠪањ㿴⁑オࡽⲴ
儈䗮ӯӪਓⲴѝӗ䱦ቲˈѝഭҏሶഐ↔ӾĀц⭼
ᐕলā䙀↕䖜ਈѪĀц⭼ᐲ൪āǄ
ᵚᶕॱᒤˈ䲿⵰㖾ഭ䘋㹼㔃ᶴ䈳ᮤԕࡺ߿
䍒᭯亴㇇ǃ䍨᱃䎔ᆇᒦ䱽վཡъ⦷ˈ㖾ഭ㓿⍾ሶ
ᇎ⧠っ༽ڕ㣿Ǆһᇎкˈ⭡Ҿަ൘、ᆖǃᢰᵟ৺
ࡋᯠкⲴ㔏⋫ൠսˈԕ৺ᴤᓹԧⲴ亥ዙ⋩≄ᡰᑖ
ᶕⲴ㜭ⓀՈ࣯ˈ㖾ഭ㓿⍾ᓄ䈕Պᤱ㔝ਇ⳺Ǆ䗷৫
ᮠॱᒤ㖾ഭ㜭Ⓚ䎆䘋ਓˈ㘼⧠൘㖾ഭǃ࣐བྷ
⭊㠣ਟ㜭वᤜ໘㾯କⲴ⸣⋩઼ཙ❦≄ӗ䟿䮯ˈ
ԕ৺㜭Ⓚ֯⭘᭸⦷ᨀ儈ˈ䜭ሶᡀѪ㖾ഭѫ㾱ⲴĀ
⑨ᠿ㿴ࡉ᭩ਈ㘵āˈᴹӪ⭊㠣亴⍻ˈ㖾ഭᴰ㓸ሶ
ᡀѪ㜭Ⓚ߰ࠪਓഭǄ
㲭❦єഭ㓿⍾ࡽᲟⴻ䎧ᶕ┑ݵᐼᵋˈնᡁ
Ԝнᓄվՠ㠚䶒ѤⲴᡈǄѝഭӏ䴰␡ॆ㓿⍾
᭩䶙ˈ䟽ᯠᇊѹ᭯ᓌ䀂㢢ˈᨀ儈㓿⍾Ⲵᐲ൪৽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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㜭࣋ˈ䀓ߣ᭦࠶ޕ䝽н൷ǃ⧟ຳᚦॆǃสᮉ㛢
઼५⯇㾶ⴆнᒣ㺑ㅹ䰞仈ˈᆼழ⌅ᖻ⌅㿴઼ᢃࠫ
㞀䍕ǄሩҾ㖾ഭ㘼䀰ˈަ䶒ѤⲴᡈࡉᱟྲօ䗮
ᡀ㓿⍾᭯ㆆкⲴ⨶ᙗޡ䇶ˈӾ㘼⺞؍㓿⍾㜭൘
Ḁ〻ᓖк᤹亴ᵏਁኅǄӾц⭼㤳തⴻˈєഭӽ
䶒Ѥ⅗⍢㓿⍾н⺞ᇊᙗԕ৺ਟ㜭Ⲵ䍨᱃؍ᣔѫ
ѹᣜཤǄ↔ཆˈ䶒ሩṨᢙᮓǃ ᙆѫѹ৺亶൏ҹ
ㄟㅹ䰞仈ˈєഭᗵ享ᩪ㔤ᣔц⭼઼ᒣǄєഭ䶒
Ѥ䈨ཊᶕ㠚ഭ઼ഭ䱵Ⲵᡈˈ䘉Ӌᡈн᱃䀓
ߣˈҏнᇩᘭ㿶Ǆ
൘ࡽ䘋䚃䐟кˈ俆ݸᡁԜᗵ享䇔ˈєഭ䰤
ᙫփޣ㌫ⲴਁኅˈਇࡦҾєഭ൘ḀӋ⨳ޘ䟽㾱
ᡈ⮕䰞仈кӂؑн䏣фᆈ൘࠶↗Ǆഐ↔ˈৼᯩᗵ
享䙀↕ᔪ・ӂؑˈ᧗ࡦ઼༴⨶ྭᡈ⮕࠶↗Ǆᔪ・
ӂؑᒦ䶎а䒤㘼ቡˈնᱟᡁԜᐼᵋ䘉Ӌ࠶↗нՊ
࿘⺽єഭᔪ・ᴤѪ㍗ᇶⲴ㓿⍾ਸǄ
↔ཆˈєഭԱъ⭼ᐢ㓿᰾⺞єഭ୶ъ䮯ѝ
ᆈ൘Ⲵഠ䳮઼䱫⺽Ǆሩ㖾ᯩᶕ䈤ˈ䘉Ӌ䰞仈वᤜ
ѝഭഭᴹԱъ൘ѝഭ㓿⍾ѝⲴ䀂㢢䰞仈˄वᤜ
Ѫ䍧ⅮᨀᯩⲴഭᴹ䬦㹼䰞仈˅ˈᐲ൪߶ޕǃ⸕
䇶ӗᵳ؍ᣔ઼ᢗ㹼ԕ৺㖁㔌ᆹޘ䰞仈˄ቔަ൘
ⴇコ୶ъ〈ᇶᯩ䶒˅Ǆ㘼ሩѝഭᶕ䈤ˈ䘉Ӌ䰞仈
वᤜ㖾ഭ䲀ࡦ儈ᢰᵟӗ૱ੁѝഭࠪਓˈ㖾ഭ᭯ᓌ
ሩѝഭԱъ䎤㖾ᣅ䍴㓿ᑨ㺘⧠⤜ᯝˈᒦ䟷ਆ䍨᱃
؍ᣔѫѹ㹼ѪǄ
൘ањᒯ⌋઼нᯝਈॆⲴѝ㖾㓿䍨ޣ㌫ѝˈ
࣯ᗵᆈ൘ҹ䇞઼䰞仈Ǆඖⲭ䇔ᒦ䈪䀓ߣ䘉Ӌ
䰞仈ᱟৼᯩޣ㌫ᡀ⟏Ⲵ㺘⧠Ǆᵜ亩⹄ウнਟ㜭
ᆼ઼ޘ৺ᰦ䀓ߣ䘉Ӌ䰞仈ˈަѫ㾱ⴞⲴ൘Ҿ⌘ޣ
єഭྲօ䙊䗷ਸᕪ㓿䍨ޣ㌫Ǆᡀ࣏Ⲵਸн
ӵ֯єഭӪ≁㧧ᗇ㓿⍾࡙⳺ˈ㘼фᴹࣙҾєഭᔪ
・ӂؑǄ↓ഐྲ↔ˈᡁԜ㾱࠶ݵ䇔䇶ࡠˈྲ᷌䘉
Ӌ䰞仈ᗇнࡠ䀓ߣˈሶՊሩ␡ॆєഭӔ⍱ਸӗ
⭏䍏䶒ᖡ૽Ǆ
ѝ㖾єഭ㓿⍾᭨ޣᙗᖸᕪǄ∛ᰐ⯁䰞ˈєഭ
㓿䍨ޣ㌫Ⲵᢙབྷሶᑖᶕᐘབྷ᭦⳺Ǆᵚᶕॱᒤˈ亴
䇑㖾ഭ㓿⍾ᒤ൷䮯䙏ᓖሶ⮕վҾⲴ≤ᒣˈ㘼

਼ᵏѝഭ㓿⍾ᒤ൷䙏ሶ䗮ࡠᐖਣǄ䘋ਸ
ሶѪєഭᑖᶕᐘབྷⲴ▌൘㓿⍾ᵪ䙷ˈަѝᴹ
Ӌᵪ䙷ᴤᴹ࡙Ҿѝഭˈ㘼ᴹӋࡉሩ㖾ഭᴤᴹ࡙Ǆ
նᰐ䇪ྲօˈєഭ䜭Պᇎ⧠ৼ䎒Ǆ
єഭਟ䙊䗷ਸ㧧ᗇབྷ䟿㓿⍾ᵪ䙷ˈԕлࠐ
⛩Ѫֻ˖

䘉њᮠᆇሶ䎵䗷⇿ᒤзǄ
йǃۿ䗷৫ᰕᵜޜਨаṧˈѝഭޜਨᐼᵋ䙊䗷൘
㖾ഭຳ⭏ӗᴰ㓸ӗ૱ᶕ䘋ޕ㖾ഭᐲ൪ˈ䘉
Պࣘ㖾ഭ*'3ᒦࡋ䙐ቡъǄ⊭䖖䴦䜘Ԧǃ
儈ㄟ䫒䫱ӗ૱৺ᇦ⭥⎸䍩㹼ъ↓൘ᕅ亶䘉а
▞⍱Ǆ

аǃ、ᆖ઼ᢰᵟਸˈ⢩࡛൘㜭Ⓚᯩ䶒ˈਟԕᨀ
儈єഭ㜭Ⓚ࡙⭘᭸⦷ᒦᴤ࣐⧟؍Ǆ䘉Ӌࣚ࣋
ᴰ㓸ᴹࣙҾࡺ߿ᇔ≄փᧂ᭮ˈ䘋㘼䱽վ≄
ىਈॆ仾䲙Ǆᒤˈѝ㖾єഭ᭯ᓌ㚄ਸ
ࣘҶ䈕亶ฏⲴਸˈ䘉аԫ࣑൘ᵚᶕሶᴤѪ
䘛࠷Ǆ
ҼǃѪ⨳ޘєњᴰབྷ䍨᱃ഭˈѝ㖾ᓄᑖཤ䟽
ཊഎਸ䍨᱃䈸ࡔˈᒦቡৼ䗩㠚⭡䍨᱃ॿᇊ
䶒ѤⲴᵪ䙷઼ᡈࣘᰙᵏ୶Ǆ
йǃᵚᶕॱᒤˈ㖾ഭሶᔰኅབྷ㿴⁑ส䇮ᯭᔪ䇮
ԕ৺亩ⴞ䟽ᔪᐕǄѝഭᣅ䍴㘵ਟԕ࡙⭘ަ
ۘ㫴։ˈԕ٪ࡨᡆ㛑ᵳᯩᔿˈѪަᨀ㶽
䍴Ǆ䘉нӵሩ㖾ഭᴹ࡙ˈ਼ᰦҏᴹ࡙Ҿѝഭˈ
ഐѪᣅ䍴എᣕᖃ䈡ӪǄ

䙊䗷о㖾ഭᢙབྷਸˈѝഭሶਇ⳺Ҿྲл㓿⍾ᵪ
䙷˖

䙊䗷оѝഭᢙབྷਸˈ㖾ഭሶਇ⳺Ҿྲл㓿⍾ᵪ
䙷˖
аǃ㠣ᒤˈ㖾ഭሩॾࠪਓ䮯ҶӄؽǄᵚ
ᶕॱᒤˈ亴䇑䲿⵰ѝഭ㓿⍾઼ѝӗ䱦ቲ㿴⁑
㔗㔝ᢙབྷˈ㖾ഭሩॾࠪਓᖸਟ㜭ᔦ㔝䘉а䎻
࣯ˈѝഭሶਟ㜭ਆԓ࣐བྷ઼໘㾯କᡀѪ㖾
ഭᴰབྷⲴࠪਓᐲ൪Ǆ↔ཆˈ㖾ഭሩॾⴤ᧕ᣅ
䍴ࡽᲟݹ᰾Ǆ䙊⭘⊭䖖ᐢᡀѪѝഭ⊭䖖ᐲ൪
Ⲵ亶ཤ㖺ˈ⊳ቄ⧋ᱟѝഭᴰབྷⲴ䴦୶ˈ哖
ᖃ઼ࣣ㛟ᗧส൘ѝഭᇦ௫ᡧᲃǄԕкԱъ৺
ަᆳቊᵚᣅ䍴ѝഭᐲ൪Ⲵ㖾ഭԱъ൘ѝഭਁ
ኅⲴ▌࣋ᐘབྷǄ
ҼǃᒤˈӵᴹзѝഭӪࡽᖰ㖾ഭ⑨Ǆྲ
᷌㜭䘋а↕ㆰॆㆮ䇱㔝ˈࡠᒤˈ亴䇑

аǃ㋞伏઼伏૱ᆹޘ䰞仈ᱟѝഭ᭯ᓌ઼Ӫ≁Პ䙽
ޣᗳⲴѫ㾱䰞仈ѻаǄѝഭ↓൘᧘ࣘߌъ৺
ޣӗъ⧠ԓॆǄ㖾ഭᤕᴹᴰݸ䘋Ⲵߌъᢰ
ᵟԕ৺伏૱ᆹ؍ޘ䳌ࡦᓖǄ㖾ഭ㙅ൠᒯ㻔ˈ
ߌъӗ䟿བྷǃ᭸⦷儈ˈਟᑞࣙѝഭ⺞؍㋞伏
઼伏૱ⲴᆹޘᙗǄ
Ҽǃቭ㇑ⴞࡽѝഭ㜭Ⓚѕ䟽䎆➔⛝ˈնѝഭ亥
ዙ⋩≄ۘ䟿ᐘབྷǄо㖾ഭޜਨቡѝഭᯠⲴޤ
亥ዙ⋩≄ӗъ䘋㹼ᣅ䍴઼ᢰᵟਸˈᴹࣙҾ
ѝഭ䱽վሩ➔⛝㜭ⓀⲴ䎆Ǆ
йǃѝഭᴽ࣑ъሩнཏᡀ⟏ˈ㘼㖾ഭᤕᴹ⨳ޘ
ᴰਁ䗮Ⲵᴽ࣑ъǄѝഭ䴰㾱ਁኅᴽ࣑ъˈੁ
ަഭ≁ᨀᴤཊቡъᵪՊǄ㖾ഭޜਨਟԕ䙊
䗷ሩॾࠪਓ઼ⴤ᧕ᣅ䍴ˈᑞࣙѝഭਁኅᴽ࣑
ъǄ
ྲ᷌к䘠ᛵߥ㜭ཏᇎ⧠ˈሶѪєഭӪ≁ᑖᶕᐘ
བྷⲴ㓿⍾ᵪ䙷ˈ䘉Ӌᵪ䙷Պ䖜ॆѪቡъᵪՊǄֻ
ྲˈᡚ㠣ᒤˈ㖾ഭሩѝഭⲴࠪਓ䮯亴䇑ሶ
ࡋ䙐зњᯠቡъսǄ
ѪҶᴤྭൠᣃտ㓿⍾ᵪ䙷઼ࡋ䙐ቡъˈᡁ
ԜѪєഭ᭯ᓌᨀࠪྲлᔪ䇞˖
аǃُࣙєഭ᭯ᓌᵪᶴⲴуᇦ㿱ˈєഭᲪᓃᓄ
ቡѝ㖾㠚⭡䍨᱃ॿᇊⲴਟ㹼ᙗ઼࡙⳺䘋㹼⹄
ウˈᒦҾаᒤᆼᡀ⹄ޣウᣕǄྲ᷌ਆ
ᗇ〟ᶱⲴ⹄ウᡀ᷌ˈࡉᓄਁ䎧ޣ䈸ࡔ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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ᾲ㾱
〻Ǆѝ㖾єഭᱟ⨳ޘᴰབྷⲴ䍨᱃ഭˈഐ↔є
ഭᓄᑖཤ䟽ཊഎਸ䍨᱃䈸ࡔǄ
Ҽǃሩᔪ・ѝ㖾ৼ䗩ᣅ䍴ॿᇊⲴ䇘䇪ᐢᴹнቁᰦ
ᰕǄѪҶ᧘ࣘৼ䗩ᣅ䍴⍱ࣘˈᡁԜۜ׳єഭ
᭯ᓌቭᘛ˄ᴰྭ൘аᒤ˅ᆼᡀ↓൘䈸ࡔⲴ
ѝ㖾ৼ䗩ᣅ䍴ॿᇊǄ
йǃєഭ᭯ᓌ䴰㾱啃࣡ᴤཊԱъ൘㜭Ⓚ亶ฏᇎ⧠
、ᢰਸˈֻྲਟ⭏㜭Ⓚǃ亥ዙ⋩≄ǃҼ≗
ॆ⻣ᦅǃ֯⭘৺䳄ǃ⭥ࣘ⊭䖖ㅹǄ↔ཆˈ
⭡Ҿԕкਸо≄ىਈॆˈޣєഭᓄ
൘ᒤᴸⲴᗧ⨝Պ䇞к䗮ᡀޡ䇶ˈ㚄ਸ
ަԆഭᇦ؍⺞਼ޡ൘ᒤᡀ࣏ᇎ⧠ǉ㚄ਸ
ഭ≄ىਈॆṶᷦޜ㓖Ǌޣᡀ᷌Ǆ
ഋǃєഭᓄ䈕ㆰॆㆮ䇱⭣䈧〻ᒿˈᒦ䙀↕ሶㆮ䇱
ᴹ᭸ᵏᔦ䮯㠣ᒤǃᒤᒦᴰ㓸ᇎ⧠ݽㆮǄ൘
єᒤᇎ⧠єഭㆮ䇱ᒤᴹ᭸ᓄ䈕ᱟањਸ
⨶ⲴᔰㄟǄ
ӄǃ൘㖾ഭഭ࣑যݻ䟼䇯ॾᵏ䰤ˈєഭ਼൘Ā
ᡈ⮕о㓿⍾ሩ䈍āቲ䶒ᔪ・ањ䇘䇪㖁㔌ᆹ
ޘ䰞仈Ⲵ⢩࡛ሿ㓴Ǆ䘉њሿ㓴ᓄ㠤࣋Ҿࡦᇊ
ањ䐟㓯മˈᇩवᤜ˖ㅜаˈєഭ൘㖁㔌ᆹ
ޘ亶ฏྲօ࣐ᕪਸ઼ᨀ儈ᢗ㹼࣋˗ㅜҼˈ
єഭྲօਸࡦᇊа亩䪸ሩ㖁㔌オ䰤Ⲵഭ䱵
߶ࡉǄ䘉Ӌԫ࣑䘛൘ⴹˈᡁԜᔪ䇞єഭᡈ
⮕о㓿⍾ሩ䈍ሿ㓴ᓄ䈕൘њᴸᆼᡀ↔亩
䈸ࡔˈᒦ൘↔ᵏ䰤৺ᰦਁᐳѝᵏᣕǄ
ޝǃн㇑ᱟࠪҾ⨳ޘ䘈ᱟഭ࡙⳺㘳㲁ˈѝഭ䜭
〟ᶱ᧘ࣘ⸕䇶ӗᵳ؍ᣔ⌅Ǆһᇎкˈ⭡Ҿ◰
࣡ࡋᯠǃ㓿⍾䮯઼ӗъॷ㓗Ⲵ䴰㾱ˈѝഭ
㠚䓛ҏᐼᵋ؍ᣔ⸕䇶ӗᵳǄѪҶ䗮ࡠ↔亩ⴞ
ḷˈ䘈䴰㾱䘋㹼ᖸཊᐕǄᡁԜሩѝഭ᭯ᓌ
ᨀࠪԕлᔪ䇞˖
 ㅜаˈഭ࣑䲒䍏䍓⸕䇶ӗᵳ؍ᣔⲴ䐘䜘䰘ᵪ
ᶴüഭᇦ؍ᣔ⸕䇶ӗᵳᐕ㓴ˈᓄ䘋а↕
ᕪ⸕䇶ӗᵳᢗ⌅࣋ᓖˈԕ⺞؍亪࡙ᢗ㹼઼ࡦ
→ץ⣟⸕䇶ӗᵳ㹼Ѫ˗
 ㅜҼˈѝഭᓄ㘳㲁ᔪ・ањޘഭᙗ⢩࡛⌅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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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䇶ӗᵳ㓐㓧ˈ䘉ሶ൘ᖸབྷ〻ᓖк࣐ᘛ
ѝഭ⸕䇶ӗᵳ㓐㓧Ⲵ䀓ߣ઼༴㖞˗
 ㅜйˈᡁԜⴻࡠˈᴰ䘁Āѝ㖾ᡈ⮕о㓿⍾ሩ
䈍ā䗮ᡀॿ䇞ˈѝཞ઼ൠᯩ᭯ᓌᵪᶴሶ൘
ᒤᓅࡽޘ䜘֯⭘↓⡸䖟ԦǄᡁԜᮖ׳ᡰ
ᴹഭᴹԱъ઼䬦㹼㌫㔏㜭൘ᴰ⸝ᰦ䰤ᆼᡀ
↔亩ᐕǄ
гǃ᭮ᶮ儈、ᢰࠪਓ㇑ࡦᱟѝഭⲴа䍟ѫᕐǄᡁ
Ԝᔪ䇞㖾ഭ᭯ᓌᓄ࣐ᘛ༴⨶䈕䰞仈ˈᒦᐼᵋ
ࠪ⧠ањৼ䎒㔃᷌Ǆ
ޛǃ㖾ഭ䜘࠶䪸ሩѝഭԱъ䍨᱃઼ᣅ䍴Ⲵ᭯ᓌߣ
ㆆˈवᤜ㖾ഭཆഭᣅ䍴ငઈՊⲴ⌅Ṹˈᔪ・
൘᭯⋫㘼нᱟ᭯ㆆ㘳䟿ѻкǄ㖾ഭཆഭᣅ䍴
ငઈՊⲴ䘀ᓄ䈕ᴤ࣐䘿᰾ˈᴤᇩ᱃㻛ѝᯩ
⨶䀓ǄᡁԜᔪ䇞㖾ഭ᭯ᓌਁᐳᴤ࣐ᲠⲴᣅ
䍴ᇑḕ⍱〻Ǆ
ԕк⎹৺ࡠѝ㖾єഭⲴ䟽བྷ࡙⳺ˈ䘉ᱟ⨳ޘᴰ
䟽㾱Ⲵ㓿⍾Չդޣ㌫ˈሩц⭼㘼䀰ҏᶱѪ䟽㾱Ǆ
㲭❦ѝ㖾ޣ㌫Ⲵڕᓧਁኅᰐ⌅⺞⨳ޘ؍㓿⍾㑱
㦓᰼ⴋˈնнっᇊф∛ᰐᡀ᭸Ⲵѝ㖾ޣ㌫তаᇊ
Պড৺⨳ޘ㑱㦓Ǆ
㤕єབྷ㓿⍾փ㜭ཏᤱ㔝ᡀ࣏ਸˈࡠ
ᒤˈѝ㖾ৼ䗩ޣ㌫Ⲵӂ䎆ᓖሶ䘌䎵ѻࡽǄо
↔਼ᰦˈ䙊䗷ᴤྭൠ؍ᣔ⧟ຳǃ䱽վ≄ىਈॆ仾
䲙ǃ࣐ᕪཊ䗩䍨᱃փ㌫ˈєഭਟѪ⳺࡙ޡޜ⨳ޘ
ࠪڊᐘབྷ䍑⥞Ǆᴰ䟽㾱Ⲵᱟˈ䘉ӂ䎆ᙗѪ
єഭ䰤ᮤփޣ㌫ڕᓧਁኅྐᇊҶสǄ
ⴞࡽˈєഭ亶ሬӪᔰҶᯠаቺԫᵏǄѪҶ
ᇎ⧠㓿⍾઼ቡъⲴਟᤱ㔝䮯ˈєഭ↓൘Ѫ㓿
⍾ਁኅ⺞・ањᯠⲴᯩੁǄᩪ䎧ᶕˈєഭаᇊ
㜭ࡋޡᵚᶕʽᰦнᡁᖵˈ䇙ᡁԜᣃտᵪ䙷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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ѝ㖾㓿䍨ޣ㌫Ⲵᵚᶕॱᒤ䗸ੁᴤ␡ቲ⅑Ⲵӂᜐਸ

ㅜа䜘࠶
аǃᢺᨑᴹ࡙ᰦᵪ
аԓӪⲴᵪ䙷
䗷৫Ⲵࠐॱᒤˈѝ㖾㓿䍨ޣ㌫Ӿᰐࡠᴹˈᐢ㓿ᡀ
Ѫ⨳ޘᴰ䟽㾱Ⲵৼ䗩㓿䍨ޣ㌫ǄྲӺˈ㖾ഭ઼ѝ
ഭᱟ⨳ޘㅜаབྷ઼ㅜҼབྷ㓿⍾փˈҏᱟ⨳ޘㅜа
བྷ઼ㅜҼབྷ䍨᱃ഭˈ䘈ᱟᖬ↔ㅜҼབྷ䍨᱃ՉդǄ
ⴞࡽˈᓎབྷⲴ䍗⢙䍨᱃䟿ǃᓄ䬮䳶ᡀǃнᯝᢙ
བྷⲴᴽ࣑䍨᱃㿴⁑ǃ㖾ഭሩॾབྷ㿴⁑ⴤ᧕ᣅ䍴ԕ
৺ѝഭᴤབྷ㿴⁑ൠ䍝Ҡ㖾ഭഭ٪ˈᰐн䈤᰾Ҷє
ഭޣ㌫Ⲵ䟽㾱ᙗǄ㲭❦єഭ㓿䍨ޣ㌫ᰦᑨਁ⭏
᪙ᬖˈնҏᑖᶕҶᐘབྷⲴৼ䗩࡙⳺Ǆ
ส㓿⍾ᆖ䇔Ѫˈєഭৼ䗩䍨᱃㿴⁑оєഭ
㓿⍾㿴⁑ᡀ↓∄ˈഐ↔ኅᵋᵚᶕˈѝ㖾єഭᓎབྷ
Ⲵ䍨᱃㿴⁑ˈԕ৺դ䲿ᵚᶕ㓿⍾䮯нᯝᢙབྷⲴ
䎻࣯ᒦнԔӪ䇦Ǆྲ᷌ѝ㖾єഭᐼᵋ㔗㔝ӛਇ
ᒦᢙབྷৼ䗩㓿䍨࡙⳺ˈቡᗵ享᧒਼ޡራᯠⲴਸ
ᵪ䙷Ǆ
ᵜ亩⹄ウⲴⴞⲴˈаᱟሶѝ㖾ޣ㌫᭮൘ᖃࡽ
нᯝਁኅ╄䘋Ⲵ㓿⍾⧟ຳѝ䘋㹼㘳ሏ˗Ҽᱟਁ
ᧈާᴹਸ▌࣋Ⲵ亶ฏˈ䪸ሩྲօᣃտᵪ䙷઼
䀓ߣ࠶↗ᨀࠪਟ㹼ᯩṸǄ䙊䗷ᨀ儈ሩᮤփ㓿⍾
ṶᷦⲴҶ䀓ˈᵜ亩⹄ウᐼᵋ㜭ཏѪ᧘ࣘ⨳ޘᴰ
䟽㾱Ⲵৼ䗩㓿䍨ޣ㌫Ⲵᔪ䇮ᙗਁኅࠪڊ䍑⥞Ǆ
єഭ൷ᐼᵋѪᵜഭഭ≁ᔪ・䎧аᆹޘਟ䶐ǃ儈
䍘䟿ǃਟᤱ㔝Ⲵ䮯઼ቡъⲴ⁑ᔿǄᵜ亩⹄ウ䇔
Ѫˈ䘉ৼ䗩ޣ㌫ˈ㤕㜭оᰦء䘋ˈᇊ㜭Ѫৼᯩ
ᇎ⧠ⴞ਼ޡḷࠪڊ䟽བྷ䍑⥞Ǆ
൘ࡽ䘋䚃䐟кˈ俆ݸᡁԜᗵ享䇔ˈєഭ䰤
ᙫփޣ㌫ⲴਁኅˈਇࡦҾєഭ൘ḀӋ⨳ޘ䟽㾱
ᡈ⮕䰞仈кӂؑн䏣фᆈ൘࠶↗Ǆഐ↔ˈৼᯩ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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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䙀↕ᔪ・ӂؑˈ᧗ࡦ઼༴⨶ྭᡈ⮕࠶↗Ǆᔪ・
ӂؑᒦ䶎а䒤㘼ቡˈնᱟᡁԜᐼᵋ䘉Ӌ࠶↗нՊ
࿘⺽єഭᔪ・ᴤѪ㍗ᇶⲴ㓿⍾ਸǄ
↔ཆˈєഭԱъ⭼ᐢ㓿᰾⺞єഭ୶ъ䮯ѝ
ᆈ൘Ⲵഠ䳮઼䱫⺽Ǆሩ㖾ᯩᶕ䈤ˈ䘉Ӌ䰞仈वᤜ
ѝഭഭᴹԱъ൘ѝഭ㓿⍾ѝⲴ䀂㢢䰞仈˄वᤜ
Ѫ䍧ⅮᨀᯩⲴഭᴹ䬦㹼䰞仈˅ˈᐲ൪߶ޕǃ⸕
䇶ӗᵳ؍ᣔ઼ᢗ㹼ԕ৺㖁㔌ᆹޘ䰞仈˄ቔަ൘
ⴇコ୶ъ〈ᇶᯩ䶒˅Ǆ㘼ѝഭࡉ䇔Ѫ㖾ഭ䲀ࡦ儈
ᢰᵟӗ૱ੁѝഭࠪਓˈ㖾ഭ᭯ᓌ൘ሩॾ䍨᱃઼ѝ
ഭԱъ䎤㖾ᣅ䍴ᯩ䶒ҏ㓿ᑨ㺘⧠⤜ᯝˈᒦ䟷ਆ䍨
᱃؍ᣔѫѹ㹼ѪǄ
䘉Ӌ䰞仈ⵏᇎᆈ൘ˈᒦоєഭᢙབྷ㓿⍾ӂ
ࣘᇶ࠷ޣǄ൘ањᒯ⌋઼нᯝਈॆⲴѝ㖾㓿䍨
ޣ㌫ѝˈ࣯ᗵᆈ൘ҹ䇞઼䰞仈Ǆඖⲭ䇔ᒦ䈪
䀓ߣ䘉Ӌ䰞仈ᱟৼᯩޣ㌫ᡀ⟏Ⲵ㺘⧠Ǆྲ᷌㾱
䀓ߣ䘉Ӌ䰞仈ˈєഭ᭯ᓌᗵ享ඖ䈊ൠ䶒ሩᆳԜǄ
䘉ᱟа亩㢠ᐘⲴԫ࣑ˈ䴰㾱ᰦ䰤ˈնᗵ享ԕ〟ᶱ
ᘱᓖ᧘ࣘ䀓ߣǄ
൘䇘䇪ᵚᶕѻࡽˈ䇙ᡁԜӾҶ䀓শਢᔰǄ
ഋॱаᒤࡽˈ㖾ഭⲴቬݻᶮᙫ㔏઼ѝഭⲴ∋⌭ь
ѫᑝᢺᨑᰦᵪˈ׳ᡀҶѝ㖾єഭਸˈ਼ޡᣥᗑ
ࡽ㣿㚄䵨ᵳǄєഭ亶ሬӪ᰾ⲭѝ㖾ޣ㌫ሩєഭⲴ
ᡈ⮕䟽㾱ᙗǄԆԜⲴਸ᭩ਈҶц⭼ʽ
ᒤᴸᰕˈѝ㖾єഭ↓ᔿᔪ・ཆӔޣ
㌫Ǆйཙѻਾˈѝഭᇓᐳ᭩䶙ᔰ᭮᭯ㆆˈ֯ѝഭ㓿
⍾ੁц⭼ᔰ᭮ǄӾ䛓ᰦ䎧ˈѝ㖾ޣ㌫শ㓿ԫ㖾ഭ
ᙫ㔏઼ԓѝഭ亶ሬӪǄഋॱᒤᶕˈєഭ㠤࣋Ҿᔪ
・ањᕪབྷ઼ᤱѵⲴѝ㖾ޣ㌫Ǆ㲭❦ᰦᴹ䎧Կˈ
 ㅜҼ䜘࠶ㅜㇷ࠶ᣕ䳶ѝ䇘䇪Ҷ䘉Ӌ䰞仈Ǆ

նৼ䗩ޣ㌫ᙫփ؍ᤱҶっᇊਁኅǄ䲿⵰ᒤࡽ
㣿㚄䀓փˈѝ㖾㓿䍨ޣ㌫䙀⑀ਁኅᡀѪѝ㖾ޣ㌫
Ⲵส⸣ˈєഭӾৼ䗩㓿䍨ޣ㌫ѝ㧧⳺㢟ཊǄ
❦㘼ˈѝഭⲴ㓿⍾ᐢ㓿䎠ࡠҶ㍗㾱ޣཤѝ
ഭᗵ享᭩ਈйॱཊᒤᶕа䍟䚥ᗚⲴਁኅ⁑ᔿü
Ӿࠪਓሬੁර䖜ਈѪ䴰˄वᤜ⎸䍩˅ࣘරˈ
Ӿ䗃ޕ傡ࣘර䖜ੁࡋᯠ傡ࣘර Ǆ↔ཆˈࠐॱᒤ
ᶕⲴ᭦ޕо䍒ᇼⲴᤱ㔝䮯ˈᔰ֯ѝഭᡀѪ
ц⭼ᐲ൪ѝ䎺ᶕ䎺䟽㾱фᘛ䙏䮯Ⲵ㓴ᡀ䜘࠶ˈ
㘼нӵӵᱟĀц⭼ᐕলā઼䐘ຳᣅ䍴Ⲵ䟽㾱Ⓚཤ
઼ⴞⲴൠǄѪ↔ˈѝഭሶнᗇн൘ц⭼㓿⍾ѝᢞ
╄ањо䗷৫ᡚ❦н਼Ⲵ䀂㢢Ǆྲօ䘲ᓄ䘉Ӌᯠ
Ⲵ⧠ᇎ䰞仈ሩѝഭ㘼䀰ᱟањᐘབྷᡈǄⲴ⺞ˈ
ӺਾⲴॱᒤሶᱟѝഭਁ⭏ਈ䶙ⲴॱᒤǄ 䘁ᒤ
ᶕˈ㖾ഭ㓿⍾↓൘Ӿᴰѕ䟽Ⲵ⨳ޘ䠁㶽ডᵪѝᚒ
༽䗷ᶕˈҏнᗇнᔰሩ㓿⍾㔃ᶴࠪڊ䟽བྷ䈳
ᮤˈ൘߿ቁ亴㇇઼䍨᱃䎔ᆇⲴ਼ᰦˈࣚ࣋䱽վ儈
ཡъ⦷Ǆնᱟˈᆳӽ❦ᱟц⭼кᴰާࡋᯠ㜭઼࣋
ᢰᵟᴰݸ䘋Ⲵഭᇦˈ䘈ӛᴹ㧧ਆᴤᓹԧⲴ亥ዙ
⋩≄ᡰᑖᶕⲴ㜭ⓀՈ࣯ǄⲴ⺞ˈᵚᶕॱᒤሩ㖾ഭ
㘼䀰ҏሶᱟਈ䶙ⲴॱᒤǄ
ᵚᶕࠐॱᒤˈѝ㖾єഭሶ❦ᱟࡽ⨳ޘє
བྷ㓿⍾փǄྕᐤ傜ࡊ䎒ᗇҶᙫ㔏䘎ԫˈҐ䘁ᒣࡉ
Ҿᒤᴸᖃ䘹ᯠаԫѝޡᙫҖ䇠ˈҾᒤ
ᴸᖃ䘹ѝഭഭᇦѫᑝˈሶ൘ᵚᶕॱᒤѝ亶ሬѝ
ഭǄѝഭ઼㖾ഭᗵ享⧠ᇎൠ䶒ሩєഭᡰ䶒ѤⲴ
ᡈˈवᤜєഭѻ䰤઼ᵜഭഭ⭡Ҿ㓿⍾ਁኅ઼䍨
᱃ᣅ䍴䮯㘼ᕅ䎧Ⲵ䭉ս䰞仈Ǆѝ㖾єഭᴤ࣐㍗
ᇶⲴ㓿⍾ਸˈਟԕᑞࣙєഭ᧘ࣘ㓿⍾䮯઼ࡋ
䙐ቡъǄєഭ䴰㾱ᣃտᵪ䙷ˈѪӺਾॱᒤᔰኅᴤ
㍗ᇶⲴ㓿⍾ਸྐᇊสǄ
єഭ䘈䶒Ѥ䇨ཊⲴ਼ޡᡈˈྲṨᢙᮓǃ 
ᙆѫѹǃਟᤱ㔝ਁኅԕ৺≄ىਈॆ䰞仈ǄєഭⲴ
ॿ਼ਸሶՊᑞࣙєഭᡀ࣏ᓄሩ䘉Ӌ䰞仈Ǆ䘉
нӵᱟѪҶєഭⲴ㠚䓛࡙⳺ˈҏᱟѪҶц⭼Ⲵ䮯
ᵏ઼ᒣо㑱㦓Ǆ䢤ҾӺཙєഭ㓿⍾ᆈ൘儈ᓖⲴ
ӂ䎆ᙗˈྲ᷌єഭ䰤ӂሩ・ˈሶՊ㔉ԆԜ

㠚䓛ѳ㠣ަԆഭᇦ䙐ᡀᐘབྷⲴ㓿⍾ᦏཡǄ
䇔ᐞᔲⲴ⹄ウ
ᵜ亩⹄ウ≷㚊Ҷѝ㖾єഭ亦ቆⲴ㓿⍾ᆖᇦ઼Ա
ъ亶㻆ˈ൘ᙫ㔃䗷৫Ⲵ਼ᰦˈᴤ࣐⌘䟽ኅᵋᵚ
ᶕǄ⹄ウᾲ䘠Ҷєഭ䙊䗷㓿⍾Ӕ⍱઼ӂࣘᇎ⧠
Ⲵ᭦⳺оԈࠪⲴᡀᵜˈ䘈ᤷࠪҶєഭ㓿⍾สᵜ䶒
Ⲵӂ㺕ᙗˈ䘉ᱟєഭᇎ⧠䮯ᵏᤱ㔝㓿⍾ӂᜐਸ
ⲴสǄ↔ཆˈᡁԜ䇔䇶ࡠˈєഭ᧒ራӂᜐਸ
亶ฏⲴˈ⌅ڊᗵ享㘳㲁ࡠєഭ൘ᇎ⧠༽㣿઼
䮯ᵏवᇩᙗ䮯Ⲵ䗷〻ѝ㠚䶒ሩⲴ䳮仈઼
ᡈǄ
ᴰਾˈᵜ亩⹄ウ䈖㓶䱀䘠Ҷѝ㖾єഭ൘ᨀ
⨳ޘᙗޡޜӗ૱ᯩ䶒Ⲵਸᵪ䙷ǄֻྲˈѪє
њᴰབྷⲴҼ≗ॆ⻣ᧂ᭮ഭˈ൘߿㕃≄ىਈॆᡰ
ӗ⭏Ⲵ仾䲙ᯩ䶒ˈԕ৺ѪєњᴰབྷⲴ䍨᱃ഭˈ
൘䘋а↕࣐ᕪཊ䗩䍨᱃փ㌫ᔪ䇮˄䙊䗷ཊഎਸ
䈸ࡔ˅ᯩ䶒ˈᱮ❦䴰㾱࣐ᕪਸˈᒦ൘⨳ޘራ≲
䀓ߣᯩṸ䗷〻ѝਁᥕ亶㻆⭘Ǆ

Ҽǃഎ亮䗷৫
ৼ䗩㓿䍨ޣ㌫Ⲵਁኅ
ᒤḷᘇ⵰ѝഭ᧘㹼㓿⍾᭩䶙ᔰ᭮᭯ㆆⲴᔰ
ˈ਼ᰦҏḷᘇ⵰ॱᒤᰐӗ䱦㓗᮷ॆབྷ䶙ભᡰሬ
㠤Ⲵҡ઼㓿⍾┎ڌᰦԓⲴ㔃ᶏˈӾ↔ˈѝഭ䙀
↕ᇎ⧠Ҷ㓿⍾Ⲵ儈䙏ਁኅǄ൘ˉᒤ䰤ˈ
ѝഭᇎ䱵*'3Ӿӯ㖾ݳ㠣зӯ㖾˄ݳ
᤹ᒤԧṬ䇑㇇˅ˈᡀѪц⭼кӵ⅑Ҿ㖾ഭⲴ
ㅜҼབྷ㓿⍾փ˄㿱മ˅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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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ᒤѝ㖾єഭᇎ䱵*'3





㖾ഭᇎ䱵*'33



㖾ഭӪ൷ᇎ䱵*'3
ѝഭӪ൷ᇎ䱵*'3

ѝഭᇎ䱵*'3



ॳ㖾ˈݳᒤԧṬ

зӯ㖾ˈݳᒤԧṬ

മ㺘˖ᒤѝ㖾єഭӪ൷ᇎ䱵*'3































þ

ᶕⓀ˖㖾ഭ㓿⍾࠶᷀ተǃѝഭഭᇦ㔏䇑ተ



ᒤ䮯⦷˄˅





㖾ഭᇎ䱵*'3䮯⦷
ѝഭᇎ䱵*'3䮯⦷















þ

ᶕⓀ˖㖾ഭ㓿⍾࠶᷀ተǃѝഭഭᇦ㔏䇑ተ

ѝഭᐢਁ⭏ҶᰕᯠᴸᔲⲴਈॆǄᒤԕ
ᶕˈ䇑ࡂ㓿⍾ᐢสᵜ䇙սҾᐲ൪㓿⍾ˈ⧠ԓॆส
䇮ᯭᗇԕᔪ・ˈሩᡰᴹ䘲喴ݯㄕᇎᯭݽ䍩Ⲵ
ᒤࡦѹ࣑ᮉ㛢ˈ५⯇ছ⭏઼⽮Պ؍䳌փ㌫ᗇࡠᲞ
৺ǄᙫѻˈᮠӯӪ≁᩶㝡Ҷ䎔䍛ˈ⭏⍫≤ᒣᗇࡠᶱ
བྷᨀ儈Ǆ൘䘉ᒤ䟼ˈѝഭ⭡ሱ䰝䎠ੁᔰ᭮ˈਇ
ᮉ㛢〻ᓖᴤ儈ǃᴤާഭ䱵㿶䟾઼⧟؍䇶Ⲵᯠ
аԓѝഭӪᐢ㓿ᡀ䮯䎧ᶕǄ
ᒤˈ㖾ഭ㓿⍾ӽ༴Ҿᒤ⸣⋩ডᵪ
ਾⲴ༽㣿ᵏˈ൘䛓⅑ডᵪѝˈ⸣⋩ԧṬк⏘ࡠ
ᶕⲴഋˈؽ㘼ӵӵаᒤਾ৸ਁ⭏ҶㅜҼ⅑⸣⋩ড
ᵪǄ䘉є⅑⸣⋩ডᵪሬ㠤ҶҼॱц㓚гॱᒤԓᵛ
઼ॱޛᒤԓࡍⲴ儈䙊㛰઼儈࡙⦷Ǆⴤࡠॱޛᒤԓ
ѝᵏˈ䲿⵰⸣⋩Ⲵᇎ䱵ԧṬл䏼ˈ䙊㛰ᚒ༽ࡠ
↓ᑨ≤ᒣǄ൘ҍॱᒤԓࡍӂ㚄㖁㑱㦓Ⲵᑞࣙлˈ
㖾ഭᇎ⧠Ҷᴹਢԕᶕᴰ䮯Ⲵ㓿⍾䮯ˈቭ㇑ަ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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þ

ᶕⓀ˖㖾ഭ㓿⍾࠶᷀ተǃѝഭഭᇦ㔏䇑ተ

മ㺘ᒤѝ㖾єഭᇎ䱵*'3ᒤ䮯⦷˄˅





ࠪ⧠Ҷ⸝Ჲѝᯝˈն䘉а䮯࣯ཤสᵜкᤱ㔝ࡠ
ᒤ⅑䍧䰞仈ሬ㠤Ҷ⨳ޘ䠁㶽ডᵪˈ֯䮯
ᡋ❦㘼→ǄӾ䛓ѻਾˈ㖾ഭаⴤ༴Ҿ⑀䘋ⲴǃӾ
শਢḷ߶ᶕⴻ䖳Ѫ㕃ធⲴ༽㣿䘋〻ѝǄ❦㘼ˈӾ
ᒤࡠᒤˈ㖾ഭᇎ䱵*'3᤹ᒤԧṬ䇑
㇇ˈӾзӯ㖾ݳ䮯ࡠзӯ㖾ˈݳᒤ൷
䙏䗮˄㿱മ㺘˅ˈ൘ਁ䗮ഭᇦгഭ䳶ഒѝ
ᱟᴰ儈ⲴǄ
њӪ᭦ޕᛵߥࡉᱟਖа⮚ᛵᲟǄѝഭ㓿⍾㿴
⁑ᓎབྷ䜘࠶ഐᱟަӪਓᮠ䟿ᓎབྷ˄䎵䗷㖾ഭ
ӪਓⲴഋ˅ؽǄቭ㇑ѝഭഭ⭏ӗᙫ٬ᧂц⭼
ㅜҼˈնӾᇎ䱵Ӫ൷*'3ᶕⴻˈѝഭⲴᧂ❦
൘ॱޛԕཆˈ䘉䈤᰾ѝഭ❦ᱟањнᣈнᢓ
Ⲵਁኅѝ㓿⍾փǄᒤ䰤ˈѝഭᇎ䱵Ӫ൷
*'3Ӿ㖾ݳ㠣㖾˄ݳᒤԧṬ˅ˈᒤ
൷䙏䗮ࡠǄ∄ѻлˈ㖾ഭᇎ䱵Ӫ൷*'3Ӿ
㖾ݳ㠣㖾˄ݳᒤԧṬ˅ˈ䎵䗷
ѝഭᒤӪ൷*'3Ⲵˈؽᒤ൷䮯⦷Ѫˈ
єഭᐞ䐍❦ᖸབྷ˄മ㺘˅Ǆ䘈٬ᗇ⌘Ⲵᱟˈ
ѝഭབྷ䱶ᇎ䱵Ӫ൷*'3ӽ❦䘌䘌㩭ਾҾьӊަԆ
㓿⍾փˈֻྲ俉ǃ丙ഭǃᯠ࣐එ઼ਠ⒮˄മ㺘
˅ˈ㘼㖾ഭӪ൷*'3ҏ䘌儈Ҿਁ䗮ഭᇦгഭ䳶ഒѝ
䲔࣐བྷԕཆⲴަԆഭᇦ˄മ㺘˅Ǆ
൘ᒤ䰤ˈѝഭӪ൷њӪᇎ䱵⎸䍩仍
⭡㖾ݳ㠣㖾˄ݳᒤԧṬ˅ˈնњӪ

മ㺘˖ᒤ䜘࠶ьӊ㓿⍾փӪ൷*'3

മ㺘˖ᒤгഭ䳶ഒ㓿⍾փӪ൷ᇎ䱵*'3







ॳ㖾ˈݳᒤԧṬ

ॳ㖾ݳ













ьⴏ

ѝഭ

ᰕᵜ

丙ഭ

俉

◣䰘

ਠ⒮ ޘц⭼

ᶕⓀ˖ц⭼ਁኅᤷᮠ


㖾ഭ ࣐བྷ ⌅ഭ

ᗧഭ

བྷ࡙ ᰕᵜ

㤡ഭ

ޘц⭼

ᶕⓀ˖ц⭼ਁኅᤷᮠ

മ㺘˖ᒤѝ㖾єഭഭ䱵䍨᱃∄䖳

⎸䍩ঐ*'3∄䟽ত⭡л䱽ࡠǄ∄ѻ
лˈ㖾ഭӪ൷њӪ⎸䍩⭡㖾ݳ㠣
㖾˄ݳ䎵䗷ѝഭⴞࡽ≤ᒣ˅ؽǄᒤ㖾ഭњӪ
⎸䍩仍ঐࡠ*'3ᙫ䟿ⲴǄ⭡↔ਟ㿱ˈѝ㖾є
ഭᇎ䱵Ӫ൷њӪ⎸䍩Ⲵᐞ䐍⭊㠣䎵䗷ҶєഭӪ
൷ᇎ䱵᭦Ⲵޕᐞ䐍Ǆ䢤Ҿѝഭ⎸䍩䟿ሩ*'3Ⲵ∄
ֻ䖳վѝഭњӪ⎸䍩ᵚᶕᴹᖸབྷⲴ䮯オ䰤Ǆ
һᇎкˈѝഭ㜭ᇎ⧠ᤱ㔝䮯ˈਆߣҾަѪ
ഭ≁᭦ޕ䟽㾱㓴ᡀ䜘࠶Ⲵ⎸䍩䟿Ⲵ䮯Ǆ
൘ᒤѝഭᇎᯭ᭩䶙ᔰ᭮ѻࡽˈѝഭ䍗
⢙઼ᴽ࣑䍨᱃ᙫ仍ਚᴹӯ㖾ˈݳ㘼㖾ഭᖃᰦ
ᐢ㓿ᱟ˄ⴞࡽ❦ᱟ˅⨳ޘᴰབྷⲴ䍨᱃ഭˈ䍨᱃
ᙫ仍䗮ࡠӯ㖾ݳǄᴰࡍˈѝഭཆ䍨Ӿᖸվ
Ⲵส䎧⛩ᔰ䗵⥋䮯ˈնѫ㾱փ⧠൘䘋ਓ
ᯩ䶒Ǆⴤࡠҍॱᒤԓˈ൘ᒤᴸᰕӪ≁ᐱ䍜
٬৺㖾ഭᦸҸѝഭ˄䶎≨ѵᙗ˅ᴰᜐഭᖵ䙷Ⲵ
⭘лˈ᧘ࣘҶࠪਓ䮯ˈѝഭཆ䍨ᔰっ↕
䮯Ǆᒤѝഭ࣐ޕц⭼䍨᱃㓴㓷˄:72˅ਾཆ䍨
ᑵᢙབྷˈቔަᱟᒤཊ㓔ॿᇊл㓪㓷૱䍨
᱃䝽仍փ㌫㓸㔃ˈཆ䍨䙏䘋а↕ᨀ儈Ǆࡠ
ᒤˈѝഭⲴ୶૱оᴽ࣑ཆ䍨ᙫ仍䗮ࡠзӯ㖾
ˈݳᐢ㓿ᡀѪ⨳ޘㅜҼབྷ䍨᱃ഭˈӵ⅑Ҿ㖾ഭⲴ
зӯ㖾਼ˈݳᰦѝഭҏᡀѪ⨳ޘᴰབྷⲴࠪਓ

 ᒤⲴѝഭњӪ⎸䍩ᮠᦞⴞࡽቊᰐ䍴ᯉǄᒤ઼ᒤˈѝഭᇎ䱵
Ӫ൷*'3࠶࡛Ѫ㖾઼ݳ㖾˄ݳᒤԧṬ˅Ǆ

ѝഭ˄ӯ㖾˅ݳ
䍗⢙ࠪਓ

㖾ഭ˄ӯ㖾˅ݳ

















䍗⢙䘋ਓ









䍗⢙䍨᱃ᙫ仍









ᴽ࣑ࠪਓ









ᴽ࣑䘋ਓ









ᴽ࣑䍨᱃ᙫ仍









䍗⢙оᴽ࣑ࠪਓ









䍗⢙оᴽ࣑䘋ਓ









䍗⢙оᴽ࣑䍨᱃ᙫ仍









䍗⢙оᴽ࣑䍨᱃։









ᶕⓀ˖㖾ഭ㓿⍾࠶᷀ተǃѝഭഭᇦ㔏䇑ተ

ഭ˄㿱മ㺘˅Ǆ❦㘼ˈѝഭཊᮠࠪਓⲴഭ䱴
࣐٬㓸༴Ҿ䖳վ≤ᒣˈᒤᒣ൷٬བྷ㓖Ѫ
Ǆ⭡ҾᙫࠪਓѝĀ࣐ᐕо㓴㻵āӗ૱ࠪਓ∄
ֻᴹᡰл䱽亴ᵏᵚᶕഭ䱴࣐٬ሶкॷǄ亴䇑
ѝഭ൘ཆഐ㍐ᖡ૽лˈࠪਓ䙏ሶл䱽㘼䘋ਓ
䙏ሶ࣐ᘛǄ
਼ᵏˈ㖾ഭཆ䍨䙏㲭❦䱽վˈնᴤ䎻っ
ᇊˈ䘉ᱟഐѪ㖾ഭส߶≤ᒣ䖳儈ˈфᱟ:72˄৺
ަࡽ䓛Āޣ䍨ᙫॿᇊā˅ࡋഭѻаˈަ䰤ਚਇࡠ
ᒤӂ㚄㖁⌑⋛㻲઼ᒤ⨳ޘ䠁㶽
ডᵪᤆ㍟ǄնᱟˈӾᒤᔰˈ㖾ഭሩ⨳ޘ䍨
 ᒤˈঅԕ䍗⢙䇑㇇ˈѝഭᐢ㓿ᱟ⨳ޘᴰབྷⲴ䍗⢙䍨᱃ഭˈնо㖾ഭ
Ⲵᐞ䐍ᖸሿˈ㘼ԕ䍗⢙оᴽ࣑ਸ䇑䍨᱃仍䇑㇇ˈࡉнᱟᴰབྷ䍨᱃ഭ˄㿱
മ㺘˅Ǆ
 ѝഭሩ㖾ഭⲴഭࠪਓ䱴࣐٬ᴤվˈᒤѪǄ
 ৲㿱ㅜҼ䜘࠶ㅜㇷ࠶ᣕⲴ䇘䇪ᇩ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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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ᒤⲴᴽ࣑䍨᱃仍ᱟՠ㇇ᮠᆇǄᇈᯩᮠᆇቊᵚਁᐳǄ
 㖾ഭ઼ѝഭᇈᯩᮠᆇѻ䰤Ⲵ㔏䇑ᐞᔲ⭡䇨ཊഐ䙐ᡀǄ䘉оєഭሩࠪ
ਓ仍઼䘋ਓ仍ԧ٬Ⲵ䇑ԧᯩᔿн਼ᴹ˄ޣ㡩䗩Ӕ䍗ᡆ㘵የԧሩࡠየ
ԧ˅ˈ㘼фоሩ㠚俉䖜ਓࡠ㖾ഭⲴѝഭӗ૱Ⲵ༴⨶ᯩᔿ઼䇑ԧᯩ⌅
ㅹᐞᔲᴹޣǄֻྲˈ৲㘳.&)XQJǃ/-/DX઼<DQ\DQ;LRQJ
Ⲵ䇘䇪Ā㖾ѝৼ䗩䍨᱃ᒣ㺑䈳ᮤՠ㇇٬ᴤᯠāˈ
ǉཚᒣ⌻㓿⍾䇴䇪Ǌˈ
ㅜধㅜਧᒤᴸㅜ亥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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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ᒤѝ㖾ৼ䗩䍗⢙оᴽ࣑䍨᱃≤ᒣ


ӯ㖾ݳ

᱃䎔ᆇᔰ࣐Ǆ❦㘼ˈⴤ㠣Ӻᰕˈ㖾ഭӽ❦ᱟ
୶⨳ޘ૱઼ᴽ࣑䍨᱃ㅜаབྷ䍨᱃ഭ˄㿱മ㺘˅Ǆ
മ㺘∄䖳Ҷѝ㖾єഭ൘ᒤ઼ᒤⲴ
ഭ䱵䍨᱃≤ᒣǄ㖾ഭ਼ᰦ䘈ᱟц⭼кᴰབྷⲴᴽ
࣑䍨᱃ഭǄ ᴹ䏓Ⲵᱟˈ㖾ഭሩⲴ⨳ޘ䍨᱃䎔ᆇ
䘌䘌䎵䗷ѝഭሩⲴ⨳ޘ䍨᱃։Ǆֻྲˈ
ᒤˈ㖾ഭⲴ䎔ᆇѪӯ㖾ˈݳ㘼ѝഭⲴ։
Ѫ ӯ㖾ݳǄ↔ཆˈѝഭሩ㖾ഭⲴ䍨᱃։
ᒤѝഭᡆ㖾ഭᮠᦞ࠶࡛Ѫӯ㖾ݳᡆ
㘵ᱟӯ㖾ަ∄  ݳሩⲴ⨳ޘ䍨᱃։䘈
བྷˈ䘉㺘᰾ѝഭоц⭼ަԆഭᇦⲴ䍨᱃аⴤ༴Ҿ
䎔ᆇ⣦ᘱ 㿱മ㺘 Ǆ
㠚ᒤ䎧ˈ㖾ѝѻ䰤Ⲵ䍨᱃仍ࠪ⧠Ҷ伎䏳
ᔿ䮯Ǆᦞѝഭᇈᯩᮠᦞˈѝഭሩ㖾ഭⲴ䍗⢙о
ᴽ࣑ࠪਓ仍ӾᒤⲴӯ㖾ݳ㠣ᒤ
Ⲵӯ㖾ݳǄᦞ㖾ഭᇈᯩᮠᦞˈᓄᮠᆇ࠶
࡛Ѫӯ㖾઼ݳӯ㖾ݳǄ਼ṧˈᦞѝഭᇈ
ᯩᮠᦞˈ㖾ഭሩѝഭⲴ䍗⢙৺ᴽ࣑ࠪਓ仍Ӿ
ᒤⲴӯ㖾ݳ㠣ᒤⲴӯ㖾ˈݳ㘼
ᦞ㖾ഭᇈᯩᮠᦞˈᓄᮠᆇ࠶࡛ᱟӯ㖾઼ݳ
ӯ㖾ݳǄᦞѝഭᇈᯩᮠᦞˈᒤѝഭሩ㖾
ഭⲴ䍨᱃։Ѫ ӯ㖾ˈ ݳ㘼ᦞ㖾ഭᇈᯩ
ᮠᦞѪӯ㖾ݳǄമ㺘ኅ⽪ҶสҾѝഭ઼㖾
ഭᇈᯩᮠᦞⲴѝ㖾ৼ䗩䍨᱃ᒤᓖ≤ᒣǄє྇ᮠᦞ
൷ᱮ⽪ˈ㠚Ҽॱц㓚ҍॱᒤԓ䎧ˈৼ䗩䍨᱃伎䙏
䮯ˈᒦфѝഭᤕᴹབྷ䟿ৼ䗩䍨᱃։Ǆᴹ䏓Ⲵ
ᱟˈӾкањॱᒤѝᵏᔰˈ㖾ഭሩѝഭⲴࠪਓ
仍∄ѝഭሩ㖾ഭⲴࠪਓ仍䮯ᴤ䗵䙏Ǆ䘉а䎻࣯
亴䇑䘈Պᤱ㔝ˈഐѪѝഭⲴ䴰˄वᤜ⎸䍩˅ሶ
ᡀѪѝഭла↕㓿⍾䮯઼㖾ഭ㓿⍾Ⲵሩ㕃
ធ䮯Ⲵѫ㾱᧘ࣘ࣋Ǆ

ѝഭሩ㖾ࠪਓⲴѝഭᇈᯩᮠᦞ
ѝഭሩ㖾ࠪਓⲴ㖾ഭᇈᯩᮠᦞ
㖾ഭሩॾࠪਓⲴѝഭᇈᯩᮠᦞ
㖾ഭሩॾࠪਓⲴ㖾ഭᇈᯩᮠᦞ























þ

ᶕⓀ˖㖾ഭ㓿⍾࠶᷀ተǃѝഭഭᇦ㔏䇑ተ

⨳ޘഐ㍐
എ俆ԕᖰˈᒤԕᶕѝ㖾єഭ㓿⍾ᡀቡԔӪⷙ
ⴞǄ䗷৫ᒤ䰤ˈѝ㖾ਆᗇⲴ㓿⍾㑱㦓ˈᖸབྷ〻
ᓖкਆߣҾⲴ⨳ޘᴹ࡙ഐ㍐Ǆ
俆ˈݸ൘䘉⇥ᰦ䰤䟼ˈ䲔Ҷተ䜘ߢケˈц⭼
สᵜ༴Ҿ઼ᒣ⧟ຳѝˈᴹ࡙Ҿ㓿⍾ᒣっਁኅǄߧ
ᡈ㔃ᶏѪࡋ⨳ޘ䙐Ҷ઼ᒣⲴተ䶒Ǆ
ㅜҼˈ㖾ഭ亶ሬ䘋㹼Ҷ઼ؑ䙊䇟ᢰᵟ䶙
ભˈ᧘ࣘ⨳ޘൠᇎᰦ㧧ਆؑˈণᰦ䙊䇟ҏн
ਇࡠൠฏ઼ᰦ䰤Ⲵ䲀ࡦˈؑՐ䗃ਈᗇ∄ԕᖰᴤ
㓿⍾ᇎᜐˈབྷᑵ䱽վҶ䐘ຳ઼䘌䐍୶ъӔ᱃ᡀ
ᵜǄ䘉нӵ׳䘋Ҷ䍗⢙䍨᱃ˈ䘈֯ᵜнਟ䍨᱃
Ⲵᴽ࣑ᡀѪਟ䍨᱃୶૱Ǆণ֯䶎ᑨ༽ᵲⲴ⭏ӗ〻
ᒿˈҏਟԕสҾ࡙⏖䘋㹼࠷ࢢˈᡆ㘵〠ѻѪĀᆀ
ॆāü࠶ᮓ㓶ॆᡀᆀ〻ᒿˈ൘ᡀᵜᴰվⲴн਼
ൠ४ᆼᡀˈӾ㘼ᇎ⧠࡙⏖ᴰབྷॆǄਖཆˈ⨳ޘ䙀⑀
ᖒᡀҶањᓎབྷ㔏аⲴᐲ൪ˈ䘉ҏᨀ儈Ҷࡋᯠ઼
ᢦἽ૱⡼Ⲵ▌൘᭦⳺Ǆн㇑ᱟᤕᴹਁ䗮઼ؑ䙊
䇟ᢰᵟԕ৺ݸ䘋ӗ૱઼ᐕ㢪ਁ᰾ᢰᵟⲴ㖾ഭˈ䘈
ᱟ൘࠶ࣣࣘ⨳ޘᐕⲴᴰ㓸㻵䝽䱦⇥ᤕᴹ䖳վᐕ䍴
Ӿ㘼ᖒᡀ∄䖳Ո࣯Ⲵѝഭˈ䜭ᱟᐘབྷ㧧⳺㘵Ǆ
❦㘼ˈ⭏ӗ࠶ᮓॆ઼䐘ഭᓄ䬮ਁኅӗ⭏
Ⲵ࠶ࣣ࣋ࣘ⨳ޘᐕ઼࠶ᐕˈሬ㠤ޣᐕս
ੁ䖳վᡀᵜൠ४䖜〫Ǆ䛓Ӌվᢰ㜭Ⲵᐕսੁ
⎧ཆ䖜〫ˈнӵሩ㖾ഭᶕ䈤ᱟњᡈˈᴰ䘁ҏᔰ
ᖡ૽ѝഭǄᖸཊ䘉ᐕսᐢ㓿Ӿѝഭ⍱ੁ

ᆏ࣐ഭǃḜคመǃঠᓖቬ㾯ӊǃ䎺ইˈ⭊㠣ᱟ㔵
⭨Ǆ࠶ࣣ࣋ࣘ⨳ޘᐕ઼࠶ᐕ䘈ણ⵰⨳ޘ㓿⍾
∄ԕᖰԫօᰦى䜭ᴤ࣐аփॆ઼ӂ䎆Ǆ
઼ؑ䙊䇟ᢰᵟ䶙ભⲴਖањ㔃᷌ˈቡᱟ
ᢙབྷҶԱъ儈㓗㇑⨶ቲⲴ᧗ࡦ䶒ˈ֯㓴㓷ᴤ࣐ᡱ
ᒣॆˈᒦ⎸䲔ҶᖸཊѝቲᐕսǄվᢰ㜭ս
Ⲵ⍱ཡ઼ѝቲ㇑⨶սⲴ⎸ཡˈሬ㠤ѝվቲᐕ
㘵ᐕ䍴䮯㕃ធǄഐ↔ˈњ࡛ഭᇦѝˈޘփᐕ㘵
ቊᵚᒣㅹൠӛᴹ㓿⍾䮯ᡰᑖᶕⲴ᭦⳺Ǆ䘉ᐢ
ᡀѪᖸཊਁ䗮઼ਁኅѝ㓿⍾փ᭦ޕᐞ䐍ᢙབྷⲴ
䟽㾱ഐѻаˈ㘼䀓ߣ䘉Ӌнᒣ㺑䰞仈ӽ❦ᱟ
ഭⲴ俆㾱ԫ࣑Ǆ
ㅜйˈ⨳ޘ㓿⍾ѝⲴᯠ࣋ޤ䟿ˈवᤜѝഭǃ
״㖇ᯟǃࡽь⅗⽮Պѫѹ㓿⍾փㅹˈᰐ䇪ަᱟ
ᱟ:72ᡀઈˈ䜭൘⨳ޘ䍨᱃䮯Ⲵ㔉ㄟ઼䴰≲
ㄟࡋ䙐Ҷབྷ䟿ᯠᵪՊǄо⅗ݳ४઼ьⴏൠ४␡ॆ
㓿⍾ਸҏՊѪ䐘ຳ䍨᱃઼ⴤ᧕ᣅ䍴ˈԕ৺⨳ޘ
㓿⍾䮯ᨀᯠⲴࣘ࣋Ǆնᱟˈ䘉Ӌᯠ࣋ޤ䟿ҏ
ણ⵰ࣣ࣋ࣘ⨳ޘ㿴⁑ᢙབྷˈ㔉ਁ⨳ޘ䗮㓿⍾
փᐕ䍴≤ᒣᑖᶕл㹼࣋Ǆ
ㅜഋˈ⸣⋩ԕ৺ަԆ㜭Ⓚ㊫ӗ૱Ⲵᇎ䱵ԧṬ
൘кц㓚ॱޛᒤԓѝᵏࡠᵜц㓚ѝᵏสᵜ؍ᤱ
Ҷሩ䖳վ≤ᒣˈѪ⨳ޘ䮯㩕䙐Ҷᴹ࡙Ⲵ㓿⍾
⧟ຳǄ
ㅜӄˈ䗷৫ࠐॱᒤˈ'*⨳ޘ3४ฏ࠶ᐳᴹҶ
ᱮ㪇ਈॆǄьӊ㓿⍾փ˄वᤜьⴏഭ઼ѝǃᰕǃ
丙йഭ˅൘'*⨳ޘ3ѝⲴ∄䟽⭡ᒤⲴॷ㠣
ᒤⲴ㓖Ǆྲ᷌वᤜইӊ൘ˈ∄䟽ሶ䗮ࡠ
Ǆѝഭ൘'*⨳ޘ3ѝⲴԭ仍ˈҏӾᒤнࡠ
ॷ㠣ᒤ䎵䗷Ǆ∄ѻлˈ㖾ഭᡰঐԭ仍
ӾᒤⲴ䱽㠣ྲӺⲴ⮕儈Ҿˈ⅗⍢ᡰঐ
ԭ仍ҏ⭡ᒤⲴ䱽㠣ྲӺⲴǄьӊ㓿
⍾փঐᦞҶ⨳ޘ䍨᱃ഋ࠶ѻаⲴԭ仍ˈ㘼ᒤ
བྷ㓖ਚঐǄ↔ཆˈྲӺьӊ㓿⍾փѝབྷ㓖аॺ
 ྲӺⲴ⅗⍢ᮠᦞ∄ᒤवਜ਼Ҷᴤཊഭᇦˈѫ㾱ᱟ䗷৫䇑ࡂ㓿⍾փࡦл
Ⲵь⅗ഭᇦǄഐ↔ަঐ'*⨳ޘ3Ⲵ∄䟽ᇎ䱵к∄ᵜ᮷ѝᨀⲴᮠᆇᡰᱮ
⽪Ⲵ٬л䱽ᖸཊǄ

Ⲵഭ䱵䍨᱃ਁ⭏൘ьӊഭᇦ䜘Ǆ䘉֯ᗇѝഭ઼
ަԆьӊ㓿⍾փ൘㖾ഭ઼⅗⍢䲧ޕ㺠䘰Ⲵ⧟ຳ
лˈ㲭❦䙏᭮㕃ˈӽ❦㜭ཏ㔗㔝䮯Ǆһᇎкˈ
Ӿᒤ⨳ޘ䠁㶽ডᵪ㠣Ӻˈѝഭ㓿⍾ӽ؍ᤱҶ
ᒤ൷ԕкⲴ䮯䙏ᓖǄ
ᴰਾ䗷৫ᒤ䟼ˈѝഭ亶ሬӪᣃտҶ᭩䶙ᔰ
᭮Ⲵᵪ䙷ˈࡋ䙐ҶᐘབྷⲴ㓿⍾ԧ٬ˈ䎒ᗇҶᒯ⌋
༠䂹Ǆަ䰤ˈԆԜኅ⧠ࠪ༴⨶䟽བྷ䰞仈઼ᡈⲴ
㜭࣋ˈ⢩࡛ᱟᑖ亶ѝഭᡀ࣏䗷Ҷᒤ
ӊ⍢䠁㶽ডᵪǃᒤ⨳ޘ䠁㶽ডᵪˈԕ
৺䘁ᵏⲴ⅗⍢ѫᵳ٪࣑ডᵪǄ
ѝഭ઼㖾ഭྲօ㧧⳺
䗷৫ᒤ䰤ˈѝ㖾㓿䍨ޣ㌫ѪѝഭᑖᶕҶᐘབྷ࡙
⳺Ǆѝഭᒤᇎᯭ᭩䶙ᔰ᭮ਾˈ㖾ഭੁѝഭᔰ
᭮ࠪਓᐲ൪ˈ䲿ਾц⭼ަԆਁ䗮ഭᇦ઼ൠ४㓧㓧
ੁѝഭᔰ᭮Ǆ䘉ᑞࣙѝഭᰙᵏⲴ᭩䶙ᔰ᭮᭯ㆆਆ
ᗇҶᡀ࣏ǄҼॱц㓚ҍॱᒤԓ㖾ഭᦸҸѝഭ˄䶎
≨ѵᙗ˅ᴰᜐഭᖵ䙷ˈԕ৺ᒤѝഭᡀ࣏ᆼᡀ
:72䈸ࡔˈ䜭ᶱབྷ᧘ࣘҶѝഭཆ䍨ⲴਁኅǄ
㿴⁑ᓎབྷⲴ㖾ഭ⎸䍩ᐲ൪Ѫѝഭࠪਓᮎᔰ
Ҷབྷ䰘ˈवᤜᴽ㻵ǃᇦ⭘⭥ಘǃ䶻㊫ǃ⧙ާԕ৺ᡰ
ᴹަᆳ㊫Ⲵ䖫ᐕъࡦ䙐ӗ૱Ǆᦞՠ䇑ˈᒤ
ѝഭੁ㖾ഭࠪਓⲴ⇿ㅄԧ٬ӯ㖾Ⲵݳ䍗⢙઼ᴽ
࣑ˈѪѝഭᑖᶕԧ٬ӯ㖾'*Ⲵݳ3䱴࣐٬ˈԕ
৺⇿ᒤњቡъᵪՊǄᒤˈѝഭሩ㖾ࠪ
ਓ仍䗮ࡠҶӯ㖾ˈݳӗ⭏Ҷབྷ㓖ԧ٬
ӯ㖾Ⲵݳ䱴࣐٬ˈঐѝഭ㓿⍾ᙫ䟿Ⲵˈԕ৺
⇿ᒤзњቡъᵪՊˈঐѝഭ䶎ߌቡъӪਓⲴ
Ǆѝഭ䖫ᐕъࠪਓѫ㾱ᱟਆԓҶަᆳьӊ
㓿⍾փˈֻྲ俉ǃਠ⒮ǃ丙ഭǃ傜ᶕ㾯ӊ઼⌠ഭ

Ǆ㖾ഭᐢ㓿ᮠॱᒤ⋑ᴹ൘ᵜഭབྷ䟿⭏ӗ㊫լӗ
 䘉Ӌнӵवᤜࠪਓⴤ᧕ӗ⭏Ⲵ䱴࣐٬઼ቡъᵪՊˈ䘈वᤜ䙊䗷൘ࠪਓӗ
૱⭏ӗѝ֯⭘Ⲵഭ䗃⭏Ⲵޕӗ䰤᧕ӗ⭏Ⲵ䱴࣐٬઼ቡъᵪՊǄ
ѝഭ*'3Ѫзӯ㖾˄ݳᒤԧṬ˅㘼ᒤѝഭ䶎ߌቡъӪਓ
ᙫ䇑ѪӯӪǄ
㿱ㅜҼ䜘࠶ㅜаㇷ࠶ᣕü䴽ᔪഭⲴǉᒤࡠⴞࡽ㖾ѝ㓿⍾ޣ㌫Ⲵ
ਁኅǊˈަѝࡇѮҶཊӗ૱ˈ㖾ഭӾѝഭ䘋ਓ∄䟽Ⲵ࣐оӾަԆь
ӊ㓿⍾փ䘋ਓ∄䟽Ⲵ߿ቁ३䝽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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ѝ㖾㓿䍨ޣ㌫Ⲵᵚᶕॱᒤ䗸ੁᴤ␡ቲ⅑Ⲵӂᜐਸ

૱ҶǄᡰԕˈ㖾ഭੁѝഭ⍱ཡⲴቡъսᒦнۿ
㖾ഭ᭯ᇒᇓ〠Ⲵ䛓ѸཊǄһᇎкˈ⭡Ҿᐕ䍴≤ᒣ
к⏘઼⧟ຳ᭯ㆆᴤ࣐ѕṬˈѝഭᵜ䓛↓൘ཡ৫䘉
Ӌቡъսˈަѝབྷ䜘࠶൘ੁࣣࣘ࣋ᡀᵜᴤվⲴ
ьইӊ㓿⍾փ䖜〫Ǆ
㖾ഭӾҼॱц㓚ॱޛᒤԓѝᵏᐢᔰሩॾ
ⴤ᧕ᣅ䍴Ǆ䗷৫ॱᒤˈ㖾ഭሩॾⴤ᧕ᣅ䍴仍䗮ࡠ
ᒤ൷ӯ㖾ݳǄⴤ᧕ᣅ䍴нӵ㔉ѝഭᑖᶕҶ䍴
ᵜˈ䘈ᑖᶕҶᢰᵟǃӪǃ䘋⎧ޕཆᐲ൪ⲴᵪՊǃ
уᴹᢰᵟǃ୶ъ䘀㩕⁑ᔿ઼ݸ䘋Ⲵ㇑⨶ᯩ⌅Ǆ
ѝഭⲴሩཆⴤ᧕ᣅ䍴ӵӵ༴Ҿ䎧↕䱦⇥ˈ
ն䮯䗵䙏ˈӾᒤⲴӯ㖾ݳ㠣
ᒤⲴ ӯ㖾ݳǄѝഭሩ㖾ഭⲴⴤ᧕ᣅ䍴ˈҼॱ
ц㓚ҍॱᒤԓᵛᔰᰦ༴ҾᖸվⲴ≤ᒣˈᒣ൷བྷ
㓖Ѫ⇿ᒤӯ㖾ݳǄѝഭሩ㖾ⴤ᧕ᣅ䍴Ⲵ㔏䇑
ਓᖴᴹᖸབྷᐞᔲˈᒤѝഭ୶࣑䜘Ⲵ㔏䇑ᮠ
ᆇѪӯ㖾ˈݳ㘼㖾ഭ୶࣑䜘Ⲵ㔏䇑ᮠᆇѪӯ
㖾ݳǄн䗷ˈⴞࡽєഭ൘㖾ഭሩॾⴤ᧕ᣅ䍴Ⲵ
㔏䇑ᮠᆇкสᵜ਼ˈབྷ㓖Ѫӯ㖾ݳǄ
ᦞ㖾ᯩ઼ѝᯩ㔏䇑ᮠᆇˈᡚ㠣ᒤ㖾ഭ㍟
䇑ሩॾⴤ᧕ᣅ䍴ᆈ䟿࠶࡛Ѫӯ㖾઼ݳӯ
㖾ˈݳ䘌䎵䗷ѝഭሩ㖾ⴤ᧕ᣅ䍴ᆈ䟿˄㖾ഭ઼ѝ
ഭⲴᮠᦞ࠶࡛Ѫӯ㖾઼ݳӯ㖾ˈ˅ݳǄ㖾
ഭሩॾⴤ᧕ᣅ䍴㔉ѝഭࡋ≁ޜ䙐Ҷᒯ⌋Ⲵቡъ
ᵪՊǄᦞ㖾ഭ㓿⍾࠶᷀ተ˄%($˅ᮠᦞˈᒤᴹ
ᇦ㖾ഭԱъ൘ॾᣅ䍴ˈᇎ⧠䬰仍઼߰᭦
࡛࠶ޕ䗮ࡠӯ㖾઼ݳӯ㖾ˈݳ䳷֓Ӫ
ᮠ㓖ѪзǄᦞѝഭ୶࣑䜘ഭ䱵㓿⍾䍨᱃ਸ
⹄ウ䲒㔏䇑ˈᒤ㖾ഭ൘ॾᣅ䍴Աъޡ䳷֓
ቭ㇑ѝഭᰙቡ亱ᐳҶ亩⌅ᖻˈ㾱≲ѝഭⲴᐕলᆹ㻵䱢⊑ḃ䇮༷ˈ
նḀӋᐕলаⴤᵚᴮ⭘䱢⊑ḃ䇮༷Ǆᴰ䘁ˈ⭡Ҿ᭯ᓌ઼ѝഭޜՇⲴ⧟
؍䇶ᴹᡰᕪˈഭᇦ䘋а↕࣐ᕪҶ֯⭘䘉Ӌ䇮༷Ⲵᕪࡦᢗ㹼࣋ᓖǄ
ѝഭ୶࣑䜘Ⲵᮠᆇᶕ㠚઼ᒤᵏ䰤ᴰ㓸ਇ⳺ഭⲴཆഭⴤ᧕ᣅ䍴
ᆈ䟿Ⲵਈॆ䟿Ǆࡉˈ୶࣑䜘ᒤ᧕ⴤⲴࠪڊՠ㇇ᱟӯ㖾ݳǄа
ᇦ⿱㩕ޜਨ㦓唾䳶ഒᐢࠪڊՠ㇇ˈᒤˈѝഭሩ㖾ഭⲴཆ୶ⴤ᧕ᣅ䍴
䗮ࡠӯ㖾ݳǄ
ѝഭ୶࣑䜘Ⲵᮠᆇᶕ㠚઼ᒤᵏ䰤ᴰ㓸ਇ⳺ഭⲴཆഭⴤ᧕ᣅ䍴
ᆈ䟿Ⲵਈॆ䟿Ǆࡉˈ୶࣑䜘ᒤ᧕ⴤⲴࠪڊՠ㇇ᱟӯ㖾ݳǄа
ᇦ⿱㩕ޜਨ㦓唾䳶ഒᐢࠪڊՠ㇇ˈᒤˈѝഭሩ㖾ഭⲴཆ୶ⴤ᧕ᣅ䍴
䗮ࡠӯ㖾ݳǄ
ᦞഭ䱵䍗ᐱส䠁 ,0) Ⲵᮠᦞˈᒤ㖾ഭ൘ѝഭⲴཆ୶ⴤ᧕ᣅ䍴Ⲵ
ᆈ䟿ᱟӯ㖾ˈݳ㘼ѝഭ൘㖾ഭⲴཆ୶ⴤ᧕ᣅ䍴Ⲵᓄᆈ䟿Ѫӯ㖾
ݳ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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зӪˈ㕤㓣〾䠁ӯ㖾ݳǄቭ㇑䘉Ӌᮠᦞ
ᴹࠪˈޕնӾᮤփкⴻˈ㖾ഭ൘ॾᣅ䍴ԱъѪѝ
ഭᑖᶕҶᮠⲮӯ㖾⇿઼⏖࡙Ⲵݳᒤሶ䘁зᐕ
ӪⲴһᇎᱟ⇻ᓨ㖞⯁ⲴǄ
㖾ഭҏӾѝ㖾㓿䍨ޣ㌫ѝ㧧⳺亷ѠǄᦞ⍻
㇇ˈᒤ㖾ഭ⇿ੁѝഭࠪਓӯ㖾ݳ䍗⢙઼ᴽ
࣑ˈ㜭ཏࡋ䙐ӯ㖾'*ݳ3䱴࣐٬઼њቡ
ъսǄᒤ㖾ഭੁѝഭࠪޡਓӯ㖾ˈݳ
᤹↔䇑㇇ˈࡋޡ䙐ӯ㖾ݳ䱴࣐٬઼зњቡ
ъսǄѝഭੁ㖾ഭࠪਓ⢙㖾ԧᓹⲴ୶૱ˈᑞࣙ
㖾ഭվҶ䙊䍗㟘㛰⦷Ǆ䲔Ҷሩ㖾ࠪਓˈ㖾ഭ䐘
ഭޜਨሶѝഭѪᓄ䬮㓸ㄟˈ⭏ӗᴰ㓸ӗ૱ᒦ
࠶䬰ц⭼Ǆ䘉ᨀ儈Ҷ㖾ഭ৺ަ䐘ഭޜਨⲴ⨳ޘㄎ
ҹ࣋Ǆ㖾ഭ൘ॾᣅ䍴Աъᤱ㔝ᇎ⧠Ҷབྷᑵ࡙Ǆ
䲿⵰ѝഭ㓿⍾ᤱ㔝䮯ˈѝഭӾ㖾ഭⲴ䘋
ਓ䟿䗵䙏࣐Ǆᒤࡠᒤ䰤ˈ㖾ഭੁѝഭ
Ⲵࠪਓ仍䮯ӄؽԕкǄ㠚ᒤ䎧ˈѝഭᐢ㓿
ਆԓᰕᵜˈսት࣐བྷ઼໘㾯କѻਾˈᡀѪ㖾ഭ
ӗ૱ㅜйབྷ䘋ਓഭ˄ӵ⅑Ҿ࣐བྷ઼໘㾯କˈє
ഭѪे㖾㠚⭡䍨᱃ॿᇊ㖾ഭՉդഭⲴަ։єսᡀ
ઈ˅Ǆ↔ཆˈѝഭӪ≁䬦㹼˄ҏቡᱟѝഭཞ㹼˅ⴞ
ࡽᤱᴹзӯ㖾ݳ㖾ഭഭ٪ˈᱟ⨳ޘᴰབྷⲴ㖾
ഭഭ٪ᤱᴹഭǄѝഭᤱ㔝䍝Ҡ㖾ഭഭ٪ˈᴹࣙҾ
㖾ഭ઼⨳ޘվ࡙⦷≤ᒣˈ㔤ᤱ䠁㶽㌫㔏っᇊǄ
ഐ↔ˈ㢟ྭⲴѝ㖾㓿䍨ޣ㌫ሩєഭᱟৼ䎒
䘹ᤙǄ

йǃኅᵋᵚᶕ
ᵚᶕࡽᲟ
⨳ޘ㓿⍾⧟ຳӽ❦н⺞ᇊ˖㖾ഭ㓿⍾༽㣿䘏㕃ˈ
⅗ݳ४լѾ൘Ӿа൪ডᵪ䎠ੁਖа൪ডᵪǄ⭊㠣
䘎ަԆ䠁⹆ഋഭ㓿⍾փ˄ᐤ㾯ǃ״㖇ᯟǃঠᓖ઼
ই䶎˅ҏ䶒ѤѕጫⲴ㓿⍾ᖒ࣯Ǆ
ѝഭᐢѪަ㠚䓛⺞・Ҷ㠣ᒤᵏ䰤ᇎ
⧠Ӫ൷*'3㘫⮚઼Ӫ൷᭦≤ޕᒣ㘫⮚Ⲵⴞḷˈቺᰦ
ሶᮤփ䗮ࡠĀሿᓧā≤ᒣǄ⭡Ҿަᤕᴹ㓿⍾สᵜ䶒

Ⲵᴹ࡙ഐ㍐˄ণᴹᖒ䍴ᵜⲴᘛ䙏䮯৺ݵ䏣Ⲵᇼ
։ࣣࣘ࣋˅ˈԕ৺ᆿ㿲㓿⍾㇑⨶ᯩ䶒ⲴѠᇼ㓿傼ˈ
ѝഭᓄ䈕㜭ཏᇎ⧠ަⴞḷǄ䘉㾱≲ᒤ൷䮯⦷䗮
ࡠǄਚ㾱ѝഭ㜭ཏ؍ᤱᙫ䴰≲Ⲵ䮯ˈ䘉ᱟ
㜭ཏᇎ⧠Ⲵˈ㘼ᙫ䴰≲Ⲵ䮯ᶕⓀҾส䇮ᯭᣅ
䍴ǃᐲॆԕ৺њӪ৺᭯ᓌ⎸䍩Ⲵ䮯ˈǄњӪ
⎸䍩ᴹਟ㜭ᡀѪѝഭ㓿⍾Ⲵѫ㾱᧘ࣘ࣋ѻаˈ㘼
нᯝᢙབྷⲴѝӗ䱦ቲሶᱟ᧘ࣘ⎸䍩Ⲵѫ࣋ߋǄᦞ
哖㛟䭑Ⲵ亴⍻ˈ䘉аӪᮠሶӾᒤⲴӯӪ
㠣ᒤⲴӯӪǄ
❦㘼ˈн㇑ᱟ䜘䘈ᱟཆ䜘ˈѝഭӽሶ䶒Ѥ
ᐘབྷᡈǄӾ䜘ⴻˈ䲿⵰ᐲॆ࣐䙏઼䖫ᐕъ
ӗ૱ࠪਓ㨾㕙ˈ㜭ᇎ⧠઼㔤ᤱ࠶ݵቡъሶ㔗㔝
㘳傼ѝഭ᭯ᓌǄ↔ཆˈѝഭѪ䗷৫ᒤⲴ儈䙏㓿
⍾ਁኅԈࠪҶԓԧˈֻྲˈ᭦ޕᐞ䐍нᯝᢙབྷ˄
ൠ४䰤઼ൠ४˅ǃสᮉ㛢઼५⯇䍴Ⓚ࠶䝽н
൷㺑ǃส䇮ᯭн䏣ǃ⧟ຳᚦॆ⧠䊑ѕ䟽˄वᤜ
オ≄઼≤Ⲵ䍘䟿䰞仈˅ǃᐕъ઼伏૱ᆹޘᚦॆˈ
ԕ৺㞀䍕⧠䊑⌋┕Ǆ䘉Ӌ䰞仈䜭䴰㾱ᗇࡠᕪᴹ
࣋ൠ䀓ߣǄ਼ᰦˈѝഭ䘈䴰㾱␡ॆ᭩䶙ˈᒦ㔗㔝
䘋а↕ᢙབྷ㓿⍾ᔰ᭮ˈѝഭᯠаቺ亶ሬ⨝ᆀሶԕ
↔Ѫ俆㾱ᐕᶕᣃǄ
Ӿཆ䜘ⴻˈ䲔⨳ޘ㓿⍾⧟ຳӽ❦┑ݵн⺞
ᇊᙗѻཆˈѝഭ൘ь⎧઼ই⎧оަ䛫ഭѻ䰤аⴤ
ᆈ൘亶൏ҹㄟ䰞仈Ǆ∛ᰐ⯁䰞ѝഭ઼ަ⨳ޘԆ
㓿⍾փ䴰㾱ањ઼ᒣਁኅⲴ⧟ຳǄഐ↔ˈሩҾ
ഭ᭯ᓌ㘼䀰ˈᖃ࣑ѻᙕᱟ㾱䱢→䘉Ӌ亶൏ҹㄟ
䰞仈Ǆޣഭᇦᓄ⵰ᵚᶕˈᧂ䲔ཆ䜘ᒢᢠ઼ᖡ
૽ˈؑਟԕ⭘㠚ᐡⲴᲪភ઼㜭࣋䀓ߣྭᴹҹ䇞
Ⲵ䰞仈ˈ䳶ѝ㋮࣋ᇎ⧠਼ޡ㑱㦓Ǆ㖾ഭ઼ѝഭ൘
㔤ᣔ䈕ൠ४઼ᒣ઼㑱㦓ᯩ䶒䜭㛙䍏⵰䟽㾱֯ભˈ
ᒤѝഭӪ൷ഭ⭏ӗᙫ٬Ѫ㖾˄ݳᒤԧṬ˅Ǆॱᒤѻਾ
Ⲵᒤ䘉њᮠᆇሶਈѪ㖾˄ݳԧṬ˅Ǆ䘉ણ⵰Ӫ൷
*'3ᇎ䱵䙏ԕ৺*'3䙏⇿ᒤሶ࠶࡛䗮ࡠ઼Ǆ䢤Ҿ
ᒤ઼ᒤⲴ*'3ᇎ䱵䙏࠶࡛Ѫ઼൘ӺਾॱᒤⲴ࢙։ᰦ
䰤ྲ᷌ᒤ൷䙏䗮ࡠˈሶ䏣ԕᇎ⧠䈕ⴞḷǄ
ѝഭ㓿⍾ྲӺᐢнۿ䗷৫аṧਇࡠ㔉Ⲵ䲀ࡦˈ㘼ᱟਇࡠ䴰≲Ⲵࡦ
㓖ǄࠐѾѫ㾱Ⲵࡦ䙐ъ䜘䰘䜭䶒Ѥӗ㜭䗷࢙䰞仈Ǆ䘉ҏᱟѪӰѸѝഭⲴ
Ṩᗳ䙊㛰⦷ˈҏቡᱟ৫䲔ߌӗ૱઼㜭ⓀԧṬਾⲴ䙊㛰⦷аⴤ؍ᤱ䖳վ≤
ᒣǄ
㿱ㅜҼ䜘࠶ㅜഋㇷ࠶ᣕǄ

նᴰޣ䭞Ⲵᱟ䶐䘉њൠ४ⲴӪ≁ᖒᡀޡ䇶ˈ
ࡠ䀓ߣ䰞仈Ⲵ࣎⌅Ǆ
䗷৫йᒤॺⲴᰦ䰤䟼ˈ㖾ഭ㓿⍾༽㣿㕃ធˈ
նࠪ⧠ҶаӋ啃㡎ӪᗳⲴ䘩䊑Ǆᙫփкⴻˈ㖾ഭ
㓿⍾㺘⧠∄ࠐѾᡰᴹަԆѫ㾱ਁ䗮ഭᇦྭᖸཊǄ
↔ཆˈ㖾ഭӽ❦ާ༷䶎ᑨݵ䏣Ⲵ㓿⍾⭏ӗ㜭࣋ˈ
㖾ഭӽ❦ᱟц⭼к、ᢰࡋᯠⲴѫ㾱ᶕⓀൠˈֻྲ
䉧ⅼǃ㤩᷌ᵪ઼ᒣᶯ⭥㝁ǃ㝨䉡˄)DFHERRN˅
઼᧘⢩ 7ZLWWHU 䜭ᱟ㖾ഭⲴਁ᰾Ǆ㘼㖾ഭ亥ዙ⋩
≄Ѡᇼۘ䟿Ⲵਁ⧠ԕ৺≤࣋㻲ᢰᵟⲴᡀ⟏֯
ᗇ㖾ഭᴤᇩ᱃㧧ᗇᓹԧ㜭ⓀˈӾ㘼֯ަӗъᴤާ
ᴹ▌൘ㄎҹᙗˈቔަᱟ൘о࣐བྷ઼໘㾯କ㚄ਸ
Ⲵᛵߥлˈ؍䇱Ҷަ㜭ⓀᆹޘǄ亴䇑ᵚᶕॱᒤ㖾
ഭᖸਟ㜭ՊᡀѪц⭼㜭Ⓚ߰ࠪਓഭˈ䘉ሶᡀѪĀ
⑨ᠿ᭩ਈ㘵āˈഐѪ㖾ഭ䍨᱃䘶ᐞሶབྷབྷ߿ቁˈ
㘼㖾ഭ㜭ⓀԧṬሶ؍ᤱ䖳վ≤ᒣˈᡀѪࡦ䙐ъ༽
㣿ⲴสǄ൘䘉Ӌᴹ࡙ഐ㍐Ⲵสкˈ㖾ഭ㓿⍾
亴䇑൘ᵚᶕॱᒤሶԕⲴᒤ൷䙏ᓖ䮯Ǆ
਼ᰦˈ䱽վᤱ㔝Ⲵ儈ཡъ⦷ᱟ㖾ഭⲴ俆㾱䰞
仈Ǆ㖾ഭ䘈䴰㾱ሶᮤփઘᵏᙗ亴㇇䎔ᆇ䱽վࡠ
ਟ᧗≤ᒣˈᔪ䙐઼䟽ᔪส䇮ᯭǄ㖾ഭᓄ㔗㔝൘
ᮉ㛢઼、ᢰᯩ䶒࣐བྷᣅˈޕԕ؍ᤱ㖾ഭ൘ࡋᯠᯩ
䶒Ⲵ亶ݸՈ࣯Ǆ൘ഭ䱵кˈ㖾ഭᓄ䈕൘؍ᤱ⨳ޘ
઼ᒣっᇊᯩ䶒ਁᥕ亶ሬ⭘Ǆ
Ӿ䮯ᵏⴻˈоަԆഭᇦ∄ˈ㖾ഭⲴ亶ݸՈ
࣯൘ҾˈᤕᴹѠᇼⲴ㠚❦䍴Ⓚˈ㜭ཏ੨ᕅц⭼к
ᴰՈ⿰ⲴӪ䎤㖾⭏⍫઼ᐕǄ㖾ഭᤕᴹޘц⭼
ᴰྭⲴབྷᆖˈ൘⹄ਁᯩ䶒ᣅޕҶབྷ䟿䍴ⓀǄ䘉ᱟ
ᵚᶕࠐॱᒤަԆഭᇦᰐਟ∄ᤏⲴ∄䖳Ո࣯Ǆ
മ㺘઼മ㺘ࡇࠪҶᵚᶕॱᒤ㖾ഭ઼ѝഭ
*'3≤ᒣ઼ᇎ䱵䮯⦷Ⲵ亴⍻Ǆࡠᒤˈ亴䇑
㖾ഭӽሶᱟ⨳ޘᴰབྷ㓿⍾փǄ᤹ᒤԧṬ䇑
㇇ˈ㖾ഭ*'3ሶ䗮ࡠзӯ㖾∄ˈݳѻлˈѝ
ᒤ㠣ᒤ䘉⇥ᰦ䰤㻛〠ڊĀབྷ㕃઼ᰦᵏāǄ㖾ഭⲴ*'3ᒤ
Ѫзӯ㖾ˈݳᒤѪзӯ㖾ˈݳṩᦞᒤⲴԧṬˈᇎ䱵
ᒤ൷䙏ѪǄնᱟаӋ㖾ഭⲴ㓿⍾ᆖᇦ䇔Ѫሶ䈕䙏Ѫањ䮯
ᵏⲴᒣ൷䙏䗷ҾҀ㿲ˈഐѪ㖾ഭӪਓⲴнᯝਈॆ઼ࣣࣘ࣋䮯߿㕃ˈ
⢩࡛ᱟᖃࡽ㓿⍾༽㣿↕Հᔲᑨ㕃ធˈ䜭Պ䙐ᡀ䍏䶒ᖡ૽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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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ᒤѝ㖾єഭᇎ䱵*'3Ⲵᇎ䱵઼亴⍻≤ᒣ




㖾ഭᇎ䱵*'3
ѝഭᇎ䱵*'3





Ⲯ࠶∄

зӯ㖾ˈݳᒤԧṬ



മ㺘˖ᒤѝ㖾єഭᇎ䱵*'3Ⲵᇎ䱵઼亴⍻䮯⦷













㖾ഭᇎ䱵*'3䮯⦷
ѝഭᇎ䱵*'3䮯⦷
           

ഭ㲭❦㓿⍾䙏ᴤ儈ˈնቺᰦਚᴹзӯ㖾ݳǄ
㖾ഭᇎ䱵Ӫ൷*'3亴䇑ሶ䗮ࡠ㖾ˈݳ㘼ѝ
ഭਚᴹ㖾ˈݳӽ❦∄ѝഭ儈ࠪؽǄ
ࡠᒤˈѝ㖾єഭᖸਟ㜭ᡀѪ⨳ޘᴰབྷ
Ⲵ䍨᱃ՉդǄѝഭ䘈ሶᡀѪ⨳ޘᴰབྷ䘋ਓഭˈ㖾
ഭሩॾࠪਓ亴䇑ሶ䎵䗷ӯ㖾ˈݳᱟⴞࡽ㿴
⁑ⲴؽԕкǄѝഭሶਆԓ࣐བྷ઼໘㾯କˈᡀ
Ѫ㖾ഭ୶૱ᴰབྷⲴ䘋ਓഭǄ㖾ഭ⇿ੁѝഭࠪਓ
ӯ㖾ˈݳሶѪ㖾ഭᑖᶕӯ㖾'*Ⲵݳ3ᒦ⇿ᒤ
ࡋ䙐 њቡъսˈ᤹↔䇑㇇ˈࡠᒤˈ
㖾ഭሩॾࠪਓ亴䇑ӗ⭏ԧ٬Ѫӯ㖾Ⲵݳ
*'3ԕ৺䎵䗷зњᐕս∄ᒤᯠ
зǄ㘳㲁ࡠѝഭሩ儈ᢰᵟӗ૱઼㜭ⓀⲴᰪⴋ䴰
≲ˈྲ᷌㖾ഭ᭮ᇭ儈ᢰᵟӗ૱઼⸣⋩ཙ❦≄ሩॾ
ࠪਓ䲀ࡦˈ㖾ഭሩॾࠪਓ仍ਟ㜭Պᴤ儈Ǆ
ࡠᒤˈ亴䇑ѝഭሩ㖾ࠪਓሶ䗮ࡠӯ
㖾ݳǄᦞ⍻㇇ˈѝഭ⇿ੁ㖾ഭࠪਓӯ㖾୶Ⲵݳ
૱ᡆᴽ࣑ˈሶӗ⭏䱴࣐٬ӯ㖾ˈݳᒦ⇿ᒤ
࣐њᐕսˈഐ↔ˈᒤˈ亴䇑ѝഭሩ
㖾ࠪਓሶѪѝഭᑖᶕӯ㖾'*Ⲵݳ3઼з
ӪቡъǄ䘉Ӌᮠᦞ䜭䶎ᑨⷙⴞǄѝഭሩ㖾୶૱
઼ᴽ࣑Ⲵᒤ䍨᱃亪ᐞᴹਟ㜭ӽ儈䗮ӯ㖾˄ݳ
ӯ㖾ݳᱟᒤ㖾ഭሩॾ୶૱оᴽ࣑ࠪਓ䟿Ⲵഋњՠ㇇٬Ⲵᒣ൷
٬ˈ䘉Ӌՠ㇇٬࠶࡛⭡ѝഭഭ䱵㓿⍾Ӕ⍱ѝᗳⲴᖬᗇഭ䱵㓿⍾ᆖ⹄
ウᡰ*DU\+XIEDXHUঊ༛઼ѝ㖾Ӕ⍱ส䠁ՊⲴ⹄ウഒ䱏㔉ࠪǄ㿱䱴Ԧ
㺘Ǆ
ྲ᷌ѝഭࠪਓӗ૱䱴࣐٬кॷˈਟ㜭㔉ѝഭᑖᶕᴤཊ*'3ˈն਼ᰦࣣࣘᇶ
䳶රӗ૱ࠪਓⲴл䱽ҏਟ㜭䱽վቡъ⦷Ǆ

           
ᶕⓀ˖ṩᦞ㖾ഭ㓿⍾࠶᷀ተ઼ѝഭഭᇦ㔏䇑ተᮠᦞˈࡈ䚥ѹᮉᦸՠ㇇٬

മ㺘˖ᒤѝ㖾ৼ䗩䍗⢙઼ᴽ࣑ࠪਓⲴᇎ䱵઼
亴⍻٬


ӯ㖾ݳ

ᶕⓀ˖ṩᦞ㖾ഭ㓿⍾࠶᷀ተ઼ѝഭഭᇦ㔏䇑ተᮠᦞˈࡈ䚥ѹᮉᦸ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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㖾ഭሩॾ䍗⢙઼ᴽ࣑ࠪਓ
ѝഭሩ㖾䍗⢙઼ᴽ࣑ࠪਓ





           

ᶕⓀ˖㖾ഭ㓿⍾࠶᷀ተǃѝഭഭᇦ㔏䇑ተǃѝഭ⎧ޣᙫ㖢઼㘵亴⍻

㿱മ㺘˅ˈնަঐ*'3Ⲵ∄ֻਚᴹǄ
㖾ഭሩॾᴽ࣑䍨᱃ࠪਓҏ㮤㯿Ҷᐘབྷᵪ䙷Ǆ
ⴞࡽˈѝഭᴽ࣑ъӗ٬ঐᵜഭ㓿⍾Ⲵ∄䟽н䏣
ˈ㘼㖾ഭࡉঐࡠҶ Ǆ㖾ഭᴽ࣑ъᡀ⟏ˈ
ާㄎҹ࣋ˈᴽ࣑≤ᒣ儈Ǆѝഭᴽ࣑ъቊ༴Ҿਁ
ኅⲴࡍ㓗䱦⇥ˈ㖾ഭᴽ࣑ъ൘ѝഭᐲ൪ࡽᲟᒯ
䱄Ǆüᒤॱᒤ䰤ˈቭ㇑ᖸቁ㻛ˈ⌘ޣն
㖾ഭᴽ࣑ъሩॾࠪਓ䮯Ҷӄަˈؽѝवᤜ⌅
ᖻǃ䈒ǃ䠁㶽ǃՊ䇑ㅹᴽ࣑Ǆ䘉њ䎻࣯ᖸਟ㜭ሶ
㔗㔝л৫Ǆ⢩࡛٬ᗇⲴ⌘ޣᱟˈᴤཊྭ㧡ඎ⭥ᖡ
൘ѝഭк᱐ˈ1%$൘ѝഭਇՇᶱᒯˈ䘚ᯟቬሶ൘к
⎧ᔰ䇮ѫ仈ޜഝǄ䘉Ӌਚᱟњֻ࡛ᆀˈ㖾ഭᴽ࣑
ъާᴹᖸྭⲴਁኅ▌࣋Ǆ
ᴽ࣑ъवᤜ᭯ᓌᴽ࣑Ǆ

മ㺘˖ᒤѝ㖾ৼ䗩ࠪਓⲴᇎ䱵઼亴⍻䮯⦷


ᒤ൷Ⲯ࠶∄







㖾ഭሩॾ䍗⢙઼ᴽ࣑ࠪਓⲴ䮯⦷
ѝഭሩ㖾䍗⢙઼ᴽ࣑ࠪਓⲴ䮯⦷


           
ᶕⓀ˖㖾ഭ㓿⍾࠶᷀ተǃѝഭഭᇦ㔏䇑ተǃѝഭ⎧ޣᙫ㖢઼㘵亴⍻

նᱟˈ䘉䍨᱃䮯઼㔉єഭᑖᶕ߰᭦⳺
Ⲵ▌࣋ᒦ䶎୮ਟᗇǄৼ䗩ᡆཊ䗩Ⲵ㍗ᕐተ࣯ˈ
ᡆ䍗ᐱҹㄟˈԕ৺ᆿ㿲㓿⍾䰞仈䜭ਟ㜭֯һᘱⲴ
ਁኅ㛼ᡁԜⲴᝯǄྲ᷌䘉ӋᛵᲟⵏⲴਁ⭏ˈ
ѝ㖾єഭሶԈࠪ儈ᰲⲴԓԧǄ
ѝഭѝӗ䱦ቲⲴፋ䎧
ѝഭ㠚ᒤᡀ࣏ᇎᯭ᭩䶙ᔰ᭮᭯ㆆਾˈѝഭӪ
≁ࡋ䙐Ҷབྷ䟿䍒ᇼǄ䎺ᶕ䎺ཊⲴӪ㜭ཏ࠶ӛࡠ㓿
⍾㑱㦓ᡰᑖᶕⲴᡀ᷌Ǆ਼ᰦˈ᭯ᓌᔰᔪ䇮⽮Պ
؍䳌փ㌫Ǆѝӗ䱦ቲᔰᖒᡀ㿴⁑Ǆަ㔃᷌ᱟˈ
ᇦᓝ⎸䍩ᔰ࣐ˈӾᴰࡍⲴ䍝Ҡ⭥㿶ǃᇦާ઼
ަԆᇦት⭘૱ˈࡠ䍝Ҡᡯቻǃ⊭䖖ǃ⭥㝁ǃ〫ࣘ⭥
䈍ㅹǄ↔ཆˈަۿԆഭᇦаṧˈѝഭት≁ᔰӛ
ਇ㖾伏ǃၡҀ⍫઼ࣘഭཆ㹼Ǆབྷ䟿⮉ᆖ⭏䎤
⎧ཆ䘭≲ᴤྭⲴᮉ㛢Ǆ൘нᯝ༞བྷⲴѝӗ䱦ቲⲴ
ࣘлˈѝഭഭⲴᇎ䱵䴦仍䙏൘䗷৫ॱᒤ
䗮ࡠҶᒤ൷ˈᡆ㘵䈤ˈ∄ѝഭᇎ䱵*'3䙏
ᘛབྷ㓖Ǆնᱟˈ٬ᗇ⢩࡛Ⲵ⌘ޣᱟˈн㇑ᱟо
ഭ䱵Ⲵ⁚ੁ∄䖳䘈ᱟоশਢⲴ㓥ੁ∄䖳ˈⴞࡽ⎸
䍩ঐѝഭ*'3Ⲵ∄䟽ᖸվǄ
亴䇑ᵚᶕॱᒤѝഭѝӗ䱦ቲ㿴⁑䘈ሶབྷᑵ
䮯ˈѝഭѝӗ䱦ቲ䴰≲ᘛ䙏࣐ˈнӵѪѝഭˈ
ҏѪ㖾ഭѳ㠣ц⭼ᨀ㓿⍾䮯ࣘ࣋Ǆ䘉䴰
≲нӵᶕ㠚Ҿѝӗ䱦ቲ㿴⁑Ⲵᢙབྷˈ䘈ᶕ㠚Ҿѝ
ഭ⎸䍩ঐ*'3∄䟽ӾᖸվⲴ≤ᒣнᯝкॷǄ

ᐞᔲᙗ઼ӂ㺕ᙗ
ቭ㇑Ӿ*'3઼ሩཆ䍨᱃ᙫ䟿ᶕⴻˈѝ㖾єഭ൷Ѫ
ࡽ⨳ޘєབྷ㓿⍾փˈնєഭ䰤䘈ᱟᴹᖸབྷн਼Ǆ
㖾ഭ൘ᢰᵟᯩ䶒ᱟ⨳ޘᴰਁ䗮ഭᇦˈ㘼ѝഭᱟᴰ
བྷⲴਁኅѝഭᇦǄ㖾ഭӪ൷*'3儈ࠪѝഭؽǄє
ഭ༴Ҿᆼޘн਼Ⲵ㓿⍾ਁኅ䱦⇥Ǆ
նᱟˈ↓ᱟ⭡Ҿᆈ൘ᐘབྷⲴᐞᔲˈѝ㖾єഭ
㓿⍾ާᴹӂ㺕ᙗǄᐞᔲ䎺བྷˈєഭ∄䖳Ո࣯䟽ਸ
Ⲵ䜘࠶䎺ቁˈ㓿⍾Ӕ⍱ਸᇎ⧠Ⲵ᭦⳺ҏ䎺བྷǄ
ֻྲˈާᴹլ㠚❦䍴Ⓚ⾰䍻Ⲵєњ㓿⍾փˈྲ
᷌ҏާᴹլⲴվᐕ䍴⦷઼儈䍴ᵜᡀᵜˈࡉнՊ
Ӿᖬ↔ѻ䰤Ⲵ䍨᱃ᡆᣅ䍴ѝ㧧ᗇᖸཊ᭦⳺ˈഐѪ
ԆԜӗ⭏Ⲵᡀᵜ㔃ᶴᖸਟ㜭ᱟสᵜ਼ⲴǄ
Ӿสᵜ⭏ӗ㾱㍐üᴹᖒ˄ᇎ⢙˅䍴ᵜǃࣣ
઼ࣘ࣋൏ൠⲴਟ࡙⭘ᛵߥⴻˈѝ㖾єഭᛵߥᐞ࡛
᰾ᱮǄ㖾ഭᴹᖒ䍴ᵜ˄ᔪㆁ⢙઼䇮༷˅ᆈ䟿Ⲵ㔍
ሩ٬ࠐѾ䎵䗷ѝഭй࠶ѻа˄ᒤ㖾ഭѪз
ӯ㖾ˈݳѝഭѪзӯ㖾ˈ˅ݳᣈਸᡀࣣࣘ࣋Ӫ
൷٬ਾˈᱟѝഭⲴؽǄㆰঅᶕ䇢ˈቡᱟ⇿њ
㖾ഭᐕӪਟԕ֯⭘Ⲵᔪㆁ⢙઼䇮༷ᮠ䟿∄ѝഭ
ᐕӪ儈ࠪˈؽ䘉ҏᱟ㖾ഭᐕӪ∄ѝഭᐕӪ⭏ӗ
⦷ᴤ儈ⲴഐѻаǄ
Ӿࣣࣘ࣋ᛵߥⴻˈѝഭӽ❦ᤕᴹᇼ։ࣣࣘ
࣋ˈᒤˈަᐕ喴ӪਓࠐѾᱟ㖾ഭⲴؽǄѝ㖾
єഭᐕ䍴ᐞᔲփ⧠ҶѝഭⲴᇼ։ࣣࣘ࣋˄ԕ৺ࣣ
ࣘ࣋ѝ㮤ਜ਼ⲴӪ࣋䍴ᵜⲴ䍘䟿˅Ǆ㖾ഭ㚄䛖᭯ᓌ
⌅ᇊᴰվᐕ䍴ḷ߶ᱟ⇿ሿᰦ㖾ˈݳ㘼ѝഭᴰ
վᐕ䍴ḷ߶ⴱн਼ˈेӜⲴᴰվᐕ䍴ḷ߶ᴰ
儈ˈѪ⇿ሿᰦ㖾ޘˈݳഭⴱǃ㠚⋫४઼ⴤ䗆
ᐲᴰվᐕ䍴ḷ߶Ⲵ࣐ᵳᒣ൷٬ӵѪ㖾ݳǄ䘉
㺘᰾ቭ㇑ѝഭ䘁Ӌᒤ䶎ᢰᵟ㊫ࡍ㓗ࣣࣘ࣋ᡀᵜ
ᘛ䙏кॷˈնӽ❦нࡠ㖾ഭⲴй࠶ѻаǄ

❦㘼ˈྲ᷌ԆԜу䰘Ӿһн਼Ⲵ࡙สᐲ൪ˈণˈྲ᷌ԆԜᴹ൘䲿ᰦࡋᔪ
Ⲵн਼ӗъާᴹн਼Ⲵ∄䖳Ո࣯ˈࡉਁ䗮㓿⍾փӽᴹਟ㜭Ӿᖬ↔ѻ
䰤ⲴӔ᱃ѝ㧧⳺Ǆ䘉ᱟ䈪䍍ቄ㓿⍾ᆖ྆㧧ᗇ㘵؍㖇gݻ励ṬᴬⲴ㿲⛩
˄˅Ǆ
㿱ㅜҼ䜘࠶ㅜॱаㇷ࠶ᣕǄ䘉ӋᮠᦞՊ䲿≷⦷ਈॆ㘼ਈॆˈնӾᮤփ
кⴻˈ㖾ഭ൘ᴹᖒ䍴ᵜࣣࣘ∄к䘌䎵ѝഭᱟнҹⲴһᇎ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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ѝ㖾㓿䍨ޣ㌫Ⲵᵚᶕॱᒤ䗸ੁᴤ␡ቲ⅑Ⲵӂᜐਸ

മ㺘˖ᒤѝ㖾⭏ӗ㾱㍐∄ֻ∄䖳
ѝ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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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аॳᐕ喴Ӫਓᒤ൷ᦸҸ㖾ഭу࡙





ᶕⓀ˖ѝഭӪਓᲞḕᮠᦞǃ
ǉᒤѝഭ㔏䇑ᒤ䢤Ǌǃഭ䱵䠁㶽㔏䇑ᮠᦞᓃǃѝഭ㔏䇑ተǃ㖾ഭу઼࡙୶ḷ࣎ޜᇔǃц⭼ਁኅᤷᮠ

Ӿ൏ൠᛵߥⴻˈ㖾ഭᤕᴹӯޜ产ਟ㙅
൏ൠˈ㘼ѝഭਚᴹӯޜ产Ǆ㖾ഭਟ㙅൏ൠ
䶒〟䎵䗷ѝഭй࠶ѻаˈնӪਓнࡠѝഭഋ࠶ѻ
аˈഐ↔Ӫ൷ਟ㙅൏ൠ䶒〟∄ѝഭ儈ࠪؽǄ
↔ཆˈ㖾ഭߌъާᴹᖸ儈Ⲵ⭏ӗ⦷Ǆ
ӾӪ࣋䍴ᵜᛵߥⴻˈᒤ㖾ഭ儈ㅹᮉ㛢
ᙫޕᆖ⦷Ѫˈ㘼ѝഭਚᴹ Ǆլൠˈ㖾
ഭᐕ䘲喴Ӫਓѝ᧕ਇ䗷儈ㅹᮉ㛢ⲴӪਓ∄ֻ
᧕䘁ˈ㘼ѝഭਚᴹнࡠǄӾ⹄ਁ䍴ᵜᛵߥ
ⴻˈᒤ㖾ഭ䍴ᵜᆈ䟿䎵ࠪѝഭⲴؽǄ਼ᒤ
㖾ഭᦸҸᵜഭ≁ޜу࡙ᮠ䟿Ѫњˈ㘼ᦸҸ
ѝഭ≁ޜу࡙ᮠ䟿ӵѪњǄ
മ㺘ࡇࠪҶ㖾ഭоѝഭ⭏ӗ㾱㍐∄ֻⲴ∄
䖳ᛵߥˈਟԕᖸᾊൠⴻࠪˈ㖾ഭ൘Ӫ൷ᴹᖒ䍴
ᵜǃӪ൷㙅ൠ઼Ӫ൷⹄ਁ䍴ᵜᯩ䶒䜭аⴤ㘼фሶ
㔗㔝亶ݸҾѝഭǄ䘉ણ⵰㖾ഭ൘ᴹᖒ䍴ᵜᇶ
䳶රӗъǃ൏ൠᇶ䳶රӗъ˄ֻྲߌъ˅ǃӪ࣋
઼⹄ਁ䍴ᵜᇶ䳶රӗъ˄ֻྲ儈、ᢰӗъ˅亶ฏ
ާᴹᖸབྷⲴ∄䖳Ո࣯ˈ㘼ѝഭࡉ൘ࣣࣘᇶ䳶රӗ
ъкާᴹ∄䖳Ո࣯Ǆ
㲭❦䙊䗷ਸ⨶ᣅ䍴ˈᴹᖒ䍴ᵜǃӪ࣋䍴ᵜ
઼⹄ਁ䍴ᵜՊ䙀⑀〟㍟ˈն䘉䴰㾱㓿শ䖳䮯ᰦ
䰤ǄᒤѝഭⲴ⹄ਁ᭟ࠪঐަ*'3∄䟽ࡊ䗮ࡠ
ˈ㘼㖾ഭ䘉њ∄䟽൘䗷৫ࠐॱᒤ䰤䗮ࡠ
ˁࡠǄഐ↔ˈ㖾ഭ൘ᰐᖒ䍴ᵜᯩ䶒Ⲵ∄䖳Ո࣯
ᒤ㖾ഭ઼ѝഭⲴӪਓ࠶࡛ѪӯӪ઼ӯӪǄ
ޕᆖ⦷वᤜᡰᴹѝᆖਾᮉ㛢ˈֻྲབྷᆖу、઼㙼ъᢰᵟᆖ䲒Ǆ
ㅜҼ䜘࠶ㅜㇷ࠶ᣕ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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ᖸਟ㜭Պᤱ㔝㠣ቁࠐॱᒤ⭊㠣ᴤ䮯ᰦ䰤Ǆ㖾ഭሶ
㔗㔝Ѫц⭼ѫ㾱ࡋᯠⓀཤǄ਼ᰦˈѝ㖾ѻ䰤൘ᴹ
ᖒ䍴ᵜࣣࣘ∄ᯩ䶒ҏᆈ൘ᐘབྷᐞ䐍ˈѝഭ਼ṧ䴰
㾱㣡䍩ᰦ䰤䘭䎦Ǆ㘼фˈ㙅ൠ䶒〟ҏᖸ䳮࣐ˈ
ᡰԕ∄ѝഭˈ㖾ഭ൘൏ൠᇶ䳶ර㓿⍾⍫ࣘѝሶ
аⴤާᴹ∄䖳Ո࣯Ǆ
ӂ㺕ᙗⲴਖаᯩ䶒փ⧠൘єഭۘ㫴⦷Ⲵᐘ
བྷᐞᔲǄ㖾ഭᙫۘ㫴⦷བྷ㓖Ѫ˄ᢓ䲔ᣈᰗਾ
Ⲵ⿱Ӫۘ㫴⦷Ѫˈ⭡Ҿབྷ䟿᭯ᓌُⅮˈഭᇦ߰
ۘ㫴⦷⮕䍏ᮠ˅ˈ㘼ѝഭۘ㫴⦷ࡉ᧕䘁Ǆѝ
ഭۘ㫴઼ᣅ䍴䜭䗷ཊˈ㘼㖾ഭۘ㫴ཚቁǄྲ᷌ѝ
ഭഭۘ㫴䎵䗷ᣅ䍴ˈ䛓Ѹѝഭሶሩ⨳ޘӗ⭏ཆ
䍨亪ᐞˈ䘉ተ䶒ሩҾѝഭᰒнਟᤱ㔝ˈҏн⨶
ᜣǄྲ᷌ѝഭሶᡰᴹۘ㫴䜭ᖒᡀᣅ䍴ˈሶнՊӗ
⭏䍨᱃։ˈնሶᖸਟ㜭ሬ㠤䗷ᓖᣅ䍴ˈӾ㘼䙐
ᡀӗ㜭䗷઼࢙䍴ᵜഎᣕ⦷л䱽ǄѪҶ䱽վഭ
ۘ㫴⦷ˈѝഭᓄ⵰࣋ᨀ儈ഭњӪ⎸䍩Ǆቭ㇑ѝ
ഭ↓൘ࣚ࣋ˈնሶњӪۘ㫴⦷䱽㠣ᐖਣⲴਸ
⨶≤ᒣˈӽ䴰㾱ᖸ䮯а⇥ᰦ䰤Ǆᡰԕˈⴞࡽᶕⴻˈ
ഭ䴰≲Ⲵ࣐н㜭ӵӵ䶐ഭњӪ⎸䍩ˈ䘈
ᓄ䈕䙊䗷࣐བྷᮉ㛢઼५⯇ᴽ࣑ㅹޡޜᡆ᭯ᓌ⎸
䍩ǃᨀ⌱オ≄઼≤ㅹޡޜӗ૱ˈԕ৺ᢙབྷഭ
ᣅ䍴ᶕᇎ⧠Ǆ
઼⳺࡙Ⲵ਼ޡ䍓ԫ
䲔Ҷ㓿⍾ӂ㺕ᙗˈаӋ⳺਼࡙ޡҏѪѝ㖾єഭ㓿
⍾ਸᨀҶᵪ䙷ǄֻྲˈѝഭĀॱҼӄā
˄
ᒤ˅㿴ࡂᨀࠪ䖜ਈ㓿⍾ਁኅᯩᔿˈ㾱⭡ࠪਓ

傡ࣘ䖜ਈѪ䴰傡ࣘˈ⭡䍴Ⓚᣅޕර㓿⍾䖜ਈ
Ѫࡋᯠර㓿⍾ˈӾ㘼ᇎ⧠ഭ䱵䍨᱃ᒣ㺑Ǆ䘉ણ
⵰ѝഭ᭯ᓌሶᢙབྷഭᙫ䴰≲ˈवᤜᣅ䍴઼⎸
䍩Ǆ↔ཆˈѝഭ䘈ሶ׳䘋䘋ਓǄ䘉о㖾ഭᙫ㔏ྕ
ᐤ傜䈪ሶ൘ᒤᇎ⧠㖾ഭࠪਓ㘫а⮚Ⲵⴞ
ḷа㠤ˈѝ㖾єഭਟԕ䙊䗷ਸ᧘ࣘ㖾ഭሩॾࠪ
ਓˈ֯ѻᡀѪєഭ㠤࣋ਸⲴ䙄ᖴѻаǄ
Ѫ࣐ഭњӪ⎸䍩ˈѝഭ䴰㾱ᨀ儈ᇦᓝਟ
᭟䝽᭦ˈޕᒦᨀਟؑⲴ⽮Պᆹޘ㖁ǄѪҶ啃࣡
൘ѝഭⲴࡋᯠˈѝഭᗵ享࣐ᕪ⸕䇶ӗᵳᢗ⌅࣋
ᓖǄ䘉нӵӵ䘛Ҿ㖾ഭ৺ަᆳഭᇦⲴ࣋ˈӾ㠚
䓛࡙⳺㘼䀰ҏᓄྲ↔Ǆѝഭਁ᰾ᇦоഭཆਁ᰾ᇦ
аṧˈ䜭ᓄਇࡠ⸕䇶ӗᵳ؍ᣔǄ
єഭⲴ਼ޡ㓿⍾࡙⳺ˈ䘈वᤜ䱽վ⨳ޘ㓿⍾
㌫㔏ཡ⚥ᡰᑖᶕⲴл㹼仾䲙Ǆቭ㇑䘉ᛵߥа㡜
нਟ㜭ਁ⭏ˈնྲ᷌ⵏⲴਁ⭏ˈ㾱䲀ࡦަᦏᇣˈ
䘉਼ṧ䴰㾱єഭ਼ޡਸǄањᖸྭⲴֻᆀቡ
ᱟᒤ⨳ޘ䠁㶽ডᵪਾˈѝ㖾єഭᖸᘛ䗮ᡀॿ
䇞ˈ࠶࡛൘㠚ഭᇦ䟷ਆབྷ㿴⁑㓿⍾ࡪ◰᧚ᯭǄ
ਖањⲴ਼ޡ㓿⍾࡙⳺ᱟ㔤ᤱഭᆼޘቡ
ъǄ䗷৫ࠐॱᒤ䰤ˈ⧠ࠪ⨳ޘҶቡъս⭡儈ᡀ
ᵜൠ४ੁվᡀᵜൠ४っ↕䖜〫Ⲵ䎻࣯ˈ䘁Ӌᒤˈ
䘉䎻࣯դ䲿઼ؑॆ⨳ޘо䙊ؑᢰᵟ䶙ભ㘼
ᴹᡰ࣐䙏Ǆ䘉ᱟ㖾ഭ㠚Ҽॱц㓚ॱޝᒤԓ䎧ᔰ
䶒ѤⲴᡈˈҏᱟѝഭ䘉ॱᒤণሶ䶒ѤⲴᡈˈ
ഐѪоަԆᯠޤഭᇦ∄ˈѝഭⲴࣣࣘ࣋ᡀᵜᘛ
䙏кॷǄӾᴤ䮯ᵏᶕⴻˈҏᆈ൘ᢰᵟᖡ૽Ǆ䇑㇇
ᵪ㖁㔌ԓᴯҶᲞ䙊ⲭ亶Ⲵᐕˈф㠚ࣘॆ઼ᵪಘ
Ӫҏᔰਆԓࡦ䙐ъ亶ฏⲴᐕǄቡъ䮯ѫ
㾱փ⧠൘儈ᢰ㜭уъ亶ฏˈ㘼վᢰ㜭亶ฏᐕ
ᤱ㔝⍱ཡǄⴞࡽቊ⋑ᴹਟԕ䀓ߣ䘉а䰞仈Ⲵ㢟ྭ
㘼ᘛᦧⲴ࣎⌅Ǆᮉ㛢ǃษ䇝઼ษ䇝ሶՊᴹᡰᑞ
ࣙǄ਼ᰦ䘈䴰㾱࣐нਟ䖜〫ⲴቡъսⲴᮠ
䟿ˈֻྲ⑨ᴽ࣑ъⲴսǄ䙊䗷䘋а↕࣐␡ਸ
ˈєഭਟ㜭Պਁ⧠ѪৼᯩᑖᶕᐕսⲴ亶ฏ
઼ᯩᔿǄֻྲᢙབྷᴽ࣑ъਟԕѪѝഭࡋ䙐ᮠⲮ
зᐕᵪՊǄ㖾ഭޜਨ൘ᴽ࣑ъᯩ䶒ާᴹѠᇼ㓿

傼ˈ൘ਁኅަ㠚䓛ᴽ࣑ъⲴ਼ᰦˈ䘈ਟԕᑞࣙѝ
ഭਁኅᴽ࣑ъˈ㖾ഭҏਟԕ䘋ޕѝഭнᯝ䮯Ⲵ
ᴽ࣑ъᐲ൪ᒦӾѝ㧧࡙Ǆ
ᴰਾˈ㖾ഭ઼ѝഭѪц⭼кєњᴰབྷⲴ
㓿⍾փˈᴹ䍓ԫ਼ޡᕅ亶ᨀޡޜ⨳ޘӗ૱ˈֻ
ྲˈᓄሩ≄ىਈॆ仾䲙Ǆ㖾ഭ઼ѝഭᱟц⭼кє
њᴰབྷⲴ㜭Ⓚ⭏ӗഭ઼⎸䍩ഭˈԆԜᤕᴹⲴ਼ޡ
㜭Ⓚᆹⴞޘḷˈ਼ᰦ䘈ᱟєњᴰབྷⲴᇔ≄փᧂ
᭮ഭˈഐ㘼ᓄ䈕൘䱽վ≄ىਈॆ仾䲙઼⺞ޘ؍
⨳ਟᤱ㔝ਁኅᯩ䶒਼ޡᣵ䍓ԫǄഐ↔ˈєഭᓄ
൘ᨀ儈㜭᭸ǃ⭏㜭ⓀǃṨ㜭ǃ⌱➔৺亥ዙ≄
઼亥ዙ⋩ᢰᵟᯩ䶒䘋㹼བྷ㛶ਸǄਖањޜ⨳ޘ
ޡӗ૱ᱟ⭡䍨᱃ǃᣅ䍴ԕ৺ޣᵪᶴᶴᡀⲴཊ䗩
䍨᱃փ㌫Ǆ⅑ᕪ䈳ˈєഭਟԕ਼ޡѪ⨳ޘ㓿⍾
ᤱ㔝䮯ᨀᡰ䴰㾱Ⲵっᇊᙗ઼ਟᤱ㔝ᙗǄ

ഋǃ䗸ੁᴤ␡ቲ⅑Ⲵਸ
ᵜᣕㅜй㢲䱀䘠Ҷѝ㖾єഭ䰤ᵚᶕⲴ㓿⍾ࡽ
Ჟ઼ᐘབྷⲴ㓿⍾ӂ㺕ᙗԕ৺ৼᯩⲴ⳺਼࡙ޡǄ൘
䘉а㢲ˈᡁԜሶ䇘䇪єഭᓄྲօྭ⭘࡙࠶ݵ䘉Ӌ
ᵪ䙷઼ӂ㺕ᙗˈ൘гབྷާᴹࡽᲟⲴ亶ฏˈѪєഭ
ⲴӪ≁ࡋ䙐ᐕᵪՊ઼㓿⍾㑱㦓Ǆ䲿ਾሶ䪸ሩ
єഭ᭯ᓌǃᲪᓃǃԱъ⭼઼ަԆ⽮Պ⭼ᨀࠪᔰ
ኅਸⲴާփᔪ䇞Ǆ
˄а˅䍗⢙оᴽ࣑䍨᱃
ྲᵜᣕка㢲ᡰ䘠ˈࡠᒤˈѝ㖾єഭሶᡀ
Ѫц⭼кᖬ↔ᴰབྷⲴ䍨᱃ՉդǄ㘼фˈєњ㓿⍾
փྲ↔н਼ˈ൘єഭѻ䰤ㆮᇊ㠚⭡䍨᱃ॿᇊˈᔪ
・㠚⭡䍨᱃४ˈሶ֯єഭ㓿⍾࡙⳺ᴰབྷॆǄⴞࡽ
㜭ཏᆼਁޘᥕєഭਸ▌࣋Ⲵᯩ⌅ˈቡᱟєഭ
൘ㅖਸᇎ䱵Ⲵᛵߥлˈቭᘛኅᔰ㠚⭡䍨᱃ॿᇊ䈸
ࡔǄնᱟˈ൘Ԉ䈨㹼ࣘࡽˈ䴰㾱ሩѝ㖾㠚⭡䍨᱃४
䘋㹼䇔ⵏⲴਟ㹼ᙗǃ▌൘࡙⳺઼ᡀᵜ࠶᷀Ǆ
㖾ഭԱъ䙀⑀䇔䇶ࡠˈ䲔ҶѪࡦ䙐สൠԕ
ཆˈሩ㖾ഭࠪਓӗ૱㘼䀰ˈѝഭᐲ൪㮤㯿Ҷᐘ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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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Ǆ䗷৫ॱᒤ䰤㖾ഭሩॾࠪਓ仍䮯Ҷؽཊˈ
❦㘼ˈ㖾ഭሩॾࠪਓˈቔަᱟ㖾ഭѝሿԱъሩॾ
ࠪਓⲴ▌㜭ቊᵚᆼޘਇࡠ䟽㿶Ǆ䢤Ҿѝഭ⢙⍱৺
䝽䘱㌫㔏ӽнᆼழˈᆈ൘᭸⦷䖳վǃ⤜⢩ᙗㅹ䰞
仈ˈ㖾ഭѝሿԱъ൘䘋ߋѝഭᐲ൪Ⲵ䚃䐟к䚝䙷
Ҷнቁഠ䳮Ǆ
㠚ࠐᒤࡽ䎧ˈ㖾ഭ୶࣑䜘઼俉䍨᱃ਁኅተ
Ѫᑞࣙ㖾ഭѝሿԱъᔰਁьӊⲴ䍗⢙৺ᴽ࣑ᐲ
൪˄ቔަᱟѝഭᐲ൪˅ࠪڊҶа㌫ࡇࣚ࣋ˈ亷ާᡀ
᭸Ǆ䘉Ӌᵪᶴ⇿ᒤ൘ᖸཊᐎ䘋㹼䎠䇯Ӕ⍱ˈ᧘ࣘ
㖾ഭѝሿԱъࠪਓˈѝሿԱъሩ䘉Ӌ⍫ࣘҶ䀓䎺
ཊˈԆԜሩѝഭࠪਓⲴਟ㜭ᙗቡ䎺བྷǄ
ਖаᑞࣙ㖾ഭѝሿԱъੁѝഭ䘋ਓ୶䬰
䍗⢙઼ᴽ࣑Ⲵਟ㹼ᯩ⌅ˈᱟ⇿ᒤ൘㖾ഭѫ㾱
ᐲ˄ྲᰗ䠁ኡ˅Ѯ࣎ࠪਓ䍨᱃୶૱Ӕ᱃ՊǄ൘׳䘋
㖾ഭࠪਓᯩ䶒ˈ䘉㊫Ӕ᱃Պਟԕਁᥕоѝഭ䗷৫
⇿ᒤѪ׳䘋ࠪਓѮ࣎ⲴᒯӔՊ਼ṧⲴ⭘ǄѪ⺞
؍Ӕ᱃Պਁᥕަᓄᴹ⭘ˈ㖾ഭࠪਓԱъ઼▌൘
ࠪਓԱъǃѝᯩ䘋ਓ୶৺ަԆ䍨᱃઼ᴽ࣑ޜਨᓄ
〟ᶱ৲оˈԕቭᘛᖒᡀ㿴⁑ǄᆳⲴՈ࣯൘Ҿˈ䇨ཊ
ԕᖰӾᵚ㘳㲁ࠪਓⲴ㖾ഭѝሿԱъ㜭ԕ䖳վᡀ
ᵜˈн䴰ࠪഭቡਟԕ৲࣐Ӕ᱃ՊǄ↔ཆˈ䘈ᓄ啃
࣡㖾ഭѝሿԱъ৲࣐൘俉䘉㊫ൠᯩѮ࣎Ⲵ䍨
᱃Ӕ᱃Պˈ䇨ཊѝഭ䘋ਓ୶઼䍨᱃ޜਨ䜭〟ᶱ৲
࣐䘉ӋӔ᱃ՊǄ൘㖾ഭ઼ѝഭѻ䰤ᔪ・ⴱᐎ㓗ᡆ
ᐲ㓗Չդޣ㌫ˈҏᱟᑞࣙཚᒣ⌻єየѝሿԱъ
ᔪ・㚄㌫Ⲵᴹ᭸䙄ᖴѻаǄѝ㖾єഭ䘋ࠪਓ䬦㹼
ᓄ࣐བྷሩєഭሿԱъࠪਓⲴؑ䍧᭟ᤱǄ䙊䗷㖁
кᴽ࣑׳䘋ᒦ࣐ᕪৼ䗩䍨᱃ޣ㌫ˈ䘈ਟԕ֯єഭ
ѝሿԱъᨀ儈䬰Ⲵ᭸⦷ˈ䱽վᡀᵜǄ䘉ᓄ䈕ᱟ
єഭ᭯ᓌ〟ᶱ䘭≲ⲴⴞḷǄ
˄Ҽ˅ᣅ䍴
䢤Ҿѝഭഭ⎸䍩઼⭏ӗᐲ൪Ⲵᤱ㔝ᘛ䙏䮯
亴ᵏˈѝഭ❦ᱟ㖾ഭⴤ᧕ᣅ䍴Ⲵ⨶ᜣⴞⲴൠǄ
ⴞࡽˈѝഭሩ㖾ⴤ᧕ᣅ䍴о㖾ഭ൘ॾⴤ᧕ᣅ䍴Ⲵ
ᮠ䟿㓗਼ˈ൘ѝഭ᭯ᓌⲴ啃࣡лˈѝഭሩ㖾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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᧕ᣅ䍴ሶ㔗㔝䮯Ǆѝ㖾єഭ䴰㾱䘋а↕䟺᭮
ৼ䗩ᣅ䍴▌࣋ˈԕࡋ䙐ᴤཊⲴቡъ઼㓿⍾ᵪ䙷Ǆ
єഭ㕄㔃ৼ䗩ᣅ䍴ॿᇊሶՊᨀᐘབྷᑞࣙǄ↔
ཆˈѝഭ᭯ᓌਟԕ㘳㲁ᢙབྷǉཆ୶ᣅ䍴ӗъᤷሬ
ⴞᖅǊѝⲴĀ啃࣡ā઼Ā䲀ࡦāⴞᖅˈ㘼㖾ഭ᭯ᓌ
ਟԕ㘳㲁Ѫѝഭሩ㖾ⴤ᧕ᣅ䍴䇮・Āᆹޘāⴞ
ᖅˈ↔Ѯሶᶱབྷ᧘ࣘѝ㖾ৼ䗩ᣅ䍴⍱ࣘǄ
↔ཆˈѝഭᤕᴹᓎབྷ઼ᰕ⳺䮯Ⲵഭ⎸䍩
ᐲ൪Ǆ䛓Ӌᰙᵏ䘋ޕѝഭᐲ൪Ⲵ㖾ഭԱъˈྲ䙊
⭘⊭䖖ǃ⾿⢩ǃᇍ⌱ǃ⊳ቄ⧋ǃ㚄䛖ᘛ䙂ǃ㛟ᗧ
สǃ哖ᖃࣣǃᱏᐤݻㅹˈ൷㧧ᗇҶᐘ仍࡙⳺ˈ䎒ᗇ
Ҷਟ㿲Ⲵᐲ൪ԭ仍ˈ㘼ф൘ѝഭҏᐢᇦ௫ᡧᲃǄ
䲿⵰ѝഭѝӗ䱦ቲⲴᤱ㔝ᢙབྷˈԆԜⲴ൘ॾ࡙
⳺ሶՊ䘋а↕࣐Ǆ㖾ഭⲴ䐘ഭޜਨ൘ѝഭ䴦
ᐲ൪ⴤ᧕䘀㩕ˈਟԕ┑䏣ѝഭѝӗ䱦ቲ亮ᇒⲴ䴰
≲Ǆ
㖾ഭᴽ࣑ъ䲿⵰ѝഭ㓿⍾㔃ᶴ䈳ᮤǃ⭡ࠪਓ
ሬੁර㓿⍾䖜ਈѪ䴰˄वᤜഭ⎸䍩˅ࣘර
㓿⍾ˈᴹᵋ䘋а↕ᢙབྷ൘ѝഭᴽ࣑ъⲴ㿴⁑Ǆ䙊
䗷ࠪਓᡆⴤ᧕ᣅ䍴Ⲵᯩᔿˈ㖾ഭ൘৲оѝഭᴽ࣑
ъਁኅ䗷〻ѝᤕᴹᐘབྷᵪ䙷Ǆ䘉а࠷ᐢ㓿ਁ⭏˖
⭡㖾ഭޜਨᔰࡋⲴᴽ࣑ъ䘎䬱㓿㩕⁑ᔿˈᐢ㓿䖫
㘼᱃ѮൠἽṩѝഭǄ䲔↔ѻཆˈ䇨ཊѝഭᵜ൏Ⲵ
䘎䬱ᓇ䟷⭘Ҷ䘉䘋ਓ⁑ᔿˈ൘ൠнᯝ⎼⧠Ǆ
བྷՇၡҀㅹަԆᴽ࣑˄1%$˅ҏ㻛ᕅޕѝഭǄ⊳ቄ
⧋୶൪䙽ᐳൠǄѪҶ┑䏣䴦⎸䍩㘵䴰㾱ˈཆ
ഭⴤ᧕ᣅ䍴ਟԕ䙊䗷ޘ䍴ᆀޜਨⲴᖒᔿ䘋ޕѝ
ഭᴽ࣑ъ䜘࠶亶ฏˈᇎ䱵кѝഭ䴦ъᐢ㓿䶎ᑨ
ᔰ᭮Ǆ
൘ަԆаӋ㹼ъѝˈྲ䬦㹼ъ઼؍䲙ъˈѝ
ഭࠪҾᆿ㿲ᇑ઼؍ᣔⲴഐˈሩᔰ᭮䟷ਆᴤ࣐
䉘ⲴᘱᓖǄѝഭ䟷ਆ⑀䘋Ⲵᯩᔿᔰ᭮䠁㶽亶
ฏˈԕᵏ䚯ݽ䠁㶽ডᵪⲴਁ⭏ˈᆼޘᱟਟԕ⨶䀓
Ⲵˈնᱟཆഭ䠁㶽ᵪᶴ䘋ˈޕҏᴹࣙҾѝഭ䠁㶽
ъⲴ䘋а↕᭩䶙઼㠚⭡ॆǄṩᦞ⧠㹼㿴ᇊˈྲ᷌
߶䇨Ḁᇦཆഭ䠁㶽ᵪᶴ൘ѝഭ䇮・୶ъ䬦㹼ޘ
䍴ᆀޜਨˈ䛓Ѹԕ↔㊫᧘ˈ䲀ࡦ䘉ᇦᆀޜਨ൘䈕

亶ฏެᒦǃ᭦䍝ᡆᤱᴹަԆ䠁㶽ᵪᶴн㜭䎵䗷
Ⲵ㛑ԭǄѝഭⲴⴁ㇑ᵪᶴ൘䈕ཆഭᆀޜਨᙫ
䍴ӗк䇮㖞䲀仍ˈ൘ަ᭦䍝ਾ䇮㖞䘲ᖃⲴ䍴ᵜ㾱
≲ˈ䘉ᱟਸ⨶ⲴǄਟԕ㘳㲁ݱ䇨аӋㅖਸᶑԦⲴ
ཆഭ䠁㶽ᵪᶴ൘ѝഭ䇮・ޘ䍴ᆀޜਨˈ൘䈕亶ฏ
ᰐ䇪ᱟᲞ䙊ᡀ䮯ˈ䘈ᱟެᒦ᭦䍝ˈ䛓䜭ᐢᰐޣ
㍗㾱ҶǄ
ṩᦞ㖾ഭ㚄䛖ۘ㫴ငઈՊՠ䇑ˈᒤ㖾
ഭᇦᓝ䠁㶽䍴ӗᙫ仍儈䗮зӯ㖾ݳǄ❦㘼ˈ
ⴞࡽˈሩҾ㖾ഭњӪᣅ䍴㘵ᶕ䈤ˈѝഭ䰤᧕ᣅ䍴
ᵪՊ䶎ᑨᴹ䲀Ǆ㖾ഭⲴњӪᣅ䍴㘵ਚᴹ䙊䗷俉
+㛑ᣅ䍴ѝഭԱъˈᡆᣅ䍴䛓Ӌ൘㓭㓖䇱ࡨӔ᱃
ᡰǃ㓣ᯟ䗮ݻӔ᱃ᡰԕ৺ަԆӔ᱃ᡰкᐲⲴѝഭ
ԱъǄԆԜ䘈ਟԕᣅ䍴аӋ਼ޡส䠁ˈ䘉Ӌส䠁
ᖰᖰ⭡ഭཆ䍴ӗ㇑⨶ޜਨԕĀਸṬຳཆᵪᶴᣅ䍴
㘵˄4),,˅āⲴѹ൘к⎧઼␡ൣ䇱ࡨӔ᱃ᡰ䘋
㹼㛑⾘Ӕ᱃Ǆնᱟˈ㖾ഭᣅ䍴ѝഭԱъⲴњӪᣅ
䍴㘵ሩ䖳ቁˈᡰԕˈྲ᷌ѝഭ䙀↕ਆ⎸䍴ᵜ㇑
ࡦˈԆԜᱟՊߢࠫѝഭ䇱ࡨᐲ൪ˈⴞࡽቊн
ᾊǄഐ↔ˈ൘䘉аᯩ䶒ᓄᇑൠ䘋㹼ˈᒦфᓄ൘
єഭѻ䰤䗮ᡀޡ䇶ˈॿ䈳䱢㤳仾䲙Ⲵᯩ⌅Ǆ
ѝഭнቁԱъਇࡠҶ㖾ഭᐲ൪⅒䗾ˈֻྲ⎧
ቄ઼㚄ᜣˈᆳԜ൷൘㖾ഭᣅ䍴䇮লˈ⭏ӗᇦ⭘⭥
ಘ઼⭥㝁Ǆ⭏ӗ⊭䖖䝽Ԧ઼儈ㄟ䫒䫱ӗ૱ⲴԱъ
ҏ㩭ᡧ㖾ഭǄһᇎкˈᰕᵜѪᢃᔰ㖾ഭ⎸䍩ᐲ൪
൘㖾ഭᣅ䍴ᔪলⲴ⌅ڊᖸ٬ᗇѝഭԱъᆖҐǄ㖾
ഭ㜭Ⓚǃࡦ䙐ъ઼ߌъ亩ⴞ੨ᕅҶབྷ䟿ᶕ㠚ѝഭ
Ⲵⴤ᧕ᣅ䍴Ǆᡯൠӗ亩ⴞҏᕅ䎧ҶᖸཊѝഭԱъ
Ⲵޤ䏓Ǆ䲔↔ѻཆˈส䇮ᯭᣅ䍴ҏਟ㜭ᡀѪᵚ
ᶕ✝⛩Ǆᡰᴹ䘉Ӌ㓿⍾⍫ࣘ䜭ሶѪ㖾ഭࡋ䙐*'3
઼ቡъǄ
䰤᧕ᣅ䍴˄ҏ〠Ā䇱ࡨᣅ䍴ā˅ᯩ䶒ˈ⭡Ҿѝ
ഭӪ≁䬦㹼˄ѝഭཞ㹼˅ሶབྷ䟿ཆ≷༷ۘᣅ䍴Ҿ
㖾ഭഭ٪ˈѝഭഐ↔ᡀѪ㖾ഭⲴѫ㾱䰤᧕ᣅ䍴
ഭǄѝഭᤕᴹ㓖зӯ㖾Ⲵݳ㖾ഭഭ٪Ǆ↔ཆˈ
ѝഭ䘈䰤᧕ᣅ䍴Ҷ㓖азӯ㖾ަݳԆ㖾ݳ䇑ԧ
䍴ӗǄ䲿⵰ഭ䱵⽮Պ䙀⑀᧕ਇӪ≁ᐱ䇑ԧˈԕ৺

Ӫ≁ᐱ൘ཆ䍨㔃㇇ѝⲴᒯ⌋ᓄ⭘ˈѝഭཞ㹼ሶн
䴰㾱ᤱᴹྲ↔ᐘ仍ཆ≷༷ۘǄѝഭཞ㹼ᤱᴹ㖾ഭ
䮯ᵏഭ٪ሩ㖾ᴹ࡙ˈն↔䘉⌅ڊਟ㜭Պ㔉ѝ
ഭཞ㹼ᑖᶕ䍴ᵜ仾䲙ਟ㜭ሬ㠤࡙⦷ǃ䙊䍗㟘㛰
ԕ৺≷⦷ⲴਈॆǄሩ㖾ഭ䍒᭯䜘ᶕ䈤ˈањਟ㜭
Ⲵৼ䎒ㆆ⮕ᱟ㖾ഭ䍒᭯䜘ࠪ㔉ѝഭཞ㹼䮯ᵏ˄
ֻྲᒤ˅Ā䙊㛰؍٬٪ࡨā
˄7,36˅ˈᡆ⭘ަо
ѝഭཞ㹼ⴞࡽᤱᴹⲴ⸝ᵏ䶎䙊㛰ᤷᮠරഭ٪䘋
㹼ӂᦒǄሩҾ٪ࡨᤱᴹഭᶕ䈤ˈ䙊㛰؍٬٪ࡨн
ӵ㜭ཏ൘ᖸབྷ〻ᓖкᣥᗑ䙊䍗㟘㛰ˈ䘈㜭䱽վ
࡙⦷઼≷⦷ᯩ䶒Ⲵ仾䲙Ǆ
ѝഭ䍴ᵜ䍖ᡧᔰ᭮ਾˈѝഭⲴ⿱Ӫᣅ䍴㘵ᖸ
ਟ㜭ᡀѪ㖾ഭ㛑⾘ᐲ൪ǃ⿱एส䠁ǃሩߢส䠁Ⲵ
䟽㾱ᣅ䍴㘵Ǆⴞࡽˈѝഭት≁ᇦᓝ䠁㶽䍴ӗᙫ仍
㓖Ѫзӯ㖾ݳǄࡠᒤˈѝഭᇎ䱵Ӫ൷*'3
ሶ㘫а⮚ˈѝഭᇦᓝ䍒ӗሶਟ㜭㠣ቁ㘫а⮚ˈ䗮
ࡠзӯ㖾ݳǄྲ᷌ᴹᵪՊˈѝഭ⿱Ӫᣅ䍴㘵ሶ
֯ᣅ䍴ᴤ࣐ཊ࣐ˈॆݳབྷᣅ䍴ཆഭ䠁㶽䍴ӗǄྲ
᷌ᡁԜ᤹➗ᰕᵜት≁ᇦᓝⲴཆഭ䍴ӗᤱᴹ∄
ֻᶕ䇑㇇ˈѝഭት≁ᇦᓝሩཆ䰤᧕ᣅ䍴ሶ䗮ࡠ
ӯ㖾ˈݳ䲿⵰ѝഭӪ൷*'3઼ᇦᓝ䍒ᇼⲴᤱ
㔝䮯ˈ亴䇑⇿ᒤѝഭ⿱Ӫሩཆ䰤᧕ᣅ䍴ሶ䗮
ࡠ㓖ӯ㖾ݳǄ㖾ഭ䴰㾱བྷ䟿ᯠᔪᡆᴤᯠ䱸ᰗ
Ⲵส䇮ᯭˈ䘉ሶࡋ䙐ᮠⲮзቡъսǄѝഭᣅ
䍴㘵ਟԕ࡙⭘ަۘ㫴։ˈԕ٪ࡨᡆ㛑ᵳᯩᔿˈ
Ѫަᨀ㶽䍴Ǆ䘉нӵሩ㖾ഭᴹ࡙ˈሩѝഭҏᴹ
࡙ˈഐѪᣅ䍴എᣕ䈡ӪǄ㖾ഭޣᵪᶴᓄ䈕⵰
⹄ウྲօ੨ᕅѝഭᣅ䍴㘵ᣅ䍴㖾ഭส䇮ᯭ亩
ⴞǄ
˄й˅ߌъਸ
䲿⵰ѝഭ㓿⍾ਁኅ઼Ӫ≁⭏⍫≤ᒣⲴᨀ儈ˈަሩ
㋞伏ㅹߌӗ૱Ⲵ䴰≲䟿ᤱ㔝བྷǄѝഭѝӗ䱦ቲ
Ⲵፋ䎧ણ⵰ሩ㚹㊫઼ᇦⲴ䴰≲ҏ൘ᱮ㪇
࣐ˈѝഭⲴᐲॆ䘋〻ҏሶᨀ儈ߌӗ૱䴰≲ˈഐ
Ѫᐲት≁ߌӗ૱⎸䍩䟿∄ߌᶁት≁儈ࠪǄ
䗴Ӻˈѝഭߌъ⭏ӗ⦷Ⲵ᭩ழᴹࣙҾ┑䏣ӪԜ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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ᴤ儈䍘䟿伏૱Ⲵ䴰≲Ǆն≤䍴Ⓚ৺൏ൠ䍴ⓀⲴ㕪
ѿˈᡀѪѝഭߌъ㿴⁑ᤱ㔝ᢙབྷⲴ䮯ᵏѕ䟽⬦
亸Ǆ䗷ᓖ侢ޫᇦ⢢⮌ǃབྷ䟿֯⭘ߌ㦟ǃᵰ㲛ࡲ
ㅹӗ⭏Ⲵа㌫ࡇ⧟ຳছ⭏䰞仈ˈҏሩӪԜⲴڕᓧ
ӗ⭏Ҷ䮯ᵏডᇣǄྲօᮤਸഭ৺⨳ޘ䍴Ⓚ઼ᢰ
ᵟˈԕ┑䏣ᰕ⳺䮯Ⲵ㋞伏䴰≲ˈᇎ⧠ਟᤱ㔝ਁ
ኅˈ䘉ᱟѝഭᖃࡽ䶒ѤⲴа亩ѫ㾱ᡈǄ
ྲӺˈѝഭᐢ㓿ᡀѪц⭼кᴰབྷⲴߌӗ૱䘋
ਓഭǄ㖾ഭᱟѝഭᴰབྷⲴߌӗ૱ᓄഭˈѝഭᱟ
㖾ഭߌӗ૱ᴰབྷⲴ䬰ᐲ൪ˈнӵᱟഐѪ㖾ഭ
ሩѠᇼⲴ㙅ൠ䶒〟઼≤Ⲵ⋋ݵ䍴Ⓚˈ㘼ф䘈⭡Ҿ
㖾ഭߌъⲴ儈᭸⭏ӗ઼ݸ䘋Ⲵ、ᆖᢰᵟˈ㘼䘉
а࠷䜭ⓀҾ㖾ഭ䮯ᵏሩߌъ⹄ਁⲴᣅ䍴Ǆ൘ᵚ
ᶕࠐᒤ䟼ˈӵӵ䶐ᨀ儈ഭᓄˈѝഭ䳮ԕ┑
䏣ᯠ䴰≲Ǆ❦㘼ˈ㖾ഭᴹ㜭࣋ᢙབྷߌъӗ䟿ˈ
ԕ┑䏣⎧ཆⲴᯠ䴰≲ˈቔަᱟሩ䉧⢙઼㚹㊫
ӗ૱Ⲵ䴰≲Ǆྲ᷌㖾ഭ⭏ӗ୶㜭ཏ⺞؍ѝᯩާᴹ
ਟ䶐઼䮯ᵏっᇊⲴ䴰≲ˈѝഭ䘋ਓ୶㜭ཏ⺞؍㖾
ᯩӗ૱Ⲵᆹޘᙗ઼ਟ䶐ᙗˈ䛓Ѹ㖾ഭࠪਓѝഭⲴ
ߌӗ૱ᮠ䟿ሶ䘋а↕࣐Ǆ䙊䗷оѝഭⲴߌъਸ
ˈ㖾ഭ࢙⭘࡙࠶ݵ։Ⲵ൏ൠ䍴ⓀˈӾ㘼ᑖࣘ㓿
⍾⍫ࣘˈࡋ䙐ᯠⲴ䮯ᵏቡъսǄ
ⴞࡽˈѝഭӾц⭼ൠ䘋ਓ⥚㚹ǃ⢋㚹઼呑
㚹ˈնᱟӾ㖾ഭⲴ䘋ਓতਇࡠ䲀ࡦˈഐᴹԕл
ࠐ⛩˖ㅜаˈ䲀ࡦ⥚㚹Ⲵ䘋ਓᱟഐѪ㖾ഭ⭏ӗ㘵
⭘◰㍐侢ޫ⥚ˈ㘼䘉൘ѝഭ઼⅗⍢ᱟ⾱→ⲴǄྲ
᷌㖾ഭ⭏ӗ㘵䈪н֯⭘◰㍐ˈྲ਼ሩ⅗ⴏ
аṧˈѝഭᐲ൪ቡ㜭ཏੁ㖾ഭᔰ᭮⥚㚹䘋ਓǄ䢤
Ҿ⥚㚹൘ѝഭ侞伏ѝⲴ䟽㾱ᙗˈሩ⥚㚹▌൘Ⲵ䴰
≲ᱟᐘབྷⲴǄㅜҼˈ䲀ࡦ⢋㚹䘋ਓᱟഐѪ⯟⢋
⯵Ⲵ仾䲙Ǆ䘁ᒤᶕˈ⋑ᴹਁ⧠ᯠⲴ⯵ֻˈᐢ㓿ᢛ
Ҷ䘉њ䱫⺽ˈն䴰㾱єഭ䇘䇪ᒦᖒᡀ༷ᘈᖅˈ
аᰖਁ⧠ᯠⲴ⯵ֻˈᓄ・ণੁ→ڌѝഭࠪਓǄᴰ
ਾˈӾ㖾ഭ䘋ਓᇦኑ⅑ᡀѪєഭ䍨᱃㓐㓧Ⲵਇ
ᇣ㘵ˈᐼᵋ㜭ཏቭᰙ䀓ߣ䘉аҹㄟǄ
⥚㚹৺ަԧṬ൘ѝഭⲴᇦᓝ⎸䍩઼⎸䍩㘵ԧṬᤷᮠѝঐᦞᖸབྷ∄ֻǄѝ
ഭⲴ䙊䍗㟘㛰ˈᖸཊᰦىᱟ⭡Ҿ⥚㚹ԧṬк⏘㘼ᕅ䎧Ⲵ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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ഐ↔ˈ㖾ഭ⭏ӗ୶ᴹᵪՊੁѝഭᨀ⥚㚹ǃ
⢋㚹઼呑㚹ˈਖཆ䘈वᤜ⦹㊣઼བྷ䉶ˈ㘼൘⦹㊣
઼བྷ䉶Ⲵᓄᯩ䶒ˈ㖾ഭаⴤᱟѝഭᴰབྷⲴᓄ
ഭǄ൘ѝഭˈ䖜สഐ⦹㊣઼བྷ䉶㻛⭘侢ᯉǄӾ
䮯䘌ᶕⴻˈѝഭ᭯ᓌ઼伏૱ъԱъᓄ䈕㘳㲁ⴤ
᧕Ӿ㖾ഭ䘋ਓ⥚㚹ǃ⢋㚹઼呑㚹ˈ㘼нᱟ䘋ਓ侢
ᯉ䉧⢙Ǆሩѝഭᶕ䈤ˈ䘉ਟԕ㢲㓖〰㕪Ⲵ൏ൠ䍴
Ⓚˈᨀॷ⥚㚹ǃ⢋㚹઼呑㚹Ⲵ䍘䟿ˈ᭩ழছ⭏ᶑ
Ԧˈ䘈ᴹਟ㜭䱽վ䍗䘀ᡀᵜ˄侢ᯉо㚹Ⲵ∄ֻབྷ
㓖ᱟ˅ˈԕ৺Ѫ㖾ഭࡋ䙐仍ཆⲴ㓿⍾⍫઼ࣘቡ
ъᵪՊǄ
สҾሩѝഭ㋞伏઼伏૱ᆹ࠶ݵⲴޘ㘳㲁ˈє
ഭѻ䰤Ⲵߌъਸ▌࣋ᱟᐘབྷⲴˈ㘼фᱮ❦ᱟৼ
䎒ⲴǄഐ↔ˈѝ㖾єഭᓄ⵰࣋ᢙབྷ䘉ਸǄྲ
᷌а࠷亪࡙ˈӾ⧠൘䎧Ⲵᵚᶕॱᒤˈѝ㖾єഭߌ
ӗ૱Ⲵᙫ䍨᱃仍ሶ∄⧠൘㘫а⮚Ǆ
൘ц⭼ᐲ൪кˈ䉧⢙઼㚹㊫Ⲵ㠚⭡ᓄ⌒
ࣘሩ䖳ሿˈањ׳䘋㖾ഭ࣐ሩॾߌӗ૱ࠪਓ
Ⲵᴹ⭘ᯩ⌅ᱟ֯⭘䮯ᵏ˄ֻྲᒤ˅୶૱ᓄਸ
਼ˈҠআৼᯩ亴⺞ݸᇊӔ᱃ԧṬ˄ֻྲ൘ᡀᵜ࣐
࡙⏖Ⲵสк˅Ǆ䘉䮯ᵏᓄਸ㓖ሶՊ◰࣡㖾
ഭ⭏ӗ㘵ᣅ䍴ҾᯠⲴ䮯ᵏ⭏ӗ㜭࣋ˈо↔਼ᰦˈ
㕃䀓ѝഭ䘋ਓ୶ሩ୶૱ᓄн⺞ᇊᙗⲴᣵᘗǄৼ
ᯩ਼Ⲵᇊԧᵪࡦҏ㕃઼Ҷ୶૱ԧṬ⌒ࣘᑖᶕ
Ⲵᖡ૽Ǆ㖾ഭ⭏ӗ㘵઼ѝഭ䘋ਓ୶㜭ཏ᤹➗к䘠
㾱≲ᆼᡀ⦹㊣ǃབྷ䉶ㅹ䉧⢙ӗ૱Ⲵ䮯ᵏᓄਸ
਼Ǆ㚹㊫઼ᇦ㊫ҏਟԕᇎ㹼լⲴ䮯ᵏᓄਸ
਼Ǆ
❦㘼ˈєഭᣵᗳࠪҾḀഐˈަѝаᯩ᭯
ᓌਟ㜭Պ䱫⺽ߌӗ૱Ӿ㖾ഭࠪਓᡆ㘵ੁѝഭ䘋
ਓǄѪҶ؍ᣔѝഭ䘋ਓ୶৺㖾ഭࠪਓ୶Ⲵ࡙⳺ˈ
⺞؍䘉њ䮯ᵏਸ਼Ⲵን㹼ˈਸ਼ਟԕ㿴ᇊˈѝഭ
䘋ਓ୶ሶ㧧ᗇањ㻵ᴹаᒤߌӗ૱ᓄ䟿Ⲵԃ
ᓃˈԕ↔Ѫ䍗ᣵ؍Ǆо↔਼ᰦˈྲ᷌ᓄ⺞
ᇎ㻛ӔԈˈѝഭ䘋ਓ୶ሶаᒤ䍝Ҡߌӗ૱ᡰ䴰䍴
䠁ᆈޕ㖾ഭⲴㅜйᯩ䬦㹼䍖ᡧѝˈԕ↔Ѫ䍝Ҡ
ᣵ؍Ǆ൘䘋ࠪਓৼᯩһॿݸᇊл઼᭯ᓌ᭟ᤱлˈ

䘉ᣵ؍ᆹᧂ䏣ԕ䱢→ৼᯩнን㹼㠚Ⲵਸ਼
ѹ࣑ǄഐѪˈॿ䇞н䇪ଚᯩ䘍㓖ˈ䜭Պ㠚ࣘ㓸→Ǆ
н䇪ࠪҾօഐˈྲ᷌㖾ഭ⋑ᴹ᤹➗ਸ਼
䍗ˈ䛓Ѹᤕᴹᯠӗ㜭Ⲵ㖾ഭ⭏ӗ୶ሶՊ䶒ѤᰐӪ
䍝ҠⲴトຳǄণׯѝഭᤂ㔍᭦䍗ˈѝഭ䘋ਓ୶ӽ
䴰Ԉ䍗ⅮǄ䘉ṧ䮯ᵏⲴᓄਸ਼㜭ཏݽ䲔ѝഭ
ሩ㋞伏ᆹޘᯩ䶒Ⲵ亮㲁ˈᔪ・ⵏ↓Ⲵӂᆈޣ
㌫Ǆ
˄ഋ˅⑨ਸ
↓ྲᵜᣕㅜҼ㢲Ā⨳ޘഐ㍐āѝ䇘䇪Ⲵ䛓ṧˈ
൘ᖃӺц⭼㓿⍾Ⲵ⧟ຳлˈԫօањਟੁվᡀ
ᵜൠ४䖜〫Ⲵᐕ䜭Պ䖜〫ࠪ৫Ǆ❦㘼ˈ⑨ъ
তᒦ䶎ྲ↔ǄӪԜ൘տᇯǃ伏⢙ǃ䴦ǃӔ䙊ǃ䙊
䇟ˈԕ৺ၡҀᯩ䶒Ⲵ䴰≲㜭ཏࡪ◰⑨ъӗ⭏
䇨ཊᰐ⌅䖜〫Ⲵվᢰ㜭ᐕǄ∄ྲˈањᜣ৫㓭
㓖⑨ⲴӪаᇊՊӢ㠚ᣥ䗮㓭㓖ˈ൘䛓䟼տᇯǃ
佀侞ǃ䍝⢙ˈӾ㘼Ѫᖃൠᴽ࣑ъࡋ䙐䴰≲Ǆ
俉 ᐢ 㓿 ᡀ Ѫѝഭབྷ 䱶 ⑨ ᇒⲴਇ ⳺
㘵Ǆᒤˈ俉ࣘĀ◣њӪ⑨ā䇑ࡂˈᰘ൘
੨ᕅൠ⑨ᇒ䎤⑨ˈ䛓ᰦൠ䎤䗷ཌ⑨ᇒ
ӪᮠѪзǄࡠᒤˈ䘉аᮠᆇ㠣
зˈ㓖ঐ俉䗷ཌ⑨ᇒᙫᮠⲴǄབྷ䱶⑨ᇒᒣ
൷⮉ڌйˈᰕ൷⎸䍩㖾ݳǄ⑨ъѪ俉
ࡋ䙐Ҷབྷ䟿ቡъᵪՊǄቭ㇑俉Ⲵࡦ䙐ъ઼ਾਠ
ᐕսสᵜк䜭䖜〫ࡠབྷ䱶ᡆަԆഭᇦˈն
⑨ъᑞࣙᤕᴹзӪਓⲴ俉Ⲵཡъ⦷䱽㠣
Ǆᰕᵜǃ⅗⍢ǃਠ⒮㓿傼ҏ䇱᰾ˈབྷ䟿ᇼ㼅⑨
ᇒ⎼ޕሶሩᖃൠ㓿⍾ӗ⭏ᶱབྷⲴ᧘ࣘ⭘Ǆ
ॱᒤࡽˈѝഭ⇿ᒤབྷᾲᴹзࠪຳ⑨⑨
ᇒ˄वᤜ俉઼◣䰘˅Ǆࡠᒤˈ䘉њᮠᆇ䮯
ࡠзˈࡠᒤˈѝഭࠪຳ⑨⑨ᇒ亴䇑ሶ䗮
ࡠӯǄ㖾ഭ੨ᕅѝഭ⑨ᇒⲴഐᖸཊ˖㖾
䘉њᮠᆇ⋑ᴹवᤜᖃཙ䘄എབྷ䱶Ⲵ⑨ᇒǄ
ᒤᴸˈṩᦞ⌒༛亯䈒䳶ഒⲴаㇷᣕ䇑㇇ˈᒤ䰤ˈ
亴䇑ѝഭ⑨ᇒࠪຳ⑨⅑ᮠᒤ䙏Ѫˈᒤѝഭ⑨ᇒ䮯䙄㹼⅑
ᮠሶ䗮ࡠз⅑ǄᡁԜ䇔Ѫˈ㘳㲁ࡠᰕᵜǃ俉ǃਠ⒮ǃ丙ഭㅹൠ㓿
傼ˈⲴ䙏䘈ᱟሩ؍ᆸⲴǄ

ഭᱟц⭼кᴰਁ䗮઼ᢰᵟ亶Ⲵݸ㓿⍾փˈᴹ⵰
ѠᇼཊᖙⲴ᮷ॆ઼ՐཷⲴশਢˈᱟྭ㧡ඎǃⲮ㘱
≷઼䘚ᯟቬⲴᡰ൘ൠˈᤕᴹц⭼кᴰྭⲴབྷᆖˈ
䘈ᴹ㖾ѭⲴ㠚❦仾ݹǄ↔ཆˈѝഭ⑨ᇒሩ㖾ഭ⎸
䍩ӗ૱üӾᰦ㻵ࡠ⭥ᆀӗ૱Ⲵޤ䏓⎃ǄሩҾ
↓൘ፋ䎧Ⲵѝഭѝӗ䱦ቲˈࠪຳ⑨ሶ䗵⥋䮯ˈ
䘉Ӌ⑨ᇒሶ㔉ᖃൠᑖᶕᕪབྷⲴ⎸䍩࣋䟿ˈӾ㘼᧘
ࣘᖃൠ㓿⍾ਁኅǄ
ᒤˈ㓖ᴹзѝഭ⑨ᇒ䎤㖾⑨Ǆࡠ
ᒤˈ䘉њᮠᆇᖸਟ㜭䗮ࡠзˈঐѝഭࠪ
ຳ⑨ᙫӪᮠⲴǄྲ᷌㖾ഭۿሩᖵᰕᵜ丙ഭ
⑨ᇒ䛓ṧˈ਼㔉Ҹѝഭݽㆮ䇱᭯ㆆˈ䛓Ѹ亴䇑
ࡠᒤˈ⇿ᒤ䎤㖾⑨Ӫᮠሶབྷ㓖൘зࡠ
зѻ䰤Ǆ
ᦞ⍻㇇ˈѝഭ䎤㖾⑨ᇒᰕ൷⎸䍩㓖㖾
ٷˈݳ䇮ᒣ൷⮉ڌཙˈ䘉ણ⵰ᒣ൷⇿њѝഭ
⑨ᇒ൘㖾ഭⲴ㣡䬰Ѫ㖾⋑˄ݳᴹ䇑㇇ᣥ䗮
઼ᔰᖃཙ˅Ǆ⇿зѝഭ⑨ᇒ䎤㖾⑨ˈሶ
൘㖾ഭᙫޡ㣡䍩ӯ㖾ˈݳᒦࡋ䙐ӯ㖾Ⲵݳ䱴
࣐٬઼њቡъսǄࡠᒤˈྲ᷌ѝഭ
䎤㖾⑨Ӫᮠ䗮ࡠᒤ൷зˈ䛓Ѹ亴䇑ሶࡋ
䙐㓖ӯ㖾'*Ⲵݳ3઼зњᐕսǄ
ྲӺˈᴹзѝഭᆖ⭏ࡠ㖾ഭ≲ᆖǄ਼ṧˈ
ҏᴹз㖾ഭᆖᆀᶕࡠѝഭ䈫ҖǄєഭᐢ㓿
䈪൘᧕лᶕⲴӄᒤᖃѝˈᢺ㖾ഭᶕѝഭ≲ᆖӪᮠ
㠣зӪǄ∛ᰐ⯁䰞ˈӔᦒ⮉ᆖ⭏нӵᱟєഭ
䰤ᔪ・৻䈺ǃ䘋⨶䀓Ⲵ䟽㾱ẕằˈ䘈ՊѪ࣐ᘛ
єഭ㓿⍾ਁኅǃ׳䘋ቡъࠪ䟽㾱઼ⴤ᧕Ⲵ䍑
⥞Ǆ䎤㖾⮉ᆖ⭏˄ਟᢺԆԜ㿶ѪĀ䮯ᵏ⑨ᇒā˅ҏ
⑨ۿᇒаṧˈᨀ儈ഭᙫ䴰≲Ǆ䎤㖾Ⲵѝഭ⮉ᆖ
⭏⇿ཙ㣡䬰䖳ቁˈն⇿Ӫ⇿ᒤᙫ㣡䬰তᖸབྷˈᒣ
൷㓖Ѫз㖾ݳǄ⇿ྲٷᒤᴹзѝഭ⮉ᆖ⭏
ࡠ㖾ഭ␡䙐ˈᒦф᤹➗ᒣ൷⇿Ӫᒤᶕ㇇ˈ䛓Ѹ䘉
Ӌᆖ⭏аᒤⲴᙫ᭟ࠪࡉ儈䗮ӯ㖾ݳǄ䘉㜭ཏ
ਖཆࡋ䙐ӯ㖾'*ݳ3઼䎵䗷зԭപᇊᐕ
㖾ഭ୶࣑䜘⍻㇇ˈѝഭ⑨ᇒ䎤㖾Ӫ൷⎸䍩㖾ݳ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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սǄ↔ཆˈ⇿ᒤᴹᮠԕॳ䇑Ⲵ୶ъӪ༛ᶕᖰҾ
єഭѻ䰤ˈԆԜѪ*'3઼ቡъᑖᶕⲴ〟ᶱ᭸᷌ҏ
ॱ࠶ᱮ㪇Ǆ
ᒤˈ㖾ഭ䎤ॾ⑨⑨ᇒ㓖Ѫзˈ㓖Ѫ
㖾ഭᙫࠪຳᇒⲴǄྲ᷌ѝഭ㜭ཏᴤྭൠᇓ
Րᵜഭ⑨䍴Ⓚˈ֯⑨ᇒᴤᇩ᱃㧧ᗇㆮ䇱ˈ㖾ഭ
䎤ॾ⑨⑨ᇒᮠ䟿ሶՊ࣐Ǆєഭᓄ਼ޡ㠤࣋
Ҿ᧘ࣘᔰኅৼ䗩⑨Ǆ
єഭѻ䰤ⲴӪઈӂ䇯ˈнӵ᭟᫁ҶєഭⲴ㓿
䍨ޣ㌫ˈҏᴹࣙҾєഭӪ≁䘋ӂ⨶䀓઼ᔪ
・৻䈺ˈӾ㘼᧘ࣘᴤ࣐㍗ᇶⲴ㓿⍾ਸǄєഭ㓿
⍾ޣ㌫䎺㍗ᇶˈቡᴹᴤཊӪᖰᶕˈєഭѻ䰤Ⲵẕ
ằҏՊ䎺⢒പǄ

Ⲵ⸕䇶ӗᵳˈѝഭ䜭ᗵ享䘋а↕࣐ᕪ؍ᣔǄᇎ䱵
кˈѝഭ䴰㾱Ӿ⸕䇶ӗᵳⲴ⎸䍩㘵ਈᡀ⸕䇶ӗᵳ
Ⲵ⭏ӗ㘵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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ഭ㓿⍾Ǆ䙊䗷ਸˈ㖾ഭਟԕᑞࣙѝഭᇎ⧠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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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㖾ഭᡀѪሩॾ⸣⋩઼ཙ❦≄ࠪਓഭǄ
ᡁԜᖸ儈ˈࡠⴻޤᒤⲴᡈ⮕㓿⍾ሩ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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ṩᦞᒤ㖾ഭ㜭Ⓚؑ㇑⨶ተ˄(,$˅Ⲵ亴⍻ˈѝഭ亥ዙ≄ᢰᵟਟ䟷
ۘ䟿Ѫзӯ・ᯩ㤡ቪˈ䎵䗷㖾ഭ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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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ᇎ⧠、ᢰਸⲴєњṸֻ˖
аǃѝഭṨᐕъ䳶ഒޜਨ઼㖾ഭ㾯ቻޜਨ൘ѝ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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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г˅࣐ᕪਟᤱ㔝ਁኅⲴ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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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ࡉǄ䘉Ӌԫ࣑䘛൘ⴹˈᡁԜᔪ䇞єഭᡈ
⮕о㓿⍾ሩ䈍ሿ㓴ᓄ䈕൘њᴸᆼᡀ↔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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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ࡋᯠǃ㓿⍾䮯઼ӗъॷ㓗Ⲵ䴰㾱ˈѝ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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ᵳ؍ᣔⲴ䐘䜘䰘ᵪᶴüഭᇦ؍ᣔ⸕䇶ӗ
ᵳᐕ㓴ᓄ䘋а↕ᕪ⸕䇶ӗᵳᢗ⌅࣋ᓖˈ
ԕ⺞؍亪࡙ᢗ㹼઼ࡦ→ץ⣟⸕䇶ӗᵳ㹼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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䈍ā᧘ࣘл䗮ᡀॿ䇞ˈѝഭѝཞ઼ൠᯩ᭯ᓌ
ᵪᶴሶ൘ᒤᓅࡽޘ䜘֯⭘↓⡸䖟ԦǄᡁ
Ԝᮖ׳ᡰᴹഭᴹԱъ઼䬦㹼㌫㔏㜭൘ᴰ⸝ᰦ
䰤ᆼᡀ↔亩ᐕǄ
гǃ᭮ᶮ儈、ᢰࠪਓ㇑ࡦᱟѝഭⲴа䍟ѫᕐǄᡁ
Ԝᔪ䇞㖾ഭ᭯ᓌᓄ࣐ᘛ༴⨶䈕䰞仈ˈᒦᐼᵋ
ࠪ⧠ањৼ䎒㔃᷌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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ㆆˈवᤜ㖾ഭཆഭᣅ䍴ငઈՊ˄&),86˅Ⲵ⌅
Ṹˈᔪ・൘᭯⋫㘼нᱟ᭯ㆆ㘳䟿ѻкǄ㖾ഭ
ཆഭᣅ䍴ငઈՊⲴ䘀ᓄ䈕ᴤ࣐䘿᰾ˈᴤᇩ
᱃㻛ѝᯩ⨶䀓ǄᡁԜᔪ䇞㖾ഭ᭯ᓌਁᐳᴤ࣐
ᲠⲴᣅ䍴ᇑḕ⍱〻Ǆ
൘ѝ㖾єഭ᭯ᓌ઼Ӫ≁Ⲵ᭟ᤱлˈѝ㖾㓿⍾ӂ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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㔬кᡰ䘠ˈѝ㖾㓿䍨ޣ㌫ᖸ᰾ᱮਟԕˈҏᓄ䈕䗮
ࡠࡽᡰᵚᴹⲴӂ䎆Ǆ൘ᵚᶕॱᒤˈєњⲴ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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ĀᡁԜᐼᵋᡁԜⲴᆙᆀ൘ԆԜᡀ䮯Ⲵഭᇦѝˈ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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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㔝ਁኅǄєഭ亶ሬӪᔰҶᯠаቺԫᵏǄѪҶ
ᇎ⧠㓿⍾઼єഭӪ≁ቡъⲴਟᤱ㔝䮯ˈєഭ
↓൘Ѫ㓿⍾ਁኅ⺞・ањᯠⲴᯩੁǄᩪ䎧ᶕˈ
єഭаᇊ㜭ࡋޡᵚᶕʽᰦнᡁᖵˈ䇙ᡁԜᣃտᵪ
䙷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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ᢗ㹼ငઈՊ
਼ޡਜ䳶Ӫ
ߟഭ㓿
ߟ∿䳶ഒѫᑝ
㓿㓦ഭ䱵㓿⍾⹄ウ䲒ѫᑝ
ѝ㖾Ӕ⍱ส䠁Պ࢟ѫᑝ
ߟഭ㓿ঊ༛Ѫߟ∿䳶ഒѫᑝˈ䈕䳶ഒᱟԕ俉ѪสൠⲴ䐘ഭ䳶ഒˈṨᗳъ࣑वᤜ䍨᱃ǃ⢙⍱ǃ㓿䬰઼
䴦ˈᰇл࡙Ѡᴹ䲀ޜਨǃ࡙ӊ䴦ᴹ䲀ޜਨ৺࡙䛖᧗㛑ᴹ䲀ޜਨⲶѪ俉㚄ӔᡰⲴкᐲޜਨǄߟ
ঊ༛⧠ԫѝഭ⸣⋩ॆᐕ䳶ഒޜਨǃѝഭ䬦㹼 俉 ᴹ䲀ޜਨǃઘབྷ⾿⨐ᇍ䳶ഒᴹ䲀ޜਨ 俉 ৺൏㙣
ަ.RF+ROGLQJ$6Ⲵ⤜・䶎ᢗ㹼㪓һˈԆӖᱟ㖾ഭ3UXGHQWLDO)LQDQFLDO,QFӊ⍢४䈒
ՊⲴѫᑝǄ
ߟঊ༛ᱟഭ䱵୶Պ㦓䂹ѫᑝˈ䈕୶Պᙫ䜘䇮Ҿ⌅ഭᐤ哾ǄԆӖѪѝ㖾Ӕ⍱ส䠁Պ࢟ѫᑝ৺ц⭼䍨᱃
㓴㓷ԕлⲴǋц⭼䍨᱃ᵚᶕǌ儈㓗࡛୶ሿ㓴ⲴᡀઈǄਖߟঊ༛䘿䗷㓿㓦ழส䠁ᴹ䲀ޜਨࡋ࣎Ҷ㓿
㓦ഭ䱵㓿⍾⹄ウ䲒ˈ䈕䲒ᱟаᡰԕ俉ѪสൠⲴ⤜・䶎⢏࡙ᲪᓃǄ
ߟঊ༛൘ѝഭൠ৺俉ᣵԫཊ亩⽮Պޜ㙼ˈवᤜѝഭӪ≁᭯⋫ॿ୶Պ䇞ޘഭငઈՊငઈǃѝഭഭ
䱵㓿⍾Ӕ⍱ѝᗳ࢟⨶һ䮯઼俉⢩४᭯ᓌ㓿⍾ਁኅငઈՊᡀઈㅹǄ
ߟঊ༛ᤱᴹ㖾ഭ哫ⴱ⨶ᐕᆖ䲒⭥ᵪᐕ〻ᆖᆖ༛৺⺅༛ǃԕ৺བྷᆖ㓿⍾ᆖঊ༛ᆖսˈᒦᴮԫ㙼
བྷᆖ୶ᆖ䲒ᮉᦸǄ

ࡈ䚥ѹ
俉ѝ᮷བྷᆖ㬍侦ᇼ᳘㬍ࠟѭ㓿⍾ᆖ䇢ᓗᮉᦸ
ᯟඖ⾿བྷᆖᵾഭ唾㓿⍾ਁኅ㦓Ձ䇢ᓗᮉᦸ
ࡈ䚥ѹᮉᦸаҍޝഋᒤਆᗇᯟඖ⾿བྷᆖ⢙⨶ᆖ⨶ᆖ༛ᆖս˄Ոᔲᡀ㔙˅ˈᒦݸਾҾаҍޝޝᒤ৺а
ҍޝҍᒤਆᗇ࣐ᐎབྷᆖ᷿ݻ㧡࠶ṑ㓿⍾ᆖ⺅༛оঊ༛ᆖսǄԆ㠚аҍޝޝᒤ䎧ԫᮉҾᯟඖ⾿བྷᆖ㓿
⍾㌫ˈаҍгޝᒤᱻॷѪ↓ᮉᦸˈаҍҍҼᒤࠪԫ䈕ṑ俆ԫᵾഭ唾㓿⍾ਁኅ䇢ᓗᮉᦸˈҼ䴦䴦ޝᒤ
㠚ᯟඖ⾿བྷᆖ䘰Ձᒦࠪԫᵾഭ唾㓿⍾ਁኅ㦓Ձ䇢ᓗᮉᦸǄҼ䴦䴦ഋᒤ㠣Ҽ䴦а䴦ᒤ䰤ࡈᮉᦸᣵԫ
俉ѝ᮷བྷᆖṑ䮯ǄҼ䴦а䴦ᒤࡈᮉᦸ㻛ငԫѪѝഭᣅ䍴ᴹ䲀䍓ԫޜਨᆀޜਨѝᣅഭ䱵˄俉˅ᴹ
䲀ޜਨ㪓һ䮯ˈᒦެԫ俉ѝ᮷བྷᆖ㬍侦ᇼ᳘㬍ࠟѭ㓿⍾ᆖ䇢ᓗᮉᦸ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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ᡀઈ
䗸ݻቄgঊᯟ䠁0LFKDHO-%26.,1
㖾ഭᯟඖ⾿བྷᆖ7XOO\0)ULHGPDQ㓿⍾ᆖ䇢ᓗᮉᦸǃ㜑⹄ウᡰ䍴␡⹄ウઈ
䗸ݻቄgঊᯟ䠁ᱟᯟඖ⾿7XOO\ 0 )ULHGPDQ㓿⍾ᆖ䇢ᓗᮉᦸˈ㜑⹄ウᡰ䍴␡⹄ウઈˈ਼ᰦ䘈ᱟ
㖾ഭഭᇦ㓿⍾⹄ウተ⹄ウઈǄԆ㪇ᴹཊᵜ㪇઼᮷ㄐˈ⏥ⴆഭ䱵㓿⍾ਁኅǃ〾᭦઼亴㇇⨶䇪઼᭯
ㆆǃۘ㫴઼⎸䍩⁑ᔿˈԕ৺ਈ䶙Ⲵᢰᵟ઼Ӫਓ㔏䇑ᆖሩ䍴ᵜǃࣣ࣑৺ӗ૱ᐲ൪ᑖᶕⲴᖡ૽ǄԆ൘ॾቄ
㺇ᰕᣕ৺ަԆ䟽㾱ᣕㄐᑨᴹ㖢уḿˈवᤜањ䙊䗷ᣕъ㚄ਸ㓴㓷൘њഭᇦਁ㹼Ⲵ⨳ޘ㓿⍾ৼ
ᴸуḿǄ
Ԇ൘ᒤᣵԫ҄⋫ᐳӰⲴ㓿⍾亮䰞ငઈՊѫᑝˈ൘↔ᵏ䰤Ԇ᧘ࠪҶे㖾㠚⭡䍨᱃ॿᇊˈ൘
⌱オ≄⌅Ṹᕅޕ62[ᧂ᭮Ӕ᱃ᾲᘥˈᒦቡ䀓ߣㅜйц⭼٪઼࣑ۘ㫴䍧Ⅾ䍒࣑ডᵪ઼ሩ᭯ᓌ᭟ࠪᯭ࣐
俆㾱ᴹ᭸᧗ࡦᨀᑞࣙǄԆᴮᣵԫ⎸䍩㘵ԧṬᤷᮠငઈՊѫᑝˈ䈕ငઈՊᒤᣕ᭩ਈҶ㖾ഭ઼
ц⭼ަԆൠ४᭯ᓌ㔏䇑ᵪᶴ⍻䟿䙊䍗㟘㛰ǃ⭏ӗ⦷઼ᇎ䱵*'3Ⲵᯩ⌅Ǆ䲔Ҷᣵԫ⨳ޘ᭯ᓌ઼Աъ亮
䰞ѻཆˈঊᯟ䠁ঊ༛䘈൘нቁԱъ઼ழᵪᶴᣵԫ㪓һǄ
ঊᯟ䠁ঊ༛Ҿᒤԕᵜ、ᴰ儈㦓䂹∅ъҾ࣐ᐎབྷᆖ՟࠶࡙ݻṑˈᒦѪᶠࠪ∅ъ⭏㧧ṑ䮯㦓䂹
྆ˈ↔ਾԆҾᒤ൘՟⺅࡙ݻ༛∅ъˈᒤঊ༛∅ъˈаⴤቡᆖ㓿⍾ᆖǄ䲔Ҷᯟඖ⾿઼࣐ᐎབྷ
ᆖˈԆ䘈ᴮ൘઼㙦励བྷᆖԫᮉǄ൘ԆՇཊⲴуъ྆亩઼㺘ᖠѝˈঊᯟ䠁ঊ༛ᴰԕᯟඖ⾿བྷᆖᶠ
ࠪᮉᆖ྆ѪۢǄ

›㓢
ഭ≁㓿⍾⹄ウᡰᡰ䮯
ѝഭഭ䱵㓿⍾Ӕ⍱ѝᗳ俆ᑝ⹄ウઈ
ेӜབྷᆖ৺ѝഭ⽮Պ、ᆖ䲒⹄ウ⭏䲒㓿⍾ᆖᮉᦸ
㓿⍾ᆖঊ༛ˈѝഭ⽮Պ、ᆖ䲒⹄ウઈˈेӜབྷᆖ㓿⍾ᆖᮉᦸˈѫ㾱⹄ウ亶ฏѪᆿ㿲㓿⍾ᆖǃ䖜䖘㓿
⍾ᆖ઼ਁኅ㓿⍾ᆖǄᰙᒤкኡлґˈᒤ⭡⋣ेབྷᆖ㓿⍾㌫˄гг㓗˅᭯⋫㓿⍾ᆖуъ∅ъˈ㘳ޕ
ѝഭ⽮Պ、ᆖ䲒⹄ウ⭏䲒㓿⍾㌫ˈѫ᭫Ā㾯ᯩ㓿⍾ᆖāуъˈᒤ㠣ᒤ䎤㖾ഭഭ≁㓿⍾⹄ウ
ተ৺བྷᆖ䇯䰞⹄ウˈᒤ㧧㓿⍾ᆖঊ༛ᆖսˈ㠣ᒤԫǉ㓿⍾⹄ウǊ㕆䗁䜘ѫԫˈ
㠣ᒤԫ㓿⍾⹄ウᡰ࢟ᡰ䮯Ǆᒤ䎧ࡋ࣎ഭ≁㓿⍾⹄ウᡰ˗ᒤ䎧ެԫ㔬ਸᔰਁ⹄ウ䲒䲒
䮯ǄᒤԫѝഭӪ≁䬦㹼䍗ᐱငઈՊငઈǄᒤ㻛⌅ഭྕᕇ⎵བྷᆖǃᒤ㻛࣐བྷⲷᇦ
བྷᆖᦸҸ㦓䂹ঊ༛ᆖս˗ǃǃᒤˈ›㓢䘎㔝й⅑㻛㖾ഭǉཆӔ᭯ㆆ⹄ウǊо㤡ǉ㿲⛩Ǌ
ᵲᘇ䇴䘹ѪĀц⭼ᴰਇሺᮜⲴս⸕ޡޜ䇶࠶ᆀāѻа˄ᒤѪĀц⭼սᙍᜣᇦāѻа˅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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ᢗ㹼ငઈՊ
ᡀઈ
⎧䰫
ेӜབྷᆖ࢟ṑ䮯
ेӜབྷᆖ␡ൣ⹄ウ⭏䲒䲒䮯ެ≷Ѡ୶ᆖ䲒䲒䮯
ेӜབྷᆖ㓿⍾ᆖᮉᦸ
⎧䰫ˈ㓿⍾ᆖᮉᦸˈेӜབྷᆖ࢟ṑ䮯ˈेӜབྷᆖ␡ൣ⹄ウ⭏䲒䲒䮯ˈेӜབྷᆖ≷Ѡ୶ᆖ䲒䲒䮯Ǆѫ㾱
⹄ウ亶ฏѪഭ䱵㓿⍾ᆖ઼ਁኅ㓿⍾ᆖǄ
ᒤ㠣ᒤ唁嗉⊏㱾᷇৯㓒ছ⽮ޜлґǄᒤ㠣ᒤेӜབྷᆖ㓿⍾㌫ᆖҐˈ㧧ᆖ༛ᆖ
սǄᒤᴸ㖾ഭᡤ㔤ᯟ࣐ᐎབྷᆖ㓿⍾㌫∅ъˈ㧧㓿⍾ᆖ⺅༛઼ঊ༛ᆖսǄᒤ㠣ᒤ㖾ഭ࣐
ᐎᐎ・བྷᆖ˄ᰗ䠁ኡǃ࡙ݻ䰘ᢈ˅㓿⍾㌫䇢ᐸǄᒤ㠣ᒤ㖾ഭ࣐ᐎབྷᆖ˄ᡤ㔤ᯟ˅㓿⍾㌫䇢
ᐸǄᒤ㠣ᒤ㖾ഭ⾿⢩䐟᱃ᯟᆖ䲒୶ᆖ䲒㓿⍾㌫ࣙᮉᦸǃ࢟ᮉᦸ˄㓸䓛㙼˅Ǆᒤഎഭࡋ࣎
ेӜབྷᆖѝഭ㓿⍾⹄ウѝᗳˈԫᑨ࣑࢟ѫԫǄࡋ࣎ेӜབྷᆖ␡ൣ୶ᆖ䲒ˈԫ䲒䮯ˈᒤᴤѪ
ेӜབྷᆖ≷Ѡ୶ᆖ䲒Ǆ
⽮Պެ㙼˖ѝഭ㓿⍾ᆖᒤՊ⨶һՊ⨶һ䮯˄˅ˈѝഭഭ䱵㓿⍾ᢰᵟਸ׳䘋Պ࢟⨶һ䮯
˄˅ˈѝഭ㓿⍾Ӫ䇪උᡀઈ˄˅ˈ୶࣑䜘㓿䍨᭯ㆆ䈒ငઈՊငઈ˄˅ᴮ㧧ѝഭഭᇦ
ᮉငǃӪһ䜘ĀޘഭՈ⿰⮉ᆖഎഭӪઈāˈ
Āᆹᆀӻഭ䱵䍨᱃⹄ウ྆āˈᮉ㛢䜘Ā儈ㅹᆖṑ、ᆖ⹄ウՈ
⿰ᡀ᷌྆˄Ӫ᮷⽮Պ、ᆖ˅āㅹǄ

䗸ݻቄgᯟᖝᙍ0LFKDHO63(1&(
㓭㓖བྷᆖᯟ⢩ᚙ୶ᆖ䲒㓿⍾ᆖᮉᦸ
ᯟඖ⾿བྷᆖ㜑⹄ウᡰ䍴␡⹄ウઈǃᯟඖ⾿୶ᆖ䲒3KLOLS+.QLJKW㇑⨶ᆖ㦓䂹ᮉᦸ
ᒤ㧧䈪䍍ቄ㓿⍾ᆖ྆
䗸ݻቄgᯟᖝᙍ൘ᒤᵏ䰤ᣵԫਁኅѝഭᇦ⤜・ငઈՊѫᑝǄԆᱟ㓭㓖བྷᆖᯟ⢩ᚙ୶ᆖ䲒
Ⲵ㓿⍾ᆖᮉᦸˈᯟඖ⾿བྷᆖ୶ᆖ䲒㇑⨶ᆖ㦓䂹ᮉᦸԕ৺ࡽԫ䲒䮯˄˅ǄԆ䘈ᱟᯟඖ⾿བྷᆖ
㜑⹄ウᡰ䍴␡⹄ウઈ઼㓿㓦ഭ䱵㓿⍾⹄ウ䲒ᆖᵟငઈՊѫᑝǄ
൘ᒤˈᯟᖝᙍᮉᦸ㦓㟪䈪䍍ቄ㓿⍾ᆖ྆ǄԆᴮ㪇ᴹǉла⅑བྷ䎻਼˖ཊ䙏ц⭼㓿⍾䮯ⲴᵚᶕǊ
аҖˈ䈕Җ⭡)HUUDU6WUDXVDQG*LURX[ࠪ⡸⽮Ҿᒤᴸࠪ⡸Ǆ
ᯟᖝᙍᮉᦸ൘*HQSDFW઼0HUFDGROLEUHԕ৺аӋ⿱Ӫᵪᶴᣵԫ㪓һՊᡀઈǄԆᱟᯟඖ⾿㇑⨶ޜਨ઼
ഭ䱵୶Պ⹄ウส䠁ՊⲴ㪓һՊᡀઈǄ↔ཆˈԆ䘈ᣵԫ2DN+LOOᣅ䍴㇑⨶ޜਨ઼3,0&2ޜਨⲴ儈㓗亮
䰞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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ㅜаㄐ

ᒤ㠣Ӻѝ㖾㓿䍨ޣ㌫Ⲵਁኅ
䴽ᔪഭ
ѝഭഭ䱵䍨᱃㓿⍾ਸ⹄ウ䲒䲒䮯
৲оはӪᵾՏ傜ᇦॾ哴ᘇ嗉

᪈㾱

㠚

ᒤᔰ᭩䶙ᔰ᭮ԕᶕˈ㓿䗷й
ॱཊᒤⲴਁኅˈѝഭ㓿⍾ᘛ䙏
䮯ˈਆᗇҶѮцⷙⴞⲴᡀቡǄ൘↔
ᵏ䰤ˈ㖾ഭѪѝഭᴰ䟽㾱Ⲵࠪਓᐲ൪ѻаˈሩ
ѝഭⲴ㓿⍾ਁኅ䎧ࡠҶ䟽㾱⭘Ǆ㖾ഭሩॾⴤ
᧕ᣅ䍴нӵᑖᶕҶ䍴䠁ǃᢰᵟ઼㇑⨶㓿傼ˈҏᑖ
ࣘѝഭӗ૱䎠ੁഭ䱵ᐲ൪ǄєഭⲴ㓿⍾ਸѪѝ
ഭⲴ࢙։ࣣࣘ࣋ࡋ䙐Ҷབྷ䟿ቡъᵪՊǄᓄൠˈ
㖾ഭҏӾѝഭⲴਁኅѝ㧧ᗇҶᖸཊྭ༴Ǆ㖾ഭӾ
ѝഭ䘋ਓབྷ䟿䍘ՈԧᓹⲴӗ૱ˈ֯ަᗇԕ᧗ࡦ⢙
ԧк⏘ˈӾ㘼㔤ᤱվ࡙⦷ˈѪ㖾㓿⍾䮯ᨀࣙ
࣋Ǆ਼ᰦˈᖸཊ㖾ഭ䐘ഭ䳶ഒ઼ѝሿԱъҏ൘ѝ
ഭ䇮・⭏ӗ઼䍨᱃ޜਨˈӗ૱нӵ䬰ࡠ㖾ഭˈ
ҏ䬰ᖰѝഭ઼ަԆᐲ൪ǄѝഭᐢᡀѪᖸཊ㖾ഭԱ
ъⲴ࡙⏖ѝᗳǄᴽ࣑䍨᱃ҏᱟѝ㖾䍨᱃Ⲵ䟽㾱㓴
ᡀ䜘࠶Ǆ㖾ഭⲴᴽ࣑ъ⨳ޘㄎҹ࣋ᕪˈъ࣑㤳ത
䙽৺䠁㶽ᴽ࣑ǃᮉ㛢ǃ㜭Ⓚǃ⧟؍ㅹㅹǄ࣐ᕪৼ
䗩ᴽ࣑䍨᱃ਸሩѝ㖾ৼᯩᴹཊ䟽⳺༴ˈнӵᴹ
ࣙ᭟᫁㖾ഭⲴ儈᭦ޕቡъսˈҏᴹ࡙Ҿѝഭᴽ
࣑亶ฏⲴᢙབྷˈ㘼䘉↓ᱟѝഭла䱦⇥㓿⍾䖜ර
Ⲵ䟽㾱㓴ᡀ䜘࠶Ǆᣅޕӗࠪ⁑ර࠶᷀ᱮ⽪ˈѝ㖾
䍨᱃൘ᒤѪ㖾ഭࡋ䙐зቡъսˈѪѝഭ
ࡋ䙐зቡъսǄ
䎵䗷ॺᮠⲴѝഭࠪਓӗ૱ᱟ⭡ཆԱ⭏ӗˈަ
ѝᖸཊࠪਓӗ૱Ⲵ䝽ԦᱟӾަԆ㓿⍾փ䘋ਓⲴˈ
ቔަᱟӾ䇮・൘ަԆьӊഭᇦⲴ䐘ഭޜਨ䘋ਓǄ
䘉а⭏ӗ઼䍨᱃⁑ᔿሬ㠤Ҷѝഭሩབྷ䜘࠶ьӊ
ഭᇦ䍨᱃䘶ᐞˈ㘼ሩ㖾ഭ䍨᱃亪ᐞǄѝഭࠪਓⲴ
ᘛ䙏䮯ഐ㘼դ䲿⵰ӊ⍢४ฏ䍨᱃Ⲵ◰ˈԕ
৺ᖸཊ㹼ъ઼ӗ૱⨳ޘᓄ䬮Ⲵᰕ⳺ᡀ⟏Ǆ䘉ҏ
 㓶㢲ᇩ䈧৲㿱ㅜҼ䜘࠶ㅜㇷ࠶ᣕǄ

2

৽᱐൘㖾ഭⲴ䍨᱃㔏䇑ѝǄ㖾ഭ䘋ਓ㔏䇑ᱮ⽪ˈ
൘㖾ഭᖸཊӗ૱Ⲵ䘋ਓ㿴⁑ਈॆнབྷⲴᛵߥлˈ
Ӿѝഭ䘋ਓ࣐Ⲵ䜘࠶ˈࡊྭᱟӾަԆьӊ㓿⍾
փ䘋ਓ߿ቁⲴ䜘࠶Ǆ䘉аഐ㍐৽᱐ҶཆഭԱъ䎺
ᶕ䎺ሶѝഭᖃᡀԆԜⲴ㻵䝽สൠˈӾ㘼ᕪԆԜ
Ⲵ⨳ޘㄎҹ࣋ˈ䘉ᱮ⽪Ҷѝഭ൘⨳ޘᓄ䬮ѝѮ
䏣䖫䟽ⲴൠսǄަѝᖸཊཆഭԱъᶕ㠚㖾ഭǄഐ
↔ˈѝ㖾㓿䍨ਸᐢ䘌䘌䎵ࠪৼ䗩ޣ㌫Ⲵ㤳⮤Ǆ
ᒯ㘼䀰ѻˈѝ㖾ਸᱟॆ⨳ޘ䘋〻Ⲵ䟽㾱㓴ᡀ
䜘࠶ˈѝ㖾єഭ䜭Ӿ䗷৫ࠐॱᒤॆ⨳ޘ䘋〻Ⲵ䗵
⥋ਁኅѝ㧧ᗇҶྭ༴Ǆቭ㇑࣐ᕪѝ㖾єഭ䍨᱃ਸ
ሩৼᯩ䜭ᴹྭ༴ˈնєഭѻ䰤Ⲵ䍨᱃᪙ᬖӽᰦ
ᴹਁ⭏ˈৼᯩ䜭ᕪ䈳㔤ᣔޜᒣ䍨᱃ˈ৸ӂᤷ䍓
ሩᯩ䟷ਆ䍨᱃؍ᣔѫѹ᧚ᯭǄ
єഭާփⲴ䍨᱃ҹㄟਟԕ䙊䗷ᓄⲴ:72ҹ
ㄟ䀓ߣ〻ᒿ࣐ԕ䀓ߣǄᴤѪ䟽㾱Ⲵᱟˈৼᯩᓄ䇔
䇶ࡠˈєഭ㓿⍾ӂ㺕ᙗᕪᱟ׳䘋ৼᯩ䍨᱃ޣ㌫н
ᯝਁኅⲴสˈᵚᶕৼ䗩䍨᱃䮯ӽᴹᐘབྷⲴ▌
࣋ˈሩ࣐ቡъ઼᧘ࣘ㓿⍾䮯䜭ሶਁᥕ䟽㾱
⭘ǄѝഭⲴĀॱҼӄ㿴ࡂāᨀ࣐ࠪ䘋ਓ઼ᢙབྷ
䴰ˈᰘ൘ᵚᶕӄᒤሶੁ㖾ഭⲴ㍟䇑ࠪਓ仍
࣐㠣ॱзӯ㖾ݳǄо↔਼ᰦˈ㖾ഭⲴĀഭᇦࠪਓ
䇑ࡂāᨀࠪሶࠪਓ㿴⁑㘫⮚ˈӾᒤⲴзӯ
㖾ݳ࣐ࡠᒤⲴзӯ㖾ݳǄ䘉єњ䇑ࡂሶ
ᴹࣙҾ׳䘋ѝ㖾䍨᱃ˈ⢩࡛ᱟєഭⲴ䍨᱃ᒣ㺑Ǆ
㠚ᒤˈ㖾ഭੁѝഭⲴࠪਓ࣯ཤ䗵⥋ˈ䎵䗷
ѝഭੁ㖾ഭⲴࠪਓ䮯ǄӾᒤࡠᒤˈ㖾ഭ
ੁѝഭⲴ䍗⢙઼ᴽ࣑ࠪਓ㘫Ҷഋˈؽણ⵰ࠪਓ
仍⇿ӄᒤ䮯аˈؽᒣ൷ᒤ䮯䙏ᓖ䘁Ǆ
 ᣘࠫѝഭሩ⨳ޘ٪࣑ডᵪҾһᰐ㺕ā䱸ᗧ䬝⇿ᰕ⭥䇟ᣕˈ
ᒤᴸᰕKWWSZZZWHOHJUDSKFRXNQHZVZRUOGQHZVDVLD
FKLQD%DVKLQJ&KLQDLVQWJRLQJWRVROYHWKHZRUOGV
GHEWFULVLVKWPO

ѝഭ㓿䗷ᒤⲴᘛ䙏ਁኅˈ⧠ᐢ㓿ᡀѪа
њ䟽㾱Ⲵᐲ൪Ǆ䲿⵰ѝӗ䱦ቲᘛ䙏઼࣐ᐲॆ
䘋〻нᯝਁኅˈѝഭሩ㋞伏઼䫱ⸯ⸣ǃ➔⛝ǃ⸣
⋩ㅹ㜭ⓀⲴ䴰≲нᯝᢙབྷˈ൘ഭ䱵୶૱ᐲ൪Ⲵᖡ
૽࣋䎺ᶕ䎺བྷǄѝഭⲴۘ㫴仍ᰕ⳺ཊˈ൘ޘц
⭼ራ≲ᣅ䍴ᵪՊˈ䲔Ҷ䰤᧕ᣅ䍴ˈⴤ᧕ᣅ䍴ҏ൘
࣐Ǆо↔਼ᰦˈц⭼ަԆഭᇦҏ䜭ᜣ࡙⭘ѝഭ
㓿⍾ਁኅⲴᵪՊǄѪᇎ⧠䍨᱃䮯ˈѝ㖾ৼᯩᓄ
ᵜ⵰ਸⲴ㋮⾎ˈᇎ⧠㠚ⲴⴞḷǄ൘ᒤᴸ
ㅜഋ䖞ѝ㖾ᡈ⮕о㓿⍾ሩ䈍Ⲵสкˈєഭ㾱
㠤࣋Ҿ࣐ᕪᔪ䇮ᴤ࣐ᔰ᭮Ⲵ⨳ޘ䍨᱃փ㌫ˈ਼ޡ
ᣥࡦ䍨᱃؍ᣔѫѹˈ׳䘋ৼᯩ㓿⍾䮯ˈᇎ⧠ᴤ
Ѫᒣ㺑Ⲵ䍨᱃ޣ㌫Ǆ
Ѫᑞࣙ㖾ഭѝሿԱъ࣐ሩѝഭࠪਓˈᵜ᮷
ᔪ䇞ѝ㖾єഭਟ䟷ਆѮ࣎୶૱Ӕ᱃ՊⲴᖒᔿǄѝ
ഭ䘋ࠪਓӔ᱃ՊˈণᒯӔՊˈሩѝഭӗ૱ࠪਓ䎧






















ࡠҶ䟽㾱⭘Ǆਟԕ൘㖾ഭѮ࣎㊫լⲴ୶૱Ӕ᱃
Պˈ∄ྲ൘ᰗ䠁ኡˈԕᑞࣙ㖾ഭѝሿԱъӗ૱ࠪ
ਓѝഭǄєഭѻ䰤ҏਟԕ࣐ᕪᔪ・ᐎоⴱѻ䰤઼
ݴᕏᐲѻ䰤Ⲵਸޣ㌫Ǆ
㖾ഭሩ儈、ᢰӗ૱Ⲵࠪਓ䲀ࡦ䱫⺽Ҷަ୶
૱ሩѝഭⲴࠪਓǄᒤᔰˈ㖾ഭоѝഭⲴ儈
ᢰᵟӗ૱䍨᱃ࠪ⧠䘶ᐞǄ䘶ᐞӾᒤⲴӯ
࣐ࡠᒤⲴӯǄ࣐ሩѝഭ儈ᢰᵟӗ૱
Ⲵࠪਓਟԕ߿ቁѝ㖾ѻ䰤⧠ᴹⲴ䍨᱃нᒣ㺑䰞
仈Ǆৼᯩᓄ䈕࣐ᕪ൘儈ᢰᵟӗ૱亶ฏⲴ䍨᱃ਸ
ˈ㖾ഭᓄ᭩䶙ަࠪਓ᧗ࡦ〻ᒿ֯ަਸ⨶ॆǄ
ѝഭ઼㖾ഭᱟ⨳ޘєњᴰབྷⲴ㓿⍾փˈঐ
ᒤ୶⨳ޘ૱ࠪਓⲴ઼䘋ਓⲴǄє
ഭⲴ㓿䍨ޣ㌫൘⨳ޘ㓿⍾փ㌫ѝѮ䏣䖫䟽Ǆѝ㖾
єഭ࣐ᕪਸˈнնㅖਸєഭ࡙⳺ˈሩ׳䘋⨳ޘ
㓿⍾ਁኅҏާᴹ䟽㾱ѹ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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ᒤ㠣Ӻѝ㖾㓿䍨ޣ㌫Ⲵਁኅ
ѝ㖾㓿䍨ޣ㌫Ⲵਁኅশ〻

മ㺘ᒤᒤᵏ䰤ѝ㖾䍗⢙䍨᱃


ѝ㖾㓿⍾Ӕ⍱শਢ

 䍴ᯉᶕⓀ˖ѝഭ⎧ޣ
 䍴ᯉᶕⓀ˖㖾ഭӪਓᲞḕተ
 䍴ᯉᶕⓀ˖㖾ഭ୶࣑䜘㓿⍾࠶᷀ተ
 䍴ᯉᶕⓀ˖ѝॾӪ≁઼ޡഭ୶࣑䜘
 㓶㢲䈧৲䰵ㅜㇷ࠶ᣕǄ
ᮠᦞᶕⓀҾѝॾӪ≁઼ޡഭ୶࣑䜘Ǆ㓶㢲䈧৲䰵ㅜㇷ࠶ᣕǄ
ĀѝഭⲴ⎧ཆᣅ䍴˖ᮠᦞৼ䇠āˈ7KLOR+DQHPDQQˈ㖾ഭᲪᓃ㦓唾䳶
ഒˈᒤᴸᰕǄ
㓶㢲䈧৲䰵ㅜㇷ࠶ᣕ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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ӯ㖾ݳ

ৼ䗩䍨᱃ᙫ仍˄㖾ഭᇈᯩᮠᦞ˅
ৼ䗩䍨᱃ᙫ仍˄ѝഭᇈᯩᮠᦞ˅














䍴ᯉᶕⓀ˖ѝᯩᮠᦞᶕⓀҾѝഭ⎧ޣᒤᣕˈ㖾ᯩᮠᦞᶕⓀҾ㖾ഭ86,7&ᮠᦞ㖁ԕ৺
㖾ഭӪਓᲞḕተ

മ㺘ᒤ㠣ᒤѝ㖾ᴽ࣑䍨᱃


ӯ㖾ݳ

൘ᒤˈѝഭᱟ㖾ഭㅜҼབྷ䍨᱃Չդˈ㖾ഭࡉ
ᱟѝഭᴰབྷⲴࠪਓᐲ൪Ǆ᤹ѝᯩ㔏䇑ˈᒤѝ
㖾ৼ䗩䍗⢙䍨᱃ᙫ٬ӯ㖾ˈݳᱟᒤᔪ
ӔᰦⲴ˗ ؽ㖾ᯩ㔏䇑ᮠᆇᴤབྷˈᒤѪ
ӯ㖾ˈݳᱟᒤⲴ˄ؽ㿱മ㺘˅Ǆ㖾
ᯩ㔏䇑ˈᒤѝ㖾ৼ䗩ᴽ࣑䍨᱃䗮ӯ㖾
˄ݳ㿱മ㺘˅Ǆ
ѝ㖾ⴤ᧕ᣅ䍴㿴⁑ҏᴹᱮ㪇䮯Ǆѝഭ୶࣑
䜘ᮠᦞᱮ⽪ˈ㖾ഭሩॾⴤ᧕ᣅ䍴⭡кц㓚ᒤ
ԓࡍᵏⲴӯ㖾ݳ࣐ࡠᯠц㓚ࡍⲴӯ
㖾ݳǄᡚ㠣ᒤᓅˈ㖾㍟䇑൘ॾᣅ䍴䇮・Աъ
зᇦˈᇎ䱵ሩॾᣅ䍴ӯ㖾ˈݳঐѝഭ੨᭦
ཆ䍴ᙫ䟿Ⲵˈ൘ѝഭཆ䍴ᶕⓀൠѝᧂㅜй
˄սࡇ俉ǃᰕᵜѻਾ˅Ǆ
ѝഭሩ㖾ⴤ᧕ᣅ䍴൘ᒤ㠣ᒤᵏ䰤
䮯Ҷ䘁ˈؽӾз㖾ݳ伉ॷ㠣ᒤⲴ
ӯ㖾ݳǄṩᦞ㖾ഭᲪᓃ㦓唾䳶ഒᮠᦞˈ
ᒤѝഭሩ㖾ᣅ䍴儈䗮শਢᙗⲴӯ㖾ݳǄ൘
ᒤᵏ䰤ˈѝഭԱъ൘㖾ഭњᐎⲴ㠣ቁњᐎᴹ
ъ࣑䘀㩕Ǆ
㠚Ӿѝ㖾ᒤᴸᔪӔ㠣Ӻˈєഭ㓿䍨ޣ
㌫㓿শҶнᯝ␡ॆⲴਁኅশ〻Ǆѝ㖾㓿䍨ޣ㌫བྷ
փкࡂ࠶Ѫഋњ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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䍴ᯉᶕⓀ˖㖾ഭ୶࣑䜘㓿⍾࠶᷀ተ˄86%($˅˗ᒤⲴᴽ࣑䍨᱃ᮠᦞѪ亴ՠ仍ˈᇈ
ᯩᮠᦞቊᵚᣛ䵢

䱦⇥а˖ѝഭ㓿⍾᭩䶙઼ᔰ᭮ԕᶕৼ䗩䍨᱃ᘛ䙏
䮧 㠣ᒤ
кц㓚ᒤԓᵛˈѝഭᔰᇎ㹼᭩䶙ᔰ᭮᭯ㆆˈ
ᒦҾᒤо㖾ഭᔪ・ཆӔޣ㌫Ǆ↔䱦⇥Ⲵᴰ
བྷ⢩⛩ᱟˈѝ㖾ѻ䰤Ⲵ㓿䍨ਸสᵜԕਁኅ䍗
⢙䍨᱃ѪѫǄṩᦞѝᯩᮠᦞˈৼ䗩䋘⢙䍨᱃仍Ӿ
ᒤվ䎧⛩Ⲵӯ㖾ˈݳᘛ䙏࣐ࡠᒤ
Ⲵӯ㖾ݳǄ㖾ᯩ㔏䇑࠶࡛Ѫӯ㖾઼ݳ
ӯ㖾ݳǄ

䍴ᯉᶕⓀ˖ѝഭ⎧ޣ
䍴ᯉᶕⓀ˖㖾ഭӪਓᲞḕተ

བྷ䜘࠶䍨᱃ԕᡰ䉃ⲴĀᶕᯉ࣐ᐕ㻵䝽ā䍨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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ѕṬ㿴㇑Ⲵᵜ൏ᐲ൪Ⲵᖡ૽Ǆ

ǉཊ㓔㔤ॿ䇞Ǌ˄0)$ˈ৸〠ǉഭ䱵㓪㓷૱
䍨᱃ॿᇊǊ˅൘ᒤᴸᰕ㓸→ˈ䈕ॿᇊᰘ൘Ѫ
ਁኅѝഭᇦࠪਓࡠਁ䗮ഭᇦⲴ㓪㓷૱ࡦᇊ䝽仍Ǆ
䘉ሩѝഭ䍨᱃Ⲵਁኅ৸ᱟаԦབྷһǄ㘳㲁ࡠѝഭ
൘㓪㓷૱㹼ъᴹᖸབྷㄎҹ࣋ˈ䈕䝽仍փ㌫Ⲵ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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㠣ᒤ
ѝഭ൘ᵜ䱦⇥㔗㔝؍ᤱ㖾ഭ䮯ᴰᘛⲴࠪ
ᐢ᭵ѝഭ儈ቲ亶ሬӪ䛃ሿᒣ൘ᒤѝⲴইᐑ䇢 ਓᐲ൪ൠսˈ᤹㖾ᯩ㔏䇑ˈ䘉а䱦⇥㖾ഭሩॾࠪ
䈍ḷᘇҶㅜҼ䱦⇥ⲴᔰǄ䈕ᒤᵛѝഭ᭯ᓌᇓᐳ ਓ䮯ˈ㠚ॾ䘋ਓ䮯Ǆ
൘↔ᵏ䰤ˈѝ㖾ᴽ࣑䍨᱃䘋ࠪਓᙫ仍䮯
ᔪ・⽮Պѫѹᐲ൪㓿⍾ᒦ䟽⭣㓿⍾᭩䶙઼ੁц
ˈ䗮ӯ㖾ˈݳ㘼਼ᵏ㖾ഭᮤփᑵӵ
⭼ᔰ᭮Ⲵࣚ࣋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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ॾᣅ䍴䇮・Աъзᇦˈᇎ䱵ሩॾᣅ䍴ӯ㖾
㖾㓿䍨ޣ㌫䮯ᵏǃっਁⲴڕኅ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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ѝ㖾ৼ䗩䍨᱃仍ӾᒤⲴӯ㖾ݳ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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ҏᔰਆᗇ䖳བྷ䘋ኅǄ
ਟᤱ㔝ǃᒣ㺑䮯઼㓿⍾ਸⲴޘ䶒ṶᷦǊǄ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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ӯ㖾ˈݳᒤ㠣ӯ㖾ˈݳᒤ䗮 䶒Ⲵ䀂ᓖˈᶕ׳䘋ᴤᒯ⌋Ⲵ㓿䍨ਸˈਸ࣋㩕ᔪ
ӯ㖾ݳǄ
ޘ䶒ǃӂᜐⲴ㓿䍨ਸޣ㌫ˈ᧘ࣘєഭⲴ㑱㦓઼
ᒨ⾿ˈᒦᇎ⧠ц⭼㓿⍾Ⲵᕪǃਟᤱ㔝Ⲵᒣ㺑
䱦⇥й˖ѝഭ࣐ޕц䍨㓴㓷ਾ䘋а↕ᤃኅৼ䗩䍨 䮯Ǆ൘ᵚᶕॱᒤˈѝ㖾Պ䘋ޕањᎴᯠфޘ
᱃઼ᣅ䍴˄㠣ᒤ˅
䶒ӂᜐⲴ㓿䍨ਸޣ㌫ˈєഭሶ㜭ཏ൘䍨᱃ǃᣅ
ᒤᓅˈѝഭ࣐ޕц⭼䍨᱃㓴㓷ˈ䘉ᱟѝഭሩ 䍴ǃ䠁㶽ǃᢰᵟǃ⌱ᢰᵟǃส䇮ᯭԕ৺⨳ޘ
ཆᔰ᭮ⲴĀ䟼〻⻁āˈҏѪѝ㖾єഭ㓿䍨ޣ㌫ᔰ 㓿⍾⋫⨶ᯩ䶒ᔰኅᒯ⌋ⲴਸǄ
ҶᯠㇷㄐǄѝഭᔰᶴᡀьӊѳ㠣⎸⨳ޘ䍩૱
⭏ӗ㖁㔌ѝⲴ䟽㾱а⧟Ǆ
൘ᒤˈ㖾ഭഭՊᦸҸѝഭ䍨᱃≨ѵᴰᜐഭᖵ䙷 0)16 Ǆ䘉Ѫѝഭ
൘⨳ޘ㓿⍾㡎ਠкᢞ╄ᴤ䟽㾱Ⲵ䀂㢢ᢃᔰҶབྷ䰘Ǆ
䍴ᯉֶⓀ˖ѝഭ⎧ޣ
䍴ᯉֶⓀ˖㖾ഭӪਓᲞḕተ
䍴ᯉֶⓀ˖ѝॾӪ≁઼ޡഭ୶࣑䜘

䍴ᯉֶⓀ˖㖾ഭӪਓᲞḕተ
䍴ᯉֶⓀ˖㖾ഭ୶࣑䜘㓿⍾࠶᷀ተ
䍴ᯉֶⓀ˖ѝॾӪ≁઼ޡഭ୶࣑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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ޕцਾⲴѝ㖾㓿䍨ਁኅ

മ㺘ᒤ㠣ᒤᵏ䰤㖾ഭ઼ѝഭ䰤Ⲵ୶૱䍨᱃仍


ӯ㖾ݳ

䗷৫ᒤⲴаབྷ䟽㾱㓿⍾һԦቡᱟѝഭ࣐ޕц
䍨㓴㓷Ǆѝ㖾єഭ䜭ഐ↔㧧⳺ग़⍵Ǆ൘ц䍨㓴㓷
ॿ䇞ṶᷦⲴᐲ൪ᔰ᭮Ѫѝ㖾єഭ䍨᱃Ⲵਁኅ
ᢃҶ↔ࡽⲴ⬦亸Ǆ䘉ᴹ࡙Ҿࡋ䙐ቡъˈᨀ儈᭦
ޕᒦ᧘ࣘҶєഭⲴ㓿⍾ਁኅǄ



㖾ഭ㠚ॾ䘋ਓ˄㖾ഭᇈᯩᮠᦞ˅
㖾ഭ㠚ॾ䘋ਓ˄ѝഭᇈᯩᮠᦞ˅
㖾ഭሩॾࠪਓ˄㖾ഭᇈᯩᮠᦞ˅
㖾ഭሩॾࠪਓ˄ѝഭᇈᯩᮠᦞ˅




          

䍗⢙䍨᱃
㖾ഭሩॾ䍗⢙ࠪਓ仍⭡ᒤⲴӯ㖾ݳ䮯ࡠ
ᒤⲴӯ㖾਼ˈݳᵏሩॾࠪਓঐަ䍗⢙ࠪਓ
ᙫ仍Ⲵ∄䟽⭡ᨀ儈ࡠ˄മ㺘˅Ǆⴞࡽˈ
ѝഭᱟ㖾ഭབྷ䉶ǃỹ㣡ㅹߌӗ૱Ⲵᴰབྷࠪਓᐲ൪Ǆ
㖾ഭ൘⊭䖖઼㡚オӗъ亶ฏҏާᴹሩՈ࣯Ǆֻ
ྲˈᦞ⌒丣ޜਨ亴⍻ˈᵚᶕᒤˈѝഭᯠ伎ᵪ䴰
≲䟿Ѫᷦˈԧ٬ӯ㖾ˈݳቺᰦˈѝഭሶᡀ
Ѫӵ⅑Ҿ㖾ഭⲴ⨳ޘㅜҼབྷ୶ъ㡚オᐲ൪Ǆ
ѝഭሩ㖾ഭ䍗⢙ࠪਓҏᤱ㔝ᘛ䙏䮯ˈ
ᒤࡠᒤ䰤ˈ؍ᤱ⵰ᒤᒣ൷䮯Ⲵਁኅ䙏
ᓖˈ䗮ࡠӯ㖾ݳǄѪ㖾ഭᴰབྷⲴ䍗⢙
䘋ਓഭˈѝഭࠪਓⲴᵪỠǃ⧙ާǃ䘀ࣘಘỠǃᇦ
ާǃᒺк⭘૱ǃ䶻ㅹӗ૱ާᴹሩㄎҹՈ࣯Ǆ
ᴽ࣑䍨᱃
㖾ഭሩॾᴽ࣑䍨᱃ࠪਓӾᒤⲴӯ㖾ݳ
㠣ᒤⲴӯ㖾਼˗ݳᵏˈ㖾ഭሩॾᴽ࣑䍨᱃
亪ᐞ⭡ӯ㖾ݳ࣐ࡠӯ㖾ݳǄ മ㺘
Ҽ 㖾ഭ൘⑨ъǃᮉ㛢ǃ䠁㶽ᴽ઼࣑у࡙䖜䇙
ㅹ亶ฏާᴹ᰾ᱮㄎҹՈ࣯Ǆ
ѝഭ䇑ࡂ࣐ᴽ࣑ъঐ*'3Ⲵ∄䟽ˈᒤ
Ѫˈࡠᒤ䇑ࡂ࣐ࡠˈ䘉ቡѪ㖾ഭⲴ
ᴽ࣑ъ㘵ᨀҶབྷ䟿ᵪՊǄѝഭ↓൘བྷ࣋ਁኅ
䍴ᯉֶⓀ˖㖾ഭӪਓᲞḕተ
㖾ഭ⌒丣ޜਨҾᒤᴸᰕਁᐳⲴѝഭᢩ߶䍝Ҡᇦ⌒丣伎ᵪⲴޜǄ
䍴ᯉֶⓀ˖㖾ഭӪਓᲞḕተ
ᮠᦞᶕⓀҾ㖾ഭ㓿⍾࠶᷀ተ
ᴽ࣑ъঐ㖾ഭ*'3ⲴǄ䍴ᯉᶕⓀ˖㖾ഭ䍨᱃ԓ㺘࣎ޜᇔˈKWWSZZZ
XVWUJRYWUDGHWRSLFVVHUYLFHVLQYHVWPHQWVHUYLFHV ᒤ
ᴸᰕ Ǆ

6

ᶕⓀ˖㖾ഭӪਓ䈳ḕተ઼ѝഭഭ䱵㓿⍾Ӕ⍱ѝᗳǄ

ᴽ࣑ъ઼ݸ䘋ࡦ䙐ъˈԕਆԓվᡀᵜǃվ䱴࣐٬
ⲴӗъǄ൘䇮䇑ǃ૱⡼ກ䙐ǃ,7ǃ⹄ਁǃ⌅ᖻ઼䠁
㶽ᴽ࣑ㅹ亶ฏˈᶕ㠚㖾ഭуъᴽ࣑ъԱъⲴᣅ
䍴ˈਟᑞࣙѝഭԱъᇎ⧠ӗъॷ㓗઼᭩䙐Ǆ࣐ᕪ
ሩॾᴽ࣑䍨᱃ਸਟԕᑞࣙ㖾ഭ࣐ቡъǄ
ᵚᶕ୶ъㄎҹⲴޣ䭞ਆߣҾԱъᨀާᴹ
䱴࣐٬ᴽ࣑Ⲵ㜭࣋ǄһᇎкˈᖸཊԱъ䎺ᶕ䎺⵰
䟽ᔪ・㠚ᐡⲴᴽ࣑Ո࣯Ǆֻྲˈ⨳ޘᴰབྷⲴ⊭䖖
ࡦ䙐Աъ䙊⭘ޜਨቡ൘ᒤ䇮・Ҷ㠚ᐡѫሬ
㓿㩕Ⲵ䙊⭘䠁㶽ޜਨǄ䘉њуᵪᶴѪ䙊⭘⎸䍩
㘵ᨀվ䍧Ⅾ઼』䍱ъ࣑ˈӾ㘼ᨀ儈Ҷޜਨ䬰
䟿ˈᡀѪањ䟽㾱࡙⏖䮯⛩Ǆ
Ѫ┑䏣ӊཚൠ४нᯝ䮯Ⲵ୶ъ㡚㓯伎㹼
ઈ઼ᢰᐸ䴰≲ˈ⌒丣ޜਨᢙᕐҶ൘ѝഭⲴ㡚オ
ᴽ࣑ъ࣑ˈབྷབྷᨀ儈Ҷษ䇝㿴⁑ǄѪ伎㹼ઈ઼ᢰ
ᐸษ䇝ᕅޕҶݸ䘋Ⲵ䇝㓳䇮༷ˈᯠᆹ㻵Ҷ
ᆼᮤ伎㹼⁑ᤏᵪˈሶަ൘к⎧Ⲵ⌒丣㡚オᴽ
࣑ษ䇝สൠⲴᣅޕ࣐ҶؽǄ

ѝ㖾㓿䍨᪙ᬖ
ᰕ⳺ᇶ࠷Ⲵѝ㖾㓿䍨ޣ㌫ሩৼᯩ䜭ᴹ࡙ˈ䘉ᐢᖒ
ᡀޡ䇶ˈնᱟˈєഭ൘ᖸཊ䰞仈кӽᆈ൘ҹ䇞઼
࠶↗Ǆ
ǉ⌒丣伎㹼ઈ઼ᢰᵟӪઈࡽᲟᣕǊ亴⍻ሩ⨳ޘ伎㹼ઈ઼㔤؞ᢰᵟӪઈ
Ⲵᴰབྷ䴰≲ሶᶕ㠚Ҿӊཚ४ǄѝഭⲴ亴ᵏ㾱≲ᕅ亶Ҷӊཚ४ฏⲴᮤփ
䴰≲ˈ䈕४ฏ൘ᵚᶕᒤ䴰㾱ᯠⲴ୶࣑伎ᵪ伎㹼ઈԕ৺䎵䗷
㔤؞ᢰᵟӪઈǄ

ᖸཊ㖾ഭߣㆆ㘵ǃࣣᐕ㓴㓷ԕ৺о䘋ਓᇶ࠷ޣ
Ⲵъ⭼ԓ㺘ᤷ䍓ѝഭ᭯ᓌ㲭❦ᐢᇎᯭ⑀䘋᭩䶙
նত൘᧗≷⦷ˈ䙐ᡀӪ≁ᐱሩ㖾ݳԧ٬ٿվˈ
ᒦ༠〠䘉㹼Ѫㅹ਼Ҿѝഭ㺕䍤ሩ㖾ࠪਓӗ૱ˈԕ
৺ሩ㖾ഭ䘋ਓӗ૱ᖱ᭦〾ޣǄԆԜ䇔Ѫѝഭ䙊䗷
㓥Ӫ≁ᐱ䍜٬䗮ࡠ࣐୶૱ㄎҹ࣋ⲴⴞⲴǄ
ѝᯩሩ↔Ⲵഎᓄᱟˈѝഭ㠤࣋ҾĀ㔗㔝䘋㹼
Ӫ≁ᐱ≷⦷փࡦ᭩䶙ˈᕪӪ≁ᐱ≷⦷Ⲵ⚥⍫
ᙗāˈնᱟ㔍ሩн䟷ਆԫօབྷ㿴⁑ǃа⅑ᙗⲴ䍜
٬᧚ᯭˈ〠Ā䚯ݽӪ≁ᐱ≷⦷Ⲵᙕ⌒ࣘ䶎ᑨ䟽
㾱āǄ㠚ѝഭҾᒤᔰ≷⦷᭩䶙ԕᶕˈӪ≁
ᐱ䶒٬ሩ㖾ݳᐢк⏘ҶǄ മ㺘
䍨᱃䲀ࡦ᧚ᯭ
ѝ㖾єഭ䜭䟷ਆ䗷а㌫ࡇ䍨᱃䲀ࡦ᧚ᯭˈ∄ྲޣ
〾䝽仍ǃ䘋ਓ〾ǃ䍨᱃ᮁ⍾ㅹǄশਢ䇱᰾ˈ䍨᱃䲀
ࡦ᧚ᯭ൘㓿⍾ডᵪᵏ䰤ҏ䇨ਟԕ⸝ᵏ䗾ਸഭ
Ⲵ᭯⋫䴰㾱ˈնᱟՊ䱫⺽䮯ᵏⲴ㓿⍾༽㣿Ǆ
ѝ㖾䜭䟷ਆ䗷ᖱ᭦ৼ৽〾Ⲵ䍨᱃ᮁࣙ᧚ᯭ
ᶕ؍ᣔഭⲴޣӗъ઼ቡъˈަ㔃᷌ቡᱟሬ
㠤䎺ᶕ䎺ཊⲴṸԦ䴰㾱䇹䈨:72䍨᱃ҹㄟ䀓ߣ
ᵪࡦǄ
㠚ᒤԕᶕˈѝഭሩ㖾ഭ䘋ਓӗ૱ਁ䎧Ҷ
а㌫ࡇĀৼ৽ā䇹䇬ˈवᤜ䶎㢢ᮓս〫অ⁑ݹ㓔ǃ
ᐡ䞠㜪ǃᒢ䞂㌏ǃ⎲ᐳⲭ㓨ǃ҉Ҽ䞷অб䟊ǃ
Ҽ҉Ҽ䞷অб䟊઼䰤㤟Ҽ䞊Ǆ਼ᵏˈ㖾ഭҏሩ
ѝഭ䘋ਓⲴӗ૱ਁ䎧Ҷ৽ٮ䬰䈳ḕˈवᤜ䫒ࡦ䖞
⇲ǃ䫒⬦ǃᲦփݹԿ⭥⊐઼⁑ඇǃ仾ᵪຄ઼ᷦ
н䬸䫒ࡦ≤Ǆ
ѝഭӪ≁䬦㹼ˈᴹޣĀ׳䘋Ӫ≁ᐱ≷⦷փ㌫ǃᕪӪ≁ᐱ≷⦷ᕩ
ᙗāⲴˈޜKWWSZZZSEFJRYFQSXEOLVKJRXWRQJMLDRO
LXB
KWPO ᒤᴸᰕ Ǆ
䍴ᯉֶⓀ˖ѝഭ㔏䇑ᒤ䢤
ц䍨㓴㓷˄ᒤ˅˖ᙫᒢһቡ䍨᱃ਁޣኅⲴᣕ˄ᒤᴸ
ѝᒤᴸѝ˅Ǆ
ц䍨㓴㓷˄ᒤ˅˖ᙫᒢһቡ䍨᱃ਁޣኅⲴᣕ˄ᒤᴸ
ѝᒤᴸѝ˅Ǆ

മ㺘㖾ށݳӪ≁ᐱⲴ≷⦷˄ԕ㖾ݳਟⲴށᒣ൷仍䇑˅
㖾ށݳӪ≁ᐱⲴ≷⦷˄㠣ᒤ˅

⇿㖾ݳᒣ൷≷ԧ


Ӫ≁ᐱ

ѝഭ䍗ᐱ᭯ㆆ





















䍴ᯉᶕⓀ˖ѝഭᒤ㔏䇑ᒤ䢤

ᒤᴸˈ㖾ഭᙫ㔏ྕᐤ傜ㆮ㖢а亩⌅
Ԕˈᦸᵳ㖾ഭ୶࣑䜘ˈੁवᤜѝഭ൘Ⲵ䶎ᐲ൪
㓿⍾ഭᇦᖱ᭦㖊ᙗ৽㺕䍤〾ˈᶕ㺕䍤⭏ӗ୶
઼䘋ਓ୶Ǆ
⸕䇶ӗᵳ؍ᣔ
䗷৫ᒤᶕˈ㲭❦ѝഭབྷ࣋᧘ 䘋⸕䇶ӗᵳ؍
ᣔ࣋ᓖˈᆼழ⌅ޣᖻˈᇊᵏḕ༴䟽བྷץᵳṸ
ԦˈնᱟѝഭⲴ⸕䇶ӗᵳ؍ᣔӽ❦нཏᆼழǄ
ᦞ㖾ഭഭ䱵䍨᱃ငઈՊՠ㇇ˈ⭡Ҿѝഭᆈ൘Ⲵ
⸕䇶ӗᵳץᵳ㹼Ѫˈ㖾ഭ൘ѝഭ㓿㩕Ⲵ⸕䇶ӗ
ᵳᇶ䳶රԱъᒤ⡸〾઼䇨ਟ䍩ᦏཡ儈䗮
ӯ㖾  ݳǄ㖾ഭ⎧઼ޣ䗩ຳ؍ᣔተਁᐳⲴ
ᣕᤷࠪˈᒤ㧧Ⲵⴇ⡸୶૱ѝᴹᶕ
㠚ѝഭǄ䙊䗷䛞䙂઼ᘛ䙂Ⲵѝഭӗⴇ⡸୶૱ҏ
ᴹ࣐䎻࣯Ǆ
᭯ᓌ䟷䍝
ཆഭޜਨᖸቁᴹᵪՊ㜭䘋ޕѝഭⲴ᭯ᓌ䟷䍝ᐲ
൪Ǆᒤᴸˈѝഭ᭯ᓌлਁҶᴹޣՈݸ䍝Ҡഭ
䍗Ⲵ㿴ᇊˈӯ㖾ݳ㓿⍾ࡪ◰䇑ࡂ㾱≲Ոݸ
ੁഭԱъ䟷䍝Ǆ㖾ഭԱъᣵᗳˈণሶࠪਠⲴѝ
ഭ᭯ᓌ䟷䍝⌅ⲴᴰਾᇎᯭᶑⅮˈሶՊ啃࣡䟷䍝
ഭӗ୶૱㘼ሩཆ䍴Աъӗ૱н࡙Ǆ
㓶㢲䈧৲䰵ㅜㇷ࠶ᣕ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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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ཆ䍴Աъࠪਓᡰঐѝഭࠪਓᙫ仍Ⲵ∄䟽

മ㺘࣐ᐕ䍨᱃൘ѝഭࠪਓѝⲴ∄䟽˄˅





ཆԱࠪਓঐѝഭࠪਓᙫ仍Ⲵ∄䟽

࣐ᐕ䍨᱃∄䟽
























ᶕⓀ˖ѝഭ⎧ޣ㔏䇑













            ÿÿ



ᶕⓀ˖ѝഭ⎧ޣ㔏䇑Ǆ

മ㺘ཆ䍴Աъࠪਓ൘ѝഭ࣐ᐕ䍨᱃ࠪਓѝᡰঐ∄䟽

മ㺘ѝഭⲴ࣐ᐕ䍨᱃ᐞ仍ᛵߥ 















ӯ㖾ݳ

࣐ᐕ䍨᱃丶ᐞ઼䘶ᐞ





ཆ䍴Աъࠪਓᡰঐ∄䟽

















þ

ѝഭᇎ㹼᭯ᓌ䟷䍝ॿ䇞ᱟን㹼:72䈪Ⲵ
а䜘࠶ǄⴞࡽާփॿᇊⲴᇩӽ൘ॿ୶ᖃѝǄ㠚
ᒤ䎧ˈѝഭᐢᨀӔԭࠪԧঅˈ❦㘼ަԆॿ
䇞ᡀઈഭ㾱≲؞᭩ᴹޣᇩˈ֯ѻоԆԜ࣐ޕᰦ
ⲴᶑⅮ؍ᤱа㠤Ǆ

ѝ㖾䍨᱃нᒣ㺑Ⲵഐ઼㿲⛩

   
ᶕⓀ˖ѝഭഭᇦ㔏䇑ተ઼ѝഭ⎧ޣǄ



















മ㺘ѝഭа㡜䍨᱃ᐞ仍ᛵߥ 

а㡜䍨᱃丶ᐞ઼䘶ᐞ


ӯ㖾ݳ




ᶕⓀ˖ѝഭ⎧ޣ㔏䇑Ǆ






ণ֯䘁ᒤᶕ㖾ഭੁѝഭⲴࠪਓ䙏ᐢ㓿བྷབྷ䎵䎺
ѝഭੁ㖾ഭࠪਓⲴᑵˈն䮯ᵏԕᶕѝഭੁ㖾ഭࠪ
ਓབྷབྷ儈Ҿ㖾ഭੁѝഭⲴࠪਓˈ㖾ഭሩѝഭⲴ䍨᱃
䘶ᐞᖸᴹਟ㜭ᤱ㔝а⇥ᰦ䰤ǄӾᆿ㿲㓿⍾Ⲵ䀂ᓖ
ᶕⴻˈ㖾ഭⲴվۘ㫴⦷ԕ৺儈⎸䍩⦷ᱟ㖾ഭሩц
⭼ަԆൠ४䍨᱃䘶ᐞⲴṩᵜഐǄ❦㘼ˈ㾱⨶䀓ѝ
㖾䍨᱃нᒣ㺑⣦ߥˈ䴰㾱ݸҶ䀓ѝഭⲴ䍨᱃⁑ᔿǄ
D ቭ㇑䗷৫ॱᒤᶕˈ࣐ᐕ䍨᱃Ⲵ䟽㾱ᙗሩ߿
ቁˈնᱟӽ❦ঐᦞᒤࠪਓ∄䟽Ⲵ മ
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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ᶕⓀ˖ѝഭഭᇦ㔏䇑ተ઼ѝഭ⎧ޣǄ

E ᒤˈཆ䍴Աъঐࠪਓԭ仍Ⲵˈঐ࣐
ᐕ䍨᱃Ⲵ മ㺘
F ѝഭ䍨᱃亪ᐞԕ࣐ᐕ䍨᱃Ѫѫ മ㺘
G ᒤਾ䘎㔝єᒤˈѝഭⲴа㡜䍨᱃Ѫ䘶ᐞ
മ㺘
䘉Ӌһᇎᱮ⽪ѝഭ䍨᱃։Ⲵᖸབྷ䜘࠶ᶕ
㠚Ҿࠪਓ࣐ᐕъˈ㘼ࠪਓ࣐ᐕъѫ㾱⭡ཆ䍴Աъ
ޤᔪˈᰘ൘ሶѝഭѪᴰ㓸ӗ૱Ⲵ㻵䝽สൠǄ

മ㺘㖾ഭ䍨᱃䘶ᐞѫ㾱ᶕⓀൠሩ㖾䍨᱃亪ᐞਈॆ
˄ӯ㖾˅ݳ



ӯ㖾ݳ

ѝഭᰕ⳺㶽ޕьӊ઼⨳ޘᓄ䬮ҏሬ㠤ӊ
⍢ަԆഭᇦሩ㖾ഭⲴ䍨᱃։↓൘Ā䖜〫āࡠѝ
ഭǄഐ㘼൘ࠪᴹ᭸㔃䇪ѻࡽᗵ享㓶ⴻԕᖰ⋯⭘
Ⲵ䍨᱃㔏䇑ᮠᆇǄ
൘ѝഭ䘋ਓ儈、ᢰӗ૱ѝˈ㖾ഭᡰքⲴԭ仍
↓൘л䱽ˈ㘼ѝ㖾൘儈、ᢰӗ૱䍨᱃亶ฏˈ㖾ഭ
ሩѝഭⲴ䍨᱃䘶ᐞҏ䗵䙏ᢙབྷǄ⭡↔ਟ㿱ˈ㖾ഭ
䲀ࡦ儈、ᢰӗ૱ࠪਓѝഭˈ䙐ᡀሩѝഭ䍨᱃䘶ᐞ
Ⲵ䜘࠶ᡀഐǄ








࣐བྷ

ѝഭ

໘㾯କ

ᰕᵜ

ᗧഭ

丙ഭ

⌅ഭ ѝഭਠ⒮

ᶕⓀ˖㖾ഭӪਓ䈳ḕተǄ

മ㺘ѝഭоઘ䗩㓿⍾փⲴ䍨᱃䘶ᐞ˄˅

ѝഭਠ⒮
丙ഭ



ӯ㖾ݳ

ѝഭᱟӊ⍢⭏ӗ㖁㔌Ⲵᴰਾ㓴㻵⧟㢲
㖾ഭሩѝഭᆈ൘བྷ仍䍨᱃䘶ᐞⲴѫ㾱ഐᱟˈ䲿
⵰⭏ॆ⨳ޘӗⲴਁኅˈᖸཊӗ૱䜭൘ѝഭ䘋㹼
ᴰਾ㓴㻵Ǆᶕ㠚ᰕᵜǃ丙ഭǃᯠ࣐එǃਠ⒮઼ަԆ
ᖸཊ䛫ഭᇦ઼ൠ४Ⲵޜਨˈሶᐕল〫ࡠѝഭˈ
ሶަሩ㖾ഭⲴ䍨᱃亪ᐞҏ䖜〫ࡠѝഭǄ
മ㺘ᱮ⽪ˈ䘁ᒤᶕˈ㖾ഭሩ丙ഭǃᰕᵜ઼
ਠ⒮Ⲵ䘶ᐞ䙀⑀߿ቁǄӾᒤࡠᒤˈ丙ഭ
ሩ㖾ഭⲴ䍨᱃䘶ᐞӾӯ㖾߿ݳቁࡠӯ㖾
˗ݳᰕᵜሩ㖾ഭⲴ䍨᱃䘶ᐞӾӯ㖾߿ݳቁࡠ
ӯ㖾˗ݳਠ⒮Ӿӯ㖾߿ݳቁࡠӯ㖾ݳǄ
߿ቁⲴ䜘࠶ᶴᡀҶѝഭሩ㖾ഭⲴབྷ仍䍨᱃亪ᐞˈ
ԕ৺о䛫㓿⍾փ઼ൠ४䙀⑀࣐Ⲵ䘶ᐞǄ
ѝഭབྷ䱶ሩᰕᵜⲴ䍨᱃䘶ᐞӾᒤⲴ
ӯ㖾ˈݳ࣐ࡠᒤⲴӯ㖾˗ݳሩ丙ഭⲴ
䍨᱃䘶ᐞӾӯ㖾ݳ࣐ࡠӯ㖾˗ݳሩਠ
⒮Ⲵ䍨᱃䘶ᐞӾӯ㖾ݳᢙབྷࡠӯ㖾˄ݳ
മ㺘˅Ǆ
ᖸཊѻࡽሩ㖾ഭ䍨᱃亪ᐞⲴ㓿⍾փⲴ⭏ӗ
ੁѝഭ䖜〫Ǆᒤࡠᒤˈӊ⍢аⴤ؍ᤱ⵰
ঐ㖾ഭ䍨᱃䘶ᐞⲴ∄䟽ǄѪᖸཊ⎸䍩૱Ⲵ⭏
ӗสൠˈѝഭᡀѪ㖾ഭሩӊ⍢䍨᱃䘶ᐞⲴѫ㾱ᶕ
ⓀˈӾкॷࡠǄ㖾ഭⲴվۘ㫴⦷઼儈⎸
䍩⦷䘋а↕᧘ࣘҶሩॾ䍨᱃䘶ᐞⲴнᯝ䮯Ǆ
лࡇᮠᦞҏਟ䈤᰾ަԆӊ⍢㓿⍾փ䍨᱃
亪ᐞੁѝഭ䖜〫ⲴᛵߥǄമ㺘ᱮ⽪ˈ㖾ഭ㠚ь
ӊ䘋ਓࡦ䙐ъӗ૱ঐ㖾ഭࡦ䙐ъ䘋ਓⲴ∄䟽൘

ᰕᵜ
ьⴏ



















ᶕⓀ˖ѝഭ⎧ޣ㔏䇑Ǆ

ᒤ䰤สᵜ⋑ਈˈ൘ᐖਣǄ❦㘼ˈ㠚
ѝഭⲴ䘋ਓ∄䟽Ӿ伉ॷࡠˈ㘼ѝഭѻ
ཆⲴьӊ㓿⍾փӾ䙀↕䱽㠣Ǆ
ᒤˈ儈ᢰᵟӗ૱Ⲵ㠚ॾ䘋ਓ∄
䟽Ӿ䮯ࡠˈѝ儈ᢰᵟӗ૱Ⲵ∄䟽
Ӿ䮯ࡠˈѝվᢰᵟӗ૱Ⲵ∄䟽Ӿ
䮯ࡠˈվᢰᵟӗ૱Ⲵ∄䟽Ӿ
䮯ࡠˈ㘼ؑ䙊䇟ᢰᵟ˄,&7˅ӗ૱Ⲵ∄
䟽Ӿ䮯ࡠǄо↔ሩᓄⲴࡉᱟˈ൘
ᒤ䰤ˈ㠚ѝഭѻཆⲴьӊ㓿⍾փ䘋ਓ
∄䟽ˈ儈ᢰᵟӗ૱Ӿ䙀↕䱽㠣ˈѝ
儈ᢰᵟӗ૱Ӿ䱽㠣ˈѝվᢰᵟӗ૱
Ӿ䱽㠣ˈվᢰᵟӗ૱Ӿ䱽㠣
ˈ,&7ӗ૱Ⲵ∄䟽Ӿ䱽㠣˄䂣
㿱ᵜㇷ䱴ᖅ˅Ǆ
䘁ᒤᶕˈ⨳ޘ䍴Ⓚ䝽㖞䎻࣯ਁ⭏᭩ਈǄ⭡Ҿ
ࣣࣘ࣋ᡀᵜ઼⟳ᯉԧṬк⏘ˈ䎺ᶕ䎺ཊⲴࡦ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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㧧࡙㘵ᱟ䈱˛
བྷ䟿ӗ૱㓴㻵Ⲵ࡙⏖ᗞ㮴ǄԕлṸֻኅ⽪Ҷѝഭ࣐ᐕ䍨᱃㧧࡙ⲴⵏᇎᛵߥǄ
㖾⌠ޜਨ㣝∄ဳဳ
Ӿᒤࡠᒤˈѝഭ⧙ާࠪਓⲴ⍱ੁ㖾ഭǄањ㣝∄ဳဳ൘㖾ഭᐲ൪Ⲵԧᱟ㖾
ަˈݳѝѝഭ⭏ӗԱъӵࡠ㖾ˈݳ㘼૱⡼ᤕᴹ㘵㖾⌠ޜਨࡠ㖾˄ݳ䍴ᯉᶕⓀ˖ᯠॾ⽮
ҾᒤĀቡѝഭ䍨᱃։઼䍨᱃ᐞ仍ሩⴋⲴ⾆ݹ䟷䇯ᣕ䚃ā˅Ǆ
ᜐᲞㅄ䇠ᵜ⭥㝁
ӾᒤࡠᒤˈѝഭᙫࠪޡਓҶӯਠ⭥㝁ˈަѝࠪਓࡠ㖾ഭǄ൘↔ᵏ䰤ˈѝഭӾ㖾ഭ
䘋ਓҶԧ٬ӯ㖾Ⲵݳഐ⢩ቄ㣟⡷઼ަԆݳԦ˄䍴ᯉᶕⓀ˖ᯠॾ⽮ҾᒤĀቡѝഭ䍨᱃։
઼䍨᱃ᐞ仍ሩⴋⲴ⾆ݹ䟷䇯ᣕ䚃ā˅Ǆᦞк⎧⎧Ⲵޣᮠᦞˈѝഭࠪਓࡠ㖾ഭⲴᜐᲞㅄ䇠ᵜ⭥㝁ˈ
ᴰ㓸⭘ᡧⲴ䍝Ҡԧᱟ㖾ݳаਠǄަѝ㖾ഭޜਨᗇࡠ㖾ˈݳ㘼ѝഭԱъⲴ࣐ᐕ䍩⭘ӵ
Ѫ㖾ˈݳѪ䴦ԧⲴǄ
㤩᷌ᵪ
㤩᷌ᵪᱟ㤩᷌ޜਨⲴᴰབྷ᭦⳺ᶕⓀǄ㖾ഭᆖ
㘵㛟ቬᯟgݻ㧡唈˄.HQQHWK/.UDHPHU˅ǃṬ
䴧ᠸg᷇ⲫ˄*UHJ /LQGHQ˅઼ᶠgᡤᗧ䟼ݻ
˄-DVRQ 'HGULFN˅⺞䇔ˈ㤩᷌ޜਨࡠL3KRQH
ᵪ䴦ԧṬⲴˈ䘌䘌བྷҾᓄ⧟㢲Ⲵަ
ԆޜਨⲴ᭦ޕǄᒤӊ⍢ᔰਁ䬦㹼ᆖՊⲴа
亩⹄ウᱮ⽪ˈ൘ѝഭሩ㖾L3KRQHᵪӯ
㖾ࠪⲴݳਓѝˈᇎ䱵кᱟ࣐٬Ⲵ䖜〫ˈ
ަѝᰕᵜѪӯ㖾ˈݳᗧഭѪӯ㖾ˈݳ丙
ഭѪӯ㖾ˈݳ㖾ഭѪӯ㖾ަˈݳԆഭ
ᇦѪӯ㖾ˈݳ㘼ѝഭ㧧ᗇⲴ࣐٬ӵѪ
з㖾ˈݳ൘ѝഭഭ٬⦷ӵѪ˄䍴
ᯉᶕⓀ˖;LQJ <XTLQJ઼1HDO'HWHUWˈ
ĀL3KRQH
ྲօᢙབྷ㖾ഭሩѝഭⲴ䍨᱃䘶ᐞāˈӊ⍢ᔰਁ
䬦㹼ᐕ᮷はˈᰕᵜьӜˈӊ⍢ᔰਁ䬦㹼⹄
ウᡰˈᒤᴸˈ㿱മ㺘 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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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ᒤL3KRQHᵪⲴԧ٬࠶䝽

㤩᷌㧧࡙
ަԆ㖾ഭޜਨ㧧࡙
⅗ⴏ㧧࡙
ѝഭਠ⒮㧧࡙
ᰕᵜ㧧࡙

丙ഭ㧧࡙
ަԆᯩ㧧࡙
ᣅޕᡀᵜ˖ᶀᯉ
ᣅޕᡀᵜ˖䶎ѝഭࣣᐕ
ᣅޕᡀᵜ˖ѝഭࣣᐕ

ᶕⓀ˖.HQQHWK/.UDHPHUǃ*UHJ/LQGHQ઼-DVRQ'HGULFNĀᣃտ⨳ޘ㖁
㔌Ⲵԧ٬˖㤩᷌ⲴL3DG઼L3KRQHāˈ࣐࡙⾿ቬӊབྷᆖቄ⒮࠶ṑǃ࣐࡙⾿ቬӊབྷ
ᆖ՟࠶࡙ݻṑ઼㖾ഭ䴚བྷᆖ

മ㺘ьӊ㓿⍾փሩ㖾ഭࡦᡀ૱䘋ਓⲴ䍑⥞˄ᒤ˅ മ㺘㖾ഭሩѝഭ儈、ᢰӗ૱䍨᱃䎻࣯˄অս˖ӯ㖾˅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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䘋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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ᶕⓀ˖2(&'㔏䇑Ǆ



㓶㢲䈧৲䰵ㅜㇷ࠶ᣕǄ












㖾ഭ儈、ᢰࠪਓᙫ䍨᱃仍










ᙫ٬ᮠᦞн㜭ⵏᇎ৽᱐ৼ䗩䍨᱃ѝഭⲴ㧧࡙䜘࠶
࣐ᐕ䍨᱃ঐᦞѝഭཆ䍨Ⲵаॺᐖਣˈަ⢩⛩ᱟˈ
ഭ䱴࣐٬䜘࠶ሩ䖳ቁˈ䘋ਓ䜘࠶䖳ཊǄՐ㔏
Ⲵ䍨᱃㔏䇑ᯩ⌅н㜭↓⺞৽᱐єഭѻ䰤䍨᱃н
ᒣ㺑ⲴⵏᇎᛵߥǄྲ᷌нᱟਚ㔏䇑䍗⢙઼ᴽ࣑Ⲵ
ᙫ䘋ࠪਓ仍ˈ㘼ᱟሶ㠚Ⲵᇎ䱵୶૱䱴࣐٬࠶ᔰ
ᶕ䇑㇇ˈ䛓ѸᛵߥቡՊн਼Ǆ
ѝ、䲒ᮠᆖо㌫㔏、ᆖᆖ䲒䱸䭑ᓧᮉᦸ⹄
ウਁ⧠ˈᒤ㖾ഭ⇿ੁѝഭࠪਓ㖾˄ݳ
वᤜӾ俉ࠪਓ˅ˈ㜭Ѫ㖾ഭ㓿⍾ࡋ䙐㖾
Ⲵݳ䱴࣐٬Ǆ㘼ѝഭⲴᛵߥࡉᆼޘн਼Ǆѝഭ⇿
ੁ㖾ഭࠪਓ㖾˄ݳवᤜӾ俉ࠪਓ˅ˈӵ
㜭ࡋ䙐㖾Ⲵݳ䱴࣐٬ˈǄণ㖾ഭሩѝഭࠪਓӗ
૱ࡋ䙐Ⲵ䱴࣐٬∄ѝഭੁ㖾ഭࠪਓⲴཊǄ↔
ཆˈ⭘୶૱䱴࣐٬䇑㇇ˈᒤѝഭሩ㖾ഭ䍨᱃
亪ᐞѪӯ㖾⭘∄ˈݳ䍨᱃ᙫ仍䇑㇇ᗇࡠⲴᮠ
ᦞӯ㖾߿ݳቁҶǄ



മ㺘˖ᒤ㖾ഭሩഭ儈、ᢰࠪਓঐоഭৼ䗩䍨᱃
仍∄䟽



Աъᢺ⭏ӗൠ䗱〫ࡠᯠޤᐲ൪ˈྲ䎺ইǃঠቬǃ
Ḝคመ઼໘㾯କǄаӋԱъᇎᯭǋѝഭ࣐аǌㆆ
⮕ˈᔰ൘ѝഭԕཆⲴᯠޤᐲ൪䇮লˈ䖜〫ᓄ
䬮Ǆѝഭሩ㖾ഭⲴ䍨᱃亪ᐞᴹᵋ䜘࠶ੁ䘉Ӌᯠޤ
ᐲ൪䖜〫Ǆ



ᶕⓀ˖㖾ഭӪਓ䈳ḕተ









࣐བྷ
ѝഭ
ᶕⓀ˖㖾ഭӪਓ䈳ḕተǄ


໘㾯କ

ᰕᵜ

丙ഭ

ঠᓖ

儈ᢰᵟࠪਓ㇑ࡦ
㖾ഭѕṬ䲀ࡦަ儈ᢰᵟӗ૱ሩѝഭⲴࠪਓǄӾ
ᒤ䎧ˈ㖾ѝ儈ᢰᵟӗ૱䍨᱃ᖒᡀ䘶ᐞˈᖃᒤ
㖾ഭⲴ䘶ᐞ仍Ѫӯ㖾ݳǄࡠᒤˈ䘶ᐞ仍
ᢙབྷࡠӯ㖾˄ݳമ㺘˅Ǆᒤˈ㖾ഭ᭦㍗
ሩѝഭ儈ᢰᵟӗ૱Ⲵࠪਓ㇑ࡦˈ⢩࡛ᱟ䖟Ԧ઼䇮
༷ˈ࣐ᕪሩѝഭṨᢰᵟ઼ሬᕩᢰᵟਁኅⲴⴁ᧗Ǆ
ഋᒤਾˈ㖾ഭ୶࣑䜘ᇓᐳˈ䟽ᯠ䲀ࡦੁѝഭࠪਓ
є⭘ӗ૱઼ᢰᵟˈ㿴ᇊҶњᶑⅮˈޡњ㊫
࡛Ⲵӗ૱нݱ䇨ࠪਓࡠѝഭǄ
ṩᦞѝᯩᮠᦞˈѝഭ㠚㖾ഭⲴ儈ᢰᵟӗ૱䘋
ਓԭ仍ˈ⭡ᒤঐᙫ儈ᢰᵟӗ૱䘋ਓⲴ
л䱽ࡠᒤⲴǄ਼ᵏˈѝഭⲴ儈ᢰᵟӗ૱
䘋ਓ仍Ӿӯ㖾ݳ䮯ࡠӯ㖾ˈݳ䮯Ҷ
ৼ⭘䙄ᤷ䛓Ӌਟԕ਼ᰦ⭘Ҿ≁⭘୶⭘઼ߋ⭘Ⲵ⢙૱ᡆᢰᵟ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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ˈؽᒣ൷⇿ᒤ䮯Ǆ൘↔ᵏ䰤ˈ㖾ഭሩѝ
ഭ儈ᢰᵟӗ૱ࠪਓ࣐ҶˈབྷབྷվҾሩ⅗
⍢˄˅઼ᰕᵜ˄˅ࠪਓⲴ䮯Ǆྲ᷌
㖾ഭ㜭᭮ᇭሩѝഭ儈ᢰᵟࠪਓⲴ㇑᧗ˈሩѝഭⲴ
ࠪਓ仍ሶՊ亟㪇࣐Ǆ

ѝ㖾ৼᯩӾ㓿䍨ਸѝਇ⳺
൘䗷৫Ⲵᒤ䟼ˈѝ㖾㍗ᇶⲴ㓿⍾㚄㌫нӵᑖ
ᶕҶᴤཊⲴ䍗⢙઼୶૱䍨᱃ˈ਼ᰦࡋ䙐Ҷቡъᵪ
Պˈᨀ儈ҶєഭӪ≁Ⲵ⭏⍫≤ᒣǄ䘉਼ᰦҏ׳䘋
ҶࡋǃӪઈ઼ᢰᵟⲴӔ⍱Ǆԕк㓿䍨ᯩ䶒Ⲵ࡙
⳺ᖸབྷ〻ᓖ䶐ѝ㖾єഭѻ䰤Ⲵඖ䈊ሩ䈍઼ᔪ
䇮ᙗⲴਸǄ

㖾ᯩ㧧⳺
ѝഭᡀѪᖸཊ㖾ഭӗ૱Ⲵ䟽㾱⎧ཆᐲ൪
ᦞ㖾ഭ୶࣑䜘㔏䇑ˈѝഭᒤӵѪ㖾ഭㅜབྷ
ࠪਓᐲ൪ˈᒤԕਾаⴤսትㅜսǄᒤˈ
Ӿ㖾ഭࠪਓࡠѝഭⲴ䍗⢙ᙫ仍儈䗮ӯ㖾ˈݳ
ᱟᒤⲴؽǄѝഭঐ㖾ഭࠪਓⲴ∄䟽ҏӾ
ᒤⲴнࡠ࣐ࡠᒤⲴǄ٬ᗇ⌘
Ⲵᱟˈᒤѝഭࡇ㖾ഭњᐎⲴࡽӄབྷࠪ
ਓᐲ൪ˈᒦᱟ䐟᱃ᯟᆹ၌ǃं״ԕ৺ॾⴋ亯ᐎ
Ⲵ俆㾱ࠪਓᐲ൪Ǆ
ѝഭᡀѪ㖾ഭᖸཊӗ૱Ⲵ䟽㾱⎧ཆᐲ൪Ǆ㖾
ഭⲴ儈、ᢰ઼䟽රࡦ䙐ъӗъ˄ྲᵪ⭥䇮༷ǃ५
⯇ಘỠǃ
伎ᵪ઼⊭䖖ㅹ˅ሩॾࠪਓᘛ䙏䮯Ǆ
ᒤ㖾ഭ⊭䖖ሩॾࠪਓ仍Ѫӯ㖾∄਼ˈݳ䮯
˄਼ᵏ㖾ഭ⊭䖖ࠪਓᙫ仍䮯˅Ǆᦞ
⌒丣ޜਨ㔏䇑ˈ⌒丣伎ᵪᱟѝഭ㡚オޜਨᇒǃ䍗
䘀䗃փ㌫ѝⲴѫ⍱ᵪරˈᡚ㠣ᒤᴸˈѝഭ䘀
㩕Ⲵᷦ≁⭘伎ᵪѝˈᴹᷦ ᡆ Ѫ⌒丣
ᮠᦞᶕⓀҾ㖾ഭӪਓ䈳ḕተǄ
ᒤ㖾ഭሩॾࠪਓāˈ㖾ѝ䍨᱃ޘഭငઈՊ˗
Āᒤ㖾
ഭᐎሩॾࠪਓāˈਁᐳҾᒤᴸᰕˈKWWSVZZZXVFKLQDRUJ
SXEOLFGRFXPHQWVIXOOBVWDWHBUHSRUWS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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伎ᵪǄᒤ㖾ഭ伎ᵪሩॾࠪਓӯ㖾਼ˈݳ
∄кॷ˄਼ᵏ㖾ഭ伎ᵪࠪਓᙫ仍кॷ˅Ǆ
㖾ഭԱъሩॾᣅ䍴എᣕᐘབྷ
㖾ഭሩॾᣅ䍴ᧂㅜйǄᦞ㖾ഭ㓿⍾࠶᷀ተ㔏
䇑ˈᡚ㠣ᒤᓅˈ㖾ഭሩॾᣅ䍴儈䗮ӯ㖾
ަˈݳѝᣅ䍴Ҿࡦ䙐ъˈަ⅑Ѫᢩਁъ䍨
᱃˄˅ˈ᧗㛑ޜਨ˄䶎䬦㹼˅
˄˅ˈؑӗ
ъ˄˅ˈᆈⅮᵪᶴ˄˅ⸯъ˄˅ԕ
৺䠁㶽˄䲔ᆈⅮᵪᶴཆ˅઼؍䲙˄˅Ǆ
㖾ഭ䙊䗷ሩॾⴤ᧕ᣅ䍴ਆᗇѝഭᐲ൪ԭ
仍Ǆᦞѝഭཆ୶ᣅ䍴Աъ㚄ਸᒤỰ୶࣑䜘㔏
䇑ᮠᦞˈᒤ㖾ഭሩॾᣅ䍴ᇎ⧠䬰᭦ޕ㓖
ӯ㖾ަˈݳѝ൘ѝഭഭ䬰仍㓖Ѫ
ӯ㖾ࠪˈݳਓ仍Ѫӯ㖾ࠪˈݳਓࡠवᤜ㖾ഭᐲ
൪൘Ⲵഭ䱵ᐲ൪Ǆ
ᒤԕᶕˈ൘ѝഭᐲ൪Ⲵ䬰仍ঐ㖾䍴Ա
ъᙫ䬰仍Ⲵ∄䟽สᵜ൘ᐖਣǄᒤ൘ѝ
ഭᐲ൪Ⲵ䬰仍Ѫӯ㖾↔ˈݳਾ䗵䙏䮯ˈ
ࡠᒤ൘ѝഭᐲ൪䬰仍Ѫӯ㖾 ݳമ
㺘 Ǆоሩॾࠪਓ∄ˈӾᒤ䎧ˈ൘ѝഭᐲ
൪Ⲵ䬰仍аⴤ䎵䗷ᖃᒤ㖾ഭ㔏䇑Ⲵሩॾࠪਓ
䠁仍 മ㺘 Ǆ
ѝഭᡀѪ䈨ཊ㖾䍴ԱъⲴ࡙⏖ѝᗳǄᦞѝഭ
ཆ୶ᣅ䍴Աъ㚄ਸᒤỰ୶࣑䜘㔏䇑ᮠᦞˈ
ᒤ㖾ഭ൘ॾᣅ䍴Աъᇎ⧠࡙⏖ӯ㖾ݳǄቭ㇑
ਇഭ䱵䠁㶽ডᵪᖡ૽ˈ㔍བྷཊᮠ㖾ഭ൘ॾᣅ䍴
Աъъ㔙㢟ྭˈᡀѪަ䐘ഭ䳶ഒ࡙⏖Ⲵ䟽㾱
䮯⛩Ǆᒤˈ㖾ഭ൘ॾᣅ䍴Աъ࡙⏖≷എຳ
ᙫ٬Ѫӯ㖾ݳǄਖᦞᴹ⍻ޣ㇇ˈᒤ
䰤ˈ㖾ഭ൘ॾⴤ᧕ᣅ䍴Ⲵ㓿㩕ᙗ߰᭦⳺⦷Ѫˈ
࣐к䍴ӗॷ٬઼Ӫ≁ᐱॷ٬ഐ㍐ˈᇎ䱵᭦⳺⦷Ѫ
Ǆ
KWWSZZZERHLQJFKLQDFRPˈᒤᴸᰕⲫᖅǄ
䍴ᯉᶕⓀ˖㖾ഭ୶࣑䜘㓿⍾࠶᷀ተ
(ULN%ULWWRQǃ&KULVWRSKHU70DUN6Uˈ
Āѝഭᖡ૽˖䇴ՠ㖾ഭ
ሩॾ䍨᱃઼ᣅ䍴ሩ㖾ഭ㓿⍾ӗ⭏Ⲵᖡ૽āˈ䈕ᣕ⭡⢋亯㓿⍾⹄ウ䲒઼
6LJQDO䳶ഒҾᒤᴸਁᐳǄ
█㤡ѭˈ
ǉѪօ䴰㾱࣐ᘛ䠁㶽䖜රǊˈ
ǉ䀓᭮ᰕᣕǊᒤᴸᰕㅜޛ⡸Ǆ

䠁仍Ⲯз㖾ݳ

∄ֻ



























































































ᶕⓀ˖㖾ഭഭᇦ㓿⍾⹄ウተˈ
Āᒤ㖾ഭ⎧ཆⴤ᧕ᣅ䍴āǄ

㖾ഭԱъ〟ᶱ৲оѝഭᴽ࣑㹼ъ
㖾ഭ൘ሩॾᴽ࣑ࠪਓᯩ䶒؍ᤱ䍨᱃։Ǆ䈕ᮠ
ᦞӾᒤⲴӯ㖾ݳ㠣ᒤⲴӯ
㖾ˈݳ䮯ҶؽǄ㖾ഭ㓿⍾⹄ウተ %($ Ⲵᮠ
ᦞᱮ⽪ˈᒤѝ㖾ᴽ࣑䍨᱃ᙫ仍䗮ࡠশਢᙗⲴ
ӯ㖾ަˈݳѝᱟ㖾ഭሩॾࠪਓǄ
ᡚ㠣ᒤᓅˈѝഭ䈪ᔰ᭮Ⲵњᴽ࣑
ъ䜘䰘བྷ䜘࠶ᴹ㖾ഭԱъᣅ䍴Ǆ൘Պ䇑ǃ䬦㹼ǃ
؍䲙ǃ䇱ࡨǃ୶ъㅹ亶ฏˈ㖾ഭ൘ॾᴽ࣑Աъ൷
ᴹ㢟ྭⲴ㓿㩕ъ㔙Ǆᦞѝഭਨ⌅䜘㔏䇑ˈᡚ㠣
ᒤᴸˈ㖾ഭᖻᐸһ࣑ᡰޡ䇮・傫ॾԓ㺘༴
ᇦˈঐഭ˄ൠ४˅ᖻᐸһ࣑ᡰ൘ॾԓ㺘༴ᙫ
ᮠⲴǄᦞѝഭཆ୶ᣅ䍴Աъ㚄ਸᒤỰ୶࣑
䜘㔏䇑ᮠᦞˈᒤᇦ㖾ഭ䈒Աъ൘ॾ
䬰᭦ޕӯ㖾ݳǄ

䍴ᯉᶕⓀ˖㖾ഭ୶࣑䜘㓿⍾࠶᷀ተ

മ㺘˖ᒤ㖾ഭ൘ॾ䱴ޜਨ൘ѝഭᐲ൪Ⲵ䬰
仍৺ᖃᒤሩॾࠪਓ仍

൘ॾ䬰仍
ሩॾࠪਓ


ӯ㖾ݳ

മ㺘˖ᒤ㖾ഭ൘ॾ䱴ޜਨ൘ѝഭᐲ൪Ⲵ䬰
仍৺ঐަᙫ䬰仍Ⲵ∄ֻ





















ᶕⓀ˖൘ॾ䬰仍ᮠᦞᶕ㠚㖾ഭഭᇦ㓿⍾⹄ウተˈ
Āᒤ㖾ഭ⎧ཆⴤ᧕ᣅ
䍴Ā˗ሩॾࠪਓᮠᦞᶕ㠚㖾ഭഭ䱵䍨᱃ငઈՊ˄86,7&˅Ǆ

Ӿѝഭ䘋ਓ⎸䍩૱བྷབྷᨀ儈Ҷ㖾ഭӪ≁Ⲵ⭏
⍫≤ᒣ
ѝഭࠪਓࡠ㖾ഭⲴӗ૱䍘䟿ਟ䶐ˈᡀᵜվᓹˈᑞ
ࣙ㖾ഭ؍ᤱվ䙊㛰Ǆ
䘋ਓѝഭࡦ䙐Ⲵӗ૱ˈҏᴹࣙ᭩ழ㖾ഭӪ≁
Ⲵ⭏⍫≤ᒣǄ൘䘋ޕ㖾ഭᐲ൪Ⲵѝഭӗ૱ѝˈᴽ
㻵䶻㻌ǃ⧙ާ㇡वǃ⭥ᆀ⭥ಘㅹᰕ⭘⎸䍩૱ঐ
ᐖਣǄ
ԕ䶻㊫ӗ૱⛪ֻˈ᤹㖾ഭ⎧ޣ㔏䇑ˈ
ᒤˈ㖾ഭӾѝഭ䘋ਓ䶻㊫ӗ૱ᙫ䠁仍ӯ㖾
ˈݳঐ㖾ഭ䶻㊫ӗ૱䘋ਓ䠁仍Ⲵ˗Ӿѝഭ䘋ਓ
ᮠ䟿Ѫӯৼˈঐᙫ䘋ਓᮠ䟿ⲴǄӾާփⲴ
ᒣ൷অԧᶕⴻˈ㖾ഭ㠚ॾ䘋ਓ䶻Ѫ㖾ˈৼݳ
㠚⨳ޘ䘋ਓ䶻൷ԧѪ㖾ˈৼݳ㠚ѝഭԕཆൠ
४䘋ਓ൷ԧѪ㖾ˈৼݳഐ↔ˈྲ᷌⭘㖾ഭ
㠚ѝഭ䘋ਓ൷ԧо㠚ѝഭԕཆൠ४䘋ਓ൷ԧ䘋㹼
∄䖳ˈࡉ㖾ഭӾѝഭ䘋ਓ䶻⇿ৼ㢲ⴱᡀᵜ㖾
ݳǄӾ䘉њ䀂ᓖⴻˈᒤ㖾ഭ⎸䍩㘵Ӿѝഭ䘋
ਓ䶻㊫ӗ૱ޡѪަ㢲ⴱҶӯ㖾ݳǄ
ѝ㖾ࣣࣘ࣋࠶ᐕᜐ৺єഭᐕӪ
⭡-DPHV)DOORZ߉аㇷѪǉѝഭӗˈц⭼⭘Ǌ
˄Ā&KLQDPDNHVWKHZRUOGWDNHVā˅Ⲵᣕ䚃
䍴ᯉᶕⓀ˖8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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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ᒤ㖾ഭሩॾ䍗⢙оᴽ࣑ࠪਓࣘⲴ㖾ഭቡъӪᮠ˄অս˖зӪ˅



ᖃᒤሩॾ䍗⢙䍨᱃᭟᫁Ⲵ㖾ഭቡъӪᮠ

ᖃᒤሩॾᴽ࣑䍨᱃᭟᫁Ⲵ㖾ഭቡъӪᮠ

ᙫቡъ































































































































䍴ᯉᶕⓀ˖ṩᦞ㖾ഭ୶࣑䜘ഭ䱵䍨᱃㖢о㓿⍾㔏䇑ተਁᐳⲴǉࠪਓࣘ㖾ഭቡъǊᣕ䇑㇇Ǆ

ᤷࠪˈѝഭᐕӪӾһᒤ᭦ޕ㖾Ⲵݳᐕˈਟ
ᑖࣘ㖾ഭ䇮䇑ᐸǃᐲ൪㩕䬰㘵ǃᐕ〻ᐸ઼䴦୶
⇿ᱏᵏ䎊ਆ㖾ݳᡆԕкⲴ᭦ޕǄ䘉ҏ䰤᧕
ᑞࣙҶ㖾ഭഭԱъǄ
ਖаㇷ⭡ᰗ䠁ኡ㚄ۘਁ㺘Ⲵаㇷ᮷ㄐ ᤷ
ࠪˈѝഭӗ૱ӵঐ㖾ഭ⿱Ӫ⎸䍩᭟ࠪⲴǄ
ᒤ㖾ഭӾѝഭ䘋ਓⲴ୶૱઼ᴽ࣑ѝˈቊнࡠаॺ
৽᱐Ҷѝഭ䘋ਓⲴⵏᇎᡀᵜˈަ։䜘࠶Ѫ㖾ഭӾ
һ䘀䗃ǃ䬰৺㩕䬰⍫ࣘⲴޜਨ઼ᐕӪ㧧ᗇǄ
ሩॾ䍨᱃བྷབྷ ࣐Ҷ㖾ഭⲴቡ ъᵪՊǄ
ᒤᴸˈ㖾ഭ୶࣑䜘ഭ䱵䍨᱃㖢о㓿⍾㔏䇑
ተਁᐳǉࠪਓࣘ㖾ഭቡъǊᣕˈ࠶᷀Ҷ
㠣ᒤ㖾ഭࠪਓሩቡъⲴࣘᛵߥǄṩᦞ䈕
ᣕѝࠪਓ䠁仍ࣘⲴቡъᮠ䟿ԕ৺㖾ሩॾࠪ
ਓᡰঐ∄䟽䇑㇇ˈᒤ㖾ഭሩॾࠪਓࣘⲴ㖾
ഭቡъӪᮠѪзӪˈަѝ䍗⢙䍨᱃ࠪਓ
-DPHV)DOORZĀѝഭӗˈц⭼⭘āˈ㖾ഭབྷ㾯⌻ᴸ࠺ˈᒤᴸˈㅜ
亥Ǆ
*DOLQD+DOH઼%DUW+RELMQˈ
Āѝഭࡦ䙐Ⲵ㖾ഭ㛼Ჟāˈ)5%6)㓿⍾ᣕ
䚃ˈᒤᴸᰕˈKWWSZZZIUEVIRUJSXEOLFDWLRQVHFRQRPLFV
OHWWHUHOKWPO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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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ቡъѪзӪˈᴽ࣑䍨᱃ѪзӪǄ
ᒤˈሩॾࠪਓࣘⲴ㖾ഭቡъӪᮠѪзӪˈ
ަѝ䍗⢙䍨᱃ࠪਓࣘቡъѪзӪˈᴽ࣑䍨
᱃ѪзӪ മ㺘 Ǆ
䱸䭑ᓧᮉᦸ৺ަഒ䱏Ⲵа亩⹄ウ㺘᰾ˈ㖾
ഭሩॾࠪਓӯ㖾Ⲵݳ䍗⢙઼ᴽ࣑ሶՊ൘㖾ഭ
ࡋ䙐ӪᒤⲴ䶎ߌቡъǄ䢤Ҿᒤ㖾ഭሩ
ॾࠪਓ䗮ࡠӯ㖾ˈݳ䘉ણ⵰Ѫ㖾ഭࡋ䙐
ҶњቡъᵪՊǄ
ᖸཊӪᣡᙘˈѝഭഐ㍐֯㖾ഭїཡҶᖸཊቡ
ъᵪՊǄһᇎкˈӾᒤ䎧ˈ㖾ഭࣣᐕ㔏䇑ተ
˄%/6˅ᔰ᭦䳶⭡Ҿᐕ䖜〫ࡠ⎧ཆ㘼䙐ᡀⲴ
ᐕ⍱ཡᮠᦞˈ䘉Ӌᮠᦞᱮ⽪ˈᒤԕᶕˈ㖾
ഭ⇿ᒤഐ↔㘼⍱ཡⲴᐕսѪˉ
њˈ䘉ӵঐ㖾ഭশᒤ⍱ཡᐕսᙫᮠⲴ
ˈнն൘㖾ഭޘ䜘ቡъᐕӪѝᗞѾަᗞˈ㘼
фޜਨ䜘䖜㖞Ⲵ∄ֻҏ൘ѻ䰤 മ
᤹䳷ѫᐢ⸕Ⲵ࠶㊫ᐕ〫ࣘᛵߥˈӾᒤࡠᒤˈǃ઼
ᒤ˄ᮠᦞ㧧ᗇҾᒤᴸᰕ˅ǄKWWSZZZEOVJRYPOV

മ㺘ᒤഐཆवᡆ䖜〫ࡠ⎧ཆⲴ㖾ഭᐕ⍱ཡᮠᦞ
⍱ཡࡠ⎧ཆᐕᮠⴞ
ᖃᒤᙫ⍱ཡᮠ

⍱ཡ⎧ཆᡰঐ∄䟽

ᙫᮠ

ޜਨ䜘

ޜਨཆ䜘

ޜਨ∄ֻ



































































































кॺᒤ













䍴ᯉᶕⓀ˖᤹䳷ѫᐢ⸕Ⲵ࠶㊫ᐕ〫ࣘᛵߥˈӾᒤࡠᒤˈǃ઼ᒤ˄ᮠᦞ㧧ᗇҾᒤᴸᰕ˅

㺘 Ǆ䈕㔏䇑㲭❦ᵚ㜭ᱮ⽪ࠪާփഭ࡛ᛵߥˈն
ѝഭᓄਚᱟަѝа䜘࠶ˈ㘼фণ֯ޘ䜘оѝഭᴹ
ˈޣҏн䏣ԕᶴᡀᖡ૽ѝ㖾ޣ㌫བྷተⲴഐ㍐Ǆ

ѝᯩ㧧⳺
㖾ഭ൘ѝഭ*'3৺ࠪਓ䮯ᯩ䶒ᢞ╄䟽㾱䀂㢢
йॱཊᒤᶕˈѝഭӾ䘋ޕ㖾ഭᐲ൪ǃ㧧ᗇ㖾ഭᣅ
䍴઼ᢰᵟѝ㧧ᗇᐘབྷ࡙⳺Ǆо㖾ഭнᯝᢙབྷⲴ
㓿䍨ਸˈᑞࣙѝഭ㕃䀓Ҷᐲ൪ǃ䍴Ⓚ઼ᢰᵟ⬦
亸ˈ᧘ࣘ㓿⍾㿴⁑ᤱ㔝ᢙབྷǃ㔃ᶴ᭩ழԕ৺䍘䟿
ᨀ儈Ǆ਼ᰦҏ␡ॆҶѝഭⲴӪ࣋䍴ᵜǃᇎ⢙䍴ᵜ
઼ᢰᵟ䍴ᵜˈᑞࣙ᧘ࣘҶѝഭ⧠ԓॆ䘋〻Ǆ
䘁ᒤᶕˈѝഭ㓿⍾؍ᤱ⵰ᒤ൷ᐖਣⲴ
䮯䙏ᓖˈ䘉䮯оѝഭ᭩䶙ᔰ᭮ԕᶕඊᤱᔰ
᭮䍨᱃઼ᣅ䍴փࡦ㍗ᇶޣǄѪཆੁර㓿⍾⢩
ᖱ᰾ᱮⲴഭᇦˈࠪਓ൘ѝഭ㓿⍾䮯ѝާᴹ䟽㾱
ൠսˈঐ*'3Ⲵԕкˈሩ㓿⍾䮯Ⲵࣘ⭘
䎵䗷Ǆ㘼ѪѝഭᴰབྷⲴࠪਓഭˈ㖾ഭঐҶѝ
ഭࠪਓⲴᐖਣǄ䘉а∄ֻ㠚ᒤԕᶕสᵜ
⋑ᴹਈॆˈ㠚ᒤ䎧䱽ࡠᐖਣǄ㖾ഭҏᱟѝ
ഭ䍨᱃亪ᐞⲴᴰབྷᶕⓀǄ
ሩ㖾ࠪਓ䍨᱃᭟᫁ҶѝഭഭⲴቡъ≤ᒣ
൘ཊᒤⲴ䍨᱃ᖰᶕѝˈѝഭሩ㖾ࠪਓ୶૱ҏབྷ

փ㓿শҶањ㔃ᶴнᯝՈॆⲴ䗷〻ˈӾᰙᵏⲴࡍ
㓗ӗ૱ǃᢰᵟਜ਼䟿վⲴࣣࣘᇶ䳶රӗ૱ঐᴹ䖳
བྷ∄䟽ˈ䙀↕䖜ਈѪᵪ⭥㊫ӗ૱ትҾѫሬൠսⲴ
ࠪਓṬተǄ
ሩ㖾ࠪਓᴹࣙҾѝഭഭࡋ䙐ቡъᵪՊǄ䱸
䭑ᓧ৺ަഒ䱏ՠ䇑ˈᒤѝഭሩ㖾ࠪਓ⇿ӯ
㖾Ⲵݳ䍗⢙઼ᴽ࣑ˈᓄՊࡋ䙐ӪᒤⲴ䶎
ߌቡъǄ䢤Ҿᒤѝഭሩ㖾ࠪਓ仍䗮ӯ
㖾ˈݳ䘉аᮠᦞણ⵰ᖃᒤࡋ䙐ҶзӪᒤⲴ
䶎ߌቡъˈঐѝഭ䶎ߌቡъⲴǄ↔ཆˈ㖾ഭ
ԱъⲴѝഭ࠶ޜਨѪѝഭ*'3䍑⥞ⲴᮠᆇӾ
ᒤⲴӯ㖾ݳ䮯ࡠᒤⲴӯ㖾ݳǄ
ᒤ㖾ഭ൘ॾᣅ䍴Աъ㕤㓣〾Ⅾӯ㖾
ˈݳӾъӪઈᮠѪзӪˈަѝཆ㉽Ӫઈ
зӪˈᯠቡъзǄ
ѝ㖾㓿䍨ਸ׳䘋ҶѝഭⲴӗъॷ㓗઼⧠ԓॆ
ᡚ㠣ᒤᓅˈ㖾ഭԱъ㍟䇑൘ѝഭ䇮・⹄ਁѝ
ᗳ䎵䗷њǄ൘ॾᣅ䍴ԱъⲴ⹄ਁ᭟ࠪҏ䮯
䗵䙏ˈӾᒤⲴз㖾ݳ䮯ࡠӯ㖾ݳ
മ㺘 Ǆ䘉Ӌ⹄ਁѝᗳⲴ䇮・ˈሩҾᨀ儈ѝഭ
Ⲵᢰᵟ≤ᒣˈਁᥕҶᐘབྷ⭘Ǆ

䍴ᯉᶕⓀ˖୶࣑䜘ሩѝഭཆ䍴ԱъⲴᒤᓖᇑḕᮠᦞ
㓶㢲䈧৲䰵ㅜㇷ࠶ᣕ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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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㖾ഭ൘ॾᣅ䍴᧗㛑ޜਨሩѝഭ*'3৺ቡъⲴ䍑⥞



*'3࣐٬
˄Ⲯз㖾˅ݳ

⹄ਁ᭟ࠪ
˄Ⲯз㖾˅ݳ

ቡъӪᮠ
˄ॳ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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ᶕⓀ˖㖾ഭ㓿⍾⹄ウተˈ
Āᒤ㖾ഭ⎧ཆⴤ᧕ᣅ䍴āǄ

ᵚᶕॱᒤⲴਸࡽᲟ㖾ഭ࣐ ѝഭབྷ࣋׳䘋䘋ਓ઼ഭ⎸䍩
ࠪਓ઼ѝഭ࣐䘋ਓሶᴹ࡙Ҿᇎ
ѝഭⲴㅜॱҼњӄᒤ㿴ࡂᤷࠪˈഭ⎸䍩ሶᡀѪ
⧠䍨᱃ᒣ㺑
ਇ⳺Ҿѝഭ⧠ԓॆ䘋〻Ⲵ䮯ᘱ࣯ˈѝഭ㓿⍾
亴ᵏՊ൘лањॱᒤ৺ᴤ䮯Ⲵᰦ䰤㔗㔝ᘛ䙏
ਁኅˈ䭷ॆǃӗъॷ㓗ԕ৺⎸䍩ᔰ᭟䮯㔗㔝
ᡀѪѫ㾱ਁኅࣘ࣋Ǆо↔਼ᰦˈ㲭❦㖾ഭ㓿⍾ਇ
ᒤⲴ䠁㶽ডᵪᖡ૽ӽ༴㢠䳮Ⲵ䈳ᮤᰦ
ᵏˈ࣐к㖾ഭӽ䴰㇑⨶ޡޜ䜘䰘䎔ᆇㅹ䰞仈ˈն
㘳㲁ࡠ㖾ഭⲴᕪབྷࡋᯠ઼、ᢰ㜭࣋ˈ㖾ഭ㓿⍾ᵚ
ᶕᰗݹ᰾Ǆኅᵋᵚᶕॱᒤˈѝ㖾єഭⲴᤱ㔝ਁ
ኅՊѪєഭࡋ䙐ᴤཊⲴ㓿䍨ਸᵪՊˈєഭᓄ␡
ॆӔ⍱ˈӾ㘼㧧⳺Ҿ䘉аӂ䎆Ⲵ㓿䍨ޣ㌫Ǆ
ѝഭⲴĀॱҼӄ㿴ࡂāᨀ࣐ࠪ䘋ਓ઼ᢙབྷ
䴰ˈ㖾ഭⲴĀഭᇦࠪਓ䇑ࡂāᨀࠪሶࠪਓ㿴⁑
㘫⮚Ǆ䘉єњ䇑ࡂሶᴹࣙҾ׳䘋ѝ㖾䍨᱃ˈ⢩࡛
ᱟєഭⲴ䍨᱃ᒣ㺑Ǆєഭᓄራ≲䍨᱃ਸޡ䇶ˈ
൘ᵚᶕॱᒤᇎ⧠䍨᱃ᒣ㺑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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ᵚᶕ㓿⍾䮯Ⲵޣ䭞傡ࣘ࣋Ǆ䘉ሶ䙊䗷བྷ࣋᧘
䘋ᐲॆǃっ↕䘋㹼᭦࠶ޕ䝽ࡦᓖ᭩䶙ǃнᯝᆼ
ழ⽮Պ؍䳌փ㌫઼ࡋ䙐㢟ྭⲴ⎸䍩⧟ຳᶕᇎ⧠Ǆ
ࡠᒤˈѝഭ䇑ࡂሶ⽮Պ⎸䍩૱䴦ᙫ仍࣐
ࡠзӯݳӪ≁ᐱˈᒤ൷䮯Ǆ
ѝഭҏሶ䙀↕᭩ਈ䗷৫ॱᒤⲴࠪਓሬੁර
䍨᱃᭯ㆆˈሶᴤ࣐⌘䟽ᐙപࠪਓ઼׳䘋䘋ਓᶕ
ᇎ⧠䍨᱃ᒣ㺑ǄѝഭⲴⴞḷᱟ࣐䘋ਓ㿴⁑ˈ֯
ӄᒤⲴ䘋ਓᙫ仍䗮ࡠзӯ㖾ݳԕкǄѝഭ䘈
䇑ࡂሶӾ㖾ഭ䘋ਓⲴ䍗⢙࣐аˈؽӾᒤⲴ
ӯ㖾ݳ࣐ࡠᒤⲴӯ㖾ݳǄ࣐䘋
ਓሶ䴰㾱ਁኅањᴤ࣐ᔰ᭮Ⲵ⎸䍩૱ᐲ൪Ǆ᤹➗
ⴞࡽⲴਁኅ䎻࣯ˈѝഭሶҾᒤ䎵䗷㖾ഭᡀѪ
ц⭼кᴰབྷⲴ䘋ਓഭǄ

മ㺘㖾ഭѹࠪਓ䮯Ⲵ亴䇑ԭ仍˄ᒤ˅

⅗ⴏ
࣐བྷ
ѝഭ
໘㾯କ
ަԆਁ䗮㓿⍾փ
ަԆᯠޤ৺ਁኅѝ㓿⍾փ

ᶕⓀ˖
ǉᙫ㔏㓿⍾ᣕǊˈᒤᴸ䲿਼ǉ㓿⍾亮䰞ငઈՊᒤᓖᣕǊਁ䘱ࡠഭ
Պˈ㖾ഭ᭯ᓌ࣎ޜᇔᒤঠࡧˈॾⴋ亯Ǆ

㖾ഭⲴࠪਓ㘫⮚઼ᐕъॆ
ᒤᴸˈྕᐤ傜ᙫ㔏ᨀࠪ㖾ഭⲴഭᇦࠪਓ䇑
ࡂˈ䇑ࡂࡠᒤሶ㖾ഭⲴࠪਓ㘫⮚ˈ䗮ࡠзӯ
㖾ˈݳ䘉ણ⵰㾱؍ᤱⲴᒤ൷䮯⦷Ǆ䲔Ҷ
䇮・ањĀࠪਓ׳䘋䰱ā৲оӻࡠޕᡰᴹ䟽㾱
Ⲵ㓿⍾䜘䰘ཆˈ㖾ഭ᭯ᓌ䘈Ѫᇎ⧠䘉аⴞḷࡦ䇒
ҶާփⲴ㹼ࣘ䇑ࡂǄ
ᦞǉᙫ㔏㓿⍾ᣕǊˈӾᒤࡠ
ᒤˈ࣐བྷǃ⅗ⴏ઼ަԆ㖾ഭⲴѫ㾱䍨᱃Չդˈ
ሶ൘㖾ഭⲴࠪਓѝᢞ╄䟽㾱Ⲵ䀂㢢Ǆަѝˈ㖾ഭ
ࠪਓ䮯Ⲵሶ䶐⅗ⴏᇎ⧠ˈ䶐࣐བྷᇎ
⧠Ǆਖཆ䎵䗷Ⲵࠪਓ䮯ሶ䶐ѝഭǃ໘㾯
କǃᐤ㾯઼ަԆᯠޤ㓿⍾փ઼ਁኅѝഭᇦ઼ൠ
४ᶕᇎ⧠Ǆ䶐ѝഭᇎ⧠Ⲵࠪਓ䮯ԭ仍ሶ䗮ࡠ
ˈ䘌儈ҾަԆ㓿⍾փ˄മ㺘˅Ǆ
䙊䗷ᇎ⧠ࠪਓ㘫⮚䇑ࡂ઼Āᐕъॆ䇑ࡂā
ԕ৺ަԆ䈨ྲ䙀↕᭮ᶮ儈ᯠᢰᵟࠪਓ㇑ࡦㅹ
⇥ˈᶕᥟޤ㖾ഭⲴࡦ䙐ъˈнӵᴹࣙҾ߿ቁ㖾ഭ
Ⲵ䍨᱃䘶ᐞˈ䘈ሶᴹࣙҾࡋ䙐ᴤཊᐕսǄ
㖾ഭࡦ䙐ъഎᖂ
⌒༛亯䈒ޜਨ˄%&*˅ਁ⧠ˈᵚᶕӄᒤ㖾ഭՊᴹ
гབྷӗъ䳶㗔ᢺ⭏ӗสൠӾѝഭ䖜〫എ㖾ഭˈ
䘉гབྷӗъᱟ䘀䗃୶૱ǃ⭥≄䇮༷ᇦ⭘⭥ಘǃ
ᇦާǃກᯉ৺ₑ㜦ࡦ૱ǃᵪỠǃ䠁ӗ૱઼⭥㝁

⭥ᆀӗ૱ˈ䘉Ӌӗъਟࡋ䙐зࡠзњᐕ
ս઼བྷ㓖ӯ㖾Ⲵݳӗ٬Ǆ䘉гབྷӗъ⇿
ᒤ⎸䍩㓖зӯ㖾ˈݳ㓖ঐ㖾ഭӾѝഭ䘋ਓⲴ
ˈᒤԧ٬䘁ӯ㖾ݳǄᐕսⴤ᧕ᶕ
㠚ᐕল࣐Ⲵᐕˈ䰤᧕Ⲵҏᴹ䙊䗷᭟ᤱᴽ࣑㧧
ᗇˈྲᔪㆁǃ䘀䗃઼䴦ㅹǄ
%&*亴⍻ˈᵚᶕӄᒤѝഭ⋯⎧ᐲ䇨ཊӗ૱
Ⲵᙫ⭏ӗᡀᵜӵՊ∄㖾ഭаӋൠᯩ߶༷ᔪ䇮Ⲵ
ᐕলվǄ㘳㲁ࡠ䘀䗃ǃᓃᆈㅹަԆഐ㍐ˈ
Ӿѝഭ䟷䍝Ⲵӗ૱઼൘㖾ഭࡦ䙐Ⲵӗ૱Ⲵᡀᵜ
ᐞ䐍ሶՊ䘋а↕㕙ሿǄ㖾ഭḀӋᐎˈྲই㖇ᶕ
㓣ǃ䱯ᐤ傜઼⭠㓣㾯ˈሶՊᡀѪᐕъॆഭᇦᡀ
ᵜᴰվⲴ⭏ӗൠǄ%&*ᴰ㓸ᗇࠪⲴ㔃䇪ᱟˈ㖾ഭ
ޜਨ൘ᵜഭⲴ⭏ӗ㜭࣋ᔪ䇮ሶՊ䘋а↕ᕪǄⴞ
ࡽᐢਟԕⴻࡠ䘉䖜ਈⲴ䘩䊑˖
Ь 、ቄᴬ˄&ROHPDQ˅ޜਨ↓൘ሶަཨ㝡䖞ᔿ
ກᯉߧতಘⲴ⭏ӗӾѝഭ䖜〫ࡠ๚㩘ᯟᐎⲴ
ေཷຄ˄:LFKLWD .DQVDV˅ˈ䘉ṧ↓ڊᱟഐ
ѪѝഭⲴࡦ䙐઼䘀䗃ᡀᵜ൘нᯝкॷǄ
Ь ⾿⢩⊭䖖ޜਨ൘઼㖾ഭ⊭䖖ᐕӪ㚄 ਸՊ
˄8QLWHG$XWR:RUNHUV˅ㆮ䇒Ոᜐॿ䇞਼
ަ᤹⇿ሿᰦ㖾ݳ䳷ᐕਾˈ↓൘ሶཊњ
ᐕսᑖഎࡠ㖾ഭǄ
Ь 㖾ഭޜਨ6OHHN $XGLR˄㖾࿉༠丣˅ᐢ㓿ሶަ
儈ẓ㙣ᵪⲴ⭏ӗӾѝഭᓄ୶䛓䟼䖜〫ࡠҶ
㖾ഭ㖇䟼䗮ᐎ傜㓣㪲˄0DQDWHH˅৯㠚ᐡⲴ
ᐕলǄ

㖾ഭࠪਓ᧗ࡦ᭩䶙
ྕᐤ傜ᙫ㔏Ҿᒤᴸબሩ㖾ഭⲴࠪਓ᧗ࡦ
փ㌫䘋㹼ޘ䶒ᇑḕਾˈ㖾ഭᔰᇎᯭަࠪਓ᧗ࡦ
᭩䶙˄(&5˅䇑ࡂ˄㿱മ㺘˅Ǆ䈕䇑ࡂᨀࠪ࠶й
+DUROG/6LUNLQǃ0LFKDHO=LQVHUǃ'RXJODV+RKQHU઼-XVWLQ
5RVH ᒤ Ā㖾ഭࡦ䙐ᐢ䘁亦ጠ˖ଚњ㹼ъǃѪօԕ৺օ〻ᓖāˈ
㖾ഭ⌒༛亯䈒䳶ഒǄ
+DUROG/6LUNLQǃ0LFKDHO=LQVHU઼'RXJODV+RKQHU  Ā㖾
ഭࡦ䙐Ⲵഎᖂ˖Ѫօࡦ䙐ъՊ䟽䘄㖾ഭāˈ㖾ഭ⌒༛亯䈒䳶ഒ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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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ਓ᧗ࡦ᭩䶙䇑ࡂ˄(&5,QLWLDWLYH˅
䱦⇥

᧗ࡦঅ

䇨ਟਁ᭮

а

㾱ሩєԭঅⲴ㇑䗆ҡ࣐ԕৈǃ㓶ॆ
઼ॿ䈳˗ᔪ・ᯠⲴ᧗ࡦḷ߶Ǆ

ᢗ㹼ԕ⌅㿴ѪสⲴ᭩ழ
਼↕ॿ䈳ᢗ㹼˗ᔪ・㚄
᧚ᯭˈԕㆰॆ⭣䈧䇨ਟ䗷〻 ਸᢗ㹼ѝᗳ˄()&˅Ǆ

Ҽ
˄䴰㾱⸕ഭՊ˗䴰㾱
仍ཆⲴ䍴䠁˅

ᮤਸєԭঅˈࡂа࠶ቲ㔃ᶴ˗ᓄ⭘ḷ߶˗ ᆼޘ䗷ࡠਟሩ➗Ⲵ᧗ࡦ
䘲ᖃਆ⎸অੁ᧗ࡦ˗ཊᯩᨀӔ࣐ᡆ৫䲔 অ˗ॿ䈳Ⲵ䇨ਟ⭣䈧ࡦᓖ
᧗ࡦⲴᔪ䇞Ǆ
ޘ䶒ᇎᯭǄ

ᢙབྷ㤳ത઼ᆸࡉ

й
˄䴰㾱・⌅˅

ᢺєԭঅਸᒦѪаԭঅ˗Ѫᴤᯠঅ
ࡦᇊ〻ᒿǄ

ᢺᢗ㹼↕僔䳶ѝ൘অа ᇎᯭঅаⲴ䇨ਟⲫ䇠઼
ᵪᶴлǄ
ᢗ㹼㌫㔏Ǆ

ᡀ・অа䇨ਟਁ᭮ᵪᶴǄ

ᢗ㹼

ؑᢰᵟ
ৈᇊԱъᯩ䶒Ⲵ䴰≲Ǆ
䗷ࡠঅа⭥ᆀ䇨ਟਁ
᭮㌫㔏Ǆ

ᶕⓀ˖,DQ))HUJXVVRQ઼3DXO..HUU ᒤ Ā㖾ഭࠪਓ᧗ࡦփ㌫ԕ৺ᙫ㔏Ⲵ᭩䶙ّ䇞āˈॾⴋ亯㖾ഭഭՊ⹄ウᴽ࣑⹄ウᣕǄ

њ䱦⇥Ӿṩᵜк᭩ਈ㖾ഭⲴࠪਓ᧗ࡦփ㌫ˈަⴞ
ḷᱟ䗮ࡠഋњĀঅаāˈণঅа䁡ਟⲬ᭮ᵪᶴǃ
অа᧗ࡦঅǃঅаᢗ㹼ᵪࡦ઼অаؑᢰᵟ㌫
㔏Ǆ䈕䇑ࡂ䇔Ѫˈ㖾ഭᓄⲴࠪڊ᭩ਈᱟቭ䟿߿ቁ
ሩᢰᵟ䖜〫Ⲵ䲀ࡦˈᴹࠪⲴޣਓ䲀ࡦਚᓄ䪸ሩ䛓
Ӌ᰾ᱮড৺㖾ഭഭᇦᆹޘфн᱃ӾަԆ䚃㧧
ᗇⲴᢰᵟǄ
൘ᒤᴸѮ㹼Ⲵㅜഋ⅑ѝ㖾ᡈ⮕о㓿⍾
ሩ䈍˄6('˅ѝˈ㖾ᯩ਼Ā׳䘋ੁ≁⭘ᴰ㓸⭘ᡧ
઼≁⭘ᴰ㓸⭘䙄ࠪਓ儈ᢰᵟӗ૱āᒦĀ൘㖾ഭ᭦
ࡠǉࠪਓ㇑⨶ᶑֻǊ˄([SRUW $GPLQLVWUDWLRQ
5HJXODWLRQV˅ᡰ㾱≲Ⲵޘ䜘ؑਾˈ৺ᰦഎᓄѝ
ഭᨀࠪⲴ⢩࡛䈧≲ˈ৺ᰦᇑṨѝഭᐼᵋ䍝ҠⲴ≁
⭘ᴰ㓸⭘ᡧ઼≁⭘ᴰ㓸⭘䙄ӗ૱ਟ㜭⎹৺ࡠⲴࠪ
ਓ᧗ࡦ˄മ㺘˅āǄ

ѝഭⲴ߿ࡺ〾ޣ
ṩᦞ㖾ഭ䍨᱃ԓ㺘˄8675˅࣎ޜᇔޜᐳⲴǉ
ᒤቡѝഭ䚥ᆸ:72㿴ࡉᛵߥ㔉ഭՊⲴᣕǊˈѝ
ഭ⇿ᒤ䜭㜭᤹ᰦަ⧠ށ䪸ሩᐕъ૱〾ޣⲴࠪڊ
߿䇙䈪Ǆ൘оᴹޣ:72ᡀઈᡰ䘋㹼Ⲵޕцৼ䗩
䈸ࡔᵏ䰤ˈѝഭ਼Ӿᒤࡠᒤ䙊䗷䱽վ
ᐕъ૱䘋ਓ〾⦷ˈ࣐㖾ഭޜਨ઼ަԆཆഭޜਨ
Ⲵᐲ൪߶ޕǄ൘⇿ᒤⲴㅜаཙˈѝഭ䜭᤹ᰦᢗ㹼
ަ᤹䇑ࡂ઼㾱≲䘋㹼Ⲵ߿〾ޣ䇙Ǆһᇎкˈ࣐ޕ
㖾ഭ䍒᭯䜘ㅜഋ⅑㖾ѝᡈ⮕о㓿⍾ሩ䈍㚄ਸ㓿⍾һᇎ䐏䑚অˈ
KWWSZZZWUHDVXU\JRYSUHVVFHQWHUSUHVVUHOHDVHV3DJHV
WJDVS[ ᒤᴸᰕ 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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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ԕᶕˈѝഭᐢᢺ䘋ਓ㖾ഭᴰ䟽㾱୶૱Ⲵᒣ൷
〾ޣӾл䱽ࡠˈᱮ㪇࣐Ҷа㌫ࡇ㖾ഭࠪਓ
୶૱Ⲵᐲ൪߶ޕǄ
ѝഭ൘ᒤᐢᇎᯭҶࠐ䖞〾ޣл䈳Ǆᴸԭˈ
ᆳ䱽վҶ㓖୶૱ⲴѤᰦ䘋ਓަˈ⦷〾〾ޣѝ
वᤜ㜭Ⓚ઼ᶀᯉǃ儈、ᢰࡦ䙐䇮༷ǃߌъ⭏ӗ
⢙䍴ǃ伏૱઼ڕޡޜᓧӗ૱Ǆᴸԭˈѝഭ䘋а↕䱽
վҶሩḀӋ䘋ਓӗ૱Ⲵަˈ〾ޣѝवᤜ࠶࠷࠰⡷
࠷㓨ᵪ˄Ӿ䱽ࡠ˅઼ᱮᗞ䮌⢙䮌˄Ӿ䱽ࡠ
˅Ǆ൘ㅜഋ⅑ѝ㖾ᡈ⮕о㓿⍾ሩ䈍ѝˈѝഭ
䈪ሶ൘ᒤᓅࡽሩ䘋ਓ〾ޣ䘋㹼ᯠа䖞ࡺ߿Ǆ

ሩ׳䘋ৼ䗩䍨᱃Ⲵᔪ䇞
㖾ഭ઼ѝഭ䜭䇔䇶ࡠˈᇎ⧠ᴤ࣐ᒣ㺑Ⲵ䍨᱃ޣ㌫
ਟԕ׳䘋єഭⲴ㓿⍾䮯ˈሩ⨳ޘ㓿⍾っᇊ઼׳
䘋ഭ䱵ᆹޘ䜭Պӗ⭏〟ᶱⲴᖡ૽Ǆл䶒ᱟሩ᧘ࣘ
ৼᯩᵚᶕॱᒤৼ䗩䍨᱃Ⲵᔪ䇞˖
 ൘㖾ഭ઼ѝഭ୶ՊⲴ৲олˈєഭᓄ൘৽ٮ
䬰ǃ৽㺕䍤઼ަԆ䍨᱃䰞仈ᯩ䶒ᔪ・ؑޡ
ӛ઼ᰙᵏ亴䆖ᵪࡦˈԕ䚯ߣݽㆆཡ䈟Ǆ
 ѝ㖾єഭ᭯ᓌᗵ享ቡԆԜ൘ц䍨㓴㓷ҹㄟ
䗮ᡀᘛ䙏䀓ߣǄ䗵䙏䀓ߣ䘉Ӌҹㄟਟԕ䱢→
䰞仈䘋а↕ᢙབྷࡠަԆнޣ亶ฏˈᒦՊ߿
ቁєഭ䟷⭘㓟㋩Ⲵԕ⢉䘈⢉Ⲵᣕ༽㹼ࣘǄ
 ⭏ӗ࠶ᮓॆ઼䬰㖁㔌ޤⲴॆ⨳ޘ䎧ˈ֯ᗇ
ཆഭⴤ᧕ᣅ䍴઼䍨᱃ѻ䰤Ⲵӂ㺕ᙗ䎺ᶕ䎺
㖾ഭ䍨᱃ԓ㺘ˈᒤቡѝഭን㹼:72ѹ࣑ⲴᛵߥੁഭՊᨀӔⲴᣕ
ˈᒤᴸਁᐳˈㅜ亥Ǆ

മ㺘ㅜഋ⅑ѝ㖾ᡈ⮕о㓿⍾ሩ䈍ᡰਆᗇⲴᡀ᷌
࣐ᕪᆿ㿲㓿⍾ਸ

᧘䘋ᤱѵⲴ⨳ޘ㓿⍾༽㣿ˈᒦᔪ・ањᕪབྷǃਟᤱ㔝оᒣ㺑Ⲵᵚᶕ⨳ޘ䮯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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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ᡰᴹ㓿⍾⍫ࣘⲴഭ䱵ḷ߶ӗъ࠶㊫˄,6,&˅؞䇒йˈѝվᢰᵟࡦᡀ૱वᤜ
❖⛝ǃ㋮⛬⸣⋩ӗ૱৺Ṩ⟳ᯉǃₑ㜦৺ກᯉࡦ૱ǃ䶎䠁ⸯӗ૱ǃสᵜ䠁৺䠁
ࡦ૱ǃ㡩㡦ᔪ䙐઼㔤؞ӗ૱Ǆ

⌘˖ަѝьӊᤷѝഭǃᰕᵜǃ丙ഭǃᯠ࣐එǃѝഭਠ⒮ǃѝഭ俉ǃ傜ᶕ㾯ӊǃ⌠
ഭǃ㨢ᖻᇮ઼ঠᓖቬ㾯ӊǄަԆьӊൠ४ᤷьӊѝഭԕཆⲴൠ४Ǆ
⌘˖᤹ᡰᴹ㓿⍾⍫ࣘⲴഭ䱵ḷ߶ӗъ࠶㊫˄,6,&˅؞䇒йˈվᢰᵟࡦᡀ૱वᤜ伏
૱ǃ侞ᯉ৺✏㥹ǃ㓪㓷૱ǃⳞ䶙৺䶻㊫ǃᵘᶀ৺䖟ᵘ㓨⍶ǃ㓨ǃ㓨ࡦ૱ǃᵘࡦ૱ǃঠ
ࡧ૱৺ࠪ⡸⢙ˈަԆࡦᡀ૱઼എ᭦⢙૱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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ㅜҼㄐ


ࡈ䚥ѹ

ѝ㖾ѻ䰤㓿⍾ӂ㺕ᙗⲴ╄ਈ

俉ѝ᮷བྷᆖ㬍侦ᇼ᳘㬍ࠟѭ㓿⍾ᆖ䇢ᓗᮉᦸǃѝᣅഭ䱵˄俉˅ᴹ䲀ޜਨ㪓һ䮯

ᕐ≨ߋ
ѝഭഭ䱵㓿⍾Ӕ⍱ѝᗳ⹄ウઈǃ㓿⍾⹄ウ䜘࢟ѫԫ
৲оはӪᴮቁߋ

᪈㾱

ѝ

㖾єഭ൘㓿⍾ਁኅᡰ༴䱦⇥ǃ䍴Ⓚǃ
ࣣࣘ࣋ǃ䍴ᵜǃ、ᆖᢰᵟㅹᯩ䶒ᆈ
൘ᐘབྷᐞᔲˈ䘉ᐞᔲᶴᡀѝ㖾є
ഭ㓿⍾ਸⲴส઼ӂ㺕ᙗˈєഭⲴ∄䖳Ո࣯⭡
↔ᖒᡀǄቔަᱟѝഭ㓿⍾ਁኅᡰ䴰㾱ⲴаӋ䟽㾱
㠚❦䍴Ⓚ⸝㕪ˈྲ㜭Ⓚ઼≤䍴ⓀㅹˈѪєഭᨀ
Ҷৼ䎒Ⲵ㓿⍾ਸᵪՊǄ࡙⭘㖾ഭⲴᢰᵟᶕ䀓
ߣѝഭ൘㓿⍾ਁኅ䗷〻ѝⲴ䰞仈ˈнӵ㔉㖾ഭޜ
ਨᨀҶ୶ᵪˈҏᴹ࡙ҾѝഭⲴਟᤱ㔝ਁኅˈ਼
ᰦᴹࣙҾ߿䖫⨳ޘ䶒ѤⲴ਼ޡ䰞仈Ǆ
䘁ᒤᶕˈ䲿⵰ѝഭ㓿⍾Ⲵਁኅˈԕ৺ѝഭሩ
ᇎ⢙䍴ᵜ઼Ӫ࣋䍴ᵜⲴབྷ䟿ᣅ䍴ˈѝ㖾єഭ∄䖳
Ո࣯䙀⑀᭩ਈǄ䇨ཊӊ⍢㓿⍾փ˄∄ྲᰕᵜǃ丙
ഭǃਠ⒮˅Ⲵਁኅ㓿傼ᱮ⽪ˈ∄䖳Ո࣯нᱟۿՐ
㔏ᮉ、Җ⨶䇪ᡰ䈤Ⲵ䛓ṧӵਆߣҾ㾱㍐⾰䍻ˈ㘼
ᱟਟԕ䙊䗷а⇥ᰦᵏ䙀⑀㧧ᗇǄѝഭ㛟ᇊҏՊ᭸
ԯˈ࣋മӾվᡀᵜǃࣣࣘ࣋ᇶ䳶ǃ㻵䝽ර⭏ӗ㓿
⍾䖜ਈѪ൘ཊњ亶ฏާ༷ㄎҹՈ࣯Ⲵ㓿⍾փǄ
❦㘼ˈণ֯ѝഭ䙀↕䎠ੁ⧠ԓॆˈѝ㖾єഭ
㓿⍾ਸⲴ▌࣋ҏнՊ߿ሿǄֻྲˈ䲿⵰ѝഭ⎸
䍩㘵᭦Ⲵޕ࣐ˈѝഭᐲ൪Ⲵ䟽㾱ᙗᰕ⳺ᱮ⧠Ǆ
䢤Ҿѝ㖾єഭ㓿⍾Ⲵᐘབྷ㿴⁑ǃ㖾ഭ㓿⍾нᯝ㠚
ᡁ᭩䙐Ⲵ㜭࣋ԕ৺ѝഭ㓿⍾Ⲵᘛ䙏ਁኅˈਟԕ亴
㿱ˈᰐ䇪ᱟ㿴⁑䘈ᱟ༽ᵲ〻ᓖˈѝ㖾єഭ㓿䍨ਸ
ᯩ䶒䘋а↕ਁኅⲴオ䰤❦ᖸབྷǄ
ѝ㖾єഭⲴ㓿⍾ਸнӵӵተ䲀ҾєഭⲴ
ৼ䗩ޣ㌫Ǆ൘䘉њ㚄㌫ᰕ⳺ᇶ࠷Ⲵц⭼ˈѝ㖾є
ഭⲴ㓿⍾ਸᱟ୶⨳ޘ૱઼ᴽ࣑ᓄ䬮ǃӂޣ
㚄Ⲵ⨳ޘᣅ䍴⍱ੁˈԕ৺ᢰᵟǃӪ࣋䍴Ⓚ઼୶ъ
ᵪՊӔ⍱㖁㔌Ⲵ䟽㾱㓴ᡀ䜘࠶Ǆѝഭᐢ㓿ᡀѪӊ
⍢઼㖾ഭѻ䰤ཊ୶૱ᓄ䬮ѝⲴޣ䭞⧟㢲Ǆኅ
ᵋᵚᶕˈ䲿⵰ᯠޤ㓿⍾ᐲ൪Ⲵ䟽㾱ᙗᰕ⳺ࠨᱮˈ

2

ѝ㖾єഭ൘ㅜйᯩᐲ൪䘋㹼ਸⲴᵪՊҏ䶎ᑨ
ݵ㼅ˈ䘉ᱟഐѪ㖾ഭ൘ᢰᵟᯩ䶒ঐՈ࣯ˈ㘼ѝഭ
൘ਁኅѝഭᇦⲴᇎ䱵㓿傼ᴤѠᇼǄѝ㖾єഭ
Ⲵ㓿⍾ਸнӵӵሩҾєഭⲴ㓿⍾ᶕ䈤ᖸ䟽㾱ˈ
ሩҾц⭼ᶕ䈤ҏᱟྲ↔ˈᰒᴹ࡙Ҿц⭼㓿⍾䮯
઼ц⭼㓿⍾Ⲵਁኅˈ৸ᴹ࡙Ҿᓄሩ⧟ຳⲴਟᤱ㔝
ਁኅǃ≄ىਈॆ઼⨶⋫⨳ޘㅹ⨳ޘ䶒ѤⲴᡈǄ
ѝഭⲴۘ㫴⦷∄㖾ഭ儈ᗇཊˈ䘉ᱟഐѪѝഭ
ᱟਁኅѝഭᇦˈӪਓ㓴ᡀҏᴤᒤ䖫ॆǄഐ↔ˈণ
ׯѝഭഭⲴᣅ䍴⦷䖳儈ˈѝഭӽࠪ⧠߰ۘ㫴ᣅ
䍴։Ǆ䘉аᛵߥо㖾ഭ൘䗷৫Ҽॱᒤ䰤Ⲵվۘ
㫴⦷઼ᤱ㔝Ⲵ㓿ᑨ亩ⴞ䎔ᆇᖒᡀҶሩ∄Ǆ❦㘼ˈ
䗷৫㖾ഭሩॾⴤ᧕ᣅ䍴䘌䘌䎵䗷Ҷѝഭሩ㖾ⴤ
᧕ᣅ䍴ˈ䘉ᱟ⭡Ҿ㖾ഭⲴᢰᵟ઼㇑⨶≤ᒣ䖳儈ˈ
㘼ф㖾ഭԱъⲴ⨳ޘᐲ൪㾶ⴆ㜭࣋ҏ∄ѝഭԱ
ъᕪǄн䗷ˈ䗷৫ࠐᒤѝഭ᭯ᓌሩ㖾ഭⲴ䇱ࡨᣅ
䍴ҏᖸབྷˈ䘉ਟԕ䙊䗷ѝഭᤱᴹབྷ䟿㖾ഭഭ٪
ⴻࠪᶕǄ
䲿⵰ѝഭ㓿⍾Ⲵᤱ㔝ਁኅˈ䘁ᒤᶕѝഭሩ
㖾ⴤ᧕ᣅ䍴ҏ䗵䙏࣐Ǆ❦㘼ˈӾ䮯ᵏᶕⴻˈ䲿
⵰ѝഭӪਓ㘱喴ॆˈѝഭⲴۘ㫴⦷Պл䱽Ǆ⭡Ҿ
ѝഭ઼㖾ഭᱟц⭼єབྷ㓿⍾փˈєഭⲴۘ㫴ᣅ䍴
ᛵߥ৽᱐Ҷєഭާᴹᐞᔲᙗ઼ᘛ䙏ਈॆⲴ㓿⍾ǃ
⽮Պ઼Ӫਓ⣦ߥǄᣅ䍴⍫ࣘሩєഭ㓿⍾઼⨳ޘ䠁
㶽ᐲ൪Ⲵਁኅሶӗ⭏ᱮ㪇ᖡ૽Ǆєഭ൘׳䘋ۘ
㫴઼ᣅ䍴Ⲵᴹ᭸䝽㖞ᯩ䶒ਸオ䰤ᖸབྷǄ
㖾ഭаⴤԕᶕ䜭ᱟˈᒦфӽ❦ᱟањᐘབྷⲴ
ᐲ൪Ǆնᴰ䘁ࠐᒤⲴਁኅᛵߥᱮ⽪㖾ഭ㓿⍾䴰
㾱䘋㹼ᒣ㺑ˈӾ䗷ᓖ⎸䍩઼㓿ᑨ亩ⴞ䎔ᆇ䖜ਈ
Ѫ࣐ࠪਓǄѝഭᐢ㓿ᡀѪࠪਓࡦ䙐བྷഭণц⭼
ᐕলˈնҏᰕ⳺ᡀѪц⭼ᐲ൪ˈഐѪѝഭ䴰㾱䘋а
↕᭩䶙㓿⍾ˈԕᴤཊ䶐䴰㘼нᱟࠪਓᶕࣘ

㓿⍾䮯Ǆѝ㖾єഭ䜭䴰㾱ُࣙሩᯩⲴ࣋䟿䘋㹼
㓿⍾᭩䶙઼㔃ᶴ䈳ᮤǄ਼ᰦҏ䴰㾱ሩ䗷৫ѝ㖾є
ഭ㓿⍾ਸѝⲴᙍ㔤઼᭯ㆆ䘋㹼␡Ⲵࡽⷫᙗ
Ự䇘Ǆ

ቡ*'3઼ഭ䱵䍨᱃㘼䀰ˈ㖾ഭ઼ѝഭᱟц⭼
ᴰབྷⲴєњ㓿⍾փǄєഭ൘䇨ཊᯩ䶒ᆈ൘⵰ᐘ
བྷᐞᔲǄ㖾ഭᱟᢰᵟᴰਁ䗮Ⲵഭᇦˈ㘼ѝഭᱟц
⭼кᴰབྷⲴᯠޤ㓿⍾ഭᇦǄ

ѝ㖾ѻ䰤㓿⍾ӂ㺕ᙗⲴ╄ਈ
аǃ⭡Ҿ⭏ӗ㾱㍐Ѡ㼅ᓖн਼઼
ਁኅ≤ᒣⲴᐘབྷᐞᔲˈѝ㖾єഭ
䰤Ⲵ∄䖳Ո࣯䶎ᑨ᰾ᱮ

㘵ণ֯৫Ҷц⭼ަԆൠᯩᐕҏ઼㖾ഭ؍ᤱ⵰ᇶ
࠷㚄㌫Ǆ䘉ቡ֯ᗇ㖾ഭ㜭ᔪ・ањ⨳ޘᙗⲴṑ৻
㖁㔌ˈ䘉Ӌṑ৻ᤕᴹⲴ਼ޡԧ٬㿲઼㓿শǄ䘁ᒤ
ᶕѝഭⲴབྷᆖޕᆖ∄⦷ᱮ㪇࣐ˈնѝഭབྷᆖⲴ
ᒤˈ㖾ഭᙫࣣࣘӪਓѪӯˈѝഭᱟ ᮉᆖ䍘䟿઼ᧂ䘈䴰㾱䘋а↕ᨀ儈Ǆ
ӯˈࠐѾᖃҾ㖾ഭⲴؽǄѝഭⲴ㙅ൠ䶒〟ᱟ
㖾ഭ൘ࡋᯠᯩ䶒⨳ޘ亶ˈݸ൘、ᆖ઼ᢰᵟ≤
ӯޜ产ˈঐަഭ൏ᙫ䶒〟ⲴǄ㖾ഭⲴ㙅 ᒣᯩ䶒䘌䘌䎵䗷ѝഭǄቡഭ⭏ӗᙫ٬ѝ⹄ਁ䍩⭘
ൠ䶒〟Ѫӯޜ产ˈ∄ѝഭཊˈঐަഭ൏ᙫ ᡰঐⲴ∄⦷㘼䀰ˈ㖾ഭᙫᱟ؍ᤱࡠⲴ≤ᒣˈ
䶒〟ⲴǄ
㘼ѝഭ㓿䗷ࣚ࣋൘ᒤⲴ∄⦷䗮ࡠǄ
㖾ഭ⭏ӗ䜘䰘ⲴӪ൷ᴹᖒ䍴ᵜ∄ѝഭ儈ࠪ
ѝ㖾єഭⲴ➔⛝䍴Ⓚǃ亥ዙ≄ѳ㠣亥ዙ⋩ㅹ
ⸯˈؽъⲴӪ൷ᴹᖒ䍴ᵜ∄ѝഭ儈ࠪ ˈؽ䍴Ⓚ䜭ᖸѠᇼǄєഭ䰤ਟ㜭Պᴹৼ䎒ᵪՊ䘋㹼ᢰ
ޡޜ䜘䰘Ӫ൷ᴹᖒ䍴ᵜ∄ѝഭ儈ࠪؽǄ
ᵟਸǄѝഭⲴӪਓঐц⭼ⲴⲮ࠶ѻҼॱˈնਚ
䘁ᒤᶕˈѝഭ࣐བྷҶሩ㓗ᮉ㛢Ⲵᣅ䍴ˈն ᴹц⭼Ⲯ࠶ѻгⲴ␑≤䍴Ⓚˈф␑≤䍴Ⓚ࠶ᐳн
൘Ӫ࣋䍴ᵜᣅ䍴ᯩ䶒䘈䴰㾱䗾ཤ䎦кǄѝഭབྷ ൷㺑Ǆ䀓ߣѝഭሩ≤䍴ⓀⲴ䴰≲䰞仈ᱟѝഭ㓿⍾
ᆖⲴޕᆖ⦷ᱟˈ㘼㖾ഭⲴޕᆖ⦷ᱟǄ ਁኅⲴޣ䭞䰞仈ǄѝഭӾ㖾ഭ䘋ਓवᤜ㚹㊫Ⲵߌ
ᒤˈ㖾ഭབྷ㓖ᴹзӪᤕᴹᆖ༛ᆖսǄሩҾ ӗ૱ˈ⭘㚹㊫䘋ਓਆԓᯉ䘋ਓˈᇎ䱵кᱟ䘋ਓ
ࡠⲴӪਓᶕ䈤ˈᤕᴹᆖսⲴ∄ֻᱟǄ ≤䍴ⓀⲴᯩ⌅ѻаǄ
ѝഭᒤབྷᆖ∅ъᙫӪᮠѪӯǄሩҾ
㖾ഭ൘ࡋᯠ઼、ᆖᢰᵟᯩ䶒亶ݸҾѝഭˈ
ࡠⲴӪਓᶕ䈤ˈᤕᴹᆖսⲴ∄ֻᱟǄ
൘⨳ޘ㤳തⲴ㌫㔏䳶ᡀҏ亶ݸҾѝഭǄ൘䘉њ
㖾ഭᡀ࣏ൠᔪ・Ҷ䈨ཊц⭼а⍱≤ᒣⲴབྷᆖ ᰕ⳺Ⲵॆ⨳ޘц⭼䟼ˈ⸕䇶઼ᢰᵟਟԕ൘ц⭼㤳
઼、⹄ᇎ傼ᇔ˄䘉ਟԕ䙊䗷䈪䍍ቄ྆Ⲵ㧧ᗇᮠ䟿 തራ≲ˈ䘉㌫㔏䳶ᡀⲴ㜭࣋ᐢ㓿ᡀѪа亩䟽
փ⧠ࠪᶕ˅Ǆ㖾ഭབྷᆖ⻱ۿ䫱аṧ੨ᕅ⵰ޘц⭼ 㾱Ⲵㄎҹ࣋ᤷḷǄਖаᯩ䶒ˈѝഭ൘ᢰᵟᓄ⭘ᯩ
ᴰՈ⿰ⲴӪࡽ৫ᆖҐǄһᇎкˈ㖾ഭᴰྭབྷᆖ 䶒䘋↕䶎ᑨᘛˈ䲿⵰ѝഭᐕъॆⲴ᧘䘋ˈᢰᵟᓄ
ⲴḀӋ䲒㌫ᴹབྷ䜘࠶ᆖ⭏ᶕ㠚㖾ഭѻཆǄ䘉Ӌ∅ ⭘Ⲵᒯᓖ઼␡ᓖ൘нᯝᤃኅǄ
ъ⭏ѝⲴᖸབྷа䜘࠶ᴰਾ䜭⮉൘Ҷ㖾ഭᐕˈᡆ  䈧ḕⴻᵜ࠶ᣕᵛቮⲴ䱴ᖅа઼䱴ᖅҼԕ㧧ਆєн਼Ⲵц⭼བྷᆖ
 ⌘˖ᮠᦞᶕⓀҾ㚄ਸഭᮉ、᮷㓴㓷˄81(6&2˅Ⲵᒤ⨳ޘᮉ㛢᪈㾱Ǆ
ޕᆖ⦷ᤷⲴᱟḀᮉ㛢≤ᒣᆖ⭏Ⲵޕᆖ⦷ˈѫ㾱㺘⧠Ѫঐ䈕ᮉ㛢≤ᒣᆖ⭏
ӪᮠⲴⲮ࠶∄Ǆ

ᧂǄ
 䈖㓶ؑ䈧ḕⴻㅜㇷ࠶ᣕǄ
 䈧৲ⴻㅜㇷ࠶ᣕ㧧ਆᴤཊ㓶㢲Ǆ
 䈧৲ⴻㅜㇷ࠶ᣕ㧧ਆᴤཊ㓶㢲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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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䍴ᵜǃࣣࣘ࣋ǃ൏ൠǃӪ࣋䍴ᵜ৺⹄ਁ䍴ᵜㅹ⭏ӗ㾱㍐Ⲵ∄䖳
ѝഭ

㖾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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ᴹᖒ䍴ᵜ㖾ॱ˄ݳӯ˅˄ᒤԧṬ˅

㙅ൠ䶒〟˄Ⲯзޜ产˅
儈ㅹᮉ㛢ޕᆖ⦷˄Ӫᮠ˅
⹄ਁ䍴ᵜ㖾ॱ˄ݳӯ˅˄ᒤԧṬ˅
㖾ഭу࡙ᮠ䟿˄অս˅


































䍴ᵜ⍱䟿ᶕⓀҾѝഭഭᇦ㔏䇑ተ઼ഭ䱵䠁㶽㔏䇑ᮠᦞᓃǄ䍴ᵜᆈ䟿⭡ࡈ䚥ѹᮉᦸՠ㇇Ǆ
ѝഭѝഭ㔏䇑ᒤ䢤㺘˖ᒤᓖ㔏䇑ᣕᮠᦞǄ㖾ഭᮠᦞ˖ц⭼ਁኅᤷḷǄ
ѝഭ˖ᮠᦞᶕⓀҾᒤӪਓ䈳ḕ˗㖾ഭ˖ᶕⓀҾц⭼ਁኅᤷḷ˄ӵҾᒤਁᐳ˅Ǆ
ѝഭ઼㖾ഭӪਓᲞḕᮠᦞǄ
⹄ਁ᭟ࠪᮠᦞ˖ᶕⓀҾ㓿ਸ㓴㓷ᮠᦞ˗⹄ਁᆈ䟿⭡ࡈ䚥ѹᮉᦸՠ㇇Ǆ
ᮠᦞᶕⓀҾKWWSZZZXVSWRJRYZHERIILFHVDFLGRRHLSWDIFVWBXWOKW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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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ԕкമ㺘Ⲵᮠᦞ䇑㇇

նᱟˈ䲿⵰ѝഭᢰᵟ≤ᒣⲴᨀ儈ˈѝ㖾єഭ
ਸⲴᵪՊҏнᯝ࣐ˈަѝवᤜ㚄ਸᔰਁㅜ
йᯩᐲ൪୶ъⲴ▌࣋Ǆֻྲˈ൘Ṩᢰᵟ亶ฏˈѝ
ഭ䘁Ӌᒤᐢᔪ・ՇཊṨ⭥ㄉԕ┑䏣ሩ㜭ⓀⲴ䴰
≲Ǆ൘䘉њ䗷〻ѝˈѝഭӾ㖾ഭ઼ަᆳਁ䗮ഭᇦ
䘋ਓҶཊṨᢰᵟˈᒦ㧧ᗇҶ䇨ཊᇎ䱵ᓄ⭘㓿
傼Ǆ䘉ҏѪѝഭо㖾ഭਸа䎧ሶㅜйԓṨ㜭Ⓚ
ࠪਓࡠㅜйᯩഭᇦᨀҶᯠᵪՊǄ

ҼǃѝഭⲴㄎҹՈ࣯৺ަሩᵚᶕ
ѝ㖾㓿⍾ਸⲴᖡ૽
Ր㔏ᮉ、ҖޣҾ䍨᱃Ⲵ⨶䇪䟽⛩൘Ҿн਼⭏
ӗ࣋㾱㍐ᐞᔲᡰӗ⭏Ⲵ∄䖳Ո࣯Ǆ↔㊫⨶䇪㜭ᑞ
ࣙ⨶䀓൘䍴ᵜ઼ᢰᵟᯩ䶒ާᴹՈ࣯Ⲵਁ䗮ഭᇦо
 䈧৲ⴻㅜㇷ࠶ᣕ㧧ਆᴤཊ㓶㢲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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൘䍴Ⓚᯩ䶒ާᴹՈ࣯Ⲵਁኅѝഭᇦѻ䰤Ⲵ䍨᱃ᛵ
ߥǄѝഭ᭩䶙ᔰ᭮ԕᶕⲴᖸ䮯а⇥ᰦ䰤ˈަㄎҹ
Ո࣯ѫ㾱൘ҾѠᇼⲴࣣࣘ࣋䍴ⓀǄ䘉ҏሬ㠤Ҷཆ
ഭⴤ᧕ᣅ䍴Ⲵབྷ䟿⎼ˈޕѫ㾱ᱟ࡙⭘ᖃൠվᓹⲴ
ࣣࣘ࣋ᡀᵜˈࡋ䙐⢙㖾ԧᓹⲴ⎸䍩ӗ૱ࠪਓǄ
䲿⵰ѝഭ㓿⍾Ⲵ䙀↕ਁኅ઼ᐕъॆ䘋〻Ⲵ
࣐䙏᧘䘋ˈަㄎҹՈ࣯ҏ൘ਁ⭏ਈॆǄ൘ส
䇮ᯭᯩ䶒Ⲵབྷ䟿ᣅˈޕ䙊䗷࣐ᮉ㛢ᵪՊǃᆖҐ
৺ᇎ䐥ᵪՊнᯝᨀ儈ࣣࣘ࣋䍘䟿ˈԕ৺᭩ழवᤜ
㋮ㆰ᭯ᓌ⌅㿴൘Ⲵ䖟Ԧส䇮ᯭˈ㜭ᱮ㪇ᨀ
儈ࡦ䙐㹼ъⲴ᭸⦷઼⭏ӗ㜭࣋Ǆ
ѝഭ㓿⍾㿴⁑ᓎབྷˈ䇨ཊ㹼ъⲴк⑨઼л
⑨ѻ䰤Ⲵ㚄㌫൘н਼ൠ४ਁ⭏⵰ਈॆˈӾ㘼֯ᗇ
ᓄ㖁㔌㚄㌫㍗ᇶфнᯝਁኅǄ䘉㊫⭏ӗ㘵Ⲵ
㚄ਸ㜭ਁᥕ㖁㔌᭸ᓄǃ׳䘋ѝഭԱъㄎҹ࣋ᨀ
ॷˈֻྲ൘ᓄ୶ѝਈᗇᴤާㄎҹ࣋ˈᣅⲴޕ䘹
ᤙ઼ਈ䟿㊫࡛࣐ˈࣣࣘ࣋䍴ⓀⲴ㧧ᗇҏᴤ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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䍴ᯉᶕⓀ˖㖾ഭӪਓ䈳ḕተ˗ѝഭഭᇦ㔏䇑ተ

᭸ˈ㹼ъ઼㹼ъ䰤Ⲵᓄ䬮᭸⦷ᴤ儈ǃᡀᵜᴤ
վǄ㍗ࠁⲴᓄ䬮㖁㔌ҏ֯ᗇ㖁㔌Ⲵޜਨ৽ᓄ
ᰦ䰤ᴤ⸝ˈᒦᴤᘛൠᓄሩᐲ൪⧟ຳਈॆᡆ⎸䍩
㘵䴰≲ⲴਈॆǄᖃӺ୶ъ⽮ՊⲴਈॆ䙏ᓖнᯝ࣐
ᘛˈ䘉㖁㔌᭸ᓄ㜭ᨀ儈ᡰᴹᓄ䬮ޜਨⲴޘ
⨳ㄎҹ࣋Ǆ
਼ᰦˈѝഭ㓿⍾䮯ሬ㠤ަഭᐲ൪Ⲵᢙ
ᕐˈަ䟽㾱ᙗнᯝᨀॷǄ䘉ҏᱟ⨳ޘԱъ䜭ᜣ㾱
൘ѝഭᣅ䍴ᡆሩѝഭ㹼䬰Ⲵ䟽㾱ഐˈഐѪሩҾ
ѝഭᖃൠᐲ൪Ⲵᴤ␡ޕҶ䀓ᒦ൘ѝഭᐲ൪ਆᗇᡀ
࣏ˈᐢ㓿ᡀѪ⨳ޘㄎҹ࣋Ⲵ䟽㾱㓴ᡀ䜘࠶ǄሩҾ
䇨ཊ㹼ъ઼ޜਨᶕ䈤ˈѝഭ㓿⍾㿴⁑བྷણ⵰൘
䇨ཊ୶ъ亶ฏˈӾ㿴⁑㓿⍾ѝ㧧ᗇᨀॷᒦਇ⳺
Ⲵ▌࣋ᐘབྷǄ൘ѝഭᐲ൪㧧ᗇᡀ࣏㜭֯Աъ൘ޘ
⨳ᐲ൪ㄎҹѝ㧧ᗇ㿴⁑Ո࣯Ǆ䘉ҏᱟ䎺ᶕ䎺ཊ
ⲴѝഭԱъ䘁ᒤᶕᔰੁ⎧ཆᐲ൪ᢙኅⲴഐˈ
൘䘉ѻࡽԆԜ൘ѝഭഭᐲ൪ᐢ㓿ㄉっҶ㝊䐏
ᒦᐢާᴹаᇊ㿴⁑Ǆ

ѝഭ৺൘ॾԱъⲴ∄䖳Ո࣯൘нᯝਈॆǄ䘉
ણ⵰ѝ㖾єഭⲴ㓿⍾ਸสሶнᯝਁ⭏ਈ
ॆˈަਸ൘ᵜ䍘к㾱≲єഭ൘ᙍ㔤઼ᯩ⌅кᴹ
ᡰн਼Ǆ
⭏ӗ࣋㾱㍐઼∄䖳Ո࣯⨶䇪൘䀓䟺ࠪਓ
ӗ૱Ⲵᐕъഭᇦ઼ࠪਓᶀᯉⲴਁኅѝഭᇦѻ
䰤䘋㹼䍨᱃Ⲵ⳺༴ˈ❦㘼ᖸ䮯а⇥ᰦ䰤Ⲵ㿲ሏ
ᱮ⽪ˈц⭼䍨᱃Ⲵᖸབྷа䜘࠶䜭ᱟਁ䗮ഭᇦѻ
䰤Ⲵ䍨᱃ˈֻྲˈਁ䗮ഭᇦѻ䰤Ⲵ䍨᱃ˈཊᮠᱟ
ࡦᡀ૱Ⲵ䍨᱃Ǆц⭼кᴰབྷⲴࠪਓഭ઼䘋ਓഭࡇ
㺘ѝབྷཊᮠᱟਁ䗮ഭᇦǄ㘼ф䘉䍨᱃Ⲵаབྷ
䜘࠶ᱟĀӗъā䍨᱃ˈ㘼нᱟĀӗъ䰤ā䍨᱃ˈ
ণуъ⭏ӗḀӗ૱䴦䜘ԦⲴ⭏ӗ㘵䘋ਓަн⭏
ӗⲴ䜘ԦǄഐ↔ˈ䘉Ā㊫լӗ૱ā䍨᱃ਟ㜭ᰐ
⌅⭘Ր㔏Ⲵ∄䖳Ո࣯⨶䇪઼⭏ӗ㾱㍐⨶䇪䘋㹼
䀓䟺Ǆ
⎸䍩㘵ሩཊӗ૱ѝḀӗ૱Ⲵྭٿ㜭ᑞ
ࣙ䀓䟺ਁ䗮ഭᇦѻ䰤ᡰ䘋㹼Ⲵ⎸䍩૱䍨᱃Ǆণ֯
䍨᱃৲оഭᢰᵟ≤ᒣ਼ǃ䍴ᵜࣣࣘ࣋㾱㍐∄ֻ
㊫լҏ㜭䘋㹼䘉䍨᱃Ǆ䘉ҏᱟेӜⲴ⎸䍩㘵ਟ
㜭൘哖ᖃࣣ䘋佀㘼㖾ഭ⎸䍩㘵ࡉ൘ѝഭӪᔰ࣎
Ⲵѝᔿ佀侶䘋佀ⲴഐǄ
؍㖇Ьݻ励ṬᴬⲴĀᯠ䍨᱃⨶䇪ā䘋а↕䀓
䟺Ҷ㓿⍾㿴⁑ᢙབྷǃഎᣕ࣐Ⲵ⧠䊑˄ণ⭏ӗ㿴
⁑ᢙབྷˈࡉঅսӗ૱Ⲵᡀᵜл䱽˅ˈޜਨਟԕ䘹
ᤙ൘ањൠᯩ⭏ӗԕ┑䏣н਼ൠ४Ⲵ⎸䍩㘵䴰
≲ˈ㘼нᱟ൘н਼⎸䍩㘵䱴䘁࠶࡛䘋㹼⭏ӗˈਚ
㾱䘀䗃ᡀᵜн㠣Ҿӗ⭏ཚབྷⲴᖡ૽ቡ㹼Ǆਖཆˈ
㿴⁑᭦⳺࣐ҏՊሬ㠤පᯝᙗㄎҹⲴᐲ൪Ṭተ
ᖒᡀˈሬ㠤ሿ䜘࠶⭏ӗ㘵පᯝ⨳ޘᐲ൪Ǆ
Ā⭡Ҿ
㿴⁑㓿⍾Ⲵᖡ૽ˈᐲ൪ㄎҹᙗнཏǄնᱟˈ䘉ҏ
ણ⵰ণ֯ᱟєњ൘⎸䍩૱ણ઼ੁٮǃᢰᵟ઼
⭏ӗ࣋㾱㍐ᯩ䶒㊫լⲴഭᇦѻ䰤ҏ㜭䘋㹼䍨᱃ˈ

 䈧ḕⴻ⌠ंЬ㘳ᚙᒤᴸᰕਁᐳⲴޣҾ䗩䱵䶙ભⲴঊᇒ᮷
ㄐ˖
ĀӰѸᱟᯠ䍨᱃⨶䇪āˈ㖁൰˖KWWSPDUJLQDOUHYROXWLRQFRP
PDUJLQDOUHYROXWLRQZKDWLVQHZWUDKWPO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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ᒦӾ䍨᱃ѝ㧧⳺āǄݻ励ṬᴬⲴĀᯠ䍨᱃⨶䇪ā
нӵӵ䀓䟺Ҷਁ䗮ഭᇦѻ䰤䘋㹼Ⲵབྷ䟿䍨᱃ˈҏ
᧿䘠Ҷ⭏ӗ㘵Ⲵ४ս䘹ᤙㆆ⮕ᱟྲօ൘ᐕъ⭏
ӗѝᖒᡀ⢩ᇊൠ⨶⁑ᔿⲴࣘᘱ䗷〻Ǆ
Āᯠ䍨᱃⨶䇪ā䘈䈤᰾ቭ㇑൘䗷৫ѝ㖾є
ഭѻ䰤Ⲵ䍨᱃઼ᣅ䍴⁑ᔿѫ㾱ᱟ⭡ሩ㓿⍾Ո
࣯傡ࣘⲴˈ❦㘼єഭ䰤⭏ӗ㾱㍐Ⲵᐞᔲ઼㓿⍾
ਁኅ≤ᒣⲴн਼ˈԕ৺ᵚᶕ㓿⍾ਸⲴ▌࣋ӽ
䶎ᑨ䟽㾱Ǆণ֯ᵚᶕєഭⲴᐞ䐍㕙ሿˈᛵߥӖᱟ
ྲ↔Ǆ
ѝ㖾єഭ㓿⍾㿴⁑ᓎབྷˈ਼ᰦѝഭ㓿⍾Ⲵਁ
ኅਈॆ৸䶎ᑨᘛˈ㖾ഭ㓿⍾৸ᙫᱟԕ㠚ᡁ᭩䙐㘼
䰫ˈ䘉䜭䈤᰾єഭ㓿⍾ਸⲴᵪՊ䶎ᑨཊǄն
єഭ᭯ᓌ䜭䴰㾱ᴹᔰ᭮Ⲵᗳᘱˈ࡙⭘ᵪՊ׳䘋ਸ
ˈ⎸䲔ࠪ⧠Ⲵਸ䳌⺽Ǆֻྲ㖾ഭሩѝഭࠪਓ
Ⲵ⑨ᴽ࣑ቡሶ൘ᵚᶕࠐᒤᱮ㪇࣐ˈնᱟ䘉ҏ
㾱≲࣐ᘛㆮ䇱⍱〻Ѫ↔ᨀ࡙ׯǄ
ਖཆа亩٬ᗇ⌘Ⲵ䟽བྷ䘋↕ቡᱟĀই
ইā䍨᱃઼ᣅ䍴Ⲵ䮯Ǆֻྲˈ㚄ਸഭ䍨ਁՊ䇞
Ⲵᮠᦞᱮ⽪ˈਁኅѝഭᇦሩਁኅѝഭᇦⲴࠪਓঐ
ц⭼ᙫࠪਓⲴ∄ֻӾᒤⲴⲮ࠶ѻॱҼ࣐ࡠ
ҶᒤⲴⲮ࠶ѻҼॱйǄ⭡Ҿ䘉ਈॆᱟ㓿
䗷䖳䮯ᰦ䰤㘼ਁ⭏Ⲵˈ↔㊫䍨᱃㿴⁑Ⲵᢙབྷҏ
ᰕ⳺䟽㾱䎧ᶕˈф䲿⵰ᯠޤ㓿⍾ᤱ㔝ਁኅˈ䘉
䍨᱃Ⲵᘛ䙏䮯ᑖᶕҶ䟽㾱Ⲵ୶ъᵪՊǄ㲭❦䘉
Āইইā䍨᱃ਁ⭏൘ਁኅѝഭᇦˈ䍨᱃Ⲵᖸབྷ
а䜘࠶তᱟ⭡䘉Ӌᯠޤ㓿⍾ѻཆⲴຳཆԱъ઼
䐘ഭԱъᡰ䘋㹼ⲴǄֻྲѝഭࠪਓᴹ䎵䗷аॺᱟ
⭡սҾѝഭഭⲴཆ䍴Աъ䘋㹼ⲴǄ
Āইইā㓿
⍾Ⲵᘛ䙏䮯ҏѪѝ㖾㓿⍾䘋а↕ਸᨀҶ
ᴤᒯ⌋Ⲵオ䰤઼ᵪ䙷Ǆ

 䈧ḕⴻ؍㖇Ьݻ励Ṭᴬ൘ᒤᴸਁᐳҾഭ䱵㓿⍾࠺⢙кⲴĀнᯝ
࣐Ⲵഎᣕǃපᯝᙗㄎҹ઼ഭ䱵䍨᱃āа᮷Ⲵㅜ㠣亥Ǆ
 䈧ḕⴻㅜㇷ઼ㅜㇷ࠶ᣕޣҾѝ㖾䍨᱃亴⍻ⲴᇩǄ
䈧ḕⴻㅜㇷ࠶ᣕ㧧ਆᴤཊؑǄ
䈧ḕⴻᒤᴸ㚄ਸഭ䍨᱃᳘ਁኅՊ䇞ਁᐳⲴĀইই䍨᱃ⴁ᧗
ᛵߥāǄ

йǃॆ⨳ޘ㛼ᲟлⲴѝ㖾ਸǃ⭏
ӗ࠶ᮓॆ઼ᓄ䬮Ⲵ⨳ޘаփॆ
䲿⵰䗷৫ࠐॱᒤ䰤㓿⍾઼䍨᱃᭯ㆆⲴ㠚⭡ॆǃؑ
䶙ભ઼ᢰᵟⲴᱮ㪇䘋↕ˈⲴॆ⨳ޘ䎻࣯ࠪ⧠ˈ
䘉֯ᗇ⭏ӗ࠶ᮓॆˈ⨳ޘᓄ䬮㌫㔏ҏ൘нᯝਁ
ኅǄӾкц㓚ᒤԓѝഭᇎ㹼᭩䶙ᔰ᭮᭯ㆆԕ
ᶕˈ䘉䘋〻Ⲵ࣯ཤ䘋а↕࣐ᘛǄ
൘ьӊˈ⨳ޘᓄ䬮Ⲵਁኅ൘кц㓚Ⲵ
ᒤԓ઼ᒤԓѫ㾱փ⧠Ѫӊ⍢ࡦ䙐ъ⭏ӗⲴ
Ā䳱ර⁑ᔿāˈ⭡ᰕᵜ亶ཤˈӊ⍢ഋሿ嗉㍗䲿ަਾ
˄ަѝवᤜѝഭਠ⒮ǃ丙ഭǃ俉઼ᯠ࣐එ˅ˈަ
ਾᱟьӊަᆳഭᇦ˄བྷփᱟ傜ᶕ㾯ӊǃ⌠ഭ઼ঠ
ᓖቬ㾯ӊ˅Ǆվᡀᵜ⭏ӗ䙀↕䖜〫㠣վᡀᵜ㓿⍾
փ㘼ਁ䗮㓿⍾փࡉ⌘䟽ޣ䭞䴦䜘Ԧ઼儈ᢰᵟᣅ
ޕ૱Ⲵ⭏ӗǄ
ѝഭⲴ᭩䶙ᔰ᭮ѪьӊⲴ⨳ޘᓄ䬮ਁኅ
ᨀҶᯠⲴ亶ฏ઼傡ࣘ࣋Ǆ䲿⵰ѝഭ㓿⍾Ⲵ䎧
伎ˈѝഭ⭏ӗᣅ䍴ᘛ䙏䮯Ǆ൘кц㓚ᒤԓˈ
аᔰѫ㾱ᱟ࣐ᐕ⭏ӗཆੁර㓿⍾ˈѫ㾱ᱟ⭡俉
઼ਠ⒮⭏ӗলᇦ൘ѝഭབྷ䱶Ⲵ⋯⎧ൠ४䘋㹼
⭏ӗǄդ䲿⵰ѝഭⲴᐕъॆ䘋〻ˈޘц⭼ަԆഭ
ᇦⲴᣅ䍴㘵ᔰሩѝഭ䘋㹼བྷ㿴⁑Ⲵᣅ䍴Ǆѝഭ
Ⲵӗъ亶ฏнᯝᤃᇭˈᢰᵟ≤ᒣҏнᯝᨀ儈Ǆ
аᔰˈབྷ䜘࠶ཆഭ⭏ӗරᣅ䍴䳶ѝ൘л⑨
Ⲵ⭏ӗ࣐ᐕˈ൘࡙⭘ѝഭѪ⭏ӗสൠˈሶᡰ
⭏ӗӗ૱ࠪਓࡠц⭼ަԆഭᇦǄ䘉а⧠䊑Ⲵ䜘࠶
ഐᱟѝഭ᭯ᓌⲴ᭯ㆆ㾱≲䘉Ӌࡦᡀ૱ᓄѫ㾱
⭘Ҿࠪਓˈਖа䜘࠶ഐᱟᖃൠᐲ൪⋑⌅䘋㹼↔
㊫ӗ૱Ⲵ⭏ӗǄ
䲿⵰ѝഭᡀѪĀц⭼ᐕলāˈьӊⲴ⭏ӗṬ
ተ䙀↕᭩ਈˈഐѪӊ⍢ަԆൠ४㾱䘲ᓄѝഭ䘉а
䟽㾱⭏ӗབྷഭⲴፋ䎧Ǆ䘉ҏሬ㠤Ҷਁ䗮Ⲵьӊ㓿
⍾փሶվ䱴࣐٬Ⲵ⭏ӗ䖜〫ࡠѝഭˈ㘼䘉Ӌ㓿⍾
փᴤ࣐у⌘Ҿ䴦䜘ԦⲴ⭏ӗᡆᱟ㠚❦䍴Ⓚᔰਁ亶
ฏǄֻྲˈ䗷৫丙ഭ઼ਠ⒮൘䶻ъࡦ䙐ᯩ䶒ঐᦞ
Ո࣯ˈ⧠൘䘉ṧⲴӗъᐢ㓿нާᴹՈ࣯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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նᱟˈ䲿⵰ѝഭ㓿⍾ⲴਁኅˈབྷཊᮠⲴ䶻ъ
ࡦ䙐ᐕল䗱〫ࡠҶѝഭǄࡠкц㓚ᒤԓˈ⭥㝁
઼ަԆ⭥ᆀӗ૱Ⲵ㓴㻵ҏ䖜〫ࡠҶѝഭǄѝഭࡦ
䙐ъᡰ䴰㾱Ⲵ䴦䜘ԦǃᵪỠ䇮༷ԕ৺ॆᆖᡆ
ᶀᯉࡉӾц⭼ⲴަԆഭᇦ䘋ਓǄк⑨⭏ӗ⍱〻
ྲӗ૱䇮䇑઼ර⭏ӗˈԕ৺л⑨⭏ӗ⍱〻ྲᐲ
൪৺䝽䘱ǃᇒᡧᴽ࣑ࡉབྷ䜘࠶൘ѝഭԕཆⲴൠᯩ
䘋㹼Ǆ
਼ᰦˈѝഭᵜ൏Աъᰕ⳺ᡀ⟏ˈ䖜㘼ᡀѪޘ
⨳ᓄ䬮Ⲵа䜘࠶Ǆ
ѝഭⲴᐘབྷ㿴⁑ણ⵰ਟԕ؍ᤱཊњ㹼ъ
Ⲵ㿴⁑㓿⍾Ǆѝഭ㜭੨᭦䖳ཊⲴк⑨ǃл⑨⭏ӗ
઼ޣ㹼ъˈӾ㘼ӗ⭏㚊䳶᭸ᓄ઼ॿ਼᭸ᓄˈ㘼
ф䘉ӋޜⲴޣਨ઼㹼ъҏ㜭ᘛ䙏ൠሩᐲ൪ڊ
ࠪ৽ᓄǄѝഭഐ↔ᡀѪ䇨ཊഭᇦ䟽ᯠ䈳ᮤ⨳ޘ
ԧ٬䬮ߣㆆѝⲴ䟽㾱㓴ᡀ䜘࠶Ǆ䘉ҏ␡ᖡ૽
Ҷьӊ୶ъ⍫ࣘⲴ䟽㓴ˈ㔃᷌ᱟ䎺ᶕ䎺ཊⲴ㹼
ъ઼ޜਨሶѝഭѪᡀ૱Ⲵ㻵䝽ൠˈ❦ਾ䘋㹼ࠪ
ਓˈᖸབྷа䜘࠶ᱟࠪਓࡠ㖾ഭᐲ൪Ǆ
ѝഭࠪਓⲴᘛ䙏䮯ҏ৽᱐Ҷ䎺ᶕ䎺ཊⲴ
ޜਨ઼ӗъ䟽ᯠ䈳ᮤ⨳ޘ㤳തⲴ࠶ᐕਸˈ䇨
ཊ䐘ഭԱъ䎺ᶕ䎺ཊൠሶѝഭѪަӗ૱Ⲵᴰ
ਾ㓴㻵ൠˈࠪਓࡠц⭼ަԆഭᇦǄѝ㖾䍨᱃ˈӾ
ᇎ䍘кᶕ䈤ᐢ㓿нᱟєഭѻ䰤Ⲵ䍨᱃Ǆѝ㖾䍨
᱃ᇎ䍘кԓ㺘Ҷ⨳ޘᓄ䬮Ⲵа䜘࠶Ǆֻྲѝഭ
ሩц⭼ަԆഭᇦࠪਓⲴаॺ䜭ᶕ㠚Ҿཆ䍴Աъ
ᡆѝཆਸ䍴Աъˈަѝ䇨ཊᱟ㖾ഭԱъǄѝഭሩ
㖾ഭⲴৼ䗩䍨᱃亪ᐞ൘ᖸབྷ〻ᓖкҏᱟަԆ㓿
⍾փሩѝഭ䍨᱃亪ᐞⲴа䖜〫Ǆ
ѝഭࠪਓࡠަԆഭᇦⲴӗ૱⭡ѝഭⲴ䐘ഭ
Աъ䘋㹼⭏ӗⲴ਼ᰦˈ࡙⏖བྷ䜘࠶䜭㻛䐘ഭޜ
ਨ㧧ᗇ˄ഐ↔ˈ䬰ᖰ⅗⍢Ⲵ㤩᷌ӗ૱ਟ㜭ՊѪ
ѝഭӗ૱ࠪਓˈഐѪӗ૱ᱟ൘ѝഭ䘋㹼㓴㻵Ⲵˈ
նབྷ䜘࠶࡙⏖㻛㖾ഭ㤩᷌ޜਨ㧧ᗇǄӾ㤩᷌ޜਨ
ⴻᶕˈᆳᒦнᤕᴹ㓴㻵L3DGᒣᶯ⭥㝁Ⲵᇼ༛ᓧ
䈧ḕⴻㅜаㇷ࠶ᣕ㧧ਆᴤཊؑ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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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FRQQ˅ޜਨˈᇼ༛ᓧᱟ൘俉кᐲⲴаᇦਠ
⒮ޜਨ˅Ǆ㘼൘ަԆᛵߥлˈ䐘ഭޜਨҏᴹަᵜ൏
ࡦ䙐୶ˈᵜ൏ࡦ䙐୶ሶ䜘࠶ᡆޘ䜘࠶ӛަ䍴ᵜⲴ
䱴࣐٬എᣕǄ⭡↔ˈ൘ѝഭࡋ䙐Ⲵഭ⭏ӗᙫ٬
ቡ㻛ഭཆ䍴ᵜᡰᴹ㘵㧧ᗇǄ䘉ҏᡀѪཆഭⴤ᧕ᣅ
䍴㘵ᡰ൘ഭᇦⲴഭ≁⭏ӗᙫ٬Ǆ
ᯠޤഭᇦѪ䎺ᶕ䎺䟽㾱Ⲵᐲ൪ፋ䎧ˈѪѝ
㖾㓿⍾ਸࡋ䙐ҶᴤཊᵪՊǄ൘䘉њĀ⡸⨳ޘ
ॆāⲴц⭼ˈᯠޤ㓿⍾ঐᦞҶ⨳ޘ㓿⍾䮯Ⲵ㔍
བྷ䜘࠶઼⨳ޘഭ⭏ӗᙫ٬ⲴаॺǄ਼ᰦˈ䎺ᶕ
䎺ཊⲴѝഭԱъᐢ㓿䘋ޕҶഭཆᢙᕐⲴᰦᵏǄ䘉
ӋѝഭԱъ䶎ᑨҶ䀓ᯠޤഭᇦ⎸䍩㘵Ⲵ䴰≲ˈ൘
ᯠޤ㓿⍾փⲴн਼䘀⧟ຳѝⲴᇎ䱵㓿傼
ѠᇼǄ䘉ӋѝഭԱъഐ↔ҏᡀѪҶ൘⨳ޘ㾶ⴆ䶒
〟ᒯ䱄ǃᴹᕪབྷⲴ૱⡼䍴Ⓚ઼ᢰᵟᇎ࣋Ⲵ㖾ഭ䐘
ഭޜਨⲴ㢟ྭਸՉդǄ

ഋǃӪਓ઼㓿⍾ਁኅᐞᔲሬ㠤ѝ
㖾єഭ൘ۘ㫴઼ᣅ䍴ᯩ䶒ާᴹӂ
㺕ᙗ
ѝഭⲴۘ㫴⦷儈Ҿ㖾ഭˈഐѪѝഭ䘈ᱟањሩ
㩭ਾⲴഭᇦˈӪਓᒤ喴ҏሩᒤ䖫Ǆণ֯ᱟഭ
ᣅ䍴⦷儈ˈѝഭӽ❦ᱟањ߰ۘ㫴ᣅ䍴։Ⲵഭ
ᇦǄ䘉о䘁Ӌᒤᶕ㖾ഭⲴᛵߥᖒᡀҶ勌᰾ሩ∄Ǆ
㖾ഭⲴۘ㫴⦷վˈф㓿ᑨ亩ⴞᤱ㔝ᆈ൘䎔ᆇǄ
⭡Ҿ㖾ഭⲴᢰᵟ≤ᒣ઼㇑⨶≤ᒣ䖳儈ˈ㖾
ഭԱъⲴ⨳ޘ㾶ⴆ⦷ҏ∄ѝഭԱъᴤѪᒯ䱄ˈ
㖾ഭሩॾⴤ᧕ᣅ䍴䘌䘌䎵䗷Ҷ䗷৫ѝഭሩަԆ
ഭᇦⲴⴤ᧕ᣅ䍴Ǆ䗷৫ѝഭሩ㖾ഭⲴ䇱ࡨᣅ䍴
ᐘབྷˈ䘉ਟԕ䙊䗷ѝഭᡰᤱᴹⲴབྷ䟿㖾ഭഭ٪
ѝⴻࠪᶕǄኅᵋᵚᶕˈ䲿⵰ѝഭӪਓ㘱喴ॆˈѝ
ഭ㓿⍾Ⲵ䘋а↕ਁኅˈѝഭⲴۘ㫴≤ᒣՊл䱽ˈ
ѝഭሩ㖾ഭⲴⴤ᧕ᣅ䍴ሶ࣐Ǆѝഭ઼㖾ഭ
Ѫц⭼кᴰབྷⲴєњ㓿⍾փˈєഭⲴۘ㫴઼ᣅ
䍴ᛵߥሩሩᯩ䜭ሶӗ⭏␡䘌ᖡ૽ˈҏሶᖡ૽ޘ
⨳䠁㶽ᐲ൪ⲴਁኅǄєഭ࣐ᕪਸⲴオ䰤❦

ᖸབྷˈӾ㘼ਟԕ׳䘋ۘ㫴઼ᣅ䍴䘋㹼ᴤᴹ᭸Ⲵ
䝽㖞Ǆ

ᵚ㜭䀓ߣк䘠䰞仈ቡሶ䲧ޕĀѝㅹ᭦ޕ䲧䱡āǄ
ѝഭⲴĀॱаӄā㿴ࡂ઼ĀॱҼӄā㿴ࡂҏᕪ䈳
㾱䘋㹼㓿⍾㔃ᶴ䈳ᮤˈᒦф䘉㔃ᶴ䈳ᮤᐢ㓿൘
ӄǃѝ㖾єഭ䜭䴰㾱ᒣ㺑ᒦ䘋
ធធਁᥕ⭘Ǆ
а↕࣐ᕪ㓿⍾ਸ
൘ࡽ䘋Ⲵ䚃䐟кˈѝ㖾єഭ䜭䴰㾱൘㓿⍾
ᒣ㺑Ⲵ䗷〻ѝُࣙሩᯩⲴ࣋䟿ԕᇎ⧠䮯ᵏਟ
൘ᒤࡠᒤⲴᰦ䰤䟼ˈц⭼㓿⍾㓿শҶ ᤱ㔝ਁኅǄѝഭሩ㖾ࠪਓⲴᘛ䙏࣐൘䗷৫ᑞࣙ
ᴰᘛⲴ儈䙏䮯ᰦᵏǄਟԕ᰾⺞Ⲵᱟˈ䘉ᘛ ҶѝഭⲴ㓿⍾ਁኅˈ䛓Ѹ㖾ഭ䴰㾱൘ѝഭ啃࣡
䙏䮯᰾ᱮᱟнਟᤱ㔝ⲴǄ൘䇨ཊਁ䗮ഭᇦˈ ࣘ䴰Ⲵᛵߥл࣐བྷ䘋ޕѝഭᐲ൪Ⲵ࣋ᓖᒦԕ↔
䠁㶽փ㌫ԕ䗷儈Ⲵᶐᵶ∄⦷䝽㖞䍴ӗˈ⿱㩕䜘 ׳䘋㠚䓛Ⲵ㓿⍾ਁኅǄ䲔Ҷⴤ᧕ࠪਓӗ૱ࡠѝഭ
䰘઼ޡޜ䜘䰘〟㍟Ⲵ٪࣑ཚཊǄᒤⲴ ཆˈ㖾ഭҏਟԕӾᴽ࣑ࠪਓѝ㧧⳺Ǆ⑨ቡᱟа
Ā⨳ޘ䠁㶽ডᵪāḷᘇ⵰⨳ޘ㓿⍾ਁኅ䘋ޕҶ њ䶎ᑨྭⲴֻᆀˈㅜॱㇷ࠶ᣕՊ䘋㹼ᴤ䈖㓶Ⲵ
ањ䖜ᣈ⛩ˈ䇨ཊਁ䗮ഭᇦнᗇнᔰ㢠䳮Ⲵ 䇘䇪Ǆ
৫ᶐᵶॆ䘋〻઼ᆿ㿲㓿⍾ⲴĀᒣ㺑āǄ䘉Ӌ
ѝഭ䴰㾱㔗㔝Ӿ㖾ഭ㧧ᗇᢰᵟ᭟ᤱԕॷ㓗
ਁኅᛵߥሩᯠޤц⭼ഭᇦⲴ㓿⍾䮯ҏӗ⭏Ҷ ަ㓿⍾㔃ᶴˈ㘼㖾ഭࡉ䴰㾱ࠪਓᢰᵟԕ㧧ᗇ୶
ᖡ૽Ǆ
ъㄎҹ࣋Ǆ䗷৫ˈ㖾ഭᣅ䍴Ⲵаབྷ䜘࠶䜭⍱ᖰѝ
൘㖾ഭˈᖸ䮯а⇥ᰦ䰤ԕᶕˈ㓿⍾䮯ᱟ⭡ ഭˈ㘼൘ᵚᶕॱᒤ䰤ѝഭሩ㖾ഭⲴᣅ䍴ሶᱮ㪇
а㌫ࡇഐ㍐᭟᫁Ⲵ˖䗷ᓖ⎸䍩ǃᖸվ⭊㠣ᱟ䍏ᮠ ࣐Ǆ
Ⲵᇦᓝۘ㫴⦷ǃ䠁㶽ᐲ൪䗷✝᧘ࣘտᡯԧṬк
䇔䇶ࡠѝ㖾㓿⍾Ⲵ䘉⁑ᔿ䖜ਈ䶎ᑨ䟽
⏘ǃᤱ㔝Ⲵ䍒᭯䎔ᆇ઼нᯝ࣐Ⲵ㓿ᑨ亩ⴞ䎔 㾱Ǆᵚᶕॱᒤ׳䘋ѝ㖾㓿⍾ਸⲴ㾱㍐ሶн਼
ᆇǄ⭡Ҿᒤ䠁㶽ডᵪⲴߢࠫˈ䍒᭯䎔ᆇ Ҿ䗷৫ᮠॱᒤ䰤Ǆ㾱׳䘋ѝ㖾ਸⲴਁኅˈєഭ
઼᭯ᓌ٪࣑≤ᒣᙕᚦॆǄ
᭯ᓌ䜭ᴹᗵ㾱ሩ᭯ㆆ઼ⴻᖵ䰞仈Ⲵ㿶䀂䘋㹼৽
⭡Ҿᇦᓝ䍒࣑䴰㾱৫ᶐᶐॆ䙿ࡦҶ⎸䍩䴰 ᙍᒦа㠤ੁࡽⴻǄ
≲Ⲵᚒ༽ˈ㓿⍾⯢ᕡሬ㠤ཡъ⦷䖳儈઼᭦ޕ
࣐㕃ធˈ᭯ᓌ٪ਠ儈ㆁǃ᭯⋫ࠪ⧠ܥተሬ㠤ަᰐ
࣋ᨀᴤཊࡪ◰㓿⍾ᯩṸˈഐ↔ˈ࣐ࠪਓᱟ֯
㖾ഭ䟽എਟᤱ㔝ਁኅ䖘䚃Ⲵ䟽㾱а⧟ǄⲴ⺞ˈ䘉
ҏ䙀⑀ᡀѪһᇎǄ
ѝഭ䘁Ӌᒤ㓿⍾ਁኅⲴ⢩⛩ᱟĀнっᇊǃн
൷㺑ǃнॿ䈳઼нਟᤱ㔝āǄ㓿⍾䮯䗷࠶䎆
Ҿࠪਓ઼䗷ᓖᣅ䍴Ǆᴹᗵ㾱ᢙབྷ䴰ԕ׳䘋㓿⍾
䮯Ǆ਼ᰦ䘈䘛࠷䴰㾱䙊䗷ᨀ儈㓿⍾᭸⦷ᶕᨀ
儈㓿⍾䮯Ⲵ䍘䟿ˈ䘋㹼ᢰᵟॷ㓗ǃᣅ䍴Ӫ࣋䍴
Ⓚǃ啃࣡ࡋᯠǃ׳䘋Āवᇩᙗ䮯āǃ䚯⧟ݽຳᚦ
ॆǄц⭼䬦㹼ᐢ㓿н→а⅑ᨀ䟂ѝഭˈྲ᷌ѝഭ
䈧ḕⴻㅜㇷ࠶ᣕ㧧ᗇᴤཊؑ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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䱴ᖅа
മ㺘$˖ц⭼བྷᆖᧂ
ц⭼ᧂ

བྷᆖ

ഭᇦ



ഭᇦ

㖾ഭ



བྷᆖ

㖾ഭ



ᯟඖ⾿བྷᆖ

㖾ഭ



⢋⍕བྷᆖ

㤡ഭ



Პ᷇ᯟ亯བྷᆖ

㖾ഭ



ࢁẕབྷᆖ

㤡ഭ



哫ⴱ⨶ᐕᆖ䲒

㖾ഭ



Ֆᮖᑍഭᆖ䲒

㤡ഭ



㣍࣐କབྷᆖ

㖾ഭ



࣐ᐎབྷᆖ՟࠶࡙ݻṑ

㖾ഭ



㙦励བྷᆖ

㖾ഭ



କՖ∄ӊབྷᆖ

㖾ഭ



࣐ᐎབྷᆖ⍋ᵹ⸦࠶ṑ

㖾ഭ



㓖㘠g䴽Პ䠁ᯟབྷᆖ

㖾ഭ



⪎༛㚄䛖⨶ᐕᆖ䲒㣿哾ц࠶ṑ

⪎༛



ᇮཅ⌅ቬӊབྷᆖ

㖾ഭ
㤡ഭ



Ֆᮖབྷᆖᆖ䲒



ᇶⅷṩབྷᆖ

㖾ഭ



ཊՖཊབྷᆖ

࣐བྷ



ᓧླྀቄབྷᆖ

㖾ഭ

ᶕⓀ˖
ǉ⌠Ე༛儈ㅹᮉ㛢ǊˈKWWSZZZWLPHVKLJKHUHGXFDWLRQFRXNZRUOGXQLYHUVLW\UDQNLQJVWRSKWPO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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ㅜйㄐ

ᵚᶕॱᒤ઼⨳ޘѝ㖾㓿⍾ኅᵋоᡈ


䗸ݻቄЬᯟᖝᙍ

㓭㓖བྷᆖᯟ⢩ᚙ୶ᆖ䲒㓿⍾ᆖᮉᦸǃᒤ䈪䍍ቄ㓿⍾ᆖ྆㧧ᗇ㘵

᪈㾱

ਁ

䗮ഭᇦⴞࡽঐ⨳ޘ㓿⍾ᙫ䟿㓖Ǆ
ഭӽ൘㤖㤖ᥓˈᐼᵋᚒ༽ަ
䮯઼ቡъⲴਟᤱ㔝⁑ᔿǄަѝˈ㖾
ഭ㓿⍾䘋а↕৫ᶐᵶॆˈ㓿⍾ᔰ䮯ˈնቊᵚ
ᚒ༽ࡠডᵪࡽⲴ≤ᒣˈфቡъᛵߥӽ❦┎ਾǄ
ሩ㘼䀰ˈਁኅѝഭᇦ㓿⍾䜭൘䮯ˈᴹаᇊ䘲ᓄ
㜭࣋ˈণׯ䶒ሩਁ䗮ഭᇦ㓿⍾䮯⦷䎵վⲴབྷ
⧟ຳˈਁኅѝഭᇦӽ൘Ḁ〻ᓖк㜭؍ᤱਟᤱ
㔝ਁኅǄѝഭ↓ੁѝㅹ᭦ޕഭᇦ䖜රˈѝഭ㓿⍾

൘ᓄᯩ䶒ਈॆ䗵䙏ˈ䙀↕䖜ੁഭ⎸䍩ԕ৺儈
എᣕᣅ䍴ᒦդ䲿⵰儈䱴࣐٬ࠪਓⲴਁኅ⁑ᔿˈ䘉
ᰕ⑀ᡀѪ㓿⍾ਁኅⲴѫ㾱傡ࣘ࣋Ǆࡋᯠǃㄎҹԕ
৺ᐲ൪ॆ൘䘉а䖜ර䗷〻ѝ㠣ޣ䟽㾱Ǆᯠаቺ亶
ሬ䶒ѤⲴѫ㾱㓿⍾ᡈ൘Ҿྲօᇎᯭཊ亩ᓄ
Ⲵ᭩䶙᧚ᯭˈ᭟ᤱ䘉а↓൘ਈॆⲴਁኅ⁑ᔿǄᾲ
ᤜ㘼䀰ˈѝ㖾єഭ䜭൘ᵚᶕॱᒤ䶒Ѥ䟽བྷǃ㢠䳮
Ⲵ㓿⍾ᡈǄᔪ・ӂࣙӂᜐⲴޣ㌫ᶱᴹࣙҾє
ഭ㧧ᗇᡀ࣏ˈᒦሶᜐ৺ަ⨳ޘԆ㓿⍾փǄ

ᵚᶕॱᒤ઼⨳ޘѝ㖾㓿⍾ኅᵋоᡈ
аǃሬ䀰
ᵚᶕॱᒤˈ⨳ޘ৺њ࡛ഭᇦሶࠪ⧠䟽བྷ㓿⍾㔃
ᶴ䈳ᮤˈަ䙏ᓖ઼᭸᷌䳮ԕ亴ᯉˈҏഐ↔ᑖᶕа
ᇊⲴн⺞ᇊᙗ઼仾䲙Ǆ
ᒤԕࡽˈԕ㖾ഭѪԓ㺘Ⲵ䜘࠶ਁ䗮㓿⍾
փ䙊䗷བྷ䟿ُ٪᧘ࣘ㓿⍾䮯ˈ䘉Ӌ٪࣑ᴹⲴ
ᶕ㠚⿱ᴹ䜘䰘˄ᇦᓝǃޜਨ઼䠁㶽ᵪᶴ˅ˈᴹⲴᶕ
㠚ޡޜ䜘䰘Ǆ䘉䮯ᯩᔿ䘈वᤜ䗷ᓖ⎸䍩㘼
ᣅ䍴н䏣ԕ㔤ᤱ䮯Ǆ䜘࠶ഭᇦ䠁㶽䜘䰘㹼Ѫཡ
ᖃ઼㕪ѿⴁ㇑ҏࣙ䮯Ҷ䘉ᰐ⌅ᤱ㔝Ⲵ䮯Ǆ
ᴰ㓸ˈ䘉нڕᓧⲴ䮯ࣘ࣋൘ᒤᡋ❦㘼
→Ǆ
ᡁԜ↓༴Ҿ৫ᶐᵶॆⲴ䗷〻ѝˈ䴰㾱䙀↕
䱽վ٪࣑≤ᒣǄ൘䘉њ䗷〻ѝˈഭᙫ䴰≲л
䱽ˈሬ㠤㓿⍾䮯᭮㕃⭊㠣ࠪ⧠䍏䮯ˈїཡҶ
䇨ཊቡъսǄⴞࡽˈ৫ᶐᵶॆቊᵚᆼᡀǄᙫ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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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ⴻˈ⿱ᴹ䜘䰘٪࣑ᤱ㔝л䱽ˈ㘼᭯ᓌ䜘䰘٪࣑
ࡉ൘кॷǄ
㖾ഭ઼⅗⍢վ࡙⦷ᡆ䍏࡙⦷Ⲵ䍗ᐱ᭯ㆆҏ
ᴹࣙҾ৫ᶐᵶॆⲴᇎᯭˈ䘉Ӌ᭯ㆆ䱽վҶ儈䍏٪
㔉㓿⍾䙐ᡀⲴᦏཡˈ࣐䙏Ҷ䍴ӗԧṬ˄वᤜᡯӗ
ԧṬ˅എॷˈӾ㘼᭩ழҶ䍴ӗ䍏٪㺘ˈ䱽վҶ䍒ᇼ
㕙≤ሩ⎸䍩ӗ⭏Ⲵн㢟ᖡ૽Ǆ❦㘼ˈо↔਼ᰦˈ
ۘ㫴㘵䍴ᵜ᭦ޕਇᦏǄ↔ཆˈվ䘈ਟ㜭ሬ㠤㓿
⍾䮯䟽ᯠഎࡠُ䍧⎸䍩Ⲵ⁑ᔿкǄ
䴰≲䮯ᵏнᥟણ⵰㓿⍾䮯䘈ሶվ䘧а
⇥ᰦ䰤Ǆ൘ᔰ᭮Ⲵ⨳ޘ㓿⍾⧟ຳѝˈ㓿⍾༽㣿൘
аᇊ〻ᓖк䘈㾱䎆ੁӽ൘䮯Ⲵᐲ൪ⲴࠪਓǄ
նᱟˈᡁԜᖸᇩ᱃ᘭ㿶Ⲵа⛩ᱟˈ䘉䮯▌࣋
ਚ䘲⭘Ҿ㓿⍾Ⲵਟ䍨᱃䜘䰘Ǆᴰ䘁Ⲵ⹄ウ㺘᰾ˈ
䙊ᑨᛵߥлˈਁ䗮㓿⍾փਟ䍨᱃䜘䰘བྷ㓖ঐޘ䜘
ӗࠪⲴй࠶ѻаˈ൘ቡъѝᡰঐ∄䟽⮕վҾй࠶
ѻаǄнਟ䍨᱃䜘䰘ӗ٬ᴤབྷˈ㘼фᆼޘ䎆Ҿ

ഭᙫ䴰≲Ǆ⭡↔ᡁԜ䇔Ѫˈ䗷৫ᒤཊаⴤਇࡠ
䴰≲ᤆ㍟Ⲵ㓿⍾䮯⁑ᔿ䘈ሶᔦ㔝а⇥ᰦ䰤Ǆ
⅗⍢˄⢩࡛ᱟ⅗ݳ४˅価ਇк䘠ഐ㍐ഠᢠˈ
࣐к㠚䓛㕪䲧˄ᖒᡀ䍗ᐱ਼ⴏ㘼⋑ᴹᖒᡀ䍒᭯
઼᭯⋫਼ⴏ˅ˈ䘉ሬ㠤⅗ݳ४൘ᓄሩѫᵳ٪࣑ড
ᵪ઼ޣ㌫㔏ᙗ仾䲙ᰦ᰾ᱮ࣋нӾᗳˈ൘䀓ߣ㓿
⍾䮯ѝ䶒ѤⲴ㔃ᶴ䈳ᮤ䰞仈ˈԕ৺ᨀ儈⭏ӗ⦷
઼ㄎҹ࣋ᯩ䶒ˈҏᱮᗇᰐ㜭Ѫ࣋Ǆһᇎкˈ⅗⍢
བྷ䜘࠶ഭᇦᐢ㓿༴Ҿ䍏䮯ˈ䘉ᛵߥ䘈ሶᤱ
㔝ࠐњᴸǄ
ᴰ䘁ˈབྷ઼࡙㾯⨝⢉䘉єњ㌫㔏䟽㾱ᙗ
ഭᇦ䈪ᇎᯭ䍒᭯っᇊ᭯ㆆ઼㓿⍾᭩䶙ˈ㘼ԕᗧ
ഭ઼ަԆ⅗ݳ४ṨᗳഭѪਾⲴ⅗⍢ཞ㹼ࡉ⵰
っᇊѫᵳ٪࣑ᐲ൪˄䚯ݽ䎵仍᭦⳺઼࣐ؑ
⭘仾䲙ࠪ⧠ডᇣᙗĀ㠚ᡁᇎ⧠āᔿкॷ˅ˈ䘉㕃䀓
Ҷ⅗ݳ४Ⲵ㌫㔏ᙗ仾䲙Ǆ⅗ݳ४䘈䈪ሶҾ
ᒤᇎ⧠䬦㹼㌫㔏っᇊ઼㔏аⴁ㇑ⲴⴞḷǄ
㲭❦ᛵߥᗇࡠҶ᭩ழˈն㌫㔏ᙗ仾䲙ӽ❦⋑
ᴹ⎸䲔Ǆᇎ⧠っᇊⲴ䗷〻ቊнᖫᓅˈӽᆈ൘н⺞
ᇊᙗ仾䲙ˈ਼ᰦˈ䍒᭯っᇊᙗ᧚ᯭҏሶ䘋а↕ᔦ
㕃㓿⍾䮯઼ቡъⲴޘ䶒༽㣿Ǆ
ਁ䗮ഭᇦ❦ঐᴹ⨳ޘ㓿⍾ӗࠪⲴаॺԕ
кˈк䘠䮯䎻࣯䈤᰾ˈᵚᶕӄᒤਁ䗮ഭᇦ䴰≲
ॱ࠶ᴹ䲀ˈ䘉ҏણ⵰ਁኅѝഭᇦਚᴹ䙊䗷ࡋ䙐
䜘䴰≲㜭ᇎ⧠儈䙏䮯Ǆ䘉о䗷৫Ⲵᛵᖒᆼ
ޘн਼Ǆ䗷৫ˈਁ䗮㓿⍾փ㓿⍾㿴⁑བྷˈ䮯っ
ᇊˈਁኅѝഭᇦਚ䴰㾱ሶ㓿⍾䮯Ⲵ䟽⛩᭮൘
㔉ǃ⭏ӗ⦷ǃㄎҹ઼࣋㔃ᶴ䖜රㅹᯩ䶒Ǆ㲭❦䘉
Ӌ㔉䶒Ⲵਁኅᡈ⮕ᖸ䟽㾱ˈնⴞࡽྲօࡋ䙐䏣
ཏⲴ䴰≲ҏᡀѪޣ䭞Ǆ
⭡↔ˈᡁԜ䇔䇶ࡠˈਁኅѝഭᇦ㓿⍾㿴⁑ᢙ
ᕐᱟ⨳ޘ㓿⍾䮯Ⲵањ䟽㾱䎻࣯ˈ䘉㿴⁑
ᢙᕐᱟ⭡ഭ≁᭦ޕ䮯઼䴰≲ᘛ䙏䖜ර䙐ᡀⲴˈ
䘈ਟԕ㺘⧠Ѫ⨳ޘѝӗ䱦㓗৺ަ䍝Ҡ࣋Ⲵ⠶⛨
ᔿ䮯Ǆ䘉а䎻࣯ሩҾѝഭ઼ަԆѫ㾱ਁኅѝഭ
ᇦࡦ䇒ᡀ࣏Ⲵ㓿⍾䮯ᡈ⮕ާᴹ䟽㾱ѹˈѪሿ
රਁኅѝഭᇦᨀҶᐘབྷⲴ▌൘ᐲ൪ˈ਼ᰦҏѪ

ਁ䗮ഭᇦ൘⨳ޘᓄ䬮ѝ䱴࣐٬䖳儈Ⲵਟ䍨᱃
䜘䰘ᨀҶ䳮ᗇᵪ䙷Ǆ
ਁኅѝഭᇦሶ㔗㔝൘ਟ䍨᱃䜘䰘Ⲵ㔃ᶴ䖜
ර઼⭏ӗ⦷䮯ѝ㧧࡙ˈնᖃࡽˈѝഭㅹѫ㾱ഭ
ᇦⲴ䮯ࡉѫ㾱䶐нਟ䍨᱃䜘䰘Ⲵ䴰≲䮯ˈ
ԕ৺нਟ䍨᱃䜘䰘Ⲵ䮯ᵏ⭏ӗ⦷઼䱴࣐٬䮯Ǆ
нਟ䍨᱃䜘䰘䮯ᱟᰐ⌅䙊䗷ཆ䜘ㄎҹ᧘ࣘⲴˈ
ਚ㜭䶐䜘ㄎҹǃᆼழ㿴ㄐࡦᓖǃ࣐Ӫ࣋䍴
ᵜǃ࣐བྷส䇮ᯭᣅ䍴઼ࡋᯠㅹ᧚ᯭᇎ⧠Ǆ

Ҽǃቡъǃ᭦࠶ޕ䝽઼⽮Պっᇊ
ᯠᢰᵟ઼↓ॆ⨳ޘ൘␡ᖡ૽ਁ䗮ഭᇦ઼
ਁኅѝഭᇦн਼ᮉ㛢ቲ⅑ⲴњӪቡъ䘹ᤙǄᢰᵟ
ࡋᯠнӵ߿ቁҶᑨ㿴ቡъսᮠ䟿ˈҏᕅ䎧Ҷޘ
⨳ᓄ䬮઼㖁㔌Ⲵ᭩ਈˈӾ㘼ሬ㠤䇨ཊഭᇦਟ
䍨᱃䜘䰘Ⲵᑨ㿴ᐕսԕ৺ᆈ൘ᢰ㜭㾱
≲Ⲵ䶎ᑨ㿴ᐕս䟽ᯠ࠶䝽Ǆ䘉ᕪབྷⲴ䎻
࣯ᖸਟ㜭ᤱ㔝л৫ˈᆳ䗷৫ѫ㾱ᖡ૽Ҷਁ䗮㓿⍾
փˈ㘼൘н䘌Ⲵሶᶕˈሶ㭃ᔦ㠣ਁኅѝ㓿⍾փǄ
ᢰᵟ⎧நⲴṨᗳᱟؑᢰᵟˈ᪙ቄᇊᖻǃ䇑
㇇ᵪ઼ᮠᦞᓃḷ߶ॆ㖁㔌ԕ৺ަԆ䗷৫ᰐ⌅ᇎ
⧠Ⲵᴽ࣑བྷབྷ᧘ࣘҶ䈕ᢰᵟⲴਁኅǄᢰᵟ࠶᷀
ᐸᤷࠪˈᡁԜ↓༴Ҿ㔃ᶴ䖜රⲴ࣐䙏䱦⇥ˈ䘌ᵚ
䗮ࡠᡆ᧕䘁㓸⛩Ǆ䘉㜭ཏᑞࣙᡁԜ⨶䀓к䘠䎻
࣯Ⲵᕪབྷ᧘ࣘ࣋ˈԕ৺ޣᮠᆖᾲᘥǄ᪙ቄᇊᖻ
䇔Ѫˈॺሬփ㣟⡷ѝᲦփ㇑Ⲵᮠ䟿⇿њᴸቡՊ
㘫а⮚ˈྲ᷌ᦒ㇇ᡀ䮯䙏ᓖˈ᧕䘁Ǆѝഭ
ᱟਁ⨳ޘኅᴰᘛⲴ㓿⍾փˈ䙏䗮ࡠˈ*'3
⇿ᒤ㘫а⮚ǄᡁԜ⸕䚃䘉ሶᑖᶕᘾṧⲴ᭩ਈǄ
ᢰᵟ䮯䙏ᓖ∄*'3䙏儈ࠪˈؽ䘉㔉䗷৫й
ॱᒤᑖᶕҶᡀᵜⲴབྷᑵл䱽ԕ৺ᓹԧᴽ࣑ъ㿴
⁑ⲴᢙབྷǄ

 䈁㘵⌘˖䈕ㄐ㢲䜘࠶㘫䈁৲㘳ǉᢰᵟ઼ቡъᡈǊˈ䗸ݻቄЬᯟᖝ
ᙍˈ3URMHFW6\QGLFDWHᒤᴸᰕˈ㖁൰˖KWWSZZZSURMHFW
V\QGLFDWHRUJFRPPHQWDU\JOREDOVXSSO\FKDLQVRQWKHPRYH
E\PLFKDHOVSHQFHFKLQHV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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ᡁԜ䘈⸕䚃ˈণ֯䙏ᖸ儈ˈަࡍ⭘ᖸ
ሿǄᒤࡽѝഭ㓿⍾䙏᧕䘁ˈն⭡Ҿަ㓿⍾
ᙫ䟿䖳ሿˈሩ⨳ޘ㓿⍾Ⲵᖡ૽ᗞѾަᗞǄ❦㘼ˈ
㓿䗷ҶᒤⲴ儈䙏䮯ˈѝഭ㓿⍾ᙫ䟿䗮ࡠҶ
зӯ㖾ݳǄ⧠൘ণ֯ᱟⲴ㓿⍾䮯䙏ᓖˈᐢ㓿
ᱟᖸҶн䎧Ⲵᡀቡˈሩ⨳ޘ㓿⍾Ⲵ䍑⥞ҏՊоᰕ
ءǄ䘉ᖡ૽਼ṧ䘲⭘Ҿᢰᵟ亶ฏ˄նᱟԕ༽
ᵲⲴࡋᯠਐ࣐Ⲵᯩᔿ˅Ǆ䗷৫ᒤࡠ⧠൘ˈᡀᵜ
л䱽䙏ᓖ䗮ࡠᒤ൷ˈ֯ᙫᡀᵜ䱽վҶз
↓ˈؽᱟ䘉ਈॆᑖᶕҶԕлᖡ૽˖⭏ӗ㠚ࣘॆˈ
ᑨ㿴ቡъս䖜〫ˈᶴᔪ༽ᵲ儈᭸Ⲵ⨳ޘᓄ
䬮Ӿ㘼㧧ਆӪ࣋䍴ⓀǄᡁԜⲴ䟽⛩ᱟˈᢰᵟуᇦ
䇔Ѫ䘉䮯䘈ሶ㔗㔝ˈ㘼фՊሩ㓿⍾ӗ⭏ᴤ
࣐ᱮ㪇Ⲵᖡ૽Ǆ
䛓Ѹˈߣㆆ㘵ˈ⢩࡛ᱟਁ䗮ഭᇦߣㆆ㘵ˈᓄ
䈕ྲօ䶒ሩቡъ亶ฏⲴᡈ˄ԕ৺ሩ᭦઼ޕ䍒
ᇼ࠶䝽Ⲵᡈ˅˛ᡁԜਟԕӾᖃࡽⲴ⹄ウѝᗇ
ࡠ䇨ཊޣҾ㓿⍾㔃ᶴⲴ╄ॆྲօᖡ૽ቡъⲴᴹ
䏓㔃䇪Ǆ
ਁ䗮ഭᇦਟ䍨᱃䜘䰘㠣ቁᐢ㓿ᴹᒤ⋑ᴹ
ӗ⭏ԫօᇎ䍘ᙗቡъ䮯Ҷˈণ֯ࡋ䙐Ҷቡъ
սˈҏ䳶ѝ൘儈᭦ޕǃ儈ᆖশቲ⅑ˈ㘼ѝվ᭦ޕ
઼ᆖশቡъ൘߿ቁǄ儈ㄟᴽ࣑ъቡъսⲴ࣐
դ䲿⵰ࡦ䙐ъᓄ䬮ѝ儈ቡъ䜘䰘Ⲵ㺠䘰Ǆ
൘ᒤডᵪ⠶ਁࡽˈѝվ᭦ޕ䮯ᆼޘ
ᶕ㠚㓿⍾ѝⲴнਟ䍨᱃䜘䰘ˈ䈕䜘䰘བྷ㓖㾱ঐਁ
䗮ഭᇦӗ઼ࠪቡъⲴй࠶ѻҼǄަѝ䳷ઈӪ൷᭦
઼ޕ䱴࣐٬ࠐѾ؍ᤱっᇊǄቡъսਟ㜭ഐᢰ
ᵟ䘋↕㘼ࡺ߿ˈնнՊഐ⨳ޘㄎҹ㘼ࡺ߿ˈ㘼н
ਟᤱ㔝Ⲵ٪࣑᧘ࣘර䴰䮯ᔦ䘏ҶᖃࡽⲴቡ
ъ䎔ᆇǄ
㔃᷌ˈਁ䗮ഭᇦԕᴤᘛⲴ䙏ᓖࡺ߿ᑨ㿴
սˈ਼ᰦ࣐䶎ᑨ㿴ս˄∄ྲӽᰐ⌅⭘ᵪಘ઼
㚄㖁⭥㝁ਆԓ઼ࡺ߿Ⲵս˅Ǆ䘉֯ᗇᮉ㛢઼儈
≤ᒣᢰ㜭Ⲵഎᣕབྷˈਁ䗮ഭᇦ䍴ᵜᡰᴹ㘵઼儈
ㄟ䳷ઈ᭦∄ޕ䟽Ҽॱཊᒤᶕᤱ㔝࣐Ǆ
Ҿᱟˈਁ䗮ഭᇦⲴ䮯઼ቡъࠪ⧠Ҷ࠶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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䘉а䎻࣯Ⲵޣ䭞᧘ࣘ࣋üᢰᵟ൘ަѝᢞ╄Ҷཊ
䟽䀂㢢Ǆᑨ㿴Ӫ࣋ս㻛ᵪಘ઼ᵪಘӪਆԓᱟа
њᕪབྷ㘼ᤱ㔝Ⲵ䎻࣯ˈ䘉а䎻࣯൘ࡦ䙐ъ઼⢙
⍱ъѝਟ㜭Պ䘋а↕࣐䙏ˈо↔਼ᰦˈ⭥㝁㖁㔌
↓൘ਆԓؑ༴⨶㹼ъѝᑨ㿴Ⲵⲭ亶սǄ
䘉а䎻࣯䜘࠶ᶕ㠚㓟㋩Ⲵ㠚ࣘॆˈਖа䜘࠶
ࡉᶕ㠚Ā㝡Ⴢॆāˈণ䬦㹼ǃ൘㓯䴦ԕ৺ḀӋ᭯
ᓌᴽ࣑н䴰㾱ѝӻˈ㘼䘉䟼ᨀࡠⲴਚᱟቁᮠ亶
ฏǄ
նᢰᵟⲴᖡ૽ᒦᵚࡠ↔Ѫ→Ǆᇎ⧠㠚ࣘॆǃ
㝡Ⴢॆ઼䱽վ䘌〻ᡀᵜⲴؑᢰᵟ਼ṧ֯⨳ޘ
ᓄ䬮઼㖁㔌Ⲵᶴ䙐ᴤ࣐༽ᵲ઼ൠ४ཊṧॆǄ
⭡Ҿਁኅѝഭᇦ᭦Ⲵޕ઼࣐∄䖳Ո࣯Ⲵ
ਈ䗱ˈ⨳ޘᓄ䬮аⴤ൘䖜〫Ǆ⨳ޘᓄ䬮㜭ཏ
ሶ⭏ӗ⍫ࣘ䝽㖞൘Ӫ઼࣋ަԆ䍴Ⓚᴰާㄎҹ࣋
ⲴൠᯩǄ䲿⵰Ӕ᱃ǃਸ઼䙊ؑᡀᵜⲴл䱽ˈ
ᓄ䬮ѝнӵवᤜѝ䰤ӗ૱઼㻵䝽㓯ˈҏवᤜ䎺ᶕ
䎺ཊⲴᴽ࣑ˈ∄ྲ⹄ਁǃ䇮䇑ǃ㔤ᣔ઼᭟ᤱǃᇒᡧ
ᴽ࣑ǃ୶ъ⍱〻৺ަԆǄ
ަ㔃᷌ᱟ⨳ޘᓄ䬮ⲴĀᆀॆā˖ሶ⭏ӗ
〻ᒿ㓶㠤࠶ࢢᡀѪਟ㜭ˈᨀ儈Ҷ᭸⦷ˈࠐѾਟԕ
䝽㖞Ҿԫօൠ⛩Ǆ䐍ӽ❦ᱟ䘀䗃઼⢙⍱ᡀᵜ
ᯩ䶒䴰㾱㘳䟿Ⲵഐ㍐Ǆնᱟˈ䲿⵰ਁኅѝ㓿⍾փ
ᔰᶴᡀᴰབྷⲴᯠޤᐲ൪ˈᡀѪ⨳ޘ䴰≲䮯
ѫ㾱᧘ࣘ࣋䟿ˈㅖਸ⭏ӗ䙫䗁ⲴĀᆀॆā⭏ӗ
䗷〻ሶᴤާ੨ᕅ࣋Ǆ
⨳ޘᓄ䬮ǃ㖁㔌઼ᴽ࣑Ⲵᴹ᭸࠶䀓ሬ㠤
Ҷєњ㔃᷌Ǆ俆⨳ޘˈݸ㓿⍾Ⲵਟ䍨᱃䜘䰘ঐ㓿
⍾Ⲵᙫ∄䟽࣐ˈ൘䈕䜘䰘ˈ㓿⍾⍫઼ࣘቡъ
սᱟⴤ᧕ㄎҹǄнӵᱟˈ⨳ޘሩҾњ࡛ഭᇦᶕ䈤
ҏᱟྲ↔Ǆ
ަ⅑ˈ⨳ޘᓄ䬮ѝᰐㄎҹ࣋Ⲵ䜘࠶ሶн
ՊഐѪ∇䛫儈ㄎҹ࣋䜘࠶㘼ᗇࡠ؍ᣔǄѤ䘁ᙗн
ᱟа亩ᗵ㾱ᶑԦǄ
䘉Ӌࣘᘱԕ৺ޣᡈᒦнਚᱟਁ䗮ഭᇦ
䴰㾱䶒ሩǄ∄ྲˈ൘ᵚᶕॱᒤˈѝഭሶԕ儈䱴
࣐٬ࡦ䙐ъ઼ᴽ࣑ъսਆԓབྷ䟿ࣣࣘᇶ䳶ර

㻵䝽սˈнն൘ਟ䍨᱃䜘䰘ᱟྲ↔ˈ൘ᘛ䙏
䮯Ⲵнਟ䍨᱃䜘䰘਼ṧྲ↔˄⭊㠣ᴹ䗷ѻ㘼ᰐн
৺˅Ǆ㠚ࣘॆ઼ਐ࣐ᔿࡦ䙐ъ亶ฏⲴᢙᕐˈԕ৺
ᡀᵜⲴл䱽ሶᖡ૽ࣣࣘ⨳ޘᇶ䳶රӗъˈवᤜ
սҾᰙᵏਁኅ䱦⇥ⲴਁኅѝഭᇦǄ
䘲ᓄ䘉Ӌ䎻࣯Ⲵањޣ䭞㾱㍐ᱟᣅ䍴Ǆሩ
ਁ䗮ഭᇦњӪǃԱъǃᮉ㛢ᵪᶴ઼᭯ᓌᶕ䈤ˈ൘
ᮉ㛢઼ᢰ㜭亶ฏᇭสǃབྷㅄǃ儈᭸⦷Ⲵᣅ䍴
ᱟ㠣ޣ䟽㾱ⲴǄປ㺕ᢰ㜭ᐲ൪Ⲵؑオⲭҏሶ
࣐䘉㊫ᣅ䍴Ⲵ᭸⦷Ǆնᱟˈ⭡Ҿޡޜ䜘䰘ᣅ䍴н
䏣ˈ䮯㕃ធǃཡъ⦷儈ǃ㔃ᶴ䈳ᮤ䘏㕃Ⲵ䰞仈
ሶ㔗㔝ᆈ൘ǄᡁԜⴞࡽ䘈нᾊਁ䗮ഭᇦᱟާ
༷䏣ཏⲴ䍒᭯ᇎ࣋ᡆ㘵ᝯˈ൘⸝ᵏᢝ䖜䘉
䎻࣯Ǆডᵪᐢ㓿ᖡ૽ࡠњӪ᭦ˈޕ㘼ԕ䘭≲䮯ᵏ
ਟᤱ㔝䮯ѪⴞⲴⲴᢙབྷᣅ䍴ሶ䘋а↕ᢃࠫѝ
⸝ᵏ⎸䍩Ǆ㲭❦ᴹਟ㜭ᇎ⧠ᢙབྷᣅ䍴ˈն൘ᖃࡽ
䱦⇥ˈ᭯⋫ഐ㍐լѾ䱽վҶ䘉ਟ㜭ᙗǄ
൘ডᵪ઼䴰≲л━Ⲵ⭘਼ޡлˈ䘉Ӌสᵜ
䎻࣯ሶᑖᶕཊ䟽ᖡ૽Ǆཡъ൘аᇊ〻ᓖкѫ㾱
փ⧠൘ᒤ䖫Ӫ㗔փѝˈ᭦࠶ޕ䝽䰞仈ᚦॆˈབྷ䜘
࠶䍒ᇼሶ⍱ޕ䍴ᵜᡰᴹ㘵ᡆӪ࣋䍴ᵜᤕᴹ㘵
ѝǄ䘉ሬ㠤Ҷᚦᙗᗚ⧟ˈণкቲ᭦ޕ㘵〟㍟Ҷᴤ
ཊ⢙䍘઼Ӫ࣋䍴ᵜˈ㘼ᴤ儈Ⲵ䍴ᵜԭ仍㔉ԆԜᑖ
ᶕҶᴤཊ᭦ޕǄഭᖰᖰ䙊䗷〾᭦փ㌫ˈᨀᮉ
㛢ǃ५⯇ㅹޡޜᴽ࣑ˈӖᡆഭᴹॆ˄ֻྲѝഭ˅ᶕ
䚯ݽ䘉䎻࣯ᚦॆǄቁᮠഭᇦ䙊䗷ᡀ࣏ᇎᯭᢰ
㜭ਁኅ䇑ࡂˈ൘⨳ޘᓄ䬮Ⲵ儈䱴࣐٬ӗъѝ
؍ᤱҶ㠚ᐡⲴൠսǄ
⭡ᢰᵟ䘋↕ǃ㓿⍾䮯઼ॆ⨳ޘᡰᑖᶕⲴ
᭦࠶ޕ䝽н൷Ⲵн㢟䎻࣯ᐢ㓿ေ㛱ࡠਁ䗮ഭᇦ
Ⲵ⽮Պっᇊ઼᭯⋫࣏㜭Ǆ᭯ᓌᓄࠪਠ᷌ᯝ᧚ᯭ䙿
ࡦ䘉䎻࣯ਁኅˈ㘼нᓄ䲧ޕ᭯⋫ܥተ઼ᰐՁ
→Ⲵ㓧ҹ䗙䀓ѻѝǄ䘉нっᇊᙗ䘈ሩᣅ䍴઼༽
㣿ӗ⭏䍏䶒ᖡ૽Ǆ↔ཆˈ൘䗷৫ᒤ䟼ˈ䀓ߣ᭯
ᓌᣅ䍴䎔ᆇ䰞仈Ⲵޣ䟽㾱᭩䶙ਇࡠ䱫⺽ᡆᔦ
䘏ˈ䘉ᐢ㓿ሩ᭯ᓌⲴ䍒᭯⚥⍫ᙗ䙐ᡀᒯ⌋㘼ѕ
䟽ⲴᦏᇣǄ

∛ᰐ⯁䰞ˈ⨳ޘ㓿⍾Ⲵᢰᵟส઼㔃ᶴⲴ
༽ᵲᙗˈԕ৺ަਈॆ䙏ᓖԔӪᝏࡠഠᜁ઼ᯠཷˈ
⨶䀓઼ᓄሩӽ䴰ᰦᰕˈ㠣ቁӾⴞࡽⴻᶕˈᡁԜⲴ
ᓄሩ᧚ᯭ㩭ਾҾަਈॆ䙏ᓖǄ

йǃѝഭ઼ѝㅹ᭦ޕ䖜ර
ѝഭᐢ㓿䘋ޕĀѝㅹ᭦ޕ䖜රā䱦⇥ˈᴹᰦҏ㻛
〠Āѝㅹ᭦ޕ䲧䱡āǄѻᡰԕ〠ѻѪĀ䲧䱡āˈ
ѫ㾱ᱟഐѪᖸཊഭᇦ൘䘋ޕѝㅹ᭦ޕ䱦⇥ਾˈ
䮯བྷᑵ᭮㕃ˈᖸཊশਢᮠᦞ䜭᭟ᤱ䘉њ䇪ᯝǄ
ѝㅹ᭦ޕ䖜ර⎹৺ࡠањ㓿⍾փѝˈਟ䍨᱃
䜘䰘઼нਟ䍨᱃䜘䰘൘䴰≲ㄟ઼㔉ㄟᆈ൘༽
ᵲⲴӂᖡ૽Ⲵ㔃ᶴਈॆǄѝഭⲴĀॱҼӄā㿴
ࡂ㍗ᢓ㔃ᶴ䈳ᮤⲴѫ仈ˈަѝवᤜᇦᓝ᭦ޕ൘
ഭ≁᭦ޕѝԭ仍кॷˈ᭯ᓌ઼Աъ᭦ޕ൘ഭ≁᭦
ޕѝ∄䟽л䱽ˈӾ㘼ᑖࣘᇦᓝ䴰≲઼⎸䍩䮯Ǆ
ᣅ䍴ӽሶ؍ᤱっڕ䮯ˈնޡޜ᭯ㆆᴤ䎻ਸ⨶ˈ
䙊䗷࣐ᕪഭᴹԱъㄎҹ઼⋫⨶ǃ᭩ழᐲ൪⧟ຳǃ
ਁኅ䠁㶽ӗъǃ߿ቁнᒣ㺑ǃ࣐བྷሩ㓿⍾㔉ㄟ
䍴䠁᭟ᤱㅹ᧚ᯭˈ߿ቁഎᣕ⦷վⲴޡޜᣅ䍴亩
ⴞǄ䭷ॆሶᢙབྷ઼੨᭦ߌᶁൠ४ࣣࣘ࣋ˈབྷ䟿
䍴䠁ሶᣅޣࡠޕส䇮ᯭ˄䘀䗃ǃ≤࣋ǃ⊑≤
༴⨶㌫㔏ǃ⭥ؑǃᖃ❦䘈ᴹ⭥࣋˅ᔪ䇮ˈԕ৺տᆵ
઼୶⭘ᡯൠӗᔰਁѝǄ
䘉њਁኅ䱦⇥Ⲵޣ䭞൘Ҿ㓿⍾ѝнਟ䍨᱃
䜘䰘᭸⦷ᗇࡠᨀॷˈഐᱟ䈕䜘䰘㿴⁑ᢙབྷˈᴤ
࣐䟽㾱ˈ㘼фнᆈ൘ഭ䱵ㄎҹǄᖃ❦ˈྲ᷌᭯ㆆ
ݱ䇨ˈཆഭᣅ䍴㘵ਟԕ䘋ޕнਟ䍨᱃䜘䰘˄ֻྲ
䳰ᐒ઼ᇦҀ⾿䘋ޕ伏૱亶ฏˈԕ৺ަԆаӋཆ䍴
Աъ䘋ޕᔪㆁǃ䞂ᓇ઼䠁㶽亶ฏ˅ˈ䘉ᱟ᭯ㆆ䘹
ᤙ䰞仈Ǆ
ਖཆˈࡋᯠҏᱟѝഭ䖜රਁኅⲴ䟽㾱ഐ㍐Ǆ
ࡋᯠާᴹޡ⨳ޘӛᙗˈࡋǃ⸕䇶઼ᢰᵟਟԕ
ሩ㠚⭡ൠ䐘ຳ⍱ࣘǄѝഭⲴ㠚ѫࡋᯠሶѪ⨳ޘ㓿
⍾䮯ࠪڊ䟽㾱䍑⥞Ǆ
ѝഭ࠶᷀ᇦ઼ߣㆆ㘵ሩ㾯ᯩഭᇦⲴᆿ㿲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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㶽㇑⨶઼ⴁ㇑⁑ᔿаⴤᤱᘰ⯁ᘱᓖ˄䘉ᘱᓖ
ᰐ⯁ᱟ↓⺞Ⲵ˅ˈᣵᗳޡޜ䜘䰘䍴ӗ䍏٪㺘ѝⲴ
䍴ӗ઼䍏٪ཡ㺑䰞仈Ǆ䘉Ӌ䰞仈Պ䱫⺽᭯ᓌᡀ࣏
ᓄሩডᵪˈᔰኅ䘶ઘᵏ䴰≲䈳᧗ˈ᧘ࣘ㔃ᶴ䈳ᮤ
઼䀓ߣ᭦࠶ޕ䝽ㅹ᧚ᯭǄ䲿⵰ѝഭ⽮Պᴽ઼࣑
؍䳌փ㌫ⲴᆼழˈᡁԜᵏᵋѝഭнՊ߿ᤱޡޜ䍒
ӗǄഐ↔ˈѝഭሶ䶒Ѥྲօ㇑⨶ྭޡޜ䍒ӗⲴ
ᡈˈԕ׳䘋㘼нᱟ࿘⺽㓿⍾䮯઼㔃ᶴ䈳ᮤǄ
ሩਁ䗮ഭᇦᆿ㿲㓿⍾઼ޡޜ䍒᭯㇑⨶ᯩ䶒
Ⲵਸ⨶ᘰ⯁ˈнᓄ䈕ᔦըࡠࣘᘱࡋᯠㅹᗞ㿲亶
ฏǄቡۿк䶒ᨀࡠⲴˈࡋᯠᱟⴞࡽѝഭਁኅ䱦⇥
俆㾱ԫ࣑Ǆࡋᯠර⭏ᘱ㌫㔏а㡜ާᴹаӋ਼ޡ⢩
⛩ˈަѝањ䟽㾱⢩⛩ቡᱟᆈ൘ᇎ䱵઼▌൘ㄎ
ҹǄ䘉֯׳൘սԱъ઼ᯠ䘋ޕԱъ൘ӗ૱ǃᴽ࣑
઼㢲㓖ᡀᵜᯩ䶒нᯝࡋᯠˈᡀ࣏ൠࡋᯠਟԕ֯Ա
ъ൘⸝ᵏ㧧ᗇᐲ൪᭟䝽࣋Ǆ㲭❦ൠ४ᛵߥн
਼ˈն䘉⁑ᔿᐢ㓿㧧ᗇ⨶࠶ݵ䀓ˈ㘼ⴞࡽ⺞ᇎ
⋑ᴹަԆ䐟ᖴਟᗚǄѪԱъ൘ㄎҹǃᐲ൪߶ޕǃ䍴
䠁ǃ㿴ㄐࡦᓖㅹᯩ䶒ࡋ䙐ањޜ઼↓ޜᒣⲴᐲ
൪⧟ຳˈሶᡀѪᵚᶕᵪࡦ઼փࡦ᭩䶙ⲴⴞḷǄ
ѝഭⲴ㓿⍾㿴ࡂѝˈањᖸ䟽㾱Ⲵᯩ䶒ᱟ㾱
䀓ߣ᭦࠶ޕ䝽ᐞ䐍ᢙབྷ઼⽮Պสᵜᴽ઼࣑؍䳌
࠶䝽нޜ䰞仈Ǆ䀓ߣྭ䘉њ䰞仈ˈнӵᴹࣙҾᨀ
儈᭸⦷઼׳䘋䮯ˈ䘈ਟԕ㔤ᣔ⽮ՊっᇊǄᢃࠫ
㞀䍕઼؍䳌ᣅ䍴ᐲ൪ᵪՊ൷ㅹҏ㜭ཏѪ㕃䀓⽮
Պ⸋઼׳䘋㓿⍾䮯ᨀ࣋ࣙ᧕ⴤǄ
ѪҶᆼᡀѫ㾱Ⲵ㔃ᶴ䈳ᮤˈ䴰㾱䘋㹼ޘ䶒␡
Ⲵޕփࡦ᭩䶙ǄⴞࡽᲞ䙽䇔Ѫˈ↓ᱟкц㓚ॱޛ
ᒤԓ઼ҍॱᒤԓⲴཊ⅑ޣ䭞᭩䶙ˈᡀቡҶѝഭ㓿
⍾䗷৫ॱᒤⲴ䖹❼ˈ㓿⍾䎠ੁᡀ⟏ˈ㿴⁑нᯝᢙ
བྷ઼␡ॆǄањᗇࡠᒯ⌋䇔਼Ⲵ↓⺞㿲⛩ᱟˈਚ
ᴹ㔗㔝࣐ᘛ઼␡ॆ᭩䶙ˈѝഭ㜭亪࡙ᇎ⧠㔃
ᶴ䈳ᮤ઼㓿⍾ᤱ㔝䮯ˈ䐘䎺ѝㅹ᭦ޕ䲧䱡Ǆҏ
ቡᱟ䈤ˈѝഭ䗷৫йॱᒤ㓿⍾䮯䎆ԕᡀ࣏Ⲵ
䮯⁑ᔿᐢ㓿䘋ޕቮ༠Ǆᵚᶕ䴰㾱䈳ᮤ㓿⍾䮯
ᯩᔿˈي䟽वᤜ⎸䍩䴰≲൘Ⲵ䜘䴰≲ˈᒦ䘋
а↕ᢙབྷഭ≁㓿⍾ᐲ൪ॆ∄䟽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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䪸ሩ᭯ᓌ൘㓿⍾ѝᡰᢞ╄Ⲵ䀂㢢ˈᖃࡽ⽮Պ
䇞䇪㓧㓧ˈѝഭ䜘䴰㾱ॿ䈳༴⨶ྭн਼㿱ˈ
ѪᨀࠪⲴаᨭᆀ᭩䶙᧚ᯭ༷߶ྭڊǄ䲿⵰ഭᇦᰕ
⑀ᇼ㼅ˈѝഭҏަۿԆഭᇦаṧˈՊӗ⭏ᕪབྷⲴ
⢩ᵳ䱦ቲˈ㘼᭯⋫઼᭯ㆆࡉ䴰㾱ਸ⨶ൠᒣ㺑н਼
䱦ቲⲴ࡙⳺ǄབྷՇⲴ࡙⳺ˈ⢩࡛ᱟ䛓Ӌቊᵚ㜭䙊
䗷ᴹ᭸䙄ᖴ࠶ݵ㺘䗮ᝯⲴ㗔փⲴ࡙⳺ˈᓄᖃ
Ոݸ䀓ߣˈ㘼ѝഭޡӗފሶӾѝਁᥕṨᗳ⭘Ǆ
ѝഭ↓༴Ҿੁᯠаቺ亶ሬ䳶փᡀ࣏䗷Ⲵ
䱦⇥ǄᖃࡽⲴ亶ሬӪ৲оҶĀॱҼӄā㿴ࡂ䟽⛩亩
ⴞⲴ߶༷ᐕǄᆳᱟањޘ䶒Ⲵ䐟㓯മˈྲ᷌᭩
䶙᭯ㆆ᧚ᯭ㜭ཏㅖਸᖃࡽਁኅ䱦⇥Ⲵ㾱≲ᒦ亪
࡙ᇎᯭˈࡉᗵሶᡀ࣏Ǆ❦㘼ˈᡁԜ㾱⸕䚃ˈ䗷৫ᡀ
઼࣏ᘛ䙏ᇎ⧠ѝㅹ᭦ޕ䖜රⲴഭᇦᖸቁˈ㘼ۿѝ
ഭ䘉ṧ㿴⁑ഭᇦⲴᡀ࣏Ṹֻᴤᱟ㔍ᰐӵᴹǄ㘼
фˈ䗷৫Ⲵᡀ࣏䜭դ䲿⵰ᴹ࡙Ⲵ⨳ޘ㓿⍾⧟ຳˈ
䛓ᰦਁ䗮ഭᇦ൘⨳ޘ㓿⍾ѝ∄䟽䖳བྷфнᯝ
䮯ˈն⧠൘⨳ޘ㓿⍾ࡉ⧠ࠪ䖳བྷⲴ䱫઼࣋仾
䲙Ǆ
↔ཆˈоަԆ㓿শ䗷↔䗷〻Ⲵഭᇦ∄ˈ㲭
❦ѝഭ൘⨳ޘ㓿⍾ѝⲴ㌫㔏䟽㾱ᙗ൘࣐ˈնӪ
൷᭦≤ޕᒣ䖳վǄѝഭⲴ㓿⍾᭯ㆆ઼䮯⁑ᔿ
ᖡ૽Ҷ⨳ޘᶀᯉǃ䍴Ⓚӗ૱઼ࡦ䙐ъӗ૱Ⲵԧ
Ṭˈҏᖡ૽Ҷഭ䱵䠁㶽ᐲ൪〙ᒿ઼ަԆਁኅѝഭ
ᇦⲴ䮯⁑ᔿǄഐ↔ˈо䗷৫н਼ˈᵚᶕॱᒤˈѝ
ഭнն㾱Ѫ㠚䓛Ⲵ䮯ᯩᔿ䖜ਈ઼᭯ᓌ䀂㢢䖜
ර亶㡚ˈҏ䴰㾱ᒣ㺑ަ᭯ㆆⲴ䜘ࣘᘱᙗ઼ཆ䜘
ᖡ૽Ǆٷԕᰦᰕˈ⭡Ҿ㓿⍾㿴⁑нᯝᢙབྷ઼䮯
؍ᤱ䖳儈≤ᒣˈѝഭ㓿⍾Ⲵཆ䜘ᖡ૽࣋ҏሶ䘋а
↕࣐ᕪǄ
ཊᮠӪ䇔Ѫˈᵚᶕॱᒤ⨳ޘ㓿⍾ྲօ╄ਈˈ
ѫ㾱ਆߣҾѝ㖾єњ⨳ޘᴰ䟽㾱ഭᇦⲴ᭯ㆆ᧚
ᯭˈਆߣҾєഭᱟ㜭ཏ䙊࣋ਸˈ൘ᨀޡޜ
ӗ૱઼ࡋᔪっᇊᔰ᭮Ⲵ⨳ޘ㓿⍾⧟ຳᯩ䶒ਁᥕ
亶㻆⭘Ǆ⅗⍢ሶ㔗㔝㕃ធ༽㣿ˈᵚᶕҏ䇨㜭ཏ
ᖒᡀањ㔏аⲴ㓿⍾փˈԕᴤ࣐䘲ᖃ઼ഒ㔃˄㘼
нᱟ࠶ᮓ˅Ⲵᯩᔿ৲о⨳ޘһ࣑Ǆྲ᷌䘉ᛵߥ

ࠪ⧠ˈ㔏а⋫⨶лⲴ⅗⍢ሶᡀѪѝ㖾єഭⲴ䟽㾱
ਸՉդˈ਼ޡ亶ሬ઼䘲ᓄ⨳ޘਈॆˈն⸝ᵏ
䘉ᒦнՊᇎ⧠Ǆ

ഋǃਸ
ѝ㖾єഭਟԕ൘ཊњ亶ฏᔰኅਸˈ㠚❦䍴Ⓚ઼
⧟ຳਸቡᱟަѝⲴ䟽⛩Ǆ൘ѝഭ઼ަԆਁኅѝ
ഭᇦ㓿⍾䮯Ⲵ᧘ࣘлˈ⨳ޘ㓿⍾㿴⁑ሶ൘ᵚ
ᶕॱᒤࡠॱӄᒤ㘫а⮚ˈѻਾ䗷ॱӄᒤሶ䗮
ࡠⴞࡽ㿴⁑ⲴйؽǄቺᰦˈ䗷৫᭟᫁ਁ䗮ഭᇦ઼
ਁኅѝഭᇦⲴ䮯⁑ᔿн䘲⭘ˈ≄ىǃ伏⢙ǃ
≤ǃ㜭Ⓚ઼ትտᶑԦሶᰐ⌅ᣵ䗷བྷ࣋Ǆһᇎ
кˈഭᐢ㓿ᔰ䙀⑀䘲ᓄᯠⲴ䮯⁑ᔿˈަ
ѫ㾱㺘⧠ѪሩлаԓⲴ⭏ᆈ⧟ຳᣵᗳˈ䍓ԫᝏ
ᕪˈԧ٬㿲䖜ਈˈ䘉䴰㾱ц⭼ഭ䘋а↕࣐ᘛ઼
ᨀ儈䘉䘲ᓄ㜭࣋ǃࡋᯠ㜭઼࣋ᆖҐ㜭࣋Ǆ൘↔
䗷〻ѝˈѝ㖾єഭᓄ䈕ᡀѪ〟ᶱⲴ৲о㘵઼亶ሬ
㘵ǄєഭⲴ㓿⍾㿴⁑ྲ↔ᓎབྷˈણ⵰єഭᗵ享
৫䘲ᓄ䘉ਈॆǄєഭⲴ৲о〻ᓖѪ᧘ࣘഭ䱵
ਸᨀҶⴤ᧕ࣘ࣋ǄᖃࡽⲴ⨳ޘ䰞仈䭉㔬༽
ᵲˈ㘼ѝ㖾൘㜭Ⓚᆹޘ儈᭸ǃ㔯㢢䮯ǃ⧟ຳ؍
ᣔ઼≄ىਈॆᯩ䶒ⲴਸਟԕᡀѪ䀓ߣ⨳ޘ䰞
仈Ⲵ㢟ྭᔰㄟǄ
ⴞࡽഭ㓧㓧㠤࣋Ҿ䀓ߣ㜭Ⓚ䰞仈Ǆѝഭ
ⲴĀॱҼӄā㿴ࡂҏ൘䈕亶ฏᨀࠪҶᆿՏⴞḷǄቭ
㇑㿴ࡂѝӽᴹഭᇦ㇑᧗ᙗ᧚ᯭˈֻྲ⊭䖖ⲴĀᒣ
൷⟳⋩㓿⍾ᙗḷ߶āˈնሩҾ㖾ഭˈѝഭⲴ᭯
ㆆ൘䱽վѝཞ䳶ᵳᯩ䶒ᐢ㓿ᴹҶᖸབྷ䘋↕Ǆ㖾ഭ
ᐼᵋ䙊䗷ਁኅ亥ዙ⋩઼亥ዙ≄ˈᵚᶕ㜭ཏᡀѪ
㜭Ⓚ⤜・ഭᇦˈ㘼֯⭘ཙ❦≄ҏਟԕ᧘ࣘ㔯㢢㓿
⍾ਁኅǄᇎ䱵кˈ㖾ഭⲴӪ൷⻣ᧂ᭮䟿ᐢ㓿ᔰ
л䱽Ǆ
ѝ㖾єഭ㓿⍾Ⲵӂ㺕ᙗнӵ⋑ᴹл䱽ˈ৽㘼
ᗇࡠҶᨀॷǄᡁԜਟԕሶ䗷৫Ⲵਁኅㆰঅൠᾲᤜ
Ѫ˖㖾ഭ㔉ѝഭᑖᶕҶᔰ᭮Ⲵᐲ൪ǃཆഭⴤ᧕ᣅ
䍴઼ݸ䘋ᢰᵟˈ਼ᰦᵜ䓛ҏ㧧ᗇҶࣣ࣋ࣘⲴ⋋ݵ

䍴ⓀˈӾ㘼⭏ӗࠪ⢙㖾ԧᓹⲴࣣࣘᇶ䳶රӗ૱Ǆ
൘⧠ԓࡦ䙐ъⲴ⨳ޘᓄ䬮ѝˈѝഭѪޣ䭞ࡦ
䙐ъ䜘䰘ᨀҶࣣࣘᇶ䳶ර⭏ӗ䜘ԦǄ⧠൘ˈ䘉
њ䗷〻↓൘᭩ਈˈѝഭ↓൘ᡀѪањ䗵䙏䮯
Ⲵᐲ൪ˈ䗷৫ѝഭ⎸䍩㘵ᰐ࣋⎸䍩Ⲵ୶૱䎺ᶕ䎺
ཊൠ⎼ޕѝഭˈ䘉ҏᴹࣙҾѝഭ੨᭦ݸ䘋ᢰᵟǄ
ਟ䍨᱃䜘䰘ѝվ䱴࣐٬ⲴቡъսሶՊ⍱ੁަ
ԆਁኅѝഭᇦǄ㲭❦䘉Ӌቡъս൘ѝഭⲴᐕ䍴
≤ᒣӽ❦䖳վˈնਇࡠӪ࣋㢲㓖රᢰᵟⲴᖡ૽
ᖸབྷǄѝഭሶሩ㖾ഭ㓿⍾ѝᖸཊ亶ฏ䘋㹼ሩཆᣅ
䍴ˈަѝवᤜส䇮ᯭ亶ฏǄቭ㇑ѝഭ൘⨳ޘ
ᓄ䬮ѝ↓൘ੁ儈䱴࣐٬ӗъ䖜〫ˈն㖾ഭሶ㔗㔝
ੁѝഭᔰ᭮ᐲ൪ˈᨀǃ࠶ӛ઼੨᭦ݸ䘋ᢰᵟ઼
Ӫˈҏሶ㔗㔝ᐙപަ⨳ޘ亦ቆᮉ㛢઼ส⹄ウ
ѝᗳⲴൠսǄ
ᖃ❦ˈєഭҏᆈ൘㢟ᙗㄎҹǄ䗷৫Ҽॱᒤ䰤ˈ
єഭⲴ∄䖳Ո࣯ᐞ䐍↓൘㕙ሿˈնቊᵚᆼ⎸ޘ
ཡǄᵚᶕॱᒤѝഭ䘈ᰐ⌅ᡀѪ儈᭦ޕഭᇦˈնӾ
᭦ޕǃ䍴ᵜ␡ᓖ˄वᤜӪ࣋䍴ᵜ઼㜭࣋˅ᯩ䶒ⴻˈ
䘉ᐞᔲ↓൘㕙ሿǄо䗷৫Ⲵᰕᵜ઼丙ഭаṧˈ
ѝഭ䐘ഭԱъ⸕૱⡼ሶՊࠪ⧠൘ഭ䱵ᐲ൪кǄ
ԆԜሶоц⭼ഭⲴ䐘ഭԱъㄎҹˈᡀѪ⨳ޘ
ᓄ䬮ᷦᶴⲴ䇮䇑㘵ǄᡁԜ㾱ⴻࡠˈԆԜሶ൘⨳ޘ
оᶕ㠚⅗⍢ǃ㖾ഭǃᰕᵜⲴ䐘ഭԱъㄎҹǄ䘉㢟
ᙗㄎҹᱟ൘ޜᒣ઼㿴ࡉॆⲴ⧟ຳѝ䘋㹼Ⲵˈ൘ޘ
⨳㓿⍾ᘛ䙏ᢙᕐⲴ䗷〻ѝˈ䘉нᱟ䴦઼⑨ᠿˈ⇿
њ৲о㘵䜭ᴹ䏣ཏⲴオ䰤ᡀѪ⑨ᠿѝⲴᕪ㘵Ǆ
䘉ਁኅ䎻࣯Ⲵ㔃᷌ᱟ⨳ޘᓄ䬮઼㖁㔌
ᷦᶴ䖜රǄ䗷৫ˈབྷփк䇢ˈ⨳ޘᓄ䬮⭡ьᯩੁ
㾯ᯩ䖜〫ˈᴤ㋮⺞ൠ䈤ˈᱟ䙊䗷ьᯩੁ㾯ᯩᴰ㓸
䴰≲ㄟ䖜〫Ǆն䘉⧠䊑ᐢ㓿ᡀѪ䗷৫ˈ䴰≲઼
䮯ˈণ֯ᱟ㔍ሩ䟿Ⲵ䮯ˈҏሶн䳶ѝ൘㾯
ᯩഭᇦǄ
ਖཆˈ䘈ᴹа▌൘࣋䟿ˈ֯䗷৫Ā䶎ᵜ൏
ॆāⲴ䎻࣯ਁ⭏Ҷ䜘࠶䘶䖜ˈᔰੁĀᵜ൏ॆāⲴ
ᯩੁਁኅǄ
Āᵜ൏ॆāѫ㾱㺘⧠൘㜭Ⓚᡀᵜкॷˈ
ࣣࣘ࣋ᡀᵜ൘ᙫᡀᵜѝ∄ֻл䱽ˈᇊࡦӗ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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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ˈ⭡ઘᵏᙗབྷᢩ䟿䇒অੁ䇒অণᰦᴤᯠ઼ᓄ
䬮䈳ᓖ㇑⨶ᯩ䶒䖜ਈˈԕ亪ᓄᇒᡧ䟷䍝㹼ѪⲴᇎ
ᰦਈॆǄ䘉֯׳Աъ᧘㹼Āᵜ൏ॆā⭏ӗǄ䗷৫ࠐ
ᒤˈ䘉䎻࣯֯ᗇᖸཊᓄ䬮ޣ䭞䜘࠶䗱എਁ
䗮ഭᇦˈ㘼Ӿ⧠൘઼ᵚᶕᛵߥⴻˈ⭏ӗሶੁԱъ
㠚Ⲵᐲ൪䖜〫ˈަѝҏवᤜਁኅѝഭᇦǄ

ӄǃӪਓ㘱喴ॆ
㖾ഭǃѝഭǃ⅗⍢઼ᰕᵜ䜭༴ҾӪਓ㘱喴ॆ䘋〻
ѝˈ㘱喴Ӫਓ∄ֻкॷǄഭ㘱喴ॆ〻ᓖн਼ˈᰕ
ᵜᴰѪѕ䟽ˈަ⅑ᱟ⅗⍢ഭᇦˈ❦ਾᱟѝഭ઼㖾
ഭǄ㖾ഭᵚᶕⲴ〫≁᭯ㆆቊᆈ⯁䰞ˈྲ᤹᷌➗䗷
৫Ⲵ䎻࣯ˈ〫≁ሶᔦ㕃㖾ഭⲴ㘱喴ॆ䘋〻Ǆ
դ䲿⵰བྷ䟿ޡޜ٪઼࣑䶎٪࣑ᙗ䍏٪˄㖾ഭ
䈤⌅ᱟᵳ⳺˅Ⲵ㘱喴ॆሶ㔉㾯ᯩഭᇦⲴ⽮Պ؍
䳌㌫㔏˄वᤜ५⯇˅䙐ᡀѕ䟽䰞仈Ǆѝഭ䴰㾱䶒
ሩྲօ㋮⺞䇑㇇㘱喴ॆ㔉⽮Պ؍䳌㌫㔏ᑖᶕⲴ
䍏٪䰞仈ˈԕ৺ྲօ䲀ࡦ䘉Ӌ䰞仈Ǆਁ䗮ഭᇦⲴ
ֻᆀᓄ䈕ᕅ䎧䆖ᜅǄ
ᙫփк䇢ˈޫ㘱䠁઼⽮Պ؍䳌㌫㔏ᔪ・൘
ሯભ઼ᐕᒤ喴кⲴٷ䇮઼৲ᮠᐢ㓿н䘲⭘Ǆ
᭯ᓌ䴰㾱᭩䙐䘉њ㌫㔏ˈն䘉њ䗷〻ሶ䶎ᑨ㢠
䳮ˈ䜘࠶ഐᱟ㘱ᒤӪᖰᖰṩᦞ䗷৫Ⲵ㓿傼ߣᇊ
⭏⍫ᯩᔿˈѻ䗷ᙕⲴ⌅ڊ൘᭯⋫кнਟ㹼ˈҏ
нޜᒣˈնབྷ䟿Ⲵ䮯ᵏ䍏٪Պᚦॆ䮯ᵏ䍒᭯ཡ㺑
ҏᱟнҹⲴһᇎǄਖаᯩ䶒ˈуᇦԜ䇔䇶ࡠˈ൘⧠
㹼㌫㔏ѝ䘋㹼䖳ሿ᭩ࣘˈሶՊሩ䀓ߣ䮯ᵏ䍏٪䰞
仈བྷᴹ㼘⳺Ǆ
∛ᰐ⯁䰞ˈѪҶ䘲ᓄᯠᖒ࣯ˈњӪۘ㫴㹼Ѫ
ҏ㾱ࠪ᭩ਈǄਟԕ䙊䗷᭩䙐⽮Պ؍䳌㌫㔏ᶕ䘲
ᖃࡪ◰ۘ㫴ˈ㘼ਸ⨶Ⲵ䘰Ձ᭯ㆆҏ㜭ཏᕪӪԜ
Ⲵ䘲ᓄ㜭࣋ǄլѾਟԕ⺞ᇊⲴᱟˈᐕᒤ喴䴰㾱
ᔦ䮯ˈն䘉৸㔉Աъྲօ᭟ᤱઈᐕ൘ᐕ⭏⏟Ⲵ
н਼䱦⇥ᇎ⧠䖜රᑖᶕҶ䰞仈Ǆ
䘉Ӌ䰞仈оѻࡽᡁԜ䇘䇪䗷Ⲵᢰᵟ傡ࣘර
ቡъᴹޣǄޜᒣൠ䇢ˈ൘ੁо䗷৫ᆼޘн਼Ⲵ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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ᵟ઼Ӫਓ⧟ຳ䖜ਈ䗷〻ѝˈᡁԜቊ༴Ҿࡍ㓗䱦
⇥ˈҏ䇨ᐕ⁑ᔿⲴṩᵜᙗਈॆሶᡀѪ䖜ਈ䗷
〻Ⲵа䜘࠶Ǆ

ޝǃਁኅѝഭᇦⲴ丗ᙗ
ਾডᵪᰦԓˈਁኅѝഭᇦ㺘⧠ࠪҶᕪབྷⲴ丗ᙗǄ
ࡽ䶒䇢䗷ˈ䘉ᱟਁኅѝ㓿⍾փ㿴⁑ᢙབྷǃ᭦ޕк
ॷǃ䍨᱃࣐˄ቔަᱟӊ⍢ഭᇦѻ䰤˅ˈԕ৺䴰≲
ᴤ࣐ㅖਸ∄䖳Ո࣯Ⲵ㔃᷌Ǆ൘䘉Ӌഐ㍐Ⲵᖡ૽
лˈ⍱ੁਁ䗮ഭᇦᴰ㓸䴰≲ㄟⲴ䍨᱃∄䟽ሶ䎺ᶕ
䎺ሿǄ
䘉ᤱ㔝ᕪⲴ৽ᕩ࣯ཤӽሶ㔗㔝ˈնਁ
ኅѝഭᇦӽᰗ䎆Ҿਁ䗮ഭᇦᐲ൪Ǆ⨳ޘ䴰≲Ⲵ
ᖸབྷ∄䟽❦ᶕ㠚Ҿਁ䗮ഭᇦˈ㘼ਁ䗮ഭᇦ˄ֻ
ྲᖃࡽ⅗⍢ഭᇦ˅䮯བྷᑵл━ሶ൘ѝ⸝ᵏሩ
ᯠޤ㓿⍾փӗ⭏н࡙ᖡ૽Ǆ

гǃѝ㖾઼⨳ޘ㓿⍾亴⍻ᙫ㔃
к᮷ѝᡁԜⴻࡠˈᵚᶕॱᒤц⭼ഭ઼⨳ޘ㓿⍾
ਁኅⲴѫ㾱⢩⛩ᱟˈ㓿⍾㔃ᶴ઼᭯ㆆੁ⵰ᴤڕ
ᓧ઼ᴤ࣐ਟᤱ㔝Ⲵᯩੁ䖜ਈǄѝഭ㔃ᶴ䈳ᮤⲴ䖞
ᔃᐢ㓿ሩᲠˈ࢙лⲴ䰞仈ᱟྲօሶ᭯ㆆ઼ࡦ
ᓖਁኅԈ䈨ᇎᯭǄᒤѝഭᯠаቺ亶ሬ䳶փ
ቡ㙼ਾˈሶ䘋а↕᰾⺞ᒦ↓ᔿᇓᐳՈݸ᭩䶙Ⲵ᧚
ᯭ઼ᯩੁǄ
㖾ഭ㓿⍾ᇼᴹ⍫઼࣋⚥⍫ᙗǄⴞࡽ㓿⍾↓൘
༽㣿ˈ㘼ф༽㣿࣯ཤᖸਟ㜭ᔦ㔝л৫Ǆ৫ᶐᵶॆ
Ⲵᇎᯭǃ㜭Ⓚ亶ฏⲴਁኅˈԕ৺ࣣࣘ⭏ӗ⦷઼ㄎ
ҹ࣋Ⲵᨀॷ䜭࣐䙏Ҷ㓿⍾༽㣿Ǆ❦㘼ˈᙫ䴰≲н
䏣❦ᱟ㓿⍾䮯Ⲵᤆ㍟ഐ㍐ˈ㘼ሩҾᓎབྷⲴн
ਟ䍨᱃䜘䰘ˈ䘉⧠䊑ቔަ᰾ᱮǄ↔ཆˈ൘䴰≲
઼ᣅ䍴亶ฏ䘋㹼䘶ઘᵏⲴ䍒᭯ˈতഐ䍒᭯
⚥⍫ᙗབྷнྲࡽ㘼ਇࡠ䲀ࡦǄ
㖾㚄ۘѻࡽᇓᐳˈሶ֯⭘䍗ᐱ᭯ㆆ䱽վ䍴
ӗ䍏٪㺘ਇᦏ䙐ᡀⲴᖡ૽ˈ䙊䗷ᨀ儈䍴ӗԧṬ

മ㺘˖ѝ㖾єഭᇎ䍘*'3Ⲵᇎ䱵٬઼亴⍻٬˄зӯ㖾˅ݳ





㖾ഭᇎ䍘*'3



































þ

മ㺘˖ѝ㖾єഭӪ൷ᇎ䍘*'3Ⲵᇎ䱵٬઼亴⍻٬˄ॳ㖾˅ݳ


















þ

മ㺘˖ѝ㖾єഭӪ൷ᇎ䍘*'3䙏Ⲵᇎ䱵٬઼亴⍻٬


㖾ഭӪ൷ᇎ䍘*'3
ѝഭӪ൷ᇎ䍘*'3



㖾ഭӪ൷ᇎ䍘*'3䙏
ѝഭӪ൷ᇎ䍘*'3䙏




Ⲯ࠶∄

ॳ㖾˄ݳᒤԧṬ˅

㖾ഭᇎ䍘*'3䮯⦷
ѝഭᇎ䍘*'3䮯⦷

ѝഭᇎ䍘*'3

Ⲯ࠶∄

зӯ㖾ˈݳᒤԧṬ

മ㺘˖ѝ㖾єഭᇎ䍘*'3䮯⦷Ⲵᇎ䱵٬઼亴⍻٬





























þ

઼䍒ᇼ᭸ᓄᶕࡪ◰䴰≲Ǆն᭯⋫єᶱॆ࣐བྷҶ
᭯ㆆⲴнਟ亴㿱ᙗǄᖸཊѝ・䇞ઈ䇔ѪˈਟؑⲴ
⸝ᵏࡪ◰᭯ㆆˈ࣐кѝᵏ䎔ᆇࡺ߿䇑ࡂˈԕ৺䱽
վ䮯ᵏ䍏٪Ⲵ㓴ਸ᧚ᯭᱟᴰՈⲴ᭯ㆆ䘹ᤙ˄⢩
࡛ᱟ㘳㲁ࡠࡺ߿䎔ᆇ㜭ཏ؍䳌䮯ሬੁරޡޜ
ᣅ䍴˅ˈնᱟˈӾⴞࡽⲴ᭯⋫⧟ຳⴻᖸ䳮ᇎ⧠Ǆ
ቭ㇑㓿⍾Ⲵᇎ䱵䮯↓൘㕃ធᚒ༽ࡠ▌൘
䮯≤ᒣˈնቡъ༽㣿ѿ઼࣋᭦࠶ޕ䝽䖜〫ᑖᶕ
Ҷᴤཊ䰞仈Ǆ᭦ޕӾۘ㫴䖳ቁⲴӪ㗔ੁۘ㫴䖳儈
ⲴӪ㗔䖜〫ˈՊሩᙫ䴰≲༽㣿ӗ⭏ᴤབྷⲴн⺞ᇊ
ᙗǄቭ㇑㔉䶒Ⲵ䮯˄ቔަᱟޘ㾱㍐⭏ӗ⦷Ⲵ
䮯˅ߣᇊҶ㓿⍾Ⲵ䮯ᵏ䮯▌࣋ˈն⸝ᵏ㓿
⍾䮯ѫ㾱ਇ䴰≲ࡦ㓖ҏᱟޡ䇶Ǆ
⅗⍢༽㣿䘋〻ሶ䶎ᑨ䘏㕃ˈ਼ᰦᆈ൘л㹼
仾䲙Ǆ৫ᶐᵶॆ䗷〻㕃ធˈӏ䴰ᡀઈഭ˄⢩࡛
ᱟṨᗳഭ˅਼ࠪޡਠॿ䈳઼㺕ݵ᭯ㆆ᧘ࣘ㔃ᶴ䈳
ᮤˈަ㔃᷌ᖸ䳮亴ᯉǄॿ䈳᭯ㆆⲴ▌൘ᡈѫ㾱

















þ

ᱟྲօ࠶ᣵ䍓ԫˈ䈱ሶᣵ㓿⍾ᒣ㺑ᑖᶕⲴᡀ
ᵜˈᣵཊቁǄ
᤹➗ⴞࡽ䎻࣯ˈ㖾ഭ㓿⍾ሶ㕃ធ઼っ༽ڕ
㣿ˈӾഭ䱵кⴻˈ䎻਼Ⲵ䗷〻ӽሶ㔗㔝Ǆࡠ
ᒤˈᮤњьӊൠ४*'3ᙫ䟿ሶ䎵䗷㖾ഭˈަѝѝ
ഭঐᴹᖸབྷ∄䟽Ǆ亴䇑㓖ᒤਾ˄ҏቡᱟ
ᒤ˅ˈѝഭᇎ䱵*'3ሶ䎵䗷㖾ഭˈቺᰦѝ㖾єഭ
ᇎ䱵*'3൷䎵䗷зӯ㖾˄ݳᒤԧṬ˅ˈᱟ
ᖃࡽѝഭ*'3ⲴйؽǄᖃ❦ˈ䘉њ㔃᷌ҏਟ㜭ᴤ
ᘛਁ⭏˄㖾ഭ㓿⍾ҏ൘䮯ˈն䙏վҾѝഭ㓿
⍾˅Ǆࡠ䛓ᰦˈѝ㖾єഭ㓿⍾ᙫ䟿ሶ࠶࡛ঐࡠޘ
⨳ӗࠪⲴǄ
ѝഭӪਓᙫ䟿ՠ䇑൘ᒤ䗮ࡠ൷㺑≤ᒣˈ
↔ਾสᵜ؍ᤱっᇊǄᴹⲴ亴⍻䇔ѪˈѝഭӪਓᙫ
䟿൘ᒤ䗮ࡠ亦ጠˈն䘉ᛵߥнཚਟ㜭ࠪ
⧠ˈഐѪѝഭ᭯ᓌᖸਟ㜭൘ᒤࡽ᭮ᇭӪਓ᭯
ㆆ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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ࡠᒤˈѝഭӪ൷*'3亴䇑䗮ࡠ㖾
ˈݳӵ〽儈Ҿ㖾ഭӪ൷*'3˄㖾Ⲵ˅ݳഋ࠶
ѻаǄ

ޛǃ䶒ሩᖃࡽ⨳ޘн⺞ᇊᙗ
઼䮯ᡈᰦˈѝ㖾єഭ㓿䍨
ਸާᴹ䟽㾱ѹ
ᖃࡽˈ⨳ޘ㓿⍾䶒Ѥ䈨ཊᡈ઼н⺞ᇊᙗˈѝ㖾
єഭⲴ㓿䍨ਸ∄䗷৫ᴤ࣐䟽㾱Ǆ䘉нӵᴹࣙҾ
ᇎ⧠ৼ䗩ӂ࡙ˈҏѪєഭ䀓ߣҹᢗ઼᪙ᬖᨀҶ
ਸ䙄ᖴǄ↔ཆˈ൘⨳ޘ㓿⍾㔃ᶴ઼ਸᯩ䶒ˈ
ц⭼ަԆഭᇦҏ㾱Ԡԇѝ㖾Ⲵ亶㻆⭘Ǆ䍨᱃ᔰ
᭮ǃ䠁㶽っᇊ઼㿴㤳ǃ㜭Ⓚᆹޘǃ⧟ຳǃ≄ىਈॆ
ㅹ䰞仈䳶ѝ᩶൘ᡁԜ䶒ࡽˈྲ᷌ᜣᡀ࣏ᇎ⧠⨳ޘ
ᒣ㺑઼䘋↕ˈнਟ㜭㕪ቁѝഭᡆ㖾ഭⲴ৲о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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䱴ᖅ
㖾ഭഭՊ亴㇇ተ˖㓿⍾亴⍻
㖾ഭഭՊ亴㇇ተᒤ㠣ᒤ㓿⍾亴⍻
ՠ㇇


亴⍻

亴䇑ᒤᒣ൷









ㅜഋᆓоㅜഋᆓ਼∄˄Ⲯ࠶∄ਈॆ˅
ഭ⭏ӗᙫ٬
ᇎ䱵











ѹ











њӪ⎸䍩᭟ࠪԧṬᤷᮠ











ṨᗳњӪ⎸䍩᭟ࠪԧṬᤷᮠD











⎸䍩ԧṬᤷᮠE

F









Ṩᗳ⎸䍩ԧṬᤷᮠ

F









ԧṬᤷᮠ





















H

I

䙊䍗㟘㛰

D

䳷֓ᡀᵜᤷᮠ

G

ㅜഋᆓ≤ᒣ˄Ⲯ࠶∄˅
ཡъ⦷

F




окᒤ਼∄˄Ⲯ࠶∄ਈॆ˅

ഭ⭏ӗᙫ٬
ᇎ䱵











ѹ











䙊䍗㟘㛰
њӪ⎸䍩᭟ࠪԧṬᤷᮠ











ṨᗳњӪ⎸䍩᭟ࠪԧṬᤷᮠD











⎸䍩ԧṬᤷᮠ

F









Ṩᗳ⎸䍩ԧṬᤷᮠD

F









ԧṬᤷᮠ











䳷֓ᡀᵜᤷᮠG











ཡъ⦷˄Ⲯ࠶∄˅

F









ቡъӪਓ˄ᴸᓖਈॆˈԕॳ䇑˅

F









йњᴸᵏഭᓃࡨ

F









ॱᒤᵏഭᓃࡨ

F









ᐕ䍴㯚䠁











ഭ㓿⍾࡙⏖











E

শᒤᒣ൷

࡙⦷˄Ⲯ࠶∄˅

〾ส˄ঐ*'3Ⲯ࠶∄˅

↔༴Ⲵᮠᦞᒦн৽᱐⭡୶࣑䜘㓿⍾࠶᷀ተҾᴸᰕਁᐳⲴ*'3઼ޣᮠᦞ٬ˈԕ৺ࣣᐕ䜘ࣣᐕ㔏䇑ተҾᴸᰕਁᐳⲴ䳷֓ᡀᵜᤷᮠ઼ᴸᰕਁᐳⲴቡъӪਓᮠᦞ٬Ǆ
Dнवᤜ伏૱઼㜭ⓀԧṬǄ
Eᡰᴹᐲ⎸䍩㘵Ⲵ⎸䍩ԧṬᤷᮠǄ
G⿱㩕Աъઈᐕᐕ䍴㯚䠁Ⲵ䳷֓ᡀᵜᤷᮠǄ
Hᒤᮠ٬Ǆ
ᶕⓀ˖㖾ഭഭՊ亴㇇ተˈ
˄ᒤⲴᇎ䱵٬ᶕ㠚ࣣᐕ䜘ǃࣣᐕ㔏䇑ተ˗㚄ۘተ˅

Fᒤᇎ䱵٬Ǆ
Iᒤᮠ٬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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䱴ᖅ
䶎↓㔏Ⲵѝ㖾*'3亴⍻∄䖳
മ˖ᒤᒤ㖾ഭᒤ༽ਸᇎ䱵䮯⦷Ⲵ䶎↓㔏亴⍻














зӯ㖾ݳ

മ˖ᒤ䶎↓㔏㖾ഭ*'3≤ᒣ亴⍻












㖾ഭ㓿⍾
୶Պ

ѝഭ、ᆖ䲒

㓿⍾ਸо
ਁኅ㓴㓷

㖾ഭഭՊ亴
㇇ተ

മ˖ᒤѝഭ*'3≤ᒣⲴ䶎↓㔏亴⍻

ѝഭ、ᆖ䲒

㓿⍾ਸо
ਁኅ㓴㓷

㖾ഭഭՊ亴
㇇ተ

ᵜᣕ

മ˖ᒤᒤѝഭᒤ༽ਸᇎ䱵䮯⦷Ⲵ䶎↓㔏亴⍻














зӯ㖾ݳ

㖾ഭ㓿⍾
୶Պ

ᵜᣕ












㖾ഭ㓿⍾ ӊ⍢ᔰ ഭ࣑䲒 ц⭼ ਁ᭩င ᵜᣕ 㓿⍾ਸ ѝഭ、
୶Պ ਁ䬦㹼 ਁኅ⹄ 䬦㹼 ഭᇦؑ
оਁ ᆖ䲒
ウѝᗳ
ѝᗳ
ኅ㓴㓷

㖾ഭ㓿⍾ ӊ⍢ᔰ ഭ࣑䲒 ц⭼ ਁ᭩င ᵜᣕ 㓿⍾ਸ ѝഭ、
୶Պ ਁ䬦㹼 ਁኅ⹄ 䬦㹼 ഭᇦؑ
оਁ ᆖ䲒
ウѝᗳ
ѝᗳ
ኅ㓴㓷

䍴ᯉᶕⓀ˖
ӊ⍢ᔰਁ䬦㹼ˈ
Āӊ⍢*'3઼䍨᱃䮯ᵏ亴⍻āˈӊ⍢ᔰਁ䬦㹼ˈKWWSZZZDGERUJVLWHVGHIDXOWILOHVSURMHFWLRQVJGSWUDGHSGI
ѝഭ、ᆖ䲒䱸䭑ᓧ  ˈѝഭ、ᆖ䲒ˈሶ㾱ਁᐳ
㖾ഭ㓿⍾୶Պ˄7KH&RQIHUHQFH%RDUG˅ˈKWWSZZZFRQIHUHQFHERDUGRUJGDWDJOREDORXWORRNFIP
㖾ഭഭՊ亴㇇ተˈKWWSZZZFERJRYSXEOLFDWLRQ
ഭ࣑䲒ਁኅ⹄ウѝᗳˈ
Āॱᒤኅᵋ˖▌൘䮯⦷Ⲵл䱽ԕ৺ᯠਁኅ䱦⇥Ⲵᔰāˈᒤѝഭਁኅ䇪උՊ䇞ᣕˈഭ࣑䲒ਁኅ⹄ウѝᗳˈᒤ
㓿⍾ਸоਁኅ㓴㓷ˈKWWSVWDWVRHFGRUJ,QGH[DVS["4XHU\,G 
ഭᇦؑѝᗳˈਁ᭩ငഭᇦؑѝᗳᵚਁ㺘Ⲵ亴⍻ᣕˈᒤ
ц⭼䬦㹼ˈ
ǉᒤⲴѝഭǊˈц⭼䬦㹼ˈᒤˈKWWSZZZZRUOGEDQNRUJHQQHZVIHDWXUHFKLQDH[HFXWLYHVXPPDU\
৲㘳᮷⥞˖
.DWKU\Q-%\XQ઼&KULVWRSKHU)UH\ĀᒤⲴ㖾ഭ㓿⍾˖н⺞ᇊᰦԓⲴ༽㣿ā˄7KH86(FRQRP\LQ5HFRYHU\LQXQFHUWDLQWLPHV˅ˈ
ǉ⇿ᴸࣣᐕ䇴䇪Ǌˈ
ᒤᴸǄ
-DPHV0DQ\LNDǃ'DYLG+XQWǃ6FRWW1\TXLVWǃ-DDQD5HPHVǃ9LNUDP0DOKRWUDǃ/HQQ\0HQGRQFDǃ%\URQ$XJXVWH઼6DPDQWKD7HVWĀ㖾ഭ㓿⍾Ⲵਁኅ઼ᴤᯠ˖䟽㓴㖾ഭ
㓿⍾ᕅā˄*URZWKDQG5HQHZDOLQWKH8QLWHG6WDWHV5HWRROLQJ$PHULFDÿV(FRQRPLF(QJLQH˅ˈ哖㛟䭑⹄⨳ޘウᡰˈᒤᴸǄ
䗸ݻቄЬᯟᖝᙍĀਾডᵪᰦԓц⭼Ⲵ仾䲙ā $3RVW&ULVLV:RUOGRI5LVN 3URMHFW6\QGLFDWHᒤᴸᰕǄ
䗸ݻቄЬᯟᖝᙍĀ⨳ޘ㓿⍾䮯㛼ਾⲴ↻䞧һᇎā˄+DUG7UXWKV$ERXW*OREDO*URZWK˅3URMHFW6\QGLFDWH6HSWHPEHUᒤᴸᰕǄ
䗸ݻቄЬᯟᖝᙍĀᯠޤᐲ൪ᕩᙗā˄(PHUJLQJ0DUNHW5HVLOLHQFH˅3URMHFW6\QGLFDWHᒤᴸᰕǄ
ѝॾӪ≁઼ޡഭഭ࣑䲒ˈ
ǉĀॱҼӄā㿴ࡂǊᒤᴸǄ
ц⭼䬦㹼ˈ⨳ޘ㓿⍾ኅᵋǄ
㖾ഭഭՊ亴㇇ተˈ
Ā亴㇇઼㓿⍾ኅᵋᴤᯠ˖㠣䍒ᒤāˈᒤᴸ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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ㅜഋㄐ

ᵚᶕॱᒤ⨳ޘоѝഭ㓿⍾ᖒ࣯࠶᷀
䱸᮷⧢
ѝഭഭ䱵㓿⍾Ӕ⍱ѝᗳ俆ᑝ㓿⍾ᆖᇦެᡈ⮕⹄ウ䜘䜘䮧

⦻呿
ѝഭഭ䱵㓿⍾Ӕ⍱ѝᗳᡈ⮕⹄ウ䜘࢟⹄ウઈ

᪈㾱

ᵚ

ᶕॱᒤˈྲᰐབྷⲴཆˈ⨳ޘ㓿⍾
༽㣿࣯ཤ㲭❦ᗇࡠᐙപˈն⨳ޘ㓿
⍾༽㣿↕䈳н൷㺑ǃнっᇊǄ㓿⍾
䮯ሶࠪ⧠ই儈ेվǃࡽվਾ儈Ⲵ䎻࣯Ǆਁ䗮ഭ
ᇦሶ䶒Ѥྲօ䎠ࠪ㓿⍾ഠຳǃ䚯ݽц⭼㓿⍾Ҽ⅑
᧒ᓅⲴᡈ˗ᯠޤ㓿⍾փሶ䶒Ѥྲօᡈ㜌䗃ޕ
ර䙊㛰ǃ亪࡙ᇎ⧠㓿⍾ਁኅᯩᔿ䖜ਈⲴᡈǄഭ
䱵䍗ᐱփ㌫ӏᖵਈ䶙ˈն䳮ԕᖸᘛ䗮ᡀޡ䇶Ǆц
⭼㘱喴ॆ䎻࣯࣐ᘛਁኅˈࣣࣘ䘲喴ӪਓঐᙫӪਓ
∄䟽ሶнᯝ㕙ሿǄ㋞伏ᆹޘǃ㜭Ⓚᆹޘǃ≄ىਈ
ॆㅹޡޜ⨳ޘᙗ䰞仈ӏ享਼ޡ⨳ޘਸˈᒦᔪ
・㔏аⲴࡦᓖᆹᧂ࿕ழ䀓ߣǄ
䶒ሩ䘉Ӌ䰞仈઼ᡈˈ䖜ਈՐ㔏ᙍ㔤⁑ᔿˈ
ᖒᡀਁኅޡ䇶ˈᱟ᧘ࣘц⭼㓿⍾䖜ර઼㔃ᶴ䈳
ᮤǃ䟺᭮㓿⍾ਁኅ▌࣋ⲴᴰབྷᐼᵋǄԕĀ䠁⹆ӄ
ഭāѪԓ㺘Ⲵᯠޤ㓿⍾փሩ⨳ޘ㓿⍾䍑⥞ᱮ㪇
кॷˈѪҹਆц⭼㓿⍾䎠ࠪվ䘧ǃ䗸ੁ༽㣿઼㑱
㦓ᨀҶᡈ⮕オ䰤Ǆ┑ݵĀᲪāⲴࡋᯠˈ傡ࣘ
Ӫ㊫Ӿᐕъ ਾᐕъ ⽮Պੁ⸕䇶⽮Պ䐘䎺ˈ൘
᧘ࣘᵚᶕॱᒤ⨳ޘ㓿⍾ਁኅѝҏᶱާ▌࣋Ǆվ
⻣㓿⍾ǃᗚ⧟㓿⍾ǃᯠ㜭ⓀਁኅሶᡀѪᵚᶕॱᒤ
⨳ޘ㓿⍾Ⲵᯠ᭟ḡѻаˈᡆᡀѪᯠⲴ㓿⍾䮯ᕅ
Ǆᔪ・਼ޡᣵ䍓ԫⲴ⨶⋫⨳ޘᵪࡦˈ䟽ກӪ
Ԝሩ㓿⍾䮯Ⲵؑᗳ઼ഭ䱵㓿⍾ᯠ〙ᒿˈᱟᵚ
ᶕॱᒤц⭼㓿⍾ᤱ㔝ڕᓧਁኅⲴ䟽㾱؍䳌Ǆ

2

ᵚᶕॱᒤˈѝഭሶᡀѪ൘ц⭼㓿⍾ਁኅѝѮ
䏣䖫䟽Ⲵഭᇦˈ㲭❦㓿⍾䮯䙏ᓖሶ〽վҾкњ
ॱᒤˈն㓿⍾ਁኅⲴ䍘䟿ሶབྷབྷᨀ儈ˈᒦሶ䮯
ѝഭ㓿⍾ᤱ㔝ਁኅⲴઘᵏǄѝഭሶሶ䗾ᶕ⎸䍩Ⲵ
哴䠁ᰦᵏˈᡀѪ⨳ޘᐲ൪㿴⁑䮯ᴰᘛⲴഭᇦˈ
ഭ⎸䍩䴰≲ሶ᧕䗷ᣅ䍴઼ࠪਓⲴ᧕࣋ἂˈᡀѪ
㓿⍾䮯Ⲵ䟽㾱ᕅǄѝഭሶᡀѪㅜа䍨᱃བྷഭ
઼㔗㔝᧕ഭ䱵ӗъ䖜〫ǃ㾱㍐㓴ਸ઼䍴ᵜ䘋ޕ
Ⲵ䟽㾱ഭᇦˈᒦ䙀↕ᡀѪሩཆᣅ䍴ⲴབྷഭǄᵚᶕ
ॱᒤˈѝഭሶᡀѪާᴹ、ᢰࡋᯠ㜭઼࣋Ӫۘ
༷Ⲵഭᇦˈสᵜᇎ⧠ᮉ㛢⧠ԓॆˈสᵜᖒᡀᆖҐ
ර⽮Պˈ䘋ࡋޕᯠරഭᇦ㹼ࡇˈ䘋ޕӪ࣋䍴Ⓚᕪ
ഭ㹼ࡇǄѝഭሶ㔗㔝࣐䙏᧘䘋ᐕъॆ઼ᐲॆ
䘋〻ˈࡠᒤˈᐲॆ≤ᒣሶ䗮ࡠⴞࡽਁ䗮ഭ
ᇦⲴᒣ൷≤ᒣˈᐕъॆሶ䘋ޕѝǃਾᵏǄѝഭሶᢺ
ᤱ㔝᭩ழӪ≁⭏⍫ǃ┑䏣䇙Ӫ≁㗔Շ䗷кᴤྭ
⭏⍫ⲴᯠᵏᖵѪᐕ䟽⛩ˈнᯝ؍䳌઼᭩ழ≁
⭏ˈ࣐ᘛᶴᔪ઼䉀⽮ՊǄ਼ᰦˈѝഭሶᡀѪ䠁㶽
ࡦᓖᴤ࣐ᐲ൪ॆ઼ഭ䱵ॆⲴ䟽㾱ഭᇦˈӪ≁ᐱሶ
䙀↕൘ഭ䱵䍨᱃㔃㇇ǃഭ䱵䍴ᵜᐲ൪઼ഭ䱵䍗ᐱ
༷ۘѝⲴਁᥕᴤབྷ⭘ǄᡁԜҏᓄ䈕ⴻࡠˈѝഭ
䘈ሶ䶒Ѥ䈨ཊ䰞仈઼ᡈˈ䖜ਈ㓿⍾ਁኅᯩᔿ
ሶ㓸ᱟᵚᶕॱᒤ㓿⍾ᐕⲴѫ㓯ˈԕ᭟ᤱа
њ㓿⍾བྷഭਟᤱ㔝ਁኅǄ

ᵚᶕॱᒤ⨳ޘоѝഭ㓿⍾ᖒ࣯࠶᷀
ᵚᶕॱᒤ⨳ޘ㓿⍾ਁኅⲴĀส߶
ᛵᲟā
аǃ⨳ޘ㓿⍾Ⲵᵚᶕॱᒤ˖㓿⍾༽㣿
࣯ཤ㲭❦ᗇࡠᐙപˈն⨳ޘ㓿⍾༽㣿
↕䈳н൷㺑ǃнっᇊǄ㓿⍾䮯ሶࠪ⧠
ই儈ेվǃࡽվਾ儈Ⲵ䎻࣯Ǆ
ਁ䗮㓿⍾փ൘߿ቁᇦᓝ٪࣑Ⲵ䗷〻ѝˈ⎸䍩ሶ䎻
Ҿ↓ᑨॆ˗ӊ⍢ㅹൠഭᇦࠪਓⲴ儈䙏䮯ҏሶੁ
ᑨᘱഎᖂˈᯠޤᐲ൪ഭᇦ↓⵰Ҿ൘ཆ䴰о䴰
ѻ䰤ਆᗇᒣ㺑ˈᒦ䙀↕ي䟽ഭ⎸䍩Ǆᙫփⴻˈޘ
⨳㓿⍾ࠪҾ䮯ѝ᷒л〫Ⲵ䗷〻ˈ䘋ޕվҾ䗷৫
ᒤ䎻࣯䮯⦷ⲴĀᯠᑨᘱāǄᦞц⭼䬦㹼㔏䇑ˈ
᤹➗ᐲ൪≷⦷࣐ᵳ䇑㇇ˈᒤ'*⨳ޘ3ᒤ
൷䮯ˈަѝᒤ䮯Ǆ亴䇑ᵚ
ᶕॱᒤˈц⭼㓿⍾䮯䙏ᓖ൘ᐖਣǄ
⨳ޘ㓿⍾㔃ᶴ䶒Ѥ䈳ᮤˈᯠޤ㓿⍾փ⎸䍩
ঐ*'3∄䟽кॷˈᣅ䍴ঐ*'3∄䟽л䱽ˈ㓿ᑨ亩ⴞ
亪ᐞ㕙ሿǄц⭼䬦㹼ᣕ 亴䇑ˈࡠᒤˈь
ӊ㓿⍾փ⎸䍩ঐ*'3∄䟽⭡ᒤⲴкॷ㠣
ˈঠᓖ઼б㖾⍢ഭᇦⲴ∄䟽ҏሶ㕃ធкॷˈ
㘼㖾ഭࡉ⭡л䱽㠣ᐖਣǄьӊ㓿⍾փᣅ䍴
ঐ*'3∄䟽⭡䏼㠣ˈ״㖇ᯟǃ൏㙣ަǃб
㖾⍢ㅹᯠޤ㓿⍾փҏ൷ࠪ⧠н਼〻ᓖл━ˈ㘼⅗
ݳ४ഭᇦሶ⭡кॷ㠣Ǆ
⨳ޘ䍨᱃㿴⁑㔗㔝ᢙབྷˈሩ⨳ޘӗࠪⲴ䍑
 ަٷᇊࡽᨀᱟˈ؍❦⨳ޘᤱᒣ઼ਁኅⲴส䈳ˈнՊࠪ⧠བྷ㿴⁑Ⲵᡈҹ
઼ߢケ˗ሶ㔗㔝؍ᤱᔰ᭮ᔿⲴ㠚⭡䍨᱃⧟ຳ˗⨳ޘ䠁㶽㌫㔏ሩっᇊ˗
⨳ޘ㓿⍾⋫⨶⋑ᴹᇎ⧠ᯠⲴケˈഭ㓿⍾൘ਸ઼ሩᣇⲴঊᔸѝࡽ
㹼˗ѝ㖾єഭ㓿⍾᭯ㆆ㜭ཏ亪࡙ᇎᯭˈ㓿⍾䖜රสᵜ᤹䇑ࡂ䘋㹼˗ѝ㖾
㓿䍨ޣ㌫᤹➗а㡜ᛵᖒਁኅˈѝ㖾㓿䍨ਸ⋑ᴹᇎ⧠ᯠⲴケˈҏ⋑ᴹ
ߣ㻲ߢケ઼ሩᣇǄ
 ഭᇦؑѝᗳ㓿⍾亴⍻䜘˖
ǉᵚᶕॱᒤѝ㖾㓿⍾ਁኅ䎻࣯ࡔᯝо⍻㇇Ǌˈ
Ǆ
 ц⭼䬦㹼˖
ǉਁ⨳ޘኅൠᒣ㓯üཊᶱॆ˖ᯠⲴ⨳ޘ㓿⍾ǊˈǄ

⥞ॷ儈Ǆц⭼䬦㹼ᣕ亴䇑ˈࡠᒤˈ⨳ޘ䍨
᱃ঐӗࠪⲴ∄䟽ሶ⭡кॷࡠˈᯠޤᐲ
൪ഭᇦ䴰ᢙབྷ֯׳䘋ࠪਓ䍨᱃㿴⁑བྷᑵ࣐ˈ
䘋ਓঐ䍨᱃ԭ仍⭡㠣ˈࠪਓԭ仍⭡
㠣ˈ਼ᵏˈਁ䗮㓿⍾փ䘋ਓǃࠪਓԭ仍࠶࡛
л䱽㠣઼Ǆᯠޤ㓿⍾փ⨳ޘ䍨᱃ԭ仍䙀
⑀᧕䘁ਁ䗮㓿⍾փǄ

Ҽǃᵚᶕॱᒤц⭼㓿⍾䶒ѤⲴа㌫ࡇ
ᯠᡈ
˄а˅⨳ޘሶ䶒Ѥਁ䗮ഭᇦྲօ䎠ࠪ㓿⍾ഠຳǃ
䚯ݽц⭼㓿⍾Ҽ⅑᧒ᓅⲴᡈǄ
䘁єᒤˈഭ䱵䠁㶽ডᵪ䘋ޕᯠ䱦⇥ˈѫ㾱㺘⧠ᱟ
ѫᵳ٪࣑㌫㔏ᙗ䘿᭟઼仾䲙ˈ⿱㩕٪࣑䜘䰘仾䲙
ੁޡޜ٪࣑䜘䰘仾䲙䖜〫ˈ㖾⅗ᰕㅹਁ䗮㓿⍾փ
᭯ᓌ٪࣑㕐䓛Ǆ⅗ݳ४ѫᵳ٪࣑ডᵪۿՐḃ⯵а
ṧ㭃ᔦǄⴞࡽˈ⨳ޘѫᵳ٪࣑ᙫ仍ᐢ䙮зӯ㖾
ˈݳ䎵䗷Ҷзӯ㖾⨳ޘⲴݳ㛑ᐲᙫᐲ٬ˈӖ䎵
䗷ӯ㖾'*⨳ޘⲴݳ3ᙫ٬Ǆᦞഭ䱵䍗ᐱส䠁㓴
㓷˄,0)˅亴⍻ˈਁ䗮ഭᇦᤜॱ⨳ޘབྷཆ٪ਁ
㹼ഭˈѮ٪ᙫ䟿ঐޛ⨳ޘᡀཊˈᒤਁ䗮ഭᇦ
٪࣑ᙫ仍ঐ*'3∄䟽ሶ䎵䗷ˈᒤঐ*'3∄
䟽ሶ䗮ࡠˈⴤࡠᒤˈᴹਟ㜭ᚒ༽ࡠ䠁
㶽ডᵪࡽⲴ≤ᒣǄ
Ӿ㓿⍾ডᵪ㿴ᖻ઼ਁ䗮㓿⍾փ㓿⍾⧠⣦
ⴻˈ↔䖞ഭ䱵䠁㶽ডᵪቊᵚ㔃ᶏǄ䘁ࠐॱᒤˈ㖾
ഭǃ⅗⍢㓿⍾ઘᵏ㕙⸝ˈ㺠䘰༽㣿ᢙᕐ㺠䘰ˈ
䱦⇥བྷཊѪॺᒤˈ㠣ཊн䎵䗷аᒤǄն↔⅑㓿
⍾㺠䘰ਾⲴ༽㣿ᐢশᰦഋᒤཊˈнӵ⋑ᴹᘛ䙏৽
 ц⭼䬦㹼˖
ǉਁ⨳ޘኅൠᒣ㓯üཊᶱॆ˖ᯠⲴ⨳ޘ㓿⍾ǊˈǄ
 ,0)˖
ǉ⨳ޘ䠁㶽っᇊᣕǊˈ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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ᕩˈ䜘࠶⅗⍢ഭᇦ⭊㠣ਁ⭏Āৼᓅ㺠䘰āǄਁ䗮
㓿⍾փ㜭ӾᖃࡽⲴ⌕⋬䟼ቭᘛᥓࠪᶕˈᡀѪ
᧘ࣘц⭼㓿⍾ᤱ㔝ਁኅⲴࣘ࣋㘼нᱟĀᤆ㍟āˈ
䘉ᱟ⨳ޘ㓿⍾ᵚᶕॱᒤਁኅⲴޣ䭞Ǆ
˄Ҽ˅⨳ޘሶ䶒Ѥᯠޤ㓿⍾փྲօᡈ㜌䗃ޕර
䙊㛰ǃ亪࡙ᇎ⧠㓿⍾ਁኅᯩᔿ䖜ਈⲴᡈǄ
ᒤഭ䱵䠁㶽ডᵪਾˈഭ䱵㋞伏ԧṬ઼བྷᇇ୶
૱ԧṬབྷᑵ⌒ࣘˈ伏૱ԧṬк⏘ᡀҶᯠޤ㓿⍾փ
&3,བྷᑵк⏘Ⲵѫ㾱ഐ㍐Ǆഭ䱵䍗ᐱส䠁˄,0)˅
䘭䑚ⲴᒤԕᶕⲴॱഋ䖞㓿⍾ઘᵏѝˈᵜ䖞༽
㣿ᱟᴰ㕃ធⲴˈնؑ䍧৽ᕩতᱟᴰᘛⲴǄⴞࡽޘ
⨳ཞ㹼Ⲵ䍴ӗ㿴⁑㓖Ѫзӯ㖾ˈݳঐ'*⨳ޘ3
ⲴˈᱟॱᒤࡽⲴєؽǄਁ䗮㓿⍾փ␡䲧٪࣑
⌕▝ˈ䜭൘ᒦ㔗㔝䙊䗷䟿ॆᇭᶮᡆᰐ䲀ᵏǃᰐ䲀
䟿ᇭᶮ䍗ᐱ᭯ㆆᶕ㔤ᤱ٪࣑ᗚ⧟ˈ䮯ᵏվ࡙⦷
઼⨳ޘ㤳തⲴ⍱ࣘᙗ⌋┕ሶᡀѪᑨᘱǄ㘳㲁
ࡠ⨳ޘӗࠪ㕪ਓՊ䙀↕߿ሿǃ䍴ⓀԧṬሶ൘䏼ᇅ
䎧Կѝ㔗㔝䎠儈ˈ⨳ޘਟ㜭ሶ䶒Ѥ儈䙊㛰࣋ˈ
䠁㶽ᐲ൪ࣘ㦑࣐Ǆ
㖾ᯠޤབྷഭᐤ㾯ǃ໘㾯କ઼䱯ṩᔧˈ㲭❦
ਁኅ࣯ཤᖸ⥋ˈն㓿⍾ਁኅ⁑ᔿਟᤱ㔝ᙗнᕪˈ
ӗъ㔃ᶴঅаˈส䇮ᯭ㩭ਾˈᐕ᭸⦷վлˈ䍴
ᵜᣅޕӗࠪ⦷н儈Ǆᵚᶕˈਁྲٷ䗮㓿⍾փн㜭
ቭᘛ䎠ੁ༽㣿ˈᯠޤ㓿⍾փਁኅ⁑ᔿ䖜ਈ㕃ធ
фഠ䳮ˈ࣐ѻ䖳བྷⲴཆ䜘ߢࠫˈ⢩࡛ᱟཆ䜘䗃ޕ
ර䙊㛰ㅹ࣋ˈᮤњц⭼㕪ቁ㓿⍾䮯⛩઼ᴹਾ
ਁՈ࣯ൠ४Ⲵᴯԓˈ⨳ޘ㓿⍾ᴹਟ㜭䶒Ѥ䮯
⭊┎ڌ㠣⅑䲧ޕ㺠䘰Ⲵ仾䲙Ǆ
˄й˅ഭ䱵䍗ᐱփ㌫ӏᖵਈ䶙ˈն䳮ԕᖒᡀޡ䇶
઼਼ޡ㹼ࣘˈц⭼䠁㶽փ㌫ࣘ䖴ᕅਁ䴷㦑Ǆ
䠁㶽ডᵪᇎ䍘кᱟ⭡Ҿ⨳ޘнਸ⨶Ⲵഭ䱵䍗ᐱ
փ㌫䙐ᡀⲴˈབྷཊᮠഭᇦቡ↔ᐢสᵜᖒᡀޡ䇶Ǆ
൘䴧ᴬӗਾˈ⍱ޕ㖾ഭⲴഭ䱵䍴ᵜཊҶᮠ
ˈؽ㘼нᱟ߿ቁҶˈ䘉䈤᰾ഭ䱵ᣅ䍴㘵ᐼᵋᤱᴹ
㖾ݳѪ䚯䲙䍴ӗˈҏ䈤᰾㔗㔝䘹ᤙ㖾ݳ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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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䍗ᐱ઼䍨᱃㔃㇇䍗ᐱˈᱟഭ㠚ѫ䘹ᤙⲴ㔃
᷌Ǆ൘аᇊѹкˈ㖾ⲴݳĀ䵨ᵳāൠսˈᱟ䘹ᤙ
֯⭘㖾Ⲵݳᡰᴹഭᇦ䍻ҸⲴˈᡰᴹⲴഭᇦवᤜ㖾
ഭ㠚ᐡҏ䇔Ѫˈഭ䱵䍗ᐱփ㌫ᗵ享᭩䶙ˈնⴞࡽ
তӽ❦䘹ᤙ㖾ݳǄ
ᤱᴹ䎺ཊ㖾઼ݳ㖾ݳ䍴ӗⲴഭᇦˈ䎺ᙅ㖾
ݳ䍜٬ˈ䎺нᮒབྷ䟿ᣋ㖾ˈݳഐѪᣵᗳ࢙лⲴ
བྷ䜘࠶ਟ㜭䲧ޕᴤབྷᑵᓖ䍜٬ⲴトຳǄṬ᷇ᯟ
█ᴮ൘⠶ਁĀ⅑䍧仾⌒ā઼䠁㶽ডᵪਾඖ䀰ˈ䙐
ᡀ䘉Ӌ䰞仈оԆཊᒤ䟷ਆ䗷ᓖᇭᶮⲴ䍗ᐱ᭯ㆆ
઼վ࡙⦷ᴹⴤ᧕ޣ㌫ˈ㘼ԆⲴ㔗ԫнӵӽ䎠൘Ԇ
Ⲵᰗ䐟кˈ㘼ф䟷ਆҶᴤѪᇭᶮⲴ䍗ᐱ᭯ㆆǄᰕ
ᵜ䮯ᵏᇎ㹼Ā䴦࡙⦷ā઼ᰐ䲀ᵏᇭᶮ䍗ᐱ᭯ㆆˈ
㤡ഭҏ᧘ࠪᇭᶮ䍗ᐱ᭯ㆆˈ◣བྷ࡙ӊǃঠᓖㅹഭ
㍗↕ަਾˈ⅗⍢аӋഭᇦ઼䙊㛰࣋䖳བྷⲴ㓿
⍾փࡉ↕࣐ޕઘᵏˈ֯䘉њц⭼䠁㶽ᐲ൪ࣘ䖴
产䰤䴷㦑Ǆᵚᶕॱᒤˈഭ䱵䍗ᐱփ㌫᭩䶙㜭
᧘䘋ˈᒦ൘᧘䘋ѝн֯ц⭼㓿⍾བྷᑵ䴷㦑ˈᱟሩ
ഭ⢩࡛ᱟሩ㖾ഭᲪភⲴ㘳傼Ǆྲ᷌ഭ䱵䍗ᐱփ
㌫нਁ⭏ਈ䶙ˈሶнՊሩ⨳ޘᙗ㖾઼┕⌋ݳ㖾
ഭ䍨᱃઼䍒᭯Āৼ䎔ᆇā⧠䊑ӗ⭏ࡦ㓖Ǆަ㔃᷌
ᱟˈ㖾ݳሶᤱ㔝䍜٬ˈഭ䱵བྷᇇ୶૱ԧṬሶᤱ㔝
кᢜˈᴰ㓸ˈ⨳ޘ㓿⍾ሶ䶒Ѥ䳮ԕݻᴽⲴ䙊㛰仾
䲙ˈ䘉ሶ㔗㔝⊹䟽ᢃࠫ⨳ޘ㓿⍾ˈቔަᱟᯠޤ㓿
⍾փˈᒦਟ㜭ሬ㠤⨳ޘ㓿⍾Ⲵ⅑㺠䘰Ǆ
˄ഋ˅ц⭼㘱喴ॆ䎻࣯࣐ᘛਁኅˈࣣࣘ䘲喴Ӫਓ
ঐᙫӪਓ∄䟽ሶнᯝ㕙ሿǄ
㚄ਸഭᴰᯠӪਓ䈳ḕᣕᱮ⽪ˈᒤ⨳ޘӪਓ
ᐢケӯˈ⨳ޘӪਓӾӯ㠣ӯਚ⭘Ҷॱ
Ҽᒤˈ亴䇑ᒤሶ䗮ࡠӯˈࡠᵜц㓚ᵛሶ䗮
ࡠӯǄਁ䗮ഭᇦ㘱喴ॆоĀႤݯ㦂ā਼↕ˈ㖾ǃ
ᰕǃǃᗧㅹഭᇦԕкӪਓ∄ֻ䜭ሶ䗮ࡠ
ԕкˈݯㄕӪਓ䮯⦷ᤱ㔝վ䘧⭊㠣䍏䮯Ǆ
 㚄ਸഭӪਓส䠁Պˈ
Ā3RSXODWLRQVHYHQELOOLRQ81VHWVRXW
FKDOOHQJHVāˈ%%&ˈ2FWREHUˈKWWSZZZEEFFRXN
QHZVZRUOGǄ

ԔӪᣵᘗⲴᱟˈ㘱喴ॆ൘ੁਁኅѝഭᇦ࣐䙏
ᥪ䘋ˈаӋਁኅѝഭᇦĀᵚᇼݸ㘱āᡆĀ䗩ᇼ䗩
㘱āǄࡠᵜц㓚ѝᵏˈਁኅѝഭᇦ㘱喴ॆ⦷ሶк
ॷࡠˈ㘱喴Ӫਓሶ∄⧠൘࣐ؽǄ൘ࣣࣘ࣋
ᴮ㓿ਆѻнㄝⲴьӊˈࣣࣘ䘲喴ӪਓⲴ∄ֻሶӾ
ᒤⲴ䱽㠣ᒤⲴǄ
㘱喴ॆ⽮Պ࣐䙏ࡠᶕˈࣣࣘ䘲喴Ӫਓ䙀↕߿
ቁˈᰒ亴⽪⵰⨳ޘᙗӪਓ㓒࡙ሶ䙀↕㔃ᶏˈӾ㘼
᭩ਈ㓿⍾㿴⁑ᤱ㔝ᢙབྷⲴਁኅࡽᨀ˗ҏሶሩՐ㔏
⾿࡙⽮Պ⁑ᔿǃᮉ㛢ǃቡъǃޫ㘱ㅹа㌫ࡇ䰞仈ᨀ
ࠪਈ䶙Ⲵ䘛࠷䴰≲Ǆᦞ㚄ਸഭᣕ亴⍻ˈࡠ
ᒤˈ⨳ޘӪਓሶ䗮ࡠӯⲴጠ٬ˈަѝԕ
кӪਓሶケӯˈঐ⨳ޘᙫӪਓ䘁ˈԕ
кӪਓⲴ∄ֻሶ㠣˗ቺᰦ⇿սԕкⲴ㘱
ᒤӪӵ㜭䶐њᒤ喴ӻҾ㠣Ⲵࣣࣘ
࣋ˈޫ㘼൘ᒤ䘉њ∄ֻ䘈ᱟ˖Ǆ
⨳ޘӪਓ㘱喴ॆ䘈亴⽪⵰ۘ㫴≤ᒣ઼ᣅ䍴
≤ᒣл䱽ˈ⎸䍩≤ᒣкॷˈն䍝Ҡ࣋তᙕл䱽Ǆ
❦㘼ˈ⨳ޘ㓿⍾փˈ⢩࡛ᱟᯠޤᐲ൪ഭᇦ㜭ᇎ
⧠⎸䍩≤ᒣԕ৺㘱ᒤӪਓ䍝Ҡ࣋≤ᒣⲴᮤփк
ॷˈਆߣҾޣ᭯ㆆⲴᢗ㹼઼࣋ᴹ᭸ᙗˈֻྲˈ
䠁㶽ъⲴਁኅ઼⽮Պ؍䳌փ㌫Ⲵᆼழሶᶱབྷൠ
䱽վӪ⭘Ҿᮤњ⭏ભઘᵏᵚᶕⲴ亴䱢ᙗۘ㫴Ǆ

˄ӄ˅⨳ޘሶ䶒Ѥ㋞伏ᆹޘǃ㜭Ⓚᆹޘㅹ䰞仈Ⲵ
ཊ䟽ᡈˈаӋഭᇦ઼ൠ४ሶ㋞伏䖜Ѫ⭏⢙⟳ᯉ
ሶ࣐㋞伏઼㜭Ⓚ䰞仈Ǆ
ц⭼㋞ߌ㓴㓷ᣕ〠ˈᵚᶕॱᒤഭ䱵㋞ԧሶ㔗
㔝儈ս䘀㹼ᒦᤱ㔝⌒ࣘˈᴹਟ㜭∄ᒤ
Ⲵᒣ൷ԧṬ≤ᒣк⏘Ǆᦞ㚄ਸഭ㔏䇑ˈⴞ
ࡽц⭼к⇿ӪѝቡᴹӪਇࡠ侕侯ေ㛱ˈᵜ䖞㋞
伏ডᵪ৸ሬ㠤зᯠ侕侯ӪਓǄ亴䇑㖾ഭ
ࡠᒤሶ䴰㾱ӯ⦹㊣ᶕ⭏ӗ⭏⢙⟳ᯉˈ
ᖃҾӯӪޘᒤⲴਓ㋞ǄަԆаӋഭᇦ⭘㋞
伏⭏ӗ⭏⢙⟳ᯉⲴ䇑ࡂҏ൘䱶㔝ᇎᯭѻѝǄ
 ц⭼㋞ߌ㓴㓷˖
ǉᒤࡠᒤ㋞伏ኅᵋǊˈǄ

ഭ䱵㜭Ⓚ⸋≲ᴤ࣐ケࠪǄᒤࡍˈ%3
൘㤡ഭՖᮖਁᐳⲴǉ%3ц⭼㜭ⓀኅᵋǊᤷ
ࠪˈᧂ⻣Ⲵ⨳ޘ᭮儈ጠሶ൘ᒤਾᖸᘛࡠᶕˈ
ቺᰦⲴ⻣ᧂ᭮≤ᒣ䖳ᒤ儈ࠪǄᵚᶕᒤ
а⅑㜭Ⓚ⎸䍩Պ䮯ሶ䘁Ǆ䶎㓿ਸ㓴㓷ഭᇦ
㜭Ⓚ⎸䍩ࡠᒤሶ∄⧠൘䮯ˈᒤ൷ᑵ
䗮ˈᒦᶴᡀц⭼㜭Ⓚ⎸䍩䮯ⲴǄᦞഭ
䱵㜭Ⓚ㖢亴⍻ˈࡠᒤˈ⧠⨳ޘᴹ⋩⭠ӗ䟿ሶ
л䱽Ǆਟԕ亴㿱ˈ䲿⵰ц⭼㓿⍾ਁኅ઼Ӫਓ
䮯ˈ⢩࡛ᱟᯠޤ㓿⍾փޘ䶒䘋ޕᐕъॆǃᐲ
ॆǃ⧠ԓॆǃᐲ൪ॆ઼ഭ䱵ॆਁኅ䱦⇥ˈഭ䱵㜭
Ⓚ䴰ᒣ㺑ᴤ࣐㜶ᕡǄ
˄˅ޝц⭼ሶ䶒Ѥᴤཊޡޜ⨳ޘᙗ䰞仈ˈᔪ・䀓
ߣ䘉Ӌ䳮仈Ⲵࡦᓖᆹᧂሶ䙷ࡠа㌫ࡇᯠⲴᡈǄ
ֻྲ≄ىਈ᳆䰞仈Ǆᦞц⭼䬦㹼ᣕˈ亴䇑ц
㓚˄ᒤ˅⨳ޘᓖሶ∄ᐕъॆࡽॷ儈
ćǄᒤᴸᰕਁᐳⲴǉକᵜṩ䇺ᯝǊ
ᣕᤷࠪˈࡠᒤ≄⨳ޘਟ㜭ॷ儈ćˈ⎧
ᒣ䶒ਟ㜭ॷ儈㊣ԕкǄ∄ྲ䍛ഠ䰞仈ˈਁኅѝ
ഭᇦᴹⲴӪਓӽ༴൘ᶱᓖ䍛ഠ⣦ᘱǄᦞц⭼
䬦㹼ਁᐳⲴǉᒤц⭼ਁኅᤷḷǊˈഭ䱵䠁㶽
ডᵪᕅਁⲴ㓿⍾㺠䘰֯⨳ޘ৸࣐Ҷзᶱ
ᓖ䍛ഠӪਓǄ
ц⭼㓿⍾䘈䶒Ѥ⵰Ӫਓ⠶⛨ǃ⧟⨳ޘຳᚦ
ॆǃ㠚❦⚮ᇣǃ᧐ཪᔿൠ┕⭘㠚❦䍴Ⓚǃ䍛ഠǃ⯮
⯵ǃഭ䱵 ᙆѫѹǃ⭏⢙ᢰᵟ㿴ࡉ઼〫≁㿴ࡉǃ
ᔪ・ᯠⲴ䍨᱃ᣅ䍴㿴ࡉㅹ䈨ཊᯩ䶒Ⲵ䰞仈Ǆ⭘Ր
㔏ᙍ㔤ᓄሩ䘉Ӌ䰞仈ᐢ䳮ԕཿ᭸ˈ䘛࠷䴰㾱ᴹ
᭸Ⲵᯩ⌅ԕ䀓ߣ਼ޡ⨳ޘ䶒ѤⲴ䰞仈ǄնӾⴞࡽ
ᶕⴻˈᔪ・䀓ߣ䘉Ӌ䰞仈Ⲵ⨳ޘᙗࡦᓖᆹᧂ䘈
ᴹᖵᖒᡀޡ䇶ᒦ䟷ਆ㔏а㹼ࣘˈն䘉Ӌ䇞仈ቊ
ᵚᔰ䘋㹼亦ቲ䇮䇑઼ࡦᓖᆹᧂⲴ䘋〻Ǆྲօ
 ǉ%3ц⭼㜭ⓀኅᵋǊˈՖᮖˈᒤᴸ
 ц⭼䬦㹼˖
ǉц⭼ਁኅᣕ˖ਁኅо≄ىਈॆǊˈǄ
ǉକᵜṩ䇺ᯝ˖ሶц⭼кॷࡠ≄、ىᢰǊˈᇮཊཛǃᇮḕंㅹˈᯠ
ইေቄ༛བྷᆖ≄ىਈॆ⹄ウѝᗳˈᚹቬˈǄ
᤹➗ц⭼䬦㹼ⲴᇊѹˈӪ൷ᰕ᭦ޕվҾ㖾ݳѪᶱᓖ䍛ഠ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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൘ᵚᶕॱᒤᡆᴤ䮯ᰦ䰤䀓ߣ䘉Ӌ䰞仈ˈሶߣ
ᇊӺਾࠐԓӪ൘䘉њᱏ⨳кⲴ⭏ᆈ䍘䟿ǃ⭏⍫䍘
䟿ѳ㠣⭏ભ䍘䟿Ǆ

йǃ┑ݵᵪ䙷઼ᐼᵋⲴᵚᶕॱᒤ˖ራ≲
਼ޡ䇔⸕ǃ਼ޡ䈝䀰о਼ޡ㹼ࣘ
˄а˅䖜ਈՐ㔏ᙍ㔤⁑ᔿˈᖒᡀਁኅޡ䇶ˈ䘉ᱟ
᧘ࣘц⭼㓿⍾䖜ර઼㔃ᶴ䈳ᮤǃ䟺᭮㓿⍾ਁኅ
▌࣋ⲴᴰབྷᐼᵋǄ
㖾ഭࡦᇊҶᐕъॆ઼ᯠ㜭Ⓚਁኅᡈ⮕ˈੁᇎփ
㓿⍾എᖂˈሶࡦ䙐ъ⺞ᇊѪӗъਁኅѫ㾱ᡈ⮕
ᯩੁˈᒦᇎᯭӄᒤࠪਓؽ䇑ࡂǄ䘈ሶ䙊䗷ᯠ㜭
Ⓚਁኅᡈ⮕ˈ׳䘋㓿⍾༽㣿઼ࡋ䙐ቡъǄ⅗ⴏ俆
㝁Պ䇞ᒤᴸ䙊䗷ǉ⅗ⴏᡈ⮕Ǌˈߣᇊ
ᵚᶕॱᒤ᧘ࣘ㓿⍾ᇎ⧠Ც㜭ǃਟᤱ㔝઼वᇩᙗ
䮯ˈ⺞ᇊҶቡъǃ⹄ਁǃ≄ىਈॆǃᮉ㛢ǃ߿䍛
ㅹӄ亩ާփⴞḷǄ਼ᒤᴸˈᰕᵜ᭯ᓌࠪਠᯠ䮯
ᡈ⮕ˈ䙊䗷ഭ㾱㍐઼ᢙབྷሩཆᔰ᭮єњ䚃
ራ≲㓿⍾䮯ࣘ࣋Ǆѝഭǃᐤ㾯ㅹᯠޤഭᇦҏ䎠
൘䖜ਈ㓿⍾ਁኅᯩᔿⲴ䚃䐟кǄ䶒ੁᵚᶕॱᒤˈ
ྲօਁ࠶ݵᥕഭ䱵㓴㓷˄ྲ,0)ǃ㚄ਸഭǃҼॱഭ
䳶ഒǃц⭼䬦㹼ˈԕ৺ަԆ४ฏ㓿⍾ਸ㓴㓷˅
Ⲵ⭘ˈ൘㓿⍾ਁኅᯩᔿ䖜රǃഭ䱵䍗ᐱփ㌫᭩
䶙ǃى≄⨳ޘਈॆㅹ䇞仈к〟ᶱ᧘䘋઼ॿ䈳ˈ׳
䘋ਈ䶙ǃ䈳ᮤǃ䖜රǃࡋᯠǃਁኅˈᡀѪ䎺ᶕ䎺ཊ
ഭᇦⲴ⽸਼ޡǄ
˄Ҽ˅ԕĀ䠁⹆ӄഭāѪԓ㺘Ⲵᯠޤ㓿⍾փሩޘ
⨳㓿⍾䍑⥞ᱮ㪇кॷˈѪҹਆц⭼㓿⍾䎠ࠪվ
䘧ǃ䗸ੁ༽㣿઼㑱㦓ᨀҶᡈ⮕オ䰤Ǆ
ѝഭഭ䱵㓿⍾Ӕ⍱ѝᗳሩᐤ㾯ǃ״㖇ᯟǃঠᓖǃѝ
ഭǃই䶎ㅹĀ䠁⹆ӄഭāⲴ亴⍻㺘᰾ˈࡠᒤˈ
ӄњഭᇦ*'3ঐ∄⨳ޘ䟽ሶ⭡ⴞࡽⲴкॷࡠ
ˈᒤ䘉а∄ֻሶ䗮ࡠˈᒤሶ䗮ࡠ
ˈᒤሶ䗮ࡠˈ⭊㠣ᴹਟ㜭ঐ⨳ޘԕ
кǄ䘉ӋഭᇦᵚᶕॱᒤⲴᮤփፋ䎧ˈሶѪ߿⨳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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ቁ䍛ഠӪਓ䘋а↕ࠪڊᐘབྷ䍑⥞ˈሩ䘉Ӌഭᇦ઼
ᡰ൘ൠ४ǃሩ⨳ޘ㓿⍾ਁኅ䜭ᴹ࡙Ǆ䲿⵰ᯠޤ㓿
⍾փ൘⨳ޘ㓿⍾ѝⲴ∄䟽нᯝкॷˈሩ⨳ޘ㓿⍾
䮯Ⲵ䍑⥞нᯝ࣐ˈ䎺ᶕ䎺ཊӪ䇔਼ˈᯠޤ㓿
⍾փፋ䎧ᱟанਟ䘶䖜Ⲵ䮯ᵏਁኅ䎻࣯Ǆ
˄й˅┑ݵĀᲪāⲴࡋᯠˈ傡ࣘӪ㊫Ӿᐕъ ਾ
ᐕъ ⽮Պੁ⸕䇶⽮Պ䐘䎺ˈ䘉ҏᱟᵚᶕॱᒤц
⭼㓿⍾ਁኅѝᴰབྷⲴਈ䟿Ǆ
䘁ࠐᒤˈц⭼㓿⍾൘ൾටѝᆅ㛢Ⲵᐼᵋ൘ᖸབྷ
〻ᓖкⓀҾഭԕ、ᢰ䶙ભᑖࣘӗъ䶙ભ䘋㘼
ᇎ⧠㓿⍾䮯ⲴؑᗳǄ㖾ഭࡦᇊҶǉഭᇦࡋᯠᡈ
⮕Ǌǃ
ǉüᒤᲪ㜭⭥㖁⹄ਁ䐘ᒤᓖ亩ⴞ
㿴ࡂǊ˗⅗ⴏ᧘ࠪĀࡋᯠ㚄ⴏāǃ
Ā⅗⍢ᮠᆇॆ䇞
〻ā઼ਢкᴰབྷ㿴⁑、⹄઼ࡋᯠᣅ䍴䇑ࡂ˗ᰕ
ᵜࡦᇊҶㅜഋᵏ、ᆖᢰᵟสᵜ䇑ࡂ˄ü
ᒤ˅㥹Ṹˈ㘼丙ഭⲴǉ㔯㢢䮯ഭᇦᡈ⮕৺ӄᒤ
䇑ࡂǊࡉᐢҾᒤ䘋ާޕփᇎᯭ䱦⇥Ǆѝഭǃ
ঠᓖǃ״㖇ᯟǃᐤ㾯ㅹഭᇦҏ࣐ᘛҶ൘、ᢰࡋᯠ
о、ᢰਁኅ䚃䐟кⲴ↕ՀǄਟ㿱ˈᰐ䇪ᱟਁ䗮ഭ
ᇦ䘈ᱟᯠޤ㓿⍾փˈ൘Āਾ䠁㶽ডᵪᰦԓā൷ሶ
、ᢰࡋᯠо、ᢰ䶙ભѪ㓿⍾༽㣿઼ਁኅⲴケ
ਓˈ〟ᶱ᭩䙐Ր㔏ӗъˈㄎ䀂䙀ᯠޤӗъˈ
Ѫц⭼㓿⍾⌘ޕҶᯠ⍫࣋Ǆц⭼䬦㹼ᣕ 亴
䇑ˈ⭏ӗ⦷䖳儈Ⲵᯠޤ㓿⍾փሶᇎ⧠ᐖਣⲴᒤ
൷䮯≤ᒣˈ㘼⭏ӗ⦷䖳վⲴᯠޤ㓿⍾փҏሶᴹ
ᒤ൷Ⲵ䙏Ǆ
˄ഋ˅վ⻣㓿⍾ǃᗚ⧟㓿⍾ǃᯠ㜭ⓀਁኅሶᡀѪ
ᵚᶕॱᒤ⨳ޘ㓿⍾Ⲵᯠ᭟ḡѻаˈᡆᡀѪᯠⲴ
㓿⍾䮯ᕅǄ
൘৽⨳ޘᙍ㓿⍾⁑ᔿⲴӺཙˈվ⻣㓿⍾ǃᗚ⧟
㓿⍾нնᱟᵚᶕц⭼㓿⍾ਁኅ㔃ᶴ䈳ᮤⲴབྷᯩ
ੁˈҏᱟቁᮠ൘ഭ䱵䠁㶽ডᵪѝ䘶࣯ਁኅⲴ亶
ฏǄᦞ≷Ѡ˄+6%&˅Ⲵа亩⹄ウᱮ⽪ˈ᤹ⴞࡽ䎻
ц⭼䬦㹼˖
ǉਁ⨳ޘኅൠᒣ㓯üཊᶱॆ˖ᯠⲴ⨳ޘ㓿⍾ǊˈǄ
+6%&˖
ǉ㺑䟿≄ى㓿⍾ǊˈǄ

࣯ˈࡠᒤᰦˈվ⻣㹼ъⲴᒤ᭦ޕሶ䎵䗷з
ӯ㖾ݳǄ
ᓄ ሩ ى≄⨳ ޘਈॆˈਁ ኅ ᯠ㜭ⓀᡀҶᖸ
ཊഭᇦⲴ਼ޡᡈ⮕䘹ᤙˈਁኅվ⻣㓿⍾ǃ⌱
㜭Ⓚ઼ਟ⭏㜭ⓀᡀѪ、ᢰࡋᯠⲴ✝⛩Ǆᦞ
ǉ%3ц⭼㜭ⓀኅᵋǊˈ൘ᒤ䰤ˈ
ਟ⭏㜭Ⓚ˄वᤜཚ䱣㜭ǃ仾㜭ǃൠ✝㜭Ⓚ઼⭏
⢙⟳ᯉ˅ሩ㜭Ⓚ䮯Ⲵ䍑⥞⦷ሶӾ㠣Ǆ
ԕݸ䘋Ṩ㜭ǃਟ⭏㜭ⓀѪԓ㺘Ⲵᯠ㜭Ⓚሶ䙀
↕ਆԓ⸣⋩ǃ➔⛝ㅹॆ⸣㜭ⓀⲴѫሬൠսǄ⭏⢙
⟳ᯉӗ䟿亴䇑ሶ⭡ᒤⲴзẦᰕкॷ㠣
ᒤⲴзẦᰕˈަ൘ᵚᶕᒤѝⲴ䮯ˈ
ሶᱟ䶎⸣⋩䗃ࠪഭ㓴㓷ഭᇦ⏢փ⟳ᯉᓄ䮯
ⲴǄ
˄ӄ˅ᔪ・਼ޡᣵ䍓ԫⲴ⨶⋫⨳ޘᵪࡦˈ䟽ກ
ӪԜሩ㓿⍾䮯Ⲵؑᗳ઼ഭ䱵㓿⍾ᯠ〙ᒿˈᱟᵚ
ᶕॱᒤц⭼㓿⍾ᤱ㔝ڕᓧਁኅⲴ䟽㾱؍䳌Ǆ
ᖃӺц⭼㓿⍾↓൘㓿শа൪བྷ䴷㦑ǃབྷ䈳ᮤ઼བྷ
ਈ䶙ˈ䴰㾱ࡠаᶑᴹ᭸Ⲵ⨳ޘ㓿⍾⋫⨶ѻ䐟ˈ
਼ޡᩝᔪᡆ᭩䙐Ⲵ⨶⋫⨳ޘѫ㾱ᒣਠǄഭ䱵䠁㶽
ডᵪᢃҶᰗⲴഭ䱵㓿⍾〙ᒿˈ㚄ਸഭǃц⭼䬦
㹼ǃഭ䱵䍗ᐱส䠁㓴㓷ǃц⭼䍨᱃㓴㓷ㅹഭ䱵ᵪ
ᶴਈ䶙ˈᐢሶᓄሩ⨳ޘ䰞仈Ⲵ䇞Ṹᨀкᰕ〻Ǆ㚄
ਸഭ৫ᒤਁ㺘Ҷǉᒤц⭼㓿⍾о⽮Պᾲ㿸Ǌ
ˈᨀࠪĀ᭩䶙༷ۘ⨳ޘ䍗ᐱփ㌫ˈ᭩䶙ц⭼㓿⍾⋫
⨶㔃ᶴˈ᭩䶙⨶⋫⨳ޘᵪࡦā˗*䇘䇪Ⲵ䇞仈Ӿ
㓿⍾䠁㶽䰞仈ੁަԆᯩ䶒ᢙኅ˗䠁⹆ഭᇦ俆㝁ጠ
Պᨀࠪц⭼㓿⍾ᗵ享ᇎ㹼वᇩᙗˈㅹㅹǄ⨳ޘ㓿
⍾⋫⨶Ⲵޣ䭞ˈ൘Ҿᨀॷ⨳ޘ㓿⍾Ⲵ仾䲙亴䱢઼
㇑⨶㜭࣋ˈ࣐ᕪ⨳ޘ䠁㶽㌫㔏Ⲵっᇊᙗˈⴁ᧗䙊
㛰仾䲙ˈඊᤱ᧘䘋઼ॆ⨳ޘ㠚⭡䍨᱃ˈ㕙ሿ⨳ޘ
䍛ᇼᐞ䐍Ǆ
࣐ᘛ᧘䘋ц⭼䬦㹼ǃ,0)ǃ:72ǃ*ㅹ⨳ޘ
㓿⍾⋫⨶ᵪࡦⲴ᭩䶙ˈඊᤱޘ䶒ᙗǃ൷㺑ᙗǃ⑀
䘋ᙗǃᇎ᭸ᙗࡉˈ઼ޘڕᆼழ⧠ᴹഭ䱵㓴㓷ᵪ
ᶴˈᖒᡀањᴹ࡙Ҿެ亮ޜᒣ઼᭸⦷Ⲵഭ䱵㓿⍾

փ㌫઼⨶⋫⨳ޘփ㌫Ǆ䘉ᱟޘц⭼Ⲵ઼⳺਼࡙ޡ
ᴰབྷⲴޡޜ૱ˈᴹ࡙Ҿॆ⨳ޘᵍ⵰൷㺑ǃᲞᜐǃ
ޡ䎒ᯩੁਁኅˈᔪ・ањޜᒣǃ↓ޜǃवᇩǃᴹᒿ
Ⲵഭ䱵㓿⍾〙ᒿǄഭ䱵ᵪᶴ൘ॿ䈳⨳ޘᙗ䰞仈
ᰦᓄփ⧠ࠪᵳေᙗǃਸ⌅ᙗǃ↓ޜᙗ઼ᴹ᭸ᙗˈ
֯ц⭼ᙗ㓿⍾㓴㓷઼ഭ䱵䇪උާᴹᕅሬᙗǃ
䘿᰾ᙗǃᡈ⮕ᙗ઼⮿ሬᙗˈ䙀↕ᖒᡀ਼ޡ⨳ޘ䇔
⸕ǃ਼ޡ䈝䀰઼਼ޡ㹼ࣘˈ䘉нӵߣᇊ⵰ᵚᶕॱ
ᒤⲴц⭼ˈҏߣᇊ⵰Ӫ㊫ⲴᵚᶕǄ

ഋǃєᶑᡚ❦н਼Ⲵ䚃䐟˖ᵚᶕॱᒤ
⨳ޘ㓿⍾ਁኅਟ㜭ࠪ⧠ⲴєĀᴯԓ
ᛵᲟāǄ
˄а˅ĀҀ㿲ᛵᲟā˖ц⭼䗸ੁᯠа䖞㓿⍾䮯
Ā䎵㓗ઘᵏāǄ
ц⭼བྷරԱъ㚄ਸՊ亴䇑ˈҀ㿲ᛵᲟлˈᵚᶕ
ॱᒤц⭼㓿⍾䮯⦷䗮ࡠǄަѝਁ䗮㓿⍾
փ䙏䗮ࡠˈᯠޤ㓿⍾փ䙏䗮ࡠˈ㘼㖾
ഭǃ⅗⍢ǃᰕᵜǃѝഭǃঠᓖ㓿⍾Ⲵᇎ䱵䮯⦷ሶ
࠶࡛䗮ࡠǃǃǃ઼Ǆ⨳ޘᇎ
䱵㓿⍾㿴⁑ࡠᒤሶ㠣зӯ㖾∄ˈݳส
߶ᛵᲟ㿴⁑ᢙབྷ㓖зӯ㖾ݳǄ
˄Ҽ˅Āᛢ㿲ᛵᲟā˖⯢䖟Ⲵ༽㣿ᣁᡆĀཡ৫
ⲴॱᒤāǄ
䘉ṧⲴᛵᲟਁ⭏Ⲵਟ㜭ᙗнབྷˈնҏнᱟ㔍䶎ਟ
㜭Ǆ㔉ࠪĀᛢ㿲ᛵᲟāˈᱟѪҶ㔉ц⭼ഭ㔏а䇔
䇶ǃ㔏а㹼ࣘᨀа⢩࡛Ⲵ䆖⽪Ǆц⭼བྷරԱ
ъ㚄ਸՊ亴䇑ˈ൘ᛢ㿲ᛵᲟлˈᵚᶕॱᒤˈц⭼
ަٷᇊࡽᨀᱟˈ⭡Ҿॆ⨳ޘᶑԦлഭ࡙⳺儈ᓖ䟽ਸ઼㶽ਸˈབྷᇦਆᗇ
਼ޡ䇔䇶ᒦ䟷ਆॿ䈳а㠤Ⲵ㹼ࣘ˖࣐ᕪਸˈӂ࡙ཊ䎒˗Ո࣯ӂ㺕ˈ䟽ᔪ
〙ᒿ˗ࡋᯠ䈳ᮤˈᓄሩᡈ˗ӂ䇙↕ˈवᇩਁኅǄ
ц⭼བྷරԱъ㚄ਸՊ˖
ǉ⨳ޘ㓿⍾ኅᵋǊˈǄ
᤹➗ᒤ'*⨳ޘ3Ѫзӯ㖾ݳ䇑㇇Ǆӊ⍢ᔰਁ䬦㹼亴䇑ˈᒤޘ
⨳*'3Ѫзӯ㖾ˈݳᡁԜሶ↔Ѫส߶ᛵᲟлⲴ亴⍻Ǆ
ަٷᇊࡽᨀᱟˈѫ㾱ഭᇦ㕪ቁĀᡈ⮕䟂āˈ䠁㶽ডᵪǃ٪࣑ডᵪǃᇎփ
㓿⍾Āᝏḃāਐ࣐᭸ᓄᤱ㔝ਁ䞥ˈ⨳ޘ㓿⍾ĀҼ⅑᧒ᓅāᒦᕅਁ⽮Պࣘ
㦑˖ᤂ㔍৽ᙍˈ
ĀੋѤཙлā˗ཡ㺑࣐ˈ༽㣿㕃ធ˗ᐲ൪ࣘ㦑ˈ⧟ຳᚦ
ॆ˗ޣ㌫㓐㔃ˈ䳶փൽǄ
ц⭼བྷරԱъ㚄ਸՊ˖
ǉ⨳ޘ㓿⍾ኅᵋǊˈǄ

7

㓿⍾䮯⦷ਚᴹˈަѝਁ䗮㓿⍾փ䙏Ѫ
ˈᯠޤ㓿⍾փ䙏Ѫˈ㖾ഭǃ⅗⍢ǃᰕᵜǃѝഭ
઼ঠᓖ㓿⍾䮯⦷࠶࡛ਚᴹǃǃǃ
઼Ǆቺᰦ⨳ޘ㓿⍾㿴⁑ਚᴹзӯ㖾∄ˈݳส
߶ᛵᲟ㿴⁑㕙ሿ㓖зӯ㖾ݳǄ

മ㺘˖ᒤѝഭ㓿⍾ᙫ䟿઼䮯⦷亴⍻



㓿⍾䮯⦷˄λ˅
㓿⍾ᙫ䟿˄зӯ㖾˅ݳ




ѝഭᵚᶕॱᒤ㓿⍾ਁኅኅᵋ




ѝഭӾᒤᔰᇎ㹼᭩䶙ᔰ᭮᭯ㆆˈੁц⭼ᮎ
ᔰҶ㠚ᐡⲴབྷ䰘ˈӾᡀѪц⭼㓿⍾䟽㾱㓴ᡀ䜘
࠶ࡠᡀѪц⭼㓿⍾䮯Ⲵ䟽㾱ᕅǄѝ㖾㓿䍨
ޣ㌫Ⲵਁኅ֯ѝഭ㧧ᗇҶᇎ䱵࡙⳺ˈቔަ䟽㾱
Ⲵᱟˈѝഭੁ㖾ഭ઼ц⭼ਁ䗮ഭᇦᆖҐˈ⺞・Ҷ
ᐲ൪㓿⍾փࡦˈ㓿⍾ࡦᓖⲴ䟽ᔪԔѝഭ䟺᭮Ҷᐘ
བྷⲴ▌㜭Ǆ䗷৫ॱᒤ䰤ˈѝഭਁኅⲴ⧠ᇎᐢ䘌䘌
䎵ࠪ亴ᵏˈ*'3䮯ᑵᓖ᧕䘁ˈᐲॆ⦷䗮ࡠ
ˈᒤ᭯ᓌࠪӯݳӪ≁ᐱˈ
ѪӯӪਓᔪ・Ҷ५⯇؍䲙ࡦᓖǄᵚᶕॱᒤ
Ⲵѝഭ৸ሶᱟᘾṧаᑵമᲟ˛
˄а˅ѝഭሶᡀѪ൘ц⭼㓿⍾ਁኅѝѮ䏣䖫䟽Ⲵ
ഭᇦˈ㲭❦㓿⍾䮯䙏ᓖሶ〽վҾкњॱᒤˈն
㓿⍾ਁኅⲴ䍘䟿ሶབྷབྷᨀ儈ˈᒦሶ䮯ѝഭ㓿⍾
ᤱ㔝ਁኅⲴઘᵏǄ
ǉѝॾӪ≁઼ޡഭഭ≁㓿⍾઼⽮ՊਁኅㅜॱҼ
њӄᒤ㿴ࡂ㓢㾱Ǌ˄ԕлㆰ〠ĀॱҼӄā㿴ࡂ˅
⺞・ҶĀॱҼӄāᰦᵏ˄üᒤ˅ѝഭ㓿⍾
ਁኅⲴᯠⴞḷ˖൘ᨀ儈㓿⍾ਁኅ䍘䟿઼᭸⳺Ⲵ
สкˈѝഭ㓿⍾ਁኅⲴ亴ᵏ䙏ᓖᒤ൷䮯Ǆ
ѝഭޡӗⲴފĀॱޛབྷāᣕᨀࠪˈ⺞ࡠ؍
ᒤᇎ⧠ഭ⭏ӗᙫ٬∄ᒤ㘫а⮚ˈ᤹↔ⴞḷ
䇑㇇ˈᒤ䰤ᒤ൷㓿⍾䙏Ѫˈสᵜ
оĀॱҼӄā㿴ࡂⴞḷа㠤Ǆ᤹➗Ⲵᒣ൷䮯䙏
ᓖˈቺᰦ*'3ᙫ䟿ሶ䗮ࡠзӯ㖾ݳǄѝഭഭᇦ
ؑѝᗳ亴⍻ᱮ⽪ˈࡠᒤˈѝഭᒤ൷䙏䗮
᤹Ӫ≁ᐱ≷⦷䇑㇇Ǆ

8

           
䍴ᯉᶕⓀ˖ഭᇦؑѝᗳ˄ेӜ˅㓿⍾亴⍻䜘˖
ǉᵚᶕॱᒤѝ㖾㓿⍾ਁኅ䎻࣯ࡔᯝ
о⍻㇇Ǌ

ࡠˈቺᰦ*'3ᙫ䟿䗮ࡠзӯ㖾˄ݳമ㺘˅
Ǆц⭼䬦㹼ᣕ䇔Ѫˈѝഭ㓿⍾䮯൘ᵚᶕᒤ
ሶ䙀⑀䎠վˈᒤᒤ൷䮯䙏ᓖѪ
ˈᒤᒤ൷䙏䱽㠣ˈࡠᒤˈᒤ
൷䙏ਚᴹǄնণ֯ྲ↔ˈࡠᒤˈѝഭ㓿⍾
ҏሶ䎵䗷㖾ഭˈᡀѪ⨳ޘㅜа㓿⍾བྷഭǄ
ᵚᶕॱᒤⲴਁኅˈѝഭሶᴤ࣐⌘ޣӪ≁⭏
⍫Ⲵᒨ⾿ᝏˈ㘼нӵӵᱟ㿴⁑઼䙏ᓖǄ*'3ᱟ㺑
䟿аഭ㓿⍾ᇎ࣋ⲴṨᗳᤷḷѻаˈնнᱟୟа
ᤷḷˈᖃࡽѝഭӪ൷*'3൘ц⭼ᧂѪսˈ䘈
нࡠц⭼ᒣ൷≤ᒣⲴаॺǄѝഭޡӗⲴފĀॱޛ
བྷāᣕᨀࠪⲴ䟽㾱ⴞḷѻаˈቡᱟࡠᒤሶ
ґት≁Ӫ൷᭦∄ޕᒤ㘫⮚ˈҏቡᱟ䈤ˈࡠ
ᒤˈѝഭӪ൷*'3ሶ䎵䗷з㖾ˈݳケĀѝ
ㅹ᭦ޕ䲧䱡āǄᦞഭᇦؑѝᗳ亴⍻ˈࡠᒤˈ
˄മ㺘˅
ѝഭӪ൷*'3ሶ䗮ࡠ㖾ݳǄ

˄Ҽ˅ѝഭሶᡀѪ⨳ޘᐲ൪㿴⁑䮯ᴰᘛⲴഭ
ᇦˈѝഭ㓿⍾ሶ䗾ᶕ⎸䍩Ⲵ哴䠁ᰦᵏˈഭ⎸䍩
ᒤѝഭ*'3ᙫ䟿Ѫзӯ㖾ݳǄ
ǉᒤⲴѝഭ˖ᔪ䇮⧠ԓǃ઼䉀ǃᴹࡋ䙐࣋Ⲵ儈᭦⽮ޕՊǊˈǄ
ᒤѝഭӪ൷*'3Ѫ㖾ݳǄ
ഭᇦؑѝᗳ㓿⍾亴⍻䜘˖
ǉᵚᶕॱᒤѝ㖾㓿⍾ਁኅ䎻࣯ࡔᯝо⍻㇇Ǌ
ˈǄ

䴰≲ሶ᧕䗷ᣅ䍴઼ࠪਓⲴ᧕࣋ἂˈᡀѪ㓿⍾䮯
Ⲵ䟽㾱ᕅǄ
ᡁԜ亴ᵏ⎸䍩ӽሶ࣐䙏䮯ˈᒦ᧕䗷ᣅ䍴઼ࠪ
ਓⲴ᧕࣋ἂˈᡀѪ㓿⍾䮯ⲴᕅǄѝഭ⎸䍩㔃
ᶴሶ䘋а↕ᨀॷˈት≁⎸䍩▌࣋ሶᗇࡠ䘋а↕
䟺᭮ˈഭᐲ൪ᙫփ㿴⁑ሶսትц⭼ࡽࡇǄ
ᒤˈ⎸䍩ሩѝഭ㓿⍾䮯䍑⥞⦷Ѫˈޝᒤᶕ
俆⅑䎵䗷ᣅ䍴Ǆц⭼䬦㹼ᣕ亴䇑ˈࡠᒤˈ
ѝഭ㓿⍾ѝᣅ䍴ঐ*'3Ⲵ∄ֻ⭡ᒤⲴ䱽㠣
ˈ⎸䍩ঐ*'3Ⲵ∄ֻ⭡㠣Ǆ᪙ṩ༛ѩ
࡙ᣕᤷࠪˈᵚᶕॱᒤѝഭ㓿⍾ሶ䗾ᶕ⎸䍩Ⲵ
哴䠁ᰦᵏǄᒤѝഭⲴ⎸䍩ᙫ䟿ሶ䗮ࡠ㖾ഭⲴ
ˈঐц⭼⎸䍩ᙫ䟿ⲴǄѝഭⲴᯠ⎸䍩ᐢ
Ҿᒤ䎵䗷㖾ഭˈᒦ൘ᒤ䗮ࡠц⭼ᯠ⎸
䍩ⲴǄ亴䇑ᒤѝഭᯠ⎸䍩ሶབྷ㠤Ѫ㖾
ഭᯠ⎸䍩ⲴєؽǄ䘁ᒤᶕˈѝഭⲴ⽮Պ؍䳌փ
㌫ᔪ䇮ᘛ䙏ਁኅˈҾᒤˈᯠරߌᶁޫ㘱؍䲙
ࡦᓖ઼䭷ት≁⽮Պޫ㘱؍䲙ࡦᓖޘ㾶ⴆⲴⴞ
ḷสᵜᇎ⧠ˈᔪ・Ҷц⭼кᴰབྷӪ㗔ӛᴹⲴ५⯇
؍䳌ࡦᓖǄѝഭ⽮Պ؍䳌ࡦᓖփ㌫䘋а↕ᆼழˈ
ᴹࣙҾ䟺᭮ት≁⎸䍩䴰≲ˈᖒᡀԕ䴰ࣘѪѫ
㾱ࣘ࣋Ⲵ㓿⍾ਁኅᯩᔿǄ
˄й˅ѝഭሶᡀѪㅜа䍨᱃བྷഭ઼㔗㔝᧕ഭ䱵
ӗъ䖜〫ǃ㾱㍐㓴ਸ઼䍴ᵜ䘋Ⲵޕ䟽㾱ഭᇦˈᒦ
䙀↕ᡀѪሩཆᣅ䍴ⲴབྷഭǄ
ѝഭᐢᡀѪഭ䱵փ㌫Ⲵ৲о㘵ǃᔪ䇮㘵઼䍑⥞
㘵Ǆѝഭ৲࣐Ҷཊњ᭯ᓌ䰤ഭ䱵㓴㓷ˈㆮ㖢Ҷ
ཊњഭ䱵ޜ㓖Ǆѝഭҏᱟ䍨᱃઼ᣅ䍴㠚⭡ॆ
〟Ⲵॆ࡙ׯᶱᇎ䐥㘵Ǆ䗴Ӻᐢ਼њഭᇦ઼ൠ
४ᔪ・Ҷৼ䗩㓿䍨ਸᵪࡦˈᐢㆮ㖢઼↓൘䈸ࡔ
Ⲵᴹњ㠚⭡䍨᱃४ॿᇊˈ਼њഭᇦㆮ㖢Ҷৼ
䗩ᣅ䍴؍ᣔॿᇊˈ਼њഭᇦㆮ㖢Ҷ䚯ৼݽ䟽ᖱ
〾ॿᇊǄᵚᶕॱᒤˈѝഭሶоц⭼кᴤཊഭᇦ઼
ц⭼䬦㹼˖
ǉᒤⲴѝഭ˖ᔪ䇮⧠ԓǃ઼䉀ǃᴹࡋ䙐࣋Ⲵ儈᭦⽮ޕՊǊ
ˈǄ
᪙ṩ༛ѩ࡙˖
ǉᒤࡽⲴѝഭ㓿⍾ǊˈǄ

മ㺘˖ᒤѝഭ䘋ࠪਓᙫ仍઼䙏























           
ࠪਓᙫ仍˄ӯݳӪ≁ᐱˈᐖ䖤˅
䘋ਓᙫ仍˄ӯݳӪ≁ᐱˈᐖ䖤˅
䍨᱃亪ᐞ˄ӯݳӪ≁ᐱˈᐖ䖤˅

ࠪਓ䙏˄ˁˈਣ䖤˅
䘋ਓ䙏˄ˁˈਣ䖤˅

䍴ᯉᶕⓀ˖ഭᇦؑѝᗳ˄ेӜ˅㓿⍾亴⍻䜘˖
ǉᵚᶕॱᒤѝ㖾㓿⍾ਁኅ䎻࣯ࡔᯝ
о⍻㇇Ǌ

ൠ४ᔪ・㠚⭡䍨᱃४ˈᔪ・оઘ䗩ഭᇦ䐘ຳ㓿⍾
ਸ४ˈ〟ᶱ᧘ࣘཊ䍨᱃എਸ䈸ࡔˈ൘ഭ䱵䍨
᱃઼ᣅ䍴㠚⭡ॆǃॆ࡙ׯᯩ䶒ਁᥕᓄᴹⲴ⭘Ǆ
ᵚᶕॱᒤѝഭሶᡀѪㅜа䍨᱃བྷഭǄഭᇦؑ
ѝᗳ亴⍻ˈ㘳㲁ࡠ⨳ޘ㓿⍾䮯Ṭተਈॆ઼ޘ
⨳䍨᱃䙏л䱽ǃᡁഭࠪਓ㔃ᶴਈॆԕ৺Ӫ≁ᐱ
ށ㖾⦷≷ݳᒤ൷ॷ٬ᐖਣㅹഐ㍐ˈ
ᒤᡁഭࠪਓᒤ൷䮯ˈ䘋ਓᒤ൷䮯˗
䍨᱃亪ᐞสᵜ㔤ᤱ൘ӯ㖾ݳᐖਣⲴ≤ᒣǄ
˄മ㺘˅
ѝഭ↓൘ᡀѪሩཆᣅ䍴བྷഭǄᒤˈѝഭ
⎧ཆᣅ䍴ᆈ䟿䗮ࡠӯ㖾ˈݳսት⨳ޘㅜ
սˈ䗷৫ॱᒤ䟼ᒤ൷䙏儈䗮Ǆᦞ㖾ഭӊ
⍢⹄ウѝᗳоส䗋Ṭѝ㖾ޣ㌫⹄ウᡰ㚄ਸਁᐳ
Ⲵᣕ亴⍻ˈᵚᶕॱᒤѝഭሩཆⴤ᧕ᣅ䍴ሶ䗮
з㠣зӯ㖾ݳǄ❦㘼ˈ⭡Ҿ᮷ॆᐞᔲԕ৺ሩᖃ
ൠ⌅ᖻ઼㿴ㄐࡦᓖнཏҶ䀓ˈѝഭⲴሩཆᣅ䍴ѻ
䐟ᒦнᒣඖˈ࣐к㓿ᑨ䚝䙷㻛ᣅ䍴ഭⲴ↗㿶
ᙗ᭯ㆆᡆ᭯⋫䱫࣋ˈ䘋а↕࣐Ҷሩཆᣅ䍴Ⲵ䳮
ᓖǄ❦㘼ˈоԕᖰн਼ˈѝഭᖃࡽሩཆᣅ䍴нӵ
ᱟࠪҾ㠚䓛䴰㾱ˈ䘈ᱟ䲧ޕ٪࣑ডᵪ઼㓿⍾ഠຳ
Ⲵਁ䗮ഭᇦⲴ䴰㾱ˈӖᱟᴹ䍴ᵜ䴰㾱Ⲵഭᇦ઼ൠ
४Ⲵ䘹ᤙǄ൘ѝഭ᭯ᓌⲴ啃઼࣡ᕅሬлˈ䲿⵰㓿
㖾ഭӊ⍢ॿՊ㖾ѝޣ㌫ѝᗳ઼ส䗋Ṭѝ㖾ޣ㌫⹄ウᡰ˖
ǉᮎᔰ㖾ഭབྷ
䰘"⭘࡙࠶ݵѝഭ⎧ཆⴤ᧕ᣅ䍴Ǌˈ㖇઼ᴬቬˈ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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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ᢰӪ⧠⣦оѫ㾱ਁኅⴞḷ

ᒤԭ

5 '⹄ウӪઈ
5 'Ӫઈ˄зӪᒤ˅ ˄зӪᒤ˅

⇿зࣣࣘ࣋ѝ5 'Ӫઈ
˄ӪᒤзӪ˅

⇿зࣣࣘ࣋ѝ5 '⹄ウӪઈ
˄ӪᒤзӪ˅

5 'ӪઈӪ൷5 '
㓿䍩˄з˅ݳ

5 '⹄ウӪઈӪ
൷5 '㓿䍩˄з
˅ݳ











































䍴ᯉᶕⓀ˖ഭᇦؑѝᗳ˄ेӜ˅㓿⍾亴⍻䜘˖
ǉᵚᶕॱᒤѝ㖾㓿⍾ਁኅ䎻࣯ࡔᯝо⍻㇇Ǌ

傼нᯝ㍟〟ˈᡁԜؑˈѝഭሶ࣐ᘛሩཆᣅ䍴↕
Հˈ䘋а↕ᢙབྷሩཆᣅ䍴㿴⁑Ǆ
˄ഋ˅ѝഭሶᡀѪާᴹ、ᢰࡋᯠ㜭઼࣋Ӫ༷ۘ
Ⲵഭᇦˈࡠᒤˈสᵜᇎ⧠ᮉ㛢⧠ԓॆˈสᵜ
ᖒᡀᆖҐර⽮Պˈ䘋ࡋޕᯠරഭᇦ㹼ࡇˈ䘋ޕӪ
࣋䍴Ⓚᕪഭ㹼ࡇǄ
ѝഭᐢࡦᇊҶ䶒ੁᒤⲴഭᇦӪਁኅ㿴ࡂǃ
ᮉ㛢᭩䶙઼ਁኅ㿴ࡂǃ、ᆖ઼ᢰᵟਁኅѝ䮯ᵏ
㿴ࡂㅹǄ᤹➗㿴ࡂˈ亴䇑ࡠᒤˈѝഭӪ䍴
Ⓚᙫ䟿ሶӾ⧠൘ⲴӯӪ࣐ࡠӯӪ䮯
˗Ӫ࣋䍴ᵜሩ㓿⍾䮯䍑⥞⦷䗮ࡠӪ
䍑⥞⦷䗮ࡠˈਟԕѪѝഭ㓿⍾ᤱ㔝ਁኅᨀ
ݵ䏣ⲴՈ䍘ࣣࣘ࣋˗⽮ޘՊ⹄ウᔰਁᣅޕঐഭ
⭏ӗᙫ٬Ⲵ∄䟽ᨀ儈ࡠˁԕкˈ࣋ҹ、ᢰ䘋
↕䍑⥞⦷䗮ࡠˁԕкǄѪҶᔪ・ањ㢟ྭⲴࡋ
ᯠ⧟ຳˈѝഭ↓൘࣐ࣚ࣋ᕪ⸕䇶ӗᵳ؍ᣔ᧚ᯭǄ
ษޫӪⲴṩᵜᱟᨀ儈ᮉ㛢㜭࣋Ǆࡠ
ᒤˈ∋ޕᆖ⦷ሶ䗮ࡠ˗儈ㅹᮉ㛢∋ޕᆖ⦷䗮ࡠ
Ǆѫ㾱ࣣࣘᒤ喴Ӫਓᒣ൷ਇᮉ㛢ᒤ䲀Ӿᒤᨀ
儈ࡠᒤˈަѝਇ䗷儈ㅹᮉ㛢Ⲵ∄ֻ䗮ࡠˈ
ާᴹ儈ㅹᮉ㛢᮷ॆ〻ᓖⲴӪᮠ∄ᒤ㘫а⮚Ǆ
˄ӄ˅ѝഭሶ㔗㔝࣐䙏᧘䘋ᐕъॆ઼ᐲॆ䘋
〻ˈࡠᒤᐲॆ≤ᒣሶ䗮ࡠⴞࡽਁ䗮ഭᇦⲴ
ᒣ൷≤ᒣˈᐕъॆሶ䘋ޕѝǃਾᵏǄ
ᒤࡽⲴӪਓትտ൘ߌᶁˈ⧠൘аॺԕкⲴ
ӪਓᩜࡠҶᐲǄᒤѝഭᐲॆ⦷ᐢ䎵䗷
ˈ䗮ࡠˈᨀࡽᇎ⧠ҶĀॱҼӄā㿴ࡂ亴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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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ᒤѝഭ䭷ॆ䘋〻


䭷ॆ⦷ ᐖ䖤˅
䭷ᯠቡъӪᮠ зӪˈਣ䖤˅






















          

䍴ᯉᶕⓀ˖ഭᇦؑѝᗳ˄ेӜ˅㓿⍾亴⍻䜘˖
ǉᵚᶕॱᒤѝ㖾㓿⍾ਁኅ䎻࣯ࡔᯝ
о⍻㇇Ǌ

ⴞḷǄ➗↔䙏ᓖˈࡠᒤˈѝഭᐲॆ⦷ሶ䎵
䗷Ǆц⭼䬦㹼ᣕ亴䇑ˈ൘ᵚᶕнࡠᒤᰦ
䰤䟼ˈѝഭⲴӪਓሶትտ൘ᐲˈቺᰦѝഭ
ᐲӪਓᙫ઼ሶ䎵䗷㖾ǃᰕǃ⅗йབྷ㓿⍾փᐲӪ
ਓⲴᙫ઼Ǆ䘉ᱟӪ㊫শਢк䗴Ӻᴰབྷ㿴⁑ǃᴰᆿ
ՏⲴᐲॆ䘋〻ˈҏѪѝഭⲴ㓿⍾䮯ᨀҶᐘ
བྷ䮯ࣘ࣋Ǆ
˄മ㺘˅
ѝഭᯠරᐕъॆ䘋〻ሶ㔗㔝࣐ᘛˈᐕъॆ
Ⲵ≤ᒣሶᴹᴤབྷⲴᨀ儈Ǆ㢲㜭⧟؍ᢰᵟǃᯠаԓ
ؑᢰᵟǃ⭏⢙ᢰᵟǃ儈ㄟ㻵༷ࡦ䙐ǃᯠ㜭Ⓚǃ
ᯠᶀᯉǃᯠ㜭Ⓚࣘ࣋⊭䖖ㅹ䟽⛩亶ฏሶᴹᴤᘛ
ⲴਁኅǄѝഭĀॱҼӄā㿴ࡂᨀࠪˈࡠᒤˈᡈ
⮕ᙗᯠޤӗъ࣐٬ঐഭ⭏ӗᙫ٬Ⲵ∄䟽䗮
ࡠᐖਣǄࡠᒤˈ䶎ॆ⸣㜭Ⓚঐ㜭Ⓚ⎸䍩∄
䟽䗮ࡠˈঅսഭ⭏ӗᙫ٬Ҽ≗ॆ⻣ᧂ᭮∄
ᒤ߿ቁǄ
ǉᒤⲴѝഭ˖ᔪ䇮⧠ԓǃ઼䉀ǃᴹࡋ䙐࣋Ⲵ儈᭦⽮ޕՊǊˈǄ

˄˅ޝѝഭሶᢺᤱ㔝᭩ழӪ≁⭏⍫ǃ┑䏣䇙Ӫ≁
㗔Շ䗷кᴤྭ⭏⍫ⲴᯠᵏᖵѪᐕ䟽⛩ˈн
ᯝ؍䳌઼᭩ழ≁⭏ˈ࣐ᘛᶴᔪ઼䉀⽮ՊǄ
ⴞࡽѝഭᒤӪ൷*'3ᐢ䗮ࡠ㖾ˈݳᒤ
ሶ䎵䗷з㖾ݳǄᵚᶕॱᒤˈӪਓ䮯⦷ሶл
䱽䎻࣯ˈࡠᒤӪਓᮠнՊ䎵䗷ӯӪˈަѝ
ࣣࣘ䘲喴Ӫਓ䮯⦷ሶࠪ⧠䍏䮯˄മ
㺘˅ǄӪ൷亴ᵏሯભᨀ儈аˈ䗮ࡠǄ⽮Պ
؍䳌ᐕ䘋а↕ᆼழˈ᭯ᓌ䍒᭯ሩ䭷ት≁ส
ᵜ५⯇؍䲙઼ᯠරߌᶁਸ५⯇Ⲵ㺕ࣙḷ߶䙀
↕ᨀ儈Ǆ
ᨀ儈վ᭦ޕ㘵઼䍛ഠӪਓⲴ⭏⍫≤ᒣˈ㕙
ሿ⽮Պ䍛ᇼᐞ䐍ˈᱟ᭯ᓌ䟽㿶≁⭏Ⲵ䟽㾱ᯩ
䶒Ǆᒤˈᴰվᐕ䍴ḷ߶⇿ᒤሶᨀ儈
ԕкˈ㔍བྷཊᮠൠ४ᴰվᐕ䍴ḷ߶䗮ࡠᖃൠ
䭷ӾъӪઈᒣ൷ᐕ䍴Ⲵԕк˗ґት≁ᴰվ
⭏⍫؍䳌ḷ߶ᒤ൷䮯ԕк˗ᔪ䇮з
྇䭷؍䳌ᙗտᡯˈ֯↔㊫տᡯ㾶ⴆ䶒䗮ࡠ
ˈ䙀↕䀓ߣ䍛ഠӪ㗔Ⲵտᡯ䰞仈Ǆц⭼䬦㹼亴
䇑ˈࡠᒤˈґ䍛ᇼᐞ䐍ሶ⭡ᒤⲴ
㕙ሿ㠣Ǆ
ѝഭ*'3⇿䮯ањⲮ࠶⛩ˈࣘ䭷ቡъ
Ӫᮠ࣐㓖зӪˈ㘳㲁ᵚᶕॱᒤᴽ࣑ъቡъ
∄䟽ᨀ儈ˈࡦ䙐ъ㔃ᶴнᯝॷ㓗ㅹഐ㍐ˈ亴䇑ᶕ
ॱᒤቡъᕩᙗሶ䙀↕߿ሿзӪǄ⭡Ҿᡁഭࣣ
ࣘӪਓ㔍ሩᮠ䟿ሶл䱽ˈቡъ࣋䖳ሿˈ䭷ཡ
ъ⦷ሶสᵜ؍ᤱ൘⧠ᴹ≤ᒣǄ

ǉᒤⲴѝഭ˖ᔪ䇮⧠ԓǃ઼䉀ǃᴹࡋ䙐࣋Ⲵ儈᭦⽮ޕՊǊˈǄ

മ㺘˖ᒤѝഭӪਓ亴⍻





















           
Ӫਓ˄ӯӪˈਣ䖤˅
Ӫਓᮠ˄ӯӪˈਣ䖤˅
Ӫᮠ䮯⦷˄ˁˈᐖ䖤˅
ⲴӪਓ䮯⦷˄ˁˈᐖ䖤˅
䍴ᯉᶕⓀ˖ഭᇦؑѝᗳ˄ेӜ˅㓿⍾亴⍻䜘˖
ǉᵚᶕॱᒤѝ㖾㓿⍾ਁኅ䎻࣯ࡔᯝ
о⍻㇇Ǌᒤ
ǉᒤⲴѝഭ˖ᔪ䇮⧠ԓǃ઼䉀ǃᴹࡋ䙐࣋Ⲵ儈᭦⽮ޕՊǊˈǄ

г ѝഭሶᡀѪ䠁㶽ࡦᓖᴤ࣐ᐲ൪ॆ઼
ഭ䱵ॆⲴ䟽㾱ഭᇦˈӪ≁ᐱሶ䙀↕൘ഭ䱵
䍨᱃㔃㇇ǃഭ䱵䍴ᵜᐲ൪઼ഭ䱵䍗ᐱ༷ۘѝ
Ⲵਁᥕᴤབྷ⭘Ǆ
ѝഭаⴤࣚ࣋ࡋ䙐ᗵ㾱ᶑԦっ↕᧘䘋Ӫ≁ᐱഭ
䱵ॆ䘋〻ǄӾᒤᴸᰕᔰˈѝഭᔰҶ
≷⦷઼࡙⦷Ⲵᐲ൪ॆ᭩䶙ˈࡠᒤᴸˈӪ≁
ᐱށ㖾⦷≷ݳ㍟䇑ॷ٬ᐢ䎵䗷ǄӪ≁ᐱᐢᇎ
⧠Ҷ䍨᱃亩л㠚⭡ˈᦒށ䍴ᵜ亩л㠚⭡∄Ⲵᦒށ
䟽ҏ䎵䗷ҶǄⴞࡽˈ䟷⭘Ӫ≁ᐱ㔃㇇Ⲵ䍨᱃
仍ᐢঐࡠѝഭ䍨᱃ᙫ䟿ⲴǄѝഭᐢоॱࠐњ
ഭᇦ઼ൠ४Ⲵ䍗ᐱᖃተㆮ㖢ᵜᐱӂᦒॿ䇞ˈ䍗
ᐱӂᦒⲴᙫ䠁仍ᐢ䗮ӯݳӪ≁ᐱǄ俉ᐢ
ᡀѪㅜањӪ≁ᐱየӔ᱃ѝᗳˈк⎧ሶᡀѪ
㔗俉ѻਾⲴഭ䱵ॆ䠁㶽ѝᗳǄ∛ᰐ⯁䰞ˈᵚ
ᶕॱᒤˈѝഭሶ㔗㔝࣐ᘛ䠁㶽ࡦᓖ᭩䶙ˈ֯ѻ
ᴤ࣐ᐲ൪ॆ઼ഭ䱵ॆǄ䍗ᐱӂᦒ㿴⁑䘋а↕ᢙ
བྷˈк⎧൘ӊ⍢䠁㶽Ӕ᱃ѝሶঐᦞѫሬൠսˈᯠ
࣐එˈՖᮖˈ㓭㓖ㅹഭ䱵䠁㶽ѝᗳሶ䱶㔝ᡀѪ
Ӫ≁ᐱየӔ᱃ѝᗳǄ
䲔Ҷ㔗㔝࣐ᘛ⧠ᴹⲴ䠁㶽ᵪᶴ᭩䶙ˈ᧘䘋ഭ
ᇦ᧗㛑Ⲵབྷර䠁㶽ᵪᶴ᭩䶙ˈᔪ・⧠ԓ䠁㶽Ա
ъࡦᓖ઼⧠ԓޜਨ⋫⨶㔃ᶴˈ䘈ሶᱮ㪇ᨀ儈ⴤ᧕
㶽䍴∄䟽ˈ␡ॆ㛑⾘ਁ㹼ࡦᓖᐲ൪ॆ᭩䶙ˈ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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кᐲޜਨ䘰ᐲࡦᓖǄѪҶ䱢㤳䠁㶽仾䲙ˈѝഭ↓
൘⹄ウᔪ・䘶ઘᵏࣘᘱ䍴ᵜ㕃ߢ઼亴䱢ᙗᤘ༷
ࡦᓖˈ࣐ᕪሩ⍱ࣘᙗǃᶐᵶ⦷Ⲵⴁⶓ㇑⨶ˈ㔤ᣔ
䠁㶽փ㌫ⲴっᇊǄ
˄˅ޛѝഭ䘈ሶ䶒Ѥ䈨ཊ䰞仈઼ᡈˈ䖜ਈ㓿⍾
ਁኅᯩᔿሶ㓸ᱟᵚᶕॱᒤ㓿⍾ᐕⲴѫ㓯ˈ
ԕ᭟ᤱањ㓿⍾བྷഭਟᤱ㔝ਁኅǄ
ѝഭӪਓཊǃᓅᆀ㮴ˈ⭘ц⭼Ⲵ㙅ൠ઼
Ⲵ␑≤䍴Ⓚޫ⍫⵰ц⭼䘁ⲴӪਓǄѝഭґǃ
४ฏਁኅᖸнᒣ㺑ˈ㓿⍾䮯䗷Ҿ䎆⢙䍘䍴Ⓚ
ᣅޕǄѝഭ㠚ѫࡋᯠ㜭࣋䖳ᕡˈ൘ഭ䱵ӗъփ㌫
઼䍨᱃࠶ᐕѝӽ༴Ҿӗъ䬮վㄟǄѝഭӪ≁⭏⍫
≤ᒣ䘈н儈ˈ⽮Պ؍䳌փ㌫ᴹᖵ䘋а↕ᆼழˈо
ਁ䗮ഭᇦ∄䘈ᴹᖸབྷᐞ䐍Ǆ
ᵚᶕॱᒤˈѝഭ㓿⍾䮯䘈䶒Ѥ⵰䈨ཊ
࣋˖䙊㛰࣋ǃ䍴Ⓚ⧟ຳ࣋ǃ㘱喴ॆ⽮Պ࣋ǃ
䍛ഠ࣋ㅹǄ᤹➗㚄ਸഭӪ൷ᰕ⎸䍩≤ᒣн䏣а
㖾Ⲵݳḷ߶ˈѝഭ䘈ᴹӯ䍛ഠӪਓǄ᤹➗ഭ䱵
ḷ߶ˈѝഭᐢҾᒤ䘋ޕӪਓ㘱喴ॆ⽮ՊǄ亴
䇑ᒤࡽਾˈѝഭࣣࣘ䘲喴Ӫਓᮠ䟿
༴Ҿнᯝл䱽䎻࣯ ˈ൘ᵚᶕᒤˈਟ㜭䗾ᶕ
Ӫਓ㓒࡙⎸ཡⲴ䟽㾱䖜ᣈ⛩Ǆࣣࣘ࣋ᮠ䟿䮯ሩ
㓿⍾䮯Ⲵ䍑⥞߿ሿǄ
ⴞࡽˈཆ䴰㨾㕙࣐ഭӗ㜭䗷࢙ˈ
ĀՐ㔏
∄䖳Ո࣯ђཡāᐢ㓿ᔰᱮ⧠Ǆ൘ཆ䴰㨾㕙Ⲵ
ߢࠫлˈࠪ⧠བྷ䟿ཆ䴰ᙗӗ㜭䗷࢙㹼ъǄཆ䴰ර
ӗ㜭䗷࢙㹼ъᰒवᤜ㓪㓷ǃ䶻ᑭǃ㇡वㅹՐ㔏㹼
ъˈҏवᤜ仾⭥䇮༷ǃཊᲦǃݹԿཚ䱣㜭⭥⊐
ㅹᯠޤ㹼ъǄѝഭ䘈䶒ѤᖒᡀᯠⲴĀ∄䖳Ո࣯ā
ⵏオǄࣣࣘ࣋ᡀᵜⲴкॷࣣ֯ࣘᇶ䳶රࡦ䙐ъ∄
䖳Ո࣯䙀⑀їཡˈ㘼ᢰᵟ઼䍴ᵜᇶ䳶රӗъⲴ
∄䖳Ո࣯ቊᵚᔪ・Ǆ
䍴Ⓚ⧟ຳⲴᡈᴤѪѕጫˈⲴᐲ㕪≤
⧠䊑䎺ᶕ䎺ѕ䟽ˈࠐѾⲴൠ㺘≤ਇࡠ⊑ḃˈ
⦻ᗧ᮷˖
ĀӪਓվ⭏㛢⦷䱦⇥Ⲵࣣࣘ࣋≲ਈॆоѝഭ㓿⍾䮯āˈѝഭ
⽮Պ、ᆖ䲒Ӫਓоࣣࣘ㓿⍾⹄ウᡰ㖁Ǆ

12

ӯཊߌᶁӪਓ䘈н㜭்ࡠᆹ≤ⲴޘǄ᪙ṩᯟඖ࡙
ᣕ亴䇑ˈྲ᷌ѝഭн㜭ᖸྭൠ䀓ߣ㠚䓛䰞仈ˈ
ቡнਟ䚯ݽൠࠪ⧠㓿⍾䮯᭮㕃઼ᤱ㔝儈䙊㛰
⦷Ǆ൘䘉ᛵߥлˈᵚᶕॱᒤѝഭᒤ൷㓿⍾䙏
ਚᴹǄ㙀สส䠁Պҏᤷࠪˈ൘ᛢ㿲Ⲵᛵ
Ჟлˈѝഭ൘ᵚᶕӄᒤᒤ൷㓿⍾䙏Ѫˈਾ
ӄᒤӵᴹǄ
ᙫփ㘼䀰ˈሬ㠤ѝഭᵚᶕ㓿⍾߿䙏Ⲵ仾䲙ᰒ
ᶕ㠚ᆿ㿲㓿⍾ᖒ࣯Ⲵਈॆˈवᤜᡯൠӗᐲ൪Ⲵн
ᥟ઼ᣅ䍴㜭࣋㨾㕙ǃ⨳ޘ㓿⍾߿䙏䙐ᡀⲴࠪਓл
䱽ㅹഐ㍐ˈҏᶕ㠚ѝഭ㓿⍾䜘㔃ᶴ䰞仈Ǆࡽ㘵
ਟԕ䙊䗷᭯ᓌࠪਠа㌫ࡇᓄሩ᧚ᯭ䀓ߣˈਾ㘵ᛵ
ߥᴤѪѕጫ઼Ἀˈ䴰㾱㔗㔝བྷ࣋᧘䘋㓿⍾᭩
䶙઼㔃ᶴ䈳ᮤˈࡉᖸਟ㜭䲧ޕĀѝㅹ᭦ޕഭᇦ
䲧䱡āǄ
❦㘼ˈ䲿⵰ѝഭⲴᐲॆǃᐕъॆǃߌъ⧠
ԓॆⲴ᧘䘋ˈࠐӯӪ䘋ޕᐲሶ䟺᭮ࠪᐘབྷ⎸
䍩䴰≲ˈ䏣ԕ᭟᫁ѝഭ㓿⍾Ⲵᤱ㔝ਁኅǄѝഭԕ
∄ԫօᰦىᴤ࣐㠚ؑൠ䗸ੁᵚᶕॱᒤˈҏԕ∄ԫ
օᰦىᴤ࣐䟂ൠ䶒ሩ㠚䓛ᆈ൘Ⲵᡈ઼
䰞仈Ǆѝഭ㹼䎠൘ᯠⲴশਢᖱ〻кˈ䘋а↕ᢺ㠚
ᐡⲴһᛵ࣎ྭˈ൘ᴤབྷ㤳ത〟ᶱ৲о⨳ޘһ࣑ˈ
ᣵᴤཊⲴབྷഭ䍓ԫˈѫࣘᨀ⨳ޘᙗޡޜӗ
૱ˈ᧕ਇᯠᖒ࣯ǃᯠ䰞仈઼ᯠᵪ䙷Ⲵ㘳傼ˈ䘉ᱟ
ањᯠޤབྷഭⲴᣡ䍏઼㜨ᘰǄ

ǉѝഭẓṸ˖ᒤࡽⲴѝഭ㓿⍾Ǌˈ᪙ṩ༛ѩ࡙ˈǄ
ǉѝഭ㓿⍾ࡽᲟǊˈ㙀ส઼ᒣส䠁ՊˈǄ
ǉᒤⲴѝഭ˖ᔪ䇮⧠ԓǃ઼䉀ǃᴹࡋ䙐࣋Ⲵ儈᭦⽮ޕՊǊˈǄ

ㅜӄㄐ


䗸ݻቄgঊᯟ䠁

㖾ഭ㓿⍾⣦ߥ

ᯟඖ⾿བྷᆖ70ᕇ䟼ᗧᴬ㓿⍾ᆖᮉᦸǃ㜑⹄ウᡰ儈㓗⹄ウઈǃ
㖾ഭഭᇦ㓿⍾⹄ウተࣙ⨶⹄ウઈ

᪈㾱



∄䖳শਢкӾ␡ᓖ㺠䘰༽㣿Ⲵᛵ
ߥˈⴞࡽ㖾ഭ㓿⍾↓൘㕃ធ༽㣿Ǆ㖾
ഭӪሩ㓿⍾ࡽ䙄ᛢ㿲ˈሩᆀྣᵚᶕ
Ⲵ⭏⍫≤߶ਟ㜭վҾԆԜ⧠ᴹ≤ᒣᝏࡠᣵᘗǄԆ
Ԝ↓൘䍘⯁ᱟ㕃ធ䮯↓ᡀѪᯠⲴᑨᘱǄ
㲭❦ᡁԜ亴⍻⸝ᵏ㓿⍾Պᗞᕡ䮯ᘱ
࣯ˈն䘉Պᕅ䎧а㌫ࡇᵜ൏઼ഭ䱵ഐ㍐ᡰᑖᶕⲴ
仾䲙ˈवᤜ䍒᭯᭯ㆆǃ⅗⍢㺠䘰ǃѝഭᖡ૽ԕ৺
㿴㇑Ⲵ◰Ǆ
᭯⋫փࡦ൘བྷ䰞仈к࠶↗䟽䟽ˈᱟ䘋㹼䍒
᭯ᮤਸ䘈ᱟ䟷⭘⸝ᵏࡪ◰ˈᱟ䈳ᮤ〾᭦ᵪࡦ䘈
ᱟ᭯ᓌᔰ᭟ˈབྷᇦ㿱наˈ↔ཆˈᯩሩ᭯ᓌ

㿴⁑઼㙼㜭㤳തҏᴹн਼ѫᕐǄ䲿⵰Ⴄ▞ݯ䛓а
ԓ䱶㔝䘋ޕ䘰Ձᰦԓˈࣣࣘ࣋䮯↓൘᭮㕃ˈ䲿
ѻ䙀↕ᨀॷҶ䘰ՁӪ༛઼ᐕӪ༛ᮠ䟿∄ˈӾ㘼
ሬ㠤⾿࡙᭟ࠪ◰Ǆ
❦㘼ˈ㖾ഭⲴᛵߥ∄ަԆਁ䗮ഭᇦᴤѪᴹ
࡙ˈᆳ䶒ѤⲴӪਓ࣋㾱∄⅗⍢઼ᰕᵜሿᗇཊˈ
㘼ф〾᭦઼⽮Պ⾿࡙䍏ᣵ∄⅗⍢བྷ䜘࠶ѫ㾱ഭ
ᇦ䜭㾱վǄ↔ཆˈ㖾ഭ൘ᢰᵟǃ⭏ӗ઼࣋儈ㅹᮉ
㛢ㅹᯩ䶒ⲴՈ࣯ˈ㔃ਸަᴤѪ㠚⭡Ⲵᐲ൪㓿⍾փ
ࡦˈ⢩࡛ᱟྲ᷌㜭դ䲿⵰ਸ⨶Ⲵ᭯ㆆ᭩䶙ˈᓄ䈕
Պᑞࣙ㖾ഭ㓿⍾ᓖ䗷䳮ޣǄቭ㇑ྲ↔ˈ䘉ᒦн
ણ⵰༽㣿〻Պаᐶ仾亪Ǆ

㖾ഭ㓿⍾⣦ߥ
⸝ᵏ

Ѫˈ᰾ᒤѪˈަਾࠐᒤሶ㔤ᤱ൘Ǆⲭ
ᇛ亴⍻㓿⍾ሶࠪ⧠っڕഎॷˈᒤⲴ䮯⦷Ѫ
ˈᒤ⮕䎵Ǆ
ᖃ❦ˈ㖾ഭ઼࣐བྷ㓿⍾Ⲵ㺘⧠∄ަԆਁ
䗮བྷഭ㾱ᴤྭˈަѝᴹӋഭᇦ㓿⍾↓൘㨾㕙˄㿱
മ㺘˅Ǆ
㲭❦ᡁབྷ㠤䇔਼㬍ㆩޡ䇶Ⲵ亴⍻ᒦԕ↔Ѫ
สˈᡁ䇔Ѫᵚᶕࠐᒤ㓿⍾㺘⧠ᴤᐞⲴ仾䲙䖳
བྷˈᖃ❦ҏᆈ൘㓿⍾㺘⧠ᴤ֣Ⲵᵪ䙷Ǆ

㖾ഭ㓿⍾ӽ༴Ҿ䠁㶽ডᵪ৺␡ᓖ㺠䘰ѻਾⲴশ
ਢᙗ㕃ធ༽㣿ᵏǄӾ␡ᓖ㺠䘰ѝ༽㣿䙊ᑨᱟᕪ
㘼䗵䙏Ⲵˈ↓ྲц㓚ᒤԓ઼ᒤԓаṧ˗㘼
Ӿ䠁㶽ডᵪѝ༽㣿ᴹᰦতᱟ㕃ធⲴˈ㲭❦ᛵߥᒦ
нᙫᱟ䘉ṧǄ㓿⍾ਁኅӽ䘌䘌վҾ▌൘≤ᒣ˄㿱
മ㺘˅Ǆ㠚㺠䘰㔃ᶏѻਾ⇿ᒤⲴᒣ൷㓿⍾䮯
⦷؍ᤱ൘ᐖਣǄ
ྭ⎸ᱟˈ㬍ㆩޡ䇶Ⲵ⿱Ӫ亴⍻㘵˄%OXH
&KLSSULYDWHIRUHFDVWHUV˅亴䇑㖾ഭ㓿⍾ሶࠪ ⸝ᵏᆈ൘Ⲵ仾䲙ѫ㾱ᶕ㠚Ҿ˖
⧠઼кॷˈ亴ᵏӺ᰾єᒤⲴ䮯⦷ሶкॷࡠ 䍒᭯᭯ㆆˈቔަᱟ仍ཆ〾䍏ˈ࣐кᰐ⌅ቡѝ
㠣ѻ䰤ˈн䗷䘉аᮠᆇӽ䘌䘌վҾ⨶ᜣ≤ᒣǄ
䮯ᵏⲴ䍒᭯ᮤ亯䗮ᡀа㠤ˈ䘉䟼Ⲵᮤ亯ѫ㾱
㖾ഭഭՊ亴㇇࣎ޜᇔ˄&%2˅亴⍻Ӻᒤ㓿⍾䙏
ᱟᤷ䱽վ䍒᭯᭟ࠪⲴ䮯䙏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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ᖃ❦㖾ഭ㓿⍾ҏᆈ൘ᖸཊᵪ䙷ˈ䘉Ӌᵪ䙷ਟ㜭
֯㓿⍾㺘⧠䎵䗷亴ᵏǄᡯൠӗᐲ൪㓸Ҿᔰ৽
ᕩˈቭ㇑ᑵᓖ䘈ᖸሿˈնᱟ⧠൘䈕ᐲ൪ਟ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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䍴ᯉᶕⓀ˖㖾ഭ㓿⍾࠶᷀ተ㖁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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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䘹ᇊഭᇦⲴ*'3䙏˄ᴰ䘁њᴸ઼ᴰ䘁ањᆓᓖˈ
ণᒤㅜഋᆓ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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㖾
ഭ

⅗⍢㺠䘰ᰕ⳺࣐␡ˈ䘉ሩ㖾ഭ㓖Ⲵࠪਓ仍
䙐ᡀҶᖡ૽Ǆ⅗⍢Ⲵ٪઼࣑䬦㹼ডᵪӽᱟѫ㾱
䰞仈ˈ䘉нݹᱟ⅗⍢Ⲵ䰞仈ˈҏሩ㖾ഭ઼⨳ޘ
㓿⍾䙐ᡀᖡ૽Ǆ⅗⍢䬦㹼Ⲵ䍴ᵜ䘌∄㖾ഭ䬦
㹼㮴ᕡˈնᱟ઼ؑ⭘ᐲ൪∄൘㓿⍾ѝᡰঐⲴ
ؑ⭘ԭ仍ᴤབྷ˗
ѝഭ˄ⴞࡽᱟц⭼ㅜҼབྷ㓿⍾փˈҏᱟާ༷ޘ
⨳㌫㔏䟽㾱ᙗⲴㅜаབྷᯠޤ㓿⍾փ˅ⴞࡽӽ༴
Ҿ᭯⋫䖜රࡍᵏˈ㠚䓛ҏ䶒Ѥ⵰а㌫ࡇ༽ᵲⲴ
㓿⍾䰞仈˗
ൠ㕈᭯⋫䰞仈ˈྲ ᙆѫѹǃṨᢙᮓ䙐ᡀⲴሩ
ᣇ˄ྲԺᵇⲴ⸣⋩䰞仈˅ˈྲ᷌ᴰൿⲴᛵߥࠪ
⧠ˈਾ᷌䏣ԕᕅ䎧㺠䘰˗
⿱㩕䜘䰘ᤱ㔝৫ᶐᵶॆⲴ䘋〻ⴞࡽӽ൘ᤱ
㔝˗
ሿԱъؑ䍧ӽ❦ٿ㍗˗
䘁ᒤᶕ㿴㇑ᶑֻⲴ◰ሬ㠤ᡀᵜ઼н⺞ᇊᙗ
кॷˈ仍ཆⲴ㿴㇑䘋а↕࣐䘉аᛵߥǄ㘼བྷ
⡷Ⲵ㓿⍾亶ฏਇࡠছ⭏᭩䶙ǃ
ǉཊᗧüᕇݻޠ
⌅ṸǊǃ⧟ຳ؍ᣔተ㿴㇑ᶑֻᖡ૽ˈ㻛䘛䘋㹼
䶎୶ъᙗߣㆆˈ㘼ᰐ㿶ԆԜᵜ䓛Ⲵ䶎㓿⍾࡙
⳺˗
ⴞࡽ䍗ᐱ᭯ㆆⲴ䘰ࠪ仾䲙䘛൘ⴹǄ亴ᵏ㖾
ഭ㚄䛖༷ۘተ˄㖾㚄ۘ˅Ⲵ䍴ӗ䍏٪㺘൘
ᒤሶ䗮ࡠзӯ㖾ݳǄ䟿ॆᇭᶮⲴ᭸᷌䎺ᶕ䎺
ᗞᕡˈཊ䎵仍༷ۘҏᰐ⌅䘋а↕᭮ᶮ䬦㹼
䍧ⅮǄ᧘儈䍴ӗԧṬਟ㜭Պۜ⭏⌑⋛ˈ⌑⋛Ⲵ
⚝Պѕ䟽ᢠҡ㓿⍾Ǆ㖾㚄ۘ〠ሶᨀ儈ᆈⅮ
߶༷䠁Ⲵ࡙⦷ԕ䱫→䬦㹼Ⲵ䍧Ⅾ㿴⁑䮯䗷
ᘛˈഐѪ䘉Պ᧘儈䙊䍗㟘㛰⦷Ǆնᱟ㘳㲁ࡠ䘁
ᵏশਢˈᖸ䳮ᜣ䊑ഭՊ઼ޜՇՊԫ⭡㖾㚄ۘ
ᢺкⲮӯ㖾ݳ䘱㔉˄㘼䶎ُ㔉˅䬦㹼㘼㿶н
⨶Ǆ

䍴ᯉᶕⓀ˖㓿⍾ᆖӪ

㘼䶎ᤆ㍟㓿⍾䮯Ǆᐎ৺ൠᯩ࣐〾᭦ǃ߿ቁ
᭟ࠪⲴ䍒᭯ᤆ㍟ҏਟ㜭ᐢ㓿䗮ࡠጠ٬Ǆ
Ā≤࣋㻲⌅ā䘉аᢰᵟ䶙ભ֯㖾ഭഭⲴ
⸣⋩઼ཙ❦≄㹼ъ䟽⧠㑱㦓ˈࡋ䙐Ҷቡъǃ᭦ޕ
઼᭯ᓌ〾᭦Ǆ਼ᰦˈ䲿⵰⎧ཆᔰ䟷ᵳ䲀Ⲵ᭮ᇭˈ
ྲ࣐བྷ⸣⋩ԕ৺ᴮ㓿нਟᜣ䊑Ⲵ໘㾯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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䍴ᯉᶕⓀ˖㖾ഭ㓿⍾࠶᷀ተ㖁ㄉ

㹼ъሩཆ䍴ᔰ᭮ˈᡁԜਟԕབྷᑵ䱽վ⸣⋩䗃ࠪഭ
㓴㓷˄23(&˅Ⲵᡈ⮕ᖡ૽࣋Ǆྲ᷌᭯ㆆᡆнᆹޘ
ᔰ䟷⋑ᴹሶަᵰˈ䘉ሶнӵӵᱟањ▌൘Ⲵ㓿
⍾ਈ䶙ˈ㘼ᱟࠐॱᒤᶕᴰ䟽㾱Ⲵሩ㖾ഭᴹ࡙Ⲵൠ
㕈᭯⋫ਈॆǄ
↔ཆˈᖸཊ䍴䠁↓ㅹᖵޕ൪ˈ䘉Ӌ䍴䠁ⴞࡽ
䙇⮉ҾሩᆹⲴޘ䍴ӗˈྲᡯӗᡆ㘵ԱъⲴ䍴ӗ
䍏٪㺘ˈ᭦⳺⦷ࠐѾѪǄԱъ↓൘ㅹᖵ㓿⍾䖜
ᕪԕ৺ᵚᶕ〾᭦઼ⴁ㇑⧟ຳੁᴹ࡙ᯩੁਈॆˈ
ᒦᵏᖵՊᴹᴤཊᴹ࡙Ⲵᣅ䍴઼⭘ӪᵪՊǄㆰ㘼䀰
ѻˈᐲ൪кᴹ㻛ᣁⲴᣅ䍴䴰≲Ǆ
оҼᡈѻਾє⅑␡ᓖ㺠䘰ਾⲴ༽㣿䗷〻
∄ˈ䘉⅑༽㣿ᱮᗇሩѿ࣋Ǆц㓚ᒤԓѝᵏ
઼ᒤԓѝᵏⲴ༽㣿ᱟᙕ䙏㘼ᕪⲴǄྲമ㺘
ᡰ⽪ˈᵜ⅑༽㣿䗷〻ѝⲴ*'3䮯䙏ᓖӵѪࡽє
⅑ⲴˈቡъⲴᚒ༽䙏ᓖҏਚᴹᶕⲴǄ൘
㺠䘰ѻਾⲴᒤॺᰦ䰤ˈࡽє⅑Ⲵ༽㣿ᒣ൷ࡋ
䙐ҶзቡъᵪՊ˄㓿ࣣࣘ࣋Ӫਓ䮯䈳ᮤ˅
Ǆᵜ⅑༽㣿ࡋ䙐ⲴቡъᵪՊࡉቁҶзˈᔲѾ
ራᑨൠਁ⭏བྷᢩ䟿ࣣࣘ࣋ᔰҶࣣࣘ࣋㹼ࡇǄ
᧕⵰ᡁԜሶ⌘࣋䖜ੁ䮯ᵏˈ㖾ഭӪ⧠൘
༴Ҿ㠣ᒤ┎㛰ѻਾⲴᴰᛢ㿲ᰦᵏˈ䈳ḕ
ᮠᦞᱮ⽪ˈ㖾ഭሩᆀᆉਾԓⲴ⭏⍫≤ᒣᱟՊ䎵
䗷㠚ᐡ䘉а㿲⛩ᤱᘰ⯁ᘱᓖⲴӪᮠ䗮ࡠࡋ㓚ᖅ
ᯠ儈ˈԆԜᜣ⸕䚃㓿⍾ᱟ䘈㜭ᚒ༽↓ᑨˈᡆ㘵
ᯠⲴ㓿⍾ᑨᘱቡᱟ䮯⦷䮯ᵏ༴ҾᖸվⲴ≤ᒣ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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ഭՊ亴㇇ተ

ഭ䱵䍗ᐱส䠁㓴㓷

㬍ㆩޡ䇶

䍴ᯉᶕⓀ˖ⲭᇛǃഭՊ亴㇇ተǃഭ䱵䍗ᐱส䠁㓴㓷 ǃޡ䇶亴⍻
ഭ䱵䍗ᐱส䠁㓴㓷ਚᴹüᒤ亴⍻

⭊㠣ᱟࠪ⧠ᰕᵜᔿⲴ䮯ᵏ┎㛰˗ԆԜᜣ⸕䚃㖾ഭ
䎠ੁ⅗⍢ᔿ⾿࡙ഭᇦⲴ㢠䳮〻ᱟՊˈ┎ڌ䍗
ᐱ᭯ㆆ઼᭯ᓌ٪࣑Ⲵᙕ࣐ᱟՊᴰ㓸ሬ㠤
䙊㛰儈Ա˗ԆԜᜣ⸕䚃ቡъᐲ൪Ⲵվ䘧ᱟањઘ
ᵏᙗⲴ䰞仈䘈ᱟࣣࣘ࣋ᐲ൪Ⲵа≨ѵਈॆˈԕ
৺⾿࡙ᔰ᭟བྷᑵ࣐ሬ㠤᭯ᓌ٪࣑ᤱ㔝ᢙབྷ˄
ҏ䇨Պਁ⭏൘䍒᭯䎔ᆇ䖳վǃ᭯ᓌ٪࣑ঐ*'3∄
䟽䖳っᇊⲴࠐᒤѻਾ˅ᱟՊѕ䟽ᖡ૽ᆙᆀԜ
ᵚᶕⲴ⭏⍫ࡽᲟǄ
മ㺘ࡇࠪҶࠐњᵪᶴሩ㖾ഭᵚᶕᒤ઼
ᒤⲴ㓿⍾䮯亴⍻Ǆᵚᶕᒤˈᒤᒣ൷䮯⦷亴
䇑ᴰվѪ˄㬍ㆩޡ䇶˅ˈᴰ儈Ѫ˄ⲭᇛ˅
ˈഭ䱵䍗ᐱส䠁㓴㓷઼㖾ഭഭՊ亴㇇࣎ޜᇔⲴ亴
⍻༴Ҿє㘵ѻ䰤Ǆᡰᴹᵪᶴሩᵚᶕᒤ䮯⦷
Ⲵ亴⍻䜭ᴤվаӋˈ䘉৽᱐Ҷє⛩˖ㅜаǃᵚᶕ
ӄᒤⲴ㓿⍾亴⍻৽᱐ࠪ䲿⵰㖾ഭ㓿⍾Ӿ␡ᓖ㺠
䘰ѝ䙀↕༽㣿ˈ㖾ഭⲴ㓿⍾䮯䙏ᓖՊ䘋а↕
䎦к▌൘*'3Ⲵ䮯䙏ᓖǄㅜҼǃਇӪਓഐ㍐Ⲵ
ᖡ૽ˈࣣࣘ࣋䮯亴䇑ሶ᭮㕃Ǆ䘉ѫ㾱ᱟഐѪҼ
ᡈਾႤ▞ݯ䛓аԓӪ䙀⑀ࡠҶ䘰ՁⲴᒤ㓚˄٬ᗇ
⌘Ⲵᱟˈ䶎㘱ᒤӪⲴࣣࣘ৲о⦷ࠪ⧠Ҷབྷᑵл
䱽ˈྲ᷌䘉а∄⦷ࠪ⧠ԫօ৽ᕩˈቡ䈤᰾㓿⍾ᛵ
ߥࠪ⧠Ҷྭ䖜ˈᒦф㺘᰾䘁ᒤᶕ᭯ᓌབྷ࣋᧘㹼Ⲵ
ࠐ亩䟽㾱Ⲵ啃࣡ቡъⲴ᭦ޕ᭟ᤱ䇑ࡂӗ⭏Ҷ
⭘˅Ǆ⭡Ҿࣣࣘ࣋䮯亴䇑ሶ᭮㕃ˈࡠᒤⲴ
ᒤ⭊㠣ԕਾᴤ䮯ᰦᵏˈᇎ䱵*'3䮯⦷亴

䇑ሶ᭮㕃㠣˄ⲭᇛ˅ǃ˄ഭՊ亴㇇ተ˅ǃ
ᡆ㘵˄㬍ㆩޡ䇶˅Ǆྲ࣐᷌кਸ⨶Ⲵ᭯ㆆ᭩
䶙ˈवᤜᨀ儈ሩ᭯ᓌ亩ⴞ઼〾᭦փࡦ䘋㹼᭩䶙Ⲵ
ࣘ࣋ˈԕ৺˄ᡆ㘵˅᧕ਇᴤཊⲴ㓿⍾〫≁˄᭯⋫к
ᴹн⺞ᇊഐ㍐˅ˈ㖾ഭᓄᖃ㜭䗮ࡠᡆ㘵䎵ࠪк䘠
亴⍻Ⲵᴰ儈٬Ǆ
䍒᭯ᮤ亯ⲴࡽᲟௌᘗ৲ॺǄᴰᯠⲴ⹄ウ㺘
᰾ˈҼᡈѻਾ㓿ਸ㓴㓷ᡀઈഭ䘋㹼䍒᭯ᮤ亯Ⲵ
ᡀ࣏㓿傼˄ণ൘っᇊ亴㇇Ⲵ਼ᰦ䚯⧠ࠪݽ㓿⍾
㺠䘰˅ᱮ⽪ˈ〾᭦࣐㖾ݳሩ㓿⍾Ⲵᖡ૽ᖃ
Ҿᇎ䱵᭟ࠪᒣ൷߿ቁҶ㠣㖾ݳǄо࣐〾᭦
∄ˈ߿ቁ᭟ࠪˈቔަᱟ߿ቁ⾿࡙᭟઼ࠪ䖜〫᭟
Ԉˈሬ㠤㓿⍾㺠䘰Ⲵਟ㜭ᙗᴤሿˈᴹᰦ䘈ਟ㜭׳
䘋㓿⍾䮯Ǆᴰ䘁㓿਼㹼䇴䇞Ⲵᵏ࠺ⲫࠪҶॱࠐ
ㇷ⹄ウˈަѝवᤜྕᐤ傜ᙫ㔏Ⲵⲭᇛ㓿⍾亮䰞င
ઈՊ俆ԫѫᑝⲴаㇷ᮷ㄐˈа㠤ࡇ䘠Ҷ࣐〾ሩ㓿
⍾Ⲵ䍏䶒ᖡ૽ǄഐѪ㖾ഭ㓿⍾઼ަԆഭᇦⲴ㓿⍾
ᴹᡰн਼˖㖾ഭ㓿⍾ঐޘц⭼㓿⍾ᙫ䟿Ⲵ∄ֻ䎵
䗷Ҷӄ࠶ѻаǃ㖾ഭⲴ࡙⦷≤ᒣᐢ㓿ᖸվǃ㖾ݳ
ᱟഭ䱵༷ۘ䍗ᐱǃᖸཊަԆഭᇦҏ൘਼ᰦ䘋㹼䍒
᭯ᮤ亯ˈᡰԕᡁԜ൘ሩ䍒᭯ᮤ亯Ⲵ⸝ᵏ᭦⳺䘋
㹼䇴ՠᰦн㜭䗷ҾҀ㿲Ǆ
ᡀ࣏᧗ࡦ᭟ࠪⲴިරṸֻਁ⭏൘књц㓚
ᒤԓѝᵏݻ᷇亯ᙫ㔏઼ފ઼ޡഭՊ㔏⋫лǄն
൘ᒤԕਾˈ൘ॾⴋ亯ᐎԕ৺ަԆᖸཊᐎˈᴤ
ᑨ㿱Ⲵᱟ৽Ⲵᛵߥˈ㓿⍾㑱㦓ᑖᶕ᭯ᓌ᭦ޕ
Ⲵ࣐ˈ᭯⋫ᇦԜቡ䘛н৺ᖵൠᜣ㾱བྷ㤳തൠ
࣐᭟ࠪǄ⨶ᜣᛵߥлˈ䲿⵰㓿⍾Ⲵ༽㣿ˈࡺ߿᭟
ࠪⲴ䇑ࡂሶՊ䙀↕ᇎᯭˈնᱟᡁԜᖸ䳮㔉ࠪᴹ
䈤ᴽ࣋Ⲵ䇪ᦞ䇱᰾䘉ᛵߥаᇊՊਁ⭏ˈഐѪ亴
㇇ާᴹ᭯⋫㓿⍾ᙗǃԕࡽⲴ亴㇇ॿ䇞ᛵߥᒦн⨶
ᜣǃ㘼фᵜቺഭՊ䳮ԕ㓖ᶏлቺഭՊⲴ㹼ѪǄ

䮯ᵏ

儈Ǆ䘉Ӌᛢ㿲ѫѹ㘵༠〠⭡Ҿ䍒᭯ǃ䬦㹼ǃ䍨᱃ǃ
ቡъ઼Ӫਓㅹᯩ䶒Ⲵ䈨ཊ䰞仈ˈ㖾ഭ઼ަԆਁ䗮
བྷഭሶ䶒Ѥнਟ䚯Ⲵݽ㺠㩭Ǆ
ᴤѪ൷㺑Ⲵ㿲⛩䇔Ѫˈк䘠˄䜘࠶˅ᣵᘗᱟ
ᆼޘᴹ䚃⨶Ⲵˈ䘉Ӌ䰞仈⺞ᇎᖸ䳮ݻᴽˈቔަᱟ
⅗⍢Ⲵ䬦㹼઼٪࣑䰞仈ԕ৺㖾ഭⲴ䍒᭯䰞仈Ǆն
ᱟˈ൘শਢкԫօањᰦˈᡁԜ䜭ਟԕࡇࠪа
њ㊫լⲴঅˈк䶒┑ᱟᦞ〠ᰐ⌅ݻᴽⲴ䳮仈ˈ
ྲц㓚ᒤԓⲴ㠚ࣘᡆ㔃ᶴᙗཡъ䰞仈ˈᒤ
ԓᵛ㠣ᒤԓࡍⲴ┎㛰䰞仈ˈᒤԓᵛᶕ㠚ᰕᵜ
Ⲵㄎҹ䰞仈ˈնᱟᐲ൪㓿⍾о⭏ءᶕⲴᕩᙗо⍫
࣋ˈቔަᱟ൘㖾ഭˈᢰᵟࡋᯠ৺⭏ӗ࣋ᨀ儈Ⲵ⎚
▞ᆼݻޘᴽҶ䘉Ӌഠ䳮Ǆ
оަԆਁ䗮ഭᇦ∄ˈ㖾ഭᴤঐՈ࣯ˈഐѪ
㖾ഭⲴӪਓ࣋⋑ᴹ⅗⍢৺ᰕᵜ˄ѝഭᴰਾҏᱟ
аṧ˅䛓Ѹབྷˈо⅗⍢∄ˈ㖾ഭⲴ〾᭦ᴤվˈഭ
ᇦⲴ⾿࡙䍏ᣵҏᴤ䖫Ǆնᱟⴞࡽ㖾ഭ↓൘ᢙབྷަ
⾿࡙㤳തˈ᭯ᓌ٪࣑ҏᐢ㓿䗮ࡠҶࡽᡰᵚᴹⲴ
㿴⁑˄䲔ҶㅜҼ⅑ц⭼བྷᡈᵏ䰤˅ǄӾশਢ㓿傼
ᶕⴻˈ㖾ഭⲴ᭯⋫փ㌫䜭Պഎࡠ䫏᩶Ⲵ↓ѝ䰤ˈ
䛓Ѹ䘉⅑ՊнՊཚҶ˛㖾ഭᐢ㓿ᴹሶ䘁аॺⲴ
Ӫ൘᧕ਇ᭯ᓌᮁ⍾ˈਚᴹаॺⲴӪ൘㕤㓣ᡰᗇ
〾ǄሩҾањᜣ㾱᧗ࡦ⾿࡙᭟ࠪⲴഭᇦᶕ䈤ˈ䘉
ਟнᱟањڕᓧⲴ᭯⋫㓿⍾⣦ᘱǄ
ᴰ䟽㾱Ⲵᱟˈ㖾ഭ൘ᢰᵟǃ⭏ӗ઼࣋儈ㅹᮉ
㛢ᯩ䶒ӽ༴Ҿ⨳ޘ亶ݸൠսˈ䘉аՈ࣯䘌䘌䎵
ࠪؑᢰᵟ㤳⮤Ǆᒨ䘀Ⲵᱟˈ䘁ᒤⲴশਢ㓿傼ᱮ
⽪ˈᴹӋഭᇦ㜭ᡀ࣏ሶ⾿࡙⣦ᘱഎ䈳㠣ਟԕ㔤
ᤱっڕ㓿⍾䮯Ⲵ≤ᒣˈྲц㓚ᒤԓѝᵏ㠣
ᒤԓⲴ㖾ഭԕ৺ᒤԓѝᵏ㠣ᒤѻਾⲴ
࣐བྷǄ
ᙫ㘼䀰ѻˈᡁሩ㖾ഭ㓿⍾Ⲵᤱ㔝ǃ㕃ធ༽㣿
ԕ৺઼Ⲵ䮯ᵏ䮯ᤱ䉘Ҁ㿲ᘱᓖǄնᱟᵚ
ᶕⲴһᛵ䈱ҏ䈤н߶Ǆ

նᱟ㖾ഭ㓿⍾Ⲵ䮯ᵏࡽᲟҏнۿᖸཊ䇴䇪䈤Ⲵ
䛓Ѹ唟␑ˈ㖾ഭ㛑ᐲᴰ䘁䘈ᱟࡋлҶѹкⲴ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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䱴ᖅҼ
മ㺘$˖ᒤц⭼བྷᆖᆖᵟᧂ
ц⭼ᧂ

བྷᆖ

ഭᇦ



བྷᆖ

㖾ഭ



ᯟඖ⾿བྷᆖ

㖾ഭ



哫ⴱ⨶ᐕᆖ䲒

㖾ഭ



࣐ᐎབྷᆖ՟࠶࡙ݻṑ

㖾ഭ



ࢁẕབྷᆖ

㤡ഭ



࣐ᐎ⨶ᐕᆖ䲒

㖾ഭ



Პ᷇ᯟ亯བྷᆖ

㖾ഭ



କՖ∄ӊབྷᆖ

㖾ഭ



㣍࣐କབྷᆖ

㖾ഭ



⢋⍕བྷᆖ

㤡ഭ



㙦励བྷᆖ

㖾ഭ



࣐ᐎབྷᆖ⍋ᵹ⸦࠶ṑ

㖾ഭ



ᓧླྀቄབྷᆖ

㖾ഭ



ᇮཅ⌅ቬӊབྷᆖ

㖾ഭ



࣐ᐎབྷᆖൠӊକ࠶ṑ

㖾ഭ



ॾⴋ亯བྷᆖ

㖾ഭ



࣐ᐎབྷᆖᰗ䠁ኡ࠶ṑ

㖾ഭ



㓖㘠g䴽Პ䠁ᯟབྷᆖ

㖾ഭ



ေᯟᓧᱏབྷᆖ

㖾ഭ



Ֆᮖབྷᆖᆖ䲒

㤡ഭ

ᶕⓀк⎧Ӕ䙊བྷ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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ㅜޝㄐ


䜝ഭޘ

ѝ㖾㓿⍾ޣ㌫ѝⲴഠ䳮о䳌⺽

俉བྷᆖ㓿⍾䠁㶽ᆖ䲒䂹儈㓗⹄ウઈǃ俉⢩࡛㹼᭯४᭯ᓌࡽԫ᭯ᓌ㓿⍾亮䰞 


᪈㾱

䗷

৫ࠐॱᒤˈѝ㖾ޣ㌫ਁኅ䗵䙏ˈն
ᱟ⭡Ҿєഭ൘㓿⍾ǃ᭯⋫ǃশਢǃ᮷
ॆ઼ԧ٬㿲ᯩ䶒ᆈ൘ᐘབྷᐞᔲˈє
ഭ൘ӔᖰѝнᰦՊࠪ⧠䰞仈઼㓐㓧Ǆ
൘୶ъ亶ฏˈ㖾ഭԱъ㓿ᑨᣡᙘѝഭнᝯ
࣐䙏ᔰ᭮㠚ᐡⲴᐲ൪ǃཆഭᣅ䍴㘵൘ѝഭਇࡠн
ᒣㅹᖵ䙷ǃѝഭⴁ㇑㿴ࡉⲴн䏣֯ཆഭᣅ䍴㘵㖞
ҾㄎҹѝⲴн࡙ս㖞Ǆᴰ䘁ࠐᒤˈ∄䖳ਇⲴ⌘ޣ
䰞仈वᤜѝഭ൘⸕䇶ӗᵳ؍ᣔ亶ฏⲴн䏣ǃ㖁㔌
ᆹޘ䰞仈ǃഭᴹԱъԕ৺ᐲ൪߶ޕㅹ䰞仈Ǆ
ѝഭᯩ䶒䇔Ѫˈቭ㇑ѝഭ൘䗷৫ᒤ᭩䶙
ᔰ᭮ᵏ䰤ਆᗇҶᘛ䙏ਁኅˈնᮤփ㘼䀰ѝഭӽ
ᱟањൠฏਁኅᶱнᒣ㺑ⲴਁኅѝഭᇦǄѝഭ
䈧㖾ഭ㙀ᗳа⛩ˈഐѪѝഭҏᖸᜣ䘋а↕᧘䘋
᭩䶙઼⧠ԓॆˈնᱟ䘉Ӌ䜭䴰㾱ᰦ䰤ˈഐѪ䘉Ӌ
һᛵⲴ༽ᵲ〻ᓖ䶎ᑨ儈ˈᒦф᭩䶙䴰㾱ᗚᒿ⑀
䘋Ǆ
਼ᰦˈѝഭҏᣡᙘ㖾ഭ䲀ࡦ儈、ᢰӗ૱ሩ
ѝഭⲴࠪਓǃн㛟䇔ѝഭⲴᐲ൪㓿⍾ൠս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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ሶѝഭо㖾ഭѻ䰤Ⲵ㓿䍨ᖰᶕ᭯⋫ॆˈ᭵㘼ሬ㠤
㖾ഭ᭯ᓌ㹼Ѫ㓿ᑨᱮᗇ䲿৺ާᴹ؍ᣔѫѹ㢢
ᖙǄ
ѝ㖾ৼᯩሩҾ䘉Ӌ䰞仈Ⲵн┑઼ᣵᘗ䜭ᱟ
ਸᛵਸ⨶Ⲵˈ䴰㾱ѕ㚳ሩᖵǄєഭ᭯ᓌ䟷ਆ〟ᶱ
ᘱᓖˈ৺ᰦॆ䀓䘉Ӌн┑ᓄ䈕ᴹࣙҾ䀓ߣ䜘࠶䰞
仈ǄնᱟᴹӋҹ䇞൘⸝ᵏᱟᰐ⌅ᆼޘ䀓ߣⲴˈ
ᵚᶕ䲿⵰єഭ᧕䀖઼Ӕᖰᴤ࣐␡ˈޕ䘈Պᴹᯠ
Ⲵ䰞仈ࠪ⧠Ǆ
ቭ㇑ᆈ൘䘉ṧⲴ䰞仈઼ҹ䇞ˈєഭ⋑ᴹ䇙䘉
Ӌഠ䳮ᡀѪ䱫⺽єഭৼ䗩㓿⍾ޣ㌫ᤱ㔝ਁኅⲴ
䳌⺽ˈ䗷৫䘉Ӌᒤˈѝ㖾єഭৼ䗩ޣ㌫ᐢ㓿ਁኅ
ᡀѪޘц⭼ᴰ䟽㾱Ⲵৼ䗩ޣ㌫ѻаǄᇎ䱵кˈ⭡
Ҿєഭ䜭ᱟᑖ⵰Ḁ〻ᓖⲴ⥌⯁Ⲵݹᶕⴻᖵ
ሩᯩˈᡰԕ㓿⍾ޣ㌫Ⲵᤱ㔝ਁኅˈਟԕᑞࣙৼᯩ
ӂҶ䀓ˈ׳䘋ӂؑǄਚᴹ઼࣐␡ॆ䘉ṧⲴ㓿
⍾㚄㌫ˈ㜭֯ৼᯩлᇊߣᗳˈᔪ・ˈ⳺਼࡙ޡ
䘋㘼֯єഭ൘ᵚᶕⲴਁኅѝݻᴽৼᯩޣ㌫ѝⲴ
ഠ䳮Ǆ

ѝ㖾㓿⍾ޣ㌫ѝⲴഠ䳮о䳌⺽
ᕅ䀰
ѝഭӾᒤᔰᇎ㹼᭩䶙ᔰ᭮᭯ㆆˈ㠚↔ԕ
ਾˈѝഭ䟷⭘ᗚᒿ⑀䘋Ⲵᯩᔿ⭡ѝཞ䇑ࡂǃ᭯ᓌ
ѕṬ᧗ࡦⲴ㓿⍾䙀⑀䖜ਈѪĀ⽮Պѫѹᐲ൪㓿
⍾āǄ㓿⍾ߣㆆᵳ࣋Ⲵ࠶ᮓॆǃᐲ൪࣋䟿Ⲵᕅޕǃ
ԕ৺ሩཆ䍨઼ཆ୶ᣅ䍴䙀↕᭮ᇭ㇑ࡦ䜭ᱟ᭩䶙
ᔰ᭮䗷〻ѝⲴѫ㾱᭯ㆆᯩੁǄ᭩䶙ᔰ᭮൘н਼ൠ
४઼н਼亶ฏⲴ䘋ኅ䙏ᓖн਼ˈѫ㾱ਆߣҾ
䈕ൠ४ᡆ㓿⍾䜘䰘ᱟᐢާ༷᭩䶙ᶑԦˈ䘈ਆߣ
Ҿ᭯ᓌⲴਁኅ᭯ㆆ઼ㆆ⮕Ǆ
䘉⑀䘋ᔿⲴ᭩䶙֯ѝഭ൘䗷৫ᒤѝਆ
ᗇҶ伎䙏ਁኅˈѝഭ⋑ᴹ㓿শц㓚ᒤԓԕь
⅗ഭᇦѪިරⲴĀՁ⌅⯇ݻāǄնᱟˈ䘉⑀䘋
ѫѹⲴᯩᔿҏᑖᶕҶᖸཊഠ䳮઼ᡈˈަѝа亩
ᡈቡᱟᐲ൪ሬੁ઼᭯ᓌ᧗ࡦ൘㓿⍾ਁኅѝ䮯
ᵏޡᆈǄֻྲˈ൘᭩䶙ࡍᵏˈ᭯ᓌ᧗ࡦԧṬ઼㠚
⭡ᐲ൪ԧṬޡᆈˈ䘉ቡ㔉ᖃᵳ㘵ᑖᶕҶ࡙྇Ⲵ
ᵪՊᒦ⓻⭏Ҷ㞀䍕ǄӺཙˈ൘ѝഭ㓿⍾Ⲵᖸཊ亶
ฏˈഭᴹԱъо⿱㩕Աъӂㄎҹˈ䘉ᕅ䎧Ҷᖸ
ཊᴹޣнޜᒣㄎҹⲴᣡᙘˈ䘉Ӌᣡᙘнӵᶕ㠚
ཆ୶ᣅ䍴㘵䘈ᶕ㠚ᵜഭԱъǄ↔ཆˈᴹӋӛਇ⢩
↺ᖵ䙷ⲴഭᴹԱъ䙀⑀ਈᡀᰒᗇ࡙⳺㘵ˈԆԜ䜘
࠶Պᜣቭ࣎⌅؍ᣔ㠚ᐡⲴ⢩ᵳˈ䱫→᭩䶙Ⲵ␡
ॆǄ
ѝഭਁኅⲴਖཆањ⢩ᖱᱟ㲭❦ᴹӋ䜘䰘
઼ൠ४൘䗷৫ᒤࠪ⧠Ҷ伎䙏䮯ˈնᱟަԆ
аӋ䜘䰘઼ൠ४ত㩭൘ਾ䶒ˈᴹаӋᱟ䘌䘌㩭
൘ަԆ䜘䰘઼ൠ४Ⲵਾ䶒Ǆྲ᷌᭯ᓌ൘ࡦᇊ᭯ㆆ
ᰦ㘳㲁⅐ਁ䗮䜘䰘઼ൠ४Ⲵ䴰≲ˈ䙊ᑨቡણ⵰
䘉Ӌ᭯ㆆሩҾ൘ሩ䖳ਁ䗮䜘䰘઼ൠ४䘀㩕Ⲵ
ᣅ䍴㘵ᶕ䈤ཚ䗷؍ᆸǄ

ѝഭ㓿⍾ਁኅ䗵䙏ˈնᱟ઼བྷ䜘࠶⽮Պа
ṧˈѝഭⲴҐ؇઼ᜟֻǃ⽮Պԧ٬ǃ᮷ॆ઼ྭٿփ
ࡦ㜭࣋ㅹⲴਁኅ䙏ᓖ㾱ធᗇཊǄᮉ㛢Ӫ≁ǃ᭩ਈ
Ӫ≁Ⲵᙍ㔤઼㹼Ѫ⁑ᔿ䜭䴰㾱ᖸ䮯Ⲵᰦ䰤Ǆањ
儈᭸ǃ⧠ԓॆⲴᐲ൪㓿⍾ᵪᶴ઼㓴㓷Ⲵᔪ䇮нӵ
䴰㾱ᯠⲴⴁ㇑㿴ࡉǃᯠⲴࡦᓖ㔃ᶴ઼བྷ䟿൘у
ъᴽ࣑亶ฏᴹ㓿傼Ⲵуᇦˈ䘈䴰㾱ᖒᡀᖸཊнᡀ
᮷Ⲵ㹼Ѫ㿴㤳ǃ⌅ᖻ઼ֻݸԕ৺䚥ᆸ⌅ᖻⲴ᮷
ॆǄ
൘䘉ṧ༽ᵲⲴ㛼ᲟлˈѝഭⲴ⿱㩕Աъ䴰㾱
ݻᴽᖸཊ⢩ᴹⲴഠ䳮Ǆቭ㇑ѝഭ㓿⍾Ⲵ伎䙏䮯
ᑖᶕҶᖸཊᵪ䙷ˈնᱟㄎҹ⧟ຳᒦнᱟޜᒣⲴˈ
㘼ф䲿⵰㓿⍾Ⲵਁኅㄎҹ㿴ࡉ䘈ਟ㜭нᯝਁ⭏
ਈॆǄഐ㘼ˈᖸཊཆ୶ᣅ䍴㘵઼⿱㩕Աъ൘ѝഭ
ᔰኅъ࣑ᰦՊᣡᙘഠ䳮䟽䟽фਇࡠнޜᒣᖵ䙷
ҏቡਟԕ⨶䀓ҶǄ

ѝ㖾㓿⍾ޣ㌫䙷ࡠⲴᵪ䙷оᡈ
൘ѝഭᒤⲴ᭩䶙ᔰ᭮䗷〻ѝˈ㖾ഭᢞ╄Ҷ䶎ᑨ
䟽㾱Ⲵ䀂㢢Ǆ㖾ഭаⴤᱟѝഭᴰབྷⲴࠪਓᐲ൪ˈ
㖾ഭԱъᱟѝഭཆ୶ᣅ䍴Ⲵ䟽㾱ᶕⓀѻаǄ
ᒤˈ㖾ഭ઼ѝഭৼ䗩䍗⢙оᴽ࣑䍨᱃ᙫ仍䗮ࡠ
ӯ㖾ˈݳ㖾ഭԱъԕཆ୶ⴤ᧕ᣅ䍴Ⲵᯩᔿ
൘ѝഭ䘋㹼Ҷᙫ仍䎵䗷ӯ㖾Ⲵݳᣅ䍴ˈ㘼ѝ
ഭԱъᴰ䘁ࠐᒤҏᔰ〟ᶱ൘㖾ഭ䘋㹼ᣅ䍴Ǆє
ഭѻ䰤Ⲵ䐘ຳ䠁㶽ᣅ䍴䠁仍ҏ䶎ᑨᐘབྷǄ൘ᡰ
ᴹⲴѫᵳഭᇦᣅ䍴㘵ѝˈѝഭ᭯ᓌᱟ㖾ഭഭᓃࡨ
઼ᵪᶴ䇱ࡨⲴᴰབྷᣅ䍴㘵Ǆ
ኅᵋᵚᶕˈ㓿⍾ᆖส⨶䇪䇔Ѫৼ䗩䍨᱃
Ⲵ䮯བྷփоєഭⲴ㓿⍾㿴⁑ᡀ↓∄ˈഐ㘼ᡁ
Ԝ亴䇑ѝ㖾єഭⲴ䍗⢙оᴽ࣑䍨᱃仍Պ䲿⵰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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ഭⲴ㓿⍾䮯㘼࣐Ǆ亴⍻єഭ䍗⢙оᴽ࣑ৼ䗩
䍨᱃仍൘ࡠᒤⲴॱᒤᵏ䰤Պ䮯ؽǄ↔
ཆˈ䲿⵰ѝഭ㓿⍾Ⲵᤱ㔝ਁኅˈѝഭሩ儈、ᢰӗ
૱ǃ儈䍘䟿⎸䍩૱оᴽ࣑ǃуъⲴԱъ઼䠁㶽ᴽ
࣑Ⲵ䴰≲Պᘛ䙏䮯ˈ㘼䘉Ӌᚠྭᱟ㖾ഭԱъ
Ⲵᕪ亩Ǆ
䲔Ҷ䍨᱃ԕཆˈєഭѻ䰤Ⲵ䐘ຳᣅ䍴ҏᖸਟ
㜭䘋ޕᯠⲴਁኅᰦᵏǄ㖾ഭⲴཆ୶ⴤ᧕ᣅ䍴ሶ
ྲ䗷৫ᒤаṧ⍱ޕѝഭˈ㘼ѝഭሩ㖾ഭⲴⴤ᧕
ᣅ䍴ሶ䘋ޕ儈䙏䮯ᵏǄᦞ亴⍻ˈᵚᶕॱᒤѝഭ
Աъሩཆⴤ᧕ᣅ䍴ᙫ仍ሶ䎵䗷зӯ㖾ަˈݳѝ
ᴹᖸབྷа䜘࠶䍴䠁ᱟ⍱ੁ㖾ഭǄѝഭሩ㖾ഭⲴᒤ
ཆ୶ⴤ᧕ᣅ䍴仍亴ᵏᖸᘛሶ䎵䗷㖾ഭሩѝഭⲴ
ཆ୶ⴤ᧕ᣅ䍴仍Ǆєഭѻ䰤Ⲵ䠁㶽ᣅ䍴⍱䗷৫
аⴤਇࡠѝഭཆ≷৺ᣅ䍴᭯ㆆⲴ䲀ࡦˈնᱟ䘁ᒤ
ᶕѝഭ↓〟ᶱ᭮ᔰ䘉Ӌ䲀ࡦˈ䲿⵰᭮ᔰ䘋〻Ⲵ
ᤱ㔝ˈєഭѻ䰤Ⲵ䠁㶽ᣅ䍴ᖸਟ㜭Պࠪ⧠ᘛ䙏
䮯Ǆ
ѝ㖾㓿⍾ਸ䘋а↕䮯ⲴᵪՊ䶎ᑨབྷˈ
वᤜ㿴⁑кⲴ䮯઼亶ฏⲴᢙབྷǄ䗷৫єഭѻ
䰤Ⲵਸ㔉ৼᯩᑖᶕҶᐘབྷ࡙⳺ˈᵚᶕ䘉а䎻࣯
ӽሶᔦ㔝ǄնᱟˈᡁԜᗵ享䇔䇶ࡠ㖾ഭ઼ѝഭᱟ
єњᆼޘн਼Ⲵഭᇦˈн㇑ᱟ൘শਢǃ᮷ॆ઼ԧ
٬ᯩ䶒ˈ䘈ᱟ൘㓿⍾઼᭯⋫փ㌫ᯩ䶒Ǆєഭޣ㌫
Ⲵᮤփਁኅ㓿ᑨՊഐѪৼᯩ൘䟽㾱⨳ޘᡈ⮕ᙗ
䰞仈кⲴ㿱на㠤઼ӂнؑԫ㘼㫉к䱤ᖡǄ
єഭ᭯ᓌ㓿ᑨᑖ⵰⥌⯁ⲴⴻݹᖵሩᯩǄ൘୶ъ
ޣ㌫ѝˈৼᯩнᰦՊᨀࠪѕ䟽Ⲵᣵᘗ઼ҹ䇞ˈቔ
ަᱟ㖾ഭԱъǄቭ㇑བྷཊᮠᣵᘗᱟ˄㠣ቁᱟᖃѝ
а䜘࠶˅ᴹṩᦞⲴˈնᱟᴹӋᣵᘗতഐѪሩһᇎ
Ⲵ䈟䀓ǃ᭯⋫ॆᡆ䭉䈟䀓䈫㘼㻛ཨབྷҶǄ
єഭᗵ享䙊࣋ਸᶕ䇔ⵏ䀓ߣ䘉Ӌ䰞仈ˈն
਼ᰦˈྲ᷌ѝ㖾ᜣ㾱㔗㔝ӛਇ઼׳䘋єഭޣ㌫ᑖ
ᶕⲴӂ࡙ӂᜐˈєഭቡᗇራᯠⲴᵪ䙷Ǆഐ↔ˈ
ᖃ࣑ѻᙕᱟᔪ・ӂؑˈ㇑⨶઼䀓ߣєഭⲴᡈ⮕࠶
 䈖㿱ᵜᣕⲴㅜ઼ㅜㇷ࠶ᣕ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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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Ǆᔪ・ӂؑ䴰㾱ᰦ䰤ˈնᱟєഭѻ䰤Ⲵ࠶↗н
ᓄᖃᡀѪєഭᔰኅᴤᇶ࠷Ⲵ㓿⍾ਸⲴ䳌⺽Ǆ
єഭⲴԱъ䜘䰘ᐢ㓿ࠪҶ䱫⺽єഭ㓿⍾
ޣ㌫䘋а↕␡ॆⲴഠ䳮о䳌⺽Ǆ䘉Ӌഐ㍐䲿⵰
⧟ຳⲴਈॆ㘼ਈॆˈᴰ䘁㖾ഭᯩ䶒ᣵᗳⲴѫ㾱
䰞仈ᱟѝഭ㓿⍾ѝⲴഭᴹԱъ䰞仈˄ԕ৺ഭᴹ䬦
㹼Ѫ䍴䠁ᨀ㘵Ⲵ䰞仈˅ǃѝഭⲴᐲ൪߶ޕ䰞
仈ǃ⸕䇶ӗᵳⲴ؍ᣔ઼ᢗ㹼䰞仈ǃԕ৺㖁㔌ᆹޘ
䰞仈˄ቔަᱟ୶ъᵪᇶⴇコ䰞仈˅Ǆѝഭᯩ䶒ᣡ
ᙘⲴ䰞仈ѫ㾱वᤜ㖾ഭ䲀ࡦ儈、ᢰӗ૱ੁѝഭ
Ⲵࠪਓǃ㖾ഭ᭯ᓌ䇔ѝഭᐲ൪㓿⍾ൠսǃ㖾ഭ
᭯ᓌ൘䍨᱃઼ᣅ䍴亶ฏⲴ㹼Ѫ䙊ᑨ䜭ᱮᗇ䲿
㘼؍ᣔѫѹ㢢ᖙ⎃䛱Ǆ
䘉Ӌഐ㍐ሩᢙབྷ㓿⍾ਸާᴹᇎ䍘ᙗᖡ
૽ǄሩҾѝഭ઼㖾ഭ䘉ṧާᴹᒯ⌋㘼⍫䏳Ⲵ୶ъ
ӂࣘⲴєњഭᇦᶕ䈤ˈ㛟ᇊՊᆈ൘ҹ䇪઼ᣵᘗǄ
ඖ⦷ൠ䇔䘉Ӌ䰞仈ˈᒦ䈪䀓ߣ䘉Ӌ䰞仈ˈ䘉
ᱟৼ䗩ޣ㌫䎠ੁᡀ⟏ⲴḷᘇǄৼᯩ᭯ᓌਚᴹ↓
㿶䘉Ӌ䰞仈ѻਾ㜭䀓ߣᆳԜˈ䘉ᱟањഠ䳮
Ⲵԫ࣑ˈ䴰㾱аᇊⲴᰦ䰤ᶕᆼᡀˈնᱟаᇊ㾱ᆼ
ᡀǄ
նᱟˈৼᯩҏᓄᖃ䇶ࡠ⸝ᵏ䀓ߣ䘉Ӌ
䰞仈䘈ᆈ൘аᇊഠ䳮Ǆᇎ䱵кˈᴹӋ䰞仈≨䘌ҏ
ᰐ⌅Ѫањ⤜・Ⲵ䰞仈ⴤ᧕䀓ߣˈ㘼ᱟᗵ享
㓿䗷ањࣘᘱⲴਁኅ䗷〻Ǆഐ㘼ˈ䟽㾱Ⲵᱟ䳶ѝ
㋮࣋䙊䗷ਸ׳䘋єഭᵚᶕ▌൘㓿⍾ޣ㌫Ⲵਁ
ኅǄєഭⲴᡀ࣏ਸнӵਟԕ㔉єഭӪ≁ᑖᶕ㓿
⍾࡙⳺ˈ䘈ਟԕ൘єഭѻ䰤ᔪ・ӂؑǄєഭⲴਸ
઼ӂࣘ䎺ཊˈєഭⲴӂؑ〻ᓖ䎺␡ˈ䘉৽䗷ᶕ
৸ਟԕ߿ቁৼᯩⲴ࠶↗Ǆ

㖾ഭᨀࠪⲴн┑ԕ৺ᵜ᮷Ⲵᔪ䇞
⸕䇶ӗᵳ؍ᣔ
㖾ഭˈԕ৺ѝഭഭ৺ഭ䱵Ⲵᵪᶴ䜭ᤷࠪˈѝഭ
䗷৫ሩ⸕䇶ӗᵳⲴ؍ᣔˈн㇑ᱟཆഭ䘈ᱟѝഭޜ
≁Ⲵ⸕䇶ӗᵳˈ䜭ᱟн䏣ⲴǄ
ѝᯩ䇔൘؍ᣔ⸕䇶ӗᵳᯩ䶒Ⲵн䏣ˈն
ᱟᤷࠪˈ൘䗷৫Ⲵॱᒤѝˈѝഭᐢ㓿ㄝቭᡰ㜭᭩
ழ⸕䇶ӗᵳ؍ᣔ⣦ߥǄѝഭⲴ⌅ᖻ৺ᵪᶴ䇮㖞↓
൘࣐ᕪˈ㘼ṩ␡㪲പⲴ᮷ॆ㿲ᘥҏ↓൘᭩ਈǄ
ѝഭ൘ĀॱҼӄ㿴ࡂāѝᨀࡠ㾱ࣚ࣋䙊䗷、
ᆖǃᢰᵟ઼ࡋᯠᶕ᧘ࣘ㓿⍾䮯ˈഐ↔ˈ؍ᣔᵜ
ഭት≁ᡆԱъᤕᴹⲴ⸕䇶ӗᵳሩѝഭᶕ䈤ҏᱟ
ᴹ࡙ⲴǄᡁԜᓄᖃ⌘ࡠѝഭ᭯ᓌ䈪൘ᡰᴹѝ
ཞǃⴱ㓗઼ᐲ㓗᭯ᓌѝᶌ㔍֯⭘ⴇ⡸䖟Ԧቡᱟᵍ
䘉њᯩ䶒䗸ࠪҶаབྷ↕Ǆ᭯ᓌѫࣘ䟷ਆ᧚ᯭ൘ޘ
ഭ㤳ത᧘ᒯ⸕䇶ӗᵳ؍ᣔ↓ᗇࡠ䎺ᶕ䎺ཊⲴ
᭟ᤱǄ

൘⭣䈧㖾ഭу࡙Ⲵ䗷〻ѝੁ㖾ഭу࡙ѫ㇑ᵪᶴ
ᨀӔⲴ᮷Ԧˈ৽ѻӖ❦ˈ䘉ṧቡਟԕ࣐ᘛѝഭ઼
㖾ഭⲴу࡙ᇑᢩ䙏ᓖǄ
ㅜഋˈᡁԜᔪ䇞ѝഭ᭯ᓌᶌ㔍֯⭘ⴇ⡸䖟
ԦⲴ䈪нᓄᖃӵ䘲⭘Ҿѝཞǃⴱ㓗઼ᐲ㓗᭯
ᓌˈ䘈ᓄᖃ䘲⭘Ҿѝཞᡰᴹ઼ൠᯩᡰᴹⲴഭᴹԱ
ъǄ
ᴰਾˈᡁԜ䘈ᨀ䇞ѝ㖾ѻ䰤࣐уъӔ⍱ˈ
ԕᨀ儈ሩу࡙ǃ૱⡼઼⡸ᵳᡰᴹ㘵ᵳ࡙ⲴҶ䀓Ǆ

㖁㔌ᆹޘ

ᔪ䇞˖
俆ˈݸ൘䇔䇶ࡠᴹᗵ㾱൘ഭ࣑䲒ᡀ・ањ䐘䜘
䰘Ⲵ⸕䇶ӗᵳ؍ᣔᵪᶴԕޘ䶒ᇎᯭ᭯ᓌ൘⸕䇶
ӗᵳ؍ᣔᯩ䶒Ⲵ亩᭯ㆆѻਾˈањѪĀഭᇦ
⸕䇶ӗᵳ亶ሬሿ㓴ā൘ᒤᡀ・ҶǄ⧠൘ᱟᰦ
࣐ىᕪ䘉њሿ㓴Ⲵᢗ㹼઼ॿ䈳࣏㜭ˈԕ䗮ࡠᴹ᭸
৺ޘ䶒Ⲵᢗ⌅Ǆ
ㅜҼˈሩҾѝഭᶕ䈤ˈᔪ・ањഭᇦ⢩࡛⌅
䲒у䰘䀓ߣ⸕䇶ӗᵳ㓐㓧ҏ䇨ᱟᴹ⭘ⲴǄ䈕⌅䲒
൘ޘഭӛᴹਨ⌅ᵳˈަ㻱ߣᱟᴹ㓖ᶏ࣋ⲴˈфՊ
൘ޘഭᢗ㹼Ǆ䘉൘ᖸབྷ〻ᓖкՊ׳䘋ѝഭ⸕䇶ӗ
ᵳ㓐㓧Ⲵ䀓ߣˈᕪॆ⸕䇶ӗᵳ؍ᣔǄ
ㅜйˈ㖾ഭ઼ѝഭ䜭ᓄᖃ䈪࣐ᘛ༴⨶ৼ
ᯩᣅ䍴㘵൘ᖃഭᐢ㧧ᢩу࡙Ⲵ⌘⭣䈧Ǆֻྲˈ
ѝഭⲴу࡙ѫ㇑ᵪᶴਟԕ㘳㲁᧕ਇԱъᡆњӪ

᭯ᓌѻ䰤Ⲵ䰤䈽⍫ࣘнᱟӰѸᯠ勌һˈ䘉һᛵ
ਔᶕᴹѻˈ᭯ᓌᖸਟ㜭䘈ሶ㔗㔝֯⭘ᡰᴹ㜭⭘к
Ⲵ⇥ᶕᔰኅ䰤䈽⍫ࣘˈަѝवᤜ㖁㔌オ䰤Ǆն
ᱟˈњӪ֯⭘㖁㔌オ䰤Ӿһ୶ъᡆᐕъ䰤䈽⍫ࣘ
ԕコਆؑᡆᩎൿᓄᖃ㿶Ѫ⣟㖚Ǆ
㖾ഭᇓ〠ѝഭ᭯ᓌⴤ᧕ᡆ䰤᧕㓴㓷Ҷ䪸ሩ
㖾ഭⲴ㖁㔌᭫ࠫǄնᱟˈѝഭ᭯ᓌඊߣᇊҶ䘉
аᤷ᧗Ǆһᇎкˈѝഭҏ㿶㠚ᐡѪ㖁㔌᭫ࠫⲴਇ
ᇣ㘵Ǆᇎ䱵кˈ൘䇔䇶ࡠ㖁㔌᭫ࠫਟ㜭ᑖᶕⲴᐘ
བྷՔᇣѻਾˈѝഭᐢ㓿䇔ᇊ唁ᇒ㹼Ѫ䶎⌅Ǆቭ㇑
ѝഭ᭯ᓌ䇔㠚ᐡⴤ᧕ᡆ䰤᧕৲о㓴㓷㖁㔌᭫
ࠫˈѝഭ᭯ᓌ䇔ѝഭਟ㜭ᆈ൘њӪ৲о唁ᇒ㹼
ࣘⲴ⧠䊑Ǆ
൘䘉ṧањᰦ⛩ˈєഭ᭯ᓌѻ䰤䘛࠷䴰㾱䘋
㹼ⴤ᧕઼ޜᔰⲴሩ䈍Ǆ䘉ਟԕ׳䘋ӂ⨶䀓ˈᴰ
㓸䗮ᡀॿ䇞ˈ਼ޡ䱫→䐘ຳ㖁㔌⣟㖚ˈሶ㖁㔌唁
ᇒ㔣ѻԕ⌅Ǆ
㠚ᒤѻਾˈєഭⲴᲪഒˈণ㖾ഭⲴᡈ
⮕оഭ䱵⹄ウѝᗳ઼ѝഭ⧠ԓഭ䱵ޣ㌫⹄ウ䲒ˈ
аⴤ൘䘋㹼Āѝ㖾㖁㔌ᆹޘሩ䈍āǄԆԜ൘
ᒤᴸਁ㺘Ҷаԭ㚄ਸ༠᰾ˈሩє㘵䗮ᡀⲴॿ䇞
઼ᆈ൘Ⲵ࠶↗䘋㹼Ҷᾲ䘠Ǆ䘉ṧⲴሩ䈍ᴹ࡙Ҿ
׳䘋ӂؑˈ٬ᗇ啃࣡Ǆ

 䈖㿱ᵜᣕⲴㅜㇷ࠶ᣕ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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ᔪ䇞˖
ѪҶᴰ㓸䗮ᡀॿ䇞䱫→к䶒ᨀࡠⲴ䐘ຳ㖁㔌⣟
㖚ˈєഭ᭯ᓌ䰤ሩ䈍ᱟᗵнਟቁⲴǄᇎ䱵кˈ䘉
ṧⲴሩ䈍䎺ᘛᔰኅ䎺ྭǄєഭҏᓄᖃ઼ഭ䱵⽮
Պа䎧䟷ਆ㹼ࣘˈࡦᇊ䪸ሩഭ䱵㖁㔌⣟㖚Ⲵⴁ㇑
㿴ࡉˈⴞࡽ䘉аඇ䘈ᴹᡰ⅐㕪Ǆ

ഭᴹԱъ઼ᐲ൪߶ޕ

㖾ഭᯩ䶒ᣡᙘѝഭഭᴹԱъⲴĀ⢩ᵳāൠսˈо
ѝഭഭᴹԱъㄎҹˈн㇑ᱟ൘ѝഭ䘈ᱟ൘⎧ཆˈ
䜭ᱟнޜᒣⲴˈഐѪᆳԜ༴Ҿපᯝൠսᒦфਟԕ
Ոݸ㧧ᗇ䍧ⅮǄ↔ཆˈ䘈ᴹӪᣵᗳഭᴹԱъᱟѝ
ഭഭᇦⲴԓ⨶ӪˈнᱟสҾঅ㓟Ⲵ୶ъࡉ䘀
Ǆ䘉Ӌᣡᙘнӵᶕ㠚㖾ഭᯩ䶒ˈഭ䱵⽮Պ઼ഭ
⳺࡙ޣᯩҏᰦᑨਁࠪ䘉ṧⲴᣡᙘǄ
ѝഭᯩ䶒ᤷࠪˈӾশਢⲴ㿲⛩ᶕⴻˈഭᴹԱ
ъ൘䗷৫ᒤⲴഭᇦᔪ䇮ѝਁᥕҶ䟽㾱⭘ˈԆ
Ԝ൘ഭᇦᔪ䇮ᯩ䶒Ⲵᐕ䘈⋑ᴹᆼᡀǄ਼ᰦˈԆ
Ԝҏᤷࠪˈ㓿䗷ҶᒤⲴ᭩䶙ᔰ᭮ˈᐲ൪㓿⍾Ⲵ
ᖡ૽䙀⑀ᕪˈഭᴹԱъⲴᖡ૽ᐢ㓿⋑ᴹԕࡽ䛓
ѸབྷҶǄᇎ䱵кˈӺཙ൘ѝഭˈሩҾഭᴹԱъᵚᶕ
ᓄᖃᵍ⵰ӰѸᯩੁਁኅҏᴹн਼Ⲵ㿲⛩Ǆ
ྲӺˈᖂѝཞ᭯ᓌᡰᴹⲴഭᴹԱъਚঐѝഭ
ഭ⭏ӗᙫ٬Ⲵнࡠˈቡъਚঐཊа⛩ǄԆ
Ԝѫ㾱ঐᦞ⵰ޣѾഭᇦᆹⲴޘᡈ⮕ᙗṨᗳӗъǄ
਼ᰦˈѝഭ伎䙏䮯Ⲵ⿱㩕䜘䰘┑ݵ⍫࣋ˈᐢ㓿
ঐᦞҶؑᢰᵟӗъ˄ֻྲ䱯䟼ᐤᐤǃ㞮䇟ǃॾ
Ѫǃᯠ⎚઼Ⲯᓖ˅઼ᡯൠӗ㹼ъ˄ֻྲབྷ䘎з䗮
୶ъൠӗǃз、ǃᚂབྷ䳶ഒ઼⻗Ṳഝ˅Ǆণ֯൘㜭
Ⓚ亶ฏˈᴹӋ⿱㩕Աъˈྲᯠྕ㜭Ⓚ઼ѝഭ⟳≄ˈ
൘ѝഭᮠⲮњᐲ䍏䍓ᖃൠ⟳≄ᓄǄѝഭ䘈ᴹ
аӋ⿱㩕⊭䖖ࡦ䙐୶ˈྲਹ઼࡙∄ӊ䘚ˈҏਁᥕ
⵰䎺ᶕ䎺䟽㾱Ⲵ⭘Ǆᇎ䱵кˈྲӺѝഭ⿱㩕䜘
䰘ঐഭ⭏ӗᙫ٬Ⲵ∄ֻ䎵䗷ҶˈቡъⲴ∄ֻ
 䈖㿱ᵜᣕⲴㅜㇷ࠶ᣕ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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ঐࡠҶǄ࢙лᰒ䶎ཞԱ৸䶎⿱㩕ⲴⲴഭ
⭏ӗᙫ٬઼Ⲵቡъᱟ⭡ߌъ䜘䰘ǃњփᡧǃਸ
⽮ԕ৺ᖂൠᯩ᭯ᓌᡰᴹⲴഭᴹԱъࡋ䙐ⲴǄ
ᐲ൪߶ޕᯩ䶒ˈ㖾ᯩ㾱≲ᴤᒯ⌋ǃᴤㆰⲴׯ
ᐲ൪߶ޕᵳˈ䘉䟼Ⲵᐲ൪߶ޕᰒवᤜሩѝഭⲴ
䍗⢙઼ᴽ࣑ࠪਓҏवᤜሩѝഭⲴⴤ᧕ᣅ䍴Ǆᐲ൪
߶ޕᯩ䶒Ⲵᣡᙘवਜ਼ࠐњᯩ䶒ˈ俆ݸᱟѝഭⲴ᭯
ᓌ䟷䍝઼ഭᴹԱъ䟷䍝㕪ѿ䘿᰾ᓖ઼ޜᒣⲴㄎ
ҹ⧟ຳˈަ⅑ᱟѝഭ᭯ᓌнݱ䇨ཆ䍴Աъ൘аӋ
ᐕъ઼ᴽ࣑ъ㹼ъਆᗇ᧗㛑ᵳˈቔަᱟᣅ䍴䬦㹼
઼؍䲙ъǄഭ䱵⽮Պ઼ѝഭഭҏ㺘䗮䗷਼ṧⲴ
ᣵᘗǄ
ѝᯩሩ↔ࠪഎᓄˈ൘ਆᗇ᧗㛑ᵳᯩ䶒ˈѝ
ഭ䟷ਆ䙀↕᭮ᇭⲴㆆ⮕ᱟѪҶ؍䳌ഭᇦᆹ⽮઼ޘ
Պっᇊˈԕ৺ࠪҾ؍ᣔᯠޤӗъⲴ䴰㾱Ǆѝᯩᐢ
㓿㾱≲㖾ᯩԕ䮯䘌Ⲵⴻݹᖵަ൘ѝഭⲴᣅ䍴Ǆ
൘᭯ᓌ䟷䍝ᯩ䶒ˈ㖾ᯩબޜᒣޜᔰⲴ䟷
䍝〻ᒿˈഐѪཆഭޜਨ઼ѝഭ⿱㩕ԱъᴹᰦՊ㻛
ᧂ䲔൘䟷䍝䗷〻ѻཆǄѝᯩᐢ㓿᰾⺞㺘᰾᭯ᓌⲴ
ᘱᓖˈ䟷䍝䗷〻ѝнᓄᖃੁٿཞԱ઼ൠᯩഭᴹԱ
ъˈᡰᴹ৲о㘵ᓄᖃӛਇ਼ㅹᖵ䙷Ǆնᱟˈ᭯ㆆ
ᢗ㹼ᴹᖵ䘋а↕࣐ᕪǄ
ᔪ䇞˖
㠚Ӿᒤᴸѝޛॱޡབྷ઼ᒤᴸⲴӪབྷ
Պ䇞ѻਾˈѝഭᯠаቺ亶ሬӪ৽༽ᕪ䈳ˈѝഭᜣ
㾱亪࡙ᇎ⧠㓿⍾䖜රˈᤱ㔝␡ॆ᭩䶙ᒦ䖜ਈ᭯
ᓌ㙼㜭ԕ׳䘋ᐲ൪ㄎҹᱟޣ䭞Ǆ䲿⵰ѝഭਁኅ
઼᭩䶙Ⲵ␡ॆˈ㖾ഭԱъլѾ㜭൘ᑞࣙѝഭਁኅ
ᴽ࣑ъᯩ䶒䎧ࡠᔪ䇮ᙗ⭘Ǆ
һᇎкˈѝഭⲴ㓿⍾䖜රሶۜ⭏ࠪц⭼кᴰ
བྷⲴӔ᱃ᐲ൪ˈᮤփ㘼䀰ˈ䘉ሩ㖾ഭԱъᶕ䈤ᱟ
а⅑ᵪ䙷Ǆ
ǉк⎧㖾ഭ୶Պѝഭ୶ъᣕ
Ǌ〠ˈ㲭❦㖾ഭԱъਁ⧠ѝഭⲴⴁ㇑઼᭯ㆆ⧟
ຳਈᗇ䎺ᶕ䎺ާᡈᙗˈնᱟ㻛䈳ḕ㘵ѝӽᴹ
ሩᵚᶕӄᒤⲴԱъࡽᲟᤱĀҀ㿲āᡆĀ䉘Ҁ
㿲āᘱᓖǄ

൘䘉ᛵߥлˈᡁԜᔪ䇞єഭⲴᲪഒӾ㖾
ഭ઼ѝഭⲴ䀂ᓖޘ䶒ᖫᓅൠᇑ㿶ഭᴹԱъ઼ᐲ
൪߶Ⲵޕ䰞仈Ǆ䘉ਟԕ䘋Ҷ䀓ˈ⭊㠣ᴹਟ㜭ᑞ
ࣙєഭ᭯ᓌࠪᯩ⌅᧘䘋к䘠䰞仈Ⲵ䀓ߣǄ

ѝഭᨀࠪⲴн┑৺ᵜ᮷ᔪ䇞
ሩ儈、ᢰӗ૱ࠪਓⲴ䲀ࡦ
㖾ഭሩѝഭ䘋㹼儈、ᢰӗ૱ࠪਓ䲀ࡦᱟӾ
ᒤᔰⲴˈ㠚↔ԕਾˈ㖾ഭሩѝഭⲴ儈、ᢰӗ૱
ࠪਓঐѝഭ儈、ᢰӗ૱䘋ਓᙫ仍Ⲵ∄ֻ䙀⑀л
䱽Ǆᮠᦞᱮ⽪ˈᒤˈѝഭ儈、ᢰӗ૱䘋ਓᙫ
仍䗮ӯ㖾ަˈݳѝ㖾ഭঐ∄˗ࡠᒤˈ
䘉а䘋ਓᙫ仍䗮ࡠӯ㖾ˈݳնᱟ㖾ഭᡰঐ
∄ֻ㕙ሿ㠣Ǆާᴹ䇭ࡪણⲴᱟˈཊᒤᶕˈѝ
ഭሩ儈、ᢰӗ૱Ⲵ䴰≲䜭ᱟ䙊䗷Ӿ⅗⍢ǃᰕᵜǃ
ԕ㢢ࡇ઼ᖸཊަԆഭᇦ䘋ਓᶕ┑䏣Ǆᦞՠ䇑ˈᵚ
ᶕॱᒤˈѝഭሩ儈、ᢰӗ૱Ⲵ䘋ਓ䴰≲ᒣ൷⇿ᒤ
Ⲵ䮯⦷ሶ䎵䗷Ǆ
ᡁԜ䜭⸕䚃ḀӋ儈、ᢰӗ૱ާᴹߋһ⭘
䙄ˈሩ䘉Ӌӗ૱Ⲵࠪਓ䘋㹼䲀ࡦҏᆼޘਟԕ⨶
䀓Ǆնᱟˈ㖾ഭሩࠪਓ㇑ࡦᴹᰦىᱮᗇ䶎ᑨ䲿
ˈ㓿ᑨᢺаབྷ⡷ѝഭᐲ൪ᆼ⮉ޘ㔉Ҷ㖾ഭѻཆ
Ⲵㄎҹ㘵Ǆ䗷৫ᴮ㓿ੁᐳӰ᭯ᓌ઼ྕᐤ傜᭯ᓌᨀ
ࠪᔪ䇞ˈնᱟ䘉Ԧһᛵӽ൘㘳㲁ѝˈ⋑ᴹԫօᇎ
䍘ᙗ䘋ኅǄ
ᔪ䇞˖
ᡁԜᔪ䇞㖾ഭ൘䀓ߣ䘉њ䰞仈к㾱ᴹа⛩㍗䘛
ᝏˈ䘉ṧቡᖸᴹᐼᵋᗇࡠањৼ䎒Ⲵ㔃᷌Ǆ

ᐲ൪㓿⍾ൠսāǄ⋑ᴹᐲ൪㓿⍾ൠս֯ѝഭ൘৽
ٮ䬰䈳ḕѝ༴Ҿн࡙ൠսˈഐѪഭԧṬн㜭⭘
ᶕࡔᇊаഭⲴࠪਓᱟᆈ൘ٮ䬰⧠䊑Ǆ൘৽ٮ䬰
䈳ḕѝ֯⭘Ā⁑ᤏᐲ൪ԧṬā㓿ᑨՊሩࠪਓഭ䙐
ᡀн࡙ᖡ૽ˈѝഭቡᱟਇަᖡ૽ⲴࠪਓഭѻаǄ
ṩᦞѝഭ࣐ޕц⭼䍨᱃㓴㓷Ⲵॿ䇞ˈᒤ
ѝഭⲴᐲ൪㓿⍾ൠսሶ㠚ࣘᗇࡠ䇔ˈࡠᰦ䘉њ
䰞仈ቡՊ⎸ཡǄѝഭ䇔Ѫ⧠൘ቡ䇔ѝഭⲴᐲ൪
㓿⍾ൠսᱟྲˈⲴ↓ޜ᷌㖾ഭ䘉Ѹˈڊ䘉ሶᡀѪ
ањ䟽㾱Ⲵ৻ྭѻѮǄ
ᔪ䇞˖
ቭ㇑ᒤѝഭⲴᐲ൪㓿⍾ൠսሶ㠚ࣘᗇࡠ
䇔ˈնᱟᡁԜӽᔪ䇞㖾ഭቭᘛ䇔ѝഭⲴᐲ൪㓿
⍾ൠսǄ

㓿⍾һ࣑᭯⋫ॆԕ৺ަԆ㹼᭯㹼Ѫ
ѝഭ䘈ᣡᙘ㖾ഭнᰦᴹሶєഭ䰤䍨᱃৺ᣅ䍴亶
ฏⲴ㓿⍾һ࣑䗷ᓖ᭯⋫ॆⲴੁٮǄሩѝഭԱъ
ᶕ䈤ˈ㖾ഭ᭯ᓌ൘䍨᱃઼ᣅ䍴亶ฏⲴḀӋ㹼Ѫˈ
वᤜ㖾ഭཆഭᣅ䍴ငઈՊⲴ㹼Ѫˈ䜭ᱮᗇ䶎ᑨ䲿
ˈф؍ᣔѫѹ㢢ᖙ⎃䛱Ǆ䘉Ӌ㹼Ѫवᤜੁѝഭ
ӗ૱ᖱ᭦⢩↺Ⲵ〾ޣ৺〾᭦ˈߣѝഭԱъ൘Ḁ
Ӌ亶ฏⲴⴤ᧕ᣅ䍴ˈަѝᰒवᤜഭᴹԱъҏवᤜ
⿱㩕ԱъǄ㖾ഭࠪҾഭᇦᆹޘ㘳㲁ࠪ䘉ṧⲴߣ
ᇊਟԕ⨶䀓઼᧕ਇˈնᱟ㖾ഭᓄᖃ㔉ࠪ䈖㓶䀓
䟺ˈᖃ❦䘉ӋߣᇊнᓄᖃᱟࠪҾ᭯⋫㘳㲁Ǆ
ᔪ䇞
ᡁԜᔪ䇞㖾ഭ᭯ᓌቡᣅ䍴ᢩ߶⍱〻ࠪਠᴤᲠ
Ⲵⴁ㇑ᶑֻǄ

ᐲ൪㓿⍾ൠս

㔃䈝
ѝഭ৽༽ᣡᙘⲴањ䰞仈ᱟቭ㇑ⴞࡽᐲ൪࣋䟿൘
ߣᇊѝഭࠐѾᡰᴹ୶૱ⲴԧṬѝᢞ╄Ҷ䟽㾱Ⲵ䀂
㢢ˈնᱟ㖾ഭ˄ԕ৺⅗ⴏ˅аⴤ⋑ᴹ䇔ѝഭⲴĀ

ѝഭ㓿⍾↓༴Ҿ䟽㾱Ⲵ䖜රᰦᵏˈѪ䚯ݽ䲧ޕĀ
ѝㅹ᭦ޕ䲧䱡āˈѝഭ᭯ᓌ䶎ᑨᾊᴹᗵ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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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䶙ᔰ᭮ǃ᭩ழᐲ൪㔃ᶴǃ׳䘋ޜᒣㄎҹǃ䙊䗷
࣐ᕪ⸕䇶ӗᵳ؍ᣔᨀ儈ࡋᯠ㜭࣋Ǆ
єഭ䜭ᐼᵋѪᵜഭⲴഭ≁ࡋ䙐ањᆹޘǃ
Ո䍘ǃਟᤱ㔝Ⲵ㓿⍾䮯઼ቡъ⧟ຳǄ䗷৫ࠐॱ
ᒤⲴশਢ㓿傼㺘᰾ˈ䗷৫ᔪ・ᒦ㔤ᣔᗇᖸྭⲴѝ
㖾ৼ䗩ޣ㌫ሩᇎ⧠䘉њⴞ਼ޡḷᴹ䶎ᑨ䟽㾱Ⲵ
᧘ࣘ⭘Ǆ
ᒤᴸˈ㖾ഭᙫ㔏ྕᐤ傜㠤⭥ѝഭഭᇦ
ѫᑝҐ䘁ᒣˈௌԆᖃ䘹ѝഭᯠаԫ亶ሬӪˈᒦ
䇘䇪Ҷѝ㖾ޣ㌫Ⲵᵚᶕ Ǆྕᐤ傜ᙫ㔏ᕪ䈳Ҷє
ഭ਼࣋ࣚޡᢙབྷ䍨᱃઼ᣅ䍴亶ฏਸᵪՊǃ䀓ߣ
⸕䇶ӗᵳ؍ᣔㅹ䰞仈Ⲵ䟽㾱ᙗǄ൘䘉ṧⲴ㛼Ჟ
лˈѝഭഭᇦѫᑝᕪ䈳Ҷ䀓ߣ㖁㔌ᆹޘေ㛱Ⲵ䟽
㾱ᙗˈ䘉њ䰞仈ᱟѝ㖾਼ޡ䶒ѤⲴањᡈǄє
ഭ亶ሬӪа㠤਼䘋㹼㓿ᑨᙗՊᲔǄ
਼ṧˈᒤᴸҐ䘁ᒣѫᑝ൘ेӜ᧕㿱㖾
ഭഭ࣑য㓖㘠Ьݻ䟼ᰦ㺘⽪ˈѝ㖾єഭᓄᖃ਼ޡ
᧒㍒ᶴᔪᯠරབྷഭޣ㌫ˈৼᯩᓄᖃඊᤱӾᡈ⮕儈
ᓖ઼䮯䘌䀂ᓖᢺᨑєഭޣ㌫ǄҐ䘁ᒣᐼᵋєഭԕ
〟ᶱᘱᓖ઼ਁኅ᧘ݹ䘋ሩ䈍ਸˈԕӂሺ
䟽ǃ≲਼ᆈᔲ㋮⾎࿕ழ༴⨶࠶↗⸋ǄҐ䘁ᒣ䘈
ᤷࠪৼᯩᓄᖃ䘋а↕ᤃᇭਸ亶ฏˈᕪӂࣘˈ
䟷ਆ〟ᶱ᧚ᯭ䀓ߣৼᯩⲴ࠷ޣ䰞仈ˈн㜭ሶ㓿䍨
䰞仈᭯⋫ॆǄ

 䈖㿱˖KWWSZZZZKLWHKRXVHJRYWKHSUHVVRIILFH
UHDGRXWSUHVLGHQWVSKRQHFDOOFKLQHVHSUHVLGHQW[LMLQSLQJ
 䈖㿱KWWSZZZJRYFQOGKGFRQWHQWBKWP

8

ㅜгㄐ


劽䗮≁

ѝഭѝӗ䱦ቲፋ䎧৺ަሩѝഭ઼
ц⭼㓿⍾Ⲵᖡ૽

⧟⨳㪓һᙫ㓿⨶哖㛟䭑ޜਨ

Āн䀰㘼௫ˈᴰྭⲴ᭯փᱟ⭡ѝӗ䱦ቲⲴ≁ޜ㓴ᡀⲴǄࠑѝӗ
䱦ቲᮠ䟿ݵ䏣Ⲵ䛖ˈᖰᖰ㜭ᗇࡠᴰࠪ㢢Ⲵ⋫⨶Ǆā
üӊ䟼༛ཊᗧˈࡽݳޜᒤ

᪈㾱

ᖃ

ࡽˈѝഭ↓ԕӪ㊫শਢкࡽᡰᵚᴹ
Ⲵ䙏ᓖ઼㿴⁑㓿শ⵰⽮Պ઼㓿⍾Ⲵ
␡䖜රǄ㓿⍾Ⲵ儈䙏䮯ˈդ䲿
⵰ᑝধ㘼ᶕⲴᐲॆ⎚▞ˈ᧘ࣘ⵰ഭ≁᭦≤ޕᒣ
ᱮ㪇ᨀॷˈањᤕᴹᕪབྷ⎸䍩࣋Ⲵᯠޤѝӗ䱦ቲ
↓൘ፋ䎧ǄᒤˈѝഭⲴѝӗ䱦ቲᮠ䟿ᐢ㓿䎵
䗷㖾ഭⲴᙫӪਓǄ
ᐲⲴᘛ䙏㟘㛰䙐ᡀཊ䟽࣋ˈवᤜӔ䙊

ᤕǃオ≄⊑ḃԕ৺⌱≤઼ትտ䶒〟Ⲵ䮯ᵏ
ᙗ⸝㕪Ǆѝഭ䴰㾱⋫⨶䘉Ӌ䰞仈ԕ⺞؍ਟᤱ㔝
䮯ˈഎᓄᯠޤѝӗ䱦ቲⲴ䴰≲৺ᝯᵋǄྲ᷌㜭ڊ
ࡠ䘉а⛩ˈ䛓Ѹѝഭѝӗ䱦ቲⲴፋ䎧ሶ਼ᰦሩѝ
ഭ઼ц⭼Ⲵ㓿⍾ӗ⭏␡䘌Ⲵᖡ૽ˈᒦфѪ㖾ഭᑖ
ᶕ䳮ԕ䲀䟿Ⲵ୶ъᵪ䙷Ǆࡠᒤˈѝഭѝӗ䱦
ቲ⎸䍩Ⲵ୶૱઼ᴽ࣑ሶ儈䗮зӯ㖾ˈݳᖃ
Ҿѝഭᙫ*'3ⲴǄ

ѝഭѝӗ䱦ቲፋ䎧৺ަሩ
ѝഭ઼ц⭼㓿⍾Ⲵᖡ૽
ѝӗ䱦ቲ࣋䟿↓䟽ກ⵰ѝഭ

ࡠҶޘഭᙫӪਓⲴ˗亴䇑ࡠᒤˈ䘉а∄
ֻᡆሶ㠣ǄӾⴞࡽࡠᒤˈѝഭሶᯠ
ⴤ㠣ᒤˈѝഭⲴᐲѝ䘈ਚᴹⲴᇦᓝ ӯᐲӪਓˈᐲӪ൷᭦ޕᐞнཊᱟߌᶁӪਓ
Ҿѝӗ䱦ቲǄᡚ㠣ᒤˈ䘉а∄ֻヌॷ㠣 ⲴؽǄ
ᐲѝӗ䱦ቲⲴ༞བྷପ㛢Ҷབྷ䟿Ⲵ儈ᢰ㜭
Ǆ亴䇑ࡠᒤˈѝഭѝӗ䱦ቲᮠ䟿ሶ㠣
ӯüঐᐲᇦᓝᙫ䟿ⲴˈޘഭᙫӪਓᮠ ࣣࣘ࣋ˈԆԜѪ⭏ӗ࣋Ⲵᨀ儈ࠪڊҶ䍑⥞Ǆᓄ
䟿ⲴǄѝഭ↓൘ᘛ䙏ᡀѪањѝӗ䱦ቲѫሬ ൠˈԆԜⲴࣣࣘ⭏ӗ⦷ҏഐѪᐲॆᗇࡠҶᨀ
ॷǄᐲॆᰒᑖᶕҶྲส䇮ᯭབྷਁኅㅹĀ⺜
ⲴഭᇦǄ
ᐕъॆ৺ᐲॆᱟѝഭѝӗ䱦ቲᘛ䙏ፋ Ԧā⳺༴ˈҏᑖᶕҶ䈨ཊĀ䖟Ԧāྭ༴ˈྲᮉ㛢ǃ
䎧Ⲵޣ䭞ഐǄަਁኅ઼ᢙᕐࠐѾ䜭ਁ⭏൘ ५⯇ǃњӪ䠁㶽ᴽ࣑Ⲵ᭩ழǄሩҾѝഭᐲส
ᐲüӺਾҏሶྲ↔ǄྲӺⲴѝഭˈᐲӪਓঐ 䇮ᯭⲴਁኅᡀቡˈӪԜᴹⴞⶩޡǄն᭯ᓌᡰⲴڊ
䛓Ӌ㜭ཏⵏ↓䟺᭮ᰕ⳺ᓎབྷⲴѝӗ䱦ቲ㓿⍾▌
 ṩᦞᡁԜⲴᇊѹˈѝӗ䱦ቲⲴᇦᓝਟ᭟䝽᭦ޕ൘ззݳӪ≁ᐱ
࣋Ⲵ䖟ᙗᣅ䍴ˈত䖳ቁᗇࡠ䟽㿶Ǆԕสᵜ५⯇؍
ѻ䰤Ǆ൘䍝Ҡ਼࣋ㅹᛵߥлˈᖃҾ൘བྷ઼࡙ᐤ㾯Ⲵᒣ൷᭦ޕ४䰤ѻ
䰤Ǆ䘉а㗔փ൘⭏⍫ᗵ䴰૱Ⲵ㣡䍩ሿҾˈ㘼фަ⎸䍩㹼Ѫ઼⎸䍩Ґ
䲙Ѫֻˈ൘ᒤⲴᰦˈىਚᴹнࡠӯⲴѝഭ
ᜟᴹ࡛ҾަԆ䱦ቲ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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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кቲѝӗ䱦ቲሶᡀѪᯠѫ⍱㗔փ
ᐲᇦᓝü Ⲯ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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ᶕⓀ哖㛟䭑Ā䀓䈫ѝഭā̢ᆿ㿲㓿⍾⁑රᴤᯠˈᒤᴸ

Ӫӛਇสᵜ५⯇؍䲙ˈնᡚ㠣ᒤᓅˈᐢ㾶ⴆ
ᙫӪਓⲴԕкǄሩҾਇᜐⲴᐲት≁ᶕ䈤ˈ
५Ⲵ؍㠚Ԉ∄ֻᐢӾ䱽㠣Ǆ䘉њֻᆀਟԕ
䈤᰾ˈѝഭ᭯ᓌ⧠൘ᐢ㓿䇶ࡠѝӗ䱦ቲਁኅⲴ
䍘䟿оᮠ䟿਼ㅹ䟽㾱Ǆаᶑᒣ㺑Ⲵᐲॆ䚃䐟ሩ
Ҿѝӗ䱦ቲⲴڕᓧਁኅ㠣Ѫޣ䭞Ǆ
ѝഭ↓ᵍ⵰ࣣࣘ⭏ӗ⦷ᴤ儈ǃ⧠ԓ䇶ᴤ
ᕪⲴѝӗ䱦ቲᰦԓ䖜රǄ䘉ሶᖡ૽ѝഭᵚᶕࠐॱ
ᒤⲴ㓿⍾䮯⁑ᔿˈަѝࣣࣘ⭏ӗ⦷↓ᡀѪа
њᰕ⳺䟽㾱Ⲵ䮯ᕅǄ㘼䘉а࠷ˈሶᐙപѝഭ
Ⲵ୶ъṨᗳᐲ൪ൠսǄ

ঐ∄˄㿱മ㺘˅Ǆ
䘉њ㔃ᶴ൘ॱᒤѻਾሶՊࠪ⧠ᖸབྷ᭩ਈǄ
ࡠᒤˈкቲѝӗ䱦ቲ൘ᐲᇦᓝᙫᮠⲴ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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䟽㾱Ⲵᱟ⺞؍ᇦᓝ䍒࣑ᆹˈޘ㘼ĀҼԓāⲴࠪ⭏
઼ᡀ䮯൘⢙䍘ሩѠᇼⲴᰦԓˈ⭡ҾᆹޘᝏⲴᨀ
ॷˈ
Āᯠ⭏ԓ⎸䍩㘵ᴤ⌘䟽Āӛਇ⭏⍫āˈ⭡Ҿѕ
ṬⲴ䇑ࡂ⭏㛢᭯ㆆˈԆԜᖰᖰ䜭ᱟᇦѝⲴ⤜⭏
ᆀྣǄ
哖㛟䭑䈳⹄ਁ⧠ˈᯠ⭏ԓ∄ԆԜⲴ⡦⇽ᴤᴹ
⎸䍩ؑᗳˈҏᴤᝯѪՈ䍘ӗ૱᭟ԈⓒԧǄһᇎ
кˈԆԜ䇔Ѫ䍥Ⲵӗ૱ቡᱟྭⲴӗ૱ǄԆԜ✝㺧
Ҿቍ䈅ᯠӗ૱ˈփ傼ᯠ、ᢰǄо⡦⇽∄䎧ᶕˈԆ
ԜᴤᘐᇎҾؑ䎆Ⲵ૱⡼ˈௌ⅒ሿՇⲴ㓶࠶ӗ૱㘼
нᱟབྷՇॆ૱⡼Ǆᴤ䟽㾱ⲴᱟˈԆԜ∄䎧каԓ
ؑᶕⓀᴤཊˈ∄ྲԆԜ䶎ᑨ䎆ӂ㚄㖁㧧ਆӗ
૱ؑ˄㿱മ㺘˅Ǆ
 哖㛟䭑ǉ䀓䈫ѝഭㅜҼԓ⎸䍩㗔ǊˈᒤᴸǄᵜᣕสҾᤱ㔝ᒤⲴ
ޕᡧ⎸䍩㘵䈳⹄ˈ䪸ሩњӗ૱㊫࡛ˈሩᶕ㠚ཊњᐲⲴз⎸䍩
㘵䘋㹼Ҷ䈳⹄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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ѝഭѝӗ䱦ቲⲴፋ䎧↓ᡀѪ㓿⍾ਁኅⲴᕪབྷࣘ
࣋ˈ᭟᫁⵰ഭ⎸䍩Ⲵᢙབྷ৺⿱Ӫᣅ䍴Ⲵ䮯ˈ
ᒦф൘ᮉ㛢≤ᒣᨀॷⲴᑞࣙлˈᡀѪࡋᯠⲴĀᆥ
ॆಘāǄ
⧠Ӻˈѝӗ䱦ቲ䍑⥞Ҷѝഭᐲት≁њӪ⎸
䍩Ⲵ઼ޘഭት≁њӪ⎸䍩ⲴǄྲ᷌㺑䟿
ሩഭ⭏ӗᙫ٬˄ণ*'3˅Ⲵ䍑⥞ˈѝӗ䱦ቲঐ
ࡠᐲ*'3Ⲵ઼ޘഭ*'3ⲴǄࡠᒤˈ
ѝഭѝӗ䱦ቲњӪ⎸䍩亴䇑ሶ䗮зӯ㖾ˈݳ
∄ᒤ㘫а⮚ˈ*'3ঐ∄Ǆ㘼кቲѝӗ䱦ቲ
Ⲵ⎸䍩ሶ䮯гˈؽᒦঐѝഭᐲ⎸䍩ᙫ䟿Ⲵ
Ǆ
⭡Ҿ᧘ࣘ⭏ӗ࣋ᨀॷˈѝഭѝӗ䱦ቲⲴፋ䎧
䘈Պᖡ૽ࡠѝഭᵚᶕ㤕ᒢᒤⲴਁኅĀ䍘䟿āˈ㘼
䘉њ㗔փ਼ᰦ䘈ᑖࣘҶњӪᴽ࣑Ⲵ⠶⛨ᙗ䮯Ǆ
䗷৫ॱᒤ䰤ˈᴽ࣑ъሩѝഭ㓿⍾⭏ӗ࣋䮯Ⲵ䍑
⥞⦷᧕䘁Ǆ

മ㺘˖୶૱㊫Ⲵ⎸䍩㘵ᐲ൪㿴⁑઼ᇦᓝ᭟ࠪ
ᇦᓝᙫ᭟ࠪ ü ॱӯ㖾ݳ
ѝഭ⎸䍩㘵㩭ਾҾ㖾ഭ⎸䍩㘵

ѝഭ⎸䍩㘵↓൘䎦к㖾ഭ⎸䍩㘵

ѝഭ⎸䍩㘵ሶ䎵䎺㖾ഭ⎸䍩㘵

⊭䖖

ⲭ㢢ᇦ⭥

⎸䍩⭥ᆀ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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ᒤപᇊ≷⦷
䍴ᯉᶕⓀ⅗ؑ䈒,+6⧟⨳䘿㿶哖㛟䭑࠶᷀

ᡁԜᴹݵ䏣Ⲵ⨶⭡ؑˈѝഭѝӗ䱦ቲ༞
བྷⲴ㓒࡙ࡊࡊᔰᱮ⧠Ǆ䲿⵰ᮉ㛢઼५⯇≤
ᒣⲴᨀ儈ˈॆ⨳ޘ䘋〻ѝᤃᇭ㿶䟾ˈѝഭѝӗ䱦
ቲሶᡀѪ⨳ޘᴰབྷⲴ儈ᢰ㜭ӪᓃǄ䘉а䎻࣯
ሶᡀѪѝഭ、ᢰࡋᯠ৺䘋↕Ⲵสˈ᧘ࣘӗъ
ॷ㓗ˈᒦ䏳ॷ㠣ԧ٬䬮к⑨ǄњӪ䠁㶽ᴽ࣑Ⲵ
ਁኅሶሩѝӗ䱦ቲ⎸䍩㘵Ⲵ䍒ᇼ࣐ԕ㇑⨶઼࡙
⭘ˈࡋᔪањᴤ࣐ᴹ࣋ф儈᭸Ⲵ䍴Ⓚ࠶䝽ᵪࡦˈ
оഭᇦ䠁㶽㌫㔏ᒦ㹼ˈӾ㘼ᨀॷ䍴ᵜ࡙⭘⦷Ǆ䲿
⵰о㾯ᯩ⎸䍩㘵൘वᤜ䴦ǃ佀侞⎸䍩ǃ㖾ᇩ㖾
ਁǃԕ৺⿱ᮉǃษ䇝઼ڕᓧᴽ࣑ㅹ䈨ཊ亶ฏⲴᐞ
䐍㕙ሿˈᐲቡъս઼୶ᵪⲴࡋᔪᗵሶഐѻ
㘼伎䏳ᔿਁኅǄӾ䮯䘌ᶕⴻˈ⭏ᵪࣳਁф㮤ਜ਼ᶱ
བྷ⭏ӗ࣋Ⲵѝӗ䱦ቲሶᱟѝഭ䮯ᵏਟᤱ㔝ਁኅ
Ⲵޣ䭞ᡰ൘Ǆ

ѝӗ䱦ቲ⎸䍩㘵ፋ䎧ᑖᶕᐘབྷⲴ
ᐲ൪ᵪՊ
ѝഭѝӗ䱦ቲᕪфᤱ㔝Ⲵ䮯ԕ৺᭦Ⲵޕ䙂
ˈሶѪ⨳ޘњ㹼ъ⎸䍩㊫ԱъᨀᐘབྷⲴ
ᐲ൪ᵪՊüѪᯠ⎸ޤ䍩㘵ԕ৺ᐲส䇮
ᯭᔪ䇮Ⲵᯩᯩ䶒䶒ᨀᒯ⌋Ⲵӗ૱৺ᴽ࣑Ǆࡠ
ᒤˈѝഭ⎸䍩㘵൘ⲭ㢢ᇦ⭥㊫Ⲵᡧ൷⎸䍩ሶ

᧕䘁㖾ഭ≤ᒣˈ㘼⭥ᆀ⎸䍩ӗ૱઼Ც㜭⭥䈍Ⲵᡧ
൷⎸䍩䟿ሶ䘌䎵㖾ഭ˄㿱മ㺘˅Ǆ

ᣃտ䘉а⌒⎸䍩ॷ㓗Ⲵ⎚▞
䗷৫ӄᒤˈབྷཊᮠӗ૱㊫Ⲵ⑇䘿⦷ᐢᱮ㪇ᨀ
儈Ǆ儈、ᢰӗ૱Ⲵ⑇䘿⦷൘кቲѝӗ䱦ቲ
ቔѪ᰾ᱮǄѮֻᶕ䈤ˈᒣᶯ⭥㿶൘кቲѝӗ䱦ቲ
Ⲵ⑇䘿⦷ᐢӾᒤⲴкॷ㠣ᒤⲴ
ǄӾ䬰䟿ⴻˈӾᒤⲴз⥋ࡠᒤⲴ
зਠˈ㘫Ҷӄ⮚ˈ∄ᖃᒤᮤњे㖾ൠ४˄㖾ഭ
઼࣐བྷ˅Ⲵ䬰䟿˄з˅䘈ཊǄਖཆˈᲪ㜭
ᵪⲴ⑇䘿⦷ӾᒤⲴ◰㠣ᒤⲴǄ
ਖаᓄⲴਈॆᱟˈᝯ᭟Ԉⓒԧ䍝Ҡ儈૱
䍘୶૱Ⲵ⎸䍩㘵ᮠ䟿䮯ᖃਟ㿲Ǆ䘁ॺᮠⲴк
ቲѝӗ䱦ቲ⎸䍩㘵〠ˈ
Āਚ㾱൘㓿⍾㜭࣋ਇ㤳
തѻˈቡՊаⴤ᭟Ԉⓒԧԕ䍝ҠᴰྭⲴӗ૱āǄ
㘼ᡰᴹਇ䇯㘵ѝਚᴹᐖਣᝯ䘉ṧڊǄ
⊭䖖ᐲ൪ቡᱟањᖸྭⲴֻᆀǄѝഭⲴ҈⭘
䖖ᐲ൪㠣ᒤሶᴹᵋᤱ㔝؍ᤱսᮠⲴ䮯ˈ
൘㠣ᒤѻ䰤ˈᐲ൪ڕ❦ᓧਁኅˈ䮯
⦷᭮㕃㠣ᐖਣǄᖃࡽⲴᕪ䮯ᱟ⭡њѫ㾱
ഐ㍐ᡰ傡ࣘ˖ᐲॆǃᇦᓝ᭦ޕᤱ㔝䮯઼⊭䖖
⑇䘿⦷վǄ⊭䖖ԧṬ䙊ᑨᱟӻҾз㠣з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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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䖖ᐲ൪Ⲵ⎸䍩ॷ㓗䎻࣯᰾ᱮ
ԧṬ४䰤 ঐ∄ 䖯䖖઼䎺䟾䖖ਸᒦ ü Ⲯз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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ᐢ㓿ᧂ䲔䙊㛰ᖡ૽
༽ਸᒤ䮯⦷
䍴ᯉᶕⓀ5HJLVWUDWLRQGDWDEDVH哖㛟䭑䮯㓶ॆ࠶᷀哖㛟䭑ǉ䀓䈫ѝഭǊ˗哖㛟䭑࠶᷀

ᐱѻ䰤˄ᣈਸ㖾䠁㖾䠁˅ü㓖
ᴹⲴ⊭䖖䜭㩭൘䘉њԧṬ४䰤ѻǄ൘䘉а
४䰤ˈ䮯ᖸབྷа䜘࠶ᶕ㠚Ҿлቲѝӗ䱦ቲ俆⅑
䍝䖖Ⲵ⎸䍩㘵Ǆᵚᶕॱᒤˈ䲿⵰䎺ᶕ䎺ཊⲴ⎸䍩
㘵䐫䓛кቲѝӗ䱦ቲˈᡁԜ亴䇑⎸䍩ॷ㓗ሶᡀ
ѪᯠⲴ䎻࣯Ǆ൘䘉ॱᒤ䰤ˈ儈ㄟ䖖Ⲵ䬰䟿ሶՊ
࣐Ǆᒤˈ儈ㄟ䖖Ⲵ⑇䘿⦷Ѫˈ䎵䗷ᰕᵜ઼
丙ഭǄᒤˈ哖㛟䭑亴⍻ѝഭⲴ儈ㄟ⊭䖖ᒤ䬰
䟿ሶՊ䎵䎺㖾ഭˈᱻॷѪ⨳ޘᴰབྷⲴ儈ㄟ⊭䖖
ᐲ൪˄㿱മ㺘˅Ǆ
ḀӋӗ૱઼ᴽ࣑Ⲵ⑇䘿⦷ӽሶᤱ㔝䮯ˈ
❦㘼ˈ䲿⵰ѝӗ䱦ቲⲴᰕ⑀༞བྷˈ
Ā⎸䍩ॷ㓗āሶ
ᡀѪѝഭ⎸䍩㘵Ṭተ╄ਈѝᴰ䟽㾱Ⲵѫ仈Ǆ哖㛟
䭑Ⲵᒤ⎸䍩㘵䈳⹄ᤷࠪˈ㓖й࠶ѻаⲴкቲ
ѝӗ䱦ቲਇ䇯㘵㺘⽪ˈ䗷৫аᒤԆԜⲴ⎸䍩᭟ࠪ
࣐ҶǄ⎸䍩᭟ࠪⲴкॷᱟᶕ㠚Ҿਁ⭏൘ᡰ
ᴹ૱㊫Ⲵ䙊䍗㟘㛰ˈն൘к䘠㺘⽪ᇎ䱵⎸䍩᭟ࠪ
ཊⲴਇ䇯㘵ѝˈᴹй࠶ѻаᨀࡠ䎻Ո⎸䍩ᱟѫ
㾱ഐǄ
ṩᦞ哖㛟䭑Ⲵ⎸䍩㘵䈳⹄ˈѝഭӪᖰᖰᢺ
儈૱䍘о⸕૱⡼৺儈ԧ㚄㌫൘а䎧ǄࠪҾ䘉
 ǉӾབྷՇ⎸䍩ࡠᯠѫ⍱⎸䍩˖䐏кᘛ䙏ਈॆⲴ⎸䍩㘵㢲Ǌ哖㛟䭑Ā
䀓䈫ѝഭāᒤᓖѝഭ⎸䍩㘵䈳⹄ᣕᒤᴸǄ
 哖㛟䭑ā䀓䈫ѝഭāᒤᓖѝഭ⎸䍩㘵䈳⹄ᣕˈ䪸ሩњትտ
൘ᓗн਼ᐲⲴᇦᓝˈ㾶ⴆҶ㓖њӗ૱૱㊫઼њ૱⡼ˈԕҶ䀓
⎸䍩㘵Ⲵ⎸䍩Ґᜟǃ઼ྭٿᵚ┑䏣Ⲵ䴰≲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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њഐˈਚ㾱㓿⍾㜭࣋䇨ਟˈԆԜቡՊҀ䘹ᤙ
⎸䍩ॷ㓗ǄᒤˈⲴкቲѝӗ䱦ቲሩⲭ㢢
ᇦ⭥˄वᤜߠ㇡ǃオ䈳઼⍇㺓ᵪ˅䘋㹼Ҷ⎸䍩ॷ
㓗ˈ㘼ᒣ൷ᐲት≁ѝਚᴹǄԕ⍇㺓ᵪѪֻ˖
кቲѝӗ䱦ቲ൘ᒤᴰ䘁а⅑䍝Ҡ⍇㺓ᵪⲴ
ᒣ൷㣡䍩ѪݳӪ≁ᐱˈ∄ᒤཊҶݳ
Ӫ≁ᐱᡆཊҶüնᱟ൘䘉ᵏ䰤ˈ⍇㺓ᵪⲴ
ᒣ൷ԧṬк⏘н䏣Ǆ਼ṧൠˈ唁㢢ᇦ⭥˄वᤜ
ᒣᶯ⭥㿶઼ᇦᓝᖡ䲒㌫㔏˅ҏࠪ⧠Ҷ⎸䍩ॷ㓗䎻
࣯üⲴкቲѝӗ䱦ቲ㺘⽪ˈᒤ൘↔㊫
ӗ૱к᭟ԈҶ儈仍Ⲵ䍩⭘ˈ䖳ᮤњᐲӪਓⲴ∄
ֻ儈ࠪҶǄ൘Ձ䰢⍫઼ࣘၡҀ亩ⴞк਼ṧࠪ
⧠Ҷབྷ䟿Ⲵ⎸䍩ॷ㓗ˈ㘼фкቲѝӗ䱦ቲᕅ亶⵰
⎸䍩ॷ㓗Ǆ൘Ձ䰢⍫઼ࣘၡҀ亩ⴞкˈᒤᴹ
䘁Ⲵкቲѝӗ䱦ቲ㺘⽪䖳кᒤ࣐Ҷᇎ䱵᭟
ࠪˈ㘼ᒤ䘉а∄ֻѪǄ

ᴽ࣑ъ䮯Ⲵデਓᐢ㓿ᢃᔰ
ᒤˈ亴䇑ᴽ࣑ъሩѝഭ*'3Ⲵ䍑⥞⦷ሶӾⴞ
ࡽⲴॷ㠣ˈḀѹкᖂഐҾкቲѝӗ䱦
ቲ䎺ᶕ䎺ᝯѪᴽ࣑ъঅǄഐ↔ˈवᤜၡҀǃ
⑨ǃՁ䰢⍫ࣘǃ㘱ᒤӪ➗亮ᴽ࣑ǃᆹޘᴽ઼࣑
䇮༷˄वᤜ䱢ⴇ䆖ᣕಘ઼؍ᆹᩴۿᵪ˅ǃᮉ㛢઼

മ㺘˖ѝഭᐢ㓿䎵䎺㖾ഭ઼⅗ⴏᡀѪц⭼ᴰབྷⲴส䇮ᯭᣅ䍴ഭ
ส䇮ᯭᣅ䍴ü ࣐ᵳᒣ൷ঐ*'3Ⲵ∄ֻ

᤹ᒤ*'3Ⲵ࣐ᵳᒣ൷᭟ࠪ ॱӯ㖾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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⅗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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ঐ'*⨳ޘ3Ⲵ∄ֻ
ᡁԜ࠶᷀ᖃѝњഭᇦⲴᣅ䍴᭟ࠪঐᒤ'*⨳ޘ3Ⲵ∄ֻ
◣བྷ࡙ӊˈ࣐བྷˈݻ㖇ൠӊˈߠዋˈࡇ᭟ᮖ༛ⲫˈᯠ㾯ˈޠᥚေˈᯠ࣐එˈ丙ഭˈ⪎༛ˈਠ⒮ൠ४৺䱯㚄䝻
Ъ䙊ᑨнवᤜቬᰕ࡙ӊⲴਓ઼儈䙏䫱䐟˗ྲ㤕वᤜᙫ࣐ᵳᒣ൷Ѫ
䍴ᯉᶕⓀ,+6⧟⨳䘿㿶*:,,($,7)哖㛟䭑⹄⨳ޘウ䲒࠶᷀

⢙⍱ㅹᡰᴹк䘠㹼ъⲴ䮯䙏ᓖᗵ❦࣐ᘛǄሩ
⨳ޘᙗޜਨ㘼䀰ˈ䘋ߋк䘠亶ฏᡆᱟᨀॷ൘䘉Ӌ
亶ฏᖡ૽࣋Ⲵᰦᵪᐢ❦ᡀ⟏Ǆ
ᡁԜⴻࡠᴽ࣑亶ฏⲴ⎸䍩ᨀॷᐢ㓿ᡀѪ䎻
࣯ǄᒤˈⲴкቲѝӗ䱦ቲ⎸䍩㘵⇿ᴸཆࠪ
ቡ佀Ⲵᒣ൷㣡䍩ѪݳӪ≁ᐱˈ䖳ࡽаᒤᴹᡰ
䮯Ǆ∄ѻлˈ㖾ഭᒤ਼ᵏਚᴹⲴкቲѝ
ӗ䱦ቲ⎸䍩㘵ཆࠪቡ佀Ⲵ㣡䍩࣐ҶǄ൘⑨ᯩ
䶒ҏ਼ṧྲ↔ǄᒤˈѝഭⲴкቲѝӗ䱦ቲ
⎸䍩㘵Ⲵ⑨ᔰ᭟䖳ࡽаᒤ儈ˈ㘼བྷՇѝӗ䱦ቲ
ਚᴹˈ㖾ഭⲴкቲѝӗ䱦ቲѪǄ
  ᒤѝഭӪⲴ䶎⭏⍫ᗵ䴰૱㊫ वᤜ
ᮉ㛢ǃՁ䰢ǃၡҀǃ५⯇ছ⭏઼䠁㶽ᴽ࣑ ⎸䍩
ѝˈᶕ㠚кቲѝӗ䱦ቲˈ䘉ᖃҾԆԜᇦᓝᒤ
᭟ࠪᙫ仍ⲴǄ亴䇑ࡠᒤˈкቲѝӗ䱦ቲ
ሩ䶎ᗵ䴰⎸䍩૱⎸䍩Ⲵ䍑⥞⦷ሶॷ㠣ü
ᖃҾަᇦᓝᒤ᭟ࠪᙫ仍ⲴǄ൘ᮉ㛢ᯩ䶒ˈ
Ⲵѝഭкቲѝӗ䱦ቲᒤⲴᒣ൷᭟ࠪ䖳ᒤ
࣐ҶǄ൘५⯇ڕ؍ᯩ䶒ˈⲴкቲѝӗ䱦
ቲᐢ䍝Ҡᡆ֯⭘५⯇ڕ؍ᴽ࣑ᡆӗ૱ˈ∄ᐲᙫ
ӪਓⲴᒣ൷᭟ࠪ儈ࠪǄ
亴䇑䠁㶽ᴽ࣑Ⲵ⎸䍩ҏՊ࣐ˈ䘉৽᱐ࠪ
ањһᇎ˖ѝഭⲴᇦᓝ䠁㶽䍴ӗ↓ԕᒤ൷㓖
Ⲵ䙏ᓖ䙂ǄᡁԜ亴䇑䘉㊫ᇦᓝ䍴ӗሶ⭡ᒤ



㖾




Ⲵзӯ㖾ݳབྷᑵ㠣ᒤⲴзӯ㖾ݳǄ
൘؍䲙ᯩ䶒ˈᒤ؍䲙ޜਨᙫ؍䍩Ⲵᡆሶ
ᶕ㠚ᐲѝӗ䱦ቲǄ

ᐘབྷⲴส䇮ᯭӗ㜭䴰≲ᱟਖа
䟽བྷ୶ᵪ
䲔Ҷ⎸䍩ॷ㓗઼ᴽ࣑ъˈ൘ᐲส䇮ᯭⲴᡰᴹ
ᯩ䶒ҏ㮤㯿⵰ᰐェ୶ᵪǄᖃࡽˈѝഭᐲᡰ䶒Ѥ
Ⲵᡈ↓൘䖜ਈǄ䶐Ⲵ⋋ݵ൏ൠ઼ੁᐲ䗱〫
ⲴߌᶁӪਓᐢ㓿нਟᤱ㔝ˈഐ↔ᗵ享⌘䟽ᐲॆ
Ⲵ䍘䟿઼⭏ӗ࣋Ǆᐲ䴰ᨀ儈䍴Ⓚ࡙⭘⦷ԕ㕃
䀓ᰕ⳺䮯Ⲵ≤䍴Ⓚǃ㜭Ⓚ઼ަԆ䍴ⓀⲴ䴰≲Ǆ
਼ᰦˈҏᓄ㠤࣋Ҿ᧗ࡦオ≄⊑ḃ઼≤⊑ḃˈᒦ߿
ቁᓏᔳ⢙ᧂ᭮ˈᇎ⧠⧟ຳਟᤱ㔝ᙗˈѪѝӗ䱦ቲ
ࡋ䙐ањᇌት⧟ຳǄнӵྲ↔ˈᐲҏᓄᤱ㔝
ᨀ儈ᐲӔ䙊ǃտᡯ઼ޡޜᴽ࣑Ⲵ䍘䟿ˈԕ┑䏣
ᰕ⳺ᇼ㼅Ⲵᐲ≁нᯝᨀॷⲴᵏᵋǄ
Ӿ୶ъ䀂ᓖ㘼䀰ˈк䘠䴰≲Ѫᔪㆁъᑖᶕᵪ
Պˈवᤜൠ䫱Ⲵᔪ䇮৺ޣᵪỠ䇮༷ǃ䚃䐟઼ẕ
ằⲴᔪ䇮ԕ৺ᓏ≤༴⨶㌫㔏Ǆѝഭᰙᐢਆԓ㖾ഭ
઼⅗ⴏˈᡀѪ⨳ޘᴰབྷⲴส䇮ᯭᣅ䍴ഭ˄㿱മ
㺘˅Ǆާ༷ޣуъᢰ㜭Ⲵ⨳ޘᙗޜਨᴹᵪՊ
ѪѝഭⲴла⌒ᐲॆ⎚▞ᑞᘉࠪ࣋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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䘉а亶ฏⲴ୶ᵪՊᴹཊབྷ˛ᡁԜਚ䴰⌘ޣ
㓗᭯ᓌᖃࡽⲴ䇑ࡂǄԕ䫱䐟Ѫֻˈ䇑ࡂ؞ᔪ
ᶑᇒ䘀у㓯ǃ㤕ᒢ䱵䫱䐟Ӕ䙊ᒢ㓯ǃޠᯠҼ
㓯ԕ৺४䱵ࡇ䖖ᒢ㓯ྲ䜁ᐎü䟽ᒶǄ㿴ࡂѝ
Ⲵޜ䟼儈䙏䫱䐟㖁㔌⭘ᶕ䘎᧕зӪਓ
ԕкⲴᐲˈԕ৺սҾѝഭ㾯䜘Ⲵᒢ㓯ˈवᤜ
㩘üᰕரࡉ㓯Ǆ൘ेӜǃк⎧ǃᒯᐎ઼␡ൣᔪ
䇮ᐲ䖘䚃Ӕ䙊㖁㔌㌫㔏ˈᒦᆼᡀ൘ཙ⍕ǃ䟽
ᒶǃ⊸䱣ǃ䮯᱕ǃ↖≹ǃ㾯ᆹǃᶝᐎǃ⾿ᐎǃই᰼઼
ᰶ᰾Ⲵᐲ䖘䚃Ӕ䙊㌫㔏Ǆ↔ཆˈਸ㛕ǃ䍥䱣ǃ⸣
ᇦᒴǃཚǃ⍾ই઼Ѽ励ᵘ喀ޤᔪ僘ᒢ㓯䐟ҏ൘
㿴ࡂѻѝǄ≁⭘㡚オᱟਖањ䇑ࡂ㾱བྷ㿴⁑ᢙ
ᕐⲴ亶ฏǄᖃࡽ㿴ࡂवᤜेӜޤᔪањᯠᵪ൪ˈ
ԕ৺ᢙᔪᒯᐎǃইӜǃ䮯⋉ǃ⎧ਓǃቄ┘ǃইᆱǃ
ޠᐎ઼䬦ᐍⲴᵪ൪Ǆᡀ䜭ǃ䶂ዋ઼䰘ޤᔪᯠᵪ
൪ⴞࡽ䘈༴Ҿਟ㹼ᙗ⹄ウѻѝǄ
ᐲҏ䴰㾱ᯠⲴᔪㆁᶕ┑䏣ᐲት≁൘
䴦ǃ佀侞઼࣎ޜオ䰤ㅹᯩ䶒Ⲵ䴰≲ǄᡁԜ亴䇑
ѝഭⲴᐲ䘈䴰㾱ӯᒣᯩ㊣Ⲵտᆵ઼୶ъᔪ
ㆁ䶒〟ˈӵབྷᐲቡ䴰㾱ӯ・ᯩ㊣Ⲵ⭘≤Ǆѝ
ഭⲴਓᓄ䈕䗮ࡠӯḷ߶䍗Ḍ˄7(8˅Ⲵ䳶㻵㇡
䘀䗃㜭࣋㜭┑䏣ᐲ⎸䍩㘵оᰕءⲴ䴰≲Ǆ
ᯠᔪส䇮ᯭࡋ䙐Ҷᐘབྷ୶ᵪˈส䇮ᯭⲴ
㿴ࡂǃ䘀㩕઼㶽䍴਼ṧᑖᶕнਟվՠⲴᵪ䙷Ǆ∄
ྲ˖Ც࡙ǃ㨢ᖻᇮǃই䶎ǃ丙ഭ઼ਠ⒮↓൘⵰ᢃ
䙐ޣṶᷦॿ䇞ˈ䇙⿱㩕Աъ൘亩ⴞ઼㓴ਸ㿴ࡂ
ᖃѝਁᥕᴤ࣐䟽㾱Ⲵ⭘Ǆᴹ䢤Ҿᶕ㠚⿱㩕व
୶Ⲵᔪ䇞Җ䎺ᶕ䎺ཊˈк䘠ഭᇦ઼ൠ४ᐼᵋ䙊䗷
Ṷᷦॿ䇞ᶕᖸྭൠᓄሩˈ䙊ᑨ⌅ڊᱟᨀ྆䠁ᡆ
㘵⢩↺䟷䍝⍱〻ˈሩྐᇊสⲴ⿱㩕व୶Ҹԕ
྆࣡Ǆส䇮ᯭⲴ㶽䍴਼ṧᆈ൘୶ᵪˈवᤜӔ䙊
઼ᓏᔳ⢙༴⨶Ǆ൘䍧Ⅾ࡙ᐞ䖳བྷⲴᛵߥлˈवᤜ
ѝഭ൘ⲴਁኅѝഭᇦᴹབྷᢩᖵᔪⲴᯠᔪ亩ⴞˈ
 ǉส䇮ᯭ⭏ӗ࣋˖ྲօ⇿ᒤ㢲ⴱзӯ㖾ݳǊ哖㛟䭑⹄⨳ޘウ䲒
઼哖㛟䭑ส䇮ᯭ䈒ъ࣑ˈᒤᴸǄ
 ਼кǄ哖㛟䭑ਁ⧠ˈӾ⧠൘ࡠᒤˈ⨳ޘ䴰㾱ᣅ䍴зӯ㖾⭘ݳҾӔ
䙊ǃ⭥࣋ǃ≤㔉઼⭥ؑ亶ฏˈ∄ѻࡽᒤⲴส䇮ᯭᔰ᭟ཊзӯ㖾
ˈݳ࣐䘁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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ഐ↔⨳ޘሩҾ䍴䠁Ⲵ䴰≲ᶱབྷǄᴤ䘋а↕ˈ䙊䗷
оൠᯩ᭯ᓌⲴਸˈԱъਟ⺞؍㜭ཏ৲оц⭼а
⍱Ⲵ઼ؑ䙊䇟ᢰᵟ˄,&7˅üᶠࠪᐲᡰᗵ༷
ⲴㄎҹՈ࣯üवᤜᔪ䇮㠚ࣘॆⴁ᧗㌫㔏Ⲵޜ
⭘䇮ᯭ઼ส䇮ᯭˈӾ㘼߿ቁᦏ┿ˈ࣐䙏᭵䳌৽
ᓄᰦ䰤ˈᒦᱮ㪇᭩ழ㌫㔏ᙫփ᭸⦷Ǆ⿱㩕Աъᐢ
㓿ᣅ䓛Ҿ㢲㜭亶ฏⲴа㌫ࡇѮ᧚ˈԕ᧒㍒㔯㢢
ᐲ⭏⍫Ⲵ䀓ߣᯩṸǄ


㔃䈝
ᘛ䙏ፋ䎧Ⲵѝӗ䱦ቲ㗔փ↓൘䟽ກ⵰ѝഭˈ䘉а
ᘱ࣯൘Ӻਾӽሶᤱ㔝ǄԆԜⲴ䍝Ҡ࣋ԕ৺ᤕᣡ
ᯠ૱⡼˄वᤜഭཆ૱⡼˅Ⲵཆੁ઼ᮒҾቍ勌Ⲵᙗ
ṬˈሩҾ㖾ഭԱъણ⵰ᰐェⲴᯠ୶ᵪǄѪ࠶ݵ
ᢺᨑ䈕ᯠ⎸ޤ䍩㗔փˈ୶⭼䴰㾱␡ޕҶ䀓ԆԜˈ
ᒦ㓶㠤㿲ሏަ⎸䍩㹼Ѫྲօ╄ਈǄն䘉ඇĀ㳻
㌅āᒦ䶎ӵ⎸䍩㊫Աъ⤜ӛˈ䲿⵰ᐲॆ䘋〻
Ⲵ␡ˈޕ᭟ᤱᐲᔪ䇮䮯ᡰᗵ䴰Ⲵส䇮ᯭˈ
ԕ৺ਁኅ⧠⨳ޘԓॆᐲ⤜ާⲴᡰᴹᴽ࣑
㊫ˈ䜭㮤ਜ਼⵰䳮ԕ䲀䟿Ⲵᵪ䙷Ǆ

㘵ㆰӻ
劽䗮≁˄'RPLQLF%DUWRQ˅ᱟ哖㛟䭑ޜਨⲴ⨳ޘ
㪓һᙫ㓿⨶ǄԆ൘哖㛟䭑ԫ㙼ᒤˈѪн਼㹼ъ
Ⲵᇒᡧᨀ䈒ᴽ࣑ˈवᤜ䬦㹼ǃ⎸䍩૱ǃ儈、
ᢰԕ৺ᐕъǄ൘ᣵԫ⧠㙼ࡽˈԆҾᒤ㠣
ᒤᣵԫ哖㛟䭑ӊ⍢४ѫᑝˈᑨ傫к⎧ˈᒦ൘
ᒤ㠣ᒤᣵԫ䗷哖㛟䭑丙ഭ࠶ޜਨѫ㇑Ǆ
劽䗮≁⍫䏳Ҿ䗮⊳ᯟ䇪උǃᖬᗇ๑ഭ䱵
㓿⍾䇪උǃᲞ㖇ᰪᯟෳݻᯟ㓿⍾䇪උǃӊ⍢Աъ
亶㻆ॿՊ৺ਁኅѝഭ䇪උㅹഭ䱵䇪උǄԆቡԱ
ъ൘⽮ՊⲴ䀂㢢ǃ亶ሬ࣋ǃ䠁㶽ᴽ࣑ǃӊ⍢ǃশਢ
ԕ৺⨳ޘᐲ൪䶒ѤⲴ䰞仈оᵪ䙷ㅹѫ仈߉Ҷ
ཊㇷ᮷ㄐǄ劽䗮≁о5REHUWR 1HZHOO઼*UHJ
:LOVRQਸ㪇ᴹǉড䲙Ⲵᐲ൪˖䠁㶽ডᵪѝⲴ㇑⨶

ㅜޛㄐ


䱸䭑ᓧ

ᒤѝഭሩཆ䍨᱃৺
ሩ㖾䍨᱃ਁኅ䎻࣯亴⍻

ᮉᦸˈѝഭ、ᆖ䲒ᮠᆖо㌫㔏、ᆖ⹄ウ䲒ˈѝഭ、ᆖ䲒亴⍻、ᆖ⹄ウѝᗳ

ᶘ㘐㓒
ᮉᦸˈѝഭ、ᆖ䲒ᮠᆖо㌫㔏、ᆖ⹄ウ䲒ˈѝഭ、ᆖ䲒亴⍻、ᆖ⹄ウѝᗳ

⾍ඔ⾿
ࣙ⨶ᮉᦸˈѝഭ、ᆖ䲒ᮠᆖо㌫㔏、ᆖ⹄ウ䲒ˈѝഭ、ᆖ䲒亴⍻、ᆖ⹄ウѝᗳ

⇥⦹ၹ
ঊ༛⭏ˈѝഭ、ᆖ䲒ᮠᆖо㌫㔏、ᆖ⹄ウ䲒ˈѝഭ、ᆖ䲒བྷᆖ

ᶘᙻԔ
ঊ༛⭏ˈѝഭ、ᆖ䲒ᮠᆖо㌫㔏、ᆖ⹄ウ䲒ˈѝഭ、ᆖ䲒བྷᆖ

䜁㦹
ঊ༛⭏ˈѝഭ、ᆖ䲒ᮠᆖо㌫㔏、ᆖ⹄ウ䲒ˈѝഭ、ᆖ䲒བྷᆖ

᪈㾱

᭩

䶙ᔰ᭮ԕᶕˈѝഭ㓿⍾㓿শҶйॱཊ
ᒤⲴᘛ䙏䮯ᵏǄᒤ㠣ᒤ
ᒤᵏ䰤*'3ᒤᒣ൷䙏Ѫˈ䘌
儈Ҿц⭼ަԆѫ㾱㓿⍾փˈѝഭ㓿⍾ᙫ䟿䏳ትޘ
⨳ㅜҼˈӵ⅑Ҿ㖾ഭǄդ䲿⵰㓿⍾Ⲵᘛ䙏䮯ˈѝ
ഭሩཆ䍨᱃ҏ䗵䙏ਁኅˈ䍗⢙䘋ࠪਓᙫ仍Ӿ
ᒤⲴӯ㖾ݳ㠣ᒤⲴӯ㖾ˈݳᒤ
ᒣ൷䙏Ѫˈ䘌儈Ҿ਼ᵏ㓿⍾䙏Ǆѝഭሩ
ཆ䍨᱃䮯ᶱབྷࣘҶ㓿⍾䮯ǄѪᴰབྷⲴਁ
ኅѝഭᇦ઼ᴰབྷⲴਁ䗮ഭᇦˈѝ㖾ৼ䗩䍨᱃ਁኅ
䗵䙏ˈṩᦞѝഭ⎧ޣᙫ㖢㔏䇑ˈᒤѝ㖾䍨᱃
ᙫ仍ᐢ䗮ࡠӯ㖾ަˈݳѝˈѝഭሩ㖾ࠪਓ
ӯ㖾ˈݳ䮯˗㠚㖾ഭ䘋ਓӯ
㖾ˈݳ䮯˗ᒤѝഭሩ㖾䘋ࠪਓᙫ
仍ǃࠪਓ仍઼䘋ਓ仍ᒤᒣ൷䮯⦷࠶࡛Ѫ
ǃ઼ˈѝ㖾ᐢ㓿ᡀѪৼᯩᴰ䟽㾱Ⲵ䍨
᱃ՉդѻаǄ

 ᵜ᮷ѝⲴѝഭ䲔ᐢ⢩࡛䈤᰾ѻཆˈ䜭ᱟᤷѝഭབྷ䱶Ǆ
 䍴ᯉᶕⓀ˖ѝॾӪ≁઼ޡഭ⎧ޣᙫ㖢ˈKWWSZZZFXVWRPVJRYFQ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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Ӻਾॱᒤˈণᒤˈѝഭ㓿⍾䎠࣯ᱟ
Պᤱ㔝ѻࡽᒤⲴ儈䙏䮯ˈ䘈ᱟ䙏ሶབྷᑵ
᭮㕃˛ѝഭሩཆ䍨᱃઼ѝ㖾䍨᱃ᱟՊᔦ㔝䘁ࠐ
ᒤ䙏л━ᘱ࣯˛ᵜ᮷ሶӾᖡ૽ᒤѝ
ഭ㓿⍾䮯ǃሩཆ䍨᱃ԕ৺ѝ㖾䍨᱃ਁኅⲴᴹ࡙
ഐ㍐ǃн࡙ഐ㍐⵰ˈ࠶᷀ᵚᶕॱᒤѝഭ㓿⍾઼
ሩཆ䍨᱃Ⲵ䘀㹼⧟ຳˈሩѫ㾱㓿⍾䍨᱃ᤷḷ䘋㹼
ᇊ䟿亴⍻Ǆ⹄ウ㔃᷌㺘᰾ˈᒤˈѝഭ㓿
⍾䮯ᴹᡰ᭮㕃ˈնӽሶ؍ᤱᒣっ䖳ᘛ䮯䙏
ᓖˈ*'3ᒤ൷䙏ሶ൘ᐖਣ˗ѝഭཆ䍨䙏৺
ሩ㖾䍨᱃䙏ሶ∄ᒤᵏ䰤Ⲵ䙏ᴹ䶎
ᑨ᰾ᱮⲴ᭮㕃ˈࠪਓᒤᒣ൷ᇎ䱵䮯䙏ᓖਟ㜭൘
ᐖਣˈሩ㖾䍗⢙ࠪਓᒤᒣ൷䙏ѪˁᐖਣǄ

ᒤѝഭሩཆ䍨᱃৺
ሩ㖾䍨᱃ਁኅ䎻࣯亴⍻
ᒤѝഭ㓿⍾䙏亴⍻
᭩䶙ᔰ᭮ԕᶕˈѝഭ㓿⍾ᘛ䙏䮯ˈᒤ㠣
ᒤᒤ䰤*'3ᒤᒣ൷䙏ѪˈѪ⨳ޘ
䮯ᴰᘛⲴ㓿⍾փѻаǄᡁԜ亴⍻Ӻਾᒤˈণ
ᒤᵏ䰤㓿⍾䙏ሶ᰾ᱮ䎻㕃Ǆ䙏䎻
㕃Ⲵѫ㾱䇪ᦞྲл˖
俆 ˈ ݸ㓿 ⍾ᙫ 䟿  བྷ ֯ ᗇ  䙏 ਟ 㜭 ߿
ធǄᒤѝഭ*'3ᐢ㓿䗮ࡠзӯӪ≁ᐱˈ
ণзӯ㖾ˈݳ㓿⍾ᙫ䟿ᐢ㓿䏳ት⨳ޘㅜҼǄ
൘䘉ѸབྷⲴ㓿⍾ᙫ䟿Ⲵสкˈᜣ؍ᤱ䗷৫ॱ
ᒤᡆᒤⲴ儈䙏䮯ᐢ㓿䶎ᑨഠ䳮Ǆ
ㅜҼˈ䲿⵰ѝഭӪਓ䙏᭮㕃઼ӪਓⲴ㘱喴
ॆˈӪਓ㓒࡙ሶ䙀↕߿ቁǄߌᶁᇼ㼅ࣣࣘ࣋ᮠ䟿
䖳䗷৫߿ቁˈࣣࣘ࣋ԧṬሶᱮ㪇кॷ˗ѝഭ䗷৫
ॱᒤᡆᒤ㓿⍾儈䙏䮯Ⲵᓹԧࣣࣘ࣋Ո࣯ሶ
䙀↕㕙ሿǄ
ㅜйˈѪ䘋㹼㓿⍾㔃ᶴ䈳ᮤǃ␈⊠儈㙇㜭઼
儈⊑ḃӗъˈ㕃䀓⽮Պ⸋ˈྲት≁᭦ޕᐞ䐍䗷
བྷ઼ґት≁᭦ޕᐞ䐍䗷བྷㅹˈ֯ᗇ㓿⍾䙏
߿ធ˗
ᴰਾˈӾཆ䜘⧟ຳᶕⴻˈᒤц⭼
ѫ㾱㓿⍾փˈྲ⅗ⴏ઼㖾ഭㅹ䚝ਇ٪࣑ডᵪǃ䠁
㶽ডᵪǃ䍒᭯㍗㕙ㅹᖡ૽ˈ㓿⍾䮯ሶ䎻㕃ˈሩ
ѝഭࠪਓ୶૱䴰≲Ⲵ䙏ҏሶ䎻㕃˗ӺਾॱᒤӪ
≁ᐱӽሶ㔤ᤱॷ٬䎻࣯ˈ਼ᰦ䍨᱃؍ᣔѫѹ࣐
ˈ䘉Ӌሶѕ䟽ᖡ૽ѝഭࠪਓ䮯ˈߢࠫѝഭ㓿
⍾Ǆ
ᡁԜ亴⍻Ӻਾॱᒤѝഭ㓿⍾ӽሶ؍ᤱᒣっ
䖳ᘛ䮯䙏ᓖǄѫ㾱䇪ᦞྲл˖
俆ˈݸѝഭⴞࡽਁኅ≤ᒣӽ❦䖳վǄ㲭❦Ӿ
㓿⍾ᙫ䟿ᶕⴻˈѝഭᐢ㓿䗮ࡠᡆ䎵䗷ਁ䗮ഭᇦ≤

ᒣˈնӾӪ൷≤ᒣᶕⴻˈᒤѝഭӪ൷*'3Ѫ
㖾ˈݳӵѪ㖾ഭ˄㖾״ˈⲴ˅ݳ㖇
ᯟ˄㖾઼Ⲵ˅ݳᐼ㝺˄㖾Ⲵ˅ݳ
ǄѝഭⲴӪ൷ࠪਓ仍ǃӪ൷䘋ਓ仍ҏ䶎ᑨվˈ
㓿⍾ਁኅ▌઼࣋ཆ䍨ਁኅ▌࣋ᖸབྷǄ
ަ⅑ˈ䭷ॆሶᡀѪѝഭӺਾᒤ㓿⍾
䮯Ⲵѫ㾱᧘ࣘ࣋ѻаǄᦞѝഭഭᇦ㔏䇑ተޜ
ᐳˈᒤ䰤ѝഭ䭷ॆ⦷⭡ᨀ儈
ࡠˈᒣ൷⇿ᒤᨀ儈Ǆⴞࡽѝഭቊᴹॺ
ᮠᐖਣት≁տ൘ґᶁˈ䭷ॆ▌࣋ᖸབྷǄц⭼к
ਁ䗮㓿⍾փ䭷Ӫਓঐޘ䜘Ӫਓ∄䟽䙊ᑨѪ
ԕкǄ亴䇑Ӻਾॱᒤ䭷ॆ⦷⇿ᒤሶᨀ儈ᐖ
ਣˈ⇿ᒤᴹзᐖਣӪਓӾߌᶁ䗱ޕ䭷Ǆ䘉
ቡሩ䭷สᵜᔪ䇮઼տᆵᔪ䇮ӗ⭏ᐘབྷⲴ䴰≲ˈ
Ӿ㘼᧘ࣘѝഭ㓿⍾䖳ᘛ䮯Ǆ
ㅜйˈѝഭൠ४ˈ⢩࡛ᱟ㓿⍾нཚਁ䗮ൠ
४ާᴹᕪ⛸Ⲵਁኅ㓿⍾ǃ᭩ਈൠ४㩭ਾ䶒䊼Ⲵ
〟ᶱᙗǄ൘ࡦ䇒ĀॱҼӄā㿴ࡂᰦѝഭᴹњⴱ
˄ᐲǃ४˅ᨀࠪҶӄᒤൠ४⭏ӗᙫ٬˄*'3˅ᡆӪ
൷*'3㘫⮚Ⲵⴞḷ˗ྲ䗭ᆱⴱĀॱҼӄā㿴ࡂᨀ
ࠪˈ
ĀॱҼӄāᵏ䰤*'3ᒤ൷䮯ˈᒦᨀࠪ࣋ҹ
ࡠᒤˈⴱޘӪ൷⭏ӗᙫ٬ㅹ㘫а⮚Ǆ⾿ᔪ
ⴱĀॱҼӄā㿴ࡂᨀࠪˈ൘Ոॆ㔃ᶴǃᨀ儈᭸⳺ǃ
䱽վ⎸㙇ǃ؍ᣔ⧟ຳⲴสкˈൠ४*'3ᒤ൷
䮯ԕкˈ࣋ҹ∄ᒤ㘫а⮚Ǆ
ㅜഋˈት≁⎸䍩؍ᤱっ↕ᨀ儈Ǆ䲿⵰ት≁᭦
ޕ⢩࡛ᱟ䖳վ≤ᒣⲴት≁᭦ޕᘛ䙏䮯ˈቔަᱟ
ᨀ儈ᴰվᐕ䍴઼Ā᭦ؽޕ䇑ࡂāㅹ᭦࠶ޕ䝽Ṭ
ተ᭩䶙᧚ᯭⲴ䙀↕ᇎᯭˈԕ৺᭯ᓌ׳䘋⎸䍩Ⲵа
 䍴ᯉᶕⓀ˖ѝॾӪ≁઼ޡഭ⎧ޣᙫ㖢ˈKWWSZZZFXVWRPVJRYFQǄ
 KWWSZZZVWDWVJRYFQZDVJMWMMBQRGDWHBGHWDLO
MVS"FKDQQHOLG  UHFRUG 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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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ࡇᜐ≁᭯ㆆⲴ᧘ࠪˈሶᨀ儈ት≁Ⲵ䗩䱵⎸䍩ٮ
ੁˈሩ⎸䍩૱઼ᴽ࣑ᮠ䟿઼䍘䟿ӗ⭏ᐘབྷ䴰≲ˈ
ᨀॷ⽮Պᮤփᇎ䱵⎸䍩≤ᒣˈᴹ࣋᧘ࣘѝഭ㓿⍾
䖳ᘛਁኅǄ
ㅜӄˈѝഭۘ㫴⦷䖳䗷৫ᒤԭᴹᡰл䱽ˈն
ӽ؍ᤱᖸ儈≤ᒣˈབྷབྷ儈Ҿ਼ᵏ㓿⍾䙏Ǆᡁഭ
ґት≁ӽ؍ᤱ䖳儈ۘ㫴≤ᒣˈ䲿⵰⽮Պ؍䳌઼
५؍㾶ⴆ㤳തⲴᢙབྷˈሶ൘аᇊ〻ᓖк߿䖫ት
≁⎸䍩઼ᣅ䍴Ⲵਾ亮ѻᘗˈ׳䘋ት≁⎸䍩઼≁䰤
ᣅ䍴Ⲵ䘋а↕䮯Ǆ
ㅜˈޝᒤ䰤ѝഭሶ㔗㔝ާᴹĀӪਓ
㓒࡙ā ቭ㇑࣋ᓖᴹᡰ߿ᕡǄ䜘࠶ᆖ㘵㘳㲁ࡠѝ
ഭӪਓ㘱喴ॆ࣐䙏઼ᴰ䘁єᒤ䜘࠶ൠ४ࠪ⧠Āᤋ
ᐕ䳮ā⧠䊑ˈᨀࠪѝഭĀӪਓ㓒࡙āሶ㓸→ˈѝഭ
ሶ䘋ޕվ䙏ਁኅ䱦⇥ǄᡁԜ䇔Ѫቭ㇑ѝഭࣣࣘ࣋
Ո࣯ᴹᡰ߿ᕡˈն㠣ቁ൘Ӻਾॱᒤሶ㔗㔝ᤕᴹĀ
Ӫਓ㓒࡙āǄѫ㾱䇪ᦞᴹєњ˖ㅜаǃѝഭᒤ
ӾһߌъⲴࣣࣘ࣋ӪᮠѪзӪǄ൘⧠ᴹᢰ
ᵟ઼㓴㓷≤ᒣлˈ᤹⇿ᒤᐕཙ䇑㇇ˈ䴰ߌ
ъࣣࣘ࣋зӪˈণᴹзӪѪᇼ㼅ߌъ
ࣣࣘ࣋ˈⴞࡽਁ䗮㓿⍾փߌъࣣࣘ࣋Ⲵ∄䟽䜭
ቁҾǄྲ᷌㘳㲁ࡠߌъᢰᵟ䘋↕ǃߌъ㿴⁑㓿
㩕≤ᒣⲴнᯝᨀ儈ˈѝഭᴹⲴࣣࣘ࣋Ӿһ
ߌъণਟǄѝഭᒤߌъࣣࣘ࣋Ӫᮠਟ߿ቁࡠ
зӪˈণᒤࡽབྷ㓖ᴹ
зࣣࣘ࣋ਟӾߌъ䖜ੁ䶎ߌ⭏ӗǄㅜҼǃѝ
ഭⴞࡽࣣࣘ࣋䘰Ձᒤ喴Ѫ⭧ᒤ┑ઘˈྣ㙼ᐕ
ᒤ┑ઘˈྣᒢ䜘˄ᒢ䜘䓛ԭ˅ᒤ┑ઘǄᡁ
ഭⴞࡽᐲӪਓᙫփⲴᒣ൷䘰Ձᒤ喴Ѫˈ
ަѝ⭧ᙗᒣ൷䘰Ձᒤ喴ѪˈྣᙗѪ
Ǆ䘉ᱟ൘кц㓚ᒤԓӪਓᒣ൷ሯભѪཊᰦ
㿴ᇊⲴǄⴞࡽѝഭӪⲴᒣ൷ሯભ䎵䗷ˈྲ᷌
䘲ᖃᔦਾ䘰Ձᒤ喴ሶ࣐བྷ䟿ࣣࣘ࣋Ǆ
 ѝॾӪ≁઼ޡഭഭᇦ㔏䇑ተ㕆ǉѝഭ㔏䇑ᒤ䢤Ǌˈѝഭ㔏䇑ࠪ⡸⽮ˈ
ेӜˈᒤǄ
 ⦻Պ၏ˈ
Ā࠶ㅹ㓗ቡъᣅޕঐ⭘ӗࠪ⁑ර৺ަᓄ⭘āѝഭ、ᆖ䲒ᮠᆖо
㌫㔏、ᆖ⹄ウ䲒ঊ༛ᆖս䇪᮷ˈᒤǄ
 ⊏઼⭠ሿᇍˈ
ǉӪ࣋䍴Ⓚਁኅᣕ˄˅Ǌ⽮、᮷⥞ࠪ⡸⽮
ᒤ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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ᴰਾˈӾഭ䱵ㄎҹᶕⴻˈሩҾਁ䗮㓿⍾
փˈѝഭӽާᴹᱮ㪇ᓹԧࣣࣘ࣋Ո࣯˗ሩҾਁ
ኅѝഭᇦˈѝഭާᴹᢰᵟ≤ᒣ䖳儈ǃส䇮ᯭՈ
㢟ǃࡦ䙐ъ⭏ӗ⦷儈ⲴՈ࣯Ǆᒤᵏ䰤
ѝഭӽ❦ާᴹࠪਓՈ઼࣯੨᭦ཆഭⴤ᧕ᣅ䍴Ⲵ
Ո࣯ˈሩཆ䍨᱃ᴹᵋ൘ᒤࡽ؍ᤱ䖳ᘛ䙏Ǆ
൘ࡽ䘠㔬ਸ࠶᷀Ⲵสкˈ䘀⭘䇑䟿㓿⍾
⁑රሩᒤᵏ䰤ѝഭ㓿⍾䮯䘋㹼亴⍻
࠶᷀Ǆ亴⍻㔃᷌ᱮ⽪˖ᵚᶕॱᒤᵏ䰤ѝഭ㓿⍾ᒤ
ᒣ൷䮯䙏ᓖਟ㜭䗮ࡠᐖਣˈӪ≁ᐱਟ㜭㍟䇑
ॷ٬ ᒤᒣ൷ॷ٬ᐖਣ Ǆᒤ᤹≷⦷䇑
㇇ѝഭ㓿⍾㿴⁑ਟ㜭䗮ࡠᡆ᧕䘁㖾ഭᒤ≤
ᒣˈնӪ൷*'3ӵѪ㖾ഭᐖਣǄ
ྲ᷌нਁ⭏བྷ㿴⁑ᡈҹㅹཆᛵߥˈ亴䇑ѝ
ഭ㓿⍾䙏ᴹйᛵᲟ˖
Ь ㅜаǃਟ㜭ᙗᴰབྷⲴᛵᲟ˖ᒤᒣ൷ᇎ䱵䙏
䗮ࡠǄ
  ᒤࡠᒤᒤᵏ䰤ѝഭ*'3Ⲵᒤ
ᒣ൷䮯䙏ᓖѪǄᡁԜ亴䇑ᒤࡠ
ᒤᒤᵏ䰤ѝഭ*'3Ⲵᒤᒣ൷䮯䙏ᓖ
ѪǄᒤѝഭ*'3Ѫзӯ㖾ˈݳӪ
൷*'3Ѫ㖾ٷˈݳ䇮ᒤᵏ䰤
ᒤ൷Ӫਓ㠚❦䮯⦷Ѫॳ࠶ѻഋˈণˈ
Ӫ≁ᐱሩ㖾⦷≷ݳ㍟䇑ॷ٬ˈ൘↔ᛵ
Ჟлˈᒤѝഭ*'3ሶ䗮ࡠзӯ㖾ݳ
˄ᒤԧṬˈ
л਼˅ˈӪ൷*'3ሶ䗮ࡠ
㖾ݳǄ
Ь ㅜҼǃっⲴڕՠ䇑˖ᒤᒣ൷ᇎ䱵䙏Ѫ
Ǆᒤѝഭ*'3ሶ䗮ࡠзӯ㖾ˈݳӪ
൷*'3ሶ䗮ࡠ㖾ݳǄ
Ь ㅜйǃҀ㿲Ⲵՠ䇑˖ᒤᒣ൷ᇎ䱵䙏䗮ࡠ
Ǆᒤѝഭ*'3ሶ䗮ࡠзӯ㖾
ˈݳӪ൷*'3ሶ䗮ࡠ㖾ݳǄ

สҾ㖾ഭ㓿⍾⹄ウተ㔏䇑ᮠᦞ䘋㹼⍻㇇ˈ
ᒤᵏ䰤㖾ഭᒤ൷㓿⍾䮯Ǆ䗷৫ॱᒤ
㖾ഭ㓿⍾䙏䖳վⲴѫ㾱ഐᱟᒤ㖾ഭ⅑
䍧ডᵪԕ৺⭡↔ᕅਁⲴᒤഭ䱵䠁㶽ডᵪǄᡁ
Ԝ亴䇑ᒤ㖾ഭ㓿⍾䖳ѻࡽॱᒤᴹᡰྭ
䖜Ǆ亴䇑㖾ഭ㓿⍾䙏ᴹйᛵᲟ˖
Ь ㅜаǃਟ㜭ᙗᴰབྷⲴᛵᲟˈᒤ
㖾ഭ*'3ᒤᒣ൷䮯䙏ᓖਟ㜭䗮ࡠᐖ
ਣǄᒤ㖾ഭ*'3ሶ䗮ࡠзӯ㖾ˈݳ
Ӫ൷*'3ሶ䗮ࡠ㖾ݳǄ
Ь ㅜҼǃҀ㿲Ⲵՠ䇑ˈᒤ㖾ഭ*'3ᒤ
ᒣ൷䮯䙏ᓖਟ㜭䗮ࡠᐖਣǄᒤ㖾
ഭ*'3ሶ䗮ࡠзӯ㖾ˈݳӪ൷*'3ሶ䗮
ࡠ㖾˗ݳ
Ь ㅜйǃっⲴڕՠ䇑ˈᒤ㖾ഭ*'3ᒤ
ᒣ൷䮯䙏ᓖѪᐖਣǄᒤ㖾ഭ*'3ሶ
䗮ࡠзӯ㖾ˈݳӪ൷*'3ሶ䗮ࡠ
㖾ݳǄ
㔬ਸᶕⴻˈᒤѝഭ*'3ᙫ䟿ሶ᧕䘁ᡆ䗮ࡠ㖾
ഭ≤ᒣˈնӪ൷*'3о㖾ഭᐞӽ䶎ᑨབྷˈӵѪ㖾
ഭⲴഋ࠶ѻаᐖਣǄ

ᒤѝഭཆ䍨䙏઼ሩ
㖾䍨᱃䙏亴⍻
ᒤѝഭཆ䍨䙏亴⍻
࣐ޕц⭼䍨᱃㓴㓷˄:72˅ԕᶕˈѝഭሩཆ䍨᱃
ਁኅケ伎⥋䘋ˈṩᦞѝഭ⎧ޣ㔏䇑ˈ
ᒤѝഭ䍗⢙䘋ࠪਓᙫ仍Ⲵᒤ൷ѹ䮯䙏ᓖ
Ѫˈࠪਓ仍઼䘋ਓ仍ᒤᒣ൷䮯⦷࠶࡛Ѫ
઼Ǆަѝˈሩ㖾ഭ䘋ࠪਓᙫ仍ǃࠪਓ
仍઼䘋ਓ仍ᒤᒣ൷䮯⦷࠶࡛Ѫǃ઼
Ǆ
 KWWSZZZEHDJRYQDWLRQDOLQGH[KWPJGS

ᒤഭ䱵䠁㶽ডᵪԕᶕˈഭ䱵㓿⍾ᤱ
㔝վ䘧Ǆਇ↔ᖡ૽ˈѝഭሩཆ䍨᱃䙏བྷᑵл
━ˈᒤޘᒤ䍗⢙䘋ࠪਓᙫ仍䮯Ǆަѝˈ
ࠪਓ䮯˗䘋ਓ䮯ˈ䘌վҾ
ᒤ䮯䙏ᓖǄӺਾॱᒤѝഭሩཆ䍨᱃䮯┑ݵ
ᡈˈቔަᱟഭ䱵㓿⍾ᖒ࣯ˈѝഭሩཆ䍨᱃䙏ሶ
བྷᑵл䱽Ǆ䙏᭮㕃Ⲵѫ㾱䇪ᦞྲл˖
俆ˈݸᒤѝഭሩཆ䍨᱃儈䙏䮯
ᴹަ⢩↺ᙗǄᒤѝഭ࣐ޕ:72ˈ䗾ᶕҶᤱ㔝
儈䙏䮯ᵏˈѝഭվᓹⲴࣣࣘ࣋ǃ䖳Ѫᆼ༷Ⲵส
䇮ᯭǃՈᜐⲴ᭯ㆆ઼っᇊⲴ⽮Պ㓿⍾⧟ຳˈ؍
䳌Ҷѝഭሩཆ䍨᱃Ⲵ儈䙏䮯Ǆᒤѝഭᐢ㓿
ᡀѪ⨳ޘᴰབྷⲴࠪਓഭǄԕᖃࡽⲴ䍨᱃㿴⁑ˈӺ
ਾॱᒤᜣ㔤ᤱ㔗㔝儈䙏䮯สᵜнਟ㜭Ǆ
ަ⅑ˈ⨳ޘ㓿⍾ᤱ㔝վ䘧ˈӺਾᖸ䮯а⇥ᰦ
䰤ˈѝഭѫ㾱Ⲵ䍨᱃Չդ˖⅗ⴏǃ㖾ഭ઼ᰕᵜ㓿
⍾ሶ؍ᤱվ䙏䮯ˈ⢩࡛ᱟѝഭᴰབྷࠪਓ㓿⍾
փ⅗ⴏ㓿⍾ሶ༴Ҿ㩗ᶑ઼㕃ធ䮯ѝˈц⭼ަ
Ԇഭᇦ㓿⍾䙏ҏሶࠪ⧠н਼〻ᓖ᭮㕃Ǆ
ᒤѝഭཆ䴰Ⲵ䮯ሶ䎻㕃Ǆ
ㅜйˈӪ≁ᐱሶ䘋а↕ॷ٬ˈᖡ૽ѝഭ୶
૱ㄎҹ઼࣋ѝഭԱъⲴࠪਓ〟ᶱᙗǄ亴䇑
ᒤᵏ䰤Ӫ≁ᐱॷ٬䙏ᓖሶ䎻㕃ˈⴞࡽ㖾ഭᐲ
൪བྷ䜘࠶୶૱ԧṬоѝഭ᧕䘁ˈնѝഭᴽ࣑Ⲵ
ԧṬࡉᱮ㪇վҾ㖾ഭǄ亴䇑Ӻਾॱᒤᵏ䰤Ӫ≁ᐱ
⇿ᒤᒣ൷ਟ㜭ॷ٬ᐖਣˈ㍟䇑ॷ٬Ǆ
ㅜഋˈ䍨᱃؍ᣔѫѹሶ䘋а↕࣐ˈ䍨᱃᪙
ᬖཊǄ䲿⵰⨳ޘ㓿⍾䮯᭮㕃ˈ⢩࡛ᱟѫ㾱ਁ
䗮㓿⍾փ䮯᭮㕃ˈԕ৺䍨᱃ᐞ仍Ⲵᢙབྷˈ䪸ሩ
ѝഭࠪਓ୶૱Ⲵ䍨᱃᪙ᬖሶ࣐Ǆ㖾ഭᱟሩѝഭ
ਁ䎧䍨᱃䈳ḕᴰཊǃ࣋ᓖᴰབྷⲴഭᇦѻаǄ㲭❦
ⴞࡽ⨳ޘ䍨᱃᪙ᬖл䱽䎻࣯ˈն㖾ഭሩѝഭⲴ
䍨᱃䈳ḕˈቔަᱟ৽ٮ䬰ǃ৽㺕䍤䈳ḕত൘нᯝ
кॷǄ
ㅜӄˈഭ䱵ӗъ䖜〫Ⲵᖡ૽Ǆ䲿⵰ѝഭᐕ䍴
Ⲵᘛ䙏䮯ˈѝഭⲴվᡀᵜՈ࣯ሶ䙀↕߿ᕡˈ䜘
࠶࣐ᐕࠪਓ૱⭏ӗ䙀↕䖜〫ࡠᐕ䍴≤ᒣᴤվⲴ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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ᓖǃঠᓖቬ㾯ӊǃ䎺ইǃ⌠ഭㅹൠǄᒤ
ᵏ䰤ˈⴞࡽ൘ѝഭࠪਓѝঐаॺ∄ֻⲴ࣐ᐕࠪਓ
䮯ਇࡠᶱབྷᡈǄ
ᴰਾˈ ᒤᵏ䰤ѝഭ㓿⍾䙏
᭮㕃ˈሶⴤ᧕ᖡ૽ሩབྷᇇ୶૱Ⲵ䘋ਓ䴰≲ˈྲሩ
◣བྷ࡙ӊⲴ䫱ⸯ⸣ǃሩӊ⍢ᖸཊ㓿⍾փⲴ䴦䜘
Ԧ䘋ਓ䙏ሶᴹ᰾ᱮ᭮㕃Ǆ
㔬ਸԕк࠶᷀ˈᡁԜ亴⍻ᒤᵏ䰤ѝ
ഭ䍗⢙ࠪਓᙫ仍Ⲵᒤᒣ൷ᇎ䱵䮯䙏ᓖਟ㜭䗮ࡠ
ᐖਣˈ䍗⢙ࠪਓᇎ䱵䮯䙏ᓖሶ⮕儈Ҿ*'3
ᇎ䱵䮯䙏ᓖǄԕ㖾ݳ䇑㇇Ⲵѝഭ䍗⢙ࠪਓᙫ仍
ᒤᒣ൷ѹ䮯䙏ᓖਟ㜭䗮ࡠᐖਣǄ
Ӿѝഭ䍨᱃ᐞ仍ᶕⴻˈѝഭሶ㔗㔝؍ᤱ亪ᐞ
ൠսˈն亪ᐞ∄ֻሶᴹᡰл䱽Ǆഐྲл˖
俆ˈݸѝഭⲴ䍨᱃亪ᐞᶕ㠚Ҿ࣐ᐕ䍨᱃ˈа
㡜䍨᱃Ѫ䘶ᐞǄྲᒤ࣐ᐕ䍨᱃ࠪਓ仍Ѫ
ӯ㖾ˈݳ䘋ਓ仍Ѫӯ㖾ˈݳ亪ᐞѪӯ
㖾ݳǄа㡜䍨᱃ࠪਓ仍Ѫӯ㖾ˈݳ䘋ਓ仍Ѫ
ӯ㖾ˈݳ䘶ᐞѪӯ㖾ݳǄ㘼ѝഭሩཆ䍨
᱃ѝ࣐ᐕ䍨᱃ሶнᯝ䱽վˈ亴䇑ᒤ࣐ᐕࠪਓ
൘䍗⢙ᙫࠪਓѝⲴ∄䟽⭡ᒤⲴ䱽վࡠ
Ǆ࣐ᐕ䍨᱃∄ֻл䱽ሶᑖᶕ䍨᱃亪ᐞ∄ֻ
л䱽Ǆ
ަ⅑ˈ䍨᱃亪ᐞᑖᶕᖸཊ䰞仈ˈѝഭ᭯ᓌሶ
ᰐ㔗㔝ᐘ仍䍨᱃亪ᐞǄᤱ㔝Ⲵ䍨᱃亪ᐞ㔉ѝഭ
᭯ᓌᑖᶕᐘ仍Ⲵཆ≷༷ۘˈ࣐ҶѝഭⲴ䍗ᐱ
㔉䟿઼䍗ᐱ⍱䙊ˈᑖᶕ䮯ᵏⲴ䙊䍗㟘㛰࣋Ǆ਼
ᰦˈѫ㾱䍨᱃Չդྲ㖾ഭㅹ䮯ᵏ䍨᱃䘶ᐞˈᕅ䎧
нᯝⲴ䍨᱃㓐㓧ˈᕪ⛸㾱≲߿ቁሩॾ䍨᱃䘶ᐞǄ
ᴰਾˈӪ≁ᐱ䘋а↕ॷ٬ሶࡪ◰ѝഭ䘋ਓⲴ
䮯ˈ਼ᰦѕ䟽ᖡ૽ѝഭ୶૱Ⲵㄎҹ࣋ˈሩѝഭ
ࠪਓӗ⭏н࡙ᖡ૽ǄӾᒤᔰ㠣ᒤᒤ
ᓅˈӪ≁ᐱѹ≷⦷ᐢ㓿ॷ٬䎵䗷ˈᶱབྷᖡ
૽ᡁഭཆ䍨⧟ຳǄ
 䢤Ҿⴞࡽ䍗⢙ࠪਓ䮯䙏ᓖ䜭᤹ѹ䮯⦷䇑㇇ˈٷ䇮ᒤᵏ
䰤㖾Ⲵݳ䙊㛰⦷Ѫˈ᭵ਟ䘁լൠᗇࠪ˖ᒤᵏ䰤ѝഭ䍗⢙ࠪਓ
ᙫ仍ᒤᒣ൷ѹ䮯䙏ᓖਟ㜭䗮ࡠᐖ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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亴䇑ᒤ᤹ࠪਓᙫ仍䇑㇇Ⲵѝഭ䍗⢙䘋
ࠪਓ亪ᐞঐ*'3∄䟽ሶл䱽ˈᒤ䍗⢙䘋ࠪਓ
亪ᐞѪӯ㖾ˈݳঐᖃᒤ*'3∄䟽Ѫˈ亴
䇑ᒤ䘉њ∄䟽ሶ䱽վࡠᐖਣǄ
ᒤѝ㖾䍨᱃䙏亴⍻
亴䇑ᒤѝഭሩ㖾䍗⢙ࠪਓ䮯䙏ᓖሶ
ᱮ㪇վҾѝഭሩц⭼ഭⲴᒣ൷䍗⢙ࠪਓ䮯
䙏ᓖǄӾᴰ䘁ࠐᒤѝഭࠪਓⲴ䍨᱃Չդᮠᦞᶕ
ⴻˈᒤѝഭ䍗⢙ࠪਓᙫ仍ᒤᒣ൷䮯
䙏ᓖѪǄަѝሩ㖾ഭǃ⅗ⴏ઼ᰕᵜㅹⲴ䍗⢙
ࠪਓ䮯䙏ᓖ࠶࡛Ѫǃ઼ˈ൷վ
Ҿѝഭ䍗⢙ࠪਓᒣ൷䙏ˈ㘼ሩঠᓖǃᐤ㾯ǃ״㖇
ᯟㅹഭᇦⲴ䍗⢙ᒣ൷䙏࠶࡛Ѫǃ઼
ˈ൷儈Ҿѝഭ䍗⢙ࠪਓᒣ൷䙏Ǆѝഭሩ㖾
ࠪਓ䙏䖳վⲴѫ㾱ഐྲл˖
ㅜаˈਇ٪࣑ডᵪǃ䠁㶽ডᵪǃ䍒᭯㍗㕙ㅹ
ᖡ૽ˈ㖾ഭǃ⅗ⴏ઼ᰕᵜㅹਁ䗮㓿⍾փ㓿⍾䮯
䙏ᓖ䖳վˈሩ䘋ਓ୶૱䴰≲䮯ѿ࣋˗
ަ⅑ˈѝഭሩ㖾ࠪਓ୶૱ѝ࣐ᐕࠪਓ∄䟽⢩
࡛儈ˈᒤ࣐ᐕࠪਓ൘ѝഭᙫ䍗⢙ࠪਓѝ∄䟽
Ѫˈ㘼ሩ㖾ഭ䍗⢙ࠪਓѝ࣐ᐕࠪਓ∄䟽Ѫ
ˈᒤ࣐ᐕࠪਓ൘ѝഭᙫ䍗⢙ࠪਓѝ∄䟽
Ѫˈ㘼ሩ㖾ഭ䍗⢙ࠪਓѝ࣐ᐕࠪਓ∄䟽Ѫ
Ǆ⭡ҾѝഭⲴᐕ䍴ᡀᵜ䖳儈ˈ䜘࠶࣐ᐕࠪਓ
⭏ӗ⭡ѝഭ䖜〫ࡠ໘㾯କǃঠᓖǃঠቬ઼䎺ইㅹ
ᐕ䍴≤ᒣᴤվⲴഭᇦǄ䘉ሩѝഭሩ㖾ࠪਓ䙏ᖡ
૽䖳བྷǄ
ᴰਾˈ䲿⵰㖾ഭࡦ䙐ъⲴഎᖂ઼ࡪ◰ቡъ
ㅹа㌫ࡇ᭯ㆆлˈ㖾ഭࡦ䙐ъ⢩࡛ᱟ儈ㄟࡦ䙐ъ
ሶᴹаᇊ〻ᓖⲴਁኅˈሩѝഭሩ㖾ࠪਓ⢩࡛ᱟ࣐
ᐕࠪਓӗ⭏䖳བྷᖡ૽Ǆ
ࡍ↕⍻㇇ˈᒤѝഭሩ㖾䍗⢙ࠪਓᒤ
ᒣ൷䙏ˈᴽ࣑ࠪਓᒤ൷䮯⦷ѪǄᒤ
ѝഭሩ㖾䍗⢙ࠪਓ仍Ѫӯ㖾ˈݳᴽ࣑ࠪਓ仍
Ѫӯ㖾ݳǄ亴䇑ᒤѝഭሩ㖾䍗⢙઼ࣣ࣑
ࠪਓᙫ仍Ѫӯ㖾 ݳԕᒤԧṬ䇑㇇ Ǆ

亴䇑ᒤᵏ䰤ѝഭӾ㖾ഭ䘋ਓ仍
䙏ሶ䘌∄ѝഭሩ㖾ഭࠪਓᒣ൷䙏Ѫ儈Ǆѫ㾱
ᦞྲл˖
俆ˈݸ亴䇑ᒤѝഭት≁⎸䍩≤ᒣሶབྷ
ᑵᓖᨀ儈ˈ⢩࡛ᱟѝഭሶࠪ⧠ᒤ᭦ޕ൘з㖾
ˈݳӪᮠՇཊⲴѝӗ䱦ቲǄ䘉Ӌѝӗ䱦ቲ㾱≲儈
䍘䟿ǃ儈≤ᒣⲴ⎸䍩૱ˈѪ㖾ഭ䍨᱃⭼ᨀҶᐘ
བྷ୶ᵪˈሶᶱབྷࡪ◰㖾ഭੁѝഭࠪਓǄ
ަ⅑ˈ亴䇑ᒤ㖾ഭሩॾ儈ᢰᵟࠪ
ਓ⾱䘀䲀ࡦሶ䙀↕᭮ᶮˈ䲿⵰єഭ、ᆖᢰᵟ≤ᒣ
ᰕ⳺ᨀ儈ˈᖸཊ㖾ഭሩॾ儈ᢰᵟࠪਓ⾱䘀䲀ࡦሶ
⋑ᴹᗵ㾱㔗㔝Ǆ䘉ሶࡪ◰㖾ഭੁѝഭⲴࠪਓǄ
㖾ഭሩॾࠪਓѝˈ䍴Ⓚරӗ૱ǃ儈ẓ⎸䍩૱
઼ྒָ૱ǃ५⯇ڕ؍૱ǃ儈ᢰᵟࡦ䙐ъӗ૱ԕ
৺ᴽ࣑ᙗӗ૱ާᴹᖸ儈ⲴㄎҹՈ࣯ˈ亴䇑
ᒤѝഭሶ൘䘉Ӌ䜘䰘ᢙབྷӾ㖾ഭⲴ䘋ਓǄ
ࡍ↕亴䇑ᒤ㖾ഭሩॾ䍗⢙઼ᴽ
࣑ࠪਓᒤ൷䮯⦷ѪˁǄᒤ㖾ഭሩॾ䍗
⢙ࠪਓ仍Ѫӯ㖾ˈݳᴽ࣑ࠪਓ仍Ѫӯ㖾
ݳǄᒤ㖾ഭሩॾ䍗⢙઼ᴽ࣑ࠪਓᙫ仍Ѫ
ӯ㖾ݳǄѝഭሩ㖾ഭ䍨᱃亪ᐞѪӯ㖾ݳǄ
ѝഭሩ㖾䍨᱃ᐞ仍кˈ⭡Ҿѝ㖾䍨᱃ᐘབྷⲴ
нᒣ㺑ᙗˈሩ㖾䍨᱃亪ᐞሶᤱ㔝Ǆ亴䇑ᒤѝ
ഭ㔗㔝؍ᤱሩ㖾ഭ亪ᐞˈն亪ᐞⲴሩ∄䟽ሶ
བྷᑵᓖ䱽վǄѫ㾱ྲᦞл˖
俆ˈݸѝഭሩ㖾ࠪਓѝ࣐ᐕࠪਓ∄䟽䖳儈ˈ
࣐ᐕࠪਓⲴ䟽㾱⢩⛩ѻаᱟࠪਓ૱Ⲵԧ٬ᗵ❦བྷ
Ҿ䘋ਓⲴ䴦䜘Ԧ઼ᯉㅹⲴԧ٬ˈഐѪ࣐ᐕ䍩ᗵ
❦ᱟ↓٬˗
ަ⅑ˈ亴䇑ᒤѝഭⲴࣣࣘ࣋ԧṬӵㅹҾ
㖾ഭⲴӄ࠶ѻаᐖਣǄѝഭ⭏ӗⲴᓹԧ⎸䍩૱઼
ᐕъࡦᡀ૱൘㖾ഭᐲ൪ӽ❦Պਇࡠབྷ䜘࠶㖾ഭ
ӪⲴ⅒䗾˗⅑ˈ⭡Ҿ㖾ഭ᭯ᓌⲴ䍨᱃䲀ࡦˈ㖾
ഭⲴ儈ᢰᵟՈ࣯൘ሩॾࠪਓ䍨᱃ѝᗇнࡠ࠶ݵ
ਁᥕǄ
ᴰਾˈṨ㇇ᯩ⌅Ⲵ᭩䘋Ǆⴞࡽ䇑㇇єњഭᇦ
ѻ䰤Ⲵ䍨᱃ᐞ仍ᱟ൘ࠪਓᙫ仍สк䇑㇇ⲴǄ❦

㘼ˈањഭᇦⲴࠪਓᙫ仍ᒦ䶎䜭ᱟ䘉њഭᇦⲴӗ
૱ˈަѝवਜ਼Ӿ࡛Ⲵഭᇦ䘋ਓⲴ䴦䜘Ԧǃᶀᯉ
઼㜭ⓀⲴԧ٬Ǆ䲿⵰ഭ䱵࠶ᐕᰕ⳺ਁኅˈࠪਓ૱
Ⲵᆼޘ䘋ਓ㌫ᮠՊᰕ⳺བྷǄⴞࡽᖸཊуᇦѫᕐ
䟷⭘䍨᱃࣐٬ᶕ㺑䟿ањഭᇦⲴᇎ䱵ࠪਓᮠ
仍઼㺑䟿єњഭᇦѻ䰤Ⲵ䍨᱃ᐞ仍ǄѝഭࠪਓⲴ
⢩⛩ᱟ࣐ᐕ㻵䝽ࠪਓ∄䟽儈ˈࠪਓ૱Ⲵᆼޘ䘋ਓ
㌫ᮠ儈ˈᆼޘ࣐٬⦷վˈ᤹ࠪਓ࣐٬䇑㇇Ⲵ
ѝ㖾єഭ䍨᱃亪ᐞሶ∄᤹ࠪਓᙫ仍䇑㇇ᴹབྷᑵ
ᓖ䱽վǄ

䍨᱃࣐٬Ⲵ䇑㇇ᯩ⌅
䍨᱃࣐٬Ⲵ䇑㇇ᯩ⌅䶎ㄎҹᙗᣅޕӗࠪ⁑ර
ԕ৺ᣅޕঐ⭘ӗࠪ⁑ර˄'31⁑ර˅
࡙⭘ᣅޕӗࠪᢰᵟ⹄ウࠪਓ࣐٬઼ࠪਓሩቡ
ъⲴᖡ૽䙊ᑨਟ࡙⭘ྲл䶎ㄎҹරᣅޕӗࠪ⁑
ර䘋㹼˖
䘉њ⁑රⲴ㓿⍾ٷ䇮Ѫˈᮤњ㓿⍾Ѫа
њᮤփˈٷᇊḀњ䜘䰘Ⲵӗ૱н㇑ަ⭘䙄ྲօˈ
н㇑ᱟ⭘Ҿ⎸䍩ǃᣅ䍴ᡆ⭘Ҿࠪਓㅹˈሩѝ䰤ᣅ
ޕ૱઼ᴰࡍᣅޕ૱Ⲵ⎸㙇㌫ᮠ䜭਼Ǆֻྲˈ⭏
ӗⲴ䫒ᶀн㇑ᱟ⭘Ҿഭ⭏ӗ⎸㙇ǃ⭘Ҿ࣐ᓃ
ᆈᡆ⭘Ҿࠪਓˈަሩഭᶀᯉǃ⭥࣋ㅹⲴ⎸㙇㌫
ᮠˈሩ䘋ਓӗ૱Ⲵ⎸㙇㌫ᮠˈԕ৺অսӗࠪⲴઈ
ᐕ㯚䞜ǃ⭏ӗ〾߰仍ǃപᇊ䍴ӗᣈᰗ઼䘀㩕։
ㅹ䜭ٷᇊ਼Ǆ
ⴞࡽ䘉њ⁑රᐢ㻛ᒯ⌋䟷⭘ǄสҾ㖾ഭ୶
࣑䜘㓿⍾࠶᷀ተਁᐳⲴ8㺘˄8VH7DEOH˅઼9
㺘 ˄0DNH 7DEOH˅ ԕ৺䘋ਓ⁑ර ˄LPSRUWV
PDWUL[˅ㅹ䍴ᯉˈᡁԜ㕆ࡦҶ㖾ഭǃ
ǃǃǃㅹᒤᓖⲴ䶎ㄎҹරᣅޕӗࠪ
㺘Ǆ䇑㇇Ҷᒤ㖾ഭ⇿㖾ࠪݳਓᑖ
ᶕⲴ࣐٬઼ቡъ˄㾻䱴Ԧ˖ѝഭ઼㖾ഭࠪਓሩ
࣐٬઼ቡъᖡ૽≷ᙫ㺘ü˅Ǆ
KWWSZZZEHDJRYEHDGQLRBDQQXDOKWP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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ѝഭࠪਓⲴ䟽㾱⢩⛩ѻаᱟ࣐ᐕ䍨᱃ࠪਓঐ
ࠪਓᙫ仍Ⲵ∄䟽ᖸབྷˈ࣐ᐕࠪਓ૱Ⲵ⎸㙇㔃ᶴо
┑䏣ഭ䴰≲Ⲵӗ૱ᐞ࡛ᶱབྷˈഐ㘼ᡁԜᨀࠪ৽
᱐࣐ᐕ䍨᱃Ⲵ䶎ㄎҹරᣅޕঐ⭘ӗࠪ⁑රǄަṬ
ᔿ㿱മ㺘
൘മ㺘ѝˈѝഭᮤњഭ⭏ӗ࠶Ѫйབྷ䜘
࠶˖⭘Ҿഭ䴰≲Ⲵ⭏ӗ ' ǃ࣐ᐕࠪਓ⭏ӗ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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ᡁԜ䇔Ѫᓄ䟷⭘ᣅޕঐ⭘ӗࠪ⁑ර '31⁑
ර ᡆ'3⁑රᶕ⹄ウѝഭࠪਓሩ࣐٬઼ቡъⲴ
ᖡ૽ˈަഐྲл˖
ㅜаǃѝഭࠪਓᙫ仍ѝᴹˁᐖਣᱟ࣐ᐕࠪ
ਓǄ࣐ᐕࠪਓ⭏ӗоަԆӗ૱⭏ӗⲴ⎸㙇㔃ᶴᆈ
൘ᖸབྷᐞᔲ˗࣐ᐕࠪਓ⭏ӗѝ⎸㙇Ⲵ䘋ਓᶀᯉ઼
䴦䜘ԦㅹᡰঐⲴ∄䟽ᖸབྷˈֻྲᒤ࣐ᐕࠪਓ
⎸㙇Ⲵ䘋ਓ૱㓖ঐ࣐ᐕࠪਓᙫ仍Ⲵˁˈ㘼
࣐٬䜘࠶∄䟽ᖸሿˈਚঐˁǄ൘ѝഭሩ㖾ࠪਓ
ѝˈ࣐ᐕࠪਓ∄ֻᴤᱟ儈䗮ᐖਣǄഐ↔ˈ൘⹄

ࠪਓ࣐٬Ⲵ䇑㇇㔃᷌
ᵜᣕ࡙⭘ѝഭ৽᱐࣐ᐕ䍨᱃Ⲵ䶎ㄎҹරᣅ
ޕӗࠪ㺘⍻㇇Ҷǃǃǃǃ
ǃ઼ᒤѝഭᙫࠪਓ઼ሩ㖾䍗⢙ࠪਓሩ
ѝഭ*'3઼ቡъⲴࣘ⭘˄㔃᷌㿱䱴Ԧ˖ѝഭ
઼㖾ഭࠪਓሩ࣐٬઼ቡъᖡ૽≷ᙫ㺘ü
˅Ǆⴞࡽ઼ᒤѝഭ৽᱐࣐ᐕ䍨᱃Ⲵ
䶎ㄎҹරᣅޕӗࠪ㺘ᐢ⭡ഭᇦ㔏䇑ተ઼ѝഭ、
ᆖ䲒䙊䗷䈳ḕ䍴ᯉ㕆ࡦ㘼ᡀǄ൘↔สкˈᡁԜ
䘋а↕࡙⭘ഭᇦ㔏䇑ተޜᐳⲴᒤǃᒤ઼
ޣҾᣅޕӗࠪᢰᵟ৺৽᱐࣐ᐕ䍨᱃Ⲵ䶎ㄎҹරᣅޕঐ⭘ӗࠪ⁑ර '31
⁑ර Ⲵ䇑㇇ᯩ⌅䈧৲䰵˖ࡈ䚥ѹǃ䱸䭑ᓧǃᶘ㘐㓒ǃ䜁ഭ≹ǃߟഭ䪺ǃ
ᆻᚙ㦓ǃ⾍ඔ⾿ǃ㼤ᔪ䬱઼ୀᘇ呿ˈˈ
Ā䶎ㄎҹරᣅޕঐ⭘ӗࠪ⁑ර
৺ަᓄ⭘˖ѝ㖾䍨᱃亪ᐞ䘿㿶āˈѝഭ⽮Պ、ᆖˈㅜ;;;,ধˈㄐ㢲ㅜ
亥Ǆ

ᒤѝഭᣅޕӗࠪ㺘ˈ㔃ਸ⎧ޣ㔏䇑䍴ᯉㅹ
ަԆᮠᦞˈ࡙⭘䶎䈳ḕᯩ⌅ሶ৽᱐࣐ᐕ䍨᱃Ⲵ䶎
ㄎҹරᣅޕӗࠪ㺘ᤃኅࡠᒤǃᒤǃ
ᒤ઼ᒤˈ䘋㘼⍻㇇Ҷ䘉Ӌᒤѝഭࠪਓሩѝഭ
*'3઼ቡъⲴᖡ૽Ǆо↔਼ᰦˈ䈮仈㓴൘ᒤ
ѝഭ৽᱐࣐ᐕ䍨᱃Ⲵ䶎ㄎҹරᣅޕӗࠪ㺘ส
кˈ䙊䗷ᴤᯠ࣐٬㌫ᮠ઼ቡъ㌫ᮠˈ⍻㇇Ҷ
ᒤѝഭࠪਓሩަ*'3઼ቡъⲴࣘ⭘Ǆ
ᒤѝഭ⇿㖾ࠪݳਓᑖᶕⲴ
࣐٬Ⲵਁኅᘱ࣯৺ᒤⲴࡍ↕亴⍻ྲлമ
㺘˖
മ㺘ᒤ⇿㖾ݳѝഭࠪਓ࣐ᐕ䍨᱃઼䶎࣐
ᐕ䍨᱃ᡰᑖᶕⲴ࣐٬


࣐ᐕࠪਓ
䶎࣐ᐕࠪਓ


࣐٬˄㖾˅ݳ

ウѝഭࠪਓⲴഭ㓿⍾ᖡ૽ᰦˈᗵ享㾱ሶ࣐ᐕ䍨
᱃অ⤜࠶ࠪǄ
ㅜҼǃѝഭⲴ䶎࣐ᐕࠪਓѝᖸབྷа䜘࠶ᱟ⭡
ཆ䍴Աъ⭏ӗⲴˈ㘼ཆ䍴Աъ䶎࣐ᐕࠪਓ૱Ⲵঅ
սӗ٬⎸㙇䘋ਓ૱ᮠ仍䘌བྷҾ䍴Աъ⭏ӗ⭘
Ҿഭ䴰≲ӗ૱ሩ䘋ਓ૱Ⲵ⎸㙇Ǆ਼ᰦˈ⭏ӗ䶎
࣐ᐕࠪਓ૱Ⲵ䍴Աъᖰᖰоഭཆ㚄㌫䖳ཊˈ䘉
ӋԱъ䘋ਓҏ䖳ཊǄ⭡Ҿࠪਓ૱а㡜ާᴹ䖳儈Ⲵ
૱䍘㾱≲ˈഐ↔Ѫ؍䇱ࠪਓ૱䍘䟿ˈӗ૱⭏ӗҏ
Պ֯⭘䖳ཊⲴ䘋ਓᶀᯉǄ
ѝഭᒤ࣐ᐕࠪਓǃ䶎࣐ᐕࠪਓ઼┑䏣ഭ
䴰≲Ⲵ⭏ӗঅսӗ٬ѝⴤ᧕⎸㙇䘋ਓ૱Ⲵ∄
䟽࠶࡛Ѫǃ઼Ǆй㊫ӗ૱অսӗ
٬ѝ࣐٬∄䟽ҏᐞ䶎ᑨབྷǄᒤ࣐ᐕࠪ
ਓǃ䶎࣐ᐕࠪਓ઼┑䏣ഭ䴰≲Ⲵ⭏ӗঅսӗ٬
ѝ࣐٬∄䟽࠶࡛Ѫǃ઼Ǆ
ᡁԜ䇔Ѫ⍻㇇аഭࠪਓሩ䈕ഭ㓿⍾Ⲵᖡ૽
ᰦˈሩ㖾ഭǃ⅗ⴏㅹഭᓄ䟷⭘⁑ර˄7DEOH˅ˈ
ሩᴹ࣐ᐕࠪਓഭᇦྲ໘㾯କǃѝഭᓄ䟷⭘⁑ර
ᡆǄሩѝഭⴞࡽᓄ䟷⭘⁑රˈӺਾྲ䶎࣐ᐕࠪ
ਓ୶૱о⭘Ҿഭ䴰≲୶૱⭏ӗ൘⎸㙇㌫ᮠк
᧕䘁ᰦˈࡉਟ䟷⭘⁑රǄ























































⭡Ҿѝഭࡦ䙐ъⲴᢰᵟ≤ᒣ䙀↕ᨀ儈ˈ䜘
࠶䗷৫䶐䘋ਓⲴ䴦䜘ԦѪᴹԧṬՈ࣯Ⲵഭ
ӗ૱ᡰԓᴯˈᒤѝഭ⇿㖾࣐ݳᐕ
ࠪਓᡰᑖᶕⲴ࣐٬䙀↕кॷ䎻࣯ˈᒤ
Ѫ㖾ˈݳᒤѪ㖾ˈݳᒤѪ㖾
ˈݳᒤѪ㖾ݳǄ亴⍻ᒤሶ㔗㔝
؍ᤱ䘉њ䎻࣯Ǆ亴⍻ᒤ⇿㖾࣐ݳᐕࠪ
ਓᡰᑖᶕⲴ࣐٬Ѫ㖾ݳᐖਣǄ
࣐ᐕࠪਓ⇿㖾ݳᡰᑖᶕⲴ࣐٬к
ॷ䎻࣯Ǆѫ㾱ᖡ૽ഐ㍐ᴹҼ˖аᱟѝഭࡦ䙐≤ᒣ
ᨀ儈ˈ࣐ᐕ⭏ӗѝ⎸㙇Ⲵ䜘࠶䘋ਓ䴦䜘Ԧǃᶀᯉ
ㅹ䙀↕⭘ഭӗ૱ԓᴯǄ䘉֯ᗇ࣐ᐕࠪਓⲴ࣐٬
⦷кॷ˗ҼᱟѝഭӾъӪઈᐕ䍴≤ᒣкॷǄ
䶎࣐ᐕࠪਓ⇿㖾ݳᡰᑖᶕⲴ࣐٬∄
䖳っᇊˈնᴹሿᑵᓖкॷⲴ䎻࣯Ǆѫ㾱ᖡ૽ഐ㍐
Ѫ˖аᱟ࣐٬⦷䙀↕кॷˈѝഭӾъӪઈᐕ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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ޘ䜘ࠪਓⲴ࣐٬⦷ᘛ䙏л䱽Ǆᒤԕਾ࣐ᐕ
ࠪਓ∄䟽䙀↕л䱽ˈ࣐к࣐ᐕࠪਓ⭏ӗⲴ࣐


٬⦷кॷˈ᭵⭡മ㺘ਟ㿱ᒤԕਾѝഭࠪਓ૱
 
⭏ӗⲴ࣐٬⦷䙀↕кॷǄ




Ӿка㢲⍻㇇㔃᷌ᶕⴻˈᒤѝഭ


ࠪਓ࣐٬⦷л䱽䎻࣯ˈ㘼ᒤᵏ䰤⇿


㖾ࠪݳਓᑖᶕⲴ࣐٬䙀↕кॷ䎻࣯˄

㿱മ㺘˅Ǆ亴䇑ᒤࠪਓ࣐٬⦷Ѫˈণ

⇿㖾ࠪݳਓሶᨀഭ࣐٬㖾ݳǄ








਼ᰦ亴⍻ᒤᵏ䰤ѝഭࠪਓ૱ሩ䘋
ਓ૱Ⲵᆼ⎸ޘ㙇㌫ᮠ ⴤу䰘ॆ⦷ˈণYHUWL
≤ᒣкॷ˗Ҽᱟᡁഭ৲оॆ⨳ޘ䘋ኅˈ䘋ਓ䙏 FDO VSHFLDOL]DWLRQ VKDUH ሶл䱽䎻࣯ˈ㘼
ᘛҾӗ٬䙏ˈ䶎࣐ᐕࠪਓ⭏ӗѝሩ䘋ਓ૱⎸㙇 ሩഭӗ૱Ⲵ⎸㙇㌫ᮠሶᴹᡰᨀ儈Ǆ亴䇑ᒤࠪ
䙀↕кॷˈ䜘࠶ᣥ⎸ࡽ㘵࣐֯٬кॷⲴ䙏ᓖǄ ਓ⭏ӗሩ䘋ਓ૱Ⲵᆼ⎸ޘ㙇㌫ᮠѪǄ
亴⍻ᒤᵏ䰤ѝഭࠪਓ૱Ⲵᆼޘ
ޣҾ࣐ᐕࠪਓ࣐٬⦷ᯩ䶒˖亴⍻

࣐٬㌫ᮠ ሶкॷ䎻࣯Ǆѫ㾱ഐྲл˖
ᒤᵏ䰤࣐ᐕ䍨᱃ࠪਓ൘ѝഭࠪਓᙫ仍઼ѝഭ
аᱟ䲿⵰ѝഭࡦ䙐≤ᒣⲴᨀ儈ˈ࣐ᐕ⭏ӗ ሩ㖾䍗⢙ࠪਓᙫ仍ѝⲴ∄䟽ሶл䱽䎻࣯Ǆ亴䇑
ѝ⎸㙇Ⲵ䜘࠶䘋ਓ䴦䜘Ԧǃᶀᯉㅹሶ䙀↕⭘ഭ ᒤ࣐ᐕ䍨᱃ࠪਓ൘ѝഭࠪਓᙫ仍ѝⲴ∄䟽Ѫ
ӗ૱ԓᴯǄྲᒤ⇿㖾࣐ݳᐕࠪਓ⭏ӗ ᐖਣǄ亴⍻ᒤᵏ䰤൘࣐ᐕࠪਓ⭏
ѝⴤ᧕⎸㙇Ⲵ䘋ਓ૱Ѫ㖾ˈݳᒤѪ㖾 ӗѝሩ䘋ਓ૱Ⲵⴤ᧕⎸㙇㌫ᮠ઼ሩ䘋ਓ૱Ⲵᆼ
ݳǃᒤѪ㖾ݳǃᒤѪ㖾⎸ޘ ˈݳ㙇㌫ᮠሶл䱽䎻࣯Ǆᒤѝഭ⇿
ᒤѪ㖾ˈݳ᰾ᱮл䱽䎻࣯˄৲䰵䱴㺘$˅Ǆ 㖾࣐ݳᐕࠪਓ⭏ӗሩ䘋ਓ૱Ⲵᆼ⎸ޘ㙇Ѫ㖾
䘉֯ᗇ࣐٬⦷кॷˈӺਾ䘈ሶ؍ᤱ䘉䎻࣯Ǆ ˈݳᒤѪ㖾ݳ亴䇑ᒤ⇿㖾࣐ݳ
ҼᱟᖃࡽѝഭӾъӪઈᐕ䍴≤ᒣվˈާᴹ䖳 ᐕࠪਓ⭏ӗሩ䘋ਓ૱Ⲵᆼ⎸ޘ㙇Ѫ㖾ݳǄ亴
བྷкॷオ䰤ˈ࣐٬⦷ሶ䙀↕кॷǄ
⍻ᒤᵏ䰤⇿㖾࣐ݳᐕࠪਓ૱Ⲵᆼ
йᱟ࣐ᐕࠪਓ∄䟽л䱽䎻࣯Ǆᒤ ޘ࣐٬㌫ᮠሶкॷ䎻࣯Ǆ亴䇑ᒤ࣐ᐕࠪ
ѝഭ࣐ᐕࠪਓ仍ঐ ޘ䜘ࠪਓ仍∄䟽ᴰ儈ˈѪ ਓ࣐٬⦷Ѫˈণ⇿㖾࣐ݳᐕࠪਓ૱
ˈѻਾнᯝл䱽ˈᒤ࣐ᐕࠪਓ∄䟽л Ⲵᆼޘ࣐٬Ѫ㖾ݳǄ
䱽ࡠǄᒤ࣐ᐕࠪਓ∄䟽ሶ㔗
䢤ҾᒤѝഭঅսࠪਓࣘⲴᆼޘ
㔝䘉аᘱ࣯ˈ亴䇑ᒤ࣐ᐕࠪਓ∄䟽ሶл䱽 䶎ߌቡъᘛ䙏л䱽䎻࣯˄㿱മ㺘˅Ǆ䲿⵰ѝ
ࡠǄࠪਓ࣐٬⦷о࣐ᐕࠪਓ∄䟽ᴹ⵰ᶱ ഭࣣࣘ⭏ӗ⦷Ⲵབྷᑵᓖᨀ儈ˈ亴䇑ᒤ
ᕪⲴޣޣ㌫ˈᒤ⭡Ҿ࣐ᐕࠪਓ∄䟽ᖸվˈ ᵏ䰤ѝഭࠪਓ૱Ⲵᆼޘ䶎ߌቡъ㌫ᮠ অսࠪਓ
Ѫˈ䶎࣐ᐕࠪਓ∄䟽Ѫˈ䶎࣐ᐕ 仍ѝⴤ᧕઼䰤᧕ࣘⲴ䶎ߌቡъᮠ䟿ˈᡆ〠Ѫࠪ
ࠪਓ࣐٬⦷儈ˈ᭵ᒤޘ䜘ࠪਓ࣐٬⦷ ਓⲴ䶎ߌቡъ⦷ ሶ᰾ᱮⲴл䱽䎻࣯Ǆ亴䇑
儈Ǆ઼ᒤ࣐ᐕࠪਓ∄䟽ᘛ䙏кॷˈഐ㘼 ᒤ⇿㖾ࠪݳਓࣘⲴ䶎ߌቡъѪӪ
࣐٬˄㖾˅ݳ

മ㺘ᒤ⇿㖾ݳѝഭࠪਓᡰᑖᶕⲴ࣐٬

ࠪਓⲴᆼޘ࣐٬㌫ᮠᤷⲴᱟঅսࠪਓ仍ѝਜ਼ᴹⲴⴤ᧕઼䰤᧕Ⲵഭ
࣐٬ᮠ仍ѻ઼ˈᡆ〠Ѫࠪਓ࣐٬⦷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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অսࠪਓ仍ѝⴤ᧕઼䰤᧕ࣘⲴ䶎ߌቡъᮠ䟿ˈᡆ〠ѪࠪਓⲴ䶎ߌቡъ
⦷

മ㺘˖⇿㖾Ⲵݳѝഭᙫࠪਓǃ࣐ᐕࠪਓ઼䶎࣐ᐕࠪਓ
ࣘⲴ䶎ߌቡъ

䶎ߌቡъ˄⇿㖾ݳӪᒤ˅



࣐ᐕࠪਓ
䶎࣐ᐕࠪਓ



ᙫࠪਓ




ঐѝഭᙫ䍗⢙ࠪਓ仍Ⲵˈ䘌儈Ҿѝഭሩަ
ԆഭᇦⲴࠪਓ仍Ǆഐ↔ѝഭሩ㖾ഭⲴࠪਓሩѝഭ
Ⲵ*'3઼ቡъާᴹ䟽㾱ᖡ૽ǄสҾѝഭ৽᱐࣐
ᐕ䍨᱃Ⲵ䶎ㄎҹරᣅޕӗࠪ㺘ˈᵜᣕ⍻㇇Ҷ
ǃǃǃǃǃ઼ᒤѝ
ഭሩ㖾䍗⢙ࠪਓሩѝഭ*'3઼ቡъⲴࣘ⭘˄
㿱䱴㺘$ǃ$˅Ǆ



















ᒤˈަѝ࣐ᐕࠪਓ⇿㖾ࠪݳਓࣘⲴ䶎ߌቡ
ъѪӪᒤˈ䶎࣐ᐕࠪਓ⇿㖾ࠪݳਓ
ࣘⲴ䶎ߌቡъѪӪᒤ 㿱മ㺘 Ǆ
ӾᙫࠪਓࣘⲴ䶎ߌቡъᶕⴻ˖ᒤᡁഭ
ࠪਓᙫ٬Ѫӯ㖾⇿ˈݳ㖾ࠪݳਓ
ࣘⲴ䶎ߌቡъѪӪᒤˈަѝⴤ᧕ࣘⲴ䶎ߌ
ቡъѪӪᒤˈ䰤᧕ࣘⲴ䶎ߌቡъѪӪ
ᒤǄᑖࣘⲴ䶎ߌቡъѪзӪᒤˈަѝⴤ᧕
ࣘⲴ䶎ߌቡъѪзӪᒤˈ䰤᧕ࣘⲴ䶎ߌቡ
ъѪзӪᒤǄ亴⍻ᒤᵏ䰤ѝഭࠪਓ
ࣘⲴ䶎ߌቡъᙫӪᮠሶ㕃ធкॷǄ亴䇑ᒤ
ࠪਓࣘⲴ䶎ߌቡъӪᮠѪзӪˈ䖳ᒤ
࣐зӪˈᒤᒣ൷䮯䙏ᓖѪǄ

ѝഭሩ㖾ࠪਓሩѝഭ㓿⍾઼ቡ
ъⲴᖡ૽৺ѝ㖾䍨᱃亪ᐞ
࡙⭘ᣅޕঐ⭘ӗࠪ⁑ර˄'31⁑ර˅઼䶎ㄎҹර
ᣅޕӗࠪ⁑රᡁԜ࠶࡛䇑㇇Ҷᒤѝ㖾
єഭ⇿㖾ࠪݳਓᑖᶕⲴ࣐٬˄㾻䱴Ԧ˅Ǆ

ѝഭሩ㖾䍗⢙ࠪਓሩѝഭ*'3઼ቡъ
Ⲵᖡ૽࠶᷀
㖾ഭаⴤᱟѝഭᴰѫ㾱Ⲵ䍨᱃ՉդǄṩᦞǉѝഭ
㔏䇑ᒤ䢤Ǌˈᒤѝഭሩ㖾䍗⢙ࠪਓ仍㓖

ѝഭሩ㖾ⴤ᧕䍗⢙ࠪਓሩѝഭ*'3઼ቡъⲴᖡ૽
ྲ䱴Ԧᡰ⽪ˈᒤѝഭሩ㖾ഭ㖾᧕ⴤݳ
䍗⢙ࠪਓ㜭Ѫѝഭᑖᶕ 㖾ݳ࣐٬઼
ӪᒤⲴ䶎ߌቡъˈվҾѝഭ㖾ޘݳ䜘ࠪਓ
ᑖᶕⲴ࣐٬˄㖾઼˅ݳ䶎ߌቡъ˄Ӫ
ᒤ˅˄઼ਾ䶒㺘Ṭѝᮠᦞна㠤˅Ǆަѝањѫ
㾱ഐᱟѝഭሩ㖾ࠪਓѝⲴ࣐ᐕ䍨᱃ࠪਓ∄䟽䖳
儈ˈᒤѪˈ儈ࠪѝഭࠪਓѝ࣐ᐕ䍨᱃∄
䟽њⲮ࠶⛩Ǆ
Ӿн਼ᰦ䰤⇥ᶕⴻˈоѝഭঅսޘ䜘ࠪਓ㊫
լˈѝഭሩ㖾ഭ㖾᧕ⴤݳ䍗⢙ࠪਓᑖᶕⲴ
࣐٬⧠ݸл䱽ਾкॷⲴ8රਈॆˈ⭡ݸ
ᒤⲴ㖾ݳл䱽㠣ᒤⲴ㖾❦ˈݳਾ৸к
ॷࡠᒤⲴ㖾ݳǄ㘼⭡Ҿѝഭࣣࣘ⭏ӗ⦷
Ⲵнᯝᨀ儈ˈѝഭሩ㖾ഭ㖾᧕ⴤݳ䍗⢙ࠪ
ਓᑖᶕⲴ䶎ߌቡъ䲿ᰦ䰤нᯝ䱽վǄ
ᡁԜ䘋а↕⍻㇇Ҷѝഭሩ㖾ᙫⴤ᧕䍗⢙ࠪ
ਓሩѝഭ*'3઼䶎ߌቡъⲴᖡ૽˄㿱മ㺘˅Ǆ㔃
᷌㺘᰾ѝഭሩ㖾䍗⢙ࠪਓሩѝഭ*'3઼䶎ߌቡъ
ާᴹᱮ㪇Ⲵ׳䘋⭘Ǆᒤѝഭሩ㖾ⴤ᧕䍗
⢙ࠪਓᙫ٬Ѫӯ㖾ޡˈݳѪѝഭᑖᶕ
ӯ㖾Ⲵݳ࣐٬ˈ㓖ঐѝഭᖃᒤ*'3Ⲵ˗Ѫ
ѝഭᑖᶕзӪᒤ䶎ߌቡъˈ㓖ঐᖃᒤѝഭ
ޘ䜘䶎ߌቡъӪᮠⲴǄüᒤѝഭ
ሩ㖾䍗⢙ࠪਓᙫ٬伎䙏ਁኅˈᒤᒣ൷ѹ䮯⦷
儈䗮˗ަᑖᶕⲴѝഭ࣐٬ҏ䮯䗵䙏ˈ
⭡ᒤⲴӯ㖾ݳ䮯ࡠҶᒤӯ㖾
ˈݳᒤᒣ൷ѹ䮯⦷ѪǄሩ㘼䀰ˈѝഭ
ሩ㖾ⴤ᧕䍗⢙ࠪਓᑖᶕⲴ䶎ߌቡъӪᮠ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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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ѝഭሩ㖾ⴤ᧕䍗⢙ࠪਓሩѝഭ*'3઼䶎ߌቡъⲴᖡ૽
ᒤԭ

䍗⢙ࠪਓᙫ٬
˄ӯ㖾˅ݳ

ࣘᙫ࣐٬
˄ӯ㖾˅ݳ

ঐ*'3∄䟽


䶎ߌቡъ
зӪᒤ

൘ޘ䜘䶎ߌቡъѝ∄䟽






















































































⌘˖ѝഭሩ㖾ⴤ᧕䍗⢙ࠪਓᮠᦞᶕ㠚শᒤǉѝഭ㔏䇑ᒤ䢤ǊˈަԆᮠᦞ⭡䈮仈㓴⍻㇇ᡰᗇǄ

മ㺘˖ѝഭሩ㖾ⴤ᧕䍗⢙઼ᴽ࣑ࠪਓሩѝഭ*'3઼䶎ߌቡъⲴᖡ૽
ᒤԭ

䍗⢙઼ᴽ࣑ࠪਓᙫ٬
˄ӯ㖾˅ݳ

ࣘᙫ࣐٬
˄ӯ㖾˅ݳ





















ঐ*'3∄䟽


䶎ߌቡъ
зӪᒤ

൘ޘ䜘䶎ߌቡъѝ∄
䟽





























⌘˖ѝഭሩ㖾ⴤ᧕䍗⢙ࠪਓᮠᦞᶕ㠚শᒤǉѝഭ㔏䇑ᒤ䢤Ǌˈᴽ࣑ࠪਓᮠᦞᶕ㠚㖾ഭ㓿⍾࠶᷀ተ˄%($˅ˈަԆᮠᦞ⭡䈮仈㓴⍻㇇ᡰᗇǄ

䰤Ⲵ᧘〫㘼䙏᭮㕃ˈӵ⭡ᒤⲴзӪᒤ
࣐ࡠᒤⲴзӪᒤˈᒤᒣ൷䮯䙏ᓖӵ
ѪǄ䘉ѫ㾱ᱟ⭡Ҿঅս䍗⢙ࠪਓࣘⲴ䶎
ߌቡъ䲿ᰦ䰤᰾ᱮл䱽ᡰ㠤Ǆ⢩࡛ൠˈᒤԕ
ਾˈѝഭሩ㖾ⴤ᧕䍗⢙ࠪਓࣘⲴ䶎ߌቡъᙫᮠ
л䱽ᘱ࣯ˈ䘉㺘᰾Ҷѝഭࣣࣘ⭏ӗ⦷ᨀ儈Ⲵ䙏
ᓖᘛҾѝഭሩ㖾䍗⢙ࠪਓⲴ䙏ᓖǄ
മ㺘ѝㅜࡇ઼ᴰਾаࡇ࠶࡛ኅ⽪Ҷѝഭ
ሩ㖾䍗⢙ࠪਓᑖᶕⲴ࣐٬઼䶎ߌቡъ൘ѝഭ
*'3઼ᙫ䶎ߌቡъѝⲴ∄䟽Ǆ䘉Ӌᮠᦞ㺑䟿Ҷѝ
ഭሩ㖾䍗⢙ࠪਓሩѝഭ㓿⍾઼䶎ߌቡъⲴ䟽㾱
〻ᓖǄ㔃᷌㺘᰾ᒤԕᶕˈѝഭሩ㖾䍗⢙ࠪਓ
൘ѝഭ*'3઼䶎ߌቡъѝⲴ䟽㾱ᙗ൷⧠ݸкॷ
ਾл䱽Ⲵᘱ࣯ˈ⧠ق8රਈॆˈ൘ᒤ䗮ࡠ
亦ጠǄ䘉ѫ㾱ᱟ⭡Ҿᒤѻࡽѝഭሩ㖾䍗⢙ࠪ
ਓᙫ䟿䮯䗵䙏Ǆ↓ྲࡽ᮷ᡰ䈤ˈᒤѻਾˈ
ਇ䠁㶽ডᵪᖡ૽ˈѝഭሩ㖾ࠪਓҏਇࡠаᇊ〻ᓖ
Ⲵᢃࠫˈࠪਓ䙏᭮㕃ˈަሩѝഭ࣐٬઼䶎ߌ
ቡъⲴ䍑⥞⦷ҏࠪ⧠л䱽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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ѝഭሩ㖾䍗⢙઼ᴽ࣑ࠪਓሩѝഭ㓿⍾Ⲵ䍑⥞
ѝഭሩ㖾ഭ㖾ݳ䍗⢙઼ᴽ࣑ࠪਓࣘⲴѝ
ഭ࣐٬઼ቡъྲ䱴Ԧ$ᡰ⽪Ǆਟⴻ࣐ࠪޕᴽ࣑
ࠪਓਾˈѝഭሩ㖾অսࠪਓሩѝഭ࣐٬઼ቡъ
Ⲵࣘ൷ᴹᡰкॷˈ䘉ѫ㾱ᱟ⭡Ҿᴽ࣑ӗ૱Ⲵᆼ
ޘ࣐٬㌫ᮠ઼ᆼޘቡъ㌫ᮠ䖳儈ᡰ㠤Ǆ
䲿⵰ᰦ䰤Ⲵ᧘〫ˈᒤԕਾˈѝഭሩ㖾অ
սࠪਓࣘⲴ࣐٬䲿ᰦ䰤нᯝкॷˈ㘼ࣘⲴ
䶎ߌቡъࡉнᯝл䱽Ǆ
ᡁԜ䘋а↕⍻㇇Ҷѝഭሩ㖾ᙫࠪਓሩѝഭ
*'3઼䶎ߌቡъⲴᖡ૽˄㿱മ㺘˅Ǆᒤѝഭ
ሩ㖾䍗⢙઼ᴽ࣑ࠪਓᙫ٬Ѫӯ㖾ޡˈݳѪ
ѝഭᑖᶕӯ㖾Ⲵݳ࣐٬ˈ㓖ঐѝഭᖃᒤ
*'3Ⲵˈ∄ӵṨ㇇䍗⢙ࠪਓᖡ૽ᰦⲴ∄䟽
ᨀ儈њⲮ࠶⛩˗ѪѝഭᑖᶕзӪᒤ䶎
ߌቡъˈ㓖ঐᖃᒤѝഭޘ䜘䶎ߌቡъӪᮠⲴ
Ǆüᒤѝഭሩ㖾䍗⢙઼ᴽ࣑ࠪਓ
ᑖᶕⲴѝഭ࣐٬䮯䗵䙏ˈ⭡ᒤⲴӯ
㖾ݳ䮯ࡠҶᒤӯ㖾ˈݳᒤᒣ൷ѹ

䮯⦷ѪǄ㘼ѝഭሩ㖾䍗⢙઼ᴽ࣑ࠪਓᑖᶕ
Ⲵ䶎ߌቡъӪᮠ䲿ᰦ䰤䮯䖳㕃ˈᒤᒣ൷䮯
䙏ᓖӵѪǄ
ѝഭሩ㖾ᙫ䍗⢙ࠪਓ वᤜ䖜ਓ ሩѝഭ㓿⍾
Ⲵ䍑⥞
൘ѝ㖾䍨᱃ѝˈᴹᖃа䜘࠶୶૱ᱟӾѝഭ㓿䗷
俉䖜ਓˈ❦ਾࠪਓࡠ㖾ഭⲴǄ䘉䜘࠶ࠪਓ൘ѝ
ഭ⎧ޣ㔏䇑ѝᒦᵚ㔏䇑Ѫѝഭሩ㖾ഭⲴࠪਓǄഐ
↔ѪҶᴤ߶⺞ൠ৽᱐ѝ㖾䍨᱃ሩѝഭ㓿⍾઼ቡ
ъⲴᖡ૽ˈ਼ᰦѪ⍻㇇ѝ㖾䍨᱃亪ᐞˈ༷߶ڊᵜ
ᣕ਼ᰦ⍻㇇Ҷѝഭሩ㖾ᙫ䍗⢙ࠪਓ˄वਜ਼Ӿ俉
䖜ਓ˅ሩѝഭ㓿⍾઼ቡъⲴᖡ૽Ǆѝഭ㓿俉
ੁ㖾ഭⲴ䖜ਓ䍗⢙仍ᶕ㠚Ҿ俉⎧ޣ㔏䇑ˈն䘉
䜘࠶ࠪਓ仍ᱟ᤹➗俉Ⲵየԧ˄)2%˅㔏䇑Ⲵˈ
оѝഭ⎧ޣ㔏䇑Ⲵѝഭ)2%ԧṬна㠤Ǆഐ↔ᡁ
Ԝ䴰㾱ሶ䘉䜘࠶䖜ਓ䍗⢙仍䘋㹼ԧṬ༴⨶ǄᡁԜ
俆⭘࡙ݸ俉ᨀⲴѝഭབྷ䱶㓿俉ੁ㖾ഭ䖜
ਓ䍗⢙൘俉Ⲵ䘀䍩઼⍱䙊䍩ᮠᦞˈᢓ䲔䖜ਓ䍗
⢙ԧ٬൘俉Ⲵ䘀䍩઼⍱䙊䍩ˈӾ㘼ሶަ䖜ॆ
Ѫ᤹➗俉ࡠየԧ˄&,)˅㔏䇑Ⲵ䖜ਓ䍗⢙ԧṬˈ
❦ਾᢓ䲔ѝഭሶ䍗⢙䘀ᖰ俉Ⲵ䘀䍩઼⍱䙊
䍩˄ٷ䇮䘀䍩઼⍱䙊䍩ঐѝഭ)2%ԧṬⲴ˅ˈ䘋
㘼ᗇࡠ᤹➗ѝഭ)2%ԧṬ㔏䇑Ⲵѝഭ㓿俉ੁ㖾
ഭ䖜ਓⲴ䍗⢙仍Ǆ
䱴Ԧᱮ⽪ˈᒤѝഭሩ㖾ഭ㖾ݳᙫ
䍗⢙ࠪਓ㜭Ѫѝഭᑖᶕ㖾Ⲵݳ࣐٬઼
Ӫᒤ䶎ߌቡъˈ࠶࡛∄ѝഭሩ㖾ഭ㖾ⴤݳ
᧕䍗⢙ࠪਓᑖᶕⲴ࣐٬઼䶎ߌቡъቁ㖾઼ݳ
ӪᒤǄ䘉ѫ㾱ᱟഐѪѝഭ㓿俉ੁަԆഭ
ᇦ䖜ਓ䍗⢙ѝ࣐ᐕࠪਓ∄䟽䖳儈ᕅ䎧Ⲵˈᒤ
䈕∄䟽ѪǄ
਼ᰦˈᡁԜਟԕ⍻㇇ࠪѝഭሩ㖾ഭޘ䜘䍗⢙
ࠪਓሩѝഭ*'3઼ቡъⲴᖡ૽˄㿱മ㺘˅Ǆ㔃᷌
ṩᦞᮠᦞᱮ⽪ˈᒤѝഭሩ㖾ⴤ᧕䍗⢙ࠪਓѝ࣐ᐕࠪਓ∄䟽ˈоѝഭ
㓿俉ੁ㖾ഭ䖜ਓ䍗⢙ѝ࣐ᐕࠪਓ∄䟽ᐞᖸሿˈ൘ࠪਓ୶૱㔃ᶴⲴᖡ
૽лˈᒤѝഭੁ㖾ഭঅսᙫ䍗⢙ࠪਓ∄ѝഭੁ㖾ഭঅսⴤ᧕䍗⢙ࠪ
ਓѪѝഭᑖᶕⲴ࣐٬㾱ཊǄ

ᱮ⽪ˈǃ઼ᒤˈѝഭሩ㖾ޘ䜘䍗⢙
ࠪਓਟԕ࠶࡛Ѫѝഭᑖᶕӯ㖾ݳǃӯ
㖾઼ݳӯ㖾Ⲵݳ࣐٬ˈ࠶࡛ঐᖃᒤѝഭ
*'3ᙫ䟿Ⲵǃ઼˗ਟԕ࠶࡛Ѫѝ
ഭᑖᶕзӪᒤǃзӪᒤ઼зӪᒤ
Ⲵ䶎ߌቡъˈ࠶࡛ঐᖃᒤѝഭ䶎ߌቡъᙫ䟿Ⲵ
ǃ઼Ǆሩ∄ѝഭሩ㖾ⴤ᧕ࠪਓ
ᑖᶕⲴ࣐٬઼ቡъˈਟԕⴻࠪˈྲ᷌वਜ਼ѝഭ
㓿俉ੁ㖾ഭⲴ䖜ਓ䜘࠶ˈѝഭሩ㖾䍗⢙ᙫࠪਓ
ࣘⲴ࣐٬࣐üˈࣘⲴ䶎ߌቡъ
࣐Ǆਖཆˈ㔃਼᷌ᰦ䈤᰾ˈণ֯वᤜѝ
ഭ㓿俉ੁ㖾ഭ䖜ਓⲴ䍗⢙䜘࠶ˈ䘁Ӌᒤᶕˈѝ
ഭሩ㖾ഭᙫ䍗⢙ࠪਓࣘⲴѝഭ*'3઼䶎ߌቡъ
൘ѝഭᙫ*'3઼䶎ߌቡъѝⲴ∄䟽ӽ⧠нᯝл
䱽䎻࣯Ǆ

ѝ㖾䍗⢙䍨᱃亪ᐞ
ѝ㖾䍨᱃нᒣ㺑䰞仈аⴤ༷ਇᆖ㘵⌘ޣǄṩᦞѝ
ഭ⎧ޣ㔏䇑ˈᒤѝ㖾䍗⢙䍨᱃亪ᐞ˄ѝഭሩ
㖾䍗⢙ࠪਓᙫ䟿߿৫ѝഭӾ㖾ഭ䍗⢙䘋ਓᙫ䟿˅
Ѫӯ㖾ݳǄ㘼ṩᦞ㖾ഭ⎧Ⲵޣ㔏䇑ˈ
ᒤѝ㖾䍗⢙䍨᱃亪ᐞ˄㖾ഭӾѝഭ䍗⢙䘋ਓᙫ䟿
߿৫㖾ഭሩॾ䍗⢙ࠪਓᙫ䟿˅Ѫӯ㖾ݳǄն
ᱟ⭡Ҿѝ䰤૱䍨᱃Ⲵབྷ䟿ᆈ൘ˈԕ䘋ਓ઼ࠪਓᙫ
٬Ѫḷ߶Ⲵ䍨᱃㔏䇑ᐢ㓿䙐ᡀѕ䟽Ⲵ䟽༽䇑㇇䰞
仈Ǆഐ↔ᓄԕ䘋ࠪਓ䍨᱃ѝⲴഭഭ࣐٬ᶕ
Ѫ㺑䟿䍨᱃ᒣ㺑Ⲵḷ߶ˈᵜᣕሶ࡙⭘䍨᱃ѝ
Ⲵ࣐٬ᯩ⌅ሩѝ㖾䍨᱃亪ᐞ䘋㹼䟽ՠǄ
䲔↔ѻཆˈ↓ྲᡁԜѻࡽᡰ䈤Ⲵ䛓ṧˈ൘ѝ
㖾䍨᱃ѝˈᴹᖃа䜘࠶୶૱ᱟ㓿䗷俉䖜ਓˈ
ѪҶᴤ߶⺞ൠ৽᱐ѝ㖾䍨᱃亪ᐞˈᵜᣕ൘⍻㇇
ᰦ㘳㲁Ҷѝഭབྷ䱶㓿俉ੁ㖾ഭⲴ䖜ਓ઼㖾ഭ
㓿俉ੁѝഭབྷ䱶Ⲵ䖜ਓ୶૱ˈᒦ਼ᰦवᤜҶѝ
ഭ㓿俉䖜䘀ࡠ㖾ഭⲴࠪਓ୶૱˄䙄㓿俉ਓ
KWWSILQDQFHFKLQDFRPFQQHZVVSHFLDO
MMVMVKWPOǄ
KWWSZZZFHQVXVJRYIRUHLJQWUDGHEDODQFHFKWPO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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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ѝ㖾䍗⢙䍨᱃亪ᐞ䇑㇇






᤹䍗⢙ࠪਓᙫ٬
䇑㇇
˄ӯ㖾˅ݳ

࣐᤹٬䇑㇇
˄ӯ㖾˅ݳ

ѝഭሩ㖾䍗⢙ࠪਓ





ަѝ˖ⴤ᧕ࠪਓ







㓿俉䖜ਓ







ࠪਓ㊫

㖾ഭሩॾ䍗⢙ࠪਓ



ަѝ˖ⴤ᧕ࠪਓ



㓿俉䖜ਓ
ѝ㖾䍨᱃亪ᐞ



࣐᤹٬䇑㇇
˄ӯ㖾˅ݳ

᤹䍗⢙ࠪਓᙫ٬
䇑㇇
˄ӯ㖾˅ݳ

࣐᤹٬䇑㇇
˄ӯ㖾˅ݳ


















᤹䍗⢙ࠪਓᙫ٬
䇑㇇
˄ӯ㖾˅ݳ


















⌘˖ѝഭሩ㖾ⴤ᧕䍗⢙ࠪਓᮠᦞᶕ㠚Ҿѝഭ⎧˗ޣ㖾ഭሩॾⴤ᧕䍗⢙ࠪਓᮠᦞᶕ㠚Ҿ86,7&˗ѝഭ઼㖾ഭ㓿䗷俉ੁሩᯩⲴ䖜ਓᮠᦞᶕ㠚Ҿ俉⎧ޣ㔏䇑ǄᒤѝഭޜᐳⲴӾ㖾
ഭ䘋ਓⲴ䍗⢙ᙫ仍Ѫӯ㖾ˈݳ㖾ഭޜᐳⲴӾѝഭ䘋ਓⲴԕ&,)㔏䇑Ⲵ䍗⢙ᙫ仍Ѫӯ㖾ݳǄᒤѝഭޜᐳⲴӾ㖾ഭ䘋ਓⲴ䍗⢙ᙫ仍Ѫӯ㖾ˈݳ㖾ഭޜᐳⲴӾѝഭ䘋ਓ
Ⲵ䍗⢙ᙫ仍Ѫӯ㖾ݳǄᒤѝഭޜᐳⲴӾ㖾ഭⲴ䘋ਓ䍗⢙ᙫ仍Ѫӯ㖾˗ݳ㖾ഭޜᐳⲴӾѝഭ䘋ਓⲴ䍗⢙ᙫ仍Ѫӯ㖾ݳǄ

የˈᵚ㻛俉⎧ޣ㔏䇑Ⲵ䜘࠶˅ǄѪ䚯ݽԧṬ䰞
仈ሩ㺑䟿ѝ㖾䍨᱃нᒣ㺑Ⲵᖡ૽ˈᵜᣕѝˈѝ
ഭሩ㖾ഭⲴࠪਓ˄वᤜ䖜ਓ˅ԕ৺㖾ഭሩѝഭⲴ
ࠪਓ˄वᤜ䖜ਓ˅൷ԕ)2%ԧṬ䇑㇇Ǆ㓿䗷а㌫ࡇ
ᮠᦞ༴⨶ਾਟ⸕ˈྲ᤹᷌➗䍨᱃ᙫ䟿㔏䇑ˈ
ᒤѝ㖾䍨᱃亪ᐞ㓖Ѫӯ㖾ݳǄṩᦞᡁԜⲴ
⍻㇇㔃᷌˄㿱മ㺘˅ˈᒤѝഭሩ㖾ഭ
㖾ࠪݳਓਟԕѪѝഭᑖᶕ㖾ݳ࣐٬ˈ㖾ഭ
ሩѝഭ㖾ࠪݳਓਟԕѪ㖾ഭᑖᶕ㖾ݳ
࣐٬ˈࡽ㘵ӵѪਾ㘵Ⲵ 㿱മ㺘 Ǆഐ↔࡙
⭘࣐٬ᯩ⌅⍻㇇ਟ⸕ˈᒤѝ㖾䍨᱃亪ᐞѪ
ӯ㖾ࠪ➗᤹∄ˈݳਓᙫ仍⍻㇇˄ӯ㖾
߿˅ݳቁᐖਣǄ
᤹➗ࠪਓᙫ䟿㔏䇑ˈᒤѝ㖾䍗⢙䍨᱃亪
ᐞѪӯ㖾ަˈݳѝѝഭੁ㖾ഭࠪਓӯ
㖾˄ݳवᤜ俉䖜ਓ˅ˈ㖾ഭੁѝഭࠪਓӯ㖾
˄ݳवᤜ俉䖜ਓ˅˗ᒤѝഭሩ㖾ഭ㖾
ࠪݳਓਟԕѪѝഭᑖᶕ㖾ݳ࣐٬ˈ㖾ഭሩ
ѝഭ㖾ࠪݳਓਟԕѪ㖾ഭᑖᶕ㖾ݳ
࣐٬ˈࡽ㘵ӵѪਾ㘵ⲴǄഐ↔᤹➗࣐٬
ᯩ⌅㔏䇑ˈѝഭੁ㖾ഭࠪਓӯ㖾˄ݳवᤜ俉
䖜ਓ˅ˈ㖾ഭੁѝഭࠪਓӯ㖾˄ݳवᤜ俉
䖜ਓ˅ˈᒤѝ㖾䍨᱃亪ᐞѪӯ㖾ݳǄ࡙⭘
࣐٬ᯩ⌅⍻㇇Ⲵѝ㖾䍨᱃亪ᐞо᤹➗ࠪਓᙫ
٬Ⲵ㔏䇑∄߿ቁǄᒤѝ㖾䍗⢙䍨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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亪ᐞѪӯ㖾ݳǄѝഭሩ㖾ഭ㖾ࠪݳਓ
˄वᤜӾ俉䖜ਓ˅ਟԕѪѝഭᑖᶕ㖾ݳ
࣐٬ˈ㖾ഭሩѝഭ㖾ࠪݳਓ˄वᤜӾ俉䖜
ਓ˅ਟԕѪ㖾ഭᑖᶕ㖾ݳ࣐٬ˈࡽ㘵ӵѪਾ
㘵ⲴǄ㔃᷌ᱮ⽪ˈᒤ࡙⭘࣐٬ᯩ⌅⍻
㇇Ⲵѝ㖾䍨᱃亪ᐞ∄᤹➗ࠪਓᙫ٬㔏䇑Ⲵ߿ቁ
Ǆ
亴䇑ᒤѝ㖾ৼ䗩䍨᱃ѝˈѝഭੁ㖾ࠪ
ਓ࣐٬⦷Ѫˈণ⇿㖾ݳѝഭੁ㖾ࠪ
ਓˈሶᨀഭ࣐٬㖾ˈݳᑖᶕњቡ
ъǄ㖾ഭሩॾࠪਓ࣐٬⦷Ѫˈণ⇿㖾
ݳѝഭੁ㖾ࠪਓˈሶᨀഭ࣐٬㖾ˈݳᑖ
ᶕњቡъǄᙫⲴᶕ䈤ˈᒤѝ㖾ৼ䗩䍨
᱃ሶ㔉ѝഭᨀӯ㖾Ⲵݳഭ࣐٬ˈঐ
ѝഭᖃᒤ*'3˄зӯ㖾ˈⲴ˅ݳзњ
ቡъս˗ᒤѝ㖾ৼ䗩䍨᱃ሶ㔉㖾ഭᨀഭ
࣐٬ӯ㖾Ⲵݳഭ࣐٬ˈঐ㖾ഭᖃ
ᒤ*'3˄зӯ㖾ˈⲴ˅ݳᨀ㓖зњ
ቡъսǄ

ѝഭ䎤㖾⑨ሩ㖾ഭഭ࣐٬઼ቡ
ъⲴᖡ૽
䘁ᒤᶕˈѝഭ䎤㖾⑨Ӫᮠ◰ˈ䎤㖾⑨㣡䍩
ҏᘛ䙏䮯Ǆᦞ㖾ഭ୶࣑䜘ޜᐳˈᒤѝഭ䎤

㖾ӪᮠਚᴹзӪˈࡠᒤ䗮ࡠзӪˈ
䮯ҶǄѝഭ䎤㖾⑨㣡䍩ҏӾᒤⲴ
ӯ㖾ݳ䮯ࡠᒤⲴӯ㖾ˈݳᒤᒣ
൷䮯Ǆѝഭᐢ㓿ᡀѪ㖾ഭ⑨ᐲ൪ਁኅ
ᴰᘛⲴഭᇦǄṩᦞ㖾ഭ୶࣑䜘⑨㿲ޜ࣎ݹᇔ
Ⲵᣕᱮ⽪ˈᒤѝഭབྷ䱶䎤㖾⑨ᇒӪ൷⎸䍩
仍൘㖾ഭࡽॱབྷ⑨ᇒⓀᐲ൪ѝսትㅜаǄ
ᒤˈѝഭࡠ㖾ഭ⑨ӪᮠѪзӪˈ
ᙫ⎸䍩Ѫӯ㖾ˈݳӪ൷⎸䍩㖾ݳǄ㘳
㲁ࡠѝഭӪ൘㖾ഭ⑨Ⲵ⎸䍩㔃ᶴоц⭼ഭ
䎤㖾⑨ᇒᒣ൷Ⲵ⑨⎸䍩㔃ᶴн਼ˈ⎸䍩䍝⢙ঐ
ࡠ䖳བྷ⎸䍩∄䟽ˈ㘼ަԆⲴ䜘࠶⎸䍩≤ᒣਟ㜭䖳
վǄᡁԜՠ㇇ѝഭ⑨ᇒ⎸䍩㔃ᶴѪ˖䴦୶૱⎸
䍩ঐࡠˈտᇯঐˈ㡚オ䘀䗃ঐˈ佀侞⎸
䍩ঐˈަ։⎸䍩㓖ঐǄ࡙⭘㖾ഭ䶎ㄎ
ҹරᣅޕӗࠪ㺘䇑㇇㔃᷌ྲл˖
൘Ӫ൷⎸䍩Ѫ㖾ݳᛵߥлˈṩᦞᡁԜ
⍻㇇ˈѝഭӪ৫㖾ഭ⑨⇿࣐зӪˈࣘⲴ
ᆼޘ࣐٬Ѫӯ㖾ަˈݳѝⴤ᧕࣐٬Ѫ
ӯ㖾˗ݳࣘⲴᆼޘቡъᮠѪзӪᒤˈ
ަѝⴤ᧕ቡъᮠѪзӪᒤǄ
㘳㲁ࡠ⑨ሩ㓿⍾઼ቡъⲴࣘ⭘൘ᖃ
ᒤᒦн㜭ޘ䜘ᱮ⧠ࠪᶕˈᡁԜ਼ᰦ⍻㇇Ҷ㘳㲁ᰦ
┎ᰦˈѝഭӪ৫㖾ഭ⑨ሩ㖾ഭ㓿⍾઼ቡъⲴᖡ
૽Ǆ㔃᷌ᱮ⽪ˈᖃᒤ˄ㅜаᒤ˅ᖡ૽ӗ⭏Ⲵ࣐٬
઼ቡъ∄䟽࠶࡛Ѫᆼޘࣘ᭸ᓄⲴ㓖઼ˈ
ㅜҼᒤⲴ䰤᧕ᖡ૽ᡰӗ⭏Ⲵ࣐٬Ѫˈቡъ
Ѫˈ࢙։Ⲵ࣐٬઼ቡъ൷нࡠᆼޘ᭸ᓄⲴ
Ǆਟԕ䇔Ѫˈ䰤᧕ᖡ૽൘аᒤਾቡ䖳ᕡҶǄ
亴⍻ᒤᵏ䰤ѝഭ䎤㖾⑨ᒤᒣ൷
䮯ˈᒤѝഭ䎤㖾⑨ሶѪ㖾ഭᑖᶕ㓖
ӯ㖾Ⲵݳ᭦ˈޕࣘӯ㖾Ⲵݳ㖾ഭഭ
࣐٬ˈަѝⴤ᧕࣐٬ӯ㖾ˈݳѪ㖾ഭᨀ㓖
зњቡъսǄ

㖾ഭሩѝഭࠪਓߌӗ૱ሩ㖾ഭഭ
࣐٬઼ቡъⲴᖡ૽
ѝ㖾ߌӗ૱䍨᱃ਁኅ䗵䙏ˈᒤ㠣ᒤˈє
ഭߌӗ૱䍨᱃仍⭡ӯ㖾ݳ࣐ࡠӯ㖾ˈݳ
ᒤ䰤䮯Ҷ䘁ˈؽᒤ൷ᑵ儈䗮Ǆᒤˈ
ѝഭ㠚㖾ഭ䘋ਓߌӗ૱ӯ㖾ˈݳঐ㖾ഭߌӗ૱
ࠪਓᙫ仍ⲴˈѝഭᐢᡀѪ㖾ഭߌӗ૱ࠪਓㅜа
བྷⴞⲴൠǄ
㖾ഭሩѝഭࠪਓⲴߌӗ૱ѫ㾱Ѫ䉶㊫ǃỹ㣡
઼⦹㊣ǄᒤⲴ∄ֻѪ˖䉶㊫ঐˈỹ㣡ঐ
ˈ⦹㊣ঐˈй㊫ӗ૱ঐࡠ㖾ഭሩѝഭࠪ
ਓߌӗ૱ᙫ٬ⲴǄ
ᦞᡁԜ⍻㇇ˈ㖾ഭሩѝഭⴤ᧕ࠪਓӯ㖾
ߌݳӗ૱ˈሶӗ⭏ӯ㖾Ⲵݳᆼޘ࣐٬ˈަ
ѝⴤ᧕࣐٬Ѫӯ㖾˗ݳሶӗ⭏зӪᒤ
Ⲵᆼޘቡъˈަѝⴤ᧕ቡъѪзӪᒤǄ
⭡Ҿ䜘䰘⭏ӗ䗷〻䮯ᓖн਼ˈᒣ൷Ѫ
њᴸᐖਣˈ᭵ٷᇊ⇿䖞ᖡ૽Ⲵᰦ┎ѪњᴸǄٷᇊ
ࠪਓㅹ䴰≲൘ᒤѝਁ⭏ˈࡉⴤ᧕ᖡ૽઼ㅜа䖞䰤
᧕ᖡ૽൘ᖃᒤਁ⭏˗ㅜҼ䖞ࡠㅜӄ䖞䰤᧕ᖡ૽
Պ൘ㅜҼᒤਁ⭏˗ㅜޝ䖞ㅹ䰤᧕ᖡ૽൘ㅜйᒤ
ਁ⭏Ǆྲ᷌䇔Ѫ㖾ഭሩѝഭࠪਓߌӗ૱ⴤ᧕࣐
٬˄ቡъ˅઼ㅜа䖞䰤᧕ᖡ૽ӗ⭏Ⲵ࣐٬˄ቡ
ъ˅൘ㅜаᒤਁ⭏ˈࡉঐࡠᆼޘᖡ૽Ⲵᐖਣˈ
ㅜҼᒤⲴ䰤᧕ᖡ૽ࡠㅜӄ䖞ᡰӗ⭏Ⲵ࣐٬ঐ
ࡠˈ࢙։Ⲵ࣐٬нࡠ˄ᐖਣ˅Ǆਟԕ
䇔Ѫˈ䰤᧕ᖡ૽൘єᒤਾቡᖸᗞᕡҶǄ
亴䇑ᒤᵏ䰤㖾ഭሩѝഭߌӗ૱ࠪ
ਓᒤᒣ൷䮯ˈᒤ㖾ഭሩѝഭߌӗ૱ࠪ
ਓӯ㖾ˈݳࣘӯ㖾Ⲵݳ㖾ഭഭ࣐
٬ˈަѝⴤ᧕࣐٬ӯ㖾ˈݳѪ㖾ഭᨀ㓖
зњቡъսǄ

KWWSWLQHWLWDGRFJRYRXWUHDFKSDJHVGRZQORDGBGDWDB
WDEOHB&KLQDB0DUNHWB3URILOHSGI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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ԕлѪ䱴ԦǄ
䱴Ԧ˖ᒤѝഭ઼㖾ഭࠪਓሩ࣐٬઼ቡъᖡ૽≷ᙫ㺘
㺘$ѝഭ⇿ࠪਓ㖾ݳᑖᶕⲴഭ࣐٬઼ቡъ
ᒤ














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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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ਓ㊫

ѝഭ⇿ࠪਓ㖾ݳᑖᶕⲴഭ࣐٬
অս˖㖾ݳ
ⴤ᧕

䰤᧕

ޘ䜘

ѝഭ⇿ࠪਓ㖾ݳሬ㠤Ⲵⴤ᧕઼䰤᧕䘋ਓ仍
অս˖㖾ݳ
ⴤ᧕

䰤᧕

ޘ䜘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㺘$ 㔝
ᒤ














ՠ㇇

ࠪਓ㊫

ѝഭ⇿ࠪਓ㖾ݳᑖᶕⲴቡъ
অս˖Ӫᒤ
ⴤ᧕

䰤᧕

ޘ䜘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ѝഭ⇿ࠪਓ㖾ݳᑖᶕⲴ䶎ߌቡъ
অս˖Ӫᒤ
ⴤ᧕

䰤᧕

ޘ䜘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㖾ށݳӪ≁ᐱ≷⦷˄ᖃᒤᒣ൷˅Ѫ㖾ށݳӪ≁ᐱ˄ᒤ˅˄ᒤ˅˄ᒤ˅˄ᒤ˅˄ᒤ˅˄ᒤ˅઼
˄ᒤ˅Ǆ

17

㺘$ѝഭࠪਓࡠ㖾ഭ⇿㖾ݳᑖᶕⲴഭ࣐٬઼ቡъ˄वᤜ俉ࡠ㖾ഭⲴ䖜ਓ
ᒤ

ࠪਓ㊫

ѝഭ⇿ࠪਓ㖾ݳᑖᶕⲴഭ࣐٬
অս˖㖾ݳ
ⴤ᧕














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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䰤᧕

ѝഭ⇿ࠪਓ㖾ݳሬ㠤Ⲵⴤ᧕઼䰤᧕䘋ਓ仍
অս˖㖾ݳ

ޘ䜘

ⴤ᧕

䰤᧕

ޘ䜘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㺘$ 㔝
ᒤ














ՠ㇇

ࠪਓ㊫

ѝഭ⇿ࠪਓ㖾ݳᑖᶕⲴቡъ
অս˖Ӫᒤ

ѝഭ⇿ࠪਓ㖾ݳᑖᶕⲴ䶎ߌቡъ
অս˖Ӫᒤ

ⴤ᧕

䰤᧕

ޘ䜘

ⴤ᧕

䰤᧕

ޘ䜘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ѝഭ㓿俉ੁ㖾ഭ䖜ਓⲴ䍗⢙ᮠᦞ⭡俉⎧ޣ㔏䇑ᮠᦞ઼俉᭯ᓌ㔏䇑༴ᮠᦞ㓿ՠ䇑ᗇࡠ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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㺘$ѝഭੁ㖾ഭ⇿㖾᧕ⴤⲴݳ䍗⢙ࠪਓᑖᶕⲴഭ࣐٬઼ቡъ˄нवᤜ俉ࡠ㖾ഭⲴ䖜ਓ˅
ᒤ

ࠪਓ㊫

ѝഭ⇿ࠪਓ㖾ݳᑖᶕⲴഭ࣐٬
অս˖㖾ݳ
ⴤ᧕














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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䰤᧕

ѝഭ⇿ࠪਓ㖾ݳሬ㠤Ⲵⴤ᧕઼䰤᧕䘋ਓ仍
অս˖㖾ݳ

ޘ䜘

ⴤ᧕

䰤᧕

ޘ䜘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㺘$ 㔝
ᒤ














ՠ㇇

ࠪਓ㊫

ѝഭ⇿ࠪਓ㖾ݳᑖᶕⲴቡъ
অս˖Ӫᒤ
ⴤ᧕

䰤᧕

ޘ䜘

ᙫ䇑





࣐ᐕъ





䶎࣐ᐕъ





ѝഭ⇿ࠪਓ㖾ݳᑖᶕⲴ䶎ߌቡъ
অս˖Ӫᒤ
ⴤ᧕

䰤᧕

ޘ䜘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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㺘$ѝഭੁ㖾ഭ⇿㖾ࠪⲴݳਓᑖᶕⲴഭ࣐٬઼ቡъ˄वᤜⴤ᧕୶૱ࠪਓ઼ᴽ࣑ࠪਓ˅
ᒤ









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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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ਓ㊫

ѝഭ⇿ࠪਓ㖾ݳᑖᶕⲴഭ࣐٬
অս˖㖾ݳ

ѝഭ⇿ࠪਓ㖾ݳሬ㠤Ⲵⴤ᧕઼䰤᧕䘋ਓ仍
অս˖㖾ݳ

ⴤ᧕

䰤᧕

ޘ䜘

ⴤ᧕

䰤᧕

ޘ䜘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ᙫ䇑













࣐ᐕъ













䶎࣐ᐕъ













ѝഭ⇿ࠪਓ㖾ݳᑖᶕⲴቡъ
অս˖Ӫᒤ

ࠪਓ㊫

ⴤ᧕

䰤᧕

ޘ䜘

ᙫ䇑





࣐ᐕъ





ѝഭ⇿ࠪਓ㖾ݳᑖᶕⲴ䶎ߌቡъ
অս˖Ӫᒤ
ⴤ᧕

䰤᧕

ޘ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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ᙫ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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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ᐕ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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ᙫ䇑













࣐ᐕъ













䶎࣐ᐕъ













㺘$㖾ഭࠪਓᑖᶕⲴഭ࣐٬઼ቡъ
ᒤ

ࠪਓ㊫

㖾ഭ⇿ࠪਓ㖾ݳᑖᶕⲴഭ࣐٬
অս˖㖾ݳ

㖾ഭ⇿ࠪਓ㖾ݳሬ㠤Ⲵⴤ᧕઼䰤᧕䘋ਓ仍
অս˖㖾ݳ

ⴤ᧕

䰤᧕

ޘ䜘

ⴤ᧕

䰤᧕

ޘ䜘



ᙫ䇑















ᙫ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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ᙫ䇑














ՠ㇇

ᙫ䇑













⌘ˈᵜ㺘ѝࠪਓѪ䍗⢙ࠪਓᵚवᤜᴽ࣑

ᒤ

ࠪਓ㊫

㖾ഭ⇿ࠪਓ㖾ݳᑖᶕⲴቡъ
অս˖Ӫᒤ
ⴤ᧕

㖾ഭ⇿ࠪਓ㖾ݳᑖᶕⲴ䶎ߌቡъ
অս˖Ӫᒤ

䰤᧕

ޘ䜘

ⴤ᧕

䰤᧕

ޘ䜘



ᙫ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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ᙫ䇑















ᙫ䇑














ՠ㇇

ᙫ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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ᒤⲴ,2㺘ⴞࡽ䘈⋑ᴹޜᐳˈ࠶,2䜘䰘Ⲵࠪਓᮠᦞҏ⋑ᴹޜᐳˈ䘉䟼֯⭘Ⲵᱟ+76ࠪਓᮠᦞˈ,2㺘֯⭘Ⲵᱟᒤ䶎ㄎҹර㺘ˈ༴⨶ᯩ⌅ᱟ˖俆ݸሶ+76ս⸱ሩᓄࡠ,2䜘
䰘ˈ࡙⭘ࠪਓ䖜ᦒ⸙䱥ሶࠪਓᮠᦞⲴ䍝Ҡ㘵ԧṬ䖜ᦒѪ⭏ӗ㘵ԧṬˈᒦሶ࢙։ࠪਓ仍ᖂޕᓄᴽ࣑䜘䰘˄वᤜ䫱䐟䘀䗃ǃ≤䐟䘀䗃ǃ㡚オ䘀䗃ǃ㇑䚃䘀䗃ǃᢩਁъㅹ˅˗⭡Ҿ+76
䜭ᱟ䍗⢙ࠪਓˈሬ㠤࡙⭘䘉ᯩ⌅䇑㇇ࠪⲴࠪਓࣘ⭘Պٿվ˗
઼ᒤⲴ,2㺘䜘䰘࠶㊫สҾ6,&˄ণ6WDQGDUG,QGXVWULDO&ODVVLILFDWLRQˈ
Āḷ߶ӗъ࠶㊫⌅ā˅ˈѪҶ֯䇑㇇㔃᷌оѻਾᒤԭާਟ∄ᙗˈ࡙⭘୶࣑䜘㖁ㄉ˄KWWS
ZZZFHQVXVJRY˅㔉ࠪⲴ6,&ࡠ1$,&6ⲴሩᓄˈሶสҾ6,&Ⲵ䜘䰘ሩᓄࡠ1$,&6䜘䰘ѝˈ⭡Ҿᴹᖸཊ䜘䰘ᴹӔ৹ˈਸᒦਾⲴ䜘䰘ᮠਚᴹњˈ䘉䟼Ⲵ䇑㇇㔃᷌ቡᱟ࡙⭘สҾ1$,&
Ⲵ䜘䰘,2㺘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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ѻ䚃Ǌ
˄:LOH\
6RQVˈᒤ˅аҖǄԆⲴᴰᯠ
㪇ᱟ&KLQD 9LJQHWWHV $Q ,QVLGH /RRN DW
&KLQD˄7DOLVPDQˈᒤ˅Ǆ
劽䗮≁ᕅ亶哖㛟䭑㠤࣋Ҿ䍴ᵜѫѹⲴᵚᶕǃ
䮯ᵏԧ٬ࡋ䙐઼Աъ൘⽮ՊѝⲴ亶ሬ䀂㢢ㅹ亶
ฏⲴᐕǄ䘉ᱟа㓴⹄ウ䇑ࡂ઼亩ⴞˈԕࠍ㚊н
਼ᵪᶴ઼⭼亶㻆䟷ਆᔪ䇮ᙗⲴ㹼ࣘǄަѝа
њ亩ⴞᱟо/\QQ )RUHVWHU GH 5RWKVFKLOG਼ޡ
亶ሬⲴ᧘ࣘवᇩᙗ䍴ᵜѫѹਁኅу䍓ሿ㓴˄⭡ս
ҾՖᮖⲴᲪᓃüӘ࡙gᶠݻ䘺ॿՊ䎎ࣙ˅Ǆ䈕
ሿ㓴⭡㖾ഭ৺㤡ഭⲴԱъ઼⽮Պ亶㻆㓴ᡀˈࡦ
ᇊ㓖ᶏ઼ᨀॷԱъ㹼ѪⲴᯩ⌅ˈᶕ䀓ߣ䰞仈ˈࡋ
䙐⽮Պ઼㓿⍾ৼ䟽ԧ٬Ǆ
劽䗮≁ᱟᐳ励䠁ᯟᆖՊ⨶һǃᯠ࣐එ㓿⍾
ਁኅተഭ䱵䈒ငઈՊငઈǃӊ⍢ᔰਁ䬦㹼亮
䰞ǃѝഭഭᇦᔰਁ䬦㹼ഭᔰ䠁㶽˄&KLQD 'HYHO
RSPHQW %DQN &DSLWDO *URXS˅亮䰞ငઈՊᡀ
ઈǃ࣐བྷӊཚส䠁Պ㪓һՊᡀઈǄԆ൘Աъ亶
ሬԕ৺ሩትտ䗷Ⲵ⽮४ᡰڊ䍑⥞ᯩ䶒㧧ᗇ䗷ཊ
㦓䂹ˈֻྲˈᒤᴸԆ㧧ᗇ丙ഭࡽԫᵾᙫ㔏
亱ਁⲴ丙ഭഭ≁ࣻㄐ˄⢑ѩㄐ˅ǄԆᱟ⢋⍕བྷᆖ
ᐳ䴧喀䈪ᯟᆖ䲒㖇ᗧ྆ᆖ䠁ؑᢈส䠁⨶һ৺㦓
䂹䲒༛ǄԆҏᱟेӜॾབྷᆖⲴެԫ䇢ᐸ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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ㅜҍㄐ

ѝ㖾ৼ䗩䍨᱃Ⲵ䮯ᵏࡽᲟ
࣐䟼gݻ㧡ᗧgཛ劽ቄ
ᖬᗇഭ䱵㓿⍾⹄ウᡰ䴧䠁㓣ᗧg⩬ᯟ儈㓗⹄ウઈ

䘚ᚙgᗧ㖇㩘
$'5ഭ䱵ᴹ䲀ޜਨ俆ᑝ㓿⍾ᆖᇦǃᖬᗇഭ䱵㓿⍾⹄ウᡰ䇯䰞⹄ウઈ

᪈㾱

ᵜ

ᣕ࡙⭘ᕅ࣋⁑ර઼ަԆ࠶᷀ᯩ
⌅ˈሩᵚᶕॱᒤ˄˅ѝ㖾
ৼ䗩䍨᱃Ⲵ䮯ࡽᲟǃєഭ൘⨳ޘ
䍨᱃ѝⲴൠս䘋㹼亴⍻ˈ൘↔ˈᡁԜ࠶࡛ሩ䍗⢙
઼ᴽ࣑䍨᱃ǃ䘋ਓ䍨᱃઼ࠪਓ䍨᱃䘋㹼࠶᷀Ǆ
Ѫᯩ⹄ޕ␡ׯウˈᡁԜ൘㺘ǃǃኅ⽪Ҷ
ᒤԕᶕⲴޣশਢᮠᦞˈवᤜѝ㖾єഭⲴ
*'3ǃ⨳ޘ䍨᱃仍ǃ㓿ᑨ亩ⴞᒣ㺑⣦ߥǃѝ㖾ৼ䗩
Ⲵ䍗⢙઼ᴽ࣑䍨᱃ǃєഭⲴᇎ䱵ᴹ᭸≷⦷઼ৼ䗩
ѹ≷⦷Ǆ൘↔ᵏ䰤ˈ㖾ഭ㓿⍾ᒤ൷䮯⦷བྷ㓖
Ѫˈ㘼ѝഭ䙏䙊ᑨ൘ԕкǄ㖾ഭ䮯ᵏ༴Ҿ
ሩཆ㓿ᑨ亩ⴞ䎔ᆇˈ㘼ѝഭࡉаⴤ؍ᤱҶ։Ǆ
㲭❦㖾ഭⲴ䍗⢙䍨᱃ሩཆᱟ䍨᱃䘶ᐞˈն㖾ഭⲴ
ᴽ࣑䍨᱃ࡉ؍ᤱҶ䖳བྷⲴ亪ᐞˈѝഭ⣦ߥࡉᆼޘ
৽Ǆѝ㖾ৼ䗩䍨᱃ᒣ㺑⣦ߥ਼ṧާᴹ䘉Ӌ⢩
ᖱǄᒤˈ㖾ഭሩॾ䍗⢙䍨᱃䘶ᐞ儈䗮ӯ
㖾ˈݳ㘼ሩॾᴽ࣑䍨᱃ࡉ؍ᤱҶӯ㖾Ⲵݳ亪
ᐞǄᒤԕᶕˈӪ≁ᐱᰐ䇪ᱟᇎ䱵ᴹ᭸≷⦷䘈
ᱟሩ㖾Ⲵݳᇎ䱵≷⦷ˈ䜭㓿শҶॷ٬Ⲵ䗷〻ˈ਼
ᵏ㖾Ⲵݳᇎ䱵ᴹ᭸≷⦷ࡉаⴤ༴Ҿ䍜٬ᘱ࣯Ǆ
ᡁԜṨᗳⲴ࠶᷀ᯩ⌅ᱟ࡙⭘ᕅ࣋⁑රਈ㌫
ᮠˈ࠶࡛ሩѝ㖾ৼ䗩䍗⢙઼ᴽ࣑䍨᱃䘋㹼亴⍻Ǆ
ᡁԜṩᦞᒤⲴৼ䗩䍗⢙䍨᱃ᮠᦞˈ䇑
㇇ࠪєഭሩᡰᴹഭᇦⲴ䍨᱃ǃѝ㖾єഭ䰤䍨᱃Ⲵ
ਈ㌫ᮠǄሩ䍗⢙䍨᱃ᕅ࣋⁑රਈ㌫ᮠⲴ䇑㇇ˈᡁ
Ԝ䘹ᤙᒤ䘉а䖳⸝Ⲵᰦ䰤䐘ᓖˈᱟഐ
Ѫᒤѝഭ࣐ޕц⭼䍨᱃㓴㓷˄:72˅઼ᒤ
ǉཊ䗩㓪㓷૱઼ᴽ㻵ॿ䇞Ǌ㓸→ˈѝഭ൘䲿ਾࠐ
ᒤਾࠪ⧠儈䙏䮯Ⲵ䍗⢙䍨᱃ࠪਓˈ൘ᵚᶕॱᒤ
ਟ㜭ᰐ⌅⧠Ǆণˈ↔ྲׯᵜ⹄ウ઼亴⍻Ⲵ
 ᡁԜ࡙⭘ᴤ䮯Ⲵᰦ䰤䐘ᓖᒤˈᶕ䇑㇇ᴽ࣑䍨᱃Ⲵਈ㌫ᮠǄѝഭ
Ⲵᴽ࣑䍨᱃ࠪਓሩ䍗⢙䍨᱃ࠪਓ㿴⁑ᖸሿˈ䖳䮯Ⲵᰦ䰤䐘ᓖሶᱮ㪇᭮
བྷৼ䗩䍨᱃Ⲵ㿲ሏ٬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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㔃᷌ᰒᴹаӋ䙊ᑨⲴⴻ⌅ˈҏᴹаӋॱ࠶ཆⲴ
㔃䇪Ǆަѝˈ∄䖳䟽㾱Ⲵ⹄ウ㔃䇪ਁ⧠ˈᰐ䇪ᕅ
࣋⁑රਈ㌫ᮠྲօ䇮ᇊ˄䱴Ԧ㺘$˅ˈѝഭሩ㖾
ഭ䍗⢙䍨᱃Ⲵࠪਓᇎ⧠ҶࡽᡰᵚᴹⲴᕪ䮯ˈ
䘉ᱟањᲞ䙽Ⲵޡ䇶ǄնՇᡰઘ⸕ˈѝഭᐢ㓿ᡀ
Ѫӊ⍢䗃ᖰ㖾ഭⲴ୶૱䳶ਸൠǄഐ↔ˈྲ᷌䍨᱃
仍ԕࠪਓ୶૱࣐٬ᴯԓ䬰仍ˈѝഭሩ㖾ഭⲴ
ࠪਓሶབྷᑵᓖл䱽Ǆ❦㘼ˈᡁԜⲴ࠶᷀ӽ❦ᱟԕ
Ր㔏Ⲵ䍨᱃ᮠᦞˈᶕ㺘⽪ৼ䗩ࠪਓ઼䘋ਓ䍨᱃Ⲵ
㿴⁑Ǆ
᤹➗Ր㔏Ⲵ㺑䟿ḷ߶ˈѝ㖾ৼ䗩䍨᱃൘ᵚ
ᶕॱᒤᰐ⯁ሶᇎ⧠䮯Ǆ❦㘼ˈྲ᷌ѝഭ㓿⍾ᒤ
൷䙏Ѫ˄ᡁԜ亴⍻Ⲵѝ䙏䮯˅ˈᒦԕ
ᒤѪ䍨᱃䮯ส߶ˈ䛓ѸᵚᶕⲴৼ䗩䍨᱃䮯
ሶᱟᐘབྷⲴˈ⭊㠣൘ᡁԜ㘳㲁Ҷ㓿⍾㔃ᶴਈॆ㘼
нᱟสҾḷ߶Ⲵᕅ࣋⁑රѻਾˈሩ亴⍻䘋㹼ᱮ㪇
Ⲵл䈳ˈަ㔃᷌ҏᱟྲ↔Ǆᒤˈѝ㖾ৼ䗩䍗
⢙઼ᴽ࣑䍨᱃仍བྷ㓖Ѫӯ㖾ˈݳԕ↔Ѫส
߶ˈᒤˈᡁԜ亴⍻є䍨᱃ᯩᔿⲴ䍨᱃仍ሶ
䗮ࡠзӯ㖾˄ݳᒤԧṬ˅Ǆᒤˈᴽ࣑䍨
᱃ঐৼ䗩䍨᱃仍Ⲵ∄䟽Ѫˈᒤˈ䘉а∄䟽
ሶкॷࡠǄ
ᡁԜⲴส߶ᛵຳ亴⍻ˈ㲭❦൘䍨᱃㿴⁑к
㾱վҾഭ䱵䍗ᐱส䠁˄,0)˅䘁ᵏ൘ǉц⭼㓿⍾ኅ
ᵋǊⲴ亴⍻ˈնᱟᒤѝഭⲴ㓿ᑨ亩ⴞ亪ᐞˈ
ᰐ䇪ᱟᙫ仍䘈ᱟሩ㖾ഭⲴ亪ᐞˈӽሶ؍ᤱᖸབྷ
Ⲵ㿴⁑Ǆᇎ䱵кˈส߶ᛵຳⲴ亴⍻ٷᇊӪ≁ᐱⲴ
ᇎ䱵ᴹ᭸≷⦷нਈˈѝഭ⋑ᴹঅᯩ䶒Ⲵݽ߿〾ޣ
䘋〻Ǆ❦㘼ˈྲ᷌Ӫ≁ᐱ൘ᵚᶕйᒤᔦ㔝ᒤ
 㓿ਸ㓴㓷˄2(&'˅઼:72ՠ䇑ˈྲ᤹᷌➗࣐٬䇑㇇ˈᒤѝഭሩ㖾
䍨᱃亪ᐞሶл䱽ˈབྷ㓖Ѫӯ㖾ˈݳվҾ᤹䬰ᙫ仍䇑㇇Ⲵ
ӯ㖾ˈݳ䘉ᖂഐҾѝഭࠪਓӗ૱ѝӾຳཆ㧧ᗇⲴ࣐٬䖳儈ˈ਼ᰦ㖾ഭ
ሩॾࠪਓⲴ䱴࣐٬ҏᖸ儈Ǆ

ԕᶕᇎ䱵ᴹ᭸≷⦷བྷᑵॷ٬Ⲵ䎻࣯ˈ䛓ѸสҾส
߶ᛵຳⲴ亴⍻㔃᷌㺘᰾ˈѝഭⴞࡽⲴ㓿ᑨ亩ⴞ亪
ᐞ⣦ߥሶਈᡀ䘶ᐞˈѝഭሩ㖾ഭⲴ䍨᱃։ሶᙕ
㨾㕙Ǆྲ᷌ѝഭঅᯩ䶒⎸䲔ሩ୶૱䘋ਓⲴ〾ޣ

ෂ˄ᖃࡽᒣ൷⦷〾〾ޣѪ˅ˈ㘼Ӫ≁ᐱ≷⦷
؍ᤱっᇊˈᒤѝഭⲴ㓿ᑨ亩ⴞ։ሶᴹᡰ߿
ቁˈնӽሶ؍ᤱ൘ঐѝഭ*'3∄ֻབྷ㓖Ⲵ䖳
བྷ㿴⁑Ǆ

㺘㖾ഭ઼ѝഭⲴӗࠪǃ䮯ǃഭ䱵䍨᱃৺᭦᭟ᒣ㺑⣦ߥ˄˅ ӯ㖾ˈݳᐲ൪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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൘ᕅ࣋⁑රⲴՠ㇇ѝˈᡁԜ֯⭘᤹➗≷⦷䇑㇇Ⲵ䍝Ҡ࣋ᒣԧⵏᇎ*'3Ǆ൘↔ˈᡁԜԕнਈԧṬ઼ᐲ൪≷⦷ᶕ䇑㇇Ǆ
ᒤ*'3ᮠᦞ˄ᒤԧṬ˅ٷ䇮ѝഭᇎ䱵亴ᵏ䙏Ѫᒤ൷Ⲵѝ䙏䮯ˈ㖾ഭᒤ൷䙏ѪǄ
ᮠᦞᶕⓀ,QWHUQDWLRQDO0RQHWDU\)XQG:RUOG(FRQRPLF2XWORRN 2FWREHU DQG:RUOG%DQN:RUOG'HYHORSPHQW,QGLFDWRUV 'HFHPE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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ᮠᦞᶕⓀ2UJDQL]DWLRQIRU(FRQRPLF&RRSHUDWLRQDQG'HYHORSPHQW6WDWLVWLFVRQ,QWHUQDWLRQDO7UDGHLQ6HUYLFHV 'HFHPEHU 3HWHUVRQ,QVWLWXWHIRU
,QWHUQDWLRQDO(FRQRPLFV*UDYLW\0RGHO'DWD6HW
-XQH DQG:RUOG%DQN:RUOG'HYHORSPHQW,QGLFDWRUV 'HFHPE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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㺘㖾ഭ઼ѝഭഭ䱵䍗⢙䍨᱃ǃ䘋ਓ ˅˄⦷≷઼〾ޣӯ㖾˖ݳᒤԧṬ
㖾ഭ
ഭ䱵䍗⢙઼ᴽ࣑䍨᱃
䍗⢙઼ᴽ࣑

ᒣ൷䘋ਓ〾ޣ
〾⦷

䍗⢙䘋ਓ

ᇎ䱵ᴹ᭸≷⦷

㖾ݳሩӪ≁ᐱᇎ
䱵≷⦷

ࠪਓ

䘋ਓ

⨳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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ᒣ൷䘋ਓ〾ޣ
〾⦷

ᇎ䱵ᴹ᭸≷⦷

Ӫ≁ᐱሩ㖾ݳᇎ
䱵≷⦷

ѝഭ
ഭ䱵䍗⢙઼ᴽ࣑䍨᱃
䍗⢙઼ᴽ࣑

䍗⢙䘋ਓ

ࠪਓ

䘋ਓ

⨳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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ᮠᦞᶕⓀ,QWHUQDWLRQDO0RQHWDU\)XQG:RUOG(FRQRPLF2XWORRN 2FWREHU 3HWHUVRQ,QVWLWXWHIRU,QWHUQDWLRQDO(FRQRPLFV*UDYLW\0RGHO'DWD6HW
-XQH DQG:RUOG
%DQN:RUOG'HYHORSPHQW,QGLFDWRUV 'HFHPEHU ৼ䗩ᇎ䱵≷⦷Ѫ㘵ՠ㇇Ǆ

5

ѝ㖾ৼ䗩䍨᱃Ⲵ䮯ᵏࡽᲟ
ٷᇊ઼ᛵຳ࠶᷀
൘ᕅ࣋⁑රṶᷦѝˈ*'3㿴⁑ᱟৼ䗩䍨᱃⍱䟿Ⲵ
ѫ㾱傡ࣘ࣋ˈഐ↔ˈ亴⍻ѝ㖾єഭ*'3⇿ᒤⲴᇎ
䱵䙏ᱟ亴⍻ᒤৼ䗩䍨᱃ᴰޣ䭞Ⲵа↕Ǆᡁ
ԜⲴ*'3䙏亴⍻สҾйн਼ٷᇊ˖վ䙏䮯
˄㖾ഭˈѝഭ˅˗ѝ䙏䮯˄㖾ഭˈѝ
ഭ˅˗儈䙏䮯˄㖾ഭˈѝഭ˅ǄӪਓ
㿴⁑ᱟਖањӗ⭏䍨᱃⍫ࣘⲴ䟽㾱傡ࣘ࣋ˈնӪ
ਓ䮯Ⲵっᇊᙗ㾱儈Ҿ*'3䙏ǄᡁԜٷ䇮㖾ഭ
ⲴӪਓᒤ൷䮯⦷ѪˈѝഭѪǄ
ᡁԜ⁑ᤏҶӪ≁ᐱⲴєᛵຳ˖аᱟӪ≁ᐱ
ᇎ䱵ᴹ᭸≷⦷ᵚᶕॱᒤሶ؍ᤱнਈˈҼᱟ
ᒤࡽӪ≁ᐱሶᔦ㔝ᒤԕᶕⲴॷ٬㢲ཿˈ⇿ᒤ
བྷ㓖ॷ٬ᑵᓖǄ൘ㅜҼᛵຳѝˈᇎ䱵≷⦷
ॷ٬㺘⧠ѪӪ≁ᐱ䍨᱃࣐ᵳѹ≷⦷ࠪ⧠ॷ٬ˈ
਼ᰦѝഭሶࠪ⧠∄ѫ㾱䍨᱃Չդሩ䖳儈Ⲵ䙊
䍗㟘㛰ǄަԆⲴ⹄ウᯩ⌅ҏਟ⍻㇇ࠪӪ≁ᐱ≷⦷
⌒ࣘሩѝഭ㓿ᑨ亩ⴞᒣ㺑઼ѝഭሩ㖾䍨᱃亪ᐞⲴ
ᖡ૽Ǆ
ቡ䍨᱃᭯ㆆ㘼䀰ˈᡁԜ㘳㲁йн਼Ⲵᛵ
ຳˈаᱟѝ㖾઼〾ޣ䶎〾ޣෂ൷⋑ᴹᱮ㪇Ⲵਈ
ॆˈҼᱟѝഭสҾᴰᜐഭᖵ䙷˄0)1˅Ⲵࡉˈঅ
ᯩ䶒ᓏ䲔䍗⢙䍨᱃䘋ਓⲴ〾ޣෂˈйᱟ㖾ഭ઼
ѝഭѪҶᇎ⧠ӊཚ㠚⭡䍨᱃४˄)7$$3˅ˈ䙊䗷
ӂޡ㶽ˈՈࣘ᧘ݸ䍨᱃㠚⭡ॆˈᓏ䲔䍗⢙઼ᴽ࣑
䍨᱃Ⲵ઼〾ޣ䶎〾ޣෂˈ䘉ᇎ䱵кᱟ൘ѝ㖾
ѻ䰤ᔪ・ањสᵜⲴ㠚⭡䍨᱃४˄)7$˅ǄᡁԜ֯
⭘ĀสᵜⲴāѪ؞侠䇽ˈഐѪᡁԜнᵏᖵѝ㖾
єഭ㜭൘ྲ䐘ཚᒣ⌻Չդޣ㌫ॿ䇞˄733˅Ⲵ⌘ޣ
ᣅ䍴ǃ⸕䇶ӗᵳ؍ᣔǃ⧟ຳǃࣣᐕ઼ҹㄟ༴⨶ᵪ
ࡦㅹ亶ฏ䗮ᡀᒯ⌋ޡ䇶Ǆഐ↔ˈ൘䇴ՠ䘉аᛵ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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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ˈᡁԜ俆ݸሩᓏ䲔઼〾ޣ䶎〾ޣෂ䘋㹼ተ䜘
൷㺑࠶᷀ˈ❦ਾ䘋а↕ٷᇊᕅ࣋⁑ර)7$Ⲵਈ㌫
ᮠˈ䇴ՠ)7$ሩᵚᶕॱᒤѝ㖾䍨᱃Ⲵᖡ૽Ǆ

ᕅ࣋⁑රㆰӻ
ᡁԜ亴⍻Ⲵ䟽ѝѻ䟽൘Ҿᕅ࣋⁑රǄ䛓Ӌᝏޤ
䏓Ⲵ䈫㘵ਟڊ䘋а↕Ҷ䀓ˈ'H5RVD઼*LOEHUW
 䈖㓶ӻ㓽Ҷᕅ࣋⁑රⲴ㔃ᶴˈᒦ࡙⭘ਟ䇑
㇇Ⲵа㡜൷㺑⁑රˈ䇑㇇ࠪᓄⲴᕅ࣋⁑ර㔃
᷌Ǆ൘䘉ㇷᣕѝˈᡁԜㆰ㾱എ亮Ҷᕅ࣋⁑රⲴ
ѫ㾱⢩ᖱˈᒦ࡙⭘ᆳ亴⍻ѝ㖾ৼ䗩䍨᱃ⲴࡽᲟǄ
ᵜᣕ֯⭘Ⲵ⁑රоབྷ䜘࠶ᕅ࣋⁑රլˈն൘
аӋ䟽㾱⢩ᖱкӽᴹᱮ㪇४࡛Ǆ⁑රнӵ䀓䟺
Ҷৼ䗩є䍨᱃ᯩᔿ˄䍗⢙઼ᴽ࣑䍨᱃˅઼४࠶
䘋ࠪਓਾⲴ䍗⢙઼ᴽ࣑䍨᱃ˈ਼ᰦ䘈ԕњഭᇦ
ⲴᒤᓖᮠᦞѪสˈ࠶᷀ҶєഭᒤⲴ
䍗⢙䍨᱃ǃᒤⲴᴽ࣑䍨᱃Ǆᵜ⹄ウⲴ
䍨᱃ᮠᦞࢄ䲔Ҷз㖾˄ݳᒤԧṬ˅ԕл
Ⲵৼ䗩ᡆঅаⲴ䍨᱃ᮠᦞˈᱟഐѪᡁԜᐼᵋՠ㇇
Ⲵਈ㌫ᮠ㜭䖳ྭൠ৽᱐བྷ㿴⁑Ⲵ䍨᱃⍱ࣘǄ൘
↔ˈ࡙⭘є䱦⇥ᴰሿҼ҈⌅ᶕՠ㇇ਈ㌫ᮠǄ
ᵜᣕⲴ⁑ර֯⭘Ҷњഐਈ䟿Ⲵᒿࡇᮠᦞ
㓴ᶕ䇑㇇ਈ㌫ᮠ˖
˄˅ᮠᦞᓃѝѝ㖾єഭоᡰᴹ
ഭᇦⲴৼ䗩䍨᱃˗
˄˅㖾ഭሩᡰᴹ䍨᱃ՉդⲴ䍗
⢙䍨᱃ࠪਓ˗
˄˅㖾ഭ㠚ᡰᴹ䍨᱃ՉդⲴ䍗⢙䍨
᱃䘋ਓ˗
˄˅ѝഭሩᡰᴹ䍨᱃ՉդⲴ䍗⢙䍨᱃ࠪ
ਓ˗
˄˅ѝഭ㠚ᡰᴹ䍨᱃ՉդⲴ䍗⢙䍨᱃䘋ਓ˗
˄
˅㖾ഭᴽ࣑䍨᱃ࠪਓ˗
˄˅㖾ഭᴽ࣑䍨᱃䘋ਓ˗
˄
˅ѝഭᴽ࣑䍨᱃ࠪਓ˗
˄˅ѝഭᴽ࣑䍨᱃䘋ਓǄ
 䜘࠶ഭᇦѻ䰤ᒤ઼ᒤⲴৼ䗩䍨᱃ᮠᦞਟ㜭㕪ཡǄ

↓ྲᡰ亴ᵏⲴˈ䀓䟺˄㠚˅ਈ䟿ՠ㇇Ⲵਈ㌫
ᮠ㔃᷌㺘᰾ˈєњ䍨᱃ՉդⲴൠ⨶䐍䎺䘌ˈৼ
䗩䍨᱃仍䎺վˈєњ䍨᱃Չդ*'3ᙫ㿴⁑䎺བྷˈৼ
䗩䍨᱃仍䎺བྷǄަԆޣ䭞䀓䟺ਈ䟿Ⲵᖡ૽ҏᱟ
ᝏⲴˈа㡜䜭ㅖਸަԆᕅ࣋⁑රᗇࠪⲴ㔃䇪Ǆ
єഭ㤕ᤕᴹⲴ਼ޡ䈝䀰ᡆ䗩⭼ˈᴹ࡙Ҿৼ䗩䍨᱃
⍫ࣘˈዋኯഭᇦሩབྷ䱶ഭᇦ㘼䀰ˈሩ䍨᱃ਁኅ
ᴤѪᴹ࡙Ǆশਢкᆈ൘⇆≁ൠޣ㌫Ⲵєњ䍨᱃
Չդˈᡆ㘵ᱟᲞᜐࡦ˄*HQHUDOL]HG 6\VWHP RI
3UHIHUHQFHVˈ*63˅Ⲵਇ⳺㘵ˈ䜭ᴹ࡙Ҿ䍨᱃Ⲵ
ਁኅǄ䲔Ҷオ䰤䐍ཆˈᕅ࣋⁑ර䇔Ѫо⋯⎧ഭ
ᇦ∄ˈ䱶රഭᇦⲴ䍨᱃ਁኅ䳌⺽ᴤཊǄ
䪸ሩᡰᴹഭᇦⲴ䍨᱃⁑ර䘈࣐ޕҶањਈ
䟿ˈণ䎵䗷њ)7$ˈᐢ㓿䳶ഒॆᡀњѫ㾱Ⲵ
)7$ᡆާᴹ⨳ޘᖡ૽Ⲵ)7$䳶ഒˈवᤜे㖾㠚⭡
䍨᱃४˄1$)7$˅઼⅗ⴏᢗ㹼Ⲵ㠚⭡䍨᱃ॿᇊㅹ
Ǆ)7$ਈ䟿ᱟҼ࠶ਈ䟿˄˅ˈ৸〠Ѫ㲊ᤏਈ䟿Ǆ
㤕䍨᱃ᡆᣅ䍴Չդഭᱟ)7$ᡀઈഭˈ㘼фєഭ䰤
䍨᱃ॿᇊᐢ⭏᭸ˈਈ䟿٬Ѫˈ৽ѻਈ䟿٬Ѫ 
Ǆ❦㘼ˈ)7$ਈ䟿ᒦ⋑ᴹ࣐ࡠޕ㖾ഭ⁑රᡆѝഭ
⁑රˈഐѪ൘ਈ㌫ᮠՠ㇇Ⲵᵏ䲀˄䍗⢙䍨᱃Ѫ
ᒤˈᴽ࣑䍨᱃Ѫᒤ˅ˈ㖾ഭ઼
ѝഭⲴ)7$ՉդਈॆнབྷǄ
䱴Ԧ$Ⲵа㌫ࡇ㺘Ṭᱮ⽪Ҷṩᦞн਼ᮠᦞ㓴
ՠ㇇Ⲵᕅ࣋⁑රਈ㌫ᮠˈ❦ਾ࡙⭘䘉Ӌਈ㌫ᮠ
亴⍻ᒤⲴ䍨᱃⍱䟿Ǆ䱴Ԧ㺘$㠣㺘$ⲴỰ傼
㔃᷌㺘᰾ˈṩᦞн਼ᮠᦞ㓴ՠ㇇Ⲵᕅ࣋⁑ර㌫ᮠ
亴⍻Ⲵ䍨᱃仍ᐞᔲᖸབྷǄഐ↔ˈѪҶ䗮ࡠ亴⍻ⴞ
ⲴˈᡁԜ䟷⭘Ҷй↕亴⍻⌅ˈ俆ˈݸᡁԜ䘹ᤙ䍨
᱃仍亴⍻㔃᷌ᴰ᧕䘁ᒤԕᶕⲴᇎ䱵䍨᱃仍
Ⲵਈ㌫ᮠˈ❦ਾˈᡁԜ࡙⭘⢩࡛䈳㢲ഐᆀᶕ䘹ᤙ
 ൘ᲞᜐࡦᶑԦлˈਁ䗮ഭᇦሩᴰнਁ䗮ഭᇦᇎ㹼аঅ䗩Ⲵ䍨᱃Ոᜐ᭯
ㆆˈާփ䈖㿱䍨ਁՊ䇞˄81&'$'˅˄˅Ǆ
 䳶ഒॆⲴ)7$઼Ոᜐ䍨᱃ॿᇊवᤜ˖⅗ⴏ˄(8˅˗⅗⍢㠚⭡䍨᱃४˄()7$˅
˗⅗ⴏৼ䗩㠚⭡䍨᱃ॿᇊ˄(8)7$V˅˗े㖾㠚⭡䍨᱃ॿᇊ˄1$)7$˅˗ইই
䭕փ਼ޡᐲ൪˄0HUFRVXU˅˗Ც࡙ǃ໘㾯କǃ◣བྷ࡙ӊǃᯠ࣐එ˄&0$6˅
ഋഭѪ儈ᓖ㠚⭡䍨᱃ഭᇦሩཆㆮ㖢Ⲵ)7$V˗ьⴏ˄$6($1˅㠚⭡䍨᱃४
˄$)7$˅˗ইӊ㠚⭡઼Ոᜐ䍨᱃ᆹᧂ˄6$37$˅˗ަԆ)઼ⴏ਼〾ޣ7$VǄ
 ᴹᗵ㾱䈤᰾ˈ1$)7$Ⲵ㖾໘ৼ䗩䍨᱃ᒤࡽ)7$ਈ䟿٬Ѫˈᒤ৺
↔ਾѪǄ

ਈ㌫ᮠˈԕ֯亴⍻Ⲵ䍨᱃仍᧕䘁䘁ࠐᒤᶕⲴᇎ䱵
䍨᱃仍ˈ⢩࡛䈳㢲ഐᆀ㿱䱴Ԧ㺘$Ǆֻྲˈ൘ࡽ
ᵏѝഭሩ㖾ഭ䍗⢙䍨᱃ࠪਓⲴ亴⍻ˈѝഭࠪਓਈ
㌫ᮠሶ҈ԕ⢩࡛ഐᆀǄᴰਾˈѪҶሩᒤ䍨
᱃仍䘋㹼亴⍻ˈᡁԜ؞᭩ҶᴰࡍⲴ⢩࡛ഐᆀˈԕ
৽᱐൘ᕅ࣋⁑රѝ⋑ᴹᰐ⌅փ⧠Ⲵ㓿⍾ਁኅ䎻
࣯Ǆ
ྲࡽ᮷ᡰ䘠ˈᒤᵏ䰤ѝഭᢙབྷࠪ
ਓⲴᶑԦॱ࠶ᴹ࡙ˈᱟഐѪᒤѝഭ࣐ޕҶ
:72ˈབྷᑵࡺ߿Ҷ֯ˈ⦷〾〾ޣ㠚䓛ᡀѪޘӊ⍢Ⲵ
㓴㻵สൠǄ㘼фˈࠐᒤਾⲴᒤˈ
ǉཊ䗩㓪㓷૱
઼ᴽ㻵ॿᇊǊ㓸→ˈѝഭ㓪㓷૱䘋⨳ޘޕᔰ᭮Ⲵ
ᐲ൪Ǆ
ሩཆ㓿ᑨ亩ⴞᒣ㺑ᗵ❦փ⧠ഭۘ㫴ǃᣅ䍴
઼᭯ᓌ䍒᭯᭦᭟ᒣ㺑Ⲵ⣦ߥǄ䲿⵰ѝഭѫ㾱亶
ሬӪ᧘䘋ᢙབྷት≁⎸䍩઼ᔪ䇮⽮ޡޜՊᆹޘ㖁ˈ
਼ᰦˈѝഭӪਓ㔃ᶴ↓൘䎠ੁ㘱喴ॆˈѝഭഭ
儈ԱⲴ߰ۘ㫴≤ᒣ˄䘉䖜ਈᡀሩཆ㓿ᑨ亩ⴞ亪
ᐞ˅ᵚᶕॱᒤл㹼ਟ㜭ᙗ䖳བྷǄо↔਼ᰦˈᵚᶕ
ॱᒤ㖾ഭ䍒᭯䎔ᆇሶਟ㜭л䱽ˈᇦᓝۘ㫴⦷ҏሶ
к㹼Ǆ
ѝഭⲴࣣᐕᡀᵜ↓൘䗵䙏кॷˈ㘼㖾ഭⲴᐕ
䍴≤ᒣ؍ᤱᒣっǄަ㔃᷌ᱟˈѝഭࠪਓ୶૱൘ޘ
⨳ᐲ൪Ⲵㄎҹ࣋ሶл━ˈ⢩࡛ᱟሩҾঠᓖǃঠ
ቬ઼䎺ইㅹഭᇦⲴㄎҹ࣋ˈ৽ˈо࣐བྷǃ⅗
⍢઼ᰕᵜ∄ˈ㖾ഭࠪਓ䜘䰘Ⲵㄎҹ࣋ሶкॷǄ
ㄎҹ࣋Ⲵ↔⎸ᖬ䮯ሶ亴⽪⵰㖾ഭࠪਓ䙏ሶ䎺
ᶕ䎺ᘛˈ㘼ѝഭࠪਓⲴ䙏ሶ䙀⑀л㹼Ǆ
䘲ਸ㖾ഭᐲ൪ⲴĀѝഭࡦ䙐āⲴࠪਓ୶૱ਟ
㜭ሶ䙀⑀価઼ˈѝഭԱъሶᤃኅ⧠ᴹࠪਓӗ૱൘
㖾ǃ䶎⍢઼ӊ⍢Ⲵᐲ൪Ǆ
ᕅ࣋⁑ර亴⍻Ⲵѝ㖾ৼ䗩䍨᱃仍ˈᒦн㜭
ⴤ᧕৽᱐єഭⲴᮤփሩཆ㓿ᑨ亩ⴞᒣ㺑⣦ߥǄ❦
㘼ˈ䘁ᒤᶕˈѝ㖾ৼ䗩Ⲵ㓿ᑨ亩ⴞᒣ㺑⣦ߥˈ䎺
 ൘ഭ≁᭦ޕṨᇎⲴสᵜㅹᔿѝˈ㓿ᑨ亩ⴞ։ᗵ享ㅹҾޘഭᙫᣅ䍴˄ޜ
⿱઼ޡӪ䜘䰘˅üۘ㫴㕪ਓ˅˖
˄0;˅ ,*˄67˅ˈަѝ˄0;˅Ѫ㓿ᑨ
亩ⴞ։˄0ԓ㺘䘋ਓˈ;ԓ㺘ࠪਓ˅ˈ,ᱟᣅ䍴᭟ࠪ˄ᇦᓝ઼Աъ˅ˈ*ᱟ
᭯ᓌᡰᴹ᭟ࠪˈ6ᱟ⿱Ӫۘ㫴˄ᇦᓝ઼Աъ˅ˈ7ᱟ〾᭦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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ᶕ䎺㜭ཏ৽᱐єഭሩཆᮤփⲴ㓿ᑨ亩ⴞᒣ㺑⣦
ߥǄᡁԜ࡙⭘䘉ޣᙗᔪ・Ҷᕅ࣋⁑රˈ亴⍻
Ҷѝ㖾єഭⲴᮤփ㓿ᑨ亩ⴞᒣ㺑⣦ߥǄ↓ྲла
䜘࠶ᡰ䱀䘠Ⲵˈᦞ↔亴⍻Ⲵєഭሩཆᮤփ㓿ᑨ亩
ⴞ⣦ߥˈ䘈৽䗷ᶕ㻛,0)Ⲵ亴⍻㔃᷌ᡰր䇱Ǆ

㺕⹄ݵウᯩ⌅઼ᶀᯉ
ᕅ࣋⁑ර൘亴⍻≷⦷઼䍨᱃ෂਈॆⲴᖡ૽ᯩ
䶒ᒦнॱ࠶ᴹ᭸ˈަṩᵜഐ൘Ҿᕅ࣋⁑ර⵰䟽
䇪䇱Ӫਓǃഭ൏ǃ㓿⍾ㅹ㿴⁑䟿㓗Ⲵᐞᔲሩ䍨᱃
⍱䟿Ⲵ▌൘ᖡ૽˄ֻྲˈӾз㖾ࡠݳ
ӯ㖾ݳн਼䟿㓗˅Ǆ൘䘉аᐘབྷⲴ४䰤䐘ᓖˈ
≷⦷઼䍨᱃ෂⲴਈॆоオ䰤䐍ǃ*'3≤ᒣᡆ
Ⲵ਼ޡ䗩⭼ㅹഐ㍐∄ˈሩ䍨᱃Ⲵᖡ૽ᱟሩᴹ
䲀ⲴǄ❦㘼ˈ≷⦷઼䍨᱃ෂѻᡰԕ༷ਇˈ⌘ޣ
ᱟഐѪᆳԜⴤ᧕ਇࡠ᭯ᓌ᭯ㆆⲴᖡ૽ˈᒦᖡ૽
ࡠᖃᒤⲴ䍨᱃⍫઼ࣘ㓿ᑨ亩ⴞᒣ㺑⣦ߥǄ
ᦞ↔ˈᵜᣕѝᡁԜ࡙⭘ަԆ⹄ウᯩ⌅઼
㺕ݵᶀᯉᶕ䇴ՠ≷⦷⌒ࣘǃ઼〾ޣ䶎〾ޣෂ
ਈॆሩᒤѝ㖾єഭ䍨᱃⣦ߥⲴᖡ૽ǄᡁԜ
֯⭘,0)ǉц⭼㓿⍾ኅᵋ˄˅Ǌ˄:(2˅ޣҾ
ᒤⲴ亴⍻㔃᷌ˈѪᕅ࣋⁑රѝޣҾ䍨᱃ᒣ
㺑⣦ߥⲴањส߶Ǆ:(2Ⲵ亴⍻䇔Ѫˈ൘สᵜっ
ᇊⲴഭ䱵ⵏᇎ≷⦷⌒ࣘ⧟ຳѝˈӪ≁ᐱ൘ᒤ
ࡽᇎ䱵≷⦷⌒ࣘҏᖸሿǄᡁԜᢺ:(2Ⲵ亴⍻㓯ᙗ
ᔦըࡠᒤǄྲ᤹᷌➗:(2㓯ᙗᔦըⲴ亴⍻㔃
᷌ˈᒤ㖾ഭሩཆ㓿ᑨ亩ⴞᙫ䎔ᆇ઼ѝഭሩ
ཆ㓿ᑨ亩ⴞᙫ։ˈԕ৺ѝ㖾ৼ䗩Ⲵ㓿ᑨ亩ⴞᒣ
㺑⣦ߥˈ⮕儈Ҿԕส߶ᛵຳ˄*'3ѝ䙏䮯˖㖾
ഭ䮯ˈѝഭ䮯˅࡙⭘ᕅ࣋⁑රⲴ亴
⍻㔃᷌Ǆ:(2亴⍻Ⲵ㔃᷌㺘᰾ˈᒤ㖾ഭሩॾ
㓿ᑨ亩ⴞ䍨᱃䘶ᐞѪӯ㖾ˈݳᕅ࣋⁑ර亴
 Ӿѝ㖾єഭ䘁ᒤᶕഭ䱵᭦᭟ⲴᮠᦞѝˈᡁԜ⌘ࡠˈ㖾ഭሩॾ㓿ᑨ亩ⴞ
䎔ᆇབྷ㓖Ѫ㖾ഭ㓿ᑨ亩ⴞᙫ亪ᐞⲴǄо↔਼ᰦˈᡁԜ䘈ਁ⧠ѝഭሩ
㖾㓿ᑨ亩ⴞ亪ᐞˈࠐѾᱟѝഭሩཆ㓿ᑨ亩ⴞ։Ⲵᙫ仍Ǆ䘉аޣᙗਟ
㿱䱴Ԧ㺘$˗ᒤˈѝഭሩ㖾㓿ᑨ亩ⴞ亪ᐞˈᒣ൷Ѫ㖾ഭሩཆ㓿
ᑨ亩ⴞᙫ䎔ᆇⲴˈоѝഭޘ䜘㓿ᑨ亩ⴞ亪ᐞᖃ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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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Ⲵ䘶ᐞӯ㖾ݳǄᓄൠˈ㖾ഭሩཆ㓿ᑨ
亩ⴞᙫ䘶ᐞ亴䇑Ѫӯ㖾⮕˄ݳվҾ:(2亴
⍻Ⲵӯ㖾ˈ˅ݳѝഭሩཆ㓿ᑨ亩ⴞᙫ亪ᐞ
Ѫӯ㖾˄ݳᱮ㪇վҾ:(2亴⍻Ⲵӯ㖾
˅ݳǄ
ྲࡽ᮷ᡰ䘠ˈᕅ࣋⁑රⲴ亴⍻ᒦн࣋മ৽᱐
≷⦷⌒ࣘˈ㘼൘:(2Ⲵ亴⍻ѝˈ਼ṧᢺ≷⦷っᇊ
Ѫањ䟽㾱ⲴสǄᡁԜᴤ䘋а↕⹄ウ઼亴
⍻㺘᰾ˈྲ᷌ѝഭᒤѻࡽ؍ᤱᒤ൷Ⲵ䍗
ᐱॷ٬䎻࣯ˈ㖾ഭሩॾ㓿ᑨ亩ⴞ䘶ᐞԕ৺㖾ഭሩ
ཆ㓿ᑨ亩ⴞᙫ䘶ᐞⲴ≤ᒣሶࠪ⧠ᱮ㪇л䱽Ǆ
ᡁԜ࡙⭘ေᓹgݻ㧡ഐ઼㓖㘠gေᓹᯟ
˄˅ޣҾӪ≁ᐱᇎ䱵≷⦷㔤ᤱᒤ൷ॷ٬
˄ᒤԕᶕॷ٬䙏ᓖ˅ᖡ૽Ⲵ⹄ウ㔃᷌ǄᡁԜ
ٷ䇮ᒤࡽ㔗㔝㔤ᤱ䘉аॷ٬䙏ᓖˈ❦ਾ→ڌ
ॷ٬Ǆᦒ䀰ѻˈᡁԜٷ䇮㠚ᒤ䎧ˈ൘ᵚᶕഋ
ᒤˈӪ≁ᐱᇎ䱵≷⦷㍟䇑ॷ٬˄Ⲵ
ഋ⅑ᯩ˅Ǆ
ޣҾ䍗⢙䍨᱃䘋ਓⲴ〾ޣঅ䗩㠚⭡ॆ䘋〻ˈ
ᡁԜ䟷⭘ҶަԆ⹄ウ㔃᷌Ǆц⭼䬦㹼࡙⭘:72઼
81&7$'ਁᐳⲴ䍨᱃亴⍻ᮠᦞˈ䇔Ѫѝഭ䘋ਓ〾ޣ
〾⦷ѪǄᡁԜٷ䇮ѝഭⲴ䘋ਓ⇿⦷〾〾ޣл
䱽ањⲮ࠶⛩ˈѝഭ䍗⢙䍨᱃ԕ㖾ݳ䇑ԧⲴ䘋ਓ
ሶ࣐Ǆ䘉аᖡ૽ԕԕлᶑԦѪٷ䇮ࡽᨀˈণ
ѝഭ䍗⢙䍨᱃Ӫ≁ᐱ䇑ԧⲴ䘋ਓᒦ⋑ᴹਈॆˈഐ
Ѫ䘋ਓ䟿⇿࣐ˈ⭡ҾӪ≁ᐱⲴॷ٬֯ᗇӪ≁
ᐱ䇑ԧⲴ୶૱ԧṬл䱽Ǆ❦㘼ˈѝഭ䍗⢙䍨᱃
䘋ਓⲴ㖾ݳԧ٬ত઼䘋ਓ䟿਼↕кॷǄ
ޣҾ䶎〾ޣෂঅ䗩㠚⭡ॆ ሩᴽ࣑䍨᱃
ᖡ૽ⲴᛵຳˈᡁԜ࡙⭘Ҷ+XIEDXHUǃ6FKRWW઼
:RQJ  Ⲵ⹄ウ㔃᷌ǄԆԜ؍ᆸՠ䇑ѝഭᴽ
࣑䍨᱃䘋ਓ䶎〾ޣෂ儈䗮ˈնӽ⮕վҾц
⭼䬦㹼˄˅Ⲵ⹄ウ㔃᷌Ǆ+XIEDXHUHWDO
  ՠ ㇇Ⲵᴽ࣑䍨᱃䘋ਓ䴰 ≲ ᕩᙗ ㌫ ᮠ
 ц⭼䬦㹼:RUOG'HYHORSPHQW,QGLFDWRUV:RUOG
'DWDEDQNˈKWWSGDWDEDQNZRUOGEDQNRUJGDWDKRPHDVS[
ᒤᴸǄ

㺘ݽ䲔ᴽ࣑䍨᱃〾ޣෂሩѝ㖾ৼ䗩ᴽ࣑䍨᱃Ⲵᖡ૽
⋑ᴹ㠚⭡ॆ᭯ㆆⲴᒤ
ѝ㖾ৼ䗩ᴽ࣑䍨᱃亴⍻
ӯ㖾 ݳ

ᓏ䲔ᴽ࣑䍨᱃〾ޣෂਾⲴ
䍨᱃ᡰᗇ ӯ㖾ݳ

ᆼޘ㠚⭡ॆਾᒤѝ㖾
䍨᱃亴⍻ ӯ㖾ݳ

䍨᱃ෂ
ㅹԧ〾ޣ
⦷

ԧṬᕩᙗ

վ

ѝ

儈

վ

ѝ

儈

վ

ѝ

儈

㖾ഭሩॾࠪਓ























ѝഭሩ㖾ࠪਓ























䍨᱃ෂㅹԧ〾⦷˄7(%V˅ᶕ㠚Ҿ+XIEDXHUǃ6FKRWW઼:RQJ˄˅Ǆц⭼䬦㹼˄˅ՠ㇇Ⲵ㖾ഭ7(%VѪˈѝഭѪǄ൘↔ˈᡁԜ֯⭘+XIEDXHUǃ6FKRWW઼:RQJ
˄˅ᴤѪ؍ᆸⲴՠ㇇㔃᷌Ǆ
㖾ഭሩॾᴽ࣑ࠪਓ䖳վ≤ᒣⲴ亴⍻ሩᓄⲴѝഭ*'3ᒤ൷䮯⦷Ѫˈѝㅹ≤ᒣ亴⍻ሩᓄⲴ䮯⦷ˈ儈≤ᒣ亴⍻ሩᓄ⵰Ⲵ䮯⦷Ǆѝഭሩ㖾ᴽ࣑ࠪਓվ≤ᒣ亴⍻ሩᓄⲴ㖾ഭ*'3
䮯⦷Ѫˈѝㅹ≤ᒣሩᓄ⵰ˈ儈≤ᒣሩᓄ⵰˄㿱㺘˅Ǆ
ᮠᦞᶕⓀ7KH:RUOG%DQNKWWSLUHVHDUFKZRUOGEDQNRUJVHUYLFHWUDGH+XIEDXHU6FKRWWDQG:RQJ

㺘ѝ㖾ৼ䗩䍨᱃઼᭦᭟ᒣ㺑˄˅઼ᒤⲴ亴⍻٬ ӯ㖾ˈݳᒤԧṬ
㖾ഭ

ѝഭ
ሩॾ䍨᱃

ሩ㖾䍨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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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ǉᒤᴸц⭼㓿⍾ኅᵋǊ
Ӫ≁ᐱᇎ䱵≷⦷പᇊ
ᕅ࣋⁑ර亴⍻

ᮠᦞᶕⓀ,0)ǉᒤᴸц⭼㓿⍾ኅᵋ˄:(2˅Ǌ઼㘵ṩᦞᕅ࣋⁑රⲴ亴⍻Ǆ
,0)ޣҾᒤ㓿ᑨ亩ⴞᒣ㺑⣦ߥⲴ亴⍻ᱟṩᦞ:(2ᒤ亴⍻ᮠᦞⲴཆ᧘㔃᷌Ǆٷ䇮ѝഭ㓿⍾ᒤ൷䮯⦷Ѫˈ㖾ഭѪˈᒤѝഭ㓿ᑨ亩ⴞ։ঐ*'3∄ֻѪˈ㖾ഭ
Ⲵ㓿ᑨ亩ⴞ䎔ᆇঐ*'3∄䟽Ѫˈ,0)ޣҾѝ㖾ৼ䗩䍗⢙઼ᴽ࣑䍨᱃Ⲵᒣ㺑⣦ߥᱟṩᦞᒤৼ䗩䍨᱃։ᡆ䎔ᆇঐєഭሩཆ䍨᱃։ᡆ䎔ᆇⲴ∄䟽䘋㹼བྷ㠤Ⲵՠ㇇Ǆ
ᕅ࣋⁑රⲴส߶ᛵຳ˄ᛵຳа˅৽᱐Ҷ䈳㢲ഐᆀǄᒤ㖾ഭሩॾ䍗⢙䍨᱃ࠪਓⲴ䈳㢲ഐᆀ֯⭘ަሩᡰᴹഭᇦࠪਓⲴ䈳㢲ഐᆀˈѝഭሩ㖾䍗⢙䍨᱃ࠪਓⲴ䈳㢲ഐᆀѪˈ㖾ഭ
ᴽ࣑䍨᱃ࠪਓ䈳㢲ഐᆀѪˈѝഭᴽ࣑䍨᱃䈳㢲ഐᆀѪǄ*'3▌൘䮯⦷Ⲵ亴⍻֯⭘ᕅ࣋⁑රส߶ᛵຳⲴՠ㇇ˈণٷ䇮ᒤ㖾ഭᒤ൷䮯⦷ѪˈѝഭѪǄ

ѪǄ൘ѝ㖾ӂޡ㶽Ⲵᛵຳѝˈ⎸䲔ᴽ࣑䍨
᱃ෂˈሶӾ᭯⋫઼㓿⍾єᯩ䶒ሩѝഭӗ⭏
ᡈˈն㠚⭡ॆӽሶሩѝഭ㓿⍾ӗ⭏ᐘབྷ᭦⳺ˈ਼
ᰦˈѝഭሩ㖾Ⲵৼ䗩䍨᱃亪ᐞሶл䱽Ǆѝഭޣ䭞
ᴽ࣑亶ฏⲴԧṬሶл䱽ˈྲ䠁㶽ǃ⭥ؑǃ५⯇ছ
⭏ǃᮉ㛢઼䴦ㅹˈ㘼㖾ഭⲴࠪਓሶབྷᑵ࣐˄
㿱㺘˅Ǆ

ᒤኅᵋ
㠚↔ˈᡁԜ⵰ሩԕᒤԧṬ䇑㇇Ⲵѝ㖾єഭ
*'3䮯൘н਼ᛵຳлⲴ䍨᱃ࡽᲟ䘋㹼ኅᵋǄᡁ
Ԝ䟽⛩⌘ޣѝ䙏䙏˄㖾ഭ*'3ᒤ൷䮯ˈѝ
ഭ*'3ᒤ൷䮯˅ᛵຳ䍨᱃䮯ⲴࡽᲟǄ䍨᱃
ࡽᲟᴹԕлഋ㊫ᛵຳ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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ᛵຳа˖ཆ䜘ᶑԦнਈⲴ䍨᱃ࡽᲟ
ㅜа㊫ᛵຳᱟĀа࠷➗ᰗⲴ䍨᱃ࡽᲟāˈণṩᦞ
䈳ᮤਾⲴਈ㌫ᮠ㓯ᙗ䎻࣯亴⍻ˈྲ㺘઼䱴Ԧ㺘
$Ⲵ⌘䟺ѝ䱀䘠ⲴᇩǄ൘↔ᛵຳлˈӪ≁ᐱᇎ
䱵≷⦷ᰐԫօਈॆˈѝഭ઼㖾ഭҏ⋑ᴹ䟷ਆԫօ
⎸䲔઼〾ޣ䶎〾ޣෂⲴ㠚⭡ॆѮ᧚Ǆᒤ㖾
ഭ㓿ᑨ亩ⴞ䘶ᐞ亴䇑Ѫӯ㖾˄ݳᒤԧ
Ṭ˅ˈަѝሩॾ䍗⢙઼ᴽ࣑䍨᱃䘶ᐞѪӯ㖾
࡛࠶ˈݳঐᒤ㖾ഭ*'3Ⲵ઼ˈ⮕儈Ҿ
ᒤ≤ᒣǄӾᴤབྷ㤳തᶕ䇢ˈ࡙⭘䈳ᮤਾⲴᕅ
࣋⁑ර亴⍻єഭⲴᮤփሩཆ䍨᱃ᒣ㺑⣦ߥˈ൷վ
Ҿ,0)ǉц⭼㓿⍾ኅᵋǊⲴ亴⍻㔃᷌˄㿱㺘˅Ǆ㘼
фˈᒤ㖾ഭሩॾࠪਓⲴ㔃ᶴሶᴹᡰਈॆ˖ᕅ
࣋⁑ර亴⍻Ⲵ㖾ഭᴽ࣑䍨᱃ࠪਓሶ䗮ӯ㖾
ˈݳо㖾ഭ䍗⢙䍨᱃ࠪਓӯ㖾ֻ∄Ⲵݳབྷ
㓖Ѫˈ㘼ᒤ䘉а∄ֻӵѪǄ
䲔Ҷ㖾ഭሩॾᴽ࣑䍨᱃ࠪ⧠ᘛ䙏䮯ཆˈ↔
ᛵຳлⲴањケࠪ⢩⛩ᱟᒤѝഭሩ㖾ഭ䍗
⢙䍨᱃ࠪਓሶ儈䗮ӯ㖾ݳǄ䘉㺘᰾
ѝഭѪ㖾ഭᐲ൪ⲴĀӊ⍢ᐕলāൠս䟽㾱ᙗሶ
кॷаˈؽণׯᱟྲࡽ᮷ᡰ䘠㘳㲁ࡠ䈳㢲ഐᆀ
ѻਾˈ㔃᷌ҏᐞᰐࠐǄਟԕ⺞ؑⲴᱟˈ㖾ഭሩ
ॾ䍨᱃䘶ᐞӽሶкॷˈণׯᱟᯠޤĀӊ⍢ᐕলā
ⲴަԆ㓿⍾փሶᥔঐа䜘࠶ѝഭࠪਓՐ㔏ᐲ൪Ǆ
ഐ↔ˈ㖾ഭሩཆ䍨᱃ᙫ䘶ᐞⲴл䱽ᑵᓖᒦнㅹҾ
㖾ഭሩॾ䍨᱃䘶ᐞⲴ䱽ᑵ˄վҾ:(2Ⲵ亴⍻˅Ǆᇎ
䱵кˈ㲭❦ᡁԜⲴส߶ᛵຳ亴⍻ᒤ㖾ഭሩ
ॾ䍨᱃˄䍗⢙઼ᴽ࣑˅䘶ᐞབྷ㓖Ѫӯ㖾ˈݳ
վҾ:(2Ⲵ亴⍻ˈն㖾ഭሩཆ䍨᱃ᙫ䘶ᐞӵл䱽
Ҷӯ㖾ݳǄ
ᛵຳҼ˖Ӫ≁ᐱⵏᇎ≷⦷ॷ٬
൘ㅜҼ㊫ᛵຳѝˈᡁԜ㘳㲁ҶᒤࡽӪ≁ᐱ
ᤱ㔝ॷ٬Ⲵ㔃᷌ˈ䘉ሶ֯ᗇᒤѝഭ㓿ᑨ亩
ⴞᮤփࠪ⧠䘶ᐞˈ䘶ᐞ仍Ѫӯ㖾ˈݳঐѝ
ഭ᤹ᐲ൪≷⦷䇑㇇*'3ⲴǄᇎ䱵≷⦷ॷ٬Ⲵ
䙏ᓖоᒤԕᶕѝഭᖃተݱ䇨Ⲵ≷⦷ॷ٬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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ᓖ਼ˈᒤ൷ǄᡁԜ᧕ਇݻ㧡ഐ઼ေᓹᯟ
˄˅Ⲵ㔃䇪ˈԆԜ䇔ѪӪ≁ᐱॷ٬ሩѝഭ
㓿ᑨ亩ⴞᒣ㺑䘶ᐞӗ⭏ᱮ㪇ᖡ૽ǄṩᦞԆԜⲴ
䇑㇇ˈӪ≁ᐱᇎ䱵ᴹ᭸≷⦷⇿ॷ٬ˈሶ֯ᗇѝ
ഭ㓿ᑨ亩ⴞᙫ։˄᤹ᐲ൪ԧṬ䇑㇇˅ঐ*'3∄䟽
л䱽њⲮ࠶⛩Ǆ
ṩᦞᡁԜⲴ亴⍻ˈণׯᱟӪ≁ᐱࠪ⧠ᱮ㪇
ॷ٬ˈ㖾ഭሩཆᮤփ㓿ᑨ亩ⴞ઼ሩॾৼ䗩㓿ᑨ亩
ⴞӽሶࠪ⧠䘶ᐞǄնᱟˈ൘ᡁԜ⁑ᤏⲴ㊫ᛵຳ
ѝˈӪ≁ᐱॷ٬ᛵຳл㖾ഭ㓿ᑨ亩ⴞᙫ䘶ᐞ㿴⁑
ᴰሿˈᒤ㖾ഭ㓿ᑨ亩ⴞᙫ䘶ᐞሶӾส߶ᛵຳ
亴⍻Ⲵӯ㖾ݳл䱽ࡠӯ㖾ˈݳঐ*'3
∄䟽Ѫˈሩॾৼ䗩䍨᱃䎔ᆇҏሶӾส߶ᛵຳ
Ⲵӯ㖾ݳл䱽ࡠӯ㖾ˈݳ
л䱽ࡠ*'3Ⲵ
Ǆ↓ྲ൘ᛵຳаѝᡰᕪ䈳Ⲵˈྲ᷌ѝഭа䜘
࠶ⲴĀӊ⍢ᐕলāⲴൠս⭡ަԆ㓿⍾փᶕᣵˈ
䛓Ѹ㖾ഭሩॾ䍨᱃䎔ᆇሶл䱽ˈն㖾ഭ㓿ᑨ亩ⴞ
ᙫ䘶ᐞⲴл䱽ᑵᓖᴹ䲀Ǆ
ᛵຳй˖ѝഭঅ䗩ݽ䲔〾ޣ
㖾ഭ઼ѝഭ䜭ሩ䍗⢙䍨᱃䘋ਓᇎ㹼䶎〾ޣ
ෂǄ❦㘼ˈㅜй㊫ᛵຳѝᡁԜٷᇊ൘лањॱᒤ
ѝഭሶঅ䗩ݽ䲔䍗⢙䍨᱃䘋ਓ〾ޣෂˈնᒦ
нࡺ߿ᴽ࣑䍨᱃䘋ਓⲴෂǄѝഭᖃࡽⲴᒣ൷
⦷〾〾ޣѪǄоަԆ⹄ウլˈᡁԜٷᇊ䘋
ਓ⇿〾ޣл䱽ањⲮ࠶⛩ˈѝഭ䍗⢙䍨᱃䘋ਓ仍
ሶ࣐ˈഐ↔〾ޣᆼݽޘ䲔ਾѝഭ䘋ਓሶ
࣐བྷ㓖Ǆ䘉аঅаⲴᕩᙗ㌫ᮠˈቭ㇑㻛ᒯ⌋֯
⭘ˈնਟ㜭ཚ؍ᆸҶǄྲ㺘䇑㇇㔃᷌ᡰ⽪ˈ㖾ഭ
㓿ᑨ亩ⴞᙫ䘶ᐞ઼ሩॾৼ䗩䍨᱃䘶ᐞоส߶ᛵ
ຳⲴ亴⍻∄ਈॆᖸሿˈਈॆ䜭൘ӯ㖾ݳԕ
лǄᓄൠˈሩѝഭⲴ㓿ᑨ亩ⴞ։઼ሩ㖾䍨᱃
։Ⲵᖡ૽ҏнབྷǄ
ྲᛵᲟаᡰᕪ䈳Ⲵˈѝഭ㜭؍ᤱĀӊ⍢
ᐕলāൠսሩᴰਾ㔃᷌ᴹᖸབྷᖡ૽Ǆྲ᷌Āӊ⍢
ሩӪ≁ᐱ≷⦷ᖡ૽䍨᱃⍱䟿ᤱᘰ⯁ᘱᓖⲴ㿲⛩㿱(GZDUG3/D]HDUˈ
Āѝഭ䍗ᐱ㓥нᱟ䰞仈āˈॾቄ㺇ᰕᣕˈᒤᴸᰕˈ3$Ǆ

ᐕলā䖜〫ࡠަԆൠ४ˈѝഭⲴሩཆ㓿ᑨ亩ⴞ
։ሶл䱽Ǆ❦㘼ˈྲ᷌ѝഭঅ䗩ྲ߿ࡺ〾ޣᵏਁ
⭏ˈ䘉৸ሶᨀॷѝഭㄎҹՈ࣯ˈᔦ䮯ަĀӊ⍢ᐕ
লāⲴൠսˈഐѪࠪਓԱъሶᴤ᱃Ӿഭ䱵ᐲ൪㧧
ᗇԆԜࠪਓᡰ䴰Ⲵѝ䰤૱઼䍴ⓀᣅޕǄ
Ӿ᭯⋫Ⲵ䀂ᓖ㘼䀰ˈঅ䗩ݽ〾ޣ䲔ᱟа亩◰
䘋ⲴѮ᧚ˈሶਇࡠѝഭ䍨᱃ՉդⲴᲞ䙽䎎䍿Ǆ䘉
а᭯ㆆⲴ䍨᱃ᖡ૽ሶᱟᡁԜ䇑㇇㔃᷌ⲴৼؽǄ㓿
⍾ᡀᵜ˄Ӿ䟽୶ѫѹⲴ䀂ᓖⴻ˅઼᭯⋫ԓԧѻ䰤
ᵳ㺑ᮤփ㘼䀰ሶॱ࠶ᴹ࡙ҾѝഭǄ

ҏ䇨䘉Ӌ䇑㇇㔃᷌ཚ䗷؍ᆸˈഐ↔ᡁԜҏ㘳
㲁ྲ᷌ѝ㖾єഭӂޡ㶽㜭ᇎ㹼ˈѝ㖾ৼ䗩䍨᱃
Ⲵ䮯ਟ䗮ࡠ䘁ᒤᶕަԆ)7$਼ㅹⲴ≤ᒣǄᇎ䱵
кˈྲ䱴Ԧ㺘$˄䍗⢙䍨᱃˅઼$˄ᴽ࣑䍨᱃˅ᡰ
⽪ˈᡁԜⲴᕅ࣋⁑ර亴⍻ⲴаӋѫ㾱Ⲵৼ䗩઼४
ฏ䍨᱃ॿᇊ᭸ᓄˈ䘌䘌བྷҾᡁԜ֯⭘ㆰঅተ䜘൷
㺑䇑㇇Ⲵ㔃᷌Ǆṩᦞᕅ࣋⁑රѝᡰኅ⽪Ⲵࠐњѫ
㾱)7$ՠ㇇Ⲵਈ㌫ᮠˈ؍ᆸՠ㇇ѝ㖾สᵜ)7$ሩ
ৼ䗩䍗⢙઼ᴽ࣑䍨᱃Ⲵਈ㌫ᮠᱟǄྲ䱴Ԧᡰ
䘠ˈ䘉аՠ㇇㔃᷌᳇⽪ѝ㖾ৼ䗩䍨᱃仍ᴹᵋ䮯
ˈ䘉аᑵ䘌䘌བྷҾަԆѫ㾱ᯩ⌅ՠ㇇Ⲵє
ᛵຳഋ˖ӂޡ㶽
ഭ䍗⢙䍨᱃䮯ࡽᲟ઼ѝഭሩ㖾ഭᴽ࣑ࠪਓⲴ
ㅜഋ㊫ҏᱟᴰਾа㊫ᛵຳ∄ަԆᛵຳᱮᗇᴤ ᑵ˄ԕл˅Ǆ
Ѫ߂䘋ǄᡁԜᢺᆳ〠ѻѪĀสᵜ)7$āᡆĀӂޡ
նᱟᴹᗵ㾱ᕪ䈳Ⲵᱟˈ࡙⭘ᡁԜⲴᕅ࣋⁑ර
㶽ā˖ѝഭ઼㖾ഭ䜭Ոݸ㘳㲁ݽ䲔䍗⢙䍨᱃Ⲵ 〾ޣ㌫ᮠՠ㇇Ⲵᐢ⭏᭸)7$䍨᱃䮯᭸ᓄˈ㾱ᱮ㪇վ
઼ᴽ࣑䍨᱃Ⲵ䶎〾ޣෂǄᴽ࣑䍨᱃Ⲵෂሩ䘉 Ҿ࡙⭘ަԆᯩ⌅䇑㇇Ⲵ㖾ഭሩॾᴽ࣑䍨᱃ࠪਓ
а㊫ᛵຳॱ࠶ޣ䭞ˈ❦㘼ˈӾ᭯⋫к䇢ѝഭ䟷ਆ ᡰ㧧ᗇⲴᐘབྷ᭦⳺Ǆަഐᱟᱮ㘼᱃㿱ⲴˈഐѪ
䘉а㹼ࣘॱ࠶ഠ䳮ˈᴽ࣑䍨᱃ࠪਓ㖾ഭঐᦞ⵰∄ ᖃࡽབྷ䜘࠶䳴ᗳࣳࣳⲴ)7$ˈ䗴ӺѪ→൘ᴽ࣑䍨
䖳Ո࣯ˈѝഭᴽ࣑䍨᱃ෂྲ᷌ԕ⦷〾〾ޣᶕ㺑 ᱃ෂⲴݽ䲔ᯩ䶒ӽ❦ᖸнཏǄഐ↔ˈ㺘$Ⲵᕅ
䟿ˈ儈䗮ᐖਣǄ൘䘉а㊫ᛵຳѝˈᡁԜ䇑㇇㔃 ࣋⁑රਈ㌫ᮠ৽᱐㠚⭡ॆ〻ᓖˈ䘌䘌վҾ൘ѝ㖾
᷌㺘᰾ѝ㖾䍨᱃仍ሶᢙᕐˈ㖾ഭ㓿ᑨ亩ⴞᙫ䘶ᐞ ӂޡ㶽ⲴᛵຳлᡁԜ亴ᵏⲴ㠚⭡ॆ≤ᒣǄ
ሶл䱽ࡠӯ㖾ˈݳ㘼ሩॾৼ䗩䍨᱃䘶ᐞሶ䱽
㠣ӯ㖾ݳǄቡ䱽վ㖾ഭሩཆ䎔ᆇ㘼䀰ˈᛵᲟ н਼Ⲵ*'3䮯亴⍻
ഋоᛵᲟҼѝӪ≁ᐱॷ٬аṧ䜭ᖸᴹ᭸Ǆ❦㘼ˈᡁ
Ԝ⅑ᕪ䈳ˈᛵຳഋⲴޣ䭞൘Ҿѝഭ䪸ሩ㖾ഭⲴ ᡁԜ䘈ሩѝ㖾єഭн਼*'3䙏ᶑԦлⲴ䍨᱃᭸
ᴽ࣑䍨᱃ෂሶ䟷ਆ◰䘋Ⲵ㠚⭡ॆ᭯ㆆǄ൘ᛵຳ ᓄ䘋㹼Ҷᝏ࠶᷀ˈ㔃᷌㿱䱴Ԧ㺘$㠣㺘$Ǆ䲔
ഋѝˈ㖾ഭሩॾᴽ࣑䍨᱃ࠪਓ㿴⁑ሶᱟส߶ᛵຳ Ҷ൘ส߶ᛵຳѝєഭ䜭ᱟѝ䙏䮯Ⲵٷᇊཆˈᡁ
Ⲵй˄ؽণ⇿ᒤӯ㖾ݳоӯ㖾˅ݳǄ
Ԝ䘈ሩᵚᶕॱᒤєഭ䜭ᱟվ䙏䮯઼਼ᰦ儈䙏
ᡁԜ䇔Ѫѝ㖾єഭⲴ䍨᱃ॿᇊ൘ᒯᓖ઼␡ 䮯ᶑԦлⲴ䍨᱃ࡽᲟ䘋㹼亴⍻ˈҏሩ㖾ഭᒤ൷
ᓖࠐѾнਟ㜭ᱟ㖾ഭо丙ഭ)7$Ⲵᔦըˈਾ㘵൘ 䮯ǃѝഭ䮯ⲴĀվ儈āᛵຳ䘋㹼Ҷ
Ոݸ亶ฏᆼޘᓏ䲔Ҷ䍗⢙઼ᴽ࣑䍨᱃ⲴෂǄє ࠶᷀Ǆ
ഭⲴĀӂޡ㶽āሶ൘ӊཚ㠚⭡䍨᱃४˄)7$$3˅
нࠪᡰᯉˈѝ㖾єഭⲴ䍗⢙઼ᴽ࣑䍨᱃ࠪਓ
Ṷᷦ䘋㹼ˈᒦਟ㜭ᢺ733ᡀઈഭǃоѝഭᐢㆮ㖢 䮯ˈሶ䲿⵰єഭ㓿⍾亴⍻䙏Ⲵк䈳㘼кॷǄ
)7$Ⲵьⴏഭᇦᤜ䘋ᶕǄᡁԜሶ↔᧿㔈ᡀĀ ❦㘼ˈަԆн਼䮯ᛵຳл䜭ঠ䇱Ҷањ൘ส߶
ӂޡ㶽ᛵຳāˈ䙊䗷ተ䜘൷㺑ᯩ⌅ᶕ䇑㇇䍗⢙䍨 ᛵຳлⲴޣ䭞㔃䇪˖ᒤ㖾ഭᰐ䇪ᱟ㓿ᑨ亩ⴞ
᱃઼〾ޣᴽ࣑䍨᱃䶎〾ޣෂݽ䲔ਾⲴৼ䗩䍨 ᮤփ⣦ߥ䘈ᱟሩॾ㓿ᑨ亩ⴞⲴᒣ㺑⣦ߥˈ䜭㔗㔝
᱃ࡋ䙐᭸ᓄǄ
؍ᤱ䘶ᐞⲴ䎻࣯ˈ㘼ѝഭࡉ㔗㔝㔤ᤱҶ㠚䓛ᮤ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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㺘н਼ᛵຳлᒤѝ㖾ৼ䗩䍗⢙઼ᴽ࣑䍨᱃Ⲵᢙᕐ઼䮯ࡽᲟᒤ
㖾ഭ
㖾ഭሩॾ䍗⢙䍨᱃ࠪਓ

ѝഭ
㖾ഭሩॾᴽ࣑䍨᱃ࠪਓ

ѝഭሩ㖾䍗⢙䍨᱃ࠪਓ

ѝഭሩ㖾ᴽ࣑䍨᱃ࠪਓ 

㠚㠣㓸
䍨᱃
䮯⦷

༽ਸ䮯⦷
˄˅

㠚㠣㓸䍨
᱃䮯⦷

༽ਸ䮯⦷
˄˅

㠚⋫㓸䍨
᱃䮯⦷

༽ਸ䮯⦷
˄˅

㠚㠣㓸䍨
᱃䮯⦷

༽ਸ䮯⦷
˄˅

















Ӫ≁ᐱᇎ䱵≷⦷нਈ

















ᒤӪ≁ᐱ≷⦷ᤱ㔝
ॷ٬

















ᛵຳ઼ᒤ䲀
ᇎ䱵䍨᱃ˈ
䍨᱃亴⍻ˈ

ѝഭ䍨᱃㠚⭡ॆ

















ѝ㖾สᵜ)7$

















ᒤৼ䗩ᴽ࣑䍨᱃ᢙᕐ઼䮯⦷ᮠᦞѪᇎ䱵٬ˈᒤѪ亴⍻٬Ǆ

㺘ѝ㖾*'3䙏Ⲵн਼ᛵຳٷ䇮˄˅
ᇎ䱵*'3

Ӫਓ

䮯⦷
ᛵຳ

㖾ഭ

ѝഭ

㖾ഭ

ѝഭ

վ䙏









ѝ䙏









儈䙏









㖾ഭվ䙏ѝഭ儈䙏









઼ሩ㖾ഭⲴ㓿ᑨ亩ⴞ亪ᐞǄ൘ᖃབྷⲴ४䰤㤳ത
ˈ㓿⍾䙏Ⲵн਼ᒦ⋑ᴹ᭩ਈ䘉аสᵜ㔃䇪Ǆ

䍨᱃ᢙᕐ઼ࠪਓ䮯⦷Ⲵ
н਼ᛵຳ
൘ഋн਼ᛵຳлˈѝ㖾ৼ䗩䍨᱃䜭ਟᇎ⧠ᢙ
ᕐǄޣҾѝ㖾䍗⢙઼ᴽ࣑䍨᱃ࠪਓ䮯ࡽᲟⲴ䘋
а↕⹄ウˈሶケࠪ䍨᱃ᢙᕐⲴ⁑ᔿ઼ࣘ࣋Ǆ㺘
ኅ⧠Ҷᒤѝ㖾єഭࠪਓⲴᇎ䱵㿴⁑ǃ
䮯⦷઼ᒤєഭ䍨᱃Ⲵ䮯ࡽᲟǄ䘉
єᯩ䶒Ⲵ㿲ሏ㔃᷌䜭⢩࡛ᴹ䈤ᴽ࣋Ǆᙫփ㘼䀰ˈ
൘ഋᛵຳлˈѝഭሩ㖾ഭⲴ䍗⢙䍨᱃ࠪਓ䙏
൷վҾ䗷৫Ⲵॱᒤ䙏ˈ㖾ഭሩॾ䍗⢙䍨᱃ࠪ
ਓሶᔦ㔝䗷৫Ⲵ䙏Ǆ❦㘼ˈѝ㖾єഭ൘ᵚᶕॱ
ᒤⲴᴽ࣑䍨᱃ࠪਓⲴ亴ᵏ䙏ሶ儈Ҿ䗷৫ॱᒤ
Ⲵ䙏˖൘ࠐѾᡰᴹᛵຳлˈᒤᴽ࣑䍨
᱃Ⲵ䮯䙏ᓖ䜭ᱟᒤⲴєؽǄ൘ࡽ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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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ᛵຳѝˈᵚᶕॱᒤ㖾ഭሩॾᴽ࣑䍨᱃ࠪਓ䙏
кॷᑵᓖᴹ䲀ˈӵ儈Ҿ䗷৫ॱᒤᒣ൷䙏བྷ
㓖њⲮ࠶⛩Ǆ❦㘼ˈ൘ㅜഋ㊫ণĀӂޡ㶽ā
ᛵຳѝˈ㖾ഭሩॾᴽ࣑䍨᱃ࠪਓⲴᒤ൷䙏䎵䗷
Ǆྲ᷌㘳ሏޘ䜘ഋᛵຳˈѝഭሩ㖾ഭⲴᴽ࣑
䍨᱃ࠪਓ൘ഋᛵຳлᒣ൷ᒤ൷䙏㓖Ѫˈ
㘼䗷৫ॱᒤѪǄ

儈、ᢰࠪਓ䲀ࡦ
ѝഭ䍨᱃уᇦᲞ䙽䇔Ѫˈ㖾ഭࠪਓ㇑ࡦᱟሩॾ䍗
⢙䍨᱃ࠪਓ䮯ਇࡠ䲀ࡦⲴ䟽㾱ഐˈ䘉а㿲⛩
ⴻլᴹаᇊ䚃⨶Ǆশਢкˈ㖾ഭࠪਓ᧗ࡦփ㌫ᢺ
䍨᱃Չդࡂ࠶ᡀഋ㓗˖ㅜа㓗ᱟĀ儈ᓖؑԫāˈ䙊
ᑨᤷे㓖㓴㓷ᡀઈഭ˄1$72˅઼ᰕᵜ˗ㅜҼ㓗ᱟĀ
ؑԫāˈवᤜ⡡⋉ቬӊ઼㖇傜ቬӊ˗ㅜй㓗ᱟĀ
ড䲙āˈवᤜѝഭǃঠᓖ઼״㖇ᯟ˗ㅜഋ㓗ᱟĀေ
㛱āˈवᤜਔᐤǃԺᵇ઼ेᵍ勌ǄᒤˈѪҶ㿴
㤳ࠪਓ㇑ࡦփ㌫ˈㅜа㓗઼ㅜҼ㓗ഭᇦਸᒦˈն
ѝഭӽ⮉؍൘ㅜй㓗ഭᇦˈণĀড䲙āᡆĀаᇊ
〻ᓖⲴေ㛱āˈሩ䘉㊫ഭᇦሶᇎ㹼ᴤѕṬⲴࠪਓ
㇑ࡦǄࡍ↕ⴻᶕˈ㖾ഭ儈、ᢰӗ૱ሩѝഭ઼ަԆ
ㅜй㊫ഭᇦⲴࠪਓ䮯ਇ䲀լѾᴹаᇊ䚃⨶Ǆ
൘$VKD6XQGDUHP઼-'DYLG5LFKDUG
VRQ  Ⲵᐕ䇪᮷ѝˈԆԜ࡙⭘ᕅ࣋⁑රՠ㇇

Ҷ㖾ഭ儈、ᢰࠪਓоަԆਁ䗮㓿⍾փ˄⌅ഭǃᗧ
ഭǃᰕᵜ઼㤡ഭ˅઼ᯠࠪޤਓབྷഭ˄ᐤ㾯ǃѝഭǃ
ঠᓖǃԕ㢢ࡇ઼໘㾯କ˅Ⲵᐞ䐍Ǆ䈕䇪᮷䟽⛩⹄
ウҶг㊫ӗ૱˄սᮠ+76࠶㊫⌅˅वᤜॆᐕӗ૱
˄˅ǃ⭥ᆀ㻵༷˄˅઼、ᆖ䇮༷˄˅ǄԔ
Ӫਲ਼Ⲵᱟˈ⹄ウਁ⧠ᒤ㖾ഭሩㅜй㊫ഭ
ᇦⲴࠪਓᆈ൘䗷ᓖࠪਓˈг㊫ӗ૱Ⲵࠪਓᙫ䟿䗮
ӯ㖾ݳǄ⢩࡛ᱟˈᒤ㖾ഭሩѝഭⲴ儈、
ᢰӗ૱ࠪਓ㿴⁑儈䗮ӯ㖾ˈݳ儈Ҿᕅ࣋⁑ර
Ⲵ↓ᑨ≤ᒣˈᒦнᆈ൘儈、ᢰӗ૱ࠪਓਇ䲀Ⲵ䰞
仈Ǆ৽ˈ㖾ഭоਁ䗮ഭᇦ઼ᯠࠪޤਓབྷഭㅹㄎ
ҹሩ∄ˈ儈、ᢰࠪਓ㺘⧠Ո䎺Ǆྲօ䀓䟺䘉
ӋབྷᝏཆⲴ㔃᷌˛
6XQGDUHP઼5LFKDUGVRQ䇔Ѫቭ㇑ᆈ൘ࠪਓ
㇑ࡦփ㌫ˈն㖾ഭ儈、ᢰࠪਓӽབྷ㧧ᡀ࣏ᴹє
ᯩ䶒ⲴഐǄаᯩ䶒ˈቭ㇑ࠪਓ㇑ࡦփ㌫ާᴹᤌ
ঐᓝᔿⲴ⢩ᖱˈն㠚ߧᡈԕᶕ㇑ࡦ〻ᓖӽᴹ
ᖃ〻ᓖൠ᭮ᶮˈ䘉а㠚⭡ॆ䘋〻䘈൘㔗㔝Ǆֻ
ྲˈᒤᴸˈഭՊᦸᵳᙫ㔏ᴹᵳ䘍㛼⌅ᖻ⾱
Ԕˈ᭮ᶮሩছᱏӗ૱Ⲵࠪਓ㇑ࡦǄѝഭᢃᔰҶছ
ᱏ↻僨кⲴᵪᇶ㕆⸱Ⲵ⭥䐟ᶯˈ䘉ᕅ䎧Ҷ㖾ഭሩ
ѝഭᕪ⛸䉤䍓Ǆਖаᯩ䶒ˈ㖾ഭ䐘ഭޜਨ〟ᶱޘ
䶒᧘䘋൘ഭ઼ຳཆⲴ儈、ᢰӗ૱⹄ਁ઼䬰Ǆ
ᇎ䱵кˈབྷ䜘࠶儈、ᢰӗ૱ࠪਓᒦ⋑ᴹਇࡠ䲀
ࡦˈ㖾ഭ䐘ഭޜਨ䙊ᑨݸҾ⅗⍢઼ᰕᵜㅹㄎҹሩ
䘋⨳ޘޕᐲ൪Ǆ
൘6XQGDUDP઼5LFKDUGVRQ⹄ウⲴสкˈ
ᡁԜਟᗇࠪ㔃䇪ˈ㖾ഭࠪਓ㇑ࡦᱟ䲀ࡦ㖾ഭሩॾ
ࠪਓᖸሿⲴഐ㍐ˈ䘉аᖡ૽ᖸਟ㜭᧕䘁Ҿ䴦Ǆ⇿
ᒤ⭡Ҿ㇑ࡦ㘼ሬ㠤ሩॾࠪਓਇ䱫Ⲵ㿴⁑н䎵䗷
ӯ㖾ݳǄ൘Āӂޡ㶽āᛵຳлˈ䘋а↕᭮ᶮ
ሩॾࠪਓ㇑ࡦլѾᖸᴹ䚃⨶ˈնᆳᒦнՊ֯ᗇ㖾
ഭࠪਓࠪ⧠亴ᵏⲴབྷᑵᬰॷǄ

㿱ॾⴋ亯䛞ᣕˈᒤᴸᰕˈ3%Ǆ䚇Ⲵᱟˈᙫ㔏㧧ᗇⲴᯠᦸᵳ⋑
ᴹሩѝഭᢗ㹼Ǆ⌅ᖻ⾱ԔҾᒤࠪਠˈ䎧ⓀҾࣣオ䰤䙊ؑޜਨ
ࡦ䙐Ⲵছᱏ⭡ѝഭ⚛㇝ਁሴਾࠪ⧠ඐ⇱˄ࣣޜਨᒤ㻛⌒丣ޜਨ᭦
䍝˅Ǆ

н਼ᛵຳлⲴ㔃䇪
ഋᛵຳлⲴ䍨᱃亴⍻䜭㺘᰾Ҷањࡽ਼ޡᲟˈ
ণ㖾ഭ㓿ᑨ亩ⴞᮤփ䘶ᐞǃሩॾৼ䗩㓿ᑨ亩ⴞ
䘶ᐞǃѝഭ㓿ᑨ亩ⴞᮤփ։ㅹ䎻࣯ӽሶᔦ
㔝Ǆᒤˈ㖾ഭሩॾৼ䗩䎔ᆇ亴䇑Ѫӯ
㖾ˈݳ㘼ሩཆ䎔ᆇᙫ㿴⁑亴䇑Ѫӯ㖾ݳǄ㖾
ഭሩཆ䎔ᆇⲴབྷᑵл䱽ˈ䴰㾱䟽བྷⲴ㔃ᶴᙗ᭩
䶙ˈᓄൠˈ䘉㾱≲ሩᒤᕅ࣋ᯩ〻ѝՠ
㇇Ⲵਈ㌫ᮠ䘋㹼䈳ᮤ˄䱴Ԧ㺘$઼$˅Ǆ
㔃ᶴᙗਈॆⲴᛵᲟՊᱟӰѸ˛аਟ㜭
ᱟӪ≁ᐱ㔗㔝ॷ٬ˈྲᛵᲟҼᡰ㘳㲁ⲴǄਖа
ਟ㜭ᱟ䍨᱃亶ฏቔަᱟᴽ࣑䍨᱃ᘛ䙏ǃ◰䘋Ⲵ㠚
⭡ॆˈྲᡁԜ൘ᛵຳй઼ᛵຳഋᡰ㘳㲁ⲴǄ
䘈ᴹਖཆаਟ㜭ˈ䘉ᐢ㓿䎵ࠪҶᵜ⹄ウⲴ
㤳തնᖸਟ㜭Պਁ⭏Ⲵˈণ㖾ഭӾᒤⲴ㜭Ⓚ
߰䘋ਓഭ˄㜭Ⓚ䍨᱃䘶ᐞӯ㖾ˈ˅ݳ䖜ਈᡀ
㜭Ⓚ㠚㔉㠚䏣ഭˈ⭊㠣൘ᵜц㓚ᒤԓѝᵏਈ
ᡀ㜭Ⓚ߰ࠪਓഭǄ䘉ਟ㜭Պᱟᖃࡽ㖾ഭ↓൘䘋
㹼Ⲵ亥ዙ≄઼⸣⋩䶙ભӗ⭏Ⲵањ䟽བྷᡀቡǄ
㖾ഭ㜭ⓀࡽᲟ䙊䗷ㆰঅ䇑㇇ቡਟᲠൠ㺘᰾㖾
ഭ㓿ᑨ亩ⴞᙫ䘶ᐞⲴਈॆǄٷ䇮ᒤ㖾ഭĀ㜭
Ⓚ䎔ᆇāѪ䴦ˈަԆᶑԦнਈˈᡁԜ䇑㇇Ⲵ㖾ഭ
ሩཆ㓿ᑨ亩ⴞ䘶ᐞ⣦ߥྲл˖ส߶ᛵຳⲴ䘶ᐞሶ
Ӿӯ㖾ݳл䱽ࡠӯ㖾ˈݳᛵຳҼ˄Ӫ
≁ᐱॷ٬˅Ⲵ䘶ᐞሶӾӯ㖾ݳ䱽㠣ӯ
㖾ˈݳᛵᲟй˄অ䗩㠚⭡ॆ˅Ӿӯ㖾ݳ䱽㠣
ӯ㖾ˈݳᛵຳഋ˄ӂޡ㶽˅Ӿӯ㖾ݳ
䱽㠣ӯ㖾ݳǄ൘ᡁԜⲴ⁑රѝˈ㲭❦㖾ഭ㜭
Ⓚ䎔ᆇᖂ䴦н㜭ᆼ⎸ޘ䲔㖾ഭⲴ㓿ᑨ亩ⴞ䘶ᐞˈ
ն䘶ᐞ㿴⁑ሶᙕл䱽Ǆ
ࡽ᮷Ⲵ䇘䇪ᕪ䈳Ҷѝ㖾єഭⲴ᭯⋫ޣ㌫ˈ
ሶⴤ᧕ᖡ૽ৼ䗩䍨᱃䎔ᆇ઼։Ǆ❦㘼ˈԫօӪ
䜭н㜭═㿶єഭӾ䍨᱃ᢙᕐѝᡰ㧧ᗇⲴ*'3઼ഭ
㖾ഭ㜭Ⓚؑ㇑⨶ተ˄(,$˅ਁᐳᴰᯠⲴǉᒤ㜭ⓀኅᵋᒤᓖᣕǊ䇔
Ѫˈᒤ㖾ഭཙ❦≄Ⲵӗ䟿ሶਟ㜭䎵䗷ഭ䴰≲䟿ˈሶࠪ⧠߰ࠪਓˈ
⸣⋩䜘䰘ҏᖸਟ㜭ਁ⭏լⲴਈॆ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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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ᒣᨀॷⲴᐘབྷ᭦⳺ˈᰐ䇪ᱟ䍨᱃䎔ᆇ
ഭᡆ։ഭǄṩᦞᡁԜⲴส߶ᛵຳ˄ᛵຳа˅ՠ
㇇ˈᒤѝ㖾єഭⲴ䍗⢙઼ᴽ࣑䍨᱃仍ሶӾ
ᒤⲴӯ㖾ݳᨀ儈ࡠзӯ㖾ݳǄަԆ
Ⲵ⹄ウ㔃᷌㔬ਸ㺘᰾ˈ䘋ࠪਓ䍨᱃仍⇿ᨀ儈㖾
ˈݳሶ䙊䗷ཊ䟽䚃֯ᗇ*'3࣐㖾ݳǄᵚᶕ
ॱᒤєഭ䍨᱃࣐仍儈䗮зӯ㖾֯ˈݳᗇ
ᒤѝ㖾єഭ൘ަԆ䙄ᖴᡰ㧧ᗇⲴ*'3䮯ཆˈ䘈
ਟӾѝ㧧ᗇӯ㖾'*ݳ3Ⲵ仍ཆ᭦⳺Ǆ䘉а㿴
⁑Ⲵ᭦⳺൘ᵚᶕॱᒤ䜭аⴤ؍ᤱ൘ঐєഭ*'3Ⲵ
㠣Ⲵ∄ֻˈ䘉ሩ⭘ԫօḷ߶㺑䟿ᶕ䈤䜭
ᱟᐘབྷⲴǄ

䱴Ԧ$
ᢰᵟ㛼Ჟ
䱴Ԧ$ᙫ㔃Ҷᕅ࣋⁑ර㌫ᮠ઼ަԆ⹄ウᯩ⌅ᡰ֯
⭘Ⲵᢰᵟփ㌫ˈ䘉Ӌ⹄ウᯩ⌅Ѫᕅ࣋⁑රⲴ㺕
⭘ˈݵᶕ䇴ՠަԆйᛵຳ˖Ӫ≁ᐱॷ٬ǃঅ䗩
〾ޣ㠚⭡ॆ઼Āӂޡ㶽āᛵຳǄ
ᕅ࣋⁑ර㌫ᮠ
ᡁԜㅜа↕Ⲵ࠶᷀㔃᷌ྲ㺘$઼$ᡰ⽪ˈ࠶࡛࡙
⭘Ҽ䱦⇥ᴰሿҼ҈⌅ՠ㇇Ҷ䍗⢙䍨᱃઼ᴽ࣑䍨
᱃Ⲵഎᖂ㌫ᮠǄㅜа㹼Ⲵ㊫ഐਈ䟿ᱟᡰᴹഭᇦ
Ⲵࠪਓ仍ǃ㖾ഭሩᡰᴹ䍨᱃ՉդⲴࠪਓ仍ǃ㖾ഭ
㠚ᡰᴹ䍨᱃ՉդⲴ䘋ਓ仍ǃѝഭሩᡰᴹ䍨᱃Չդ
Ⲵࠪਓ仍ǃѝഭ㠚ᡰᴹ䍨᱃ՉդⲴ䘋ਓ仍Ⲵሩᮠ
٬Ǆ
ѪҶ䚯ݽ൘ՠ㇇എᖂ㌫ᮠሩሿ仍䍨᱃䍻Ҹ
䗷儈Ⲵᵳ䟽ˈᮠᦞ㓴ሶ䍨᱃仍վҾз㖾ݳ
ࢄ䲔Ǆᮠᦞ㓴वᤜᒤ㠣ᒤᡆᒤⲴ䍨
᱃仍઼ަԆᤷḷˈᮠᦞ䘹ਆሶਆߣҾഭⲴ䀓䟺
ਈ䟿઼ৼ䗩䍨᱃ㅹᤷḷᴰᯠᮠᦞⲴਟ㧧ᗇᙗǄ
ᡰᴹᤷḷ䇑ԧ䍗ᐱ䜭ᱟнਈ㖾ݳԧˈ*'3㿴⁑ԕ
㿱+XIEDXHUǃ6FKRWW઼:RQJ  䱴Ԧ$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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ᒤ≷⦷䇑㇇Ⲵ䍝Ҡ࣋ᒣԧᶕ㺑䟿ˈৼ䗩䍨᱃
仍࡙⭘㖾ഭ⎸䍩ԧṬᤷᮠᒣ߿ᶕ䇑㇇ˈ亴⍻٬ԕ
ᒤнਈԧṬ㺑䟿Ǆ
㺘$઼$Ⲵㅜаࡇᱟ㠚ਈ䟿Ǆഎᖂᯩ〻Ⲵ
สᵜ㔃ᶴवᤜሩᮠᯩ〻઼ॺሩᮠ⤜・ᯩ〻Ǆ䘎
㔝ਈ䟿ˈྲオ䰤䐍઼єഭⲴӪ൷*'3ˈ䜭ԕሩ
ᮠⲴᖒᔿࠪ⧠Ǆਸਈ䟿ˈྲєњ䍨᱃ഭᱟᴹ
⇆≁ൠޣ㌫ǃ䍨᱃Չդᱟㆮ㖢)7$ㅹˈԕєњ
㲊ᤏਈ䟿Ⲵᖒᔿࠪ⧠ˈԓ㺘ˈԓ㺘ᱟǄ䱶
ഭᇦᡆዋኯ䍨᱃Չդഭ⭘йњ㲊ᤏਈ䟿㺘⽪ˈ
ԓ㺘єњ䜭ˈԓ㺘ަѝаഭᱟˈԓ㺘єഭ䜭
ᱟǄᖃ㠚ਈ䟿ᱟ䘎㔝ⲴфԕሩᮠⲴᖒᔿࠪ⧠ˈਈ
㌫ᮠਟ䀓䟺Ѫᕩᙗ٬ǄֻྲˈєഭӪ൷*'3Ⲵਈ
㌫ᮠѪˈ䘉ણ⵰Ӫ൷*'3кॷˈєњ
䍨᱃Չդഭ˄аᯩੁਖаᯩࠪਓ˅Ⲵৼ䗩䍨᱃ሶ
ᨀ儈ǄᖃᡰᴹⲴ㠚ਈ䟿䜭ᱟਸਈ䟿ˈᓄ
ሩަ䙐ᡀⲴᖡ૽䘋㹼䘲ᖃ䈳ᮤǄֻྲˈḀа⅗ⴏ
ᡀઈഭੁਖаᡀઈഭ䍗⢙䍨᱃ࠪਓⲴਈ㌫ᮠѪ
ˈ䘉ણ⵰⅗ⴏ)7$֯ᗇаഭሩਖаഭⲴࠪ
ਓ࣐ˈণ ^H[S  ̢` Ǆ൘
↔ˈH[S  ԓ㺘ᑨᮠHⲴᑲ⅑ᯩѪǄ
ᡰᴹഭᇦ䍗⢙䍨᱃Ⲵࠪਓ㌫ᮠᱟԕབྷ㓖Ѫ
зњᮠᦞⓀՠ㇇Ⲵˈᴽ࣑䍨᱃ᮠᦞⓀᴹз
њǄ❦㘼ˈѝ㖾єഭ䪸ሩ㠚Ⲵ䍨᱃Չդ䘋ࠪਓ
Ⲵ㌫ᮠᱟṩᦞᴤቁབྷ㓖ᶑ䍗⢙䍨᱃ᮠᦞ઼
ᶑᴽ࣑䍨᱃Ⲵᮠᦞՠ㇇ᗇࠪⲴǄ
ަԆⲴࠪਓ઼䘋ਓ仍亴⍻
㺘$ࡠ$ኅ⧠Ҷᒤ࡙⭘н਼ᕅ࣋⁑ර亴⍻
Ⲵ㔃᷌ˈণٷ䇮㓿⍾亴ᵏ䮯н਼˄վ䙏ǃѝ䙏
઼儈䙏ü㿱㺘˅઼ᓄⲴ㌫ᮠ㓴˄ᡰᴹഭᇦǃ㖾
ഭ઼ѝഭ˅ˈ䈫㘵㜭аⴞҶ❦ᒤн਼Ⲵ㌫ᮠ
㓴ሩᓄ⵰䘕ᔲⲴ亴ᵏ䍨᱃䙏ǄᡁԜ䘹ᤙᴰ᧕
䘁䘁ᒤᶕ˄˅ᇎ䱵䍨᱃仍Ⲵ㌫ᮠ㓴ˈ❦
ਾᡁԜ֯⭘⢩࡛䈳ᮤഐᆀˈ֯ަᴤ࣐᧕䘁ᇎ䱵䍨
᱃⍱䟿Ǆ䈳ᮤഐᆀ൘㺘઼䱴Ԧ㺘$Ⲵ⌘䟺ѝᴹ
䈖㓶ӻ㓽Ǆᦞ↔ˈᡁԜᗇࠪѝ㖾ৼ䗩䍨᱃亴⍻Ⲵ

ส߶ᛵຳˈྲ㺘˄ᛵᲟа˅ᡰ⽪䍗⢙䍨᱃઼ᴽ࣑
䍨᱃仍Ǆ㺘$ᱮ⽪ѝ㖾ৼ䗩䍗⢙઼ᴽ࣑䍨᱃Ⲵᇎ
䱵٬઼亴⍻٬ˈᦞ↔ਟⴻࡠᒤṩᦞ䈳
㢲ഐᆀՠ㇇ⲴҼ㘵ᤏਸ〻ᓖǄ

ෂᖸ儈ˈ㤕ᇎ㹼㠚⭡ॆሶ֯㖾ഭሩॾᴽ࣑䍨᱃ࠪ
ਓབྷᑵ࣐ˈ䘉ҏᱟᛵຳഋⲴᴰབྷⲴ⢩⛩Ǆ

о:(2亴⍻٬Ⲵ∄䖳
㺘$ᱮ⽪Ҷ,0)ǉц⭼㓿⍾ኅᵋǊѝ㖾єഭⲴ㓿
ᑨ亩ⴞᒣ㺑⣦ߥǃѝ㖾ৼ䗩䍨᱃䎔ᆇ઼։Ⲵশ
ਢᮠᦞ઼亴⍻٬ˈ䘉ѪᡁԜⲴᕅ࣋⁑රᗇࠪⲴশ
ਢ٬઼亴⍻٬ᨀҶਟ∄ᮠᦞǄ:(2Ⲵ亴⍻ᵏӵ
ࡠᒤˈഐ↔ˈᡁԜᢺ:(2Ⲵᮠᦞཆ᧘ࡠᕅ࣋
⁑රⲴᴰਾᵏ䲀ᒤǄ:(2Ⲵ亴⍻нवᤜৼ䗩
Ⲵ䍗⢙઼ᴽ࣑䍨᱃㿴⁑ˈ❦㘼ˈ:(2亴⍻Ⲵєഭ㓿
ᑨ亩ⴞᒣ㺑઼ৼ䗩䍨᱃ᒣ㺑⣦ߥоᡁԜᕅ࣋⁑
ර亴⍻㤳തབྷփа㠤Ǆ:(2Ⲵ亴⍻ٷᇊᇎ䱵ᴹ᭸
≷⦷สᵜнਈˈᕅ࣋⁑රⲴส߶ᛵຳҏ⋑ᴹ㘳㲁
≷⦷ਈॆⲴᖡ૽ˈ਼ᰦҼ㘵䜭⋑ᴹ㘳㲁઼〾ޣ䶎
〾ޣෂਈॆⲴᖡ૽Ǆ⭡↔ਟ㿱ˈᕅ࣋⁑රส߶
ᛵຳⲴ亴⍻ਟ㿶ѪӪ≁ᐱ≷⦷ǃѝ㖾䍨᱃᭯ㆆ൷
нਁ⭏ਈॆⲴࡽᨀл䘋㹼ⲴǄ
ަԆᛵຳⲴ䇑㇇㔃᷌
ަԆᕅ࣋⁑රᛵຳٷ䇮Ӫ≁ᐱॷ٬઼єഭ䜭ᇎ
㹼䍨᱃㠚⭡ॆǄ䘉㊫ᛵຳ㾱≲ڊ䘋а↕䇑㇇ˈഐ
Ѫᕅ࣋⁑රᒦн䘲ਸ䇴ՠ≷⦷⌒ࣘᡆ䍨᱃ෂ
ࡺ߿ᡰᑖᶕⲴᖡ૽Ǆ㺘$㠣$ᱮ⽪ҶᛵຳҼ˄
Ӫ≁ᐱॷ٬˅ǃᛵຳй˄ѝഭঅ䗩ᓏ䲔઼˅〾ޣ
ᛵຳഋ˄ѝ㖾єഭ਼ᰦᇎ㹼䍨᱃㠚⭡ॆ᭯ㆆ˅Ⲵ
䇑㇇㔃᷌ǄᛵຳҼⲴ䇑㇇ѫ㾱䎆Ҿ:LOOLDP
&OLQH઼-RKQ:LOOLDPVRQ  ޣҾӪ≁ᐱ
≷⦷⌒ࣘⲴᖡ૽⹄ウǄᛵຳй䟷㓣ҶՐ㔏Ⲵѝഭ
Ⲵ߿ࡺ⦷〾〾ޣঅа৽ᓄ㌫ᮠˈণ䘋ਓ⇿〾ޣ
ࡺ߿ањⲮ࠶⛩ˈѝഭ䘋ਓ仍࣐ǄᛵຳഋⲴ
䇑㇇ٷ䇮ѝ㖾єഭ䜭Ոݸ䘋㹼䍨᱃㠚⭡ॆˈ䍗⢙
䍨᱃਼߿ࡺ〾ޣṧ䟷㓣ᛵᲟйⲴ㔃᷌ˈᴽ࣑䍨᱃
㠚⭡ॆⲴᖡ૽䟷㓣+XIEDXHUǃ6FKRWW ઼ :RQJ
 Ⲵ⹄ウ㔃᷌ˈ䘉ᱟഐѪѝഭᴽ࣑䍨᱃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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㺘$ᕅ࣋⁑රޣҾᒤѫ㾱〾ޣ㚄ⴏ઼)7$䍗⢙䍨᱃ᙫ仍˄6,7&˅࡙⭘Ҽ䱦⇥ᴰሿҼ҈⌅Ⲵՠ㇇㔃᷌
˄ࢄ䲔з㖾ݳԕлᮠᦞ˅
$OOFRXQWU\
H[SRUWV
(VWLPD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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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 㖾ഭ&+1 ѝഭ&$% 㓿ᑨ亩ⴞᒣ㺑*GV;V 䍗⢙䍨᱃ࠪਓ6YFV;V ᴽ࣑䍨᱃ࠪਓ50% Ӫ≁ᐱ
⌘䟺ᒤ䍨᱃ᮠᦞѪᖃࡽԧⲴশਢᮠᦞǄᒤ亴⍻٬ѪᒤԧṬ䇑㇇Ǆ:(2亴⍻٬Ѫ㘵֯⭘:(2ޣҾᒤ㓿ᑨ亩ⴞ։ᡆ䎔ᆇঐ*'3∄䟽Ⲵ亴⍻≤ᒣⲴ
ཆ᧘٬Ǆṩᦞ䘁ᒤᶕⲴ㿲ሏˈ:(2Ⲵՠ㇇ٷ䇮ѝ㖾㓿ᑨ亩ⴞᒣ㺑≤ᒣঐ:(2亴⍻Ⲵ㖾ഭሩཆ㓿ᑨ亩ⴞ䎔ᆇⲴˈঐѝഭ㓿ᑨ亩ⴞ։ⲴǄᛵᲟаٷ䇮Ӫ≁ᐱᇎ䱵≷⦷нਈˈሩ
ഋн਼ᛵຳ䘋㹼䇑㇇˖ᒤࡽ㖾ഭ઼ѝഭ㓿⍾਼ᰦᇎ⧠վ䙏˄/˅ǃѝ䙏˄0˅઼儈䙏˄+˅䮯ˈԕ৺㖾ഭվ䙏ǃѝഭ儈䙏䮯˄㿱㺘˅Ǆᛵຳа˄D˅ኅ⽪Ҷޣ䭞࠶᷀ᇩ˗ᛵຳ
Ҽ㔃᷌ٷ䇮Ӫ≁ᐱ൘ᒤᤱ㔝ॷ٬˗ᛵຳйٷ䇮ѝഭᇎ⧠অ䗩䍗⢙䍨᱃㠚⭡ॆ˄⦷〾ޣᕩᙗ㌫ᮠQ ˅˗ᛵຳഋⲴ㔃᷌ٷ䇮ѝ㖾ӂޡ㶽᧘䘋ӊཚ㠚⭡䍨᱃४˄)77$$3˅ˈᇎ
⧠ᴽ࣑䍨᱃㠚⭡ॆǄᓄൠⲴ䍨᱃ᡰᗇᱟ൘ѝ㖾ӂ਼ޡᛵຳлˈᛵຳഋоᛵຳаⲴ∄ֻ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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㺘$ᛵᲟҼ˖Ӫ≁ᐱᇎ䱵≷⦷ॷ٬
㓿ᑨ亩ⴞ։ঐ*'3∄䟽Ⲵਈॆ֯⭘&OLQH:LOOLDPVRQ &: Ⲵ䇑㇇㔃᷌ˈٷ䇮ᒤѝഭ*'3ᒤ൷䮯⦷ѪǄ

&KLQD&$%
&+B&$%*'3 &:3DUDPHWHU  &+B5((5
&$% >&:3DUDPHWHU  &+B5((5  *'3B@&$%B
&$% >&:3DUDPHWHU  &+B5((5  *'3B@&$%B
&$% >&:3DUDPHWHU   5((55((5B   *'3B@&$%B
&$% >        @
&$%  㔃᷌৽᱐Ѫᮤᮠ
㖾ഭሩॾࠪਓˈٷ䇮Ӫ≁ᐱށ㖾઼ݳӪ≁ᐱᇎ䱵ᴹ᭸≷⦷ᤱ㔝൷䙏ॷ٬ˈ䘋ਓԧṬᕩᙗ㌫ᮠQ 
86[&+1 86[&+1B>&+B86[&+1 86[&+1B@
86[&+1 86[&+1B>Q    5((55((5B   86[&+1B@
86[&+1 >    @ 
86[&+1  㔃᷌৽᱐Ѫᮤᮠ
ѝഭሩ㖾ࠪਓˈٷ䇮Ӫ≁ᐱށ㖾઼ݳӪ≁ᐱᇎ䱵ᴹ᭸≷⦷ᤱ㔝൷䙏ॷ٬ˈ䘋ਓԧṬᕩᙗ㌫ᮠQ 
&+1[86 &+1[86B>&+B&+1[86 &+1[86B@
&+1[86 &+1[86B>Q    5((55((5B   &+1[86B@
&+1[86 >    @ 
&+1[86  㔃᷌৽᱐Ѫᮤᮠ
86&+1&$%
&$%B86&+1
&$%B86&+1
&$%B86&+1

 &+186&$%
&$%B86&+1B&+B75'%$/B86&+1&+B69&%$/B86&+1

 㔃᷌৽᱐Ѫᮤᮠ 

86&$%
&$%B86 &$%B86B&+B&$%B86&+1
&$%B86 
&$%B86  㔃᷌৽᱐Ѫᮤᮠ
86 㖾ഭ&+1 ѝഭ&$% 㓿ᑨ亩ⴞᒣ㺑50% Ӫ≁ᐱ5((5 ᇎ䱵ᴹ᭸≷⦷

㺘$ᛵຳй˖ѝഭᇎ⧠অ䗩䍗⢙䍨᱃㠚⭡ॆ
䍗⢙䍨᱃䘋ਓሶ䲿ݽ〾ޣ䲔㘼ᢙབྷˈሩ㓿ᑨ亩ⴞਈॆӗ⭏䍏䶒ᖡ૽ˈٷ䇮䘋ਓԧṬᕩᙗ㌫ᮠQ 

㖾ഭሩॾࠪਓ
86[&+1 86[&+1B>&+B86[&+1 86[&+1B@
86[&+1 86[&+1B>Q   WB WB   86[&+1B@
86[&+1 >    @ @
86[&+1  㔃᷌৽᱐Ѫᮤᮠ
86&+1&$%
&$%B86&+1
&$%B86&+1
&$%B86&+1

 &+186&$% 
&$%B86&+1B&+B75'%$/B86&+1

 㔃᷌৽᱐Ѫᮤᮠ

86&$%
&$%B86 &$%B86B&+B&$%B86&+1
&$%B86 
&$%B86  㔃᷌৽᱐Ѫᮤᮠ
86 㖾ഭ&+1 ѝഭ&$% 㓿ᑨ亩ⴞᒣ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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㺘$ᛵຳഋ̢ѝ㖾ӂޡ㶽᧘䘋)7$$3 ᴽ࣑䍨᱃㠚⭡ॆ
1RWH&KDQJHLQLPSRUWVRZLQJWRWDULIIHOLPLQDWLRQRQPHUFKDQGLVHWUDGHDVVXPLQJLPSRUWSULFHHODVWLFLW\Q DQGVHUYLFHWUDGHOLEHUDOL]DWLRQ

㖾ഭሩॾࠪਓ
86[&+1 86[&+1B>&+B86[&+1 86[&+1B@
86[&+1 86[&+1B>Q   WB WB   86[&+1B@
86[&+1 >    @ @
86[&+1  㔃᷌৽᱐Ѫᮤᮠ
ѝഭሩ㖾ࠪਓ
&+1[86 &+1[86B>&+B&+1[86 &+1[86B@
&+1[86 &+1[86B>Q   WB WB   &+1[86B@
&+1[86 >    @ @
&+1[86  UHVXOWUHIOHFWVURXQGLQJ
86&+1&$%  &+186&$% ̢ᴽ࣑䍨᱃㠚⭡ॆ
&$%B86&+1 &$%B86&+1B&+B75'%$/B86&+1&+B69&%$/B86&+1
&$%B86&+1  㔃᷌৽᱐Ѫᮤᮠ
86&$%
&$%B86 &$%B86B&+B&$%B86&+1
&$%B86 
&$%B86  㔃᷌৽᱐Ѫᮤᮠ
7/ 䍨᱃㠚⭡ॆ)7$$3 ӊཚ㠚⭡䍨᱃४&$% 㓿ᑨ亩ⴞᒣ㺑86 㖾ഭ&+1 ѝഭ

৲㘳᮷⥞
&OLQH:LOOLDPDQG-RKQ:LOOLDPVRQ
Ā8SGDWHG(VWLPDWHVRI)XQGDPHQWDO(TXL
OLEULXP ([FKDQJH 5DWHVā 3ROLF\ %ULHI
3% :DVKLQJWRQ 3HWHUVRQ ,QVWLWXWH
IRU ,QWHUQDWLRQDO (FRQRPLFV KWWSZZZ
SLLHFRPSXEOLFDWLRQVSESESGI

+XIEDXHU *DU\ &O\GH -HIIUH\ - 6FKRWW
DQG:RDQ)RRQJ:RQJ)LJXULQJ2XW
WKH 'RKD 5RXQG  3ROLF\ $QDO\VHV LQ ,Q
WHUQDWLRQDO(FRQRPLFV -XQH :DVKLQJ
WRQ3HWHUVRQ,QVWLWXWHIRU,QWHUQDWLRQDO
(FRQRPLFV

'H5RVD 'HDQ $ DQG -RKQ 3 *LOEHUW
Ā3UHGLFWLQJ7UDGH([SDQVLRQXQGHU
)7$VDQG0XOWLODWHUDO$JUHHPHQWVā:RUN
LQJ 3DSHU  2FWREHU  ,QVWLWXWH IRU
,QWHUQDWLRQDO(FRQRPLFVKWWSZZZSLLH
FRPSXEOLFDWLRQVZSZSSGI

,QWHUQDWLRQDO0RQHWDU\)XQG:RUOG
(FRQRPLF 2XWORRN &RSLQJ ZLWK +LJK 'HEW
DQG6OXJJLVK*URZWK2FWREHUKWWS
ZZZLPIRUJH[WHUQDOSXEVIWZHR
DFFHVVHG'HFHPEHU 

/D]HDU(GZDUG3Ā&KLQHVHþ&XU
'H5RVD'HDQ$Ā*UDYLW\0RGHO'DWD UHQF\0DQLSXODWLRQÿLV1RWWKH3UREOHPā
6HWā:DVKLQJWRQ3HWHUVRQ,QVWLWXWHIRU :DOO6WUHHW
,QWHUQDWLRQDO(FRQRPLFVPLPHR -XQH -RXUQDO-DQX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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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JDQL]DWLRQIRU(FRQRPLF&RRSHUDWLRQDQG
'HYHORSPHQWĀ7UDGHLQ6HUYLFHVE\
3DUWQHU&RXQWU\(%236ā2(&'6WD
WLVWLFV RQ ,QWHUQDWLRQDO 7UDGH LQ 6HU
YLFHV GDWDEDVH KWWSG[GRLRUJ
GDWDHQ DFFHVVHG'HFHPEHU 
6XQGDUDP$VKDDQG-'DYLG5LFKDUGVRQ
)RUWKFRPLQJĀ3HHUVDQG7LHUVDQG
86+LJK7HFK([SRUW&RQWUROV$1HZ$S
SURDFKWR(VWLPDWLQJ([SRUW6KRUWIDOOVā
:RUNLQJ 3DSHU :DVKLQJWRQ 3HWHUVRQ ,Q
VWLWXWHIRU,QWHUQDWLRQDO(FRQRPLFV
86 (QHUJ\ ,QIRUPDWLRQ $GPLQLVWUDWLRQ
 $QQXDO (QHUJ\ 2XWORRN  (DUO\
5HOHDVH
2YHUYLHZKWWSZZZHLDJRYIRUHFDVWVDHR
HULQGH[FIP DFFHVVHG-DQXDU\
:RUOG%DQN:RUOG'HYHORSPHQW,Q
GLFDWRUV:RUOG'DWDEDQNKWWSGDWDEDQN
ZRUOGEDQNRUJGDWDKRPHDVS[
DFFHVVHG
'HFHPE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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ᡀѪᴰᡀ࣏Ⲵৼ䗩ޣ㌫ѻаǄ㲭❦൘ḀӋ䰞仈
кⲴ㓐㓧нਟ䚯ˈݽն䙊䗷䘋а↕␡ॆߌъ䜘
䰘Ⲵਸᶕᇎ⧠ᐘབྷⲴ᭦⳺ᱟᴤѪ䟽㾱ⲴǄ
䘉Ӌ⳺༴वᤜ㓿⍾䮯઼ቡъǃ㋞伏ᆹⲴޘ
ᕪǃ⭏ӗ⦷о᭸⳺Ⲵᨀ儈ǃᴤվᓹфっᇊⲴ㋞伏
ԧṬǃᴹ࡙ਟമⲴᣅ䍴ᵪՊԕ৺ᴤਟᤱ㔝ਁኅⲴ
⧟ຳǄㆰ䀰ѻˈєഭѻ䰤Ⲵ࠶↗䘌䘌ሿҾ਼࡙ޡ
⳺ˈࡽᲟབྷᴹਟѪǄ

аǃඊᇎⲴਸส
൘ߌъ亶ฏˈѝ㖾єഭᱟཙ❦ӂ㺕ⲴਸՉդǄ
൏ൠо≤䍴ⓀⲴ䲀ࡦˈԕ৺伏⢙䴰≲Ⲵᘛ䙏
䮯ˈણ⵰ѝഭާᴹᕪ⛸Ⲵߌӗ૱䘋ਓ䴰≲Ǆ㖾
ഭߌъⲴ⭏ӗ㜭࣋䘌䘌䎵䗷Ҷഭ䴰≲Ǆഐ↔ˈ
ሩ㖾ഭ㘼䀰ˈࠪਓᐲ൪㠣ޣ䟽㾱ˈቔަሩަާᴹ
∄䖳Ո࣯Ⲵ൏ൠᇶ䳶රӗ૱Ǆ㘼ѝഭࡉ൘ࣣࣘ
ᇶ䳶රӗ૱ᯩ䶒ާᴹ∄䖳Ո࣯ˈྲḀӋ≤ӗ૱ǃ
㤩᷌≱ǃ㗭∋৺㗭㔂ǃ㴲㵌ǃབྷ㫌ǃ⭏ဌǃ㥦ਦǃ
㿲䍿Ἵ⢙ǃ᷌ṁǃ㣡ॹǃᒢ᷌৺࣐ᐕ≤᷌о㭜㨌
ㅹǄ
ྲ᷌ߌъ䍨᱃оਸᗇԕ࣐ᕪˈࡉєഭ䜭ਟ
ԕ㧧ᗇᐘབྷྭ༴Ǆѝഭ㿴⁑ᓎབྷⲴᐲ൪Ѫ㖾ഭᨀ

Ҷ䗃ࠪ䗷࢙ӗ㜭ⲴᵪՊǄਖаᯩ䶒ˈ䘋ਓ㖾ഭ
ߌӗ૱нӵਟᑞࣙѝഭ┑䏣ഭᰕ⳺䮯Ⲵ䴰
≲ˈ㘼ф㜭؍䇱伏૱ԧṬⲴվᓹоっᇊˈ䘈㜭߿
䖫ѝഭഐ൏ൠо≤䍴Ⓚ࡙⭘㘼ᑖᶕⲴ⧟ຳ࣋Ǆ
ਖཆˈѝഭߌъ䜘䰘⧠ԓॆⲴ䴰≲ˈҏѪ㖾ഭޜ
ਨᨀҶާᴹ੨ᕅ࣋Ⲵᣅ䍴઼ᢰᵟਸᵪՊǄ

Ҽǃ䍴Ⓚӂ㺕ᙗ
㙅ൠ
൘ഭ㔉ᯩ䶒ˈѝഭߌъ⭏ӗⲴᴰབྷᡈᱟ
ਟ㙅ൠⲴ䲀ࡦǄ㲭❦ѝഭⲴഭ൏䶒〟о㖾ഭ
ᖃˈնѝഭབྷ䜘࠶൏ൠѪнਟ㙅Ⲵ㦂═ǃ〰ṁ
㥹оኡൠǄѝഭⲴਟ㙅ൠ䶒〟བྷ㓖Ѫӯޜ
产ˈն䴰㾱ޫ⍫儈䗮ӯӪਓˈަѝवᤜӯ
ߌᶁࣣࣘ࣋Ǆ৽ˈ㖾ഭⲴਟ㙅ൠ䶒〟བྷ㓖Ѫ
ӯޜ产ˈਚ䴰㾱ޫ⍫ӯӪਓˈवᤜзߌъ
ࣣࣘ࣋Ǆㆰ䀰ѻˈ㖾ഭਟ㙅ൠ䶒〟∄ѝഭཊ˗
㘼ѝഭӪਓতᱟ㖾ഭⲴؽཊǄ൘ѝഭˈ⇿ޜ产
ਟ㙅ൠ䴰㾱ޫ⍫Ӫ˗㘼൘㖾ഭˈ䘉аᮠᦞѪ⇿
ޜ产нࡠӪǄц⭼ᒣ൷≤ᒣѪ⇿ޜ产൏ൠޫ⍫
ӪǄ
൘䗷৫ॱᒤˈѝഭїཡҶབྷ㓖зޜ产
ਟ㙅ൠǄਟ㙅ൠ䶒〟ӾᒤⲴӯޜ产
߿ቁ㠣ᒤⲴӯޜ产Ǆ䲔Ҷ㠚❦⚮ᇣо
൏༔䘰ॆⲴഐ㍐ཆˈ㓿⍾ᘛ䙏ਁኅоᐲॆ
ᱟሬ㠤ѝഭ㙅ൠ䶒〟㨾㕙Ⲵޣ䭞ഐ㍐Ǆ൘䗷
৫ࠐॱᒤˈᐲ䙀⑀ᢙᕐᒦץঐҶ㙅ൠǄ൘ѝ
ഭⲴㅜॱҼњӄᒤ㿴 ࡂѝˈѝഭᵏᵋ ᒤ
ഭᇦ䭷ॆ≤ᒣ䗮ࡠǄቺᰦˈᐲӪਓ亴
 (ULF7UDFKWHQEHUJˈᵚਁ㺘Ⲵはǉѝ㖾ߌъਸǊˈᒤᴸ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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䇑ሶ࣐ࡠӯ  Ǆц⭼ 䬦 㹼 亴 ⍻ˈѝഭⲴ
䭷ॆ≤ᒣ൘ᒤሶ䗮ࡠ   Ǆѝഭ亶ሬӪ
ّሬˈ൘⑀䘋ǃڕᓧⲴ䭷ॆ䘋〻ѝሩ㙅ൠ 
䘋㹼؍ᣔǄնᱟˈ亴䇑ߌъ⭘൏ൠⲴ࣋ӽሶ㔗
㔝ᆈ൘ˈᒦሶᡀѪѝഭ䮯ᵏⲴѫ㾱ᡈǄ
≤䍴Ⓚ
ѝഭ↓䶒Ѥ⵰ѕ䟽Ⲵ≤䍴Ⓚ⸝㕪Ǆѝഭᤕᴹц⭼
кⲴӪਓˈնᱟ␑≤䍴Ⓚӵ㓖ঐц⭼ⲴǄդ
䲿⵰≤䍴Ⓚ⸝㕪Ⲵᱟ≤䍴Ⓚ࠶ᐳн൷Ǆѝഭབྷ㓖
Ⲵ䱽≤о㶽䴚࠶ᐳ൘䮯⊏ԕইˈ㘼൘े䜘о
㾯䜘བྷ䜘࠶⋉═ൠ४ˈ䱽≤о㶽䴚ӵѪǄѝ
ഭⲴ㔍བྷ䜘࠶㙅ൠսҾ≤䍴Ⓚ䖳Ѫ㕪ѿⲴेᯩ
ൠ४ˈֻྲˈॾेᒣӗࠪѝഭሿ哖ᙫӗ䟿Ⲵа
ॺˈն䴰㾱⎸㙇བྷ䟿Ⲵ≤䍴ⓀǄᒣ൷㘼䀰ˈѝഭ⇿
ᒤབྷ㓖ᴹзޜ产㙅ൠ˄ঐᙫ㙅ൠ䶒〟Ⲵ
˅䶒ѤᒢᰡǄ
Ѫ㕃䀓≤䍴Ⓚ࠶ᐳн൷Ⲵ䰞仈ˈѝഭࣘҶ
ᐕᵏ䮯䗮ᮠॱᒤⲴই≤े䈳ᐕ〻ˈԕᴤྭൠ࡙
⭘≤䍴ⓀǄ䈕亩ⴞᴰࡍ൘кц㓚ᒤԓᨀࠪˈ㓿
䗷ࠐॱᒤⲴ㿴ࡂˈⴤࡠᒤ㧧ᗇᢩ߶Ǆ਼
ᒤˈь㓯ᐕ〻ࣘǄ⅑ᒤˈѝ㓯ᐕ〻ᔰࣘᐕǄ
ᐕ〻亴䇑ሶ൘ᒤㄓᐕǄ䈕ᐕ〻ᣅޕ亴䇑䎵
䗷ӯݳӪ≁ᐱ˄བྷ㓖ӯ㖾˅ݳǄࡠ
ᒤˈ⇿ᒤሶՊӾ䮯⊏ੁѝഭे䜘ൠ४䗃䘱བྷ㓖
ӯ・ᯩ㊣Ⲵ≤Ǆ
❦㘼ˈ⭡Ҿ䘁ᒤᶕ䮯⊏ҏ䶒Ѥ⵰ѕ䟽ᒢᰡˈ
ই≤े䈳ᯩṸ൘䀓ߣѝഭ≤䍴Ⓚ⸝㕪䰞仈кⲴ
⭘ᴹ䲀Ǆᒤ㠣ᒤⲴᒢᆓˈ≹ਓൠ४
Ⲵ≤ս㓯䱽㠣㊣ˈѪᒤᴹ䇠ᖅԕᶕⲴ
শਢᯠվǄ䘉⅑ཆⲴ≤սл䱽ሬ㠤䎵䗷㢈
㡩ਚᨱ⍵Ǆᒤˈ䮯⊏䚝䙷Ҷᴰ䘁ᒤᴰѕ
 ѝഭഭᇦ㔏䇑ተҾᒤᴸᵛޜᐳҶަӪਓᲞḕ㔃᷌Ǆ➗ᴰᯠⲴ
ӪਓᲞḕᮠᦞˈᒤѝഭⲴ䭷ॆ⦷ѪǄ➗ĀॱҼӄā㿴
ࡂˈᒤ㠣ᒤᵏ䰤ˈ䭷ॆ⦷ሶՊ࣐Ǆ
 Āц㓚ᒤԓѝഭ䭷Ӫਓሶ䗮ࡠāˈ
ǉѝഭᰕᣕǊˈᒤᴸ
ᰕˈ㖁൰˖KWWSZZZFKLQDGDLO\FRPFQEL]FKLQD
FRQWHQWBKWPǄ
 ѝഭаⴤ㔤ᤱ൘ӯә˄ӯޜ产˅Ⲵ㙅ൠĀ㓒㓯ā˄สᵜ㙅ൠ˅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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䟽ⲴᒢᰡǄਇᖡ૽ᴰѕ䟽Ⲵᱟ⒆ेⴱˈަᴸࡠ
ᴸⲴ䱽≤䟿∄㠚ᒤ䎧Ⲵ਼ᵏᒣ൷≤ᒣ䭀߿
ҶǄ↔ケਁһԦ䘛֯᭯ᓌӾй≤ᓃᔰ䰨᭮
≤ˈԕ⢪⢢≤⭥Ѫԓԧ┑䏣♼Ⓓǃ侞⭘≤ᓄԕ
৺⭏ᘱ㌫㔏Ⲵ䴰≲Ǆ䘉а䟽བྷѮ᧚ᱟ൘⭥࣋⸝㕪
ⲴᛵߥлࠨˈⲴࠪڊᱮҶ䮯⊏й䀂⍢ൠ४ᒢᆓⲴ
ᒢᰡѕ䟽〻ᓖǄ䮯⊏й䀂⍢᭟ᤱҶѝഭӯӪਓ
ԕ৺Ⲵ㓿⍾⍫ࣘǄ
ই≤े䈳ҏሩ⽮Պ䙐ᡀҶн㢟ᖡ૽ˈ൘ь
㓯оѝ㓯ⲴаᵏᔰਁѝˈᖸཊӪнᗇн〫≁Ǆ⭡
Ҿᡀᵜ儈ᰲǃ䮯⊏䖭㜭࣋Ⲵн⺞ᇊᙗԕ৺ަԆ
⧟ຳоᢰᵟ亮㲁ˈ㾯㓯ᯭᐕ㻛ᔦᵏǄ
ൠ㺘≤Ⲵн䏣ሬ㠤ൠл≤䍴Ⓚ䗷ᓖᔰ䟷ˈ䘋
㘼ሬ㠤ൠл≤ۘ䟿ᘛ䙏⎸㙇ǄֻྲˈेӜⲴൠл
≤սᐢ㓿л䱽Ҷ㠣㊣Ǆഐ↔ˈ、ᆖᇦ亴䀰ˈ
ᖃൠⲴਜ਼≤ቲਟ㜭൘ᒤᷟㄝǄ
ѝഭ䘈䶒Ѥ⵰≤䍘䰞仈Ǆ➗ѝഭഭᇦ⧟ຳ
؍ᣔᙫተⲴ㔏䇑ˈᒤˈᮤњഭᇦⲴ⋣⍱
ਟ㜭ᰐ⌅Ѫᆹޘ侞⭘≤Ⓚ֯⭘Ǆᒤˈഭᇦ
⧟ຳ؍ᣔᙫተਁᐳҶаԭޣҾ哴⋣ⲴᣕǄᣕ
ᤷࠪˈᐕলᧂ⊑ԕ৺ᘛ䙏ᢙᕐⲴᐲᡰӗ⭏Ⲵ
ᓏ≤䙐ᡀҶѕ䟽Ⲵ⊑ḃˈᮤњ哴⋣ᴹ⋣⇥Ⲵ
≤ᰐ⌅⭘Ҿߌъᡆᐕъ⭏ӗǄ⊑ḃ࣐Ҷ≤㦂Ǆ
ेᯩൠ४∄ަԆൠ४ᴤ࣐ѕ䟽Ǆ⭡Ҿ≤䍴ⓀⲴ⸝
㕪ˈབྷ㓖зޜ产Ⲵ൏ൠ֯⭘⊑ḃ≤Ⓚ䘋㹼♼
Ⓓˈᦒ䀰ѻˈঐᮤњഭᇦ㙅ൠ♼ⒹⲴˈަѝᴹ
սҾॾेൠ४Ǆ
Ѫᕕ㺕≤䍴ⓀⲴ⸝㕪ˈѝഭߌ≁ѕ䟽䎆ॆ
ᆖ㛕ᯉԕ৺ᵰ㲛ࡲⲴ֯⭘ˈԕ㔤ᤱߌъӗ䟿Ⲵ
䮯Ǆ❦㘼ˈॆᆖ૱Ⲵᇶ䳶֯⭘ሬ㠤Ҷ൏༔䘰ॆ
о⊑ḃˈ䘋㘼ᖡ૽䮯ᵏⲴߌъ⭏ӗ㜭࣋Ǆ
ࣣࣘ࣋
ѝഭⲴߌъӾъӪᮠѪӯˈঐޘഭᙫӪਓⲴ
ˈ䘌儈Ҿ㖾ഭⲴ≤ᒣ˄ӾъӪઈзˈӵঐ
 (ULF7UDFKWHQEHUJˈᵚਁ㺘Ⲵはǉѝ㖾ߌъਸǊˈᒤᴸˈ㖁
൰˖KWWSZZZFKLQDZDWHUULVNRUJǄ

മ㺘˖㖾ഭ⭏ӗǃഭ⎸䍩о㔃㇇ᓃᆈᾲ㿸˄অս˖ॳ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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ᶕⓀ˖㖾ഭߌъ䜘 86'$ ߌӗ૱ཆ䬰ተ )$6
㖾ഭߌъ䜘 86'$ Āц⭼ߌъ䴰亴⍻āˈ㖁൰˖KWWSXVGDPDQQOLEFRUQHOOHGX0DQQ8VGDYLHZ'RFXPHQW,QIRGR"GRFXPHQW,' Ǆ

ᙫӪਓⲴ˅ǄѝഭⲴߌъࣣࣘ࣋ᮠ䟿ᱟ㖾ഭ
Ⲵཊˈؽ൘ࣣࣘᇶ䳶රߌӗ૱˄ྲ␡࣐ᐕ伏
૱˅кާᴹ∄䖳Ո࣯Ǆᖃ❦ˈ㯚䞜Ⲵᐞᔲᖡ૽Ҷ
ߌъࣣࣘ࠶ᐕˈቭ㇑⭏ӗ⦷ǃ䍴䠁оᶀᯉⲴਟ
㧧ᗇ〻ᓖǃ䍤䘁ᐲ൪оส䇮ᯭ㜭䜘࠶ᣥ䬰↔
ᖡ૽Ǆ
ѝഭ㓿⍾Ⲵ⧠ԓॆǃ䭷ॆ↓䙀↕᧘ࣘߌ
ъӪਓੁᐲ䖜〫Ǆᐲਟԕᨀᴤ儈㯚≤Ⲵᐕ
ˈഐ↔੨ᕅҶߌᶁᒤ䖫Ӫ䘋ޕᐲራᐕᵪ
ՊᒦᇊትлᶕǄᒤ喴䖳བྷⲴߌᶁӪਓ䖳䳮䘲ᓄ
ᐲᐕሩᯠᢰ㜭Ⲵ㾱≲ˈഐ↔ᴤੁٮҾ⮉ᆸᒦ
㔗㔝࣑ߌǄ䘉ણ⵰ˈ䲿⵰ᰦ䰤Ⲵ᧘〫ˈѝഭߌ
ъࣣࣘ࣋ሶ⧠㘱喴ॆ䎻࣯ˈфᮤփ䍘䟿л䱽Ǆ
൘᧕лᶕⲴॱᒤ䟼ˈ䘉ਟ㜭ՊᡀѪањᴤѪѕጫ
Ⲵ䰞仈Ǆ

࣋൘䗷৫ࠐॱᒤѝᗇࡠҶᘛ䙏ᨀॷǄ᭮ᵚᶕˈ
≤൏؍ᤱሶ൘㖾ഭⲴߌъ⭏ӗѝਁᥕޣ䭞
⭘Ǆ㖾ഭߌъ⭏ӗ࣋Ⲵ䙏䎵䗷ഭ伏૱о㓔㔤
䴰≲ˈߌ≁ԕ৺ߌъޜਨѕ䟽䎆ࠪਓᐲ൪ᶕ㔤
ᤱԧṬо᭦ޕǄᇎ䱵кˈ㖾ഭߌъ䜘 86'$ Ⲵߌ
ӗ૱ཆ䬰ተ )$6 ᐢ㓿оߌ≁ᩪˈ൘ᔰਁоᤃ
ኅߌ⨳ޘъᐲ൪ᯩ䶒ࠪڊҶབྷ䟿ࣚ࣋Ǆ
㠚ᒤ䎧ˈ㖾ഭⲴߌъࠪਓቡ儈Ҿ䘋ਓˈ
㔉ߌъ䍨᱃ᑖᶕҶਟ㿲Ⲵ亪ᐞǄ䘉ᴹࣙҾᣥ䬰㖾
ഭ൘䶎ߌ୶ъ䍨᱃ѝⲴ䮯ᵏ䘶ᐞǄ
䗷৫Ҽॱᒤ䰤ˈ㖾ഭߌъࠪਓԧ٬൘⭏ӗԧ
٬ѝⲴԭ仍ӾᒤⲴᨀ儈㠣ᒤⲴˈ
㘼਼ᵏࠪਓ䟿Ⲵԭ仍ࡉሩっᇊൠ؍ᤱ൘བྷ㓖
Ǆ䗷৫ॱᒤ㖾ഭѫ㾱୶૱Ⲵ⭏ӗǃഭ⎸
䍩о㔃㇇ᓃᆈ৲㿱മ㺘Ǆᮠᦞ㺘᰾ˈ㖾ഭѫ㾱ߌ

йǃ㖾ഭӗ㜭䗷࢙ˈ䴰㾱ࠪਓᐲ൪

 ൘䗷৫Ⲵࠐॱᒤѝˈ㖾ഭⲴߌъࠐѾᆼޘ䎆ᨀ儈⭏ӗ⦷ᶕ࣐ӗ䟿Ǆ
ᦞ㖾ഭߌъ䜘㔏䇑ˈᒤ㖾ഭⲴߌъᙫӗ䟿ᱟᒤ≤ᒣⲴˈᒤ
䮯⦷ѪǄᒣ൷ᣅ⇿⭘֯ޕᒤӵ䮯ˈഐ↔ˈߌъ䜘䰘ӗࠪⲴ
↓䮯ᖸབྷ〻ᓖᱟ⭡Ҿ⭏ӗ⦷Ⲵᨀ儈Ǆ䘉оަԆ䶎ߌ䜘䰘Ⲵᒤ䮯
ᖒᡀҶሩ∄ˈਾ㘵⭏ӗ⦷Ⲵ䮯ӵঐᙫ䮯Ⲵཊа⛩Ǆ
 Āߌӗ૱ࠪਓԭ仍āˈ㖾ഭߌъ䜘㓿⍾⹄ウተˈ㖁൰˖WWSZZZHUV
XVGDJRYWRSLFVLQWHUQDWLRQDOPDUNHWVWUDGHXVDJULFXOWXUDO
WUDGHH[SRUWVKDUHRISURGXFWLRQDVS[ā?OĀHVWLPDWLRQāǄ

ਇࡋᯠоᢰᵟ᭩䘋Ⲵ傡ࣘˈྲ᭩㢟ᆀǃ㲛ᇣ᧗
ࡦԕ৺ᴤྭⲴߌ൪㇑⨶ᇎ䐥ˈ㖾ഭⲴߌъ⭏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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ъ୶૱㔗㔝༴Ҿ亪ᐞ⣦ᘱǄ
㖾ഭߌъ䜘䮯 7RP 9LOVDFN ᴰ䘁ᤷࠪˈ⇿
ӯ㖾ߌⲴݳъࠪਓሶՊѪ㖾ഭӪᨀ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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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ᒤ㖾ഭӾѝഭ䘋ਓⲴॱབྷߌӗ૱ অս˖ॳ㖾ݳ
ᧂ

ޝǃ⧠ᴹⲴߌъਸ
ѝ㖾ߌъ䍨᱃ᘛ䙏䮯
ѝഭ࣐ޕ:72ѻਾˈ㖾ഭሩѝഭⲴߌъǃ⑄ъ઼
᷇ъӗ૱ࠪਓӾᒤⲴӯ㖾ॷݳ儈㠣
ᒤⲴӯ㖾ݳǄ਼ᰦˈѝഭሩ㖾ഭⲴߌъࠪਓӾ
ᒤⲴӯ㖾ݳкॷࡠᒤⲴӯ㖾˄ݳ
മ㺘˅Ǆ
ѝഭ⧠൘ᱟ㖾ഭߌъࠪਓⲴᴰབྷᐲ൪ˈ਼ᰦ
ѝഭ䘈ᱟ㖾ഭⲴㅜйབྷᓄഭǄѝഭࠪਓⲴѫ㾱
ӗ૱वᤜ㥦ਦǃ俉ᯉǃ㤩᷌≱ǃᯠ勌㭜㨌ǃᵘᵜ
ඊ᷌ǃ⥛㋞઼⤇㋞ǃ␡࣐ᐕ≤઼᷌㭜㨌ԕ৺⎧ӗ
૱˗㘼㖾ഭࡉѫ㾱ࠪਓབྷ䉶ǃỹ㣡ǃ⦹㊣ǃޭⳞо
Ⳟ䶙ԕ৺⎧ӗ૱઼᷇ӗ૱Ǆ䘉䍨᱃ᖸབྷ〻ᓖ
кᱟਇ㖾ഭ䗷Ҿ≲ˈ䴰㾱ራ൏ൠᇶ䳶රӗ૱
Ⲵࠪਓᐲ൪傡ࣘⲴǄਖаᯩ䶒ˈѝഭ൘ࣣࣘᇶ䳶
රӗ૱˄ྲ㤩᷌≱˅ㅹᯩ䶒ާᴹ∄䖳Ո࣯Ǆѝഭ
㖾ഭߌъ䜘%,&2ᣕˈ㖁൰˖KWWSZZZIDVXVGDJRY*$76Ǆ
(5686'$ᾲ㿸ˈ㖁൰˖KWWSZZZHUVXVGDJRY˗伏૱઼ߌъ᭯
ㆆ⹄ウᡰ )$35, ᾲ㿸ˈ㖁൰KWWSZZZIDSULPLVVRXULHGX
оKWWSZZZIDSULLDVWDWHHGX˗:$((6ᾲ㿸ˈᒤᇶ㣿䟼ᐎ
କՖ∄ӊˈ:$((6ӗ૱˗㓿⍾ਸоਁኅ㓴㓷৺㚄ਸഭ㋞ߌ㓴㓷
2(&')$2 ߌъᾲ㿸ˈ㖁൰˖KWWSZZZRHFGRUJVLWHRHFG
IDRDJULFXOWXUDORXWORRN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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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Ԇ䪸ሩ⎸䍩㘵Ⲵӗ૱





ަԆѝ䰤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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㲮





ሿਲ਼



ᶕⓀ˖86'$%,&2ᣕ
㖁൰˖KWWSZZZIDVXVGDJRYJDWVǄ

Ⲵ䴰≲᭩ਈҶ㖾ഭߌъⲴ䶒䊼Ǆֻྲˈ൘㚹㊫ӗ
ъˈ呑⡚ᐢ࣐ࠪޕਓ㹼ࡇǄᵘᵜඊ᷌䜘䰘↓൘ਁ
⭏ਈॆˈަഐᱟѝഭⲴ䴰≲֯ԧṬᨀ儈ˈᖸཊ
ᯠⲴኡṨṳṁ㻛Ἵˈԕ┑䏣ѝഭⲴ䴰≲Ǆ⢋ส
ഐҏᴹབྷ䟿ࠪਓǄ㖾ഭ⭊㠣ѪѝഭⲴң૱⭏ӗࠪ
ਓ㤌㬯Ǆо↔਼ᰦˈѝഭҏṭἽҶᖸཊᯠ૱ˈԕ
㔉㖾ഭᐲ൪Ǆ
ᡚ㠣ᒤˈ㖾ഭ൘оѝഭⲴߌъ䍨᱃亪ᐞ
ᯩ䶒؍ᤱҶሩ䘲ѝⲴ≤ᒣǄ❦㘼ˈ㠚ᒤ䎧ˈ
亪ᐞᘛ䙏࣐ˈᒦ൘ᒤ䗮ࡠӯ㖾ݳǄ
%,&2ᣕˈ㖁൰˖KWWSZZZIDVXVGDJRY*$76

മ㺘˖㖾ഭሩѝഭⲴᇦ⮌ࠪਓ

മ㺘˖ᒤ䎧ѝഭⲴ㠚㔉㠚䏣⦷

བྷ䉶

⋩㨌㊭

ỹ㣡

⦹㊣

ሿ哖

བྷ哖























































































ੁѝഭབྷ䱶ࠪਓⲴ⢋㚹
˄ነփ䟽䟿ˈঅս˖˅

7KRXVDQGV


ੁѝഭབྷ䱶ࠪਓⲴ⥚㚹
˄ነփ䟽䟿ˈঅս˖˅

ੁѝഭབྷ䱶ࠪਓⲴ䳿呑
˄ነփ䟽䟿ˈঅս˖˅















ÿ

䍴ᯉᶕⓀ˖(56ˈ86'$
ᇦ⮌о㚹㊫ഭ䱵Ӕ᱃ᮠᦞǄ㓿⍾⹄ウተǄ㖁൰˖KWWSZZZHUVXVGDJRYGDWD
SURGXFWVOLYHVWRFNPHDWLQWHUQDWLRQDOWUDGHGDWDDVS[Ǆ

ᇦ⮌䍨᱃
ᒤˈ㖾ഭӾѝഭ䘋ਓⲴࣘ⢙ӗ૱ԧ٬Ѫ
㖾ˈݳ㘼ੁѝഭࠪਓⲴࣘ⢙ӗ૱ԧ٬Ѫ㖾
ݳǄ
㖾ഭੁѝഭࠪਓⲴ䳿呑൘ᒤѻਾᘛ䙏
࣐ˈᒦ൘ᒤ䗮ࡠҶӯǄᒤˈѝ
ഭሩ㖾ഭ䳿呑ӗ૱ᔰᖱ৽ٮ䬰о৽㺕䍤↔ˈ〾ޣ
Ѯ֯ᗇ㖾ഭⲴ䳿呑ࠪਓᙕл━Ǆ਼ᰦˈ㖾ഭੁ
:72ቡ䘉Ӌ৽ٮ䬰о৽㺕䍤〾ޣᨀࠪҶᣇ䇞Ǆ
ᒤѻਾˈѝഭӾ㖾ഭ䘋ਓⲴ⥚㚹ᘛ䙏
࣐Ǆᒤˈ㿴⁑䗮ࡠҶз˄ነփ䟽䟿˅Ǆ
ቭ㇑൘ᒤᴹབྷᑵл䱽ˈնӾ㖾ഭⲴ⥚㚹䘋ਓ
䗵䙏৽ᕩ㠣ᒤӯⲴᯠ儈Ǆ
བྷ䉶䍨᱃
བྷ 䉶 ᱟ ѝ 㖾 є ഭ Ӕ ᱃Ⲵ ᴰ 䟽 㾱ߌ ӗ ૱Ǆ㠚
ᒤ䎧ˈѝഭⲴབྷ䉶Ἵ䶒〟߿ቁҶ
ˈᒤᙫ䶒〟ӵѪзޜ产Ǆമ㺘
䈤᰾Ҷ൘䗷৫ᮠᒤབྷ䉶⇿ᴸⲴԧᐞǄഭབྷ䉶
о䘋ਓབྷ䉶Ⲵԧᐞԕ৺ሩ㭜㨌⋩о㳻ⲭ䍘䴰≲
Ⲵ䮯ሩࡪ◰䘋ਓ࣏нਟ⋑Ǆѝഭ൘
ᒤⲴ䘋ਓ仍བྷ㓖Ѫзޜˈ㘼൘
ᒤሶ࣐㠣зޜǄѝഭഭ㠚㔉㠚䏣⦷˄
മ㺘˅аⴤվҾⲴ≤ᒣˈ൘䗷৫єᒤˈӾ㖾
ǉѝഭ䍨᱃Ǌˈ㖾ഭߌъ䜘㓿⍾⹄ウተˈ㖁൰˖KWWSZZZHUVXVGD
JRYWRSLFVLQWHUQDWLRQDOPDUNHWVWUDGHFRXQWULHVUHJLRQV
FKLQDWUDGHDVS[Ǆ





















































































ᶕⓀ˖㖾ഭߌъ䜘 86'$ ߌӗ૱ཆ䬰ተ )$6 ˄ᒤ˅
㖾ഭߌъ䜘 86'$ ǉц⭼ߌъ䴰亴⍻Ǌˈ㖁൰˖KWWSXVGDPDQQOLEFRUQHOO
HGX0DQQ8VGDYLHZ'RFXPHQW,QIRGR"GRFXPHQW,' Ǆ

ഭ㧧ᗇҶབྷ䉶ࠪਓᙫ仍ཊǄབྷփ㘼䀰ˈᡰᴹ䘋
ਓࡠѝഭⲴབྷ䉶䜭㻛࣐ᐕᡀ⭘Ҿࣘ⢙侢ޫⲴབྷ
䉶侢ᯉԕ৺⭘ҾӪ㊫֯⭘Ⲵ✩侚⭘⋩Ǆབྷ䟿Ⲵ
Ӕ᱃ᱟо㖾ഭѪц⭼ᴰབྷབྷ䉶⭏ӗഭⲴൠս
ԕ৺ѝഭѪц⭼ᴰབྷབྷ䉶⎸䍩ഭⲴൠսㅖ
ⲴǄ
ỹ㣡䍨᱃
⭡Ҿ㓪㓷оᴽ㻵ᐕъ㿴⁑བྷˈѝഭሩỹ㣡Ⲵ䴰
≲оᰕءǄѝഭᱟц⭼кᴰབྷⲴỹ㣡⭏ӗഭǃ
⎸䍩ഭо䘋ਓഭǄỹ㣡Ⲵ䘋ਓঐᦞҶഭ⎸䍩
Ⲵԭ仍˄മ㺘˅Ǆ㖾ഭⲴỹ㣡ᶴᡀҶѝഭ
Ⲵᙫ䘋ਓǄỹ㣡ᱟѝഭӾ㖾ഭ䘋ਓⲴㅜҼབྷߌӗ
૱Ǆ❦㘼ˈ⭡Ҿ䘀䗃䍩⭘Ⲵഐˈ㖾ഭ൘䘁ᒤᶕ
㻛ঠᓖཪ䎠Ҷ䜘࠶ᐲ൪ԭ仍Ǆ㠚ᒤ䎧ˈঠᓖ
਼ṧҏѪѝഭᨀҶⲴỹ㣡䘋ਓ仍Ǆ❦㘼ˈ⭡
Ҿഭᐕল֯⭘ᰕ⑀࣐ԕ৺䍘䟿䰞仈ˈঠᓖⲴ
ỹ㣡ࠪਓਇࡠҶаᇊ䲀ࡦǄഐ↔ˈণׯ㖾ഭⲴỹ
㣡ԭ仍䱽վˈ㖾ഭੁѝഭࠪਓⲴỹ㣡ԧ٬Ӿ
ᒤⲴнࡠз㖾ݳ࣐ࡠ䘁ᵏⲴ䎵䗷ӯ㖾
ˈݳ䘉а䎻࣯൘ᵚᶕ亴䇑䘈ሶ㔗㔝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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㭜㨌⋩䍨᱃
㭜㨌⋩ᱟѝഭⲴㅜҼབྷ䘋ਓߌӗ૱Ǆᒤˈ
ᙫ䘋ਓ䟿ѪзޜǄ൘䗷৫йᒤ䟼ˈἅᾸ⋩
оབྷ䉶⋩ঐᦞҶѝഭ䘋ਓᙫ㭜㨌⋩䟿ⲴǄᖸ
ཊἅᾸ⋩䜭ᶕ㠚ঠᓖቬ㾯ӊǄ⭡Ҿབྷ䉶⋩оབྷ䉶
䘋ਓⲴ〾ޣᐞ࡛˄བྷ䉶〾ݽǃབྷ䉶⋩Ѫ˅ˈо
བྷ䉶∄ˈѝഭⲴབྷ䉶⋩䘋ਓ䟿ሩ䖳վǄ

гǃߌъৼ䗩ᣅ䍴
㠚ѝഭᒤᇎ㹼㓿⍾᭩䶙䎧ˈཆ䍴ᔰ⎼ޕѝ
ഭⲴߌъ㹼ъǄ㖾ഭޜਨ൘ѝഭⲴἽъǃޫ⇆
ъǃ䉧㊫о⋩㊫࣐ᐕǃߌъᵪỠㅹ亶ฏ䘋㹼Ҷབྷ
䟿ᣅ䍴Ǆ䘉ӋѮ᧚䘈ᑖᶕҶབྷ䟿Ⲵᢰᵟ䖜〫ˈ׳
䘋Ҷѝഭߌъԕ৺ޣӗъⲴਁኅо⧠ԓॆǄ
↔ཆˈ䘁ᒤᶕˈѝഭ啃࣡⎧ཆᣅ䍴ˈቔަᱟ
൘ḀӋ⢩ᇊ亶ฏǄһᇎкˈо㜭Ⓚǃޡޜһъ઼
䟷ⸯㅹ䜘䰘∄ˈѝഭ൘ߌъ䜘䰘Ⲵ⎧ཆᣅ䍴
ࡊࡊ䎧↕Ǆ⨳ޘ伏૱ԧṬ൘䘁ᒤᶕⲴᨀॷ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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മ㺘˖ѝഭⲴ୶૱䘋ਓԕ৺㖾ഭ୶૱ᡰঐⲴԭ仍
˄˅


PW
ᙫ䇑
㖾ഭԭ仍

3HUFHQW





















ỹ㣡
⦹㊣
བྷ䉶
ሿ哖
≤に
ᶕⓀ˖㖾ഭߌъ䜘 86'$ ߌӗ૱ཆ䬰ተ )$6
㖾ഭߌъ䜘 86'$ ǉц⭼ߌъ䴰亴⍻Ǌˈ㖁൰˖KWWSXVGDPDQQOLE
FRUQHOOHGX0DQQ8VGDYLHZ'RFXPHQW,QIRGR"GRFXPHQW,' Ǆ

മ㺘˖ഭབྷ䉶ਓԧṬо&,)ԧṬ

ഭབྷ䉶ਓԧṬ
&,)ԧṬ

PW






















ᶕⓀ˖ѝഭഭᇦ㋞⋩ؑѝᗳ 1*2,& 
ѝഭഭᇦ㋞⋩ؑѝᗳ 1*2,& ᴸᓖᣕ Ǆ

മ㺘˖ഭ伏⭘⋩ਓԧṬо&,)ԧṬ∄䖳


PW

⦹㊣䍨᱃
⭡ Ҿ ѝഭ ᱟ ц ⭼к ㅜ Ҽབྷ ⦹ ㊣ ⭏ ӗ ഭˈ൘
ᒤѻࡽሩ⦹㊣Ⲵ䘋ਓᖸቁǄ❦㘼ˈ⭡Ҿᇦ
⮌侢ޫⲴ䴰≲ˈѝഭ൘ᒤԕ৺ᒤ
࠶࡛䘋ਓҶзޜԕ৺зޜ⦹㊣ˈަ
ѝབྷ䜘࠶ᓄᶕ㠚㖾ഭǄ൘䗷৫Ⲵӄᒤ䟼ˈ㖾ഭ
ঐᦞҶц⭼кⲴ⦹㊣ࠪਓˈᒦ൘ᒤ䗮
ࡠҶзޜⲴশਢ㓚ᖅǄ㖾ഭሩц⭼⦹㊣
䍨᱃Ⲵᖡ૽ᖸབྷ〻ᓖкਆߣҾަ⦹㊣ἽᑖⲴ
ཙ≄⣦ߥǄ⭡Ҿ㖾ഭ⭏⢙⟳ᯉⲴਁኅԕ৺ᒢᰡ䰞
仈ˈ൘ᒤоᒤˈ㖾ഭ࠶࡛ਚࠪਓҶ
зޜозޜ⦹㊣ǄѝഭⲴ⦹㊣ࠪ
ਓ᭯ㆆ㓿ᑨਈॆˈᒦфլѾоഭᇦⲴᇈᯩ⦹㊣⭏
ӗ㔏䇑ᖸቁᴹޣ㚄Ǆഐ↔ˈѝഭⲴ⦹㊣䍨᱃䳮ԕ
亴⍻Ǆ❦㘼ˈ䲿⵰ӪਓⲴ䮯ԕ৺⎸䍩㘵ሩ㚹㊫
ӗ૱Ⲵ䴰≲ˈ䮯ᵏ㘼䀰ѝഭ亴䇑ሶՊ㔗㔝࣐ሩ
侢ᯉ䉧㊫Ⲵ䘋ਓǄ

བྷ䉶⋩ഭਓԧṬ
㨌㊭⋩ഭਓԧṬ

བྷ䉶伏⭘⋩&,)ԧṬ
㨌㊭伏⭘⋩&,)ԧṬ

















ᶕⓀ˖ѝഭഭᇦ㋞⋩ؑѝᗳ 1*2,& 
ѝഭഭᇦ㋞⋩ؑѝᗳ 1*2,& ᴸᓖᣕ Ǆ

֯ѝഭኅ⧠ࠪᣅ䍴⎧ཆߌъ䜘䰘Ⲵޤ䏓Ǆањᕅ
Ӫ⌘ⴞⲴֻᆀᱟˈᒤѝഭ㋞⋩伏૱䘋ࠪਓ˄
䳶ഒ˅ᴹ䲀ޜਨ &2)&2 ᭦䍝Ҷ䇮ҾᕇਹቬӊⲴ
6PLWKILHOGޜਨⲴቁᮠ㛑ᵳǄ6PLWKILHOG
ޜਨᱟ⨳ޘ亶⭏Ⲵݸ勌⥚㚹оव㻵㚹㊫Ⲵ࣐
ᐕ୶о䬰୶ԕ৺㚹⥚Ⲵᴰབྷ⭏ӗ୶Ǆ䲿ਾˈ

൘ᒤᵛˈ&2)&2ᯕ䍴ӯݳӪ≁ᐱ᭦䍝Ҷ
6PLWKILHOGо∄࡙ᰦ$57$/䳶ഒ൘ѝഭⲴਸ䍴
Աъü0DYHULFNǄ↔亩᭦䍝ᰘ൘ᢙኅ&2)&2Ⲵ
儈૱䍘㚹㊫ъ࣑Ǆն&2)&2਼ᰦ䘈ᐼᵋӾ6PLWK
ILHOGо0DYHULFN㧧ᗇᢰᵟо㇑⨶ᢰ㜭Ǆ
਼ṧ٬ᗇ⌘Ⲵᱟˈ䲔ҶѝഭഭᴹԱъⲴ⎧
ཆᣅ䍴оᒦ䍝ཆˈѝഭ᭯ᓌ਼ᰦҏ൘啃࣡⿱㩕Ա
ъⲴ⎧ཆᣅ䍴оᒦ䍝Ǆᒤᴸᰕˈѝഭഭᇦ
ਁኅо᭩䶙ငઈՊ 1'5& ǃ୶ъ䜘 02)&20 ԕ৺
ഭᇦཆ≷㇑⨶ተ 6$)( Պ਼ਖཆॱњ㇑⨶䜘䰘
㚄ਸਁᐳҶǉޣҾ啃઼࣡ᕅሬ≁㩕Աъ〟ᶱᔰኅ
ຳཆᣅ䍴Ⲵᇎᯭ㿱Ǌ
˄Ā㿱ā˅Ǆ
ǉ㿱ǊѪᵚ
ᶕ啃࣡ѝഭ≁㩕Աъ䘋㹼䐘ഭᣅ䍴оᒦ䍝Ⲵ䈖
㓶᧚ᯭྐᇊҶสǄ䘉ਟԕ㻛㿶ѝഭ≁㩕Աъ
䘋㹼ᯠа䖞⎧ཆᣅ䍴оᒦ䍝ⲴᔰǄᖸཊ≁㩕Ա
ъѫ䜭ᐼᵋ൘ൠ⨶кሶᣅ䍴о䍒ᇼཊॆݳǄߌъ
ᱟѝഭĀՈਁݸኅāⲴ䜘䰘ѻаǄ
䢤ҾᴰᯠⲴਁኅᛵߥˈѝഭⲴ⎧ཆߌъᣅ
䍴亴䇑ሶՊ൘ᵚᶕ؍ᤱ儈䙏ਁኅǄ㖾ഭਟ㜭ᱟ
ަᴰ䶂ⶀⲴᣅ䍴ⴞḷѻаˈᴤཊⲴ⌘ޣሶՊ᭮൘
ߌъᢰᵟо㔯㢢ᢰᵟкǄ

ҍǃєഭᔪ・Ҷа㌫ࡇᴹ᭸Ⲵሩ
䈍ᵪࡦ
ᰕ⳺࣐ᕪⲴਸѪѝ㖾єഭࡋ䙐ҶᐘབྷⲴᵪՊǄ
ޣ䭞ᱟ൘䗷৫ࠐॱᒤᡰਆᗇᡀቡⲴสкᔪ・
ањᴹ᭸ⲴᵪࡦǄєഭ᭯ᓌ䜭ᐢ㓿ሩ↔㺘⽪儈
ᓖ䟽㿶ˈᒦфᔪ・䮯ᵏⲴ㌫ࡇሩ䈍ˈवᤜߌъ
ਸ㚄ਸငઈՊ -&&$ ǃߌъᢰᵟ㚄ਸᐕ㓴
-&&7 ㅹǄ਼ᰦˈєഭ᭯ᓌ㔗㔝㠤࣋Ҿ୶䍨㚄ਸ
ငઈՊ -&&7 оᡈ⮕㓿⍾ሩ䈍 6 (' Ǆᴸˈєഭ
ߌъ䜘䮯ㆮ㖢ҶশਢᙗⲴǉᡈ⮕ਸᯩṸǊǄ䘉
ᱟᕅ亶єഭᵚᶕӄᒤߌъޣ㌫Ⲵ᮷ԦǄ↔ᯩṸส
Ҿєഭ൘ߌъ䍨᱃ǃ、ᆖоᮉ㛢ᯩ䶒ᐢ㓿ᔪ・
Ⲵ⢒പޣ㌫ࡦᇊˈᰘ൘␡ॆєഭ൘Ոݸ亶ฏⲴਸ
ˈྲ伏૱ᆹޘǃࣘἽ⢙ڕᓧо⯮⯵㇑⨶ǃਟᤱ
㔝ߌъǃสഐ䍴Ⓚǃ⭏⢙ᢰᵟǃᯠޤᢰᵟԕ৺ߌ
ъᐲ൪઼䍨᱃ㅹǄ

ޛǃߌъᢰᵟਸоӪઈӔ⍱
нᯝ࣐ᕪ
㠚ѝ㖾㚄ਸߌъᢰᵟᐕ㓴Ҿᒤᡀ・ਾˈ㖾
ഭߌъ䜘 86'$ оѝഭߌъ䜘 02$ ᐢቡ䎵䗷
њ亩ⴞ䘋㹼ҶӔ⍱ˈ⎹৺Ⲵ䇯䰞уᇦ䎵䗷
ˈ⏥ⴆἽǃ⭏⢙ᢰᵟǃ⭏⢙䍘㜭ǃᇣ㲛㇑⨶ǃ
ߌ㦟㇑⨶оߌъᢰᵟᢙኅㅹњ亶ฏǄ↔ཆˈ䙊
䗷㚄ਸ⹄ウѝᗳоᇎ傼ᇔǃਸᒣਠоਸᯩṸ
ㅹॿ⁑ᔿˈབྷᢩӪઈ㧧ᗇҶ⧠ԓߌъᢰ
ᵟⲴษ䇝ˈᒦфѪєഭߌъᢰᵟⲴਁኅоߌъᔰ
ਁࠪڊҶケࠪ䍑⥞Ǆ

ᒤѝ㖾ߌъᡈ⮕ਸᯩṸǄ

ᒤѝ㖾ߌъᡈ⮕ਸᯩṸǄ

13

മ㺘˖ѝഭⲴߌъ㺕䍤






ⴤ᧕ԈⅮ


অս˖ӯ㖾ݳ










ᆀ㺕䍤

অս˖ӯ㖾ݳ









ᵪỠ

অս˖ӯ㖾ݳ









⟳ᯉǃॆ㛕㺕䍤

অս˖ӯ㖾ݳ









ᙫ䇑

অս˖ӯ㖾ݳ









Ьᰙ⟏㊬に

8607









Ь⟏㊬に

8607









᭯ᓌ䟷䍝ԧṬ
≤に

8607









ሿ哖

Ь㋣に

8607









⦹㊣

8607









⋩㨌㊭

8607









བྷ䉶

8607









Ⳟỹ

8607









䍴ᯉᶕⓀ˖ѝഭ᭯ᓌ㿴ㄐࡦᓖ

ॱǃᤱ㔝⌘ޣо㓐㓧
єഭѻ䰤Ⲵн┑о亮㲁
⭡ҾḀӋߌӗ૱㻛䈮ԕ䟽〾ˈѝഭሩѝഭߌӗ૱
䘋ޕ㖾ഭᐲ൪Ⲵ䲀ࡦ㺘⽪ࠪн┑Ǆֻྲˈ㲭
❦㖾ഭᮤփ≤〾ޣᒣሩ䖳վˈ㖾ഭሩᇦⲴ䘋
ਓᖱ᭦Ⲵ〾ޣǃሩབྷ䉶⋩Ⲵ䘋ਓᖱ᭦Ⲵޣ
〾ᒦфሩңࡦ૱ᖱ᭦儈䗮Ⲵ〾ޣǄѝഭ਼ᰦ
䇔Ѫˈ㖾ഭ᭯ᓌሩߌъ䘋㹼Ҷབྷ䟿㺕䍤ˈ䘉֯ᗇ
⦹㊣ǃỹ㣡ǃሿ哖оབྷ䉶ㅹ㖾ഭߌӗ૱൘ㄎҹѝ
ާᴹнޜᒣⲴԧṬՈ࣯Ǆ㖾ഭࡉ䇔ѪѝഭⲴߌъ
㺕䍤ࡪ◰Ҷ൏ൠᇶ䳶රӗ૱Ⲵ⭏ӗˈ䘉䱫⺽Ҷ㖾
ഭⲴࠪਓ˄㿱മ㺘˅Ǆ
㖾ഭѪѝഭࠪਓ䇮㖞Ⲵ㔯㢢ḷ߶ǃव㻵㾱≲
ԕ৺ަԆᢰᵟෂᱟৼᯩ㓐㓧ⲴަԆ亶ฏǄ㖾
ഭ൘ሩѝഭⲴߌӗ૱ਁ䎧৽ٮ䬰䈳ḕᰦˈሩѝഭ
ⲴĀᐲ൪㓿⍾āൠսԕ৺ĀнᚠᖃᴯԓഭāⲴ䘹
ᤙ਼ṧ㺘⽪Ҷᔲ䇞Ǆ
਼ᰦˈѝഭⲴ㋞伏䘋ਓҏᕅਁҶഭሩ⨳ޘ
ᐲ൪䗷Ҿ䎆ԕ৺㋞伏ᆹⲴޘ亮㲁ˈቔަᱟˈབྷ
䟿䘋ਓӗ૱Ⲵ⎼ޕሶՊབྷᑵ㕙߿ᵜഭⲴ⭏ӗǄ↔
ཆˈѝഭ䘈ሩӾ㖾ഭ䘋ਓⲴ䖜สഐ伏૱Ⲵ▌൘ᴹ
ᇣᖡ૽㺘⽪亮㲁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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㖾ഭሩѝഭ䟷⭘Āн、ᆖфна㠤āⲴছ⭏
оἽ⢙Ự⯛᧚ᯭ㺘⽪н┑ˈቔަᱟ䪸ሩ㖾ഭⲴ⢋
㚹о⥚㚹ӗ૱Ǆ㖾ഭ਼ᰦሩѝഭⲴᆀо䖜ส
ഐ㓴㓷 *02 ⴁ㇑փ㌫㺘⽪亮㲁ǄަѝⲴањֻ
ᆀᱟ㖾ഭ⥚㚹⭏ӗѝ㜪㊫Ⲵ֯⭘Ǆ㜪㊫ᱟ㖾ഭ伏
૱઼㦟⢙㇑⨶ተ )'$ ᢩ߶Ⲵਇփ㍐ˈਟԕ࣐
ⱖ㚹Ⲵӗ䟿ᒦф൘㖾ഭⲴ⭏⥚ޫ⇆㹼ъᒯ⌋֯
⭘Ǆ❦㘼ˈ൘⅗ⴏᡀઈഭǃѝഭо״㖇ᯟㅹഭᇦˈ
㜪㊫㻛⾱→֯⭘Ǆᒤˈѝഭ⾱→Ҷᡰᴹਇփ
㍐Ⲵ֯⭘ˈ㘼㖾ഭⲴӗ૱൷ਜ਼ᴹ㜪㊫↻⮉ˈ䘉ሶ
㖾ഭᧂ䲔൘䘋ਓഭࡇ㺘ѻཆǄ
↔ཆˈ㖾ഭ䇔ѪѝഭⲴ⦷〾〾ޣ䝽仍 754
н䘿᰾фн⺞ᇊǄ൘ᒤᴸԭⲴа䎧:72ṸԦ
ѝˈ㖾ഭ᭯ᓌሩѝഭੁ㖾ഭ㊫ӗ૱ᖱ᭦৽
ٮ䬰о৽㺕䍤〾ޣᨀࠪҶᣇ䇞Ǆ↔ཆˈаӋ㖾ഭ
ߌъޜਨ䇔Ѫˈѝഭ൘ߌъ䜘䰘ሩཆ䍴Ⲵ䲀ࡦ᧚
ᯭሶՊ䲀ࡦㄎҹᒦ᭮ធ㹼ъਁኅ㝊↕Ǆ਼ᰦˈ䘁
ᒤᶕˈ㖾ഭ᭯ᓌ↓ᇶ࠷⌘ޣѝഭⲴߌъ㺕䍤оᢦ
ᤱ᭯ㆆǄ㖾ഭⲴ㚹㊫ࠪਓ୶ҏ価ਇѝഭޣ䮯ᰦ
㖾ഭഭ䱵䍨᱃ငઈՊ 86,7& 亴䇑ѝഭⲴছ⭏оἽ⢙Ự⯛ 636 ᧚ᯭሩ㖾
ഭੁѝഭⲴࠪਓⲴᖡ૽ሶབྷ䗷〾ޣǄ636᧚ᯭሩ䜘࠶㖾ഭߌӗ૱䙐ᡀҶ
ᇎ䍘ᙗⲴ䲀ࡦᡆᴹ᭸Ⲵ⾱→Ǆ৲㿱㖾ഭഭ䱵䍨᱃ငઈՊ 86,7& ˈᒤ
ǉѝഭߌъ䍨᱃˖ㄎҹ⧠⣦оሩ㖾ഭࠪਓⲴᖡ૽Ǌˈ86,7&ㅜਧࠪ⡸
⢙ˈ㖁൰˖KWWSZZZXVLWFJRYSXEOLFDWLRQVSXESGIǄ

䰤ᔦ䈟Ⲵ㤖ᚬü䘉ણ⵰ԆԜᰐ⌅ࠪਓߧত
㚹Ǆ
єഭⲴࣚ࣋о䘋ኅ
൘ᒤੁഭՊⲴࠪڊǉѝഭ:72ਸ㿴ᙗᣕǊ
ѝˈ㖾ഭ䍨᱃ԓ㺘㖢䇔ѝഭ⇿ᒤ൘ߌӗ૱ᯩ䶒
䜭৺ᰦ䐥㹼ަ〾ޣ䈪Ǆੁ㖾ഭߌ≁ԕ৺བྷߌ൪
ѫᖱ᭦Ⲵᴰ䟽㾱ߌӗ૱Ⲵ〾ޣӾᒤⲴᒣ൷
䱽վ㠣ˈ䘉ࠐѾ䜭ᱟ൘ᒤᴸᰕ䎧ᡆ
ᒤᴸᰕ→Ⲵབྷ㓖ᒤⲴᰦᵏᇎ⧠ⲴǄ൘
ᒤˈѝഭᒦ⋑ᴹᇎᯭᯠⲴˈ߿ࡺ〾ޣᴰ䘁Ѫ
ᮠнཊⲴߌӗ૱߿ࡺ〾ޣ䜭ਁ⭏൘ᒤǄ
㖾ഭ䍨᱃ԓ㺘㖢䇴䇪〠ˈѝഭⲴ߿ࡺ〾ޣ㍟
〟᭸ᓄԕ৺䴰≲Ⲵ࣐ሩ㖾ഭᒤሩѝഭḀ
ӋࠪਓⲴᤱ㔝ڕᓧਁኅᴹ䟽㾱⭘Ǆ䘁ᒤᶕˈḀ
Ӌབྷᇇߌӗ૱Ⲵࠪਓᱮ㪇࣐ˈᒦф࣯ཤᕪˈ
वᤜབྷ䉶оỹ㣡ㅹǄ㖾ഭሩѝഭⲴབྷ䉶ࠪਓԧ
٬ӾᒤⲴӯ㖾ݳ࣐㠣ᒤⲴӯ
㖾ࠐˈݳѾ㘫Ҷӄ⮚Ǆ㖾ഭሩѝഭⲴỹ㣡ࠪਓӾ
ᒤӯ㖾Ⲵݳশਢ㓚ᖅ䘋а↕ᨀ儈㠣
ᒤⲴӯ㖾ݳǄᒤᴸ㠣ᴸⲴᵘㅹ᷇ӗ૱
ࠪਓਇࡠབྷ䟿䴰≲Ⲵࡪ◰ˈ䖳ᒤ਼∄䮯Ҷ
Ǆ劬㊫о⎧ӗ૱ࠪਓ਼ṧҏᴹᱮ㪇࣐ˈ൘
ᒤⲴࡽйᆓᓖ࣐ҶǄ਼ᰦˈ⎸䍩㘵傡ࣘ
Ⲵߌӗ૱ࠪਓ൘ᒤࡽйᆓᓖ࣐ҶǄ
ѝഭ䇔Ѫˈቭ㇑䘉ਟ㜭֯ᗇഭߌ≁ഐ䘋ਓ
ӗ૱Ⲵㄎҹ㘼䶒Ѥഠ䳮ˈ䘋㘼ਟ㜭ਇࡠᦏཡˈն
䘉ᱟሩ:72㿴ࡉⲴඊᇊ䐥㹼ǄֻྲˈӾ㖾ഭ䘋ਓ
ԧṬվᓹⲴỹ㣡䘛֯⭈㚳оᯠ⮶Ⲵᓄ୶ᓹԧ
ᣋǄ
䗷৫ࠐॱᒤᶕˈ㖾ഭⲴߌъ᭯ㆆ䎺ᶕ䎺ԕᐲ
൪ѪሬੁǄᒤоᒤⲴǉߌ൪⌅ṸǊ䜭߿
ቁҶሩᓄⲴ᧗ࡦԕ৺ሩԧṬⲴᢦᤱǄᒤⲴ
ǉߌ൪⌅ṸǊࡉሶԧṬᢦᤱо᭦ޕᢦᤱབྷᑵࡺ
߿ˈ㘼ሶ⌘࣋ᴤཊ䳶ѝ൘⧟؍о≤䍘кǄ
㖾ഭ䍨᱃ԓ㺘㖢 8675 ǉᒤ8675ޣҾѝഭ:72ਸ㿴ᙗੁഭՊⲴᣕ
ǊᒤᴸǄ

ᒤᯭ㹼ⲴĀࠪਓᕪ䇑ࡂāᱟ㖾ഭᴰབྷⲴߌъ
㺕ࣙ䇑ࡂˈ൘ᒤਾᔰਈᗇн⍫䏳ˈᒦф൘
ᒤⲴǉߌ൪⌅ṸǊѝ㻛ᴰ㓸ᓏ䲔Ǆ㖾ഭⲴ㚹
㊫ӗ૱ǃഝ㢪ӗ૱о␡࣐ᐕ伏૱⋑ᴹ㺕䍤Ǆ
ᒤᰘ൘㓸→ңࡦ૱ࠪਓࡪ◰ᯩṸⲴǉߌ൪⌅ṸǊ
ᒦ⋑ᴹ㧧ᗇ䙊䗷ˈަഐᱟĀ䍒᭯ᛜፆāޣ
Ⲵ᭯⋫䲀ࡦǄ㚄䛖᭯ᓌⲴ䎔ᆇ൘᧕лᶕⲴࠐᒤ
ሶՊ࣐᭯ᓌሩ㖾ഭߌъ䘋㹼ᢦᤱⲴ࣋Ǆֻ
ྲˈᒤᴸˈ㖾ഭᙫ㔏ྕᐤ傜ਁᐳҶ䍒ᒤ
Ⲵ亴㇇Ṹˈަѝᢃ㇇㓸→ⴤ᧕᭟Ԉᒦ߿ቁߌ⢙
؍䲙Ⲵ䍴䠁Ǆ
ѝഭ؍ᤱ儈ᓖⲴ䉧㊫㠚㔉㠚䏣ˈᒦᵚ䗷Ҿ䎆㖾
ഭⲴߌъ䘋ਓ
ѝഭ؍ᤱ⵰儈ᓖⲴ䉧⢙˄≤にǃབྷ哖о⦹㊣˅㠚
㔉㠚䏣ˈ䘉Ӌᱟഭ≁Ⲵѫ伏Ǆᒤˈѝഭ⭏ޡӗ
Ҷӯ䉧㊫ˈަ߰䘋ਓӵѪзˈਚঐ
ഭ⭏ӗⲴǄ❦㘼ˈ߰䘋ਓⲴ∄ֻ൘䘁ᒤᶕ
ᱮ㪇࣐˄ᒤ߰䘋ਓঐഭӗࠪⲴᙫ∄ֻѪ
˅ˈն㠚㔉㠚䏣⦷ӽ❦؍ᤱҶ䖳儈Ⲵ≤ᒣǄ
㋞伏Ⲵ߰䘋ਓ亴䇑൘ᵚᶕՊᤱ㔝࣐ˈަഐᱟ
ѝഭⲴߣㆆ㘵оᆖ㘵ᐢ㓿ቡሶ㠚㔉㠚䏣⦷䱽վ
㠣Ⲵⴞḷ䗮ᡀҶޡ䇶Ǆ
䉧⢙ᯩ䶒ˈᒤѝഭᐢ㓿Ӿབྷ㊣Ⲵ߰ࠪਓ
ഭ䖜ਈѪ߰䘋ਓഭˈަйབྷ䘋ਓᶕⓀഭѪ䎺ইǃ
⌠ഭоᐤสᯟඖǄ൘ᒤᙫ䇑зⲴሿ哖
䘋ਓѝˈ㖾ഭᨀҶз˄ঐ∄˅ˈѪㅜ
Ҽབྷ䘋ਓᶕⓀഭˈᴰབྷⲴ䘋ਓᶕⓀഭѪ◣བྷ࡙
ӊˈᮠ䟿Ѫз˄ঐ∄˅Ǆ⦹㊣ᯩ䶒ˈ㖾
ഭᱟᴰབྷⲴᓄഭ˄˅ˈ㘱᥍˄˅о㔵
⭨˄˅࠶ࡇҼǃйսǄ
ਖаᯩ䶒ˈѝഭሩབྷ䉶Ⲵ䘋ਓ䶎ᑨ䎆ˈަ
ѝᖸབྷа䜘࠶㻛⭘Ҿࣘ⢙侢ᯉǄ൘㠣
-HUHP\3HWHUˈ
ǉߌъ᭯ㆆ㔬䘠Ǌˈ
ǉᯠߌ൪⌅ṸǊˈᒤᴸ
ᰕˈ㖁൰˖KWWSZZZIDUPELOOIDFWVRUJIDUPSROLF\
URXQGXSǄ
৲㿱ѝഭഭᇦ㋞⋩ؑѝᗳ 1*2,& ᴸᓖᣕˈ㖁൰˖KWWSELJ
PRIFRPJRYFQJDWHELJZPVPRIFRPJRYFQDDUWLFOHVXEMHFW
QFSVXEMHFWEEKWPO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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ᒤˈབྷ䉶Ⲵ䘋ਓӾз࣐ࡠзˈ
㘼ഭⲴӗ䟿ࡉ؍ᤱ൘བྷ㓖зⲴ≤ᒣǄ
㖾ഭᱟѝഭབྷ䉶䘋ਓⲴйབྷᶕⓀഭѻаǄ
ᒤˈӾ㖾ഭ䘋ਓⲴ∄ֻѪˈ㘼ަԆ
ᶕ㠚ᐤ㾯ˈᶕ㠚䱯ṩᔧǄᐲ൪ӽ❦؍ᤱҶཊ
ॆݳоㄎҹᙗǄ
䖜สഐ *0 ߌӗ૱
൘ѝ㖾ৼ䗩䍨᱃ѝˈޣҾ⭏⢙ᢰᵟᡆ䖜สഐ *0
ߌӗ૱Ⲵ䰞仈ӽ❦ᆈ൘ˈ䘉Ӌ䰞仈䙊ᑨ⎹৺㇑
⨶ǃ〻ᒿᡆᢰᵟቲ䶒Ǆѝഭߌъ䜘㻛䇔Ѫ൘䖜
สഐߌӗ૱ᇑᢩ⌘⍱〻ѝ䴰㾱㣡䍩བྷ䟿ᰦ䰤
ф᭯ㆆཊਈˈ䘉֯ᗇѝ㖾ѻ䰤Ⲵ䖜สഐߌӗ૱ৼ
䗩䍨᱃ӽ❦▌࣋ᐘབྷфᤱ㔝䮯Ǆо⅗⍢ᡆᰕᵜ
᭯ᓌн਼ˈєഭ᭯ᓌᇎ䱵к䜭啃࣡䖜สഐᢰᵟ
Ⲵ⹄ウǃ⭏ӗо⎸䍩Ǆ
ྲӺˈ㖾ഭоѝഭ൘䖜สഐ伏૱ⲴἽ䶒
〟к࠶ࡇ⨳ޘㅜаоㅜޝǄѝഭຳ䘋㹼୶ъ
ॆ⭏ӗⲴ⭏⢙ᢰᵟ⢙वᤜᣇ㲛ỹ㣡ǃᣇ㲛ᶘ
ṁǃ3569ᵘ⬌ǃ95⭌ὂǃ'5о95㾯㓒ḯㅹǄ൘䘉
Ӌ⢙ѝˈѝഭᣇ㲛ỹ㣡Ⲵ᧕ਇ⦷Ѫˈ㘼
ࠐѾᡰᴹ൘ѝഭἽⲴᵘ⬌䜭ᱟ䖜สഐ⢙Ǆ൘
㖾ഭˈᒤ⢙Ⲵ⭏⢙ᢰᵟἽ∄ֻ࠶࡛
Ѫ˖⦹㊣ǃỹ㣡ǃབྷ䉶Ǆ
ѝഭо㖾ഭሩ䖜สഐⲴ䘋ਓ䜭䖳Ѫᔰ᭮ˈє
ഭѻ䰤䖜สഐߌӗ૱Ⲵ⍱ࣘ㿴⁑ҏ䶎ᑨབྷǄӵ൘
ᒤˈѝഭቡӾ㖾ഭ䘋ਓҶӯ⦹㊣˄
ঐӯᙫ⦹㊣䘋ਓ仍Ⲵ˅ԕ৺
зӯབྷ䉶˄ঐᙫབྷ䉶䘋ਓ仍Ⲵ˅Ǆ䘉Ӌ䘋

䰞仈वᤜ㕪ѿվ≤ᒣⲴᆈ൘ //3 ᡆĀਐ࣐⢩ᙗᢩ߶ā᭯ㆆˈ䘉ᱟާ
ᴹᖸ儈ᢰᵟᙗⲴˈ৲㿱˖'H6FKULMYHUǃ$'HYRVǃ<9DQGHQ
%XOFNHǃ0&DGRWǃ3'HORRVHǃ05HKHXOǃ'о6QH\HUV0
ᒤǉ䖜สഐһԦⲴ仾䲙䇴ՠǊˈ
ǉ伏૱、ᢰ䎻࣯ǊˈGRLM
WLIVˈ㖁൰˖KWWSZZZODFELRVDIHW\RUJZSFRQWHQW
XSORDGVULVNDVVHVVPHQWRIJPVWDFNHGHYHQWV
REWDLQHGIURPFURVVHVEHWZHHQJPHYHQWVSGIǄ
-DPHV&OLYHˈˈ
ǉ୶⨳ޘъॆ⭏⢙、ᢰ䖜สഐ⢙⣦ᘱ˖
ᒤǊˈ,6$$$ㅜਧㆰᣕˈ,6$$$ˈ㓭㓖Ժ㩘Ǆ
ǉ㖾ഭ䖜สഐ⢙Ⲵ᧕ਇᛵߥǊˈ㖾ഭߌъ䜘ˈ㖁൰˖KWWSZZZHUV
XVGDJRYGDWDSURGXFWVDGRSWLRQRIJHQHWLFDOO\HQJLQHHUHG
FURSVLQWKHXVUHFHQWWUHQGVLQJHDGRSWLRQDVS[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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ਓⲴབྷ䉶о⦹㊣ࠐѾޘ䜘ᱟ䖜สഐӗ૱Ǆ㖾ഭ
Ӿѝഭ䘋ਓⲴ⭘Ҿഭ⎸䍩Ⲵ࣐ᐕ䗷Ⲵ㾯㓒ḯӾ
ᒤⲴӯ࣐ࡠᒤⲴӯˈ
བྷ䜘࠶ҏᱟ䖜สഐӗ૱Ǆ
䮯䘌㘼䀰ˈѝ㖾єഭਟԕ൘䖜สഐ⹄ウо
㇑⨶亶ฏ䘋а↕ਸˈԕᨀॷ⎸䍩㘵⾿࡙ǃ⭏ӗ
⦷ˈ׳䘋䍨᱃Ǆྲਟԕᔪ・а਼↕ᇑᢩᵪࡦˈ
ࡉਟԕ൘ӗ૱൘ࠪਓഭ㧧ᗇᆼ߶ᢩޘѻࡽ൘䘋
ਓഭ䘋㹼⭏⢙ᆹޘ䇱ҖⲴ⭣䈧˄䴰㾱൘ӗ૱ਟԕ
㻛ࠪਓ㠣ѝഭѻࡽᆼᡀ˅ˈ↔Ѯਟԕ߿ቁᯠ⭏⢙
ᢰᵟӗ૱Ⲵ㩕䬰о䍨᱃ѝнᗵ㾱Ⲵᔦ䈟Ǆ൘䘲ᖃ
Ⲵᰦˈىਟԕᔰਁ㔏а⌘ࡦᓖˈаഭㆮਁⲴᢩ
߶ሶ㠚ࣘ䖜ᦒѪਖаഭⲴᢩ߶Ǆ
൘ᖃӺц⭼ˈ䖜สഐᢰᵟᐢ㓿࣯нਟᥑǄ
Ѫц⭼кєབྷߌӗ૱⭏ӗഭо⎸䍩ഭˈѝഭо㖾
ഭਸሩ؍ᣔєഭѳ㠣ޘц⭼⎸䍩㘵Ⲵ⾿࡙㠣
ޣ䟽㾱Ǆєഭѻ䰤ሩҾⴁ㇑փࡦⲴ㚄ਸᔰਁᱟੁ
ޜՇᨀ儈૱䍘䖜สഐӗ૱Ⲵୟа䙄ᖴǄሩѝ㖾
єഭޜՇ㿱Ⲵ⹄ウ৽༽㺘᰾ˈ⎸䍩㘵ᒦнᱟᆼ
ޘᣥ䀖䖜สഐӗ૱ˈնᱟԆԜඊᤱĀ⸕ᛵᵳāǄ䪸
ሩ↔䰞仈ˈѝ㖾єഭਟԕُ䢤⅗ⴏⲴ㓿傼Ǆ⅗ⴏ
ᔪ・ҶᕪࡦᙗⲴḷㆮࡦᓖˈᨀҶ⭡䖜สഐ⭏⢙
ᶴᡀᡆਜ਼ᴹ䖜สഐ⭏⢙Ⲵӗ૱ԕ৺⭡䖜สഐ⭏
⢙⭏ӗⲴ伏૱о侢ᯉⲴਟ䘭ⓟᵪࡦǄ↔Ѯਟԕሩ
䖜สഐሩ⧟ຳоڕᓧⲴᖡ૽䘋㹼ⴁ᧗ᒦфਟԕ
䟷ਆᚠᖃⲴ仾䲙㇑⨶᧚ᯭǄѪ䘋а↕؍䳌⎸䍩㘵
Ⲵ⸕ᛵᵳᒦᕪਟ䘭ⓟᙗˈѝ㖾єഭਟԕ൘⅗ⴏ
ѻࡽሩ֯⭘䖜สഐӗ૱லޫⲴࣘ⢙ᡰӗࠪⲴ㚹
㊫ǃң૱о㳻㊫ӗ૱ᇎ㹼ᕪࡦᙗḷㆮ・⌅Ǆ
㲭❦ᡁԜ䶒Ѥ⵰ᐘབྷⲴᵪ䙷ˈնᱟ䖜สഐ
ᢰᵟⲴ᧘ᒯᴰ㓸䴰㾱⨳ޘ㇑⨶փ㌫Ⲵṩᵜᙗਈ
ॆˈ㘼䘉аᯩ䶒ᡁԜቊᵚ߶༷࠶ݵǄоަԆ䍗⢙
֯⭘ѝഭߌъ䜘Ⲵᮠᦞሩ⦹㊣઼བྷ䉶䘋ਓ٬Ⲵ䇑㇇ˈ㖁൰˖KWWS
ZZZHUVXVGDJRYGDWDSURGXFWVDGRSWLRQRIJHQHWLFDOO\
HQJLQHHUHGFURSVLQWKHXVUHFHQWWUHQGVLQJHDGRSWLRQ
DVS[ǄޣҾ䖜สഐ૱൘䘋ਓѝⲮ࠶∄Ⲵ亴⍻สҾ㖾ഭⴞࡽⲴ⦹㊣
ԕ৺Ⲵབྷ䉶Ѫ䖜สഐӗ૱˄৲㿱к᮷ഐᮠ˅ԕ৺བྷ䜘࠶䶎䖜สഐ伏
૱㻛⮉൘㖾ഭԕՈᜐԧṬࠪਓⲴٷ䇮˄↔ٷ䇮ᗇࡠҶᣕо࠶᷀Ⲵ
᭟ᤱ˅Ǆ
㖾ഭഭ䱵䍨᱃ငઈՊ 86,7& ˈ
ǉ㖾ഭ㾯㓒ḯ䘋ਓⴁ᧗ǊˈᒤǄ

䍨᱃н਼ˈሩ䖜สഐ⭏⢙Ⲵ䐘ഭⴁ㇑о䘭ⓟ䴰㾱
ᯠⲴ㌫㔏ॆᮤਸ઼㶽ਸǄਚ㾱ᢰᵟӔ⍱㔗㔝䘋
㹼ˈѝ㖾єഭ䙊䗷ሩ䈍Ҷ䀓ሩᯩⲴᵪᶴоḷ߶ˈ
ᡁԜؑєഭਟԕ䗮ᡀवᤜߌ≁ǃ伏૱࣐ᐕ୶ǃ
伏૱䍨᱃୶о⎸䍩㘵ㅹ࡙⳺ޣᯩ䜭䇔ਟⲴᵪ
ࡦǄ

ॱаǃᔪ䇞
൘㖾ഭࠪਓ୶оѝഭ䘋ਓ୶ѻ䰤ㆮ䇒䮯ᵏ
ᓄਸ਼
ሩҾབྷ䜘࠶ߌӗ૱㘼䀰ˈᖸབྷ∄ֻ䜭ᱟ൘ᵜ൏䘋
㹼⭏ӗо⎸䍩ⲴǄᖸཊߌӗ૱Ⲵ⨳ޘԧṬ䜭ਇࡠ
≲䗩䱵ਈॆⲴᖡ૽ˈഐ↔ੁٮҾ⌒ࣘǄ䘉ޘ
⨳ԧṬⲴ⌒ࣘᙗ䘋㘼Պᖡ૽Ⲵ⨳ޘ伏૱ԧṬԕ৺
ᖸཊӪⲴ⭏⍫ˈᒦ㔉ᖸཊ⭏ӗ㘵ᑖᶕн⺞ᇊᙗǄ
䢤Ҿѝഭሩ伏૱䴰≲Ⲵ䮯ᵏ䮯ˈᵜ⹄ウᔪ
䇞൘㖾ഭࠪਓ୶оѝഭ䘋ਓ୶ѻ䰤ˈ䙊䗷єഭ᭯
ᓌᔪ・ᒦ᭟ᤱⲴᒣਠˈቡ䮯ᵏ୶૱ᓄਸ਼䘋㹼
䈸ࡔᒦㆮ㖢Ǆ䘉ሶᴹࣙҾ啃࣡൘ᯠӗ૱઼⢙⍱
㜭࣋ᯩ䶒Ⲵᣅ䍴ˈっᇊ୶૱ᓄ㘵Ⲵ᭦ޕᒦᕪ
ѝഭⲴ㋞伏ᆹޘǄ
൘ѝഭˈ䉧㊫˄⦹㊣ǃ≤にоሿ哖˅ǃབྷ䉶о
㚹㊫˄⢋㚹ǃ呑㚹о⥚㚹˅ㅹߌӗ૱䴰≲▌࣋ᐘ
བྷǄ㖾ഭᴹ࣐ӗ㜭ᒦфੁѝഭࠪਓ䘉Ӌ୶૱Ⲵ
㜭࣋Ǆѝഭ൏ൠ䍴Ⓚо≤䍴Ⓚ⸝㕪ˈ㘼㖾ഭ൘⭏
ӗ䘉Ӌ୶૱ѝ⭏ӗ⦷ᴤ儈ǄѪҶ؍䇱ѝ㖾єഭѻ
䰤ᡀ࣏ǃᤱ㔝Ⲵߌӗ૱䍨᱃ˈаᯩ䶒ˈ㖾ഭߌ≁
ᗵ享ሩѝഭⲴ䮯ᵏ䴰≲ᴹؑᗳˈԕ֯ᗇަᴹᝯ
ሩ൏ൠо䇮༷䘋㹼ᣅ䍴ˈᒦф䳷֓ᒦษ䇝ᗵ㾱Ⲵ
Ӫ࣋Ǆਖаᯩ䶒ˈѝഭⲴ䘋ਓ୶ҏᗵ享ሩ㖾ഭ
ᓄⲴਟ䶐ᙗᴹؑᗳǄ⸝ᵏਸ਼ᰐ⌅׳䘋㖾ഭӗ
䟿ǃᣅ䍴оቡъⲴ࣐ˈ㘼ਚՊ䇙⨳ޘԧṬⲴ⌒
ࣘᴤ࣐⛸Ǆ
ሩҾѝഭ㘼䀰ˈ㋞伏ᆹޘᱟ㠣ޣ䟽㾱ⲴǄഐ
↔ˈѝഭⲴ䘋ਓ୶ᗵ享⺞ؑԆԜਟԕᆼؑޘԫ㖾
ഭ⇿ᒤⲴࠪਓǄഐ↔ˈ䴰㾱สҾৼᯩⲴ亴⍻ᮠᦞ

ㆮ㖢䮯ᵏᓄਸ਼ˈྲॱᒤᡆ㘵ҼॱᒤǄᇊԧޜ
ᔿᓄ⭡ৼᯩ୶਼ޡᇊ˄ྲᡀᵜ࣐ᡀ⌅ㅹ˅ˈԕ؍
ᣔҠআৼᯩݽਇ⧠䍗ᐲ൪ԧṬ⌒ࣘⲴᖡ૽Ǆྲ᷌
㾱䇙ѝഭؑ㖾ഭࠪਓ୶ⲴᓄнՊഐԫօ
ഐ㘼㻛ᒢᢠˈަѝⲴаᯩ⌅ᱟ㖾ഭࠪਓ୶൘ѝ
ഭᡆ㘵ㅜйᯩഭᇦ䇮㖞ԃᓃˈᒦ൘ަѝᆈ᭮ㅹҾ
аᒤਸ਼ᓄ䟿Ⲵߌӗ૱Ѫᣵ؍Ǆྲ᷌㖾ഭࠪ
ਓ୶Ⲵᓄѝᯝˈࡉѝഭ䘋ਓ୶ਟԕᨀਆ䘉Ӌᣵ
؍⢙Ǆ਼ᰦˈѝഭⲴ䘋ਓ୶ᓄሶаᒤᵏ䟷䍝ᡰᗵ
享Ⲵ䍴䠁൘㖾ഭᡆㅜйഭ䘋㹼ᢈ㇑ˈԕሩަ䍝Ҡ
㹼Ѫ䘋㹼ᣵ؍Ǆࡽ䘠ᣵॿ؍ᇊᴹࣙҾ߿ቁн⺞ᇊ
ᙗᒦ߿ቁৼᯩⲴ䘍㓖㹼ѪǄྲ᷌ৼᯩਟԕ䈸ࡔ䗮
ᡀ䮯ᵏᓄਸ਼ˈ↔Ѯнӵ൘㓿⍾кᱟৼ䎒Ⲵˈ
਼ᰦਟԕ׳䘋єഭ䮯ᵏⲴ৻ྭޣ㌫Ǆ
ѝഭᓄ䘋ਓ㚹㊫㘼䶎ࣘ⢙侢ᯉ
㖾ഭ൘൏ൠᇶ䳶ර⢙˄ྲ⦹㊣оབྷ䉶˅ᯩ䶒ާ
ᴹ䖳བྷՈ࣯Ǆഐ↔ˈ䰞仈ᱟ⎸㙇䘉Ӌ⢙Ⲵࣘ⢙
ᓄ൘օ༴䘋㹼ޫ⇆Ǆ൘ᡰᴹަԆᶑԦㅹⲴᛵ
ߥлˈྲ᷌ሶࣘ⢙ӗ૱䗃䘱㠣ѝഭⲴᡀᵜ∄ሶ䉧
⢙⢙䗃䘱㠣ѝഭⲴᡀᵜվˈࡉ↔ӗъᓄսҾ㖾
ഭǄ৽ѻˈࡉᓄսҾѝഭǄ
ѝഭ⥚㚹⭏ӗ୶൘⦹㊣ᡆབྷ䉶кⲴ⇿ॳݻ
ᡀᵜ㾱∄㖾ഭ㠣ቁ儈ࠪ㖾࠶Ǆ↔ԧṬᐞᔲਟ
ԕᣥ䬰侢ᯉⲴ䘀䗃ᡀᵜǄ㘼ሶ㚹㊫Ӿ㖾ഭ䘀䗃
㠣ѝഭⲴᡀᵜᱟབྷ㓖⇿ॳݻ㖾࠶ǄӾ䘀ࠪᡀ
ᵜⲴ䀂ᓖ࠶᷀ˈሶ㚹㊫㘼нᱟ䉧㊫䘀䗃㠣ѝഭլ
Ѿᴤ㹼ᗇ䙊ˈࡽᨀᱟঅսⲴ㚹㊫䴰㾱⎸㙇䎵䗷
অսⲴ䉧⢙Ǆԕ⥚㚹Ѫֻˈ⇿ॳݻ⍫⮌䴰㾱⎸
㙇ॳݻ䉧⢙Ǆ⇿ॳݻ⍫⮌ሶՊᨀⲴݻॳ
⮌փǄ⇿ॳ⮌ݻփሶՊᨀⴂⲴݻॳ㻵⥚
㚹Ǆ䘉ણ⵰⇿ॳⴂⲴݻ㻵⥚㚹䴰㾱⎸㙇ॳ
Ⲵݻ䉧⢙Ǆᱮ❦ˈ䘀䗃⥚㚹Ⲵᡀᵜ㾱∄䘀䗃ᖃ
Ⲵ䉧⢙վǄ
䘉ਟԕ䙊䗷ሶѝ㖾єഭ⦹㊣઼བྷ䉶ⲴԧṬ䘋㹼∄䖳䇱᰾ˈสᵜкˈѝഭ
Ⲵ⇿অԧ㾱∄㖾ഭ儈ࠪ㖾ݳǄ
↔㚹㊫䘀䗃ᡀᵜᮠᦞᶕ㠚֯⭘䳶㻵㇡ᇊᵏሶ㚹㊫ࠪਓࡠѝഭⲴ㖾ഭࠪ
ਓ୶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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Ӿࣘ⢙Ⲵ⭏ӗ⦷ᶕ䇢ˈሶ⮌⢗ъ᭮൘㖾ഭ
ҏᱟᴹ⳺༴ⲴǄ൘㖾ഭˈᇦⲴ侢ᯉ䖜ॆ⦷ )&5
Ѫ˄⇿㚹㊫ᡰ⎸㙇Ⲵ㋞伏˅ˈ⥚㚹Ѫ
ˈ⢋㚹ѪǄ൘ѝഭˈᓄⲴᮠ٬࠶
࡛Ѫǃԕ৺䎵䗷Ǆ䘉Ӌᐞᔲ䘋
а↕㺘᰾ˈ∄Ӿ㖾ഭ䘋ਓ⭘Ҿ侢ᯉⲴ䉧⢙о⦹
㊣ˈሩѝഭ㘼䀰ˈ䘋ਓ㚹㊫ᴤѪ㓿⍾Ǆ
˄❦㘼ˈ䴰
㾱⌘Ⲵᱟˈࣘ⢙ӗ૱Ⲵ㓿⍾ᙗ൘ᖸབྷ〻ᓖкਟ
㜭Պਇࡠࣣࣘ࣋ᡀᵜǃ㿴ㄐࡦᓖǃоᐲ൪ѻ䰤Ⲵ
䐍ǃ⢙⍱ԕ৺ަԆ䰞仈Ⲵᖡ૽Ǆ↔ཆˈ侢ᯉ䖜
ॆ⦷䘈ਆߣҾࣘ⢙ነᇠᰦⲴᒤ喴˅Ǆ
ѝഭ䘋ਓᴤཊ㚹㊫Ⲵਖањᴹ࣋⨶⭡Ѫˈ㚹
㊫⭏ӗ䴰㾱ᴤᇶ䳶Ⲵ൏ൠо≤䍴Ⓚˈ㘼⧠Ӻѝഭ
Ⲵ㙅ൠо≤䍴Ⓚ㍗㕪Ǆо侢ޫᇦᡆᇦ⮌∄ˈ
ߌ≁ἽἽ⢙ሶՊ⭏ӗᴤཊⲴ䐟䟼Ǆ਼ᰦˈ㚹
㊫⭏ӗ䴰㾱ᴤཊⲴ≤䍴ⓀǄ⢋㚹ᱟ㙇≤䟿ᴰབྷ
Ⲵ㚹㊫Ǆ⭏ӗа⢋㚹ᒣ൷䴰㾱・ᯩ㊣Ⲵ
≤ˈ㘼⥚㚹䴰㾱・ᯩ㊣ǃ呑㚹䴰㾱・
ᯩ㊣ǃབྷ䉶䴰㾱・ᯩ㊣ǃሿ哖䴰㾱・
ᯩ㊣Ǆഐ↔ˈ䘋ਓ㚹㊫˄ቔަᱟ⢋㚹˅ሩҾѝഭ
㘼䀰ቡᱟ䘋ਓ≤䍴ⓀǄ

䀰ˈањ∄䖳ᴹ੨ᕅ࣋Ⲵ亶ฏѪ⭘ҾࠪਓⲴߌӗ
૱Ǆ∄ྲੁᰕᵜо⅗⍢ࠪਓⲴ呑㚹࣐ᐕԕ৺ੁޘ
ц⭼㤳തࠪਓⲴ≤᷌о㭜㨌⭏ӗǃव㻵઼࣐ᐕㅹ
ᯩ䶒ˈⴞࡽᐢ㓿ᴹҶབྷ䟿Ⲵᣅ䍴Ǆሩབྷ䉶㊹⺾ᐕ
লԕ৺⎧ӗӗ૱࣐ᐕᐕলⲴᣅ䍴ҏ↓൘བྷᑵ
䮯ǄवᤜаӋߌъ㔬ਸԱъ൘Ⲵཆ䍴Աъঐᦞ
Ҷᮤњཆ䍨Ⲵॺ⊏ኡǄᴰབྷⲴᣅ䍴㘵Ѫॾ୶ˈ
བྷ䜘࠶ᶕ㠚俉ǃਠ⒮оьইӊǄ
Ѫᴰབྷ〻ᓖൠਁᥕॿՈ࣯ˈᓄࣚ࣋׳䘋
ޣ亶ฏⲴ䐘ຳᣅ䍴ˈྲ⭏⢙ᢰᵟ˄ྲབྷ㿴⁑䖜
สഐ⢙ࡦ˅ǃ㔯㢢ߌъᢰᵟ˄ྲߌъᓏᔳ⢙
എ᭦࡙⭘˅ǃᯠޤᢰᵟ˄ྲᲪ㜭ᢰᵟ䇮༷˅ԕ৺
⧠ԓ⢙⍱ㅹˈ൘↔наа䎈䘠Ǆ

׳䘋ৼ䗩ᔰ᭮ཆഭᣅ䍴
єഭѻ䰤ޣҾߌъ䜘䰘Ⲵཆ䍴䲀ࡦሶՊሬ㠤ᣅ
䍴н䏣ˈ䘋㘼ᴰ㓸ᕅ䎧ㄎҹⲴ㕪ѿԕ৺᭸⦷Ⲵї
ཡˈ᭮ធߌъਁኅⲴ↕Հᒦᕅ䎧伏⢙ԧṬॷ儈Ǆ
Ѫᆼޘᔰਁѝ㖾єഭߌъਸⲴ࡙⳺ˈєഭᓄ߿
ቁཆഭ䍴ᵜ৲оᒦᣅ䍴ߌъо伏૱ӗъⲴෂǄ
䘉ሶѪৼᯩࡋ䙐བྷ䟿ᴹ࡙ਟമⲴᣅ䍴ᵪՊˈᒦф
׳䘋єഭߌъⲴᔰਁо䘋↕Ǆ
ᖃࡽˈѝഭ᭯ᓌ↓൘ࣚ࣋啃࣡ޣ亩ⴞⲴᣅ
䍴ˈԕ䀓ߣेᯩൠ४≤䍴Ⓚ㍗㕪䰞仈ˈԕ৺ޘഭ
㤳ത≤൏⍱ཡ৺⊑ḃ䰞仈Ǆ᭯ᓌ਼ᰦ↓൘Ѫ
䖳Ѫ䍛ഠⲴ㾯䜘ⴱԭ䘋㹼ᤋ୶ᕅ䍴ǄሩҾཆ䍴㘼

᭮ᇭᐲ൪߶ˈޕ㩕䙐ᴹ࡙Ⲵ㠚⭡䍨᱃⧟ຳ
ѝ㖾ߌъӔ᱃Ⲵ⳺༴н䀰㘼௫ˈ䇮㖞ԫօෂ䜭
ᱟн᰾ᲪⲴ䘹ᤙǄєഭᓄᖃ䟷ਆ᧚Ⲵ࠶ݵᯭᶕ
ᚚᆸަ൘:72ѝⲴѹ࣑ᒦን㹼〾ޣ䈪ˈ਼ᰦ䘈
ᓄ᭮ᔳ䶎〾ޣෂⲴ֯⭘ˈྲ㺕䍤ǃ䇨ਟ㾱≲ǃ
ছ⭏оἽ⢙Ự⯛᧚ᯭǃव㻵ḷ߶ㅹǄ؍䳌ᵪࡦǃ
৽ٮ䬰о৽㺕䍤᧚ᯭнᗇ㻛┕⭘ˈᒦфᗵ享ѕṬ
➗:72Ⲵ㓚ᖻ㓖ᶏ֯⭘Ǆ਼ᰦˈєഭᓄ〟ᶱራ≲
䙊䗷ॿ୶о䈸ࡔ䀓ߣ䍨᱃㓐㓧Ⲵ䙄ᖴǄ
єഭѪᕪ䍨᱃㚄㌫䘉аਟ䖫᱃ᇎ⧠Ⲵⴞ
ḷྭڊҶ߶༷ˈֻྲˈѝഭ൘ᒤᴸਆ⎸Ҷ㖾
ഭ⥚㚹Ⲵ䘋ਓ䲀仍Ǆ൘䲀仍ਆ⎸ѻਾˈѝഭ䘋ਓ
㖾ഭ⥚㚹བྷᑵ࣐Ǆѝ㖾єഭ䜭ഐ↔㘼ਇ⳺ˈ↔
Ѯ֯ᗇ㖾ഭ⥚㚹䘋ޕѝഭᐲ൪䟽ᯠᚒ༽Ҷ⍫࣋ˈ
਼ᰦ߿ቁҶѝഭⲴ㋞伏⢙ԧ᳤⏘Ǆᒤᴸˈ
൘ㅜቺѝ㖾୶䍨㚄ਸငઈՊՊ䇞к਼ṧ㕄㔃
ҶаӋߌъਸॿᇊǄ↓ྲࡽ㖾ഭߌъ䜘䮯7RP
9LOVDFNᡰ䀰˖
ĀᡁԜᴹ㜭࣋൘ḀӋޣ䭞䰞仈к
ਆᗇ䘋ኅˈ਼ᰦᨀॷ㖾ഭӗ૱Ⲵ൘ԧ٬Ǆ❦㘼
ᡁԜ䘈ᴹᖸ䮯Ⲵ䐟㾱䎠ǄᡁԜሶ㔗㔝൘᧕лᶕ

7UDFKWHQEHUJ(ULFˈ
ǉѝ㖾ߌъਸǊˈᒤᴸ˄ᵚޜᔰਁ㺘᮷
は˅Ǆ
৲㿱Āѝഭ≤ডᵪā㖁ㄉ˖KWWSZZZFKLQDZDWHUULVNRUJǄ

7UDFKWHQEHUJ(ULFˈ
ǉѝ㖾ߌъਸǊˈᒤᴸ˄ᵚޜᔰਁ㺘᮷
は˅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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ߌӗ૱ᓄ䬮Ⲵᣅ䍴׳䘋㋞伏ᆹޘṸֻ⹄ウ
&RQWLQHQWDO %DUJH DQG *UDLQѪаᇦ⎹৺䉧⢙һъњᯩ䶒Ⲵབྷර㖾ഭޜਨǄ䈕ޜਨ㔉ӪⲴ
ㅜаঠ䊑о&DUJLOOᡆ$'0ㅹ㖾ഭ䉧⢙ޜਨᒦᰐҼ㠤ˈᨀޘᯩսⲴ㡩䘀о䠁㶽ᴽ࣑Ǆ❦㘼ˈ䈕
ԱъⲴ⢩࡛ѻ༴൘Ҿ䈕ޜਨѪ=HQQRKо,WRFKXᤱᴹǄ,QGLDQD 3DFNHUVޜਨⲴᛵߥҏ㊫լˈ䘉
ᇦ㖾ഭѫ㾱Ⲵ⥚㚹࣐ᐕޜਨѪ0LWVXELVKL &RUSRUDWLRQо,WRKDP )RRGᡰᤱᴹǄѪӰѸᰕᵜԱ
ъᐼᵋ৲о䉧⢙㡩䘀ᡆ⥚㚹࣐ᐕ䘉ṧ࡙⏖䖳վⲴߌъ⭏˛
к䘠єᇦ㖾ഭޜਨⲴ䳷ઈⲴ᧒䇘ԕ৺ޣ䈍仈Ⲵᆖᵟ⹄ウ㺘᰾ˈѫ㾱ഐᱟ㖾ഭᐼᵋĀ؍
䇱ᶀᯉⲴっᇊᓄāǄᰕᵜӪሩᓄ䬮ḀӋ⧟㢲Ⲵ᧗ࡦ㔉ᰕᵜޜਨоᰕᵜ⽮Պԕᆹޘᝏˈ䘉
ᱮ❦ᱟ٬ᗇᣅ䍴ⲴǄֻྲˈᡁԜਟԕᜣ䊑ˈྲ᷌傣㡩䘀㩕୶㖒ᐕˈ㖾ഭⲴ䉧⢙ࠪਓሶਇࡠᘾṧ
Ⲵᖡ૽Ǆ䙊䗷ᢺᤱӗъⲴޣ䭞ݳ㍐ˈᰕᵜਟԕ䙊䗷䈤ᴽ㖾ഭઈᐕн৫৲оᶕᣥ䬰㖒ᐕⲴ䍏䶒ᖡ
૽Ǆ
ሩҾ㖾ഭㅹ㋞伏ᇼ։Ⲵഭᇦ㘼䀰ˈ䘉ሩ㋞伏ᓄⲴ亮㲁ᱟᖸ䳮⨶䀓ⲴǄ❦㘼ˈྲ᷌ᡁԜ
࠶᷀㖾ഭ൘؍䳌っᇊⲴ⸣⋩ᓄᯩ䶒Ⲵࣚ࣋ˈ㋞伏䘋ਓഭ؍䳌っᇊ䘋ਓ୶ᓄⲴ亮㲁ቡн䳮
⨶䀓ҶǄ
䶒ሩ㋞伏䘋ਓⲴ䴰≲ˈн䳮⨶䀓ᴹӋѝഭޜਨሩ᧗ࡦ⭏ӗо࠶䝽փ㌫Ⲵޤ䏓ǄᴹӋ㖾ഭӪ
Պሩ↔㺘⽪৽ሩˈնᱟ䟽㾱Ⲵᱟˈ㾱䇶ࡠ㖾ഭሩѝഭⲴߌъࠪਓᰐ⌅┑䏣ᆼޘ䴰≲ˈ䲔䶎ѝ
ഭሩ㋞伏䝽䘱փ㌫Ⲵਟ䶐ᙗᴹؑᗳǄ
 ৲㿱5D\PRQG$-XVVDXPHо.HQQH\0DUWLQˈˈ
Āᰕᵜ൘㖾ഭⲴ㋞伏оߌъᣅ䍴˖࣐࡙⾿ቬӊоॾⴋ亯⧠⣦āˈ
ǉߌъ㓿⍾Ǌˈㅜ⡸ㅜ
ধˈㅜ̢亥ˈᒤᴸǄ

ⲴаᒤоѝഭⲴ䍨᱃Չդᇶ࠷ॿǄā
〾ޣ䝽仍 754 ਼ṧҏᱟањ䟽㾱Ⲵ䍨᱃
ෂˈҏᱟሩഭ⭏ӗ㘵Ⲵ䍗⢙䘋㹼؍ᣔⲴ᧚ᯭǄ
〾ޣ䝽仍࠶䝽Ⲵ䘿᰾ᙗԕ৺ഭᇦපᯝ䍨᱃䰞仈
ᱟ⎹৺〾ޣ䝽仍Ⲵѫ㾱亮㲁Ǆྲօ㇑⨶〾ޣ䝽
仍ᱟᵚᶕⲴаབྷᡈǄ䝽仍㇑⨶ᴹєབྷḷ߶˖
䝽仍㺕ݵо䶎↗㿶ࡉǄࡽ㘵㾱≲ਆ⎸ሩ䘋
ਓⲴ⾱Ԕˈ㘼ਾ㘵䴰㾱ሩᡰᴹഭᇦᒣㅹሩᖵǄⴞ
ࡽˈѝഭⲴ䝽仍࠶䝽สҾশਢᐲ൪ԭ仍⺞ᇊˈᒦ
䙊䗷Āݸࡠݸᗇāᯩ⌅䙊䗷䇨ਟ䇱Ⲵᯩᔿ࠶䝽Ǆ
䘉ᖸᴹਟ㜭ᕅ䎧↗㿶ᒦфᑖᶕᴹٿ㿱䍨᱃Ⲵ䘲
ᒤㅜቺѝ㖾୶䍨㚄ਸငઈՊՊ䇞ˈᒤᴸᰕˈ㖁൰˖KWWS
ZZZXVWUJRYDERXWXVSUHVVRIILFHSUHVVUHOHDVHV
GHFHPEHUXVFKLQDFRQFOXGHUG-&&7Ǆ
'DYLG:6NXOO\ᒤˈ
ǉ〾ޣ䝽仍㇑⨶㓿⍾ᆖǊㅜਧᢰ
ᵟޜᣕ㖾ഭߌъ䜘㓿⍾⹄ウተᐲ൪о䍨᱃㓿⍾䜘Ǆ

ᓖ仾䲙Ǆ❦㘼ˈੁ⋑ᴹ㓿傼Ⲵ䍨᱃୶䘋㹼আ
ਟ㜭Պሬ㠤䝽仍ࠪ』䰞仈˄аӋᴹ㓿傼Ⲵ䍨᱃୶
ਟ㜭Պሶ䝽仍ࠪˈ㘼䶎Ӿһᇎ䱵Ӕ᱃˅Ǆ〾ޣ
䝽仍Ⲵ㇑⨶ഠ䳮䟽䟽ˈնᱟতᴹ䟽㾱ѹǄѝഭ
᭯ᓌᓄሩަ䘋㹼ᇑḕˈԕㅖਸޜՇⲴᴰ֣࡙⳺Ǆ
ਟԕ㘳㲁ሶа䜘࠶䝽仍ࠪᒦᇊᵏੁᴹ䎵䗷є
ᒤъ࣑㓿傼Ⲵ৲о㘵䘋㹼আǄ
␡ॆᢰᵟਸǃؑӔ⍱о䍴Ⓚޡӛ
Ѫᨀॷ⭏ӗ⦷ᒦਁኅᴤݸ䘋ǃっᇊф⚥⍫Ⲵߌ
ъ䜘䰘ˈѝ㖾єഭᗵ享࣐ᕪл䘠ࡽ⋯亶ฏⲴਸ
оӔ⍱˖

'DYLG:6NXOO\ᒤˈ
ǉ〾ޣ䝽仍㇑⨶㓿⍾ᆖǊㅜਧᢰ
ᵟޜᣕ㖾ഭߌъ䜘㓿⍾⹄ウተᐲ൪о䍨᱃㓿⍾䜘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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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ਟᤱ㔝ߌъ˄ྲ䍴Ⓚ㢲㓖ߌъǃ൏ൠ؍ᣔǃ
⌱ߌъᇎ䐥ǃᓏᔳ⢙࡙⭘оഎ᭦ǃ⚮ᇣ㇑⨶
ㅹ˅˗
˅⭏⢙ᢰᵟоสഐ䍴Ⓚ˄ྲ䍘ᔰਁǃᯠ⢙Ⲵ
ษ㛢ǃ䖜สഐ㓴㓷ㅹ˅˗
˅ࣘἽ⢙⯮⯵᧗ࡦ˄ྲ䇺ᯝᢰᵟǃߌ㦟оޭ㦟Ⲵ
⹄ਁㅹ˅Ǆ
ਟԕᔪ・ؑӔ⍱о䍴Ⓚޡӛᵪࡦоᒣਠˈԕሩ
ߌъ、ᢰ⹄ਁоᓄ⭘ѝⲴᴰᯠ䘋ኅ䘋㹼Ӕ⍱Ǆᓄ
׳ᡀᒦ᧘䘋єഭ䰤᭯ᓌᵪᶴǃ儈ṑǃ⹄ウᡰǃߌ
ъॿՊо୶ՊㅹӔ⍱⍫ࣘǄ⿱㩕䜘䰘਼ṧ
ᢞ╄⵰㠣ޣ䟽㾱Ⲵ䀂㢢ˈߌъᢰᵟ㚄ਸᐕ㓴ਟ
ԕѪ啃࣡⿱㩕㓿⍾৲оⲴаᵪࡦǄ
਼ᰦˈᔪ䇞ㆮ㖢䮯ᵏᢰᵟਸਸ਼Ǆ䘁ᵏˈ
ѝ㖾єഭሩߌъᢰᵟਸӗ⭏Ҷ⎃Ⲵޤ䏓Ǆߌ
ъᔰਁਸѫ㾱⭡㖾ഭⲴ⿱㩕㓿⍾䜘䰘оѝഭ
᭯ᓌⲴ᭟ᤱ⹄ウѝᗳ䘋㹼ǄሩҾ㋞伏о㜭Ⓚᆹޘ
ԕ৺୶⨳ޘ૱ԧṬ⌒ࣘᰕ⳺࣐Ⲵ亮㲁᧘ࣘҶ
䘋а↕ⲴਸǄ❦㘼ˈѝഭᓄᴤ࣐ѕ㚳ൠሩᖵ⸕
䇶ӗᵳˈ㘼㖾ഭࡉᓄᨀᴤѪ䈖㓶Ⲵᢰᵟޡӛ
᭯ㆆǄ
㓸ྲаൠᢗ㹼䘿᰾ф、ᆖⲴⴁ㇑փ㌫ˈᒦ㘳㲁
਼↕ᢩ߶о⌘
ѝ㖾єഭᓄ䟷ਆ䘿᰾ǃа㠤ф、ᆖⲴᯩ⌅ሩߌ
ъ䘋ਓ䘋㹼ⴁ㇑Ǆⴞࡽˈєഭ൘ߌӗ૱Ⲵ䍘䟿о
ᆹޘᙗᯩ䶒ᆈ൘⵰н਼Ⲵⴻ⌅оḷ߶ˈ䘉㓿ᑨ
Պᕅ䎧䈟䀓онᗵ㾱Ⲵ㓐㓧Ǆᴹ䢤Ҿ↔ˈѝ㖾є
ഭᓄ䙊䗷ৼ䗩ሩ䈍ǃу仈䇘䇪ԕ৺␡Ⲵޕᢰᵟ
Ӕ⍱ˈ൘⭘Ҿߌӗ૱Ⲵ、ᆖỰ傼оⴁ㇑փ㌫Ⲵ
ᔪ・ᯩ䶒ᇶ࠷ॿǄቔ䴰⌘Ⲵᱟˈєഭᓄᖃᕪ
ॆߌӗ૱䍘䟿о㋞伏ᆹޘ㾱≲ḷ߶ॆⲴਸǄ
਼ᰦˈᓄ᧒ウєൠᐲ൪਼↕ᢩ߶ᡆ⌘Ⲵਟ㜭
ᙗǄ
൘㇑⨶ᢗ㹼ᯩ䶒ˈєഭᓄࣚ࣋⺞؍㇑⨶ߣㆆ
〻ᒿⲴ䘿᰾ᙗоа㠤ᙗǄৼᯩ਼ᰦ䘈ᓄ൘ޜ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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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㩕ⴁ᧗оᣕփ㌫ᯩ䶒䘋㹼ਸˈԕ䀓ߣࣘἽ
⢙⯛ᛵ⠶ਁᡆ㋞伏⊑ḃㅹケਁһԦǄ
൘ᢗ㹼ഭᇦ䍘䟿ⴁⶓỰ傼Ự⯛ᙫተ $4
6,4 Ⲵḷ߶㿴〻о㿴ㄐѝˈѝഭⲴൠᯩỰ傼Ự⯛
&,4 䜘䰘ᒦ⋑ᴹ䟷ਆа㠤Ⲵᯩᔿˈ䘉ᱟ㖾ഭⲴ
亮㲁ǄֻྲˈḀӋൠᯩỰ傼Ự⯛䜘䰘ਟ㜭Պڦቄ
оḷ߶㿴〻ᆈ൘ˈٿਚ䙊䗷ਓཤ⋏䙊ᯠ㾱≲ˈ
㘼ᒦᵚሩ䘋ਓ୶䘋㹼亴ݸ䆖ǄޣҾ䇱᰾Ἵ⢙ᡆ
Ἵ⢙Ⲵӗ૱┑䏣⢩ᇊⲴ䘋ਓ㾱≲ⲴἽ⢙Ự⯛䇱
᰾ˈབྷ䜘࠶ѝഭਓ䜭᧕ਇ⭥ᆀㆮˈ❦㘼ḀӋ
ਓᴹᰦᕪࡦᙗ䴰㾱߉ㆮˈ䘉བྷབྷ࣐Ҷᡀ
ᵜǄᴹᰦ䴰㾱ਸ਼ᡆ䇱Җˈਟ㜭Պ䘋㹼৽༽ᰐ
ᑨⲴ᭩ࣘǄᕪ⛸ᔪ䇞ѝഭᡰᴹਓⲴൠᯩ&,4䜘
䰘㓸ྲаൠ䚥ᗚḷ߶$46,4㿴ㄐˈԕሶᢗ㹼Ⲵ
ٿᐞ䱽㠣ᴰվǄ᭸⦷ⲴᨀॷሶᴹࣙҾ߿ቁ㖾ഭࠪ
ਓ୶Ⲵ䍩⭘ˈ㢲ⴱлᶕⲴᡀᵜሶᴰ㓸֯ᗇѝഭⲴ
⎸䍩㘵ਇ⳺Ǆ
׳䘋ߌᶁᔰਁ
ߌᶁᔰਁᱟѝ㖾єഭ᭯ᓌⲴ਼ޡѫ㾱᭯ㆆՈݸ
䘹亩Ǆ㖾ഭߌᶁᇩ㓣ҶޘഭⲴӪਓǄ਼ṧˈߌ
ᶁҏᱟ㠚❦䍴Ⓚоഭᇦ䍒ᇼⲴ㚊䳶ൠˈ؍ᆈ⵰㖾
ഭ᮷ॆǃՐ㔏оশਢѝ⤜⢩Ⲵ䜘࠶ǄྲӺˈᖸཊ
䎆㠚❦䍴ⓀⲴӗъ亶ฏѝˈᐕᵪՊо᭦ޕ䜭ࠪ
⧠Ҷл䱽ˈྲߌъǃ䟷ⸯъо᷇ъㅹˈ㘼䙊ᑨ䛓
Ӌᴹߌޣъ࡙ׯ䇮ᯭⲴൠ४ࡉ䖳Ѫ㑱㦓Ǆ൘
ѝഭˈߌᶁӪਓо䭷Ӫਓᮠ䟿ᖃǄަ⭏⍫≤
ᒣҏᴹᖸབྷн਼ˈᒣ൷᭦ޕӵѪ䭷ⲴǄ൘ѝ
ഭⲴই䜘о⋯⎧ൠ४ˈߌᶁ४ฏᗇࡠҶਁኅᒦф
↓൘䘭䎦䭷㓿⍾Ǆ൘㾯ेо㾯䜘ൠ४ˈߌᶁ⽮
Պӽ❦ᔰਁн䏣ˈфоഭᇦⲴަԆൠᯩ㝡Ǆᴹ
Ӌൠ४⭊㠣䘎⌱Ⲵ≤ⓀоสᵜⲴӔ䙊ӽ❦ᱟ
བྷ䰞仈Ǆ
㲭❦㖾ഭоѝഭᴹ⵰н਼Ⲵশਢоਁኅ䱦
⇥ˈє㘵Ⲵґ᭦ޕᶱॆ⧠䊑䜭䶎ᑨѕ䟽Ǆഐ
ѝഭ㖾ഭ୶Պ $P&KDP&KLQD ˈ
ǉᒤ൘ॾ㖾ഭъ࣑ⲭⳞҖǊˈ
ᒤᴸǄ

↔ˈ൘⽮Պᴽ࣑оᣅ䍴ᯩ䶒ᆈ൘ᐘབྷⲴᵪ䙷Ǆ↓
൘㺠㩭Ⲵൠ४ᗵ享ཊṧॆᒦф੨ᕅᯠъ࣑ˈ㘼↓
൘ᡀ䮯Ⲵൠ४ࡉᗵ享ࡦᇊਟԕ؍ᤱᡀ࣏Ⲵㆆ⮕Ǆ
ਟ㜭Ⲵਸ亶ฏवᤜߌᶁӪਓ㜭ཏ䍏ᣵᗇ䎧Ⲵ
৺ᰦ५⯇ڕ؍ǃߌᶁᮉ㛢ԕ৺ަԆ⽮Պᴽ࣑ˈቔ
ަሩ㘱ᒤӪǄ⑨ъ਼ṧҏᱟањ▌┑ݵ㜭Ⲵ
ᣅ䍴亶ฏǄ

㔃䈝
ߌъаⴤᱟѝ㖾ޣ㌫ѝᴰᝏⲴ䰞仈ѻаǄቭ㇑
ྲ↔ˈ㘳㲁ࡠᵚᶕਸоᐘབྷⲴᵪ䙷ˈৼᯩ䘋а
↕ᕪߌъ䍨᱃㚄㌫оਸॱ࠶䟽㾱Ǆ䙊䗷䇔䇶
ᒦሺ䟽ৼᯩ൘䍴Ⓚ⾰䍻ǃਁኅ䱦⇥ǃӂ㺕ᙗԕ৺
ਁኅ䴰≲о▌࣋ᯩ䶒Ⲵᐞᔲˈৼᯩਟԕ䘋а↕᧒
ራᒦᢙኅߌъਸⲴ␡ᓖоᒯᓖˈᒦ䘋㘼ᇎ⧠ਟ
㿲Ⲵ࡙⳺Ǆ

'H 6FKULMYHUǃ$ 'HYRVǃ< 9DQ GHQ
%XOFNHǃ0&DGRWǃ3'HORRVHǃ05HKHXOǃ
'о6QH\HUV 0 ˈᒤˈ
ǉ䖜สഐһԦⲴ
仾䲙䇴ՠǊˈ
ǉ伏૱、ᢰ䎻࣯ǊˈGRLM
WLIVˈ㖁൰˖KWWSZZZODFELR
VDIHW\RUJZSFRQWHQWXSORDGV
ULVNDVVHVVPHQWRIJPVWDFNHGHYHQWVRE
WDLQHGIURPFURVVHVEHWZHHQJPHYHQWV
SGI
ѝഭ୶࣑䜘ሩཆ䍨᱃ਨᴸᣕˈ㖁൰˖DWKWWS
ELJPRIFRPJRYFQJDWHELJZ PVP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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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中美旅游合作
张燕生
现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
参与撰稿人:李大伟 麦家驹 熊艳艳 张哲人

摘要

美

国旅游业对中国出口的机会巨大且
发展迅速。在中国，随着中产阶级
的规模迅速扩大，对旅游服务的需
求也进入了快速增长阶段。在2011年，中国大陆
公民的出境旅游就达约7,000万人次，其中包括
2,800万人次赴港旅游和1,600万人次赴澳门旅
游。同年，中国游客在国际旅行中的花销约在726
亿美金左右，世界排名第三。然而，2011年美国仅
接待其中的不到110万中国游客，比较而言，2010
年欧洲接待的中国游客人数在230万左右。据估
计，2020年中国游客的长途旅行将达约2,000万人
次。如果中美政府之间能营造出一个更有利的政
策环境，那么，美国这样一个广阔的、世界级的
旅游资源会在不久的将来吸引更多中国游客。
考虑到中国游客逗留时间更长，在购物上花
费更多，中国游客在美国的平均消费大大高于来
自其他国家的游客。每一百万中国游客会给美国
旅游业或相关支持行业带来61,000个工作岗位1。
这还不包括对其他经济方面产生的乘数效应。
如果按目前的发展势头来看，到2022年，每年来
自中国的访美游客会超过五百万人次。如果能采
取更友好的措施，美国将能够吸引上千万来自中
国的游客。这上千万的中国游客会为美国创造至
少超过五十万的工作岗位。
在加州和纽约这样深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地
方，所受影响的程度可能更大。与此同时，在一
些由于制造业全球化而失去工作机会的地区，旅

1 估计方法请参见本章末的附件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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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带来就业造成的影响将更显著，因为旅游业
的工作岗位一定是无法海外外包的。
中国游客以购物和消费出名，尤其在奢侈品
消费上。香港近年的经验说明，中国内地游客的
消费模式对全球奢侈品牌商业和零售市场动态
有着显著影响。当前，由于中国购物者的比重不
断上升，众多国际高端消费品牌在香港设立了自
己的地区总部或供应链管理。在未来几年，汹涌
而至的中国游客将对许多零售业巨头的全球策
略产生重要影响，美国将有机会在其中占据有利
位置。
然而，美国最大限度地实现中国旅游需求潜
力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其在华现有签证申请条
例。当前，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大陆，美国政府仅
在五个城市设立了签证中心。为了面试，有的申
请者不得不长途跋涉，在结果不明朗的情况下，
他们就要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要让签证申请
程序更简单、便利，就需要跳出现有思维方式的
条条框框。
从旅游流向的另一端看，2012年有210万美
国游客来华旅游，约占美国去海外旅游人数的
3.6%，这一数字在过去五年中以约2.2%的年增长
率递增。中国为旅游相关的基础设施现代化和服
务标准升级作出了持续努力，并且放松了对外国
旅游业经营者的限制。中国要吸引更多美国游客
来华，并且增加其停留时间和消费，还需要在这
些方面作更多努力。

中美旅游合作

“每年有数千万世界各地游客来到美国。有越多
的人来，就有越多的美国人找回自己的工作。我
们要帮助全国的商业发展并创造工作。我们要力
争，我们要赢。”
—美国总统奥巴马，2012年1月，佛罗里达
奥兰多 2

图表1：中国出境游客总人数以及中国赴美游客占出境游
客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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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单位：百万人次）

一、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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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总统发表关于旅游观光业发展战略的讲话”,白宫,2012年1月
3 该数字包括去香港和澳门的游客
4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旅游发展报告，2012年版”,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
织，2012年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2012；美国旅游观光办公室，2012；CEIC，2012
* 由于中国国家旅游局没有发布2001-2008 年间中国赴美旅游者人数的统计，这
里采用美国旅游观光办公室（OTTI）的数据来计算同期出境访美游客的份额。为
保证一致性，2009-2011年的统计也采用同样数据，虽然中国国家旅游局自2009
年以来已开始发布估算数据。

图表2：中美间的互访
2.5
游客（单位：百万人次）

旅游可以在许多部门创造就业，包括航空、轮
船、零售、酒店、餐饮和娱乐业。大部分与旅游
相关的工作都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性工作，不
需要太多专业技能。在经济全球化蓬勃发展的
世界里，劳动分工越来越细，生产过程被进一步
分解，许多工作流程能细分为更小和更简单的工
序，而许多工序能转移到其他地区完成，或转移
到海外，通过外包来实现降低成本的目的，由此
造成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低技能工人失业的
原因。因此，旅游业可以创造无法海外外包的工
作机会，帮助减轻失业问题。
中国的境外旅游已进入快速增长阶段，2011
年人均GDP已达5,400美元且中产阶级数量不断
膨胀。在过去的十年，中国境外旅游总人数 3从
2002年的1,700万人次增加到2012年的8,300万人
次（见图表1）。近年来，中国游客不仅开始进行
短途旅行，而且长途旅行的比重也进入快速增长
阶段。据世界旅游组织4的数据显示，中国是2011
年国际旅行的第三大消费国，旅游消费额达726
亿美元，比2010年的549亿美元有显著提高。该组

美国来华游客人数（单位：百万人次）
中国赴美游客人数（单位：百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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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中国国家旅游局,2012；美国旅游观光办公室，2012

织还预计，未来几年中国境外旅游总数将达一亿
人次5。一份来自波士顿咨询集团的研究报告6表
明，2020年，中国长途境外旅游人数将达2,000万
人次，未来十年，中国的国际旅游市场价值将年
均增长17%。该份研究报告还预期，到2022年，中
国境外旅游可能高达每年1.827亿人次7。由于中
5 “2020年旅游展望”, 世界旅游组织,2000
6 “起飞：中国和其他地区的旅游和旅游业”, 波士顿咨询集团，2011年3
月，进一步细节请参见本章节的附件1
7 2011年3月波士顿咨询公司估算2010至2020年间中国的出国旅游每年增
长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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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中国大陆的入境旅游主要来源国
排名

国家

2011年入境游客 (百万)

2006-2011年平均年增长率 (%)

1

韩国

4.19

1.3

2

日本

3.66

-0.5

3

俄罗斯

2.54

1.1

4

美国

2.12

4.4

5

马来西亚

1.25

6.5

6

新加坡

1.06

5.1

7

越南

1.01

N.A.

8

蒙古

0.99

9.5

9

菲律宾

0.89

4.9

10

加拿大

0.75

8.4

资料来源:中国国家旅游局,2012
注: 以上分析不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国游客访美人数是从低起点开始增长的（见图表
28），2011年赴美旅游人数仅占中国出境旅游总人
数的1.5%。同年，美国约有200万人次来华旅游，
而中国赴美旅游人数仅为该数字的一半。2010
年，中国居民赴欧旅游人数达230万人次9，而赴
美旅游仅为80万人次，这反而说明美国旅游业扩
大对华出口的潜力巨大，有待进一步开发。

二、中美旅游现状
1.丰富的旅游资源
中美两国幅员辽阔，都拥有丰富的历史和地理景
点，对各种类型的旅行者具有多样性的吸引力。
中国的自然或人工风景区，比如黄山、泰山、乐
山大佛、西安兵马俑、桂林山水等，都很受美国
游客欢迎。另一方面，美国作为世界最发达经济
体之一，也吸引中国游客游访其迷人之处，比如
纽约市、黄石国家公园、大峡谷国家公园、美国
独立纪念馆、波士顿的哈佛或者麻省理工这样
的名牌大学、好莱坞、百老汇、佛罗里达和洛杉
矶的迪士尼乐园，以及遍布美国的唐人街。中美
8 2003年访客锐减的原因在于香港SARS的爆发以及相应对世界其它地区
的影响
9 “自2017年起欧洲旅游业的新兴中国游客”, Z_punkt Foresight公司
和TUI智库，2012年6月（进一步细节请参见章节末的附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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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国都能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文化体验、美食以
及其他服务和经历。中国游客也对一些美国消费
品的价格竞争力感兴趣，比如时尚商品和电子产
品。
2.中美两国对对方的入境旅游市场都意味着巨
大的潜力
2011年，美国是中国第四大入境旅游来源国，排
在韩国、日本和俄罗斯之后（见图表3）。同年，中
国接待了约200万人次的美国游客。与美国经济
和人口规模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同时预
示着巨大的发展潜力。
美国超过半数的入境游客来自其两个邻邦：
加拿大和墨西哥。在2011年，中国游客约占美国
入境游客的1.7%，但在2006-2011年期间中国游
客的增长势头迅猛，平均每年增长27.7%，中国在
入境游客排名表的排名也相应稳步上升。
3.旅游业对美国经济的贡献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0年美国旅游业
（包括国内旅游和国际出入境旅游）约占GDP的
2.7%，创造了750万份工作，其中16%是由国际游客
的需求创造的。作为美国最大的服务出口行业，
旅游业占总出口的7%和服务业出口的24%。据该

图表4：美国入境游客的来源地
排名

国家

2011年的入境游客 (百万)

2006-2011年平均年增长率 (%)

1

加拿大

21.34

5.9

2

墨西哥

13.49

0.3

3

英国

3.84

-1.7

4

日本

3.25

-2.4

5

德国

1.82

5.6

6

巴西

1.51

23.5

7

法国

1.5

13.7

8

韩国

1.15

8.7

9

中国

1.09

27.7

10

澳大利亚

1.04

11.5

资料来源：美国旅游旅行业办公室

出较多11。2010年中国游客的消费支出对美国经
济增加值的贡献约在22亿美金左右12。
如图表5所示，美国旅游业对中国出口额从
2007年的27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77亿美元，年
均增速约为30%。尽管中国游客赴美旅游人数少
于美国来华旅游人数，自2008年以来，美国对华
旅游业贸易仍保持顺差，2011年美国对华旅游业
顺差达到44亿美元。

图表5：中美旅游业贸易差额
10

美国源自中国的旅行旅游进口（10亿美元）
美国对华旅行旅游出口（10亿美元）
美中旅游业贸易差额（1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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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旅游观光办公室,2012年7月

机构估计，美国每增加65个国际游客，就能在旅
游业新增一个工作机会10。
最 近五年，中国游客赴美旅游的平均增
长率是27.7%，而赴美游客的总人数增长率是
4.2%。2011年，共有6,270万外国游客赴美旅游，
其中110万来自中国。2011年，所有外国游客在美
总消费额约为1,530亿美元，其中中国游客的消
费额为77亿美元。中国游客人数只占美国总游客
人数的1.8%，其旅游消费额却占总旅游消费额的
5%，这说明中国游客的人均消费额大大超过平均
值，其原因部分是停留时间较长，部分是购物支

10 详见附件3。

三、旅游合作和推广机制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美两国认识到旅游业对经
济增长和创造就业的重要性，加强了旅游业合
作。2007年两国首次举办了中美旅游部门负责人
峰会，之后在中美城市间轮流举行，这成为推动
中美旅游业不同层面合作交流的年度盛事。另一
个重要的年度会议是中美旅游业领袖峰会，中国
国家旅游协会和美国旅游协会的成员在会上交
流如何通过增进对双方市场的了解来改善两国
旅游业之间的双边关系。
11 根据美国商务部旅游观光办公室的统计，2011年每一个中国游客在美国
的平均消费为7,100美元，全部訪美旅游者为2,470美元。
12 2010年美国旅游业的增值效应为3,936.8亿美元。 同年，非居住旅游
相关产品和服务需求占总需求的15%。这个比例以往是分摊到美国旅游
业国际游客需求总增值里，2010年国际入境游客增值消费估计为590.5
美元。2010年，由于中国游客在美国的消费占总消费的3.72%，中国游客
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增值消费大约为22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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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2010年7月部分国家驻华机构处理签证平均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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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旅行与旅游顾问委员会，2011年2月
注：1）美国所需天数包括通常等待签证面试时间加上处理时间。
2）英国所需天数是80%申请者所需的处理时间。

2007年，两国政府推动制定了中美旅游业战
略合作的框架协议，为促进之后的两国旅游业合
作打下了基础。2007年12月两国签署的备忘录具
有里程碑意义，标志着美国成为中国旅游的ADS国
家之一（ADS，即Approved Destination Status签
证，中文意思是“被批准的旅游目的地国家”，加
注ADS签证后仅限于在被批准的旅游目的地国家
一地旅游，此签证在目的地国家境内不可签转，不
可延期，持有这种签证的人必须团进团出）。在该
备忘录生效之前，对于团队旅游，只有得到中国政
府批准的赴美商务、教育和官方考察团可以获得
允许。根据该备忘录，合格的美国旅游业经营者
被允许与中国某些省份的机构合作，来安排中国
休闲旅游团赴美的旅行计划。除此之外，美国旅
游机构和公司还可以来华经营自主品牌。从此以
后，大量的美国旅行计划得以组织实施。该备忘
录所通过的各项措施对增加近年中国游客赴美
数量有突出贡献。一些省州层面签署的友好协定
进一步增进了这种合作关系。

四、中美旅游业合作的主要障碍
近十年来，虽然中国赴美游客数量有了显著提
高，仍有许多实质性问题阻碍中国居民赴美进行
商务访问或休闲旅游。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
水平仍有差距，中国旅游业现有基础设施和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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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部分国家在华签证中心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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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旅行与旅游顾问委员会，2011年2月

仍然无法满足美国游客访华人数增长的预期和
需要。
1.获得赴美签证的困难
中国游客在计划赴美旅游时，公认其最难的部分
是获得签证。首先，拒签率非常高。根据调查13，
近十年来平均拒签率保持在15%，2004年达到了
22.6%的高峰。其次，面签的等待时间太长（见
图表6）,影响了中国游客的旅行计划和工作安
排14。再次，仅在很有限的几个城市安排面签。
对一个有13.3亿人口的国家，美国政府仅在其五
个城市设立了签证中心，相比之下，英国在12个
城市设立了签证中心（见图表7）。为了参加一个
数分钟的面试，许多签证申请人不得不做长途
旅行,花费一笔不小的开支。更有甚者，不少中
国游客在美国海关和移民局接受安检时有过不
愉快的经历，这也会影响他们再度赴美旅游的
意愿。
2.中美入境签证的有效期均较短
中美签证有效期较短给商务旅行者、学生和游客
带来了不便。由于中国政府目前仅为美国人实行
签发一年有效期的签证，基于对等原则，美国也
13 孙侃，
《中国内地赴美商务签证疑难问题综合调查》，《出国与就业》，
2007年第3期.
14 2012年美国政府引入了改善签证审批的措施，在本章稍后部分有详述。

只为中国居民签发有效期一年的签证。尽管美国
政府希望能够签发有效期更长的签证，中国政
府并未积极响应这一请求。

件基础设施需要完善外，像高质量服务等软件
基础设施也需要进一步提高。

五、近期的进步
3.对在华美国旅游机构的监管规定
2009年之前，中国政府对外资旅游企业在华最低
投资和商务活动实施了严格的限制。尤其是，这
些企业不许经营境外旅游业务。美国和其他国家
的某些公司还抱怨其旅游机构被要求使用中国
国有的计算机机票预订系统。由于中国的外资产
业指导目录“鼓励类”名单中还未包括旅游及相
关服务业，美国旅游公司担心中国的政策会将其
一直置于市场中的不利地位，为两国的旅游业充
分合作带来困难。
与此相反，在美国，外国旅游公司在市场准
入和商业扩展方面没有受到任何限制。美国贸易
代表柯荣（Ron Kirk）因此要求中国政府履行允
许合资公司进入旅游及旅游服务业部门的承诺
和进一步开放市场15，放宽对美资企业直接投资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限制，在两国间游客人数快
速增长时能增进合作。
4.中国需要实现规制和管理框架现代化并改善
旅游基础设施
中国缺乏一个综合性的管理框架来推广好的旅
游措施以及协调不同旅游部门，中国旅游业相关
的法律法规也尚在制定过程中。对旅游业经营
者不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和罚款不明确并常常失
效，这种状况无助于建立促进高品质服务发展
的环境16。
大部分美国游客通常只游访少数几个热门
的中国名胜。由于中国目前的旅游基础设施尚有
待完善，美国游客会轻易忽略其他一些地方的
历史或自然景点，这减少了他们在中国的停留时
间。除了道路、酒店、饮用水和卫生间等旅游硬
15 “科克就开放美国在华旅游业务对中国施压”， 美中贸易内幕（2011）
16 人民日报在线（2012），
“中国考虑根除六个旅游法律漏洞”

2012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关于中国非移
民签证审核执行能力增强40%的行政令，并且要
求80%的非移民签证申请者在登记申请的三周后
得到面试安排。2012年3月向美国参议院提交的
《通过提振旅游创造就业》
（“Jobs Originated
through Launching Travel (JOLT) Act”）提案
提出，美国应当给中国游客签发更长停留期限的
签证。在2012年5月公布的《国家旅游业战略》报
告中，美国旅游业竞争力专责小组提出了美国政
府为解决在华签证面试工作积压近期应采取的措
施，包括增加签证审批人员数量和增加面试窗口
等。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说法，除了旅游
高峰期之外，随着近期签证申请流程的改善，一
般等待时间已缩短到一周17。这些都是向着正确
方向前进的步伐。但是，由于现有或潜在的申请
数量之多，要克服在吸引中国游客过程中的各种
困难，还需要更多努力。
就中国方面 而言，2 0 01年加入W T O后，
中国逐 步 开放 旅 游 和 旅 游服务业市场的 程
度，实际兑现 超 过 承诺。比如，2 0 0 9 年国家
旅 游局公布的 旅 游 机 构 管 理 条 例中明确 指
出，外资企业的资本金要求享有同等的国民
待 遇。同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 旅 游业
发 展 的 意见 指出，中国 政 府 将 在 开 放 外资
企 业 经 营出 境 旅 游 业务方 面 进 行 试 点 1 8 。
2010年，中国国际旅行社和美国运通（American
Express One）合办了一家旅游机构，成为最先建
立的三个中外合资旅游机构之一。
中国旅游业有关部门已开始重视行业发展
17 美国国务院（2011），
“骆家辉大使在华提供第100万签证：等候时间减
少到一周”
18 另外两间合资公司是TUI中国（中德合资），和JTB新世纪国际旅游（中日
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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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障碍并着手解决。中央政府已开始致力于立
法工作，准备颁布旅游业的全国性法律法规19。
一些地方政府，如山东和海南，已实施了符合其
市场与社会发展情况的法规。比如，2010年山东
省颁布的旅游行业条例明确规定了监管者、旅游
业经营者和游客的权利与责任，并且引入了保护
员工权益条款。

六、促进中美旅游业发展的共同
利益
把握中国游客赴美境外游的商机可以为美国经
济注入新的活力，尤其有利于增加那些热门旅
游地区的就业。根据美国旅游观光办公室的预
测20，在2011-2017的六年间，中国赴美游客人数
将以23.7%的平均年增长率从110万人次增至390
万人次。考虑到在2008-2011的三年间，中国经济
在受到全球经济减速的不良影响，使中国游客
赴美旅游需求未恢复到正常水平的情况下，其平
均增长率都能达到30%，美国旅游观光办公室的
预测实在是太保守了。
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不断发展壮大及其税
后收入的快速增长，其对长途旅行的需求进入
了高速增长时期。但是，其增长绩效仍依赖于
美国政府对签证政策和申请程序便利程度的改
善。本研究指出，美国应确定更高的中国游客入
境旅游增长率目标。中国境外游客访美人次预期
在十年后增加到573万，占中国境外游客总数的
3.1%。如果签证和其他安排可以变得更便利，在
2022年中国游客数量达到1,000万应成为合理的
目标21。这意味着从2011年到2022年间的年均增
长率约为22.5%。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观点，每65个游客
可以为美国旅游及相关行业创造一个工作岗
19 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12），
“中国着眼于通过立法发展旅游业”
20 美国旅游观光办公室（2012），
“美国的国际旅游预估：2011-2017”
21 详见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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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由于中国游客的人均消费约高出其他国家
游客，每17个中国游客的消费总和就够为美国
创造一个工作机会。因此，1,000万中国游客就
意味着为美国经济产生610,000个旅游部门工作
岗位22。
中美双向旅游促进活动也对中国经济带来
显著利益。中国出入境旅游将得到更快发展。在
未来的十年中,更多的中国居民可以享受到美国
提供的优质服务。这些旅行可以开阔中国游客的
眼界，丰富经历。
同时，在2007到2012年间，美国赴华游客人
数保持着2.2%的年均增长率。尽管中国占美国居
民出访亚洲总人数的21.6%，2011年中国在美国居
民的出国旅行名单上仅排列第九。如果中国在旅
游业基础设施和提高服务质量标准上有更大的
投入，美国访华游客增长率还可以更高。服务业
的发展在中国的“十二五”规划中占据了优先位
置。推广旅游业还可以为中国的许多部门创造服
务业就业机会。
目前，130,000名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与此
同时有30,000名美国学生在中国就学。两国致力
于在未来五年内将来华求学的美国学生人数提
升到100,000名。这一学生交流活动将会真正成
为两国经济发展和就业方面的关键和直接的助
力。在美国的外国学生能和游客一样增加国内累
计需求。相对于中国游客而言，中国学生日消费
能力不高，但年消费则大的多。假设来自中国的
海外学生每年有100,000名，每名学生平均在美
逗留四年并假设他们每年平均消费五万美元，这
意味着每年的总消费支出已达200亿美元，该数
字足以新建超过136,000个本土就业岗位。
最后，中美双向旅游可以提高两国间的信任
和共识，加强两国人民的文化和社会交流。这会
为未来其他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和信任创造有利
条件。
22 这种估计的详细方法见附件3

七、香港的经验
在2003年，在港住宿的内地游客仅有850万人
次23。这一数字在2012年已升至3490万人次，差
不多是香港人口的五倍，并占香港入境游客的
72%。在2011年，在港住宿内地游客的人均消费
约为1,054美元，相比其他游客排名最高24。香港
处理大量内地游客涌入的经验对其他将面对同
样情形的国家有启发和实际意义。
长期以来，中国都对本国人民出境旅游有着
严格的限制，访客在香港和内地之间商务或旅游
往往是单向的——从香港到内地。但随着中国经
济增长，内地居民在旅游上的限制逐步放松，内地
游客赴港数量开始迅速增加。2003年是一个转折
点，中国内地实施了允许游客不需要参加旅行团
便可以单独去香港游玩的自由行计划，开始只在
部分主要城市和广东省实行，逐渐扩大到越来越
多的省份和城市。自由行的签证申请程序、访问次
数限制、停留期限等限制都逐步放松。当这些措
施发挥作用时，内地赴港游客迅速增加。
当前，内地游客对香港意味着购买力，突出
表现为大量内地游客频繁光顾香港的那些销售
高价手表、珠宝、手袋和化妆品的商店。由于香
港临近内地许多南方城市，到香港旅游的手续
简便也使得许多内地居民能到香港接受医疗咨
询、购买日用品及那些还未在内地发售的流行产
品，如手机，以及参加流行歌星的演唱会。内地
居民对香港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体现出他们对香
港品质保障的偏好，尤其在内地不时出现假冒伪
劣商品新闻的情况下。内地游客对香港商品有高
需求的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内地对某些奢侈品类
商品征收进口税，这样一来，香港的奢侈品价格
就显得更加便宜。
另外，中国幅员辽阔，手头宽裕的消费者遍
布全国。中国市场的特点是消费者更愿意到大城
23 这一数字不包括一日游的内地游客
24 “2011年香港旅游业的统计评论”, 香港旅游发展局，2012年6月

市去购买合适的商品和服务，而不是商品和服务
去寻找消费者。在中国的大城市中，香港是零售
业的领头羊。
2010年，旅游业为香港经济创造了约95.6亿
美元的GDP和215，100个就业，占香港GDP的4.3%和
总就业的6.2%。所占GDP比例低于就业比例，说明
旅游业创造更多低技术要求的工作岗位。目前发
达国家正经历着经济衰退，中国也处于经济调整
时期，旅游业所创造的工作机会仍是香港得以维
持低失业率（2012下半年为3.4%）的主要原因。
大量中国内地游客赴港对香港的零售业产
生了重大影响，尤其对奢侈品。购买者需求的快
速增长自然会刺激零售业销售额的相应增长。另
外，购买者在港消费行为也体现了迅速增长中的
内地中产阶级品位和偏好的变化。由于中国内地
不同地区消费者的品位和偏好也有巨大变化，对
许多品牌商来说，保证在港销售对理解这些变
化非常重要。
香港还被中国内地视作时尚风格的引领者。
时尚产品、新产品和许多国际品牌都必须在香港
设立分店，做大量的产品广告和推广，以对内地
各地富裕起来的消费者建立鲜明的品牌形象。大
量奢侈品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进军香港。有些在
香港设立了地区总部，发挥如战略布局、法律、
金融、品牌推广和设计之类功能。还有的品牌，
比如欧舒丹、新秀丽和普拉达，则通过在香港上
市来增强中国内地消费者心中的认同感。
由于中国内地家庭收入的增长和旅游业限
制的不断开放，中国内地出境游客人数将持续快
速增长。香港近年来的经验与日本上世纪80、90
年代爆发的旅游潮相似，预示着国际零售业尤
其是高端品牌的美好前景。随着购买者的涌入，
这些巨变将逐渐发生。
但大量涌入的内地游客也带来新的挑战。
香港居民曾担心内地游客会带来高犯罪率和非
法移民。随着内地和香港在移民和执法机构方
面的合作不断增强，这些问题最终得到了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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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而且由于近年来内地收入的不断上升，几
乎没有证据说明内地游客导致了犯罪率的上升，
也没有出现逾期停留多于其他地区游客的情况。
香港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内地游客需求旺盛导
致许多服务于本地市场的零售商租金也随之提
高。内地居民对许多日用品的大量需求也会导致
产品短缺，如2012年的新生儿配方奶粉事件。为
了解决好这些问题，内地与香港政府部门正加强
合作，调整放宽内地移民限制步伐，以解决好平
行贸易运营问题。

八、我们的建议
在未来的几年，中美双向旅游的发展潜力究竟能
否有效挖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双方政府所创
造的政策环境。我们的研究显示，如果实施必要
的政策调整，中国赴美游客人数可以发生量级的
飞跃。2022年，美国实现每年吸引上千万中国游
客的目标都是很现实的。近期美国政府改善签证
程序的措施就很鼓舞人心，但还需要做进一步
的工作。
为了保持美国游客人数增长，中国还需进一
步加强行业规范管理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国都
应探寻能够推动双边直接投资、实现旅游业不
断增长的方法。
1.两国签证程序需要更加便利
为了满足中国赴美游客快速增长的需求，美国应
加快加大努力，进一步拓展签证程序的容量空
间。建议美国政府增加签证中心的数量并在签证
中心聘用更多人手。为使签证程序更加便利，还
要跳出现有思维模式的条条框框，如可以采用录
像面试和友好地使用中文。
2011年，根据美国旅游协会的报告《准备
起飞》中的描述，如果改善签证政策能够重新回
到美国曾有的全球海外旅游份额（如2000年的
17%），那么，2020年预计能比2010年多创造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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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万个工作岗位，累计出口额可达3,900亿美
元，十年间能够为美国经济带来8,590亿美元的
累计额外产出。发掘中国旅游市场的潜力是实
现这个预期的关键所在。
同样的，本报告也建议中国政府简化并加速
签发中国旅游及学生签证。此外，改善签发商务
签证的程序尤其重要。
2.延长相互间的签证有效期
为了获得更多入境旅游的经济收入，美国一直鼓
励中国政府考虑将签发给美国游客的签证有效
期延长至一年以上。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说过，
美国愿意为中国商务、旅游和留学签发五年期签
证，并且已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同等要求。延长
签证有效期可以鼓励两国间有更多互访和更好
交往。建议两国将签证有效期先延至五年，然后
考虑延至十年，并最终对双方国民实现免签。
3.改善旅游业基础建设和规范
要升级为最受国际游客欢迎的世界级目的地，中国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尽管近年来已引入许多积极的
促进措施，中国仍需要做更多努力和推动更彻底改
革。比如，2011世界经济论坛（详见附件4）发表的
《旅游业竞争力报告》中指出，中国应在中西部地
区改善卫生设施，引入干净饮用水系统，进一步发
展航空和公路交通的基础设施，改善酒店设施，引
入因特网，提升为外国游客提供的服务质量，加大
对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力度和投入。此外，中国也
可以考虑与美协商开放天空的航空协议。
两地游客数目激增的同时，中国两国之间的
跨洋航班客运能力可能变得不足。建议中国两国
政府的民航管理部门增加两国跨洋航班次数及
服务点，特别是主要城市之间的直航。两国的航
空公司需获得互惠的经停权，以促进双边旅游发
展。例如，美国航班应该可以经停北京，允许乘客
下落和搭乘，然后继续飞向西安。同样的，中国航
班也应该可以经停檀香山后继续飞往旧金山。

同时我们也建议美国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
以及美国的餐旅业评估是否需要改进及扩大相
应的基础设施，例如机场、酒店客房等等，以满
足未来十年中国游客潮的需要。此外，为了满足
来自中国游客的新需求，相应行业也需要进行更
多的员工培训25。
4.推广跨国旅游业投资
适当的诱因能有助两国开发互利的商业机会,鼓
励两国间境外直接投资有助于实现旅游业发展
所带来的利益。为鼓励外资公司进入出入境旅游
市场，应允许在华建立更多的合资旅游公司。中
国政府也应鼓励企业增加赴美直接投资，并提
供外汇、保险和信贷等方面的支持。

附件1
未来十年中国的新一代游客26
波士顿咨询集团和前瞻公司&TUI智库在各自的
报告中都强调了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发展潜力，
以及未来中国游客偏好的多样化。
中国出境旅游市场的价值预计将从2010年
的3,210亿人民币提高到2020年的15,440亿人民
币，年均增长率为17%。同期，中国国际游客数量
将保持年均增长10%。中国的出境旅游市场预计
将在2020年增长到三倍于日本的规模。届时，中
国将有2,000万人次的长途旅行。2020年甚至更
早，韩国和日本约25%的国际游客都将来自中国。
未来十年，中国也将成为北美的第三大入境旅游
来源国。至于欧洲，中国将占其非欧盟国家入境
游客数量增长的一半以上。
中国城市化、数字化、个性化及其他大趋
势，都 将改变其出境游客的消费模式。据估
25 进一步细节请参见本章节末的附件1
26 这个附件是根据中国出境旅游市场分析的总结，名为“起飞：中国的境
内外旅游业”，波士顿咨询集团和前瞻公司&TUI智库（2012），
“2017年
起在欧洲的新中国游客”

计，2016年中国游客的需求偏好将明显不同于今
天的中国游客。一些需求不会随时间而变化，如
初次旅游的人会想游访名胜景点。除此之外，世
界各国可以为未来的中国游客做更好的准备，届
时他们已成为旅游常客。他们将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人群：以中产阶级年轻人为主的探险家；热爱
大自然和新鲜空气的休闲者；用旅行来丰富知识
的鉴赏家,以及用旅行来打破日常生活规律，更
加追求自我的梦想家。这类有经验的游客大多数
将从被动的假期接受者转变为假期的创造者。
尽管中国旅游业的竞争激烈，但从产品尚
未完全差异化、服务创新不足、无法满足市场不
同人群需求等问题来看，中国旅游业仍处于发展
中。如相比其他收入阶层来讲，富裕的游客们对
旅行社策划的团队游并不满意。此外，很多中国
游客抱怨跨国公司的高级酒店无法提供满足其
预期的各种服务。
中国旅游业的现状是，旅游业需求在不断
增加，但游客尚缺乏选择多样性和高质量服务。
这一现状为许多公司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先发优
势，他们将为后来者确立规范。除了为中国的大
城市提供服务外，这些公司也被鼓励为迅速增
多的中小城市的中产阶级游客服务。如果加大对
消费者调查的投入，他们将能够在中国游客中打
造象征信用和价值的知名品牌，还可以在一定程
度上引导他们的消费习惯。

附件2
中国出境游和赴美旅游人数的预测
熊艳艳27
1. 每年出境旅游的中国大陆游客人数出现了大
幅飞跃，从2000年的1,050万人次迅速增长到2012
年的8,300万人次，年均增长率达19%。相比之下，
27 作者是东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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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部分经济体出境旅游总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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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出境旅游总人数与实际人均GDP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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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中国数据库，中国国家旅游局，美国旅游旅行业办公室，日本旅游推
广公司，韩国旅游发展局，中华民国交通部观光局（台湾）

同期每年出境旅游的日本和美国游客人数基本
固定，韩国和台湾的增长率则分别为8%和3%。
2. 哪些因素驱动了出境游的增长？实际人
均GDP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日本和美国都
曾长期拥有较高的实际人均GDP，因此两国每年
出境游的人数可能已达到了一个比较稳定的状
态。中国大陆实际人均GDP在这段时期内的年均
增长率达8%到9%，因此其出境游人数以每年高达
两位数的百分比增长也并不奇怪。图表9显示了
出境旅游人数与实际人均GDP之间的关系。如该
散点图所示，每年出境旅游人数与实际GDP之间
具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3. 然而，在实际人均GDP相同的情况下，人
口更多的国家或地区出境旅游的游客总数也会
更多，因此有必要控制人口规模。不同经济体中
出境游客的比例相差很大。2012年，中国大陆年
度出境游客人数占其人口总数的6.14%，而日本约
为13%，美国约为20%。图表10中的散点图表明了
该结果。毫无疑问，年度出境游客总数比例和实
际人均GDP之间也具有正相关关系。
4. 影响出境游客人数比例的另一个重要因
素是该国或地区的面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面积
越小，游客就更有可能去该国或该地区以外的地
方旅游。对美国和中国大陆来说，国内旅游的选
择很多；而对香港这样的地区而言，几乎所有的
旅游都是出境的。因此，不管中国大陆的实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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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0：出境游客总数占年中人口总数的比例与实际人均
GDP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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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国际金融统计(IFS)数据库，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台湾统计局，
以及作者的自行计算

均GDP上升到多高，出境游客占其总人口的比例
也不太可能达到韩国和台湾的水平。这一比例不
太可能会超过20%。
5. 我们可以用普通 最小二乘 法（O L S）
做 一 个 简 单 的 回 归 分 析，以年 度 出 境 游 客
比例 作为 被 解 释 变 量 ，并 分 别以实 际人 均
G D P及其自然 对 数 形式作为 解 释变 量。估计
结果汇 报在图表11中。在以实际人均 G D P的
水平 值 作 为 解 释 变 量 的 回 归 方 程 中，R 平
方值 最 高。该 变 量 的 估 计系 数 为 0 .0113，
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按2011年价
格计算，中国大陆的实际人均GDP每增加1,000
美元，其年度出境游客的比例将上升1.13%。
如果2022年中国大陆实际人均GDP较2012的水平
翻倍，按2011年价格计算，也就是增长6,000美

图表11：中国大陆出境游客总数占年中人口总数的比例对
实际人均GDP的OLS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图表12：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数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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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作者的预估
注：图表11中所有估计系数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是稳健性标准误差。

图表13：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数的比例与实际人均
GDP之间的关系

28 图4中，2012年韩国的数据为7.6%，这未必完全准确。因为这是根据前11
个月的数据做出的估计，但它仍高于2008年的数据。台湾居民在2012年
11月获得了赴美免签的待遇，由于时间尚短，当年的数据还未反映出赴
美免签所带来的显著增长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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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那么2022年出境游客人数占人口总数的比例
将达到12.92%（6.14%+6.78%）。预计到2022年，中
国大陆人口将达到14.14亿，这意味着出境旅游
人数将达到1.827亿。2012年至2022年间，出境游
客人数年均增长率为8.2%，较预期的同期实际人
均GDP增长率略高。
6. 出境旅游的游客中，有多大比例会选择
前往美国？图表12列出了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
台湾选择前往美国的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人
数的比例。有两个重要因素会影响该比例：是否
需要签证和实际人均GDP。日本公民已经享受了一
段时期赴美免签证的待遇，这也是其赴美游客人
数占其出境游客总人数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原因之一。韩国公民在2008年获得了
赴美免签待遇，其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人
数的比例从6.3%增长到2011年的9.0%。28
7. 实际人均GDP也是影响赴美游客比例的
一个重要因素，因为赴美旅游比前往一个临近的
国家或地区旅游更加昂贵。在图表13中，我们用
赴美游客人数比例对实际人均GDP作图，可以直
观地看出实际人均GDP的影响作用。如图所示，它
们之间确实具有长期的正相关关系。当然，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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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CEIC中国数据库，中国国家旅游局，美国旅游旅行业办公室，日本旅游推
广公司, 韩国旅游发展局，中华民国交通部观光局（台湾），国际金融统计 (IFS) 数
据库,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 台湾统计局，以及作者的自行计算。

也可能发生一些波动，这取决于本国或本地区的
宏观经济形势。
8. 我们可以再做一个简单的OLS回归分析，
将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数作为被解释变
量，实际人均GDP及其自然对数形式作为解释变
量。估计结果见图表14。和之前的分析一样，我
们主要讨论R平方最高的回归方程（3）的估计结
果。该结果表明，按2011年价格计算的实际人均
GDP每增加1,000美元，赴美游客的比例就将增
长0.264%。如果2022年的实际人均GDP在2012年
基础上翻一番，即增长6,000美元（以2011年价
格计），那么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数的比
例也将从1.550%增长到3.134%。我们之前已经
预测，到2022年中国出境旅游的总人数将达到
1.827亿，因此中国赴美游客的总人数预计会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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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4：中国大陆赴美游客人数占出境游客总数的比例对
实际人均GDP的OLS回归结果
被解释变量
赴美游客人数/出境游客总数
解释变量

(1)

(2)

0.0004

-0.0028

(3)

(4)

(0.0009) (0.0016)
实际人均GDP

0.0025

0.0026

(0.0002)

(0.0001)

实际人均GDP的自然对数

0.0099

0.0080

(0.0012)

(0.0003)

R平方

0.944

0.903

0.996

0.991

样本量

10

10

10

10

资料来源：作者的预估
注：截距项的估计系数在10%的显著水平上不显著。实际人均GDP及其自然对数形式前的
系数则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括号中是稳健性标准误差。

到573万。与2012年的129万相比，年均增长率将
达16.1%。不过，如果中国公民在这10年中获得了
赴美免签的待遇，根据韩国的经验，赴美游客人
数占出境游客总数的比例应该还会增加1.3%到
2.7%。那么2022年中国赴美游客的总人数预计将
会达到810万至1,070万之间。

附件3
入境游对美国就业市场影响力的评估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估计，
“每增加65个国际游客
来美旅游所带来的出口额足以支持一个旅游业
相关的工作”（白宫，2012）。这个数字是用2010
年旅游业相关总产出和就业数据粗略估计的。
商务部的经济分析局估计，在部门间劳动边际生
产率相等和其他基本劳动经济学定理符合的情
况下，游客每消费147,000美元就能增加一个工作
岗位。2010年，约有6,320万游客来美，他们为旅
游及相关产业带来了1,425亿美元的消费。平均
每个国际游客在美消费约为2,255美元，因此，
每65个国际游客的需求就能在旅游及相关行业
创造一个工作岗位。
而中国游客人均在美消费远高出平均值，其
原因部分是他们停留时间较长，部分是他们购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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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支出更高。据估计，典型的中国游客每日花
费大约为750美金。假设平均逗留美国14天，这意
味着大约每一中国游客在美国平均花费9000美
元（剔除到达日和出发日不计算）。这个粗略估
计指出，每17个中国游客就可以为美国创造一个
工作岗位。
假设在预测的时期，中国游客在美人均消费
的增长，美国通胀率和生产率没有对基准年就
业估算产生巨大的影响，那么，届时1,000万中国
游客将为美国经济产生610，000份工作。
陈锡康教授29关于中国游客为美国增加就业
的投入产出分析指出，如果将乘数效应纳入考
量，1,000万中国游客能为美国产生780，000份工
作。保守起见，这里用的是BEA数据。

附件4
世界经济论坛的《旅游业竞争力报告》
2011年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旅游业竞争
力报告》，分析了139个经济体的影响旅游业竞争
力的不同因素。图表15和16重点展示了中美之间
的指数比较。这份报告强调，中国需要加强的是政
策环境、卫生健康、运输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
第一，中国可以考虑与美国进行打开天窗式
的协商。美国在“双边航空服务条款的开放程
度”这一项排名18，远远高于中国的116位。即美
国将从航空开放中可能获益更多。
第二，中国政府应当改善中西部城市的卫生
间和饮用水源设施。
第三，从机场密度和公路质量反映的多项
指标来看，中国需要进一步推动陆空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
第四，酒店和通讯装置，包括因特网、手机
网络等，应当在欠发达地区得到改善。
29 详细请参阅报告第二部分的第八章节

图表15：2011年旅游业竞争力指数
1

双边航空服务协议开放性
卫生设施改善
饮用水改善
机场密度
国际空运网络
港口基础设施质量
陆路交通网络质量
酒店客房
提款机接受Visa卡
商业互联网使用程度
员工培训程度

美国
中国

21

排名

41
61
81
101
121
整体指数

旅行和旅游
监管框架

图表16：2011年旅游业竞争力指数，部分指标

旅行和旅游商业 旅行和旅游人文
环境和基础设施
和自然资源

资料来源：
《旅行和旅游竞争力报告2011》，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3月

最后，为了提升接待外国游客的服务质量，中
国应当在培训教育旅游业劳动力方面投入更多。

美国

中国

121 101 81 61 41 21
排名

1

资料来源：
《旅行和旅游竞争力报告2011》，世界经济论坛，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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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中美科学与技术合作
薛澜
中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兼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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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国际事务副校长
参与撰稿人:徐占忱 麦家驹

摘要

二

十世纪下半页以来，全球范围内科
学技术突飞猛进，美国以其雄厚的
综合实力，强大的基础科技研发及
制造能力，合理的科技人才梯队，推动世界历经
一次次科技革命。中国作为东方古老的文明大
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三十余年里，依托庞大的
市场，通过向先进国家学习，吸收转化，迎头赶
上。美中两国在科技创新领域走出了独特的发展
之路，各具自身优势。
“高科技”同“大市场”的
相遇形成美中科技产业合作的巨大空间。自1979
年建交以来，美中两国的科技合作取得丰硕成
果，不乏能源领域、农业科技、无线通讯技术等
方面的亮点。展望未来，依托美中两国科技大战
略，在深化合作内涵及丰富合作模式上仍大有可
为。美国企业凭借成熟的开拓经验在中国市场可

2

以进一步提升投资回报率，中国可以促进科技发
展，加速产业升级，形成和谐双赢的局面。更重
要的是，科技合作有助于美中两个大国在清洁能
源、粮食问题、气候变化等一系列全球性公共问
题上达成共识，更有效地承担国际责任。当然，
不容回避的是，美中科技合作中也存在着一些问
题和障碍（如知识产权问题、信息安全及由此引
发的限制出口、贸易壁垒等问题），需要两国共同
的智慧协商解决。
本文的逻辑起于分析比较美中两国科技发
展现状、重点和趋势，剖析两国发展的各自优
势；再结合三十多年来两国科技合作的成果、经
验，加以能源领域成功合作的示范效应，展望未
来可能的合作图景；并探讨合作过程中的摩擦与
争议，提出综合性的政策建议。

中美科学与技术合作
一、当前美中两国科技发展现状
及趋势
当前美国科技发展总体状况：
传统优势，全球领先
美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始终引领全球科技
的发展方向，在科技人才、资金投入等诸方面都
居全球领先地位。尽管目前面临全球经济形势
下行以及政府赤字居高不下等不利因素，美国依
然逐步加大对科技研发及相关制造业的资金投
入。根据2010年发表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
发展报告》，美国在科技研发投入和科研人才成
果的优势保持世界首屈一指，遥遥领先其它国家
和经济体。奥巴马政府更是希望将科研经费占国
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从2.7%提升至3%，重点投入新
兴能源尤其清洁能源的研发上1，2。美国政府相
关具体措施包括：
促进美国制造 业提升综合竞争力。根据
2011年政府提出的“先进制造业协作”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2013年
联邦财政拨款额达22亿美元，给美国国家标准
与科技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和美国国家科学基金（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用于制造业研发。
缔造清洁能源经济，面向未来创造就业。
清洁能源领域被认为是支撑美国在全球科技领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发展报告2010：当前世界科学的地位，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法国巴黎，2010。
2 白宫文件《支持美国创新》，http://www.whitehouse.gov/omb/
factsheet/supporting-american-innovation 。

先地位的核心产业之一3，得到联邦政府的大力
推动和支持。2013年预算超过900亿美元。计划
2035年前将清洁能源发电量从目前的40%上下提
高到占80%的水平。增加清洁能源领域的基础研
发，包括太阳能、风能、环保交通工具、生化制品
等。
培养下一代的科技领袖、为未来十年培训
十万名科技教师。提升美国未来的竞争力，科技
人才是首务，科技精英是关键，而培养人才的教
师队伍则是根本。政府计划面向幼儿园至高中12
年级（K-12）为未来十年培训十万名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数学（Mathematics）教师（简称STEM教师
团队计划）4。与此同时，为了弥补美国高科技人
才的不足，美国也正在修改移民法，希望能够使
科技领域在美国的留学生毕业后更加容易地移
民美国。
继续加大基础研发投入，创造技术转型，带
动就业市场。二战以来，美国在科技研发投入始
终站在全球科技研发的最前沿，2013年政府预
算投资1,422亿美元，除了一半左右用于国防研究
之外，其它主要用于资助核心科研机构如美国国
立健康研究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能源部科学
办公室和美国国家标准与科技所等，并提出创
造技术转型，带动就业市场的政策，重点扶持清
洁能源、无线通讯技术、先进制造业等提升产业
水准，发展转型技术，制造更多就业岗位。但是
由于美国的巨大财政赤字及由此带来的“财政悬
3 白宫文件《创建明天的清洁能源以及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http://
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
fy2013omb_ee.pdf。
4 白宫文件《准备21世纪劳动力》，http://www.whitehouse.gov/sites/
default/files/microsites/ostp/fy2013rd_stem.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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崖”，2013年的预算能否得到最终的落实仍然是
个未知数。
支持生物医药产业。生物医药产业被誉为二
十一世纪的朝阳产业，美国在这一领域的投入
力度也保持领先，政府2013年预计向美国国立健
康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
拨款310亿美元用于基础和应用生物医药研究5。
生物医药领域的科研创新可以大规模地创造就
业机会，新型技术的诞生可使该领域的企业迈上
可持续性发展之路，给社会带来更多产品和就
业机会，在政策、科研和企业间形成良性互动，
造福社会，推动新型知识经济前行。
加大对无线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支持力
度。无线通讯技术和信息技术在军工、商业及日
常生活中应用广泛。美国在商业及经济上继续
领跑全球离不开高效稳定的无线通讯技术的大
力支持。为此，美国政府提出“全国无线计划”
（National Wireless Initiative）6，鼓励研发
生产新一代支持无线通讯技术的产品，包括智
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相关创新硬件、软件支持
科技。目前已有100亿美金投入“无线科技创新
基金”，推进前沿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这对未来
美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创造就业机会起
着关键影响。
在纳米技术和相关材料工程技术方面领跑
世界7。加大纳米技术商业化、产品化的力度。措
施包括延伸研发链条，加速大规模生产；关注
产业界需求，加快商业化进程；加强基础设施建
设，建立全国设备、条件支撑体系；扶持纳米技
术相关的小企业；增强美国在纳米技术领域的

5 白宫文件《支持美国创新》，http://www.whitehouse.gov/omb/
factsheet/supporting-american-innovation。
6 白宫文件《奥巴马总统通过扩大无线接入来赢得未来的详细计划》，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2/10/
president-obama-details-plan-win-future-through-expandedwireless-access; 白宫文件《总统在密西根州马凯特就全国无
线网络计划的演讲》，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02/10/remarks-president-national-wirelessinitiative-marquette-michigan。
7 白宫文件《国家奈米科技愿景及战略计划》，http://www.whitehouse.
gov/administration/eop/ostp/NNI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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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化参与程度8。
确保军事工业科技继续居全球领先地位。
投资军工技术的研发与生产亦是科技创新的一
部分，庞大的军工生产网络体系支持美国武装力
量的全球投射，高精尖武器的研制与改良形成
美国军事力量的核心，军用品的民用化也是科技
创新的重要推力，网络卫星技术的高速发展得
益于此9。

当前中国科技发展的现状及方向：
跨越发展，迎头赶上
近年来，中国政府科技投入的持续增长和支持
性的政策制定令世界瞩目。过去十年中国研发
强度增加了数倍，中国研发支出以年均20％的速
度增长，成为推动亚洲研发支出增长的主要力
量。2012年中国的研发投入超过一万亿，研发收
入占GDP的比重增加到1.97%，已达到中等发达国
家的水平。中国的科学论文和专利申请也在快速
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计划
和政策措施，推动中国科技实现跨越发展。
2006年中国政府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
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部纲
要是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及加入世贸组
织后的首个国家科技规划，为未来十五年勾勒出
科技发展的蓝图。纲要提出了到2020年科技工
作的指导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
展，引领未来，到2020年，全社会研发投入占国
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提高到2.5%以上，创新能力大
幅提高，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10。纲要特别提出
要加强自主创新，希望能够加强中国企业的创新
能力，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为技术发展提供
国内知识产权的支持。
8 National Nanotechnology Initiative Strategic Plan,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uncil, 2011《国家奈米科技战略计划》，
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2011。
9 白宫文件《支持美国创新》，http://www.whitehouse.gov/omb/
factsheet/supporting-american-innovation。
10《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2006年。

纲要把中国科技发展的核心任务分成了如
下几个板块：
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重点领域是指在
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中重点发展、亟
待科技提供支撑的产业和行业。优先主题是指
在重点领域中急需发展、任务明确、技术基础较
好、近期能够突破的技术群11。重点领域及其优
先主题包括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
制造业、交通运输业、信息产业及现代服务业、
人口与健康、城镇化与城市发展、公共安全和国
防。
前沿技术：前沿技术包括：生物技术、信息
技术、新材料技术、先进制造技术、先进能源技
术、海洋技术、激光技术、空天技术。
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包含学科发展、科学前
沿问题、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基础研究、重
大科学研究计划。
重点领域及其优先主题、前沿技术和基础
研究构成中国未来十年科技发展的总体方向12。
在推动产业科技创新发展方面，2010年，国
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的决定》，提出必须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抓
住机遇，明确方向，突出重点，加快培育和发展
战略性新兴产业，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
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2012年7
月，国务院又出台了《“十二五”国家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规划》，提出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年均增
长率保持在20%以上，到2015年战略性新兴产业
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8%左右的发展
目标。
同时，科技体制改革也面临着如何进一步深
入的问题。2012年7月6-7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
在北京召开。2012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
的意见》，突出了企业技术创新的主体作用，明确
坚持：1）创新驱动，服务发展；2）企业主体，协
同创新；3）政府支持，市场导向；4）统筹协调，
遵循规律；5）坚持改革开放，合作共赢等五项基
本原则。文件还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科技发展到
2020年的主要目标为，基本建成适应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符合科技发展规律的中国特色
国家创新体系；原始创新能力明显提高，集成创
新，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大幅增强，关键领
域科学研究实现原始性重大突破，战略高技术
领域技术研发实现跨越式发展，若干领域创新
成果进入世界前列；创新环境更加优化，创新效
益大幅提高，创新人才竞相涌现，全民科学素质
普遍提高，科技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大幅提升，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13。
这些政策措施的出台，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创
新能力的提高与科技事业的发展,推动创新型经
济的转型。2010年发布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
学报告》指出，中国在“十一五”期间科技发展
水平与世界科技强国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尽管
中国面临着一个高流动性，快速变化的全球创
新体系，中国正在稳步朝着到2020年建成创新型
国家的目标前进。
但是，新一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意识到中国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进程中面临的重重挑战，包括
市场环境不尽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尚需进一步加
强，中小企业创新融资困难，主要创新主体如企
业、大学和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不顺，以及基础
研究投入不足14。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中国坚
定不移地继续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时，也需要通
过深入国际科技合作来加快推动中国科技创新
的发展。

11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2006年。
12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务院，2006年。

13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
意见》，2012年9月。
1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发展报告2010：当前世界科学的地位，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法国巴黎，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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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科技发展比较：特色与优势

图表1：中美两国研发支出及其占GDP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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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发展实力与投入：美国总体优势与中国
的快速追赶
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就开始加强国
家创新体系的建设，多年来对科技研发的投入
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
之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一个国家的研发投
入就超过了其它经合组织（OECD）国家投入的总
和，为美国的总体科技实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
础。同时，作为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
的国家创新体系运行比较有效，大学、国立研究
机构、企业、金融机构等在多年的实践当中形成
了高效的促进创新的合作模式；美国的知识产
权保护体系、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的法律法
规、促进中小企业创新的激励机制、有利于高科
技创新的区域环境与氛围等等都为科技创新提
供了十分优越的制度基础。
中国的现代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在改革开放
之前具备雏形。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国家创新
体系经历了重大改革，从1985年的科技体制改
革，到1999年的科研院所体制改革，到2006年的
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逐步
走向成熟，科技发展与经济建设有机结合的体
制基本形成，促进科技创新的制度环境不断完
善，企业正在成为科技创新的投入和执行主体。
同时，全社会对研发的投入也在快速增加。1996
年全国研发投入占中国GDP比重为0.6%，从1999
年之后多年保持两位数字的快速增长。2011年中
国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研发投入
国家。2012年，中国研发投入超过一万亿，占GDP
比重超过1.97%，其中超过70%的研发投入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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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比

对比美中科技发展的规划与政策，从中不难发
现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一面，合作空间潜力巨
大。我们从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比较美中科技
发展的特色与相对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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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数据http://www.sts.org.cn/sjkl/
kjtjdt/index.htm、经济分析局、国家科学基金

行是由企业完成的。
下图是美中两国从1987年以来25年间研发
投入额度和其占各自GDP的比重。从中我们看到，
美国在研发投入绝对值方面仍然保持较大的优
势，而中国近年来在研发投入增长的速度方面则
一直领先美国。此外，美国创新体制相对比较成
熟，但改变起来也比较难。而中国的创新体系仍
处于不断变革之中，比较容易适应新兴产业发展
的需求。两国创新体系的实力与制度设计的差
异，为我们促进美中科技合作提供了合作共赢的
机会。
（2）基础研究：美国的雄厚基础与中国能力的
不断加强
美国历届政府的科技发展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
保持美国在基础科学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美
国高额的研发投入中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始终保
持着较高的比例，2009年美国研发投入中对基础
研究的投入占总研发投入的19%，其中53%是由联
邦政府出资投入的。美国的基础研究主要是在
研究型大学（53%）和一些国家实验室（15%）中进
行。美国研究型大学把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有
机结合起来，使得美国基础研究在重大科学发
现和人才培养方面双双得益。从上个世纪50年
代开始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诺贝尔奖除文学与和
平奖之外的其它基础科学领域的获得者超过半
数以上都在美国。

图表2：各国每年被Web of Science收录的论文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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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 Web of Science

中国的基础研究多年来受到投入不足的困
扰，基础研究占研发投入的比重多年在5%左右
徘徊。近年来，随着“知识创新工程”和“世界一
流大学建设”计划的实施，中国的基础研究也取
得了重要的进展。中国在重要国际学术期刊上发
表的文章数量高速增长。如下图所示，在本世纪
初，中国在重要国际期刊发表文章的数量在世界
主要科技大国中居后，但从2005年之后，就开始
超过除美国之外的其它国家，成为国际期刊文章
发表的第二大国家。
中国和美国在基础研究方面的比较可以从
科技论文产出入手。从国际学术论文来看，高
被引用论文、三大名刊和各学科顶级期刊论文
是一个国家科学研究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体现15
。2005-2010年，全世界高被引用论文年均增长
4.9%，中国高被引用论文年均增长率为27.6%，中
国发表数量为5,264篇（美国为56,299篇），排在
世界第7位；2010年中国在三大名刊发表论文145
篇（美国为2,538篇），与2005年相比增加了84%。
实际上，2010年三大名刊发表论文总量比2005年
减少了358篇，中国则是增加了66篇；对于世界各
学科顶尖期刊来说，2010年刊载论文总量比2005
年只增加了927篇，而中国在世界顶尖期刊发表
15 高被引用论文是以论文发表10年作为统计时间段来计算论文被引用
次数，引数次数排在各学科前1%的论文；三大名刊为Cell、Nature和
Science；各学科顶尖期刊是所在学科中影响因子最高的期刊，一般说
来也是最权威、最重要的学术期刊，根据汤森路透公司出版的《期刊引
证报告》，2005年各学科顶尖期刊有157种，2010年各学科顶尖期刊有
173种。

论文却增加了3,406篇，2010年中国在顶尖期刊
上发表论文5,203篇（美国21,296篇），排在世界
第2位，2005-2010年中国在顶尖期刊上发表论文
数量年均增长23.3%16。可以看出，中国在基础研
究方面的进展不但体现在科技论文发表的总量
上，在体现质量的高水平期刊上，中国学者发表
的论文也取得了高速增长。但与美国相比，中国
高被引用论文、三大名刊论文和各学科顶尖论文
只是美国的9.3%、5.7%和24.4%，仍然有相当大的
差距。为了缩小这一差距，中国研究人员必须进
入主流的跨国合作研究网络，进入知识创造的前
沿。
（3）科技人力资源：美国高层次科技人才对海
外移民的依赖与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充沛
科技人力资源是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重要保
障。美国科技人力资源比美国总体就业增长更
快。在过去25年期间，其数量已经翻倍，达到665
万人左右，在美国所有就业中占4.9%17，尽管少于
2000年的5.3%。美国科技人力资源的一个隐患
就是高层次的工程科技人才有较高的比例是国
外科技移民。下图是美国2012年科学与工程指标
（S&E）关于美国2008年科技人才的有关统计。
从这个图表中可以看出，在不同的工程科技领域
和不同层次的工程科技人才中，外国出生的人才
比例相当高。如在工程领域中，超过一半的博士
生，40%的硕士生，以及20%的本科生都是在外国
出生的。在数学与计算机领域中情况类似。在外
国出生的科学与工程博士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比
例相当高。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有大
批留学生到美国攻读工程科技领域的研究生学
位，人数在逐年增长。下图是2000-2010年间中国
赴美留学生的一个统计。

16 贺德方，
“中国高影响力论文产出状况的国际比较研究”，
《中国软科
学》，2011，
（9）：94-99
17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科学与工程指标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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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2008年美国S&E学位持有人数中的外来人口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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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美国与中国第一学位授予量：2000-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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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2000年以来中国赴美留学人数及增长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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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6：美国与中国博士学位授予量：2000-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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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7：中国科技人才现状与主要发展目标*
年份

R&D人员（万人年）

R&D研究人员
（万人年）

每万劳动力中R&D人员
（人年/万人）

每万劳动力中R&D研究
人员（人年/万人）

R&D人员人均R&D经费
（万元）

R&D研究人员人均R&D
经费（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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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2006年。
资料来源：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与美国相比，中国高校每年培养大量工程科
技领域的人力资源。中国大学所颁发的本科学位
人数已经超过了美国大学。1999年的高校扩招政
策带来了大学招生人数的快速增长。近年来尽管
美国博士学位授予量仍然远远领先中国，但是中
国在科学与工程领域授予博士数量已经与美国
持平。
根据中长期科技规划纲要预测，到2020年
中国科技研发（R&D）人员总量由2008年的196.5
万人年达到380万人年。R&D研究人员总量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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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的105万人年达到200万人年。每万劳动力
中R&D人员和R&D研究人员分别由2008年的24.8
人年和13.3人年增长到43人年和23人年(见图表
7)。中国将在装备制造、信息、生物技术、新材
料、航空航天、海洋、生态环境保护、新能源、
农业科技等领域建成人才高地。
从以上分析比较可以看出，中国是科技人力
资源大国，主要依靠自己培养，但每年都有一部
分科技人才到海外求学，其中部分人在海外定
居。美国也是科技人力资源大国，但其中有相当

一部分高层次人才依靠科技移民，其中也包括
很多中国赴美留学人才18。这些人才通过千人计
划、兼职等途径参与中国的研究，很多华裔科学
家与工程师参与中国政府赞助的项目，培训中国
留学生，成为中美科技交流的纽带。

个iPhone销售点，以及2,500个iPad 销售点19。由
此可见，中国的“市场激增效应”对科技产品消费
及应用提供巨大的商机。

（5）科技消费市场：中国的巨大市场潜力形成“
市场激增效应”
在科技消费市场方面，美国的市场比较稳定。而
中国人口众多，为科技产品提供了一个潜在的巨
大市场。随着中国“中产阶级”的壮大，具备一定
消费能力的群体对优质科技产品和服务的需求
激增，中国GDP的不断提升带动背后庞大的消费市
场，从苹果产品在中国的盈利可见一斑。根据苹果
最新公布的2012财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苹果在
大中华区的营收同比增长三倍，创纪录地达到79
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498亿元，约占其总营收的
20%。苹果在第二财季每天从中国市场吸金约5.5
亿元。苹果财报称，中国对 iPhone 4S 和 iPad
2 的需求很强劲，其中大中华区iPhone销量为去
年同期的4倍，Mac销量同比增长超过60%。目前苹
果大中华地区共有1,800个Mac产品销售点、1.1万

（6）企业创新能力与国际市场竞争力：美国企业
的领先地位与中国企业的实力增强
美国科技企业市场开拓能力强，灵活多元，产品
符合客户定制需求。美国科技企业在清洁能源、
生物医药、信息科技、航空航天、高端制造、军工
等高精尖技术产业具备核心竞争力，全球市场占
有率领先。2012年12月4日，汤森路透集团根据
整体专利数、专利授权成功率、专利组合的全球
覆盖率以及基于专利引用的影响力所评选出来
的全球百强创新机构正式出炉。美国继续名列榜
首，显示出美国科技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领先地
位。共有45家美国企业上榜（美国还有两家政府
机构上榜）。日本25家，欧洲有21家机构入选，韩
国7家。
中国高 科 技 企 业 近 年来 成 长 也 非常迅
速。2006年以来，中国申请PCT国际专利数量持续
快速增长，中国已成为近年国际专利申请量增长
最快的国家。2006年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居
世界第8位，2007年超过荷兰居世界第7位，2008
年超过英国居世界第6位，2009年超过法国居
世界第5位，2010年超过韩国居世界第4位。2010
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2,337件，比上年增长
56.2%（见图表8）。很多中国企业，如华为、中兴、
中石油等等，在国际专利申请排行榜上也名列前
茅。当然，专利的质量而并非数量更加重要，国际
上仍然存在着对中国专利商业价值的疑问。尽管
在知识产权生产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中国
仍然是新技术的主要进口国，而美国则保持了在
相关商业新知识生产方面的领先地位。根据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IMF），2009年中国在知识产权方
面净支出100亿美元，美国净收入640亿美元。

1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发展报告2010：当前世界科学的地位，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法国巴黎，2010。

19 《第一财经日报》，
“苹果中国每日吸金5.5亿元，iPhone销量增4倍”，
2012年4月26日。

（4）空间探测：美国引领世界其他各国
从二十世纪中期开始，美国就在空间探索领域占
据了领导地位，卫星发射、载人航天计划、月球
和火星探测计划等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际
空间站（ISS）是美国航天领域最有影响力的成
就之一，已发展成多国宇航员共同使用的多用途
观测研究平台。另一方面，中国的空间探测能力
在过去的十年里取得了稳步发展。中国的载人航
天飞行次数近年来持续增长，并在2012年实现
了“神九”飞船与“天宫一号”飞行器的交会对
接。但是中美两国在空间政策对话、信息共享和
联合行动等空间探测领域的合作仍然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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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2006-2010年国际专利申请主要来源国的申请量及排名情况*
2006
排名

2007

2008

申请量

排名

申请量

排名

美国

51280

美国

54043

日本

27025

日本

27743

2009
申请量

排名

美国

51637

日本

28760

2010
申请量

排名

申请量

美国

45618

美国

44855

日本

29802

日本

32166

德国

16736

德国

17821

德国

18855

德国

16797

德国

17171

法国

6256

韩国

7064

韩国

7899

韩国

8305

中国

12337

韩国

5945

法国

6560

法国

7072

中国

7900

韩国

9686

英国

5097

英国

5542

中国

6120

法国

7237

法国

7193

荷兰

4553

中国

5455

英国

5466

英国

5044

英国

4857

中国

3942

荷兰

4433

荷兰

4363

荷兰

4462

荷兰

4097

* “2010年PCT专利申请世界发展态势及中国特点分析”，
《中国发明与专利》2011，
（5）：33-36
资料来源：
“关于2010年PCT申请的世界趋势与中国特点的PCT分析”，
《中国发明与专利》，2011年（5），第33至36页

小结
综上所述，根据美中两国各自科技的发展阶段
及特点，不难看出，两国在科技领域优势互补性
强，具有广泛的合作前景。美国基础研究带动的
应用领域后劲强大，潜力无限，可依托优势产业
占据市场份额，把握先机，同合作方进行良性互
动，大力开拓广阔的中国市场，保持产业可持续
性发展。对中国而言，中国的学术界和企业界正
处于科技发展的追赶时期，同美国的科技合作
可以提升科技水平，加快产业升级和全球化的步
伐，逐步赶上全球科技发展的潮流。同时，中国
企业可以学习美国企业的科技创新理念和实践，
消化吸收，转化为推动适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
展的动力，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转型。
反之，如果两国错过合作机会，中国企业在
发展转型时期将可能会不得不选择其它地区的
伙伴开展合作，从长期看，实力壮大，迎头赶超，
对美国而言将失去与中国经济发展共同成长获
益的重要机会。由于认知和沟通的差异，贸易保
护、限制出口目前仍是部分美中科技产业合作交
流的壁垒，成为整体合作的瓶颈，当今世界经济
的相互依存带来科技产业的融合与对接，零和
博弈无益于各自科技产业的整体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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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美中科技交流与合作：
经验与未来
建交三十年来美中科技交流合作回顾
美中两国的教育和科技合作起步于1979年1月。
当时的邓小平副总理与卡特总统共同签署的《
美中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是指导30多年
来美中教育和科技合作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基于
《美中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两国建立了
美中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中国开始大批选派留
学生和科技工作者赴美。到1989年，两国政府先
后签署了涉及27个分领域的科技合作协议、议定
书和谅解备忘录，双方在运输、航空、核子学和
生物医学等方面开展合作。30多年来，以《美中
政府间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为基础文本，两国在
高能物理、空间、大气、海洋、医药卫生、交通、
能源等广泛领域，共签署了50多项目合作议定书
或谅解备忘录。合作涉及能源、环境、农业、基础
科学、科技信息和政策、交通、卫生医药、核安
全与民用核技术、材料科学和工程计量科学、生
物医学、地震、海洋、大气、中医药等众多领域，
合作方式包括合作研究开发、联合调查、技术转
让、技术示范、数据资料交换、学术会议、技术咨
询、人员交流等多种形式，取得了遥感卫星地面

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中国数字化地震台网
等一大批重要成果20。双方本着平等、互利、互
惠的原则，开展了高水平的合作研究，取得了一
批具有重大科技和经济意义、体现国际先进水平
的研究成果。
中美的科技合作已经远远超出政府间的联
系，发展成包含高校及其教师、智库、企业和NGO
的合作关系，两国的科技合作经历了政治分歧的
考验，成为推动建立两国长期、跨文化互信的重
要力量。
2000年以后，美中教育和科技合作进入快
速发展的轨道。双方合作领域不断拓宽，合作深
度不断加强。双方在第二代互联网技术、高能物
理、核物理与磁约束裂变、地表水水文、电驱动
和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开发、先进反应堆技术等
领域开展合作研究。美中科技合作已成为两国关
系的新亮点，目前已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
域、广伙伴、有重点、高水平”的特点，出现了政
府间合作、科研机构间合作、企业间技术合作与
科技人员交流并举的良好局面。
美中科技合作突破两国文化、体制等方面
的差异，超越政治事件对其的影响。建交三十
余年来，保持始终延续，经受住了政治风波的
影响（1989天安门事件、1999南斯拉夫炸馆事
件、2001南海撞机事件），成为两国各领域交往
关系中的亮点。以下从重点合作领域、地方政府
科技合作、企业建设研发机构、联合发表科技论
文和专著、科技人才培养等方面勾勒出美中科
技合作取得的主要成果。
重点合作领域。农业科技、清洁能源、生物
医药、无线通讯技术等重点合作领域已取得阶段
性成果。以美中农业科技合作为例，2002 年为落
实美中科技协定，美中两个大国前瞻性地就加强
农业科技合作达成一致并签署了农业科技合作
议定书。十年间，美中农业科技合作硕果累累：建

立了联合工作组机制，确定了自然资源管理、农
业生物技术、农业节水技术、农产品加工、食品
安全、乳品生产与加工以及生物燃料七大优先合
作领域，成立了九个联合研究中心，合作执行了五
十余个国际科技合作项目、联合培养了百余位博
硕士研究生及青年科研人员，召开了一系列高水
平的国际学术和专题会议，促进了两国在农业领
域的学术交流与科技合作。未来的发展方向有农
业生物技术、节水农业、基因库采集技术与实践
三个优先合作领域等21。两国间的合作使美国企
业在政策引导下积极开拓中国市场，占据了一定
市场份额，给美国农业科技出口、农产品走向中
国大市场提供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中国农
业生产技术得到跨越式提升，中国吸收融合了美
国先进技术，开发研制，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准，解
决中国人吃饭的大问题。同时农业科技合作真正
做到互惠互利、和谐双赢。
地方政府科技合作。除了在国家层面的合
作之外，在地方政府层面美中两国的科技合作
也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在地方层面的合作往往
优势互补的特点更加突出，针对性可以更强。例
如在中国青海省政府和美国犹他州政府的共同
支持下，两省州作为美中唯一的省州于2011年5月
被美国国务院和中国发改委批准为美中绿色合
作伙伴。两省州并于2011年7月正式建立了姊妹省
州关系。同期，美中省州长论坛在盐湖城举办。
国际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是这一合作的重
点，并体现在两地合作的西部创新枢纽建设上。
在这一国家和地方合作的机制下，两地展开了全
方位、多层次、多领域的合作，并取得了阶段性
和突破性进展，尤其在联合知识产权、海外研发
基地、地方科技成果转化政策、技术转移示范工
程等领域都取得了可总结的进展，技术转移机
制和政策也初具雏形。在犹他-青海的合作基础
上，犹他也分别同中国发达地区和西部的其他省

20 新华资料，中美科技交流合作，http://news.xinhuanet.com/
ziliao/2002-01/28/content_257226.htm。

21 《科技日报》，
“中美农业科技合作十年硕果累累”，2012年8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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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国际合著S&E论文(世界,中国和美国):
1995年与2010年

图表10：美国大学科学与工程本科生在读留学生人数，
2010年11月

1995

2010

变化比例

各国合著总数

79,128

185,303

134.18%

美国-外国

36,361

79,581

118.86%

中国-外国

2,914

24,164

729.24%

美国-中国

1,112

10,917

881.74

美中合著占美国与外国
合著比例

3.06%

13.72%

中美合著占中国与外国
合著比例

38.16%

45.18%

中国, 16600, 18%
韩国, 10410, 11%
印度, 6270, 6%
沙特阿拉伯, 5520, 6 %
尼泊尔, 3260, 4%
加拿大, 3560, 4%
日本, 2660, 3%
越南, 2610, 3%
马来西亚, 2580, 3%
尼日利亚, 1970, 2%
其他国家/地区
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2》，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来源:《科学与工程指标2012》、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区初步建立了在这一领域的合作联系22。
企业研发活动。过去十年跨国公司在华研发
投资快速增加。美国是世界各国跨国企业在华设
立研发机构最多的国家。目前，在北京地区美国
跨国公司设立的研发机构已超过130家，为最多，
约占在京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36%23。美国跨国公
司在上海地区设立的研发机构94家，占上海地
区跨国公司研发机构的31.8%，比第二名日本（45
家）多出一倍还多。一些美国跨国公司在华研发
机构，已由过去以针对中国市场的产品开发为
主，升级为面向东亚乃至全球的技术研发中心，
从事产业核心技术研究为全球市场服务。如惠普
中国研发中心、微软亚洲研究院等。大量美国企
业来华投资并设立研发中心，减少了美国企业的
研发成本，增加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尽
管存在中国归国人员选择在外资在华研究机构
就业引起的所谓“内部人才外流”的担忧，这些
在华研究机构仍然带来了大量的技术溢出，促进
了中国的国内创新体系建设。
合作发表科技论文和专著。美国一直是中国
与外国合著论文最多的国家。如以下图表所示，
中美两国合著论文数量在过去二十年快速增加。
美中两国合著论文占美国与别国合著论文的比例
从1995年的3%增加到2010年的超过13%。从美国

作者与外国合著论文数量来说，中国则排在美国
对外合作发表论文的第7位。近年两国科学家在
化学、纳米科学、基因和细胞生物学等领域，合
作发表论文数量快速提高。以纳米科学领域为
例，1996年，两国科学家在纳米科学领域合作发
表论文仅有16篇，当年美国与德国科学家在该领
域合作发表论文是86篇，与日本科学家是65篇，
与俄罗斯科学家是43篇。到了2005年，美国与中
国科学家在这一领域合作发表论文已经位列第
一，达到293篇，超过当年与德国科学家合作发
表的269篇、与日本科学家合作发表202篇和与韩
国科学家发表195篇24。合著论文基本上都发表在
影响因子较高的著名学术期刊上，显示出美中合
著论文是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
科技人才培养。美国长期以来是中国学生
赴海外学习最主要的目的地国。2009-2010学年，
美国高等教育机构中中国学生数达127,628人，
比2009年增加29.9%，占全美各大学和学院国际
学生总数的18.5%，超过印度的15.2%，位列各国
赴美留学生人数之首。中国是美国科学与工程研
究生的第二大来源国，位列印度之后。2012年，
在美学习中国学生超过194,000人，留学生大部
分来自中国最好的高中与大学。近年来，随着中
国经济快速发展和国家“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

22 感谢犹他-青海西部联盟犹他绿色合作伙伴办公室胡向前先生提供的资
料。
23 其后是欧盟约占24%；日本约占20%，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约占10%。

24 金碧辉、Richard P．Suttmeie等著，
《中美科学合作：文献计量学分
析》，科技部重大基础研究前期专项(2004CCC00400)；美国国家科学基
金资助项目(0IsE 0440423)，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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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1：美国大学科学与工程研究生在读留学生人数，
2010年11月

印度, 62450, 35%
中国, 47370, 27%
韩国, 9210, 5%
台湾, 6100, 4%
土耳其, 3260, 2%
加拿大, 2690, 2%
尼泊尔, 2310, 1%
沙特阿拉伯, 1790, 1%
日本, 1710, 1%
墨西哥, 1470, 1%
其他国家/地区

况看，由于美中政治和军事互信基础仍然有待加
强，美中全面科技合作的可能性不大。但另一方
面，在现有基础上减少合作的情景也是难以想
象的。这种举动违背了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趋势，
回到冷战思维，其结果必然是两败俱伤。最有可
能的情况是在维持现有合作基础上，保持合作
动能，在局部合作方面力争有所突破。其中可能
的合作模式包括：

来源: 《科学与工程指标2012》，美国国家科学基金

计划”
（简称“千人计划”）等引智政策的出台，
一些赴美留学人员陆续回国，这些人已成为当前
中国教育和科技发展的重要力量。
从大局看，美中双方高度重视科技合作。科
技合作业已成为美中战略经济对话的首选项。
双方支持建立“美中科技对话机制”，已经进行
多次对话，取得成效，包括领域有：创建美中清
洁能源研究中心、美中农业创新计划、美中环境
保护、卫生与健康和美中自然科学基金会等。上
述项目，企业投资约200亿美元，如第三代核能、
中国的特高压输电、美中生态园科技、整体煤气
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IGCC）等。从科技合作不
断推向经济合作。
展望未来的美中科技合作，有很多领域将
会是潜在的重点和热点。例如，在第三代核电领
域，美中已经成立合资公司，各占50%股份，向世
界推广第三代核电技术，实现利益共享。在整
体煤气化燃气蒸汽联合循环（IGCC）方面，煤变
气技术中国已居世界第一，而美国在汽轮机技
术世界居首位，美中合作可以实现强强合作，优
势互补，利益共赢。此外在碳捕获、利用与封存
（CCUS）等方面也有很多合作的潜力。

合作双赢：合作模式及重点领域
总结美中两国过去几十年良好的科技合作，展望
未来，双方的合作空间依然光明。从目前宏观情

（1）以企业为主体的市场化模式（Businessto-Business）:
继续鼓励美国企业发挥其成熟的技术和市场
推广经验，利用中国市场庞大的需求，在通讯信
息、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中开发中国科技消费市
场的“市场激增效应”。美国苹果公司和强生公
司在中国的成功业绩就是美国企业通过市场化
模式进入中国市场的范例。同时，随着中国企业
在国际市场上对外投资逐渐活跃的趋势，必将有
更多的中国企业有意愿在美国投资于高科技领
域。美中两国政府应当减少这种投资的障碍，让
市场机制发挥其筛选作用。中国企业应该对于
美国政府的安全考虑和审查予以理解并积极配
合，而美国政府此类审查应该更加公平透明。
（2）各级政府积极推动的官方合作模式
政府推动是另一个重要的合作模式，政府推动
不仅限于美国联邦政府与中国中央政府的层面，
两国州省一级及各级地方政府的政策推动尤为
重要。在农业合作和环保清洁能源领域，美中开
展各自多级政府层面的政策合作，推动美国技术
向中国推广，为中国解决粮食问题、更好地应对
全球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贡献良多。政府推
动的合作优势在于，由各级政府牵头，推动力度
大，目标群体针对性强。但这种合作模式必须保
证其可持续性。同时具体参与合作主体的激励机
制也必须设计合理，以保证具体参与合作的主体
从合作中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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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大学及科研机构的合作
美中大学和科研机构的科技领域合作主要可分
为两种形式，一种是以政府主导推动下进行，往
往通过整体项目驱动，以具体领域科研为导向的
合作。另一种是科技学术界内部就某些领域自发
形成的合作关系。就美中两国的国情来看，第一
种形式的合作占了多数，而且针对性较高，资源
动员力较强，更易出成果。以美中能源科技合作
框架下的清洁煤技术联盟成员为例，该联盟美
方由西弗吉尼亚大学牵头，包括肯塔基大学、怀
俄明大学、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劳伦斯利
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美国国家能源科技实验室和
世界资源研究所等科研机构；中方由华中科技大
学牵头，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
中国矿业大学、西北大学、暨南大学、陕西省能
源化工研究院等共同参与25。美国的大学、科研
机构在研发上具备一定的领先优势，在合作上优
势明显。通过合作，双方就需共同解决的世界公
共性问题吸收聚合美中杰出科技专业人才，对话
合作，共同研发，取得技术进展和突破。
从上述三种合作模式及重点合作领域不难
发现，中国《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
要（2006－2020年）》中提及的重点领域及其优
先主题等相关产业同美国的优势产业农业、清
洁能源、生物医药、通讯信息等产业对接度大，
互补性强，美国的先进技术加之中国的庞大“市
场激增”，给双方带来的收益叠加效应显著，清
洁能源、生物医药、纳米科技都是21世纪美中合
作的“蓝海”，科技合作对两国乃至世界将产生
深远影响。

典型案例：美中能源科技合作
互利互惠、合作双赢
在推动清洁能源技术上，美中两国具有共同的
2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2011年年度
报告》，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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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和经济利益 26。美中两国面临着共同的挑
战，都认识到安全、经济、清洁的能源极端重要。
为应对这些挑战，美国和中国均应采取前瞻性
能源战略，并以释放技术创新潜力为基础，两
国的未来将依赖清洁燃料和清洁电力的创新生
产和高效利用，两国间的能源科技合作将营造
互利双赢的效果27。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
（China-U.S. Clean Energy Research Center, CERC）就是在这样的共识下，在美中两国政
府的共同推动下于2009年成立。
中心的成立为两国能源领域科技合作的深
入开展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对深化美中能源科技
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在这一中心框架下，双方共
同确认中心的三个产学研联盟单位，合作领域
主要为清洁煤（ACTC）、建筑能效（BEE）和清洁
能源汽车（CVC），两国共同吸纳整合了近百家企
业、高校、研究所和国家实验室参与三个联盟的
工作。
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正在开发清洁
煤技术、建筑节能技术和清洁汽车技术，这些
技术是两国能源战略的核心要素，这些技术可以
确保清洁、高效的能源未来；可以减少对进口原
油的依赖；可以改善空气质量，可以通过降低能
源成本促进经济增长，还将减轻能源生产和利
用对全球环境产生巨大影响28。
自2011年正式启动以来，中美清洁能源联合
研究中心已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在管理制度上
建立了正式的领导监督机制，在实施计划上制订
了加强协调的《联合工作计划》并确定私营部门
和政府共同投资的方案，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
建立了开创性的知识产权保护框架，在合作关
系上促进建立长期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在技术
研发上取得了显著的技术进展。
26 Kenneth Lieberthal & David Sandalow, 《克服中美气候变化合作
的障碍》，John L. Thornton中国中心专著系列卷1，2009年1月。
27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2011年年度
报告》，2011年。
28 科技部科技评估中心，
《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中期评估报告》，
2012年。

由美中双方投入同等资金，5年投资总额将
达1.5亿美元 29。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促
进清洁能源技术的合作研究、开发及商业化。通
过科技、人才上的优势互补，中美清洁能源联合
研究中心有助于两国赢得繁荣、清洁和高效节能
的未来。

三、美中科技交流合作存在
的问题与摩擦
由于两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阶段的差别，美中两国
科技交流合作免不了出现摩擦与争议，这是正常
和可以理解的，需要两国发挥共同的智慧协商探
讨解决。为了更好地促进两国在科技创新政策领
域的交流和磋商，从2010年10月起，美中两国建
立了创新对话机制，轮流在北京和华盛顿召开创
新对话，采取官产学研共同参与的模式，以务实
的态度就关心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同时还建
立了联合专家组，就双方共同关切的问题进行
深入研究，为创新对话提供分析及建议。对话取
得了卓有成效的结果，成为美中创新交流与合作
的新平台，也成为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的组织部
分，有助于科技议题整合到最高级别的双边政
治关系当中。随着两国在基础、应用以及开发领
域合作研究的发展与深入，对话将成为中美双
边关系中更加重要的组成部分。
通过这一渠道和其它各种形式的交流，
双方增进了对彼此创新政策的理解，减少了分
歧，扩大了共识。但同时在若干领域也存在着
不同的认识和分歧。从美方的角度看，主要问题
包括：1）中国政府的创新政策对市场干预色彩
过浓，将自主创新产品与政府采购挂钩，有对外
资企业歧视嫌疑；2）中国应当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减少对外资企业技术转移的强制要求；3）网
络安全与工业间谍问题。从中方的角度看，主要
29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部，
《中美清洁能源联合研究中心2011年年度
报告》，2011年。

问题30包括：1）希望美方结束冷战思维，采取具
体措施尽快解除对华高技术出口的管制31；2）希
望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得到公平对待，解除对中国
企业不合理的限制32；3）美中科技合作领域和内
容应该得到拓宽和深化等。
尽管如此，美中科技合作仍然是两国关系的
标志。在2011年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举行
期间，双方在能源、科技、环境、交通、气候变化
等多个领域达成共识与合作，签署了《中美关于
促进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和经济合作的
全面框架》。在对话中，美中双方就能源合作达
成多项共识，同意在“中美能源合作项目”、
“中
美可再生能源伙伴关系”、
“中美页岩气合作谅
解备忘录”等既有合作框架下，深入开展智能电
网、大规模风电开发、天然气分布式能源、页岩
气和航空生物燃料等方面的务实合作；承诺分享
能源监管经验和实践信息。在双方公布的“战略
与经济对话”48项成果清单中，有15项直接涉及
能源领域合作，双方还签署了6对新的绿色合作
伙伴关系。

四、政策建议
1.美中科技合作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在美中关系当
中发挥了重要与积极的作用，成为两国合作的基
石之一。美中科技合作在未来美中新型大国关系
建设中仍将发挥独特而重要的作用，两国政府都
需要高度重视并深化美中科技合作。
2.美中两国在科技能力领域存在着高度的
互补性。在这种互补性背后蕴藏着美中科技合作
的巨大潜力。同时，美中两国在科技合作方面也
存在着一些分歧和摩擦，应当引起双方的重视，
采取积极措施，加强沟通与理解，求同存异，努
30 美国对自主创新政策、知识产权保护与网络安全的关注，详见第二部分
第14篇分报告。
31 高技术出口管制，详见第二部分第9篇分报告。
32 中国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不公平对待的关注，详见第二部分第13篇分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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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取合作共赢的局面。
3.美中两国应当大力推动重点领域科技合
作新模式，认清产业特点，强化市场化模式，发
挥美国企业市场导入性强的特点，结合中国投资
资源的可用性；巩固农业科技、清洁能源等领域
的长期合作伙伴关系，促进医疗卫生、生命科学
与制药等领域的合作；
4.美中两国在空间探测领域有巨大的合作
潜力。美国航天飞机于2011年7月退役后，俄罗斯
成为国际空间站（ISS）项目中唯一能运送美国
宇航员的国家。一些专家认为33，与中国合作能

够增加前往空间站的途径，提高空间站的利用
率。美国应邀请中国加入ISS项目，协助中国“神
舟”号飞船与空间站实现对接。George
Abbey
与 Leroy Chiao34认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的发
展，可以遵循与俄罗斯合作的经验”。该模式下，
美国不会丧失军事敏感技术，中国可负担较大份
额合作项目的开支，美国的货币成本与隐性成本
会最小化。
成功的联合载人航天飞行具有重要的象征
意义，将被视作两国友谊的标志，促进两国空间
政策的透明与互信。

33 George W.S. Abbey和Leroy Chiao，
《美国在空间上与中国合作
的时候到了？》，2012年12月，http://news.discovery.com/space/
private-spaceflight/opinion-nasa-partner-china-politicsspaceflight-gap-121127.htm。.

34 同上。

美国空间计划合作伙伴与空间科学家的观点
Joan Johnson-Freese博士
海军战争学院国家安全事务教授、多部空间计划与合作主题的著作与文章作者Joan
Johnson-Freese博士于2012年6月20日对CNN表达了她的观点：
“美国大致知道中国拥有什么空间技术，却不清楚中国的意图是什么，美国应该更好地了解中
国的太空目标。但是，法律禁止美国航空航天局与中国合作，这是没有意义的。如果我们认为中
美两国并非天生为敌，那么空间项目的合作将会惠及彼此。如果相反，那么‘与朋友密切，与敌
人更密切’的格言将会警醒我们。美中关系，尤其是空间关系，是不断变化的。只有我们参与其
中并说服中国一同参与，美国才能影响中国的方向。这是阻止中国在银河系西部太空成为领导
者的一种方法”。

2012年3月1日，加拿大ISS机构首脑会议期间，两位机构领导人谈到空间探索领域与中国的合
作。俄罗斯联邦航天局总干事Vladimir Popovkin认为中国将来会与目前的五个成员（美国、加
拿大、日本、俄罗斯与欧洲航天局）开展合作，
“我们并不是封闭的，大门是敞开的。”欧洲航天
局总干事Jean-Jacques Dordain说“我赞成看到我们如何与中国合作，这终究会发生”，
“这不
是一个封闭的伙伴关系，它是开放的，我们欢迎任何能支持该计划的成员”。
来源:
Joan Johnson-Freese, “Will China overtake America in space?”, CNN, 06/2012，http://edition.cnn.com/2012/06/20/opinion/freese-china-space。
Herald News, “Space station ‘not a closed club,’ would welcome China, India”, 03/2012，
http://thechronicleherald.ca/canada/69141-space-station-not-closed-club-would-welcome-china-ind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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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继续坚持和完善美中科技联委会的科技
合作会商机制，继续坚持中美创新对话，通过双
方高层交流和沟通，推动科技发展战略、优先发
展领域的了解和对接，集成资源，引导美中科技
合作全面协调发展。
6.为美中科技人才合作搭建良好平台和环
境，鼓励两国科学家对话互访，联合开展科研项
目，联合培养科技人才和教师队伍。
“全球人才
循环流动”交流思想的重要性将迫使美国改变
其移民政策。
7.进一步加强美中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
安全方面的交流合作，建立长效沟通管道，巩固
科技合作的战略互信基础。同时，美国应减少对
中国的部分高技术出口管制和贸易壁垒。在这方
面，美国需承认中国日益增强的影响力，而中国
需要承担更多的区域与全球责任。
8.探讨在美国举办中国科技年，在中国举
办美国科技年活动，进一步密切美中科技合作
关系，通过多种形式展示近年来两国的科技成

果，增进公众对两国科技的全面了解。建立新机
制，培养美国的中国科技政策专家与中国的美国
科技政策专家，专家组会议落实为常规双边机
制。
9.最后，美中双方都必须认识到，随着美中
科技合作范围的不断扩大与深入，双方也必须
关注随着合作点增加所带来的质量问题和有效
的项目管理问题。在有些情况下，由于双方期望
不同，跨文化的误解，不当的政府干预或语言问
题，这种合作的效果不如预期。如近期双方在地
理、地图与地震评估的合作遇到的一些小麻烦
就使得合作双方都感到有在参与实地工作及提
高效率方面改进的必要。双方都有必要在具体合
作开始之前把各自关切的问题（如安全问题或其
他问题）放到桌面上来，从而避免出现双方在合
作中的不愉快。幸运的是，这类问题并非中美科
技合作的主流。但是它们的偶尔出现也在提醒我
们，在各种具体项目合作之前，必须做好各个方
面的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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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促进跨境直接和间接投资
赵令欢
弘毅投资创办人及总裁、联想控股有限公司常务副总裁
参与撰稿人:关家明 王鹏 王天龙 张焕波

摘要

中

国和美国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跨境
直接和间接投资东道国及来源国。
然而，两国的双边投资却非常不平
衡，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是中国在美国直接投
资的6倍左右。随着中国经济和人口结构的变化
以及“走出去”政策的实施，中国在美直接投资
近年来正在快速增长。尽管过去五年，中美跨境
直接投资经历了快速增长，但两国间的相互投资
仅占两国对外直接投资一个很小的比例，表明未
来两国的跨境投资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近来中国在美投资显示出积极的趋势：与并
购投资相比，绿地投资成为主要的投资方式，投
资方向也从传统的资源和贸易领域转向了制造
业以及服务行业，私人部门正在成为中国赴美投
资的主力军。
对中美两国来说，提高双向跨境投资的开
放度，对两国来说均有很大好处，主要有以下几
个方面的原因：跨境投资能够为本国经济发展提
供必要的资金并能够创造就业；能够让企业降
低生产成本以及消费价格，从而增加其全球竞争
力。另外，通过促进专业化，实现更优的经济规
模以及鼓励良性市场竞争来实现全球融合，能够
极大地提升消费者福利。更重要的是，两国加强
经济合作，有利于增加相互了解，并且进一步提
高双边的开放度。
预计未来十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将达到1
万亿或者2万亿美元。未来一段时间，中国每年
对美国的投资流量将超过美国对中国的投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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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然而，中国人口老龄化以及由此导致的储蓄
下降，也可能会逆转这种双边投资趋势。从微观
角度来看，中国努力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
进产业转型升级，继续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便
利，努力获取经济发展资源，着力提升国际竞争
力，寻求新市场以及合理使用战略资产，这些因
素将继续推动中国海外投资增长，并且这种趋势
在未来十年内还会得到加强。
然而，中美两国双边投资领域仍然存在障
碍，其中有些障碍是实质性的，有些障碍则是观
念意识方面的，包括对战略性产业投资的担忧，
对投资领域不平衡的忧虑，对监管不透明和歧视
性条款的忧虑，对签证限制过于严格的忧虑等，
还有一些是缺乏有效沟通、交流与互信，以及文
化差异和国内政策干扰带来的问题。
为促进中美双边投资，两国政府都应该在
战略思路和方法上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变与调
整。我们建议在以下几个方面作出努力：通过相
互的投资评估以及文化交流来促进彼此理解和
双边联系；通过建立地方层面的投资促进机构
和投资基金来使得投资促进措施更加系统化；
消除行政限制，通过提高透明度和放松投资管
制来改善两国投资环境，加强对非歧视性投资
条款的应用；加强金融市场合作和改革，确保经
济增长以及促进间接投资便利化；充分利用香港
与中美两大经济体的密切联系及其在国际金融
方面的专业经验。

促进跨境直接和间接投资
中美两国直接投资现状

图表1：美国在中国的投资流量及存量*
100

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过去三十年，美国公司在中国进行了很多直接
投资。到2011年，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直接投资项
目有61,000个，设立了2万家企业、分支机构和合
资公司，雇佣了成千上万的中国工人。截至2011
年，美国在中国的投资存量达到701亿美元，是
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存量的7.8倍3。这也能够反
映出，美国在资金和技术上拥有优势，而中国在
1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12年世界投资报告：迈向新一代的投资政
策》，联合国，2012：
“2012年上半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外国投资目
的地”。
2 Hanemann：
《外国投资在中国：两个统计体系》，Rhodium集团，2013年1
月4日。
3 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由于中美两国的统计数据并不一致，如果没有
特别说明，本章所有的双边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都采用中国商务部的
数据（中国官方数据）。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美国在中国的投
资存量约为5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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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
（FDI）东道国和来源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投资
东道国，是世界第七大投资来源国1。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
的FDI东道国2。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重
创了中美两国的FDI投资，但2010年投资已经开
始反弹，尽管流向美国的FDI还没有恢复到危机
前的水平。
美国是较早对中国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早
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就开始对中国进行投
资，而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大约从上世纪90
年代开始。美国商务部和中国商务部以及其前身
都有对两国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的统计，但是由
于统计方法、口径等因素，这两套统计数据很少
能够相互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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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 两组统计数据往往不一致，因为统计方法不同。本报告包括两组数据的比较，
尽管两组数据有些矛盾之处，但能够恰当地反映出中美两国间的投资趋势。

劳动力上具有比较优势，并且中国的国内市场巨
大。
然而，近来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出
现了比较明显的下降趋势（图表1）。根据中国商
务部的数据，2010年美国对中国直接投资41亿
美元，2011年则下降至30亿美元4。下降的主要
原因是，近些年中国的经济增速略有下降，而且
一些美国企业家对中国的投资环境感到忧虑，
更加重要的是，一些很容易进入的产业已经趋
于饱和。尽管如此，一项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USCBC）开展的调查表明，89%的美国企业在中
4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美国在中国的净投资流量下降了
16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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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美国投资对中国GDP和就业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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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存量和流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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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美国在中国的十大企业
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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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商务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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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Rhodium Group

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公司共上缴税收149亿美元，
雇佣了184.2万名中国员工。此外，中国也从FDI
的“溢出效应”和“纪律效应”
（discipline ef8
fect）中获益良多 ，主要表现在美国在中国设立
了超过250家研发机构。

国获益颇丰，66%的企业2011年的商业收益实现
了两位数增长，75%的企业预期2012收益还会增
加，66%的企业准备在明年继续扩大投资5。
2011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存量占到中
国吸收外国直接投资存量的9.5% 6，根据美国经
济分析局的数据（BEA），2010年，1,189家美国持
股的公司在中国持有共计3,040亿美元的资产，
净收入达到390亿美元，雇佣了154.1万名中国员
工7。根据中国商务部研究院的数据，2010年，

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是个新近才发生的现象。目
前中国在美投资存量大约有90亿美元9。然而，由
于中国赴美直接投资增长很快，美国对中国直接
投资放缓，中美投资流量的天平正在发生变化。
从2003年到2011年，中国在美直接投资大约增长

5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2：
《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继续增长并盈利
良好》；由于成本日益上升，竞争加剧和市场障碍，对中国商业环境谨慎
乐观，美中商会，2012年。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每年都对其会员企业进
行调查，以便评估中国的商业环境，确定对中国商业环境的主要关切。
6 根据2012年联合国贸发会议的世界投资报告，2011年中国吸引的外国直
接投资总量达到7,120亿美元。
7 这个数据近计算那些有资产、销售额和或者净收入超过2,500万美元的
分支机构。http://www.bea.gov/international/xls/all_affiliate_
cntry.xls

8 商务部研究院，2011年10月《中美贸易合作前景及收益分析》。
9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中国在美投资为59亿美元。然而，两国数
据来源都表明，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要比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大
很多。也有一些其他办法来估计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那就是根据
最终受益人为中国人来估计，从2003年到2011年，年均流入美国的投
资为9.83亿美元。根据Rhodium 集团的数据，从2000年至2012年，年
均流入约为19亿美元。2011年估计的数据是从5.7亿美元（美国商务部
数据）到43亿美元（美国商务部根据最终受益人来估计），到46亿美元
（Rhodium 集团的数据）。

4

案例研究：通用汽车
通用汽车（GM）1991年进入中国市场，是最早进入的外国汽车制造商之一。与其他外国汽车制
造商不同，通用汽车不仅建立了制造和销售企业，而且通过设立11家合资公司，进入了研发、
设计、融资、配送以及汽车安全和通讯等行业
今天，GM是中国汽车市场上的领导者，占有14.6%的市场份额。中国已经成为通用汽车最
大的市场，2012年的销量占其全部销量的30.53%，收入占到全部收入的51.7%1。2009年，上汽
集团（SAIC）用8,500万美元资金购买通用汽车1%的股份，这为通用汽车提供了必要的现金流
支持。通用汽车的中国合资伙伴，也为通用公司带来了152亿美元的净收入2。此外，通用汽车
的中国机构充当了亚洲其他国家汽车产业的研发、制造以及测试平台，向亚洲市场引进了很多
新车型，为诸如印度等国家提供产品。
中国也从通用汽车的投资中获得了巨大好处。除了通用汽车的巨额投资外，通用汽车的
中国合资企业创造了35,000个新就业岗位，给中国市场提供了现代汽车产品3，为中国培养了
汽车制造专家，培育了技术和汽车修理服务等。通用汽车的中国合资公司，比如上汽集团和五
菱集团，通过与通用的合作也显著地增加了生产、研发和经营能力。
1
2
3

资料来源：通用汽车公司年度报告。
资料来源：通用汽车公司年度报告。
资料来源：通用汽车公司网站。

了28倍，从6,500万美元增至18亿美元10。根据美
国的统计数据11，2012年中国在美投资数量达到
了创纪录的65亿美元。基于这个统计数据，中美
双向投资的转折点很可能在2012年出现12。如果
算上通过离岸金融中心进行的投资，中国对美投
资增速则更加明显，过去五年，中国对美投资增
长将近1,300%13。2010年，中国在全美50个州中的
35个州都进行了投资（见图表5）14。
中国在美投资呈现出多种独特和积极的趋
势。首先，受到欢迎的投资模式是绿地投资，占
了中国对美全部投资数量的大部分。从2000年到
10 数据来源：中国商务部
11 Hanemann：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两套统计数据》，Rhodium 集团,
2013年1月4日。
12 尽管还没有2012年美国在中国投资的官方数据，这个数字2011年仅为24
亿美元。
13 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很可能被低估了，因为它们的数据并没有把从离
岸金融中心过来的投资算上。Hanemann：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两套
统计数据》，Rhodium 集团, 2013年1月4日。
14 荣大聂、韩其洛，2011年5月，
《美国敞开大门？充分利用中国海外直接投
资》，美中关系委员会，美国亚洲协会和基辛格研究所，伍德威尔逊国际
学者中心。

2012年，大约完成了436个绿地投资项目，184个
非绿地投资项目15。如今这个趋势仍在延续，尽
管从美元价值上来说，绿地投资项目相对比较小
（30亿美元对190亿美元）16。与传统的并购投
资相比，绿地投资项目能够创造更多的就业机
会、税收和消费者福利等，对社会的贡献也更大
一些。
第二，行业选择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早期中
国企业赴美投资的领域主要集中在能源相关的
领域，与这一趋势不同的是，2008年以来的投资
增加则主要在制造业相关的领域。尽管也有些
案例，其主要的投资目的是获得能够运回中国的
资产，但大多数中国企业都逐渐扩大在当地的经
营。在美国投资的中国企业正在日益成为美国新
工业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仅仅是寻求资
15 Rhodium集团，
《中国投资监测》。http://rhg.com/interactive/
china-investment-monitor
16 Rhodium集团，
《中国投资监测》。http://rhg.com/interactive/
china-investment-mon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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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中国在美国直接投资位于前20位的州（2003-2010）
排名
1

州名

总投资 (百万美元)

交易项目数

排名

2719

20

11

德克萨斯

州名

总投资(百万美元)

交易项目数

密苏里

170

5

2

纽约

1874

24

12

乔治亚

154

12

3

弗吉尼亚

1771

5

13

明尼苏达

151

1

4

伊利诺伊

1540

7

14

马里兰

118

4

5

加利福尼亚

824

55

15

夏威夷

95

2

6

密西根

599

12

16

新墨西哥州

80

1

7

俄勒冈

282

5

17

弗罗里达

77

4

8

特拉华州

264

12

18

爱德华

62

1

9

新泽西

227

6

19

亚利桑那

61

3

10

密西西比

175

1

20

内华达

59

6

来源：荣大聂、韩其洛，
《美国敞开大门》第32页。

图表6：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与交易数量（2007-2012）
交易数量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7-12

信息技术

7

13

10

19

21

6

76

工业和电子设备

12

6

15

14

12

12

71

能源

6

3

14

20

15

10

68

汽车和航空

11

4

8

10

14

7

54

消费者产品和服务

6

6

13

9

13

3

50

金融和商业服务

3

6

6

6

7

6

34

基础材料

7

4

5

4

9

3

32

健康和生物技术

1

8

5

7

8

3

32

休闲和房地产

1

2

1

5

7

5

21

交通和建筑

5

0

0

8

1

3

17

农业和食品

1

2

0

2

3

4

12

资料来源：中国投资监测，Rhodium Group

源。过去，中国企业对第三产业进行投资，主要
目标是便利中美之间的商品贸易流通，比如批发
服务和贸易融资。而今天服务行业的投资主要以
高附加值的服务为目标，比如软件开发等。此外，
中国企业对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投资规模尽管
仍比较小，但是增长非常快。
最后，美国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也有一些误解
之处，那就是认为所有的中国企业都是与政府有
关系的。事实上，中国企业的所有权是非常分散
的，这充分反映在中国在海外的直接投资上。大
多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都是私营企业进行的，而
不是国有企业（从交易数量上，大约有435家私营

6

企业，185家国有企业；从价值上看，140亿美元来
自私营企业，80亿美元来自国有企业17）。此外，
中国的国有企业在做投资决策时候，也主要是利
润导向和出于商业目的18。
与其他国家的资本流动以及美国对中国的
投资相似，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不仅提供了经济发
展所需的资本并且创造了就业，这种投资也能极
大地提高美国市场上的产品竞争力，并且能够提
升双边贸易水平。举例来说，中国的家电制造商
17 Rhodium集团，
《中国投资监测》。http://rhg.com/interactive/
china-investment-monitor
18 Yuen Pau Woo 和 Kenny Zhang (2006), 《中国走向全球：中国在加
拿大的对外直接投资含义》温哥华：加拿大亚太基金会。

图表7：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与交易价值（2007-2012）
交易价值 (百万美元)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07-12

能源

245

28

214

2,977

2,079

2,966

8,509

休闲和房地产

8

4

6

222

931

2,795

3,966

Ind. 和电子设备

84

20

422

1,298

108

69

2,001

汽车和航空

101

9

127

478

591

213

1,519

基础材料

37

9

1,043

43

126

173

1,431

信息技术

22

105

15

199

535

14

890

健康和生物技术

1

381

10

61

84

3

540

金融和商业服务

41

92

25

154

38

165

515

消费者产品和服务

15

215

62

51

52

15

410

农业和食品

1

16

30

29

34

110

交通和建筑

6

16

1

5

28

资料来源：中国投资监测，Rhodium集团

海尔集团进入美国后，极大地增加了美国家电市
场的竞争性，并且增加了消费者的可选择性，为
美国带来了更加便宜和创新的产品。海尔的小型
冰箱现在已经成为美国大学宿舍和美国旅馆里
面的迷你吧的标准配置。
从创造就业这个角度来说，美国商务部估
计，过去十年，流入美国的直接投资（超过17万
亿美元）大约创造了超过500万个高端就业岗
位，并将其工资提高了30%19。由于中国对外投资
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投资在美创造的就业数
量还比较少，但是增长速度却非常快。美国经济
分析局（BEA）的数据表明，中国非银行的美国机
构，获得了大约42亿美元的收入，创造了6.63亿
美元的增加值，雇佣了1.12万名员工，这一数量
是五年前的5.6倍（图表8）。根据美中经济和安
全检查委员会的研究，中国国有企业在美国投资
创造的就业在过去五年中增加了1万至2万人20。
一项由私人公司进行的研究也表明，12年前
大约有2,000个工作岗位与中国的投资有关，这
个数字在2012年则达到2.7万个。尽管这个数字
19 http://www.commerce.gov/news/press-releases/2011/06/14/newcommerce-department-report-shows-foreign-direct-investmentsuppor.
20 Andrew Szamosszegi(2012), 《中国对美投资分析》资本贸易和FDI研
究，中美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2012年10月。

并不大，仅占外国在美投资创造的600万工作岗
位的1%，甚至比德国和日本在美直接投资创造
的就业还少，但是未来的潜力却很大。根据相关
研究，到2020年，如果中国的投资维持目前的趋
势，未来中国企业将雇用20万至40万美国工人21。
在这2.7万个就业岗位中，有8,000个净工作
岗位是由绿地投资创造的，而自2000年以来绿
地投资总额约35亿美元22。例如，海尔集团投资
了3,000万美元在南加州的卡姆登建立了一个冰
箱加工厂，现在雇用了大约600人。万向集团是汽
车零部件制造商，从1994年起开始在美国投资，
其横跨14个州的28个分部共创造了5,600个工作
岗位，2010年该集团上缴税金为3,240万美元，当
地工人共获得2.5亿美元的工资好处23。三一重工
是另一家中国私营企业，在乔治亚州的桃树城设
立研发中心和制造厂，雇用了200名员工24。如果
把中国企业少量持股的企业也算上，中国投资创
造的就业人数将还要增加几千人。
中国在美投资还给美国带来了一些间接好
21 Thilo Hanemann 和Adam Lysenko (2012), 《中国在美投资的就业
效应》Rhodium集团,，2012年9月27日。http://rhgroup.net/articles/
the-employment-impacts-of-chinese-investment-in-the-unitedstates
22 同上
23 王天龙：
《万象集团在美投资案例研究》，内部稿件。
24 荣大聂和韩其洛《美国敞开大门》，2011年，第45-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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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8：中国投资对美国GDP和就业的贡献
5

就业人数（右边）
销售额（左边）

12

增加值（左边）

10
8

3

6

2

千

10亿美元

4

4
1

2

0

0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

处，这可以从联想收购IBM案例中看出。这一并
购使得IBM剥离了其业务中的软肋，以便其更好
地将资源集中到更有发展前途的领域25。天津钢
管厂（TPCO）在德克萨斯州建立了一个新的钢铁
厂，预计将雇用1,000到2,000名建筑工人26。甚至
一些在调研和准备中的投资项目，也能够给美国
商业带来好处，因为中国投资者需要雇用美国的
咨询公司和专业人员来提供法律、税收、会计、
技术、金融和其他服务，比如天津钢管厂在德克
萨斯州的投资就是如此27。中国企业上缴的税金
对当地的教育也有很大好处，这些教育经费通常
是由当地政府来提供资金。根据荣大聂和韩其洛
（2011）的研究，美国社会在中国直接投资中的
损益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一样：到目前为止，
没有证据显示这种投资的后果有什么本质上的
不同28。
除了经济上的好处，中国投资也为美国带来
了很多积极的、无形的好处。
中国企业在美投资，需要采用与经合组织
（OECD）市场上一样的全球商业准则和商业惯
例。当中国企业的全球参与增加后，有理由期
待，中国的跨国企业将会去游说政府，力争说服
25 这个例子也可见Freeman(2009)的研究。参看：
《不要忘记麦格昆磁：一
个全球化的教训》，华盛顿季刊，2009年32期，第61-76页。
26 Thilo Hanemann 和Adam Lysenko (2012), 《中国在美投资的就业效
应》，Rhodium集团, 2012年9月27日
27 参看“选择美国倡议”视频。http://beijing.usembassy-china.org.
cn/doing-business-usa.html
28 荣大聂和韩其洛《美国敞开大门》，2011年，第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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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用一个更加严格、与国际接轨的商业规
则。因为这样，这些企业就会发现，与国内的竞
争对手相比，其竞争力会更强。另外的好处是，
中国企业到国外投资，需要严格遵守当地法律和
政策，并且要依靠美国的法院和立法机构，这样
如果竞争对手采取不恰当的行为，就将会诉诸
法律。在外国的监管环境中进行经营，对中国国
内也会形成一个正向循环，使得政府加速推进改
革，以便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上成功进行竞
争。
中国不断增加在发达市场上的投资，也会加
速中国国内市场的开放。目前中国仍然维持一些
对资本流动和经济领域的管制，特别是在服务
业方面。中国政府强调，将继续对私人部门和外
国企业开放投资，但是将会以渐进的方式进行。
随着对发达经济体进行投资的兴趣增加，中国自
身也会加速国内市场的开放，可能会放开之前管
制的很多产业，这会给很多外国企业带来广阔的
商业机会。

中美证券投资流动态势
美国是世界顶级的跨境非储备证券投资国和接
受国，2010年底非储备证券投资资产达6.7万亿
美元，接受外国证券投资8.3万亿美元29。相比之
下，中国跨境非储备投资地位远远落后于美国，
在2010年底有4,980亿美元证券资本流入，全球
排名第17位，只约占美国的6％。中国非储备性投
资流出没有官方数据，但它可能是非常小的，因
为严格的资本账户的限制以及中国的对外投资的
历史相对较短。然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际
储备持有国，2010年年底达2.85万亿美元，2012
年3月底达3.31万亿美元。
由于中国的资本管制，中美之间的双边证券
投资流动受到严格的监管。在2010年底美国持有
2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调证券投资调查，2011》http://cpis.imf.org

案例研究：万向集团
万向集团是一个总部位于中国的全球汽车和清洁能源公司。万向美国公司成立于1994年，总部
在伊利诺伊州的埃尔金，主要业务是在美国建立制造、研究和销售公司。目前，万向美国公司
在美国的14个州设立了27家分支机构，与美国当地优秀的制造和外包公司形成了深入的合作
关系，在工程、设计和技术方面为市场提供领先的汽车零部件产品、工业组件以及太阳能等
清洁技术。今天，美国公路上每三辆汽车中就有一辆使用了万向美国公司生产的零部件。万向
公司也成为了成功在美国进行绿地投资的中国企业。
到2011年，万向集团在美国投资超过5亿美元，创造了5,600个新的就业岗位1。2010年，万
向美国公司共上缴3,240万美元的税金，美国工人共获得2.5亿美元的工资收入2。此外，万向
美国公司也是当地社区活动的一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包括在旧金山实施了一个项目，在清洁能
源领域培训教师，支持奥巴马的“十万倡议”，也就是力争在四年内送十万美国学生到中国来
学习的计划。
1
2

资料来源: 美国商会
资料来源: 王天龙：
《万象集团在美投资案例研究》，内部稿件。

的6.7万亿美元非储备证券投资资产中，中国只
占1,020亿美元，占到了其中的1.5％。不过，美国
是中国的第二大投资组合的投资者，2011年年底
在中国持有770亿美元的证券资产，约占外国证
券投资总保有量的31％30。像其他外国证券投资
者一样，美国证券投资在中国的渠道主要是通过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机制，该机制允许
获得许可的特定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的金融市
场。2012年底有33个美国公司（所有国家一共是
201个）31获得QFII资格，许多司已经达到了十亿
美元的投资上限。然而，中国政府持有的证券资
产，在过去的十年中经历了爆炸式的增长，年均
增长率为35.8％。自2008年以来，中国已超过日
本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美国政府证券持有者。中国
持有的投资组合资产分为四种类型：国债、机构
证券、公司债券和股票。2011年6月，中国持有的
美国证券资产总额为1.7万亿美元，约占外汇储备
总额的54％。其中，长期国债和长期机构证券总
30 美国数据来自美国财政部，中国数据来自中国外汇管理局。
31 截至2012 年11月份的完整QFII名单请见网址：http://www.china.com.
cn/guoqing/zwxx/2012-12/14/content_27412677.htm

额分别为1.3万亿美元和0.24万亿美元，几乎占中
国在美国总证券投资的90％。
从过去的十年来看，中国购买美国证券是
一个双赢的战略，符合双方的利益。这符合中国
本身的利益，能降低中国外汇储备的风险，同时
维护金融稳定的流动性和信用度。另一方面，中
国在美国证券的持续投资为国债提供了强有力
的需求，压低了长期利息率，为美国庞大的预算
赤字融资提供了必要的经费。特别重要的是帮助
美国应对了2008年金融危机。从2008年到2010
年，中国政府已经增持美国证券5,770亿美元，
占到了2009年2月美国经济刺激计划总开支的
73.3％。这传达了一个重要讯息，即中国对美国
信用有坚定的信心，虽然美国当时纠缠于债务上
限问题和主权信用评级降级。

中美双边投资的驱动力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外国直接投资包括来自美
国的直接投资，在中国的经济成功中起到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外国投资者不仅带来中国急需的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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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9: 2011年中国持有的美国证券(百万美元)
类型

总数

国债

机构证券

公司证券

158,781

/

/

/

长期债务

1,562,948

1,302,405

244,747

15,796

短期债务

4,891

4,571

41

279

长期股权投资

长期和短期合计

1,726,621

资料来源：美国联邦储备局，2012年。

金，也带来了管理和技术专家，为中国产品打开
了出口市场，活跃了中国的国内市场。外国投资
者也从这一过程中获益颇丰，中国帮助他们降低
了生产成本，提升了全球竞争力，提供给他们所
需要的资源和产品。很多外国投资者也从中国快
速增长的国内市场上获得巨大收益，特别是像
通用汽车和宝洁这样的公司
随着中国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并且进
入中等收入阶段，中国的国内条件发生了很大变
化，需要一种新的中美投资关系。
中国的过度储蓄与美国储蓄不足
中国已经积累了超过3万亿美元的官方外汇储备
（图表10）。更进一步来说，巨大的国内财富被
创造出来以后，私营部门的储蓄也随之增加，中
国现在是拥有储蓄盈余的国家。根据中国国家
统计局的数据，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储蓄率大
约是35%，90年代上升至40%，而2010年储蓄率则
攀升至52.6%。同时，2002年至2011年，中国的投
资率平均约为GDP的45%。在2002年至2011年的
十年时间里，中国的储蓄盈余（或者是经常账户
盈余）约占GDP的5.7%左右，尽管投资率也比较
高。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上世纪80年
代美国的储蓄率已下降至国民总收入的20%左
右，2010年储蓄率仅为12.4%（见图表11）。2002
年至2011年期间，美国储蓄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
平均为18.1%，这意味着在2002年至2011年的十
年间，美国储蓄净赤字（经常账户赤字）平均约
占美国国民总收入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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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西方国家的公共和私人部门债务很高，
这在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表现尤其
明显。为重塑市场信心，需要私人部门去杠杆化
和公共部门的财政巩固，而这些调整将需要很长
时间。与此同时，中国则一直在处理储蓄率过高
的问题。储蓄盈余是中国经常账户盈余的重要原
因，反过来，鉴于中国要维持汇率基本稳定，这
就将导致国内基础货币投放不断增加。
因此，一种新的投资互补关系逐渐浮出水
面，那就是中国把其储蓄盈余以外国投资的方式
投向西方国家，这些国家可以利用这笔资金，来
抵消由于财政巩固和私人部门去杠杆化导致的
收缩效应，并且以此来刺激其疲弱的经济发展。
中国“走出去”的需要
从宏观层面看，中国对外投资主要受国家需要
的驱动，从微观企业层面来说，是公司经营的需
要。随着国家的发展，很多中国企业已经变得日
益成熟，在资产和金融状况上变得更加强大。中
国需要走出去购买自然资源，包括能源、矿产和
农产品，来支持国内的快速增长。投资于海外的
这些领域，是获取长期稳定供给的好方法。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国，中国需要在国外重新配置
生产或者通过与国外企业合作的方式，来培育
全球合作伙伴，开拓新的市场，应对贸易限制。
在新市场进行投资，也能够帮助中国企业降低
费用，更多了解海外市场，并且能够对国外市场
的需求变化进行及时和快速的反应。跨境收购
和合并也能够使很多中国公司获取技术、管理
和经营技巧。近些年人民币升值趋势，也增加了

图表10：中国官方外汇储备

图表11：中美储蓄率对比

40,000

60

中国储蓄率
美国储蓄率

50
30,000
亿美元

40
20,000

30
20

10,000
10
0

0
1990

1993

1996

1999

2002

2005

2008

2011

来源：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

很多中国公司投资海外的能力。中国银行的强
大能力在支持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方面也至关重
要。
近年出现的中国对外投资大潮，也源于政策
的刺激效应。中国政府实施“走出去”的政策，
逐步改善了中国企业投资海外的商业环境，比如
简化了审批程序，放松了融资安排，改进了外汇
服务。2009年公布的《境外投资管理办法》也明
确规定，很多海外投资项目不再需要中国商务部
的核准。
中国的新投资机会
随着成本增加，中国作为低成本生产基地的吸
引力正在下降。但是中国工人的收入增加，正在
把中国变成一个重要的市场。基于在中国投资的
几十年经验，美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目的非常明
确：那就是潜力巨大的中国市场以及中国日益崛
起的中产阶层的强大消费能力。一个更加发达的
经济和日益繁荣的国家对不同的生产者和消费
服务的需求也在日益增加。而在这些领域，很多
都是美国公司的强项。具有更高教育水平以及技
术更加娴熟的中国劳动力的快速增加，也使得越
来越多的美国公司有动力来开发这个巨大的知
识劳动力储备。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的研究表明，
对美国企业来说，中国未来将是一个2,500亿美
元的大市场，94%的美国公司在中国经营主要是

1978

1982

1986

1990

1994

1998

2002

2006

2010

来源：美国经济分析局，中国国家统计局

为获得中国的国内市场，而不是把中国发展成为
一个出口平台。大约相同比例的美国企业或者把
中国看作是他们的全球首选市场，或者把中国作
为五大重点市场之一32。

未来中美投资合作的潜力
美国在中国的直接投资
中国经济转型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国家经济发展
战略给中美双边投资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中国经
济将经历根本性的结构变革：从出口驱动、劳动
力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向依靠创新、技术进步、
国内消费和服务业驱动的经济发展模式。这无疑
将导致对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巨大需求。中国政
府也将颁布更加有利于促进直接投资的政策，
以便能够更好地使用直接投资来促进国内经济
的转型升级。
城镇化是中国未来十年另一个关键性的经
济发展战略，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引
擎。中国的城镇化率目前仅为50%左右，比发达国
家的平均水平低20%。未来十年，持续的城镇化
进程将会驱动40万亿人民币的投资，其中基础设
施投资将达1万亿人民币33。这将给外国直接投
资带来很多新的机会。
32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结果：持续增长和有利
可图；由于成本上升、竞争和市场障碍等持谨慎乐观态度。
33 《全国促进城镇化健康发展规划（2010-2020）》，中国国家发展与改为
委员会（NDRC），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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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美国的直接投资
中国“十二五”规划提出，推动中国企业“走出
去”投资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政府已
经决定为“走出去”投资的不同行业的企业提供
强有力的支持，包括金融、能源、建筑、批发、教
育等等行业的企业投资国外。伴随着充足的资金
资源和过去几年获得的投资经验，未来中国对外
直接投资无疑会进一步加速，不管是在投资数
量上还是投资范围上。一项由美国私人公司开展
的研究预测，2010年至2020年，中国将会有超过1
万亿美元的直接投资流向海外，这其中有很大一
部分将会流向美国34。
美国的消费市场对中国企业来说具有很大
吸引力。随着海尔集团和联想集团成功进入美国
市场，未来还会有相似的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在
能源和农业方面，不管是与科研相结合还是与生
产相结合的投资项目，都将继续吸引中国企业到
美国来投资。房地产市场可能是另一个对中国企
业构成很大吸引力的领域。美国需要建设新的基
础设施，或者修整基础设施，也会对中国企业构
成吸引力。很可能在几年内，中国企业赴美直接
投资将赶上甚至超过美国企业到中国进行的直
接投资35。
中国企业赴美投资带来的创造就业的潜
力不应被低估。根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估
计，每50万美元的外国投资将会创造大约10个
新的工作机会36。如果2020年中国在美投资达到
2,000亿美元的话，就将会创造大约400万个新的
就业机会。

34 荣大聂和韩其洛：
《美国敞开大门——充分利用中国海外直接投资》，
2011年5月。
35 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10年，中国在美外国直接投资为32亿美
元，已经比美国在中国投资的30.2亿美元要多。然而，中国商务部的数
据并不如此，根据商务部的数据，2010年中国在美直接投资为13亿美
元，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为40.5亿美元。两个国家政府提供的数据不一
致，并不令人吃惊，因为两国采取不同的定义与数据调查方法。然而，两
个系统的数据都表明了相同的趋势，那就是中国赴美直接投资正在增
加，与美国在中国直接投资的差距正在缩小。
36 见《中国在美外国直接投资：原因、案例研究和未来》，美国商会上海分
会，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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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2：中国家庭金融资产分配

银行存款 57.75%
现金 17.93%
股票 15.45%
债券 1.08%
基金 4.09%
衍生品 0.01%
金融产品 2.43%
非人民币资产 0.78%
黄金 0.48%
资料来源：中国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资产调查研究中心，
“家庭金融资产
调查报告”。

中美证券投资流动
鉴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资本限制，从中国流
入美国的证券投资中很可能中国主权财富基金
会继续占主导地位，例如中国投资公司（CIC）和
国家外汇管理局（SAFE）。只要美国的国家信用
仍然强劲，股市有竞争力，这样的投资会继续增
加。
随着外汇管制规定逐步放宽，中国家庭对外
投资的巨大潜力将得以释放。由于家庭收入和高
收入群体的规模增加，中国家庭财富正在快速
增长，但因为外汇管制，这些财富大部分是人民
币。根据《2012年中国家庭金融资产报告》37，中
国家庭金融资产总额估计为9.5万亿美元38，但其
中海外投资很少。其中，存款占的比例最高（57.75
％），其次是现金（17.93％）、股票（15.45％）、基
金（4.09％）、银行金融产品（2.43％）。如此大的
无风险资产持有比例，反映了许多中国家庭的保
守投资习惯、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表现欠佳的中国
股市以及海外投资渠道的缺乏。
随着中国政府逐步放宽外汇限制，中国家庭
证券投资的多元化将导致外币投资需求的快速
增长，以满足证券投资平衡的需要。可以近似地
37 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
38 《2012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中国家庭的银行存款总额为5.5万亿美
元，2012年中国的调查报告表明，银行存款占家庭金融总资产的57.75
％。此外，从2013年中国人民的政治协商会议讲话材料显示，中国的家
庭金融资产及银行存款金额为50万亿元（8万亿美元）和41万亿元（6.6
万亿美元），这与我们的估计基本一致。.

图表13：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的十大担忧*
1

人力资本：招聘并保持有技能劳动力

2

行政许可，经营和产品许可证

3

与中国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

4

成本增加

5

知识产权保护

6

各地法律政策实施不平衡

7

投资限制

8

与在中国的其他外国企业竞争

9

在没有美国外国腐败行为的条件下与外国和中国企业竞争

10

标准和符合性评估

*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关于201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持续增长并有利可图；由于成本上升、竞争和市场障碍，对中国商业环境谨慎乐观。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2.

通过日本的情形来估计未来的中国外币对外证
券投资。日本家庭也有类似的储蓄习惯，家庭总
资产的55％为银行存款，其海外资产的金额约为
5,020亿美元，占金融总资产的3％39。
如果在未来十年中国的外汇限制大大放
宽，中国家庭可能持有相同比例的外汇证券资
产，中国家庭的国外资产将达到5,700亿美元40，
平均增长速度估计约为28.8％41。很明显，美国
发达的金融市场和丰富的金融产品会吸引相当
比例的中国家庭的投资流量。

中美双向投资的几点担忧
美国对在中国投资的主要关切
尽管历史上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有成功的经验，
但美国公司对中国投资环境的忧虑也在逐渐增
加。根据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USCBC）的调查研
究42，在受访的企业中，45%的企业认为中国当前
的商业环境比三年前要差一些。
39 http://business.financialpost.com/2011/03/29/why-japan-wontrepatriate/
40 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家庭收入到2020年将
增加一倍。鉴于购买的金融资产主要取决于家庭收入，家庭金融资产的
总量将增加一倍是合理的假设。
41 根据《2012年中国居民金融资产调查报告》，家庭资产总额中非人民币
资产的比例为0.78％。由于资本流出和外汇的限制，大多数的住户的外
国资产被认为是外币存款，在计算未来10年的平均增长率中，基年家庭
外汇资产量的估计为312亿美元。
42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关于2012年中国商业环境调查报告：持续增长并
有利可图；由于成本上升、竞争和市场障碍，对中国商业环境谨慎乐观。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2012.

图表13列出了美国企业在中国投资存在的
主要担忧，包括日益增长的成本，特别是劳动
力成本（第1条和第4条）。公司在招聘、培训、雇
用和保持劳动力方面也面临着严重困难，特别
是难以用合理报酬雇用有技能和管理才能的劳
动力。根据这项调查研究，2012年57%的美国公
司遭遇了工资上涨，一般上涨幅度在5%至10%之
间。尽管已经提高了工资水平，但是有技能的劳
动力的流失率仍然达到了10%至20%。
其中有五方面的忧虑集中在不公平竞争、
保护主义和对市场准入的限制方面（第2、3、6、
7、10条）。调查显示，由于市场准入限制日益增
加，有半数的企业减少或停止了其在中国的投资
计划。与此同时，85%的企业认为，由于中国实施
了“自主创新”政策，尽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
也对自主创新政策进行了阐述，要公平和开放地
对待外国企业，特别是在政府采购方面，但是在
一些非歧视性做法上仍然有待改进。
管理透明度和知识产权保护仍然是广受关
注的问题，尽管很多美国公司也承认，最近几年
在这些方面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但是改进仍然
非常缓慢。95%的企业表示，他们或者部分关注
或者非常关注知识产权保护的实施。商业秘密、
商标和专利是侵犯知识产权的3个主要方面。缺
乏刑事阻嚇的做法被认为是中国发展出一套有
效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的主要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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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主要集中
在市场准入和外资持股比例限制方面。目录把
在中国不同产业的投资设置为鼓励、限制和禁
止等几类，并且在90多个行业施加了外商持股比
例的限制（最近的USCBC出版物中列举了一些43
）。2011年4月，美国商会在一份给中国政府的备
忘录中提到，
“中国对待外国投资的方法总是变
化，有时候不可预知，并且对外资看起来有些过
度怀疑，除非这些投资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发展
目标的实现。44”
美国公司也表达了对中国政府最新的关于
境内兼并和收购安全检查方面的忧虑，这些主
要体现在《国务院关于建立外资并购境内企业
安全审查制度的通知》里面。除了缺乏程序上的
透明度，美国商会认为，对于决定哪些交易要提
交审查并没有一个清楚的界定45。举例来说，一
些行业，比如重要的农产品行业、重要的能源和
资源行业以及核心技术行业等，都被描述为与国
家安全有关。美国商会认为，这些条款更多是经
济利益的检查，而不是狭义上国家安全的范围。
中国的回应与改变
中国已经对上述忧虑作出了积极回应，并开展了
相关工作。最新的例子是，在市场准入方面，中
国在2012年5月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承诺，
“
外资并购安全审查仅针对国家安全关切，并遵守
规定的时限和审查标准46。”
中国承诺将继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
相关法律法规，并且考虑加强对侵犯知识产权行
为的惩戒力度。中国也承诺将继续要求政府机
构使用正版软件，并且履行之前关于技术转移和
技术合作由经济主体自行决定，而不是作为市场
准入的前提条件的承诺。中方表示，全国打击侵
43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中国对美国和其他国家投资者的所有权限制》，
2012年5月。
44 美国商会和美国商会在中国的分布提交给国家发改委和商务部的报
告，2011年4月。
45 美国商会提交给中国商务部的报告。2011年4月。
46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2012年5月，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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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冒伪劣商品工作领导小组
2012年年度工作计划将包括针对商业秘密不正
当使用的执法行动47。
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国也承诺将
继续核准合格汽车金融公司（AFC）和融资租赁公
司，包括外国投资实体在中国发行金融债券。承
诺将对外国和本国的金融机构在发行有资产担保
证券上，在资产证券化试用期内一视同仁。中国
官方承诺将通过修改相关规定，允许外国投资者
在合资证券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合资公
司可从事股票(包括人民币普通股、外资股)和债
券(包括政府债券、公司债券)的承销和保荐，允
许合资证券公司在持续经营满两年以上且符合
有关条件的情况下，申请扩大业务范围。在中美
战略与经济对话上，中国承诺允许外国投资者在
合资期货经纪公司中持有不超过49%的股份48。
因为中国国内市场尚不成熟，在进一步对外
资开放方面，中国政府坚持渐进开放的基本原
则，以维持宏观经济稳定。以金融部门为例，尽
管国内外有很多对中国政府在开放金融市场上
过于谨慎和保守的批评，中国政府仍然坚持审慎
的自由化和开放进程，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
欠发达，并且非常脆弱。政府监管能力、市场风
险管理能力和治理体系都无法满足全面开放市
场的要求。过去几十年，全世界持续发生的金融
危机已经表明，不成熟的金融市场开放将面临极
大风险，中国对金融市场改革和开放应该坚持审
慎的原则和进程。
中国对在美投资的主要关切
中国企业对在美国直接投资的关切，主要是美国
政府对外国投资在具体产业部门的管制和政策。
举例来说，外国投资在一些能源、电信、公众媒
体、铁路建设、矿山开采、水电设施等领域是被
禁止的。外国建造和外国拥有的船只不允许在美
47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2012年5月，第4页。
48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成果清单，2012年5月, 第9页。

图表14：中国在美投资的主要关切*
1

市场准入和外国投资所有权限制

2

无法预测的安全审查

3

国有企业歧视

4

美国签证政策

5

美国国内政治

6

遵照美国对所有企业采用的法律法规

* 不是以排名列出

国的港口间从事客运或者商业运输。外国公司在
美国航空公司不允许持有超过25%的有投票权股
份，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控制航空公司。对美国严
格禁止外国银行在美国国内设立分支或者兼并
美国银行也有很多抱怨，这些规定都限制了中国
在美国的金融投资49。
一些中国投资者已经提出，美国外商投资委
员会（CFIUS）对外国投资的安全审查具有很大的
不确定性，并且常常不可预测。一些并购的案例
通常都遭到了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这些利益集
团主要是一些美国国会议员，商业利益相关者和
媒体。然而那些较少有公众评论的项目却得以通
过50。这些不可预测性和评估的模糊标准让中国
投资者感到投资成本过高，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甚至有可能让其名誉受损，从而影响他们的投
资信心。
美国政府通常也限制外国投资者进入一些
所谓的“战略性”行业或者与国家安全相关的领
域。但与中国不同，美国并不明确地公布清单来
指导外国投资哪些产业可以进入，哪些产业不可
以进入，而只是笼统地宣称除了与美国国家安全
相关的产业，美国欢迎所有种类的外国投资。然
而对很多中国投资来说，这种方法过于模糊，并
且缺乏透明度，因为很多高技术或者能源交易
通常被冠以危及国家安全之名而遭到拒绝。
49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中国在美直接投资现状、问题及原因》，2011年
6月。http://bbs.jjxj.org/thread-1087112-1-1.html.
50 可以参看荣大聂、韩其洛2011年的报告，第62页，中海油收购优尼科
（2005）以及随后的中海油2010年在德克萨斯收购页岩气的案例；华为
收购3com（2007）和联想收购IBM（2005）；鞍山钢铁厂的收购（2010）
以及天津钢管厂的收购（2010）。

中国的很多私营企业在规模、资源和海外大
规模投资方面的能力还不足，特别是在一些需要
大量资本的投资项目中，中国的国有企业要充当
主导地位，这时这些关切就更加明显。美国针对
中国的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使得中国国有企业赴
美投资情况更加恶劣，尤其是美国进入选举季
的时候51。例如，上次美国中期选举，至少有29位
候选人加入到某种形式的反对中国的竞选活动
之中。过去几年，对几个受到高度关注的交易的
处理，比如2005年中海油收购优尼科公司的失
败，就是受到了严重的政治影响，这次失败也对
中国投资者影响很大，使他们对美国的投资环境
更加没有信心。根据荣大聂和韩其洛的研究，干
扰与中国有关的交易近些年有上升的趋势，这些
干扰往往与国家安全或者特殊利益集团的游说
有关系52。
尽管中国国有企业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很
大比例，但是中国国有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正在减
少，在数量上已经被私营企业超越。根据中国商
务部的数据，2010年由国有企业开展的对外直接
投资已经降至66.2%，比2009年下降了3个百分点
53
。同时，荣大聂和韩其洛的研究也表明，2003年
至2010年间，有记录的中国企业在美230项投资
中，有170项来自私人企业，占全部投资总数量的
74%54。
另一个中国企业在美投资的主要关注，是美
国的签证政策。对美国签证政策的抱怨不仅有
签证的申请程序，也有美国移民办公室官员的态
度方面。对于签证的主要抱怨是，美国签证的申
请期很长，手续繁琐，有效期短，获签数量少，
拒签率高以及什么情况能够获得签证的标准比
51 一个最近的例子可以反映出中国在美投资的高度政治化的环境。那
就是《关于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和中兴给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影响的调
查报告》，2012年10月8日发表。这项报告由美国情报委员会主席Mike
Rogers等人提出。报告认为，华为和中兴为美国关键基础设施提供服
务可能会影响美国的核心安全利益。在报告结论的背后，是认为两个公
司都与中国政府有密切关系。
52 参看荣大聂和韩其洛2011年的报告地59-64页。
53 中国商务部：
《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1年9月。
54 荣大聂和韩其洛，2011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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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模糊等等。在美国签证官那里，偶尔遇到的一
些不愉快的案例，也进一步使中国人相信，美国
实行歧视性的签证政策。这些问题近些年已经
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并已经着手进行解决。
根据美国驻华大使骆家辉的说法，在过去两年
中，赴美签证的等待时间已经从北京100天、上
海70天大幅缩短到两天，不管是在北京还是上
海的四个美国签证事务办公室，而这是在签证申
请量增长40%，却没有增加任何一个签证官的条
件下实现的55。这确实是值得称赞的成绩，这也
表明，在签证申请和审核安排上还有改进的空
间，比如在增加签证数量方面。

美国官方也承诺，将积极审核和考虑中资银行的
待批申请，主管当局将尽快加以处理。双方都承
诺，加强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及专业金融机
构方面的信息合作，加强两国在交易所和交易系
统建设方面的合作交流。
美国启动了“选择美国”计划，旨在鼓励、便
利化和加速国内外企业在美投资。进一步说，很
多不同层面的投资促进计划被加以组织来帮助
中国投资者解决相关问题。美国的商业部门，包
括美国商务部和美中商业委员会，也都在帮助培
育中美双边投资。

美国的回应及行动
目前，中国在美投资覆盖了美国的很多产业，包
括一些战略性和高技术产业、自然资源和基础设
施领域。大量实际和潜在的中国在美投资（包括
所有的绿地投资和大多数并购投资）通过了美
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也很少受到阻碍。因
此，一些独立观察人士指出，没有证据表明，中
国企业在CFIUS审查过程中受到了歧视56。
美国认为，外国投资委员会的审查体制设计
良好，并且反映了美国对经济利益和提高来自外
国竞争的开放传统57。2007年美国提升了外国投
资委员会的职责，赋予其立法委任权，并且将其
职能扩展到审查关键基础设施和外国政府控制
的实体企业方面，除非这些投资被美国财政部或
者CFIUS的领导机构所豁免，CFIUS被赋予审查
所有可疑交易的权力变得更加明确。
在去年五月北京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
经济对话上，美国重申欢迎外国投资于包括金
融业的各部门，并承诺继续对中资银行、证券公
司和基金管理公司的申请，提供在类似情况下与
其他外国金融机构同样的审慎监管标准待遇。

中美证券投资关切的主要问题
为了配合自1978年以来国家的经济改革和开放
政策，中国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逐步引入金融部
门的改革。然而，多年来金融市场自由化一直被
广泛认为落后于迅速发展的中国现代化建设。今
天，中国仍然保持了全面系统的资本管制，调节
资本流入和流出中国。和当前国家的发展水平相
比，中国的金融市场也普遍不发达。相对于经济
规模和储蓄规模，中国证券投资流入和流出，特
别是私营部门，是非常小的。
随着中国居民财富的迅速积累，以及现代化
经济迅速发展的需求，中国证券投资具备了激增
的潜力，无论是流入还是流出。事实上，尽管中
国的资本市场还不够成熟，也基本没有对外部投
资者开放，但许多市场的规模和所涉及的营业额
已经跻身世界最大的市场。例如，在A股市场，有
7,800万散户投资者，超过1.68亿个交易账户，采
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子交易技术58。同时，
中国拥有超过1,300万企业，4,000多万个体企业
和大量新成立的创新企业，需要在资本市场筹
集资金59。
对资本流入和流出中国给予更多的自由，将

55 http://www.carnegieendowment.org/2012/09/13/forging-u.s.china-relations-with-ambassador-gary-locke/do64
56 参看荣大聂和韩其洛2011年的报告，第61页。
57 参看荣大聂和韩其洛2011年的报告，第65页。

58 郭树清，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主席，2013年1月14日在亚洲金融
论坛的讲话. (http://www.csrc.gov.cn/pub/csrc_en/newsfacts/
release/201301/t20130114_220400.htm)
59 郭树清,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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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更有效的资本配置，这对于中国下一阶段的
现代化建设十分重要，不仅为中国的储蓄获得投
资盈利提供更多渠道，也为不同种类的企业成
长提供新的风险资本来源。随着中国的深入改革
和金融市场的现代化，中国将继续放宽资本流动
的限制，跨境证券投资流动迅速激增的巨大潜
力将得以释放。
回应和行动
在最近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承诺将合
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配额总量增加到800
亿美元，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的
配额提高至人民币700亿元。
中国也承诺将与美国机构合作，扩大金融
保险业。在该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重
申将继续遵守主权财富基金普遍接受的原则和
做法的承诺。美国重申将按照经合组织2008年6
月公布的《主权财富基金与接受国政策宣言》对
包括主权投资基金在内的外国投资者坚持公开
和非歧视原则的承诺。
对于最近发生的反向并购，几乎没有证据表
明，中国的国有企业有直接参与。反向并购的大
部分是中小民营企业筹集资金，具有战略意图的
收购美国有价值资产的情况很少见。这种方法似
乎是中国资本市场欠深度的一种症状，而不会威
胁到美国的经济安全。此外，为了对中国会计和
审计公司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公众公司会计监
督委员会（PCAOB）和商务部正在进行讨论和沟
通60。

中美合作促进跨国投资的
几点建议
中美两国具有很强的互补性，但两国政府公开承
诺建立开放、非歧视性的投资环境，并采取切实
60 同上

行动来促进目标的实现也至关重要。在2012年5
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后的联合声明中，两国政
府都重申了培育开放、公平和透明的投资环境对
两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的重要性。美方欢迎来自包
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商业投资。
两国政府声明，它们的投资审查程序将仅限于国
家安全，并且同意通过中美投资论坛来讨论双方
对这个领域的关切。双方都同意拟定中美双边
投资协定第七轮及后续谈判议程，加紧进行谈
判。
遵守这些承诺并采取后续步骤来提升两国
的投资环境，对未来中美两国最大化经济合作
收益来说至关重要。消除这些对FDI的障碍，将
会对中国在美投资提供商业支持，有效实现双
赢。
中美投资合作给两国带来的好处怎么估计
都不过分。目前的挑战主要是如何来解决双边投
资中存在的障碍和问题。我们下面提出一些关于
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的建议。有些建议已经被
提出来了，并且官方正在处理，特别是通过中美
战略与经济对话这个平台，但是清晰的进展和突
破需要在策略思维和方法上作出更多改变。

进一步促进相互理解
防止投资审查程序受到政治干扰。
美国投资审查程序总的来说设计良好。然而我们
强烈建议，要防止审查程序受到政治干扰，并且
进一步提高决策过程的透明度。举例来说，一些
宽泛的定义，如“国家安全”、
“关键基础设施”
和“外国政府控制”等等，都应该明确加以界
定。
加强文化交流以发展双边联系及避免误解。
本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可能要属中美两国之
间的关系。由于文化背景不同，中美两国人民应
该进行教育、文化、政治和商业交往，以提升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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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间的长期合作，并加深双方的理解。一些非盈
利组织可以组织一些项目来提升两国人民的语
言技能。法律术语、定义以及一些法律上的用词
应该进一步澄清以避免法律上的争议。

将投资推广系统化
检查并改进投资指导。
中国外国投资指导目录和其他投资指导性文件，
对于投资者来说过于宽泛，并且模糊，难以发挥
清晰地指导投资者的作用。特别是审查过程通
常复杂且冗长，评估的范围也进入了一些敏感但
没有被清晰定义的领域，比如经济安全、商业秘
密以及社会秩序等。美国也应该考虑对中国投资
者常常碰到的问题制定一些指导意见（用汉语发
布），比如说劳动力、税收、签证、知识产权保护
和其他的一些在实际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建立地方政府层面的投资促进机构。
除了高端的政府间对话，我们也需要加强两国地
方政府间的合作以及地方商业组织间的合作。目
前，美国的每个州都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主要
由州政府代表、市政府和旅游机构以及港口人员
组成。这些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提升中美两国在各
个领域的合作。两国应该考虑建立地方投资促
进机构，并且形成地方政府投资促进网络。美国
政府最近发起了一项名为“选择美国”倡议，来
吸引中国和其他外国投资者到美国投资，并且承
诺鼓励地方政府层面的合作。这些行动都应该
得到鼓励并且进一步加强。
举办投资项目洽谈会。
两国政府可以鼓励并组织一些非定期的中美直
接投资项目洽谈会，可以提供相应的激励机制来
鼓励地方政府和企业参加这些洽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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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建立投资基金。
两国政府可以考虑鼓励建立一些特别的基金来
支持双边投资。特别是，中国可以考虑支持一些
更加复杂的风险投资和私募基金在公司重组和
融资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并且鼓励合格的境外
投资者投资国内的股票市场。

改善两国的投资环境
公布“安全港”名录并且提升政策制定和发布的
透明度。
两国政府都应该发布自己的产业“安全港”名
单，或者一些可以免于审查的外国投资标准（比
如投资的所有权上限）。提高美国的政策透明
度，通过发布更加完善的政策指导原则和运用
更多用户友好和有效的沟通渠道，在诸如国家安
全、环境、反垄断等领域，可以减少投资者面临
的不确定性，也能够消除中国投资者认为美国执
行歧视政策的看法。相似地，中国也可以提升其
与投资相关政策的透明度。
解除在一些领域的投资管制。
中国的《外国投资产业指导目录》仍然限制外资
进入很多产业部门，比如能源、基础设施、金融、
医疗等。即使在那些没有限制的产业领域，也很
难保证外资能够进行公平竞争。中国应该创造一
个对FDI更加友好的政策环境，给外国投资者更
多的有利条件和国民待遇。
加快谈判并签订双边投资协议（BIT）。
中美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
中美双边投资协议也将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
投资协议之一。两国政府在最新的中美战略与经
济对话上都已经承诺，要在2012年4月美方完成
双边投资协定范本评估后，拟定中美双边投资协
定第七轮及后续谈判议程，加紧进行谈判，但是
并没有明确这一过程需要多长时间，也没有明确

说明，两国政府将如何采取具体措施，来培育一
个对本国和世界经济都公开、透明的投资环境。
为了与美国完成双边投资协议谈判，中国需要继
续减少对外国股权的限制，以便满足美国的国民
待遇标准。如果中美两国能够在双边投资协议
上取得明显进展，就会有力地提升双方的互信，
并发出强烈的信号，显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
体将一起致力于为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创造经
济福利。两国也可以考虑使用其他的双边和多边
投资平台，比如近期达成的《中国-加拿大外国
投资促进和保护协议》（FIPA），正在进行的跨
太平洋伙伴关系谈判（TPP），或者是提议探讨中
美欧三边投资协议的可能性。
放宽签证限制。
两国都应该在澄清和加速签证申请程序方面多
做工作，这有利于两国人民更容易获得签证。也
可以对一些商业投资者的签证简化程序、延长停
留期以及实行试点计划等等。

金融市场发展方面的合作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大、最复杂且国际化的资本
市场，但是最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教训也应该
记取。尽管中国的金融体系在危机中仍然比较稳
健，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仍然处于欠发达状态。
为了保证经济政策和金融的稳定与安全，两国都
要向彼此学习并加强合作。广义来说，可以进行
三个方面的合作：
国内资本市场发展。
两国的金融体系都在经历巨大变革。在美国，最
近的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国金融体系很多根本缺
陷，并对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提出了新的挑战。
在中国，外部冲击和不确定性也给其稳步推进
和深化市场化金融改革带来了很大压力。然而，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都需要根据其经济现实和
基本情况作出改变，由于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经

济体的金融体系将不可避免地进行接触和相互
影响，这也需要两国尽早开展密切合作，特别是
在进行系统性改革的当口。对于中国的利率市场
化改革、监管和风险管理改革、解除金融体系管
制、深化资本市场改革、改进货币政策的传导机
制等，都可以得益于美国的经验和支持。相反，
中国对美国货币政策的理解和支持，对美国财政
巩固、融资以及其他问题的理解与支持，也有利
于两国进行更好的合作和政策协调。
外部融资和双边汇率稳定。
中美双边关系一直是引人注目的话题。在最新一
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中国特别强调将继续
致力于推进汇率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
弹性，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供求在汇率形成中的
基础性作用。尽管建立一个市场决定的汇率体系
十分重要，但主要货币的金融管理当局也非常需
要加强合作来避免汇率的过度波动。中国努力推
动人民币国际化，是国际金融的重要方面，这也
需要与主要国际储备货币国家紧密合作，特别是
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和中
国快速发展的资本市场也应该引起美国当局的
注意。
国际金融改革。
发展一个新的、更加有效的国际金融体系离不
开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的积极参与。在最
新的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重申支持欧洲
重建金融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双方支持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对促进全球经济金融稳定发挥作
用，确认按时落实201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
和治理改革方案十分重要。两国欢迎国际货币基
金组织在推进综合监督决定方面所作的努力，
并承诺支持这一进程。特别是对汇率政策进行
严格监督，同时也支持监督活动拓宽覆盖领域，
包括全球流动性、资本流动以及其他对外部稳
定产生影响的相关因素。两国在对话中承诺，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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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实实施20国集团通过的国际金融监管框架，
包括加强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和风险处
置，建立有效的金融公司处置制度，加强金融衍
生产品监管。继续深化金融机构薪酬制度改革，
支持建立全球统一的高质量会计准则的目标。双
方还决定继续加强合作，打击洗钱、伪造货币、
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恐怖主义融资等活
动。

更好地利用香港的经验和资源
香港与两个经济体都有紧密的经济联系，其在
国际金融和商业方面的专业性对两个经济体来
说都是重要资产。对中国大陆来说，香港将从原
来的贸易和金融中心变成一个关键的人民币离
岸市场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要通道。对美
国来说，香港不仅是美国亚太商业活动的前站，
也能够通过全球金融体系与中国大陆发挥重要
的联系作用。如果说中国2001年加入WTO标志着
中国正式融入国际贸易体系，那么近些年中国
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和渐进地开放其资本市场，则
标志着中国将日益融入国际金融体系。在这个方
面，香港作为人民币离岸中心以及作为中国资本
账户开放的试验田的角色将对中美两国乃至世
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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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
邵景春
北京大学国际经济法研究所所长
参与撰稿人:麦家驹 徐占忱

摘要

中

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够已经成为
了美国许多商界人士心中的一大顾
虑。主要问题有：
• 当前的知识产权法律执行不力
• 公众对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识淡薄
• 司法职能不够完善、处理知识产权案件有不足
• 法院结构分散化，导致一个案件需要诉讼多次
且裁决判定可能不一
• 中国执行自主创新和技术转让政策时存在的
问题
• 强制许可的使用和潜在的滥用
除此之外，越来越多的人关注网络安全。美
国指责中国政府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美国
进行网络攻击。中国政府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
事实上中国视自己为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因为其
自身的防御网络攻击的能力非常落后。认识到网
络攻击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国将黑客行径列
为违法行为。然而，中国政府不排除有个人在中
国参与网络攻击的可能。还有指控声称, 有个人
或组织在中国通过网络对美国进行商业和工业
的间谍活动。
在过去的十年间，中国付出了巨大努力提高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中国加强了法律和相关机构
的职能，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也在正在变化。但
是，要对整个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需要时间也
需要更多的努力。中国政府最近采取了一系列措
施，其中包括在所有的政府部门使用正版软件，
消除使用盗版软件的现象，政府采购与国内知识
产权的拥有权进行脱钩，逐步改进执行知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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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保护的司法部门职能，承诺解决跨境贸易中商
品侵犯知识产权侵权产品问题。
美中两国政府一致同意继续携手合作提高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两个经济体继续实行双边
合作机制。最近，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被视为
是中国和国际知识产权界的一个里程碑。
中国将进一步加强对知识产权所有者利益
的保护，这不仅因为中国意识到必须采用国际上
的做法，也是因为这样做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中国经济发展将不能单靠投入有形产品维持，知
识创新和技术进步已经逐步成为增长的重要驱
动力。为了能在中国鼓励并促进创新，知识产权
保护十分重要。近些年来，中国专利注册的数量
逐渐攀升，许多中国公司还要求申请国外的专利
注册。这些专利拥有者在中国迫切需要更有效的
机制对知识产权进行保护。因此希望在不远的将
来，在这方面能够取得快速进展。
本文推荐了一些方法和措施，旨在深化美国
和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信息安全领域的合作：
• 相互承认各自知识产权的注册文件
• 更广泛地使用局域许可证，作为倡导使用正版
软件的一种方法。
• 国有企业的软件合法化
• 建立国家知识产权法庭，处理国内所有知识产
权权利人的诉讼请求
• 加强国务院跨部门知识产权组织的作为
• 改进技术转让市场安排
• 通过更紧密的双边交流与合作及国际合作加
强网络安全

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
简介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和中国
的积极参与

近年来，尽管许多美国商界人士抱怨中国对知识
产权的保护不当，但中国的确在知识产权保护
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例如，根据2012年
美中商会1的调查，超过一半的公司代表表示中
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2011得到了改善或显著提
升。
中国将会继续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
仅是出于中国的贸易伙伴和直接投资者的压力，
更重要的是这样做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中国《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目标
之一，就是从要素投入型经济转型成为创新驱
动型经济。这也就意味着中国必须加强在人力资
源和研发方面的投入，更好地促进知识创新、专
利保护和专业技术的发展。要达到这个目标，有
必要建立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体系。
中国已经开始将经济发展的重点转向创新
驱动。这具体反映在中国企业快速增加了申请专
利和产权的登记（见图表7和8）。此外，许多中国
企业在海外积极地购买新技术、新专利和商标。
这些进步都表明越来越多中国企业会支持进一
步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有理由相信，中国政府
会快速的其提升知识产权保护体制部门职能。
这种模式与许多经济体类似，如上个世纪八十
年代的中国台湾。

1 美国中国商会, “ 2012 中国商业环境成员调查报告（UCBC）,
年10月.

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发展
全球保护知识产权的多边体系，是由1883年《保
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1891年和1989年两条条
约构成的《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19世纪
末期《保护文文学艺术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等发展起来的。1967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
成立，隶属于联合国大会。1970年签订的《专利
合作条约》现在由该组织实施。
1994年签订的《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
定》(TRIPS)，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关于知识产权保
护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协议。按照国际规定和最惠
国待遇的规定，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建
立了知识产权的最低保护层级，即每个世界贸易
组织（WTO）必须提供给其他成员国的保护，并规
定了在多边贸易体系中知识产权贸易的规则。强
制许可，即“一国政府不需要获得专利所有者的
同意，允许另外一方生产专利产品或进行商业操
作”
（世界贸易组织，2006年定义），根据《与贸易
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的规定，在公共卫
生危机发生的情况下是允许的，这包括HIV/AIDS
艾滋病、疟疾等其他传染病。2001年《与贸易有
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和公共卫生的《多哈
宣言》，基本认定《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
(TRIPS)成员国可以灵活操作，获得所必须的药
物。2005年的部长声明进一步建立了法律框架，
允许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出口根据强制许可生产
专利药物的一般种类，使得那些在制药领域缺乏
相关生产能力的国家能获得所急需的药物。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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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1：中国和美国签署的国际知识产权协议
公约/体系/条约

中国

美国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

1980

1970

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

1985

1887

保护文学艺术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

1992

1989

专利合作条约

1994

1978

商标国际注册马德里协定

1995

2003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版权条约

2007

2002

视听表演北京公约

2012

2012

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网站

过去十年，全球知识产权保护尽管不时有
争议发生，但一直都在得到加强。2006年启动的
专利诉讼快捷通道，大大加快了专利审查处理
的速度，在参与国家收到广泛的欢迎。在另一方
面，美国、欧盟一些国家和其他一些发达国家2
签订的《反假冒贸易协议》(ACTA)，却没有被许
多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及一些欧洲国家所接
受。尤其有人指责反假冒产品贸易协议(ACTA)谈
判协商的过程并不民主，条款的规定进行贸易
犯罪制裁的门槛很低。许多终端用户担心他们
在网络上进行的一些平常的操作也被当局认为
是违反了该协议的规定。由于在许多成员国都有
抗议，欧洲议会最后投票表决，于2012年否决了
该协议的实施3。
最近，2012年6月在北京举办的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外交大会，是中国也是世界知识产权保护
的一个里程碑。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签订
的《北京条约》建立了国际法律框架，来保护电
影演员和其他表演者在数码领域的权利。这是中
国自19784年经济改革开始以来第一次举办此类
会议，签署国际知识产权条约。具有重要意义的
是，会议表明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符合中国自
身的利益。按米歇尔·武茨—世界知识产权组
2 2012年6月30日反假冒产品贸易协议(ACTA)的签署国包括：澳大利亚、加
拿大、日本、摩洛哥、新西兰、韩国、美国、欧盟和22个成员国。
3 BBC新闻，
“ACTA： 欧盟否决了存在争议的反侵权协议”。
4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办公室，
“2012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北京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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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专利保护指标, 1960-2005
5
4
美国
英国
日本
香港
世界平均水平
新加坡
中国大陆
台湾
印度

3
2
1
0
Average 1960-1990

1995

2000

2005

来源：Park, Walter G. (2008).国际专利保护: 1960-2005. 研究政策, 37,
第761-766页

织文化和创意产业版权保护法律部主任5的话来
说，
“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电影产业迅速发
展，并开始意识到的确需要保护电影演员和整
个电影产业。”

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尽管中国在知识产权领域是个后来者，但是中国
通过向西方学习，在短短的三十年，已经建立了
相对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而西方国家走过
这一过程则用了二百多年的时间。正如前世界知
识产权组织干事长阿尔柏德·鲍胥格所說的6，
“在知识产权历史上，中国所完成的一切，速度
是独一无二的。”

5 同上，第四段。
6 中国知识产权办公室，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报告（白皮书）”，1994年。

图表3: 世界知识产权注册/许可(2001-2011)
商标注册总量(2001-2011)

注册/许可总量:专利，工业设计，新型专利(2001-2011)

3,500,000

1,200,000
已准专利总量
工业设计注册总额
新型专利的許可总量

商标注册总量
2,500,000
800,000
1,500,000
400,000
500,000

0

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来源：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图表4: 国家/地区知识产权局在世界专利申请增长的贡献

1995-2009

2009-2011

中国 37.2%

中国 72.1%

欧洲专利局 9.3%

欧洲专利局 2.8%

美国 28.6%

美国 16.2%

韩国 10.7%

韩国 5.2%

其他 10.7%

其他 1%

来源：2012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数

他的观点被知识产权研究专家沃
尔 特 · 帕 克 所 编 著 的 专 利 保 护 指 标（
帕 克 ，2 0 0 8 年 ）所 证 实 。专 利 保 护 索 引 7
是122个国家在专利保护方面的力度指标。指
标在1到5级之间变动，逐渐增强。正如图2所显
示的，中国大陆的分数从1960-1990的1.33上升
到2005年的4.08，此时中国大陆的分数远远高
于世界平均水平(3.34)，并高于印度、台湾和香
港。但是，中国要完全解决好所有知识产权侵
权问题、一夜之间赶超现代水平，并是不件容易
的事。这是部分由于中国经济和社会的现实情
况。尽管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比不上美国(4.88)、
新加坡(4.21)和英国(4.54)，但中国近些年取得
7 具体来说，指标是五项分数的非加权之和：1. 覆盖面；2.国际条约的加
入成为成员国情况；保护时间区间；4. 执行机制；5.限制条件。金那特
和帕克讨论的两项敏感事项(1997)包括1.现实情况和法规保护可能存
在差距（例如： 法律在现实中得不到实施）；2. 每项不同分数的权重
可能影响到跨国/跨地区的情况比较。这不构成专利保护质量的标准。

来源：2012年世界知识产权指数

了显著的进步，并持续努力不断改进知识产权
保护。

外国在华知识产权登记量、授权量的
增长以及中国企业专利的申请量和授
权量的增长
随着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不断成熟以及中国
市场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日益收到关注的是在世
界的知识产权登记授权上升的势头中（图表3），
中国的知识产权局2009年到2011对世界整体专利
数目增长的贡献远大于1995-2009年（图表4）。
在过去几年，外国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的
专利申请（图5）和专利授权显示有明显的上升
势头；日本、美国和德国是三大申请企业的主要
来源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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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5: 中国专利局的国外专利申請情况（按国别）
国家或地区

所有年份

1985-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日本

417,991

223,545

38,188

34,480

34,381

38,241

45,228

美国

282,600

143,748

25,908

27,656

24,629

28,636

32,023

德国

105,974

52,354

9,388

10,145

9,694

11,297

13,096

韩国

93,647

48,971

9,601

9,320

7,113

8,782

9,860

法国

43,022

23,278

3,697

3,854

3,624

3,994

4,575

英国

24,822

14,304

2,012

2,233

1,911

2,087

2,275

加拿大

10,223

4,937

953

1,016

989

1,137

1,191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专利局

图表6: 中国专利局的国外专利实施情况（按国别）
国家或地区

所有年份

1985-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日本

241,640

100,190

21,123

26,370

33,804

29,516

30,637

美国

117,881

50,944

9,709

11,195

15,273

14,938

15,822

德国

50,393

21,393

4,064

4,729

6,658

6,451

7,098

韩国

49,276

17,591

4,373

5,605

7,950

7,117

6,631

法国

22,191

10,259

1,861

1,849

3,004

2,690

2,582

英国

11,640

6,021

918

1,000

1,266

1,164

1,271

加拿大

4,397

1,666

335

443

599

677

677

来源：中国知识产权专利局

图表7: 中国的专利实施和许可：中国企业
1,200,000
1,000,000

图表8: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专利实施和许可*
12,000

中国国内企业的总专利实施數
中国国内企业的总专利許可數

10,000
8,000
专利数

800,000
专利数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总专利实施數
中国企业在美国的总专利許可數

600,000

6,000
4,000

400,000
2,000
200,000
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来源：国家知识产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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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的美国专利数据指的是“发明专利”，但不包括“设计专利”和“植物专利”，
以方便进行国家间比较。
来源：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专利技术管理组

图表9: 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的发明专利许可情况（按国别）
国家或地区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美国

87,600

86,971

87,893

84,270

74,637

89,823

79,526

77,502

82,382

107,792

108,626

日本

33,223

34,858

35,515

35,348

30,341

36,807

33,354

33,682

35,501

44,813

46,139

韩国

3,538

3,786

3,944

4,428

4,352

5,908

6,295

7,548

8,762

11,671

12,262

德国

11,260

11,280

11,444

10,779

9,011

10,005

9,051

8,914

9,000

12,363

11,920

台湾

5,371

5,431

5,298

5,938

5,118

6,361

6,128

6,339

6,642

8,239

8,781

加拿大

3,606

3,431

3,427

3,374

2,894

3,572

3,318

3,393

3,655

4,852

5,012

法国

4,041

4,035

3,868

3,380

2,866

3,431

3,130

3,163

3,140

4,450

4,531

英国

3,961

3,831

3,622

3,443

3,142

3,581

3,292

3,087

3,174

4,302

4,307

中国

195

289

297

403

402

661

772

1,225

1,655

2,657

3,174

以色列

970

1,040

1,193

1,028

924

1,218

1,107

1,166

1,404

1,819

1,981

来源：美国专利和商标办公室专利技术管理组

同时，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重点逐步转向技
术进步和创新，中国企业专利申请和授予数量，
无论在国内和还是在美国都显著增加（图表7和
图表8）。然而，中国企业额在美国专利许可的数
量（2011年是3174例）与其他发达经济体如德国
(2011年是11,920例)、日本(2011年是46,139例)、美
国(2011年是108,626例)（图表9）相比仍然较小。

网络安全
随着电脑、移动电话和其他网络设备与人们的生
活联系日益紧密，个人、企业和政府变得越来越
容易受到不同的网络犯罪的影响，其中包括间谍
行为、破坏、颠覆和工业机密的窃取等，这会给
受害者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2012年世界经济论
坛年会上，与会政府官员、企业界和学者人士普
遍认为，网络攻击是一个全球性风险。虽然很难
估量到底它对一国经济会造成多大的损失，但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问题可以从快速发展的网
络风险市场和不断上涨的保险费中看出。
《反计算机犯罪布达佩斯协定》从2001年
就允许国家加入，它被认为是第一项用于保护国
家不受计算机网络和因特网攻击的国际条约。目
的在于协调各国之间反计算机犯罪政策。美国、

加拿大、日本、南非和大多数欧洲国家是签署国
或成员国，新兴经济体却很少支持。由于发展中
国国家不断增强的经济势力和电脑技术的不断
复杂化，该公约是否能最有效的促进国际合作、
提升国际意识和关注度仍然有待观察8。
肯尼斯罗格夫，是哈佛大学的国际经济学
9
家 ，他指出网络安全和金融稳定在许多方面很
相似10。尤其是，两者都非常复杂、而且发展迅
速，政府管理者很难跟踪。另外，就好象最近危
机之前的金融市场发展，许多信息技术方面的利
益相关者认为，政府的管理政策没有必要或者
妨碍了产业的增长。据著名的反病毒公司卡巴斯
基实验室的创立者卡巴斯基说，网络攻击是二
十一世纪最危险的技术创新。罗戈夫和卡巴斯
基先生都对最近出现的“震网病毒”和“火焰病
毒”进行了评论，一致认为政府出于好意设计的
病毒，可能会被用于其它可怕的目的。如果未来
病毒被其它方利用，可能会对金融系统的运行或
发电站等其他重要基建产生不可估量的破坏。
8 无论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是布达佩斯公约的签署国。 “公约”体现的“
越界访问”原则是他们主要关注的：国家的主权和国内法律可能会由于
其他国家收集的跨国证据而被侵犯。
9 “政府是否准备好了应对网络危机?”, 2012.
10 专家发出网络战争警告”,纽约时报,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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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未来几年，信息安全需要进行更广
泛的国际讨论和合作。

中国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知识产权密集型11产业
支持了美国大约四千万人的就业，
（占了美国全
部就业岗位的27.7%），占美国GDP的34.8% 和2010
年的产品出口的60% 。加强在国内市场和国际市
场知识产权的保护，一直以来是美国政府的核心
政策之一。根据专利保护指数12的数据，美国的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有力和最全
面的。最近，美国还进一步努力执行相关法律，
打击盗版和假冒，通过私营企业的自愿行为减少
网络侵权。在长期存在的法律和行政措施的基础
上，美国根据2011年《莱西-史密斯美国发明法》
进行了一次深入的专利改革。此法案的一条重要
变化是，现在世界上其他国家广泛采用的“发明
人先申请制”，会替代现在实行的“先发明制”，
这有利于建设一个全球统一的专利认定标准。
另外，为了保护美国公司在海外的利益，美
国一直实行了两项针对其他国家的调查。首先，
“
特别301报告”起始于1989年，由美国贸易代表办
公室对美国贸易伙伴知识产权保护情况进行的
年度分析，该报告在对有关国家以案例分析为基
础，并提供相关的建议，
“特别301报告”根据知
识产权保护和执行的情况将国家划分为三类，重
点观察清单、观察清单和306条款监管国家。其
次，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负责“337调查”，审查
美国进口商品的不公平竞争情况，而近年大多数
的审查都与知识产权侵权情况有关。

中国是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后来者。为了适应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需要，中国政府在上
个世纪九十年代，做了大量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
立法工作。从本世纪初开始，中国开始着手改变
发展模式，从出口导向型和物质投入驱动的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为国内需求拉动的经济，重点强
调创新和技术发展，此时中国也加强了对知识产
权的保护投入的努力。
中国政府近年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取得的
成就显著，令人鼓舞。例如2010年开始的知识产
权执法专项行动，从2011年起中国政府将其列为
持续性措施13。并于同年发布了“中国知识产权
保护行动计划”14。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关切，中
国取消了政府采购必须购买具有国内自主知识
产权的产品的规定15。第四届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宣布“与国务院立法计划及2012年财政部政府
采购工作计划保持一致，中国将尽快发布政府采
购法律的执行规定，及政府采购国内产品的管
理措施的实施细则”。
另外，中国政府一直在推动政府部门使用正
版软件：1）2012年6月30日中央和所有省级政府
都完成了任务；2）省级和县级的审查和纠正工作
预期在2013年年底16完成。中国政府已经将软件
资产纳入到政府资产管理系统之中，并在政府
财政预算账户中显示信息网络和软件购买更新
的支出。实行优先企业试点项目，准备将使用正
版软件的做法推广到企业。
中国政府进一步改进司法程序包含知识产
权所有者的权利，这些努力已经得到了美国在华
商会的肯定17：最近的一些美国司法专利试行规
定和技术已经被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采用。

11 专利集中产业指的是专利密集度（也就是专利/岗位比例）高于所有其
他产业的水平。商标集中产业指的是商标密集度（如商标注册/雇佣比
例）高于所有其他产业的水平（2012年美国商务部）。
12 Park, Walter G. (2008).国际专利保护: 1960-2005. 研究政策, 37,
第761-766页

13 Gary Locke, “关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大使圆桌会议”, 2012.
14 中国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局, “ 2011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
2011.
15 中国的美国商会, “知识产权保护”, 2012 中国的美国商业白皮书.
16 中国商会 (MOFCOM) “中国：升级政府完成了软件合法化”, 2012.
17 中国的美国商会, “2012中国的美国商业白皮书”

美国和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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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知识产权合作及保护信息安全

知识产权法执行

近些年来，美国和中国建立了多种知识产权对话
和协商合作机制。2011年18两国实行专利审查高
速路试行计划，意义尤为重大。这标志着中国专
利审查程序质量的改善获得美国认可。在此项目
下，当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或美国专利和商标
办公室认为申请符合专利的规定，申请人可以要
求对方机构快速审查相关申请。
在第四届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两国承诺
共同解决跨国贸易中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并强
调保护贸易商业秘密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已经确
认了国务院知识产权保护领导小组的年度工作计
划将出台非法使用商业秘密的规定。
另外，美中签订的知识产权保护合作框架
协议、美国信息技术办公室大使圆桌会议、将知
识产权保护列为执法合作联合行动小组的重点
事项，过去两年引入的美中知识产权判决会，都
表明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政府间合作得到了
加强。
另外，让人鼓舞的是美中安全对话，在2009
年开始并由两国的研究机构进行组织，为美国和
中国政府官员、学者提供了正式讨论和非正式交
流的建设性平台。

在过去十年里，美国政府和企业不断就中国知
识产权侵权问题提起诉讼。尽管中国政府实施了
一系列改革，但美国一些有关人士仍对中国态度
的真实性，以及其承诺的可靠性表示怀疑。一个
主要原因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较为复
杂。尽管中央政府确定想加快知识产权保护的
步伐，但最终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地方政
府和法院的执法效率。由于中国不同地区的经济
和社会条件迥异，且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权力向地
方政府下放，某种程度的地方自主性不可避免。
知识产权法中意图良好的改革在地方执行时，因
某些既得利益或官僚主义而延迟或受挫也在所
难免。例如，2011年起中央政府决心把政府采购
业务与国内知识产权产品脱钩，但在2012年许多
省份和城市仍出现对此类作法持续存在的控诉。
另一个引起公告与执法之间时滞的实际限制是，
地方政府缺乏具有丰富经验和较高素质的处理
知识产权争议和诉讼专业人员。知识产权全面调
查资源匮乏，综合上述因素，使得中央政府的承
诺兑现被延迟，从而给一些美国企业留下负面印
象。
知识产权执法中存在的一个相关问题是，
如何对待文化和历史因素。直到最近几年，知识
产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在中国才受
到重视。在很大程度上，中国的知识产权法是对
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法的移植；改革开放早期，中
国并没有形成知识产权保护法律。尽管法律框
架逐步改善，但与现代知识产权保护有关的法
律，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逐渐开始形成：
《
专利法》颁布于1984年，并在1992年、2001年和
2008年进行了三次修订；
《商标法》于1982年制
定，1993年和2001年进行了两次修订；
《著作权
法》颁布于1990年，2001年和2002年进行了两次
修订。2000年，辞条“知识产权”被加入《新华词
典》（中国最畅销字典，1957年首次出版），这一
事实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普通中国民众对此类概

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和网络安全
的主要担忧
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一直致力于增强知识产权
保护，但中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充分仍会成为众
多美国企业的一大顾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
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执法历史相对较短，加上
其政治体制较大，其法律体系也仍处在不断成熟
阶段，而且许多知识产权问题具有错综复杂性。

18 美国专利商标局（2011），
“美国专利商标局与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布实
施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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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的认识水平。这也客观体现了许多美国企业的
不满，因为他们在评估中国市场绩效时往往期
望太高。中国是美国《特别301报告》“优先观察
国名单”上国家之一，因许多问题而受到指责，包
括但不限于商标抢注、网络盗版，还有实用新型
专利等创新性较低的垃圾专利和新产品审批过
程中的商业秘密披露。

处理知识产权侵权案件中完善司法程
序的需要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双轨制”特征：行政轨
道和司法轨道。行政轨道包括各级商业和文化部
门所设的办事机构；司法轨道则用于争议诉诸法
庭裁决或和解。近年来，中国一直依靠前者在执
行和保障知识产权所有者权益中发挥主导作用，
因为中国的司法轨道落后于许多发达国家。且是
美国企业投诉的主要来源，美方认为这不能充分
补偿中国专利侵权的受害者。
据美国中国商会（简称Amcham China）19报
告，由于诉讼程序中缺乏透露式流程，收集证明
因侵权行为引起利润变化的证据可能会很费劲。
在窃取商业机密或侵犯著作权的案件中，也经常
会碰到很难收集侵权行为的问题。

2009年著作权侵权案中体现的进步
尽管存在上述担忧，但2009年苏州虎丘区
法院审理的“番茄花园”版权侵权案受到了
众多美国企业的欢迎。四名在其tomatolei.
com网站上传播微软Windows XP流行盗版软
件的个人被判入狱并赔偿微软近300万人民
币（合44.1万美元）。据美国商业软件联盟
“本案判决标志着中
发布的一项声明称20，
国最大在线软件盗版组织的瓦解，是中国打
击互联网盗版行动的里程碑”。微软大中华
区副总裁刘凤鸣称赞法院的判决道，
“它展
现了中国政府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切实
举措”21。
根据要求设立的研发中心里，技术会被不自觉地
转让到中国合作伙伴手中。此类研发中心中，部
分中方研究人员可能会在离开公司时将其技术
带给中国公司。这些人还担心，在强制性测试和
认证过程中，必须向政府所属或政府运营的实
验室提供源代码、产品设计以及其它敏感信息。
其它体现中国政府偏向国内技术标准的监管政
策，也可能损害美国知识产权所有者的权益。

强制许可问题
技术转让和自主创新
中国政府已颁布《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
（2006-2020年）》，旨在鼓励公司层面的商业性
研究开发和提高国际竞争力。换言之，中国将自
主创新政策视为提升经济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基石。然而，在一些美国人看来，此政策象征
着偏执的技术民主主义，反而不利于其经济福
利。例如，有抱怨称，中国的自主创新政策使外
国企业在软件、汽车和风能等行业遭遇了不公
平待遇和市场准入问题。一些美国商人抱怨其
技术以合资企业的强制性技术许可形式，或在

国家知识产权局（SIPO）于2003年和2005年宣布
了与强制许可有关的办法，并在2008年对其修订
版《专利法》的相应条款进行再次修正。在整合
了前述各版本法案后，知识产权局于2011年10月
发布了一份新办法草案，征询公众意见。2012年
3月，印度率先向一家治疗癌症的通用名药公司
授予首个强制许可，此后不久，中国最新修订的
《专利实施强制许可办法》于2012年5月正式生
效。总体政策动向没有违反《与贸易有关的知识
产权（TRIPS）协议》，也与其他国际公约的规定
完全一致。专门研究艾滋病、健康和人权问题的

19 中国美国商会，
《美国企业在中国2012白皮书》 “知识产权”。

20 美国商业软件联盟，
“番茄花园案主犯被判入狱”，2009年8月。
21 美联社，
“中国法院判决微软盗版者入狱并罚款”，2009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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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专家Kajal Bhardwaj22 称，中国政府能够大
力修正相关条款并将该合法权利（强制许可）纳
入其日渐成熟的知识产权制度，这是非常鼓舞人
心的。尽管相关办法早在五年前就已到位，但中
国制药公司并未申请任何强制许可。
然而，在一些外国药品原创企业看来，此举
可能会损害到他们的利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专利法》第49条规定，
“在国家出现紧急状态
或者非常情况时，或者为了公共利益的目的，国
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可以给予实施发明专利或者
实用新型专利的强制许可”。此外，是否授予强
制许可的一个决定因素是，专利权人是否充分实
施专利或满足市场需求。某些美国利益相关者
抱怨前述规定意义模糊，一些术语，如“公共利
益”和“充分实施”等定义不清。中国政府与单个
企业在闭门商议过程中缺乏透明性和存在议价
能力不均等问题，使得外国制药企业处于非常不
利的地位。它们担心，强制许可可能成为中国政
府迫使外国药品公司降低售价的一个有效策略，
而这一目的是与WTO协议的初衷相背离的。

网络安全问题
美国不时指控中国当局直接或间接地组织或支
持针对美国公司和政府部门的网络间谍活动。
美国担心来自中国的网络犯罪会因中国公众与私
营部门间的模糊分界线而变得复杂化。美国业界
怀疑，一些中国企业可能在中国政府的帮助下或
为中国政府通过非法途径获得美国机密信息。
中国政府对此怀疑予以强烈否认，并一再重申中
国也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尽管中国技术发展迅
速，但中国政府进行网络战的能力仍较原始，所
以不会对其他国家发起网络攻击。事实上，考虑
到网络攻击可能造成的巨大损失，中国将黑客行
径视作违法。中国相关法律的覆盖范围狭窄而对
此类犯罪行为惩罚宽松，也可能是美国产生怀疑
22 Tan Ee Lyn，
“中国为获廉价药品修订专利法律”，路透社，2012年。

的原因。尽管两国各自具有应对紧急情况的正式
程序，但两国在应对网络犯罪方面却缺乏明确的
沟通渠道。此外，相关机构很少就网络犯罪案件
中执法合作和共同调查支持举行双边会议，这
也成为有效解决网络犯罪问题的一大障碍。
如果通讯设施和设备的部分生产流程在国
外进行，终端使用国不可避免地会遭受某种程
度风险，有些漏洞或未授权功能被带入到相关
网络或基础设施中。这个供应链风险不仅会存在
于中国消费者使用的从美国进口的高科技产品
中，也可能存在于利用中国工厂制造产品的美国
公司中23。作为中美网络安全企业间重要合资企
业，2011年赛门铁克和华为合资公司解体，反映
了在知识产权侵权和网络入侵问题上美国政府
对中国不满而引发的紧张局势。

我们的建议
两国可以采取很多办法减少双方在知识产权保
护问题上的冲突或误解。我们认为以下建议符合
中美两国利益，有助于建立促进经济合作和发
展的商业环境。

相互承认知识产权专利注册文件
尽管《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著作
权条约》已经制定了一系列国际版权保护协调标
准，但全球仍未建立堪比这些协议的有效的专
利保护体系。三边专利局—即欧洲专利局、日
本专利局和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申请在
2004-2009年间的积压显得愈发严重。部分由于
中国、韩国和印度专利局的专利申请迅速增长，
预计在未来几年里，世界主要知识产权局的总工
作量将进一步增加。理论上而言，最好的办法就

23 尽管有这些考虑，美国政府责任署 (GAO)在2013年4月发现“在2010年
1月到2012年10月期间没有一件涉及核心和通路通信网的网络事件通过
[三个已建立]的汇报机制通报给联邦政府。细节请参阅报告“通信网
络：基于成果的措施有助于DHS评估网络安全努力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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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一套适用于全球（或加盟国）并由多边组
织共同管理的统一的专利注册体系。遗憾的是，
从中短期来看，这一理想还无法实现。
另一种理想的替代方案是通过签订双边或
多边协议相互承认专利注册。根据英国知识产权
局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24，相互承认体系有助于
大大减少审核二次申请所用的时间。比如说，如
果相互承认体系能减少25%的二次申请，那么实
施五年后，审核的滞后时间将缩短9个月（在基准
情形下，处理积压工作会滞后48个月）。尽管相
互承认体系具有很多潜在益处，但这一方案很难
在最近付诸实践。比方说，美国与欧盟各国之间
就没有签订此类协议。而中美两国达成此类双边
协议的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尽管如此，如果允许一国的专利申请文件
用于在另一国的专利申请，这也将是十分有益的
事。如此能够大大促进美国专利在中国或者中国
专利在美国的注册。这两大经济体之间已开展的
专利审查高速公路试点方案不失为一个很好的
试验基础，两国应当密切监测和评估测试的进
度和有效性。双方知识产权局的政府官员应当定
期会晤，就最新进度交换信息，并探讨拓展目前
方案的可能性。考虑到中国专利申请量的迅速增
加，并且中国知识产权保护体制逐渐与国际标准
接轨，加强双方合作将有利于减少专利积压时
间量，进而缩短两国专利的处理时间。

广泛使用局域许可证
中美两国可通过签订商业协议，从知识产权密集
型产品的交易中获得益处。比方说，一家美国软件
公司以批量购买价格向中国一所大学出售软件，
允许在校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合法使用其软件。
局域许可证不仅满足中国用户的需求，同
时向美国的知识产权所有者给予合理的报酬。
局域许可证允许一家组织（以批量折扣价）从软
24 英国知识产权局，
“专利积压与相互承认”（是伦敦经济咨询公司展开
的一项经济研究），2010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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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公司购买许可证后，在特定站点范围内的多台
计算机上复制和使用此软件，这是实现中国私
营和公共部门的软件合法化的一种有效途径。
在中国的电子杂志交易领域，也出现了相似的协
议：1997年，在中国政府支付使用费的基础上，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和美国科学促进会会
议达成协议，允许中国大陆互联网用户自由访问
《科学》杂志。另外2002年，国家科技图书文献
中心从英国Maney出版公司和英国皇家学会购买
电子期刊。这些交易主要涉及国家许可证的获
得，可以视为将站点许可证延伸到了国家层面。
澳大利亚的经验表明，通过让药品供应商降
低药品价格，争取政府补贴，消费者可受益于更
低的药品价格，而药品的使用范围也将更广泛25。
这种方案具有把经济的无谓损失（垄断体制下产
出更低，价格更高）转变成巨大的消费者盈余（价
格更低，药品使用量更大）。另一方面，政府补助
有助于保持或略微提升制药公司的利润。

国有企业的软件合法化
建议中国政府不仅在中央、省份及地方政府致力
于消除使用盗版软件，同样也确保将这一措施推
行至中央及地方的国有企业。

建立对中国所有知识产权案件具有管
辖权的国家知识产权保护法庭
最主要的问题是中国大陆三十一个省份、直辖市
和自治区，对各自管辖范围内的知识产权案件具
有单独的管辖权，这意味着企业要保护自身权
益，可能需要向全国多家法庭提起诉讼。由于各
种原因，不同地方法庭做出的判决可能不同，从
而导致混乱和复杂化。例如，上海法庭和深圳法
庭对唯冠科技（深圳）和苹果关于iPad商标在中
国所有权的纠纷案件就有不同的裁决。
25 Mark Johnston & Richard ZeckhaU.S.er，
“澳大利亚药品补贴策略：
从无谓损失和寡头租金转到消费者剩余”，选自Karen Eggleston编著
的《亚太地区处方文化和制药政策》，2009年

知识产权是非常专业的问题。中国应当考虑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法庭，对所有涉及知识产权的
案件进行统一审理，最终做出的裁决应对中国所
有省份、直辖市和自治区具有约束力和强制性。
在这方面，中国可以向发展更加成熟的国家学
习。在日本和美国，有些类型的知识产权申诉案
件是在专设的知识产权上诉法院审理的。美国联
邦巡回上诉法院就是突出的例子，在美国，它扮
演着知识产权案件的终审角色。在其他国家，包
括韩国和英国，也设有独立的知识产权法院或专
利法院处理所有的或重大的知识产权案件。在中
国，成立一个全国性的知识产权法庭，能够集中
各地区和省份的力量，提高司法程序的效率；法
律和技术专家集中起来，可以建立起强大而统一
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框架。此外，国内外的知识
产权所有者，可以节省在中国各地法庭诉讼的资
源，同时避免陷入裁定结果不一致的困境。

加强国务院跨部门知识产权组织的
地位
考虑到有必要在国务院内部建立一个单一的跨
部门知识产权组织，全国知识产权保护的领导小
组于2004年成立。现在正逢进一步加强这一组
织执行及协调能力的大好时机，确保达到全面
合规。

改善技术转让安排的市场
中美两国在第四届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中承
诺，
“就中国2012年2月承诺—技术转让和技
术合作应由商业因素独立决定，中国政府不得将
其作为市场准入的前提条件—与所有相关机
构进行的集中、持续对话”，并改善技术转让协
议市场，让企业自愿达成安排，营造互惠互利的
商业环境。同时坚持国民待遇原则，让中外企业
在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开展竞争。

通过交流与合作促进信息安全
中美两国都已经在一些重要政府文件中表达了
他们对网络安全问题的担忧。2011年，中国工业
和信息化部发布了“信息安全技术—个人信息
保护指南”草案供公众参考；同年美国白宫发布
了“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报告。为了减少误解，战
略和经济对话框架下的战略安全对话（SSD）为
中美提供了一个对话平台。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
塔曾说过，双方应合作和开发多种渠道，避免影
响双边关系的误会产生，这一点非常关键。除了
战略安全对话外，双方政府还可以为文职和军事
官员建立其他高层对话渠道，以便双方就信息安
全交流观点，处理网络意外事件。更多私营企业
参与双边对话也是很有必要的。双方还可以通过
计算机安全应急响应组（CERT）推进合作26。
事实上，自2009年开始两方智库机构—美
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和中国现代国际
关系研究院（CICIR）—就已经进行持续的“中
美网络安全对话”。他们曾于2012年6月发表联合
公报，概述了双方的一致观点以及存在的分歧。
网络安全是一个快速演变的全球性挑战。但
网络安全问题非常复杂，从来没有简单的解决方
案27。我们很可能需要一种全新的国际管理机制
来保护网络的安全。不过，各国对《布达佩斯公
约》各持己见说明了对此问题达成国际共识所面
临的挑战。我们建议中美就网络安全共识问题继
续保持对话与合作。这不仅对中美两国很重要，
对世界其他国家也同样重要28。在美国国务卿克里
2013年4月访华期间，双方达成共识，将在战略和
经济对话框架(S&ED)下建立特别的工作小组，就
网络安全问题展开讨论。该小组工作在于建立两
国未来在以下方面的路径图：1)网络安全方面的合
作；2)协作开发网络空间的国际协议。我们建议两
国政府在未来18个月内致力于达成相关磋商。
26 2012年6月CICIR和CSIS就网络安全合作问题会晤后达成此项共识。
27 参见Dave Clemente的经典讨论，
“网络安全和全球相互依赖：那一项
更重要？执行纲要”，查塔姆研究所，2013年2月
28 参见Zbigniew Brzezinksi的近期文章，
“在网络时代，世界需要新的
战争规则”，
《金融时代》，2013年2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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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僵局
John J.Hamre，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29
我认识的所有商人都曾有过公司遭遇严重
网络攻击的经历。最近，一位首席执行官告
诉我，他的公司每天会收到60,000封攻击邮
件。由于此类事件会引发非善意的媒体关注
和过于频繁的政府监督，大多数公司并不想
公开讨论此类事情。
近几年，
“网络攻击”和“中国”这两个词
汇似乎总被联系在一起。网络罪犯无处不
在，但中国俨然已经成了造成网络不安全的
魔鬼。它正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稳定的主要
源头。
几年前，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与中国安全
机构就网络安全展开了低调对话。在这方
面，没有任何一方是无辜的。中美两国从来
没有打算放弃通过网络工具侦查对方。也没
有一方否认双方发生战争时不会使用网络
工具进行互相攻击。谁都知道与中国发生战
争将是毁灭性的，并且会产生事与愿违的效
果，但我们和中国都将储备网络攻击武器以
备未来的不时之需。在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心
知肚明。
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找不到能够合作的领
域。任何一方都无意让第三方国家通过网
络技术迫使双方发生战事或关系紧张。对
网络攻击者而言，他们能轻松地拦截其他国
家一台不知情的计算机掩饰自己的身份，然
后发起攻击。我就经历过一个梦魇：一家敌
对的外国情报机构对美国的公用事业部门
设计了一起聪明的攻击—著名的“让芝加
哥城熄灯”攻击—他们通过从中国发动
攻击进行掩饰。当美国经历了耸人听闻的参
议员炭疽攻击事件后，炭疽信件的粗糙设
29 John J.Hamre，
“网络僵局”，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2012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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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表明这次攻击来自穆斯林恐怖分子。而我
们的中国同行对这一领域也与我们非常担
忧此类问题。
中美都不希望本国的犯罪分子攻击对方
的银行系统。日常金融交易网络与我们息息
相关，它对双方国家都是非常有益的。我们
不希望这些领域受到犯罪分子或敌对情报
势力的威胁。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想自己的计算机被恐
怖分子劫持用来攻击其他国家或任何第三
方国家。
简而言之，作为主权国家，纵使我们拥有为
了国家利益而伤害另一方的权利，但双方在
网络安全的许多领域仍拥有许多共同利益。
当然，更大的问题是与政府实体存在工作
关系攻击者模糊不清的身份。当一家美国企
业发现自己一个重要产品设计被一个国外
黑客窃取，这个攻击行为是政府情报机构
团伙所为？或是偷窃知识产权仅仅是为了经
济利益？说实话，在世界上有些国家，这两
者是没有区别的，中国就是此类国家之一。
但我始终坚信有许多机会可以与中国进
行更加具有创造性的工作，来解决这个棘手
的难题。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与困扰我们
多年并且依然还在困扰我们的问题并无二
致，中国私营企业某些部门窃取了美国产品
的设计 – 或者只是创造了一个与美国产
品相似的假冒商标，装进掺假的本地产品
后卖给容易上当的中国消费者。十年前这是
一个十分严峻以及非常棘手的问题。现如
今这个问题已经得到大幅改善，因为美国公
司直接向中国的政府官员表达了强烈不满，
要求中国领导人采取措施。政府已经采取了
系列措施来缓解这个问题。虽然这个问题还
未解决，但事情正在朝着正确的轨道前进。
美国企业如今在保护其生产线时也变聪明

了，并且凭借着产品的安全性和良好效果已
经在中国抢占了相当可观的市场份额。
正如我之前所说，出现严重问题我们谁也
逃不了干系。对美国公司来说，对中国横加
指责也不是个办法，并且私人部门的市民们
在保护自己计算机网络时能做得更好。计算
机专家称，世界上超过一半的联网计算机没
有配备有效的安全功能。这个问题十多年前
就已经是非常严峻了。当然了，美国政府官员
的确需要告知中国建立自己的原则，管好网
络领域。这些活动已经日益成为更密切关
系的严重障碍。
与此同时，我也认为我们有机会与中国同
行就我们共同面对的问题开展真诚对话和
建设性的合作。这个问题非常严峻，但是并
非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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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中美关系大局下的知识产权问题
柯白
柯氏策略咨询公司总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前任主席

摘要

知

识产权问题在中美整体关系、尤其
是贸易关系中长期并将继续占据着
重要位置，多年来两国政府频频就
此话题开展交涉。随着时间流逝，知识产权问题
已成为两国间的老生常谈，双方都知道问题症结
所在，并熟稔各种复杂的概念与词汇；不过令人
略感沮丧的是，关于知识产权的对话似乎已陷入
永无休止的僵局，双方都对彼此的观点置若罔
闻。讨论大多沦为类似“杯子是半满还是半空”
式的争论，双方互相指责的同时又对彼此的指控
反唇相讥。
这篇短文不想花太多篇幅去讨论关于冲突
与合作、争取与退让、磋商与排斥的“拉锯战”进
展情况，而更希望将知识产权问题放在几个大背
景下加以考量，其中大部分属于中国国情，但总
体都与中美关系的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息息相
关。
笔者研习中国现代历史并参与推动中美关
系、尤其是商贸关系发展多年，在笔者看来，知
识产权问题实际上是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及世
界强国迈进的大转变中的小插曲。中国几乎在一
夜之间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主
要科技与创意产业强国之一的美国已感受到其
影响。随着中国经济发生量与质的双重飞跃，两
国对彼此的评价也随之变化。不断扩大的经济
联系为彼此带来了巨大收益，但新的分歧也层
出不穷，而像广义的知识产权这种长期存在的分
歧，很难找到一蹴而就的解决方法。
中美知识产权争议的最终走向将取决于中
国的未来发展蓝图，而不仅仅局限于知识产权
本身。过去150年间，中国一直在探索出路，希望
在不牺牲中国核心本质的前提下，克服迄今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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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不为其所控的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挑战。这
种探索至今依然活跃，大胆些许的表述为“中国
特色”，而最近又以更为自信的口吻提出了“中国
梦”。政治家们重申中国将走自己的路，尤其在政
治体制方面，不会简单效仿“西方”模式。如下
文所述，随着中国逐渐明确其在全球经济中所
扮演的角色，类似观点还会继续出现。
这些用词在实践中将对中国自身以及中国
与世界的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尚不明确。具体到
中美知识产权问题上，更为重要和紧迫的议题
是：
•

•

•

中国一直力图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份子，随着
它继续积累经济和科技实力并增强国际影
响力，是否会尽最大努力融入国际社会？
无论是出于国内需要，还是在进一步适应外
部标准过程中所带来的管理或文化压力，中
国会否反而要求他人接受“中国特色”及其
标准？
不能完全兼容的两者会混合出怎样的产物？

这一进程对中国、对世界乃至人类历史而言都具
有重大意义。美国作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和技
术最先进的国家，拥有全世界工业及科技实力最
强的军事力量，中国的发展对其而言非常重要。
美国理应在主要利害问题上与中国密切开展磋
商、合作，正如中国也要以开放、合作的态度与美
国打交道一样。
然而，当美国知识产权持有人的宝贵经济资
产在中国或其他地方遭遇侵犯时，开放与合作并
不意味着美国应该背弃包括法治观念在内的传
统。虽然在这些问题上，中美两国必须继续“寻

找共同点”，对美国来说，政府和私营部门也须
着手制定切实有效的方法保护重要经济资产不
被对手、竞争者甚至合作伙伴非法盗用。
好消息是尽管时间不长，中国已迈出了很大
一步，建立起一套法律、制度框架，将知识产权

重要功能的概念化理念融入其发展战略中，并与
美国及其他国家保持积极对话，在提升其全球
利益的同时努力保持经济合作关系的稳定进步。
长期来看，中美两国必须在此基础上继续发展
两国关系。

中美关系大局下的知识产权问题
一、中美知识产权对话概述
目前，美国与中国就知识产权的对话通常可以归
结为：
美方通常会详细说明，规模或大或小的中国
知识产权侵权者未经授权和支付版权费，仿造美
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使美国公司蒙受了
惊人损失。几年前，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所做的
一项研究指出，中国侵犯知识产权导致美国企业
销售量减少，再加上未付的版权费和许可费，美
国企业每年蒙受的损失高达480亿美元。该报告
还详细介绍了所采用的经济模型，估算出中国知
识产权侵权者使美国失去了近百万个工作机会。
尽管注意到自1980年以来，中国在知识产权
保护的相关法律方面取得了进展，美方仍反复指
出：

犯知识产权在美国是一个高度敏感的政治话
题。美方（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于是就提
出建议，中国政府应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尤
其是对非中资企业的知识产权保护，建议内容亦
愈加细化。事实上，知识产权在每个最高层级的
政府间会谈议题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例如，中
美战略与经济对话（SED）以及长期存在的中美
商贸联合委员会（JCCT）。
中方回应时指出：
•

•
•
•
•
•

中国的法律对知识产权侵权行为量罚不够，
不足以制止潜在侵权者；
法律执行情况堪忧，逃避法律责任的现象普
遍；
美国的耐心是有限的；
美国会在多边基础上或依照美国法律采取
措施保护美国利益。

无论口头或书面，美国都传达了这一信息，即侵

•

•

•

外国批评者必须要有耐心；法律的重要变更
以及培养重视知识产权的文化与行为都需
要时间；
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对此
应给予更多肯定；
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中国自身经济发展利益
相关的有效知识产权保护的进展；中国已经
为加快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体制提出了最新
战略指引；
中国不仅通过了知识产权立法草案，而且已
经在行政和司法部门成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
机构；
中国已开展多项高规格的公众宣传活动，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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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公众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重要性并起诉侵
权者；
中国已在高层设立了强大的政府机构，专心
致力于知识产权保护；
中国已与美国携手，通过各种类型的双边和
多边论坛，推进知识产权保护并增进“相互
理解”。

二、定义、限定与肯定
首先跟大家分享笔者初步观察到的几个现象，从
而避免可能出现的辩驳之声，同时驳斥认为知识
产权问题简单易解的错误观念。
首先，整个“知识产权”概念一直都在变
化，并且仍保持着某种文化产品特质，其定义的
转变反映了科技变迁情况和国情。此外，在任何
国家，知识产权无论在法律或者社会习俗中的定
义和处理方式都存在着很大争议。不同观点的
支持者有着不同的出发点和物质利益。 例如：
音乐文件共享在美国引发了极大争议。在中美背
景下，双方对其自身形象的认定（美国认为自己
原本就是这些来之不易、宝贵的私有经济资产
的创造者和所有人；而中国认为自己贫穷落后、
处于不利地位，要设法摆脱美国跨国公司科技经
济霸权的过度操控，为自身发展创造机会。）使
其对知识产权的看法很难达到统一。
对于大多数美国公司来说，中国在知识产权
保护方面的诸多不足多年来一直是他们在中国
营商的主要困扰。中国商业环境的这一重大负面
因素，令这些企业不得不采取各种复杂措施来
避免损失，成本很高。目前推荐的用于避免知识
产权损失的“最佳措施”在不同企业的执行情况
不一，执行起来不但复杂、成本高昂，而且效果
并不理想。美国企业一直以单独或通过行业协会
的方式，与政府执行机构就知识产权开展着积
极对话。
“知识产权”现在包含众多内容，作为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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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性概念，可能需要重新审视其有效性。商
标、著作权、描述各异的专利权、商业机密等虽
然都在知识产权范围之内，但其中每一项在各国
的经济和法律制度下都极其复杂，在双边及多
边环境下则更加晦涩难懂。
此外，由于专业性要求较高，知识产权本身
成了一种行业，不仅有众多研究知识产权的法
律、技术和政府专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政府、企业甚至社会的行为。例如，规模较小的
美国公司由于对知识产权损失或高昂的知识产
权保护成本（无论是预防知识产权被侵犯还是
对侵权者提起诉讼）所带来运营风险不够熟悉，
天生比较脆弱。
我们也明白，要使负责任的知识产权文化实
现内在化，急切需要在中国政府和社会各个层面
完成人力资源建设。接下来我们会关注中国的制
度承受能力如何。
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尽管“底子薄”，但进
步显著。
随着时间流逝，中国在1978年末决定“改革
开放”（即在国内引入市场经济、与全球经济接
轨）之前的样子越来越难被记起，但我们不应忘
记中国已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上世纪70年代末，
法律学者李浩（Victor H. Li）出版了一本页数
不多的重要著作—《没有律师的法制》（Law
without Lawyers），反映了经过长达几十年的毛
式“政治”以及文化大革命浩劫后，中国法制有
多么落后，法律专业人士几乎为零。尽管现今中
国的法治或许依然不完善，但中国已制定了大量
的法律法规，特别是经济方面。
大多数国家都普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问
题，即使工业化程度略低、国际联系较弱的经济
体也是如此，这在互联网时代意味着所有国家都
参与其中。美中两国在考虑为解决知识产权问题
而进行协调或对抗时，也应向对方指出（实际上
他们也是这样做），这个困扰双方的问题不是单
单一个双边的问题。这不仅包括“传统”形式的

知识产权侵权，而且包括目前最令人震惊的电脑
黑客问题。
《纽约客》
（The New Yorker）最近
刊载的一篇文章很说明问题，文章谈及最近美国
年轻且性格复杂的电脑天才兼积极分子亚伦·斯
沃茨（Aron Swartz）的自杀事件。作者在文中顺
便指出：
“众所周知，在麻省理工，黑客行为普
遍作为一种传统为人所接受。即便为被攻击者带
来很大困扰和损失，这一行径还是被当作科技创
新文化的一部分而鲜受惩罚。”道理虽然显而易
见，但我们仍需时刻铭记这一点。

三、不断变化中的中国经济环境
下的知识产权问题
迄今为止，知识产权问题的核心对美国而言主要
是商业问题，而对中国而言，则一直是国内和全
球发展战略问题。不过，对美国来说，这个问题
也迅速演变成为关乎国家安全的战略性问题。
几十年来，针对国际著名产品和品牌的猖獗
盗版行为已成为带中国社会特色的现象。从山
寨名牌服装，到廉价的海外电影光盘及盗版软
件的泛滥等等，不一而足，对此我们不应忽视。
这些行径在改革开放之初迅速扎根并延续至今。
赝品从某种程度上而言是孤立与贫穷的产物，
使人们为了谋生而无视知识产权等细节问题，并
引诱更多人购买那些他们原本无力负担的产品
的仿制品。
（事实上，中国作家余华最近曾在纽
约时报刊登文章，提出对盗版书籍的需求主要源
于绝大多数人无法承受合法版权书籍或其他产
品的高昂价格。）
不过，随着中国逐渐走向富强，经济发展日
益先进，知识产权管理政策、法律和制度日益完
善，再加上21世纪“中华民族复兴”愿景驱动下
的政治及对外政策影响，中美关系所面临的知
识产权争议的核心问题也在不断变化。随着中国
奉行政府主导战略，通过促进国内“创新”，提
高先进经济领域的全球竞争力，减少对海外产品

和技术的依赖，早期实施“开放”政策所引起的
激烈的国际争端也在变化。

四、对中国旧有问题的一些想法
可以理解，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对话通常着眼
于当下的问题，这些笔者已经述及。关于中国目
前知识产权问题的大框架，请允许笔者做些评
论。
1.对“山寨”盗版及“梁山好汉”文化的有趣思
考
中文里把充斥于整个社会的广泛生产和消费品
牌消费品（如手机、运动鞋等）的廉价仿制品的
行为称作“山寨”。学者Paul Hennessey在一篇
引人入胜的文章中论述道，在如今猖獗的山寨
现象背后，是人们巧妙而勇敢地向滥用权力的
专制统治精英发起反抗的历史传统。Hennessey
认为，这是长久以来深入人心的浪漫主义传统。
地方官场通常腐败不堪、作风残酷，而民众钦佩
那些大胆嘲弄政府权力的人，也欣赏那些巧妙
绕开官方命令而正直做事的人，即便他们的行
为不合正统，却仍能在另类世界里欣欣向荣。因
此，Hennessey指出，山寨现象主要受到来自中
国底层社会的热情推动，并因底层民众与代表国
家权力的官员之间的关系而生气勃勃，这与15世
纪的情况差不多。Hennessey的文章并非经济或
商业研究，因此其新奇想法既无法证明也不好反
驳。但该文提出不少有趣的问题，例如，除了我
们说的“经济机会主义的普适性”激励了大批现
代仿冒艺术家以及细气的伪造者，特定形式的消
费品盗版行为也有其历史悠久的“小传统”。
2.儒家对沿袭历史传统的注重
自中国传统时期末期延续至20世纪的文化传承
中，古典儒家思想及其后的演绎衍生出一种观
点，即要在历史中寻找社会和美学进步之道，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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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成名就者的最高理想就是通过模仿接近先贤
的高度。出于这种观点，中国很多政治和社会精
英在20世纪末接受了“自强”这一当代挑战，但
仍受限于对原创精神的文化偏见，尊重勤勉却喜
欢模仿、抄袭。
现在，复杂的法律和监管框架已经建立，中
央政府为此提供了日益全面的政策支持，旨在通
过上述制度接纳尊重创新的文化以满足经济快
速发展的要求；并设置了量化指标（例如，专利申
请与授予数量）以明确考量中国经济的“创新”
程度；过去十年间，中国企业专利申报也日趋增
多，然而，中国的战略规划者仍然无法确定：历史
沿袭下来的对于创新的压抑已经不复存在。
3.近代历史背景下的中国管治架构
二十世纪初叶，皇权政治及社会制度历经几千年
后土崩瓦解；民国时期（自1912年末代王朝终结
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战乱纷纷，以及
共产党治下的最初三十年（1949-1979）几乎不曾
停息的政治动荡，导致中国仍未完全建立起一个
有效的现代政治权力架构，而完成这一任务仍有
很长路要走。其重要影响是，即使中国共产党实
行列宁主义原则，但还是缺乏能够将中国大众与
政府联接在一起的新型治理架构。这个问题表
现在今天就是一元政府架构的悖论。在一元政
府架构下，一方面，最终控制权掌握在庞大的行
政体系金字塔的顶端，并通过省、县、镇、村层层
下达；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国土广袤及人口众多，
在实际操作上无法确保中央指令能得到完全贯
彻。
实际上，这一“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难题在
日常现实中多有表现，例如：在知识产权政策和
法规的实施中出现的区域或地方差异；将个人偏
好作为地方知识产权裁定结果的决定因素；以及
在全国范围内实际负责执行知识产权政策并管
理相关纠纷的低级官僚和执法人员专业水平不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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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历史遗留的结构性问题不仅意味着在
后“伟人统治”时期，由金字塔顶端定夺重大问
题将受到来自各利益集团的强烈争议；同时也意
味着，中国的中央政治部门需要仔细甄选那些他
们必须严重依赖的党员以及政府官僚。后者队伍
庞大甚至数以百万计，他们有权考虑是否执行中
央意志。要想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从上至下建
立外资企业所期待的知识产权体系，并确保该体
系同等适用于全国各地的国内和外资企业，几乎
是天方夜谭。
二十世纪初，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了武装
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
建帝制，功勋卓著。他曾批评中国人是“一盘散
沙”，并慨叹要将中国庞大人口凝聚起来、达成
对国家的一致认同并重拾民族尊严是多么困难。
虽然孙中山先生的用词仍有待大众想象，但他应
该不会是中国第一位或最后一位作出上述评论
的人。
4．改变“后文化大革命”的社会道德观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围绕现代国民认同感，
中国人民的凝聚力大为提高。但目标还远未完
成，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构成了重大的挑
战。
特别是，在这个历史节点上，中国社会仍在
尽力应对曾经普遍认同的社会和道德准则土崩
瓦解所带来的问题。这不但包括上文述及的传
统精神的日渐式微，而且包括在毛主义政权更迭
期间疾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导致规范遭到破坏
的遗留问题，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后期到70年
代初那段狂暴而混乱的“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道德共识的破坏
程度，以及文革后初期，随着十年来的“革命”
真理被迅速摒弃，社会共识被进一步削弱的影
响程度尚有待充分研究，而且仍属于敏感话题。
但可以推测，除了上述历史和文化遗留问
题，另一个事实证明很难控制的当下中国的社会

现象是官员腐败和滥用职权问题。牢不可破、盘
根错节的关系网—“人治”而非“法治”—在
这个制度规范存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找到了丰
富养料。
现今中国面对的问题不少，例如：为了致富
不择手段、层出不穷的炫富现象、对奢侈品的痴
迷、别出心裁的会计欺诈、食品及药品造假以及
社会服务几乎全盘市场化。中国人一方面担忧自
己会成为肆无忌惮的假冒伪劣商品的受害者，另
一方面却普遍认为制假带来的商机极具诱惑力。
由此可见，不管中国政府高层如何三令五申、美
国如何强烈要求，要在中国建立有效的知识产权
体系将面临怎样的深层次挑战。

五、新的发展
近几年来，中美关系中的知识产权问题同时呈现
出积极和消极两种方向的变化。
例如，知识产权机构在政府高层的一系列
指示下成立，其发展程度已受到来自美国商界权
威的私营部门的注意。美国的商业调查显示，美
国企业逐渐开始考虑求助于中国专门的知识产
权司法机关（估计在北京或上海更为明显，鉴于
中国幅员辽阔，这类机构在数量和质量上可能发
展不平衡），从而以较为可靠的方式就其知识产
权损失讨回部分赔偿。很多人会发现，最近一段
时间，中国企业的专利申报数激增，中国企业之
间的知识产权争端案例也大幅增加。而美国的重
要立场是，随着中国在科技方面日益成熟，中国
企业创造出很多自有专利知识，中国将继续深入
努力通过法律制度保护知识产权，这对每个人
来说都有好处。
然而，进入21世纪以来，还有一件事在很大
程度上改变着中国的知识产权环境和持续存在
的中美知识产权问题的本质。那就是中国政府一
直以来所发布的长远政策，旨在保护中国先进的
工业及科技发展的本土基础，支持国家经济保

持全球竞争力，并确保中国本土企业将来能够在
中国以及世界范围内与外资企业展开竞争。
过去的30年里，中国政府在制定并实现长期
战略经济目标方面展示了非凡的能力，没有人能
指责中国政府将中国迅速建设成为世界经济技
术强国的愿望。
将大量廉价且技能水平普遍较低的劳动力
从农村引向城市的最初战略已结出累累硕果；依
靠对基础设施投资的巨大成功，中国的出口体系
直到最近还排名世界首位，一举跃居世界贸易大
国前列，总体GDP仅次于美国，并将很快成为全
球最大经济体。中国数亿人口的生活水平已有
提高，不仅超出了贫困线，其可支配收入还达到
了“中产”水平。
但是中国的战略思想家们会察觉到，随着时
间推移，后毛时期发展战略的影响将逐渐转弱。
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适龄工作人
口的增长注定放缓。另一方面，全球市场对中国
工厂生产的低技术含量产品的需求不可能无止
境扩大。
最关键的是，中国需要打破最初为自身打造
的低附加值角色。人们早已认识到，中国贡献的
附加产值在出口到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出口价
格中占比很低，因为那些基于知识产权、包括设
计以及先进科技的零部件的高附加值产品均产
自国外，只是运到中国进行最终组装、打包并作
为中国的出口销往世界各地。
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全球利益增
长，中国政府认识到其军队需要面对21世纪的各
种挑战。这也意味着，首先要应对美国强大的科
技主导的军事力量。随着中国与美国在贸易、人
权、第三世界问题等方面摩擦不断，再加上自天
安门事件以来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军事制裁依旧
有效，中国的策略制定者再一次认识到，中国必
须依靠自身努力避免对不确定的“外部世界”的
科技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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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中国在过去十年中提出了旨在推动
“中国发明”的知识产权发展的一整套政策规
定。国家对那些中国经济发展中最关键的经济
部门和行业进行规划；大批项目都按特惠条件
获得国家财政支持，科技项目以及“战略新兴产
业”受到优待；中国还就创造知识产权设立了详
尽的政府目标。同时我们还看到，虽然效果有待
查证，但政府正在尝试调整官员的绩效评估指
标，将促进创新的政绩纳入其中。
推动中国进入全球高附加值经济体前列所
基于的根本性前提是，发展良好的知识产权所有
体制。这体制与全球先进工业化经济体的知识
产权体系在功能上类似，但仍存在关键性差别，
其中一些成为中美知识产权关系持续摩擦的根
本所在。
首先，随着政府开始探索国家实现科技进步
之路，它保留甚至扩大了其在现代工业化经济中
的角色。截至目前，尽管在非战略经济行业中存
在大量活跃的小型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仍然占
据着中国经济的很大部分，特别是在全球范围内
的商业竞争中也以国有企业为主。政府对中资企
业慷慨解囊，支持其高速发展高端技术，而资金
大量流向国有企业。此举间接说明，中国政府引
导下的知识产权发展由国有企业占据主导，并以
国家支持的经济活动展开，在必要时候，会与同
其竞争的海外私人企业的经济活动有所不同。
这种政府主导技术创新的体制产生的另一
个问题是，政府出台的政策一方面促进本土企业
利用自主知识产权取得商业成功并增强竞争力，
另一方面却歧视使用海外知识产权的企业。外资
企业及其国家政府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这已
成为政府采购方面一个尤其敏感的话题。
中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完善的发展战略，内容
包括推动科技水平达到世界先进、实现本土创
新、鼓励外资参与中国经济以及减少对引起外部
争议的国际技术来源的依赖等等。鉴于篇幅有
限，在此不再赘述。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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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利用其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来讨价还价，说得
难听点可能就是强迫海外企业与中国合作伙伴/
使用者分享其自主知识产权，以此作为市场准入
条件之一。虽然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后，根据
相关条款此举被明令禁止，但在实际操作层面，
它在中国的商业领域中仍普遍存在。境外企业
及其政府一直强烈抗议中国提出的关于其自有
技术或商业机密的强制性许可条款。
总而言之，中美知识产权争端的内涵已随着
中国经济日益成熟以及世界经济及军事平衡关系
的转变而改变。按照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政府
一直在战略规划和利用经济资源支持实现国家
既定目标的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种模式迥
异于美国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科技发展模式。反
过来，这也促使美国私营企业与美国政府更加紧
密合作，寻求实现其在中国的关键目标，既包括
进入中国市场也包括提高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六、网路现状以及威胁的
潜伏隐喻
最近出现了宣称是由中国特工发起的针对众多
美国企业、政府以及基础设施网络的黑客事件，
以及无数次所谓的美国黑客袭击中国事件。将
这些迅速发酵的公开戏剧性事件称为“知识产
权争端”不但会进一步弱化对“知识产权”所做
的任何定义，同时也会给知识产权的相关讨论增
加新的不确定因素。
笔者一直认为，在美国对中国的认知中隐藏
着一种源自19世纪的扭曲，认为无论在物质上、
医学上还是道德上，中国都是散发有毒、危险气
息的源头。这并不是当今美国公众对中国的主流
看法，在美国大众的想象中，对中国及其人民依
然存有很多良好观感。然而，我个人认为，这种
恼人的中国潜在威胁论依然是一股可能引起大
众不安情绪的不稳定暗流，因此，也可能引起政
治意义上的动荡。

类似的，来自中国的受污染产品威胁公众健
康的消息不时占据报刊头条，同样助长了这样一
种论调，即潜在危险正在从中国向美国泛滥。污
染造成的印象，例如儿童玩具镀有含铅的油漆，
又或者宠物食品掺有致命化学物质，抑或在农
场处理猪肠用以生产美国手术室使用的大部分
肝素（最近甚至发生了数以千计发泡变肿的猪隻
沿黄浦江的油腻低洼处漂游而下的事件，而黄
浦江是上海供水的主要来源），这些都成为美国
对中国印象的一部分，令人忧虑和怀疑。
在对华关系中，美国必须尽量避免上述情
况的发生。而笔者对目前爆发的有关网络攻击的
争议非常担心，之前因企业谨慎心理和政府机密
而被遮掩的问题正逐渐进入公众视野。
无论是出于技术驱动，还是人们对权力的
渴望，或仅仅是人类天生喜欢刺激和消遣的心
理，或是严重缺乏互信的政府采取的秘而不宣的
策略，这种变化都远远超过了过去几十年中美关
系观察家们主要关注的知识产权争议的内涵。然
而，鉴于大部分所谓来自中国的渗透针对的是美
国企业最重要的“商业机密”，因而网络安全课
题依然属于中美知识产权讨论的衍生范畴。
很难预计这一争议的后果如何，希望这类
黑客袭击事件本身不会成为中美之间的致命危
机。然而，不管怎么说，黑客危机毕竟也是长期
以来知识产权争端的延伸。这进一步说明，信息
保密的难度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商业”
和“战略”的界定更加模糊，以前美国在经济和
科技领域被人仰望而中国还是一脸稚嫩的日子
已一去不复返。

七、乐观的总结
面对层出不穷的知识产权侵权、对某些“论点”
的刻板解读以及中美知识产权交涉的苦无进
展，我们必须铭记已经取得了多少成果，而不是
面对未来无奈的搓手叹息。

在中国，尽管树立知识产权意识及尊重权利
保护的文化建设仍在进行中，但毋庸置疑的是，
政治领导人已经认识到切实可行的全国及全球
知识产权保护的必要性。中国的自我看法与美国
不同。在中国，各方对庞杂的知识产权问题的看
法并不一致（美国的情况与之类似）。但我相信
中美双方都明白，如果不坚持协作、努力寻找共
同立场，那么情况将严峻得多。
此外，对于目前中美关系中无所不在的“战
略不信任”而言，不断有证据证明：1) 当势态严
重时，双方仍可达成彼此均可接受的协议；2) 无
论是在民众还是地方层面，出于善意的利益才能
生存。
中美关系显示，没有一方主要是受利他主
义驱动，双方都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和目标。事
实上，这也促成了以下成果：双向贸易额高达每
年5,000亿美元；中国全面加入以前被排斥在外
的主要多边经济组织；知识和文化交流加强，特
别为学生创造了很多机会，这在以往是不可想象
的；尽管在国家首要任务及发展阶段方面的认
识存在差异，但中美在一系列国际问题上开始合
作，此外，还学会了在形势紧张的情况下，通过
和平且为彼此顾全颜面的方式解决不愉快的纠
纷。
管理知识产权相关的中美关系要付出专业
而辛苦的努力，需要大批受过技术、语言及文化
培训的专业人士。而且这种需求源源不断，现有
专家总会退休，而未来的专家都需要从基础学
起。要解决中美知识产权的难题，人力资源是一
个重要因素，但也最容易解决。两国必须携手合
作，通过政府和非政府资源，支持培养知识产权
专业人士。他们不但能够管理本国的知识产权事
宜，而且能够通过互相交流和学习，制定解决双
边知识产权问题的时间表。要完成这一任务，就
要从现在开始。
正如之前所说，美国不可能在中国的基本发
展选择上做指指点点的导师。然而，美国可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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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与中国继续合作，推动发展公众教育，在中
国社会、政府以及企业中建立负责任的知识产权
保护文化。美国企业必须继续实施全面、有时可
能成本高昂的战略来保护其知识产权，包括与教
育机构、供应商及其自身在中国开展日常业务的
雇员紧密合作。
我们必须寄希望于中国会继续深化并加强
已有的知识产权保护架构，同时严厉消除对国内
企业和外资（包括美国）企业的区别对待。
期待中美之间的知识产权争端突然发生奇
迹般的转变是不切实际的。相反，我们应该转换
角度，即采取笔者所谓的“互惠单边主义”，将各
方单边行为造成的刺激因素逐步消除，而不是受
强迫或者向外国势力让步。
最后，鉴于本文论及的大背景，关注知识产
权困境的美国人应吸取在中国其他领域取得进
展的成功经验。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方案是中国
现代化模式的组成部分，因此经常被提及的“法
治”进步，或中美关系其他方面的改善所带来的
间接而长期的影响，最终也会体现在知识产权
环境的改善中（哪怕是间接影响）。
然而，对于目前的知识产权问题，无论从经
济意义上还是从政治方面来看，都不能用一句
“这些事情需要时间”来搪塞。上世纪80年代开
始改革开放时，中国还只是世界联队中的一名新
兵，工业落后、人口消费能力很低，与外部世界
接触不多。随着中国开放国门，外资企业蜂拥而
入，他们不仅受到长久以来“中国市场”梦的诱
惑，还通过与中国企业开展业务帮助后者实现现
代化。随着庞大的国内消费品市场的出现，很多
工业现代化目标也已完成。中国需要世界，正如
世界需要中国。这种依存关系让中国更有底气，
它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如何与世界强者成功竞争
方面。在知识产权领域，竞争对手通常是美国。
美国企业现在必须做出艰难决定，是出于担
心在中国市场错失商机而容忍知识产权侵权行
为，还是与重大侵权行径正面交锋、要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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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明白，长期对抗毫无意义，但美国企业在改
革开放初期表现出的慷慨品性也不复存在。笔者
认为，美国公司将会精挑细选一些案例提起赔
偿诉讼。当类似事情发生时，建议中国的权威机
构能够仔细聆听，并着手建立解决机制应对美国
公司的诉求。届时，成功案例会越来越多，而这
些解决案例本身会进一步改善中美知识产权问
题所处的大环境。

第十六章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
樊纲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北京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经济学教授

尼古拉斯·霍普
斯坦福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及其中国项目主任
参与撰稿人:何泳榆 黄志龙 张焕波

摘要

中

国国有企业历史悠久。1949年新中
国成立时，因长期战乱和落后，整
个国家百废待兴。而当时既无民营
企业也无任何组织机构来担此重任，于是国营企
业逐渐承担了所有的建国任务。除了重建国家的
历史作用外，对很多人的生活来说，国企也扮演
了重要角色，它们不仅提供就业机会，而且提供
社会服务、教育、医疗卫生和退休养老等。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国企
经历了长期的渐进式改革。为了减少对预算和/
或银行贷款的需求，许多低效、小型的国企被关
闭、兼并或出售，由此产生的失业和结构性调整
问题曾让人头疼。但因中国保持了经济快速增
长、建立了基本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教育、住房
和其它社会保障措施，转型期所带来的破坏性
得以降低。同时，更具积极意义的是，关键及战
略行业中的许多大型国企从国家计划经济时期
的低效生产单位成功转型为盈利的公司型业务
实体，并逐步建立合理的公司管理架构。
随着一系列改革，越来越多非国有经济进入
各行各业，国有经济比重相对大幅下降。例如，
在国内工业总产值中，国企所占比重从1998年的
约50%下降为2011年的25%左右。2003年，中央政
府拥有国企196家，到2013年3月，
下降到115家。
但是，各级地方政府仍有不少小型国企，其中许
多地方政府采取偏向当地企业的政策。
中国企业虽已进行大幅结构重组，但大型
国企的成功还是导致了中国与一些贸易伙伴之
间的摩擦，主要是因为这些国企在国内及全球市
场上变成了日益强大的竞争对手。美国商界抱怨
说，中国政府的政策向本土国企倾斜，导致了不
公平竞争。另外，中国政府鼓励大型国企进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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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投资，也使其他企业在全球竞争中处于不利地
位。
有些抱怨是有道理的。例如，国企的确在中
国市场享有一些优惠待遇，包括获得许可和赢
得政府采购合同，尤其在地方政府这一层级。然
而，有些抱怨值得商榷，例如国企在融资方面获
得政策支持的看法仍有争议。而且，许多国企相
互之间竞争十分激烈，它们不应被简单地看成政
府控制的垄断企业。
中国政府重申，决心让所有外资企业享受国
民待遇。在2012年5月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S&ED)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承诺建设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平等对待所有企业。本着实施渐
进式改革的长期战略，2012年中，中国政府发布
了一系列指导方针，鼓励中国非国有企业成长发
展。2012年底，中国政府又采取了进一步措施，
在一些关键行业允许更多的市场竞争，其中包括
金融服务、医疗卫生和电信行业。如今，中国需要
用行动来证明其言而有信。
在过去很长时间内，由于国有企业肩负重大
的社会责任，因此，中国政府对其实行渐进式改
革也是可以理解的。现在，由于存在市场结构缺
陷，政府还不能完全放手由市场力量驱动经济。
因此，解决中国发展进程中出现的这些过渡问
题，政府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本文建议，各级
政府应把工作重点放在提供公共产品、发展和
维护有效的市场基础设施、确保公平竞争，包括
让所有企业享受国民待遇，不管企业所有制性质
和背景如何。
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中国主要的国有企业
将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尤其在具有战略地位的行
业和领域。但正如政府所承诺的那样，国有企业

和市场改革还将持续进行。我们建议，政府对国
有企业持股可低于50%，而不影响国家作为主要
控股股东的地位。从长期来看，国企的国有身份
可以仅限于非竞争性行业。同时，国企治理的改
革也应继续推进。最近出台的措施，譬如要求国

有企业提高股息分红，引入适当的高管和外部董
事招聘任命机制，以及在处理关联方交易方面作
出努力等，都是沿着正确方向迈进。尤其是，国
企的决策流程必须高度透明，确保独立运行，避
免政府过多干预。

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角色
一、简介
近年来，围绕国企出现的问题已成为中国与其
某些贸易伙伴（包括美国）之间日益增加的摩擦
源。贸易争端反映了中国国企在国内和国际上日
益增强的影响力，并且由于一些高调的收购和兼
并案而备受关注。美国商界的主要不满，是认为
中国政府给予国有企业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在中
国市场上排斥外国公司。获得政府支持的大型国
企进军国际市场，也明显给国外竞争者加大了压
力，使其处于不利地位。
近年在中国国内掀起的关于“国进民退”
现象的争论，突出地反映了对越发重要的中国国
企的担忧。这些争论由各种发展情况所引起，包
括：
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停
滞，中国实施了4万亿人民币的一揽子财政刺激
方案，还有用于支持财政刺激的10万亿人民币银
行贷款，这些资金大部分最后都流向了国有企
业。由于当时市场低迷和成本上升，许多非国有
企业受到沉重打击。
山西煤矿企业大规模重组和整顿（在多起
死亡人数众多的矿难之后），导致2009年和2010
年许多中小私企倒闭，或者被国企合并。
近年来，许多国企子公司借助它们能获得的
大量低成本资金和银行贷款涉足房地产业，在

土地公开拍卖中，积极参与竞标。这些举动被公
众认为是在本已过高的房价上“火上浇油”。
2012年，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USCC)
在发给美国国会的年度报告中指出，过去五年，
中国政府在减少对经济的控制、提高市场开放
度的趋势出现了逆转1。不管这种评价是否真实，
改变中国国企在国内外市场参与竞争的观念，中
美两国都能从中受益。

二、中国国有企业的历史回顾和
发展进程
国有企业并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根据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OECD)的研究，2009年，在27个报告
的成员国中，共有2,057家国有企业，总资产超过
1.3万亿美元，雇佣大约430万员工2。
国营企业的历史和起源
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经济处
于崩溃的边缘：没有可称道的基础设施，工业能
力非常小，教育和医疗卫生严重短缺，社会保障
处于空白状态。中国当时的人口数量占世界人口
总数的20%，耕地面积占世界总数的7%，农业和
1 “致国会的报告”,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2年11月。
2 “OECD国家的国有企业规模和组成”, OECD, 2011年。一些受访者仅报
告受政府部门控制的国有企业。一些国有企业部门较多的国家如日本、
土耳其和美国的数据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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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等发展落后。当时，既没有西方援助，而前
苏联的援助也在1960年中苏关系恶化后终止。后
来，尽管逐渐获得了来自世界银行的援助和其他
捐助，但国家建设的重任依然是中国人民面临的
一大难题。
最初，由于没有私营经济，也没有组织机构
来担此重任，中国政府实际上承担了建设国家的
所有任务。在此过程中，国企逐渐地从政府手中
接过重建国家的担子。
在中国，
“国营企业”一词过去意味着企业
全部为国家所有，是由政府部门直接管理的政府
单位。国营企业遵循政府规定的政策，完成国家
计划的生产任务，并按照预定的价格销售产品。
当时，中国一穷二白，长期战乱和落后，百废待
兴。因此，国营企业是建设中国经济的主要经济
组织形式，提供大部分城市居民一辈子的生存保
障。
过去数十年来的渐进式改革
自1978年以来，国企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转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经济引入竞
争机制，价格日益由市场决定，许多国企的盈利
能力受到侵蚀。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国有
工业企业总体上不再向政府上缴净利润，反而消
耗掉预计高达 GDP 5% 的财政或准财政资源。
而且，退休和在职职工的保障，也对国企保持竞
争力产生不利影响，因为新加入的企业没有这种
福利包袱。很明显，许多国企如政府部门般效率
低下，中国国企需要改革，需要增加自主权和不
同的激励措施，以促进其发展。
“国有企业”3一
词，也从中国决定将其进行两权（所有权和管理
权）分离改革后而开始使用。虽然国家仍拥有国
企的所有权或绝对控制权，但经营者有了更多运
作企业的自主权。
3 中国的企业改革使得国有企业产生了多种不同的所有制结构。
《中国统
计年鉴》有时使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一词，包括了一系列国家拥
有股权的企业。请查看脚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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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由中央政府、省级政府或市级政府
所有。自1994年出台《公司法》后注册的国企开
始转型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制公司。上世纪90
年代末，改革步伐加快。根据“抓大放小”的原
则，中央政府控制最重要的大型国有企业，并允
许地方政府通过员工买断、公开出售、出租、合
资、兼并或破产等方式重组小型国有企业。许多
小型国有企业被关闭，数以百万计的职工失业。
另一方面，政府花大力气扭转大型国企低效、亏
损的状态，尤其是那些在经济中具有战略地位的
重点企业。
2003年，国务院下属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国资委”，SASAC)和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汇金公司”）作为国家投资机构设立
后，隶属中央政府的国有企业管理机构布局改革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许多国企所有权从政府管理
部门转移至国资委和汇金公司。这有助于促进各
职能部委转型为政策制定部门、促进政府转型
为管理者，避免政府部门间因国企两权（所有权
和经营权）问题产生利益冲突。在这一框架下，
多数大型国有工业企业现在隶属于国资委所有，
而国有金融机构则隶属于汇金公司。此次改革不
是很彻底，因为有些国企仍受中央政府部门控
制，包括工业和信息化部、农业部、教育部等4。
国资委和汇金公司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和国企的
深化改革有监督权，但并不参与日常业务运行。
在省级、市级和县级都有次一级的“国资委”，其
职能与中央的国资委类似。
通过公司制改革和首次公开募股改善公司治理
• 国企公司制改革及改进公司治理
公司制改革就是把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
让公司可以在更商业化的基础上运行，公司所有
4 “OECD国家的国有企业规模和组成”, OECD, 2011年。一些受访者仅报
告受政府部门控制的国有企业。一些国有企业部门较多的国家如日本、
土耳其和美国的数据缺失。

权也可以进行分散化或通过股权交易进行改变。
超过80%的中央国企（“央企”）和其子公司都通
过公司化实行了股权改革5。
2005年，国家在数家全资国企中进行试点，
设立规范董事会。通过引进外部董事，将高管
任命权委托给公司董事会6，设立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薪酬委员会和审计委员会，以加强国企董
事会和管理层之间的权力制约和平衡。2012年
初，42家央企已经建立了规范的董事会，外部董
事占总席位的一半以上。国资委还通过引进监控
机制和合同制，将高管报酬和绩效进行挂钩，更
好地激励管理人员。

图表1：国企在所有行业中的所占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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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2

交易和监管机构的相关规定8。
国有部门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逐渐下降

• 首次公开募股
根据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中国贸易政策回
顾》，截至2011年9月底，有1,047家国有企业在上
海和深圳股市上市，占中国上市公司的44.7%7。许
多国有企业也在香港或在纽约、伦敦和新加坡等
海外股市上市。
大型国有企业的组织呈金字塔状，塔顶是
隶属于国资委和汇金公司的控股公司。典型的首
次公开募股，就是控股公司划出最有价值的资产
和最盈利的业务，构成符合上市要求、有雄厚财
务实力的公司。这些公司将一定比例的股票以首
次公开募股方式售出，而控股公司仍保留上市公
司的绝对控制权。上市国企的所有权结构和透明
度得到改善，因为上市公司必须及时披露其运行
情况、财务状况和其他相关信息。上市国企的治
理也得到了改善，因为上市公司需要满足各股票

5 “中国贸易政策回顾”，世界贸易组织，2012。
6 在2008年，试点计划开始允许董事会招聘和任命高层管理人员。然而，
国资委和中国共产党中央组织部仍然保留央企大部分高层管理人员的
任命权。
7 时任国资委主任的王勇在全国国有资产监管工作会议的讲话披露，截
至2012年底，在沪深证交所挂牌的国有企业有953家，占A股市场上市
公司的38.5%，其2012年市值为13.71万亿人民币，占A股市场所有上市
公司市值的51.4%(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66/n259760/
n264785/15106589.html)。这些数据与WTO 报告披露的不同。

• 国有企业的比重逐渐下降
据《中国统计年鉴》，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
业 9的数量在全部工业企业中的比重从1998年
的39.2%下降到了2011年的5.2%。同期，国有企业
和国有控股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从49.6%下
降到了26.2%，占工业资产总值的比重从68.8%下
降到了41.7%，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从
60.5% 下降到了19.8%（图表1）。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
2030》研究表明，这种趋势还将持续下去，国有
企业在工业产值的比重会进一步下降，到2030年
《中国2030》研究认为，这
大约降到10%的水平10。
种结构性的持续改变，是由于消除了所有行业准
入障碍（除了一些被认为是“自然垄断”的情况）
以及提倡国内外私营企业与国有企业进行竞争
的理想结果11。
8 根据香港董事协会和香港浸会大学进行的针对在香港上市的公司管
理标准的调查，在前十位拥有最佳管理实践的公司中，超过半数是
国有企业或有中国资金支持的企业。请参阅http://www.hkiod.com/
scorecard.html获取更多信息。
9 “国有控股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国有独资企业、国有联营企业以及国
有资产（或国家持有股份）比例大于该企业中其他单一股东的企业。
10 《中国2030》，世界银行，2012。
11 《中国2030》研究也指出，
“要保持快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中国必
须在当前受保护的服务业和公共事业进一步提高生产力”(前面所提到
的著作，第110页)，同样，还必须方便私营经济的准入和解除管制，鼓励
国际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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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2：特定行业的国有企业(%)
企业总数
1998

工业总产值
2011

1998

2011

总资产
1998

2011

煤矿开采和洗选

49.5

11.5

81.9

53.6

92.7

72.0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

81.7

40.2

94.5

92.1

98.9

94.7

食品生产

44.1

4.1

29.7

5.8

41.1

9.9

烟草生产

87.2

79.1

98.3

99.3

98.2

99.3

纺织生产

24.0

1.2

32.2

2.4

46.2

5.0

印刷和记录介质的再生产

58.0

8.0

37.9

11.5

51.2

18.2

石油、焦煤和核燃料的加工生产

28.3

10.9

91.0

68.6

90.3

58.8

化学产品生产

32.3

5.0

50.4

18.7

69.5

29.1

医药生产

45.3

7.1

49.6

11.8

60.8

20.3

橡胶生产

21.0

3.1

34.3

12.1

50.7

16.2

通用机械生产

29.6

3.2

38.4

12.5

60.7

22.3

特殊器械生产

40.9

5.2

41.2

20.5

63.3

32.2

运输设备生产

40.1

7.6

67.0

44.0

78.2

53.2

通信设备生产

29.8

5.2

37.7

8.3

51.0

19.6

电热生产和供应

85.6

66.4

85.4

93.0

89.1

90.7

水的生产和供给

92.6

61.4

87.8

69.4

90.3

79.6

天然气生产和供给

84.0

29.9

71.6

44.4

93.7

54.3

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9年和2012年）

• 私营企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与国企比重下降相反的是，私营企业成为促进经
济增长和提供就业的有生力量，同时也是创新
的活力源泉。2011年，私营企业占了固定资产投
资约60%，而私企解决的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
的比重超过了75%。除此之外，超过60%的研发费
用和65%的专利申请来自私营企业12。例如，在竞
争激烈的IT行业，私营企业占据了主导地位，非
常成功的私企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华为、新浪
和百度等。同样，在房地产行业，许多私企也同
样占据领先地位，其中包括大连万达商业地产
集团、万科、恒大集团和碧桂园等。即使是在能
源行业，一些私企目前在向中国成百上千的城市
输送燃气，例如新奥能源（ENN）和中国燃气。现
12 《中国统计年鉴》，2012。年鉴中的“私营企业”仅包括由自然人投资设
立的企业。本文采用一个稍微广泛的私营企业的概念，即除了国有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集体企业、股份合作企业、联营企业和自雇人士以
外的内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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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也有了本土民营汽车制造商，如吉利和
比亚迪13。
• 国有企业从可竞争性行业退出
经过数十年的改革和市场化发展，国有企业在
许多劳动密集型和竞争激烈的行业不再占据主
导地位，其中包括纺织生产行业、橡胶、医药、
通用机械和印刷行业（图表2）。
由国资委直接领导的中央国有企业的数量
从2003年的196家下降到了2013年3月的115家14。
国资委鼓励中央国有企业集中发展核心业务，改
进企业架构。例如，在2010年的3月，国资委宣布
了78家核心业务不包括房地产的中央国有企业

13 中国2012私营企业五百强，http://www.acfic.org.cn/zt/12/
sgm/161213002302.htm 。
14 见附录“国资委属下的中央国有企业”。

图表3：2011年，前十大中国零售商
排名

公司

销售总额（单位：10亿人民币）

1

百联集团

118.2

2

苏宁电器

110.0

3

国美电器

110.0

4

华润集团

82.7

5

上海大润发

61.6

6

重庆商业集团

47.8

7

家乐福中国

45.2

8

百胜餐饮集团中国事业部

43.4

9

沃尔玛

43.0

10

物美

41.1

来源：中国连锁及特许经营协会

应逐步从房地产行业撤出15。总的来说，多数留
下来的央企所处的行业对于国家安全和/或人民
的生活具有重要意义，其中包括国防、石油和石
油化工、电力生产和传输、通信、航运和民用航
空。
与央企相比，地方国有企业的改革成果更
加复杂。一般来说，地方国资委属下的地方国有
企业比央企规模小。各地的地方国有企业情况
不同；在私营经济更发达或是外国投资更多的地
方，地方国有企业的分布范围和重要性都不大，
例如，浙江和广东等省份。
国有企业在许多行业中面临激烈竞争
• 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之间的竞争
随着市场化改革的进行，国有企业在国内市场面
临来自私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日益激烈的竞
争，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尤为如此。例如，在
前十大零售连锁运营商中，国有企业的子公司（
如百联集团和华润万家）正面临来自私营企业（
如苏宁和物美等）以及外国企业（如家乐福和沃
尔玛）的激烈竞争（图表3）。即使是在钢铁生产
行业，众多私有钢铁生产厂家如沙钢集团已成
15 http://www.sasac.gov.cn/n1180/n1566/n259730/n264168/11674985.
html。

为中国顶级的钢铁生产商，对国有企业构成了挑
战。沙钢集团在原钢生产中所占比例从2004年的
7.8%上升到了2011年的11.1%（图表4）。快速变化
的竞争形势反映出中国诸多行业的竞争变得越
来越激烈。过去国有企业在多数行业的竞争优势
（即与政府关系密切或为政府部分所有）已经
迅速丧失。
• 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
即使是在中央国有企业仍然保持主导地位的行
业，例如电信服务、石油和石油化工、金融服务
等行业，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也十分激烈。像
2009年发放3G牌照的情况就是如此，电信行业
的三大中央国有企业之间的竞争趋于白热化。
最后，中国移动被要求制定中国3G标准——TDSCDMA，与之相比，中国电信的CDMA标准和中国
联通的WCDMA标准更加成熟。同样，国有银行之
间的竞争之激烈也人所共知。许多银行业务都是
如此。这些案例充分说明了一个事实，尽管国有
企业由政府控制，国有企业仍然是独立的商业企
业。中国国有企业的国外竞争者和国外媒体对这
一事实认识不足，部分原因是因为政府依然存在
明显的干预行为，而且这些公司的财务状况缺乏
透明度，不能让竞争者和它们的政府相信，中国
的国有企业在和它们进行公平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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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4：中国2004及2011年前十大钢铁生产企业（百万吨原钢生产）
公司

2004

市场占有率

排名

公司

2011

市场占有率

宝钢

21.4

21.9%

1

河北

44.4

15.4%

鞍山钢铁

11.3

11.6%

2

宝钢

43.3

15.0%

中钢

10.9

11.1%

3

武汉

37.7

13.1%

武汉钢铁

9.3

9.5%

4

沙钢

31.9

11.1%

首钢

8.5

8.7%

5

首钢

30.0

10.4%

马鞍山钢铁

8.0

8.2%

6

鞍钢

29.8

10.3%

沙钢

7.6

7.8%

7

山东集团

24.0

8.3%

唐山钢铁

7.1

7.3%

8

马鞍山

16.7

5.8%

济南钢铁

6.9

7.1%

9

本溪

16.5

5.7%

邯郸钢铁

6.8

7.0%

10

中钢

14.0

4.9%

合计

97.8

100.0%

合计

288.3

100.0%

来源：世界钢铁协会
* 在2010年，邯郸钢铁和唐山钢铁联合组建成立河北钢铁集团。

• 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的前景
国有企业的改革必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是由
国有企业的历史和可能受影响的诸多群体所决
定的。国有企业肩负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责任。
即使是上市的国有企业，其母公司也承担着成千
上万名退休职工的养老、医疗等费用。到2011年
年底，仍然有超过八千家由中央国有企业运营的
社会机构，其中包括附属医院和学校，这些机构
每年需要数十亿的费用。除了在经济低迷的困难
时期起到稳定作用，以及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国有企业也是中国政府促进工业转型、产业升级
以及国家基础建设的可靠伙伴。国有企业还通
过承担短期内不盈利、但有利于国家社会长期
发展的项目，肩负着消除不同地区和行业间发展
不平衡的责任。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已经表明了继续进行市
场化改革的决心。如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政
府指出：
“要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
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
的体制环境16”。
16 “坚持改进基本经济体系”，中国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国
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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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2年5月举行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
(S&ED)第四次会议上，中国承诺将“营造公平竞
争的市场环境，使各种所有制企业都能在信贷支
持、税收优惠和监管政策方面进行平等竞争、得
到平等对待”。中国还承诺稳步提高国有企业上
缴红利的比例，并增加需要上缴红利的中央国有
企业和省级国有企业的数量17。国外竞争者将积
极关注中国政府是否能有效实现这些承诺。
根据国务院在2012年10月发布的《关于国有
企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18，将进一步
降低电力、通信、石油和石油化工等行业的市场
准入标准。在铁路、邮政服务和盐业行业，政府
的行政职能将与企业的管理分离。

三、对中国国有企业的抱怨及其
分析
国有企业到底享有怎样的优惠待遇？
很多人共同的抱怨是，政府对国有企业实行了
特别优惠的政策。例如在获得批准许可、政府采
17 “中美联合经济情况说明”，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第四次会议，美
国财政部，2012年5月。
18 国资委主任王勇2012年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的报告。

图表5：中国的银行贷款细分
银行贷款 (万亿元)
非国有企业

家庭

国有企业

2000

5.08

0.00

4.86

2001

5.95

0.00

5.29

2002

7.11

0.00

6.02

国有企业贷款比例

家庭贷款比例

银行总资产
(万亿元)

银行总贷款

银行总资产

银行总贷款

银行总资产

9.94

13.74

48.89

35.35

0.00

0.00

11.23

15.94

47.06

33.15

0.00

0.00

13.13

20.44

45.83

29.44

0.00

0.00

总数

2003

9.13

2.33

6.77

15.90

24.40

42.55

27.73

14.65

9.54

2004

10.59

2.92

7.15

17.74

27.98

40.32

25.56

16.47

10.44

2005

12.00

3.25

7.46

19.47

32.40

38.34

23.04

16.71

10.04

2006

13.99

3.87

8.54

22.53

44.13

37.90

19.35

17.16

8.76

2007

16.45

5.07

9.72

26.17

54.12

37.13

17.96

19.36

9.36

2008

19.57

5.71

10.77

30.34

64.15

35.51

16.80

18.81

8.89

2009

22.30

8.18

17.67

39.97

80.98

44.21

21.82

20.46

10.10

2010

29.07

11.25

18.85

47.92

96.16

39.33

19.60

23.49

11.70

来源：中国人民银行

购和低成本的银行融资方面，政府都给予国有
企业特殊的竞争优势。在这一方面，美中经济与
安全评估委员会的一项报告指出，国有企业更容
易获得国有银行融资，而融资成本往往很低19。
尤其是在2008-2009年政府实行经济刺激政策，
大部分财政刺激计划的银行配套贷款都贷给了
国有企业，作为政府审批项目的启动资金。图表
5显示，虽然国有企业获得银行贷款的比例有所
减少，但与其不断下降的经济地位仍然是不相
称的。2009年国有企业的贷款比例大幅增加，说
明经济刺激政策主要是通过国有企业产生作用
的20。
此外，由于中国银行市场不成熟，国有企业
允许通过商业银行进行所谓的“委托贷款”，将
其获得的低成本融资再次借出给子公司或私营
企业。因此，有些国有企业可以这样通过利差来
获得额外的利润，相反，许多私营企业则抱怨说
资金的短缺和高成本的贷款限制了他们的发展。
根据2010年OECD发布的《中国经济调察》报
告，中国政府近年来极大地削减了对国有企业
19 “致国会的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1年。
20 图表5还显示了家庭贷款（主要是抵押贷款）比例的增加，，具体从2002
年的零增加到2010年的23.5 %，反映了银行系统和经济的良好发展。

的补贴。但是报告也同时认为，中国国有企业的
资本密集程度远远高于他们的竞争对手私营企
业，
“说明由国有银行主导的银行业中，国有企业
更容易获得贷款”21。报告还明确指出，如果正
规金融能更多地支持私营企业中具有较高生产
力的活动，，中国经济将从中获益。
然而，中国的国有企业到底是否能优先获得
银行贷款，是否能以优惠的利率获得银行贷款，
目前还尚不清楚。国有企业的银行贷款是由银
行做出的商业决策。除了国有企业由政府支持的
因素之外，拥有庞大的资产和长期的信用记录是
银行贷款的两大关键因素。从这方面来看，国有
企业比私营企业的风险要小，国有企业的信用更
可靠，银行愿意将更多的贷款以更低的利率贷给
国有企业。这种贷款方面的考虑和决定不仅仅在
国有银行很普遍，而且在中国的外资银行也很普
遍。从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获得的银团贷款也可
以看出，许多参与其中的外国银行同样使用了与
国内相同的信贷定价模式。许多私营企业未能获
得贷款或需要支付高额利率获得贷款，这一事实
更多的是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及其相关的商业、
21 “产品市场管理和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经济调查(2010)
》 第109-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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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和金融基础设施不完善所造成的。这种不
完善增加了银行贷款给中小型企业和私有企业
的风险。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要消除影响非国有
企业融资的不利因素，全面改善金融体系的基础
设施建设。
在分析美国公司抱怨中国国有企业从国有
银行的低息贷款中获得不公平竞争优势的同时，
也需要牢记近年来金融市场的背景。在过去的几
年中，联邦基金利率22接近于零，美国公司能以
极低的利率获得贷款，而中国一年期的贷款基
准利率接近6%23。中国国有企业和美国的主要公
司从过低的融资成本中获利，从长远来看很可能
难以为继。
在评价国有企业从政府获得的优惠待遇
时，过去外资企业在中国曾享受的政策优惠是另
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在过去的很多年间，中
国为了吸引国外投资，对外资企业实行了一系列
的优惠政策，许多地方政府为了获得外国投资争
先推出各种不同的优惠政策。例如外资企业的所
得税就比当地企业要低，并且还享受很多税收减
免政策，其中包括免除外资企业的机械设备进
口税。由于中国开始对各种不同企业实行国民待
遇，外资企业享有的这种“超国民待遇”在近年
来逐步被取消。2008年1月1日，中国政府取消了
对外资企业的所得税优惠政策。现在外资企业与
中国国内企业一样，需要缴纳25%的所得税。2010
年12月1日起，外资企业还需要与国内企业一样
缴纳城市建设税和教育税费。这些政策可以确
保对任何所有制性质的公司都一视同仁、公平
对待，是值得称赞的。这些政策还需要进一步延
伸，减少中国国有企业在国内享有的优惠政策。
22 联邦基金利率指的是联邦储蓄资金托管机构的隔夜银行同业拆息率。
联邦基金利率是金融市场的一项重要的基准利率。自2009年以来，银行
最优惠贷款利率（银行使用的几种基本利率之一）被用于进行短期商业
贷款，保持在3.25%的水平。具体见http://www.federalreserve.gov/
releases/h15/data.htm。
23 中国人民银行，具体见
http://www.pbc.gov.cn/publish/zhengcehuobi
si/631/2012/20120706181352694274852/20120706181352694274852_.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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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公司的市场准入
在美国企业看来，许多中国国有企业不断地从合
法或自然的行业垄断地位中获益，同时享有多种
监管优待和政策优惠。在他们看来，中国的产业
政策使得在具有战略性和重要性的产业中逐渐
涌现了一批国家垄断企业和国家领先企业。
2006年，国资委确定了七个应该由国家绝对
控制的“战略产业”和五个应该由国家起主导作
用的“支柱产业”。
“战略产业”包括了国防、电
力生产配送、石油化工、通信、煤炭、民用航空和
水路运输。
“支柱产业”包括机械、汽车、信息技
术、建筑以及钢铁、基本金属及化工。
但是，无论是“战略产业”还是“支柱产业”
的定义都过于宽泛。根据最新修改的“外商投资
产业指导目录”，上述行业的子行业是鼓励外资
进入的24。然而，在某些产业仍然要求以合资的
形式进行投资，而在有些行业，外国合伙人不允
许成为控股股东。如果能进一步降低外资企业
准入的要求，中国经济将从中获益。
中国的产业政策随着经济形势和发展战略
的变化而变化，而外国投资者的市场准入要求也
随之改变。例如，过去汽车整车制造行业是鼓励
外国资本进入的，但现在的政策从“鼓励”变成
了“允许”，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汽车行业产能过
剩和投资过度的结果。但由于中国对能源的迫切
需求，中国政府鼓励外国投资者进行水力发电站
和热电联产发电站的建设和运行，且不做任何外
资股权限制。新能源行业如页岩油等也欢迎外国
资本进入25。
美国企业抱怨，外国企业被排斥在中国的
战略产业之外，而在支柱产业中又受到种种限
制26。OECD的报告认为，尽管有些行业在严格意
义上对国外投资者开放，但不公平对待和繁文
24 最新的目录发布于2011年12月，自2012年1月30日生效。
25 26例如可以查看“中国转变外商投资重点”，
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9702047202045771300
11797163488.html。
26 “致国会的报告”，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1年。

缛节导致他们无法进入27。这种抱怨反映出中国
政府需要进一步改进对外国投资进行审核和批
准的手续和流程。
但从宏观上来看，与其他转轨经济和发展
中国家相比，中国对外国资本的态度是相对开放
的，这可以从中国近年来所吸引的大量外国直接
投资中得到验证（具体参见第二部分第13章，对
外国直接投资在中国的情况有更深入的分析）。
与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市场的一个相关问
题是，中国需要改进市场基础设施和加强监管
能力建设，然后才能允许更大程度的市场竞争。
中国政府最近采取的改革措施表明，中国政府
愿意为所有竞争者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市场环
境。2008年8月生效的反垄断法也是中国政府改
善市场竞争监管的重要一步。当前被国有企业垄
断的一些行业如金融服务、铁路和医疗卫生将允
许私人资本进入28。例如在2012年3月，政府批准
了一系列金融改革的措施，其中包括允许在温州
进行民间借贷。温州是创业家的摇篮，也是民间
融资非常活跃的地方。这是国家进一步放松对金
融体系控制的实验性的一步29。2010年的5月，政
府颁布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
若干意见”的公告30，此公告被称作“新36条”，
标志着未来中国的改革将集中在鼓励市场竞争
上，甚至鼓励在一些战略行业进行竞争。
地方保护主义导致的不公平竞争
商界不时抱怨，地方政府对当地企业（包括地方
国有企业）进行保护或区别对待，造成不公平竞
争和市场准入障碍。这种抱怨声音不仅仅来自国
27 “产品市场管理和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经济调查(2010) 》
第120-121页。
28 “概览：中国的民间投资”，路透社，2012年5月28日，具体见http://
www.reuters.com/article/2012/05/28/us-china-energy-factidUSBRE84R01U20120528。
29 “中国在温州试点金融改革政策”，华尔街日报，2012年3月28日，具体
见http://online.wsj.com/article/SB1000142405270230340470457730
9051957346004.html。
30 这是中国国务院在2010年5月发布的公告（具体见http://www.gov.cn/
zwgk/2010-05/13/content_1605218.htm）。相关措施发布于2012年7
月初（具体见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2/0728/c7084618617776.html）。

外的企业，也来自中国本土企业。地方政府通常
欢迎外商直接投资，这会增加当地的国内生产总
值、税收收入和就业。但当涉及到政府采购和市
场监管，当地政府则偏向于当地企业和优先采购
本地生产的产品，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时期。
例如，有些市级政府就给本地生产的汽车或家
用电器提供消费补贴。有些则给当地企业提供
较低成本的土地、许可审批方面的优惠待遇以及
使其更容易获得政府采购合同和银行贷款等。
这些不仅仅会影响到外国竞争企业，也会影响到
非本地的中国企业。但是，由于中国地域辽阔、
各地区发展不均衡以及机构设置和管理能力不
足，导致了问题复杂而又难以解决。但是，这些
问题又必须解决，因为这关系到能否在中国整体
经济中提高效率及能否让外国企业相信中国政
府言行一致。
在过去的两年间，中央政府重申了让外国投
资企业享受国民待遇。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
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31一文中，政府承
认外资企业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
创新发展、产业升级和平衡各地区发展方面起到
了重要作用。中国政府还澄清了几项有争议性的
政策。例如，产业结构调整和振兴规划以及自主
创新产品的认定标准同样适用于外国投资企业。
同时，还取消了政府优先采购自主创新产品的规
定以消除不平等对待的现象。当然，对所有外国
公司实行国民待遇取决于当地政府的政策执行
是否有力。
对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担忧
通过购买自然资源、开拓海外市场及获取所需技
术，中国企业的足迹正在快速地向世界范围扩
张。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自
大型央企32。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从中
31 2010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
见”的文件，提出了二十项具体政策。
32 关于投资企业的数量，国有企业只占其中一小部分，这说明民间投资的
数量庞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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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结构调整中获益，并在世界
大型企业中占据了一席之地。2011年，三家国有
企业名列世界财富五百强前十位，还有超过四十
家位列世界五百强的其他位置33。中国国有企业
的崛起引起了美国和其他国家商界的担忧，担心
由政府支持的中国国有企业在全球竞争中享有
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还有一些指责认为，中国国
有企业在美国的一些投资是基于战略考虑，而不
是由商业目标驱动。
中国一直以来都是外国直接投资的主要接
受方，中国对外投资水平在过去并不突出，也是
近年来才开始快速增长。中国和中国国有企业已
经不可避免地进入了“走出去”的发展阶段。只
要中国企业的投资和运营符合相关国家法律法
规，就应该以正常的法律和商业观点对待中国
的对外投资。将这些问题政治化违反了包括中国
在内的相关国家的长远利益。
正如其他国家的资本一样，中国对美国的
直接投资同样也会解决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
例如，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COSCO)因其对
美国经济和就业的贡献而在马萨诸塞州得到认
可。2002年，在丹麦船运巨头马士基航运公司关
闭服务后，中国远洋运输（集团）公司开通了直
接连接中国和波士顿的航线。十年之后，中国远
洋运输（集团）公司才得到这种认可。据马萨诸
塞州港务局临时执行总裁大卫麦基说，中国远洋
运输（集团）公司这一投资决定在过去十年至少
挽救了34,000个就业岗位34（关于中国对美直接
投资的经济影响，请参阅第二部分第13章“外国
直接投资”）。

四、意见和建议
国有企业在许多经济体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是一
般来说，庞大的国有经济带来低效率、遏制市场
33 世界五百强2012年排名。
34 中国日报，2012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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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造成创新不足并阻碍私营企业的发展35。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经济的多元化，一个能够释放
企业家精神以及带动亿万国民创新性、主动性
和独创性的充满活力的私有部门对于提高中国
的创新能力和促进生产发展至关重要。中国政
府需要更多关注其在提供更广泛的公共资源和
服务等方面的职能，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
保障以及提供让市场有效竞争的健全的管理机
构和监管法规。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世界经
济活动，为了避免与其他经济体产生不必要的冲
突，中国迫切需要对政府部门进行改革并调整国
有企业的结构。
改善政府职能，提高透明度
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分界线应该进一步明确。从
长远来看，中国政府应关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
务，建设一个各种类型的企业都能平等竞争的市
场环境。中国应通过产业政策的制定、有效的管
理和法律的实施等方法达到宏观调控和既定目
标，而不必参与企业的日常管理。国家对国有企
业的控制应逐步减到最低。
为了确保市场竞争机制的有效运行，中国的
管理和监督能力、法律和法规体系以及软硬件
机制都需要进一步改进。应公平地将反垄断法
实施和应用于国有企业、国内私营企业和外资企
业。中国金融、会计、税收、法律及其他政府部门
的发展应该围绕创建一个规范的市场环境而进
行，以促进市场竞争的健康发展。
通过对支持市场经济的机构进行改革，可
以进一步提高企业绩效。尽管上世纪90年代中
金融和资本市场改革已取得显著进步，但显而
易见的是，政府仍对银行和证券市场是否能配
置金融资源以达到最佳利益缺乏信心。美国最
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表明，所有政府都保留权
35 据世界银行发布的《中国2030》报告，非国有企业的平均股权收益率比
国有企业高出9.9个百分点。如果排除某些垄断企业人为的高收益率，私
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收益率差距还将进一步扩大。

力干预或拯救可能暂时陷入经济困境的重要企
业。但是，在一些并不十分极端的情况下，金融
体系要确保那些使用资源不当的企业破产或退
出市场。中国的许多行业都经历过不断反复的
产能过剩，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地方政府对中央
认定的重点行业的过度投资。在较成熟的金融
体系中，由于较少受到政府机构的干预指导，分
析师会发现许多在当前寻求融资的项目是不可
能指望获得资金的。提高企业投资效率的一个
重要方法就是在银行和金融体系内提高信贷分
析的专业水平。
由于中国决策程序的不透明和咨询机制不
健全，经常会出现对中国政策和意图的质疑。政
府应首先将这些程序透明化，尤其应系统地发布
政府制定政策的目的、法律和法规以及公布如何
执行管理措施。在制定规则之前征求所有利益
相关方的意见，以逐步改进和正规化这些规则，
尤其是在地方政府层级。影响商业运作的政府
流程，例如行政审批和政府采购，应该进一步透
明化。
逐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
当前存在国有经济成分的行业和部门范围太广。
正如世界银行所建议的那样36，要解决“行政垄
断”的问题，中国政府可以再审核“战略产业”
和“支柱产业”名单，取消那些存在于国家控制
不那么重要的行业或子行业之内的显性或隐性
的竞争障碍。要促进私营企业的繁荣，国家的工
作重点应该放在给具有战略地位的产业和非竞
争性行业提供公共物品，例如国防和重大基础
建设产业。在竞争性产业如房地产和建筑行业，
国家应逐步淡出37。在这些领域减少国家控制将
改善各级政府干预经济的情况，并增加外国投
资者的信心。
36 《中国2030”》，世界银行，2012年。
37 由于“逐步”又可能包括好些年，为了更好地实行透明化，政府可以制
定一个从某些行业撤出的明确日程表，统一各方意见后公开。

为减少那些与其他国家间不必要的、可能
影响中国的国有企业“走出去”的摩擦，，中国政
府应考虑逐步将国家控股降低到50%以下。国家
仍然可以保持大股东的地位或通过其他间接方
式施加影响。考虑到这些国有企业规模庞大，出
售股份可能会削弱股票市场的信心。但是这些股
份可以转移到国家社保基金，以确保中国能更好
地面对即将到来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同时，政府
应继续改进上市公司的财务披露标准，而不论其
属于哪一种所有制性质。
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交给中国政府的比例
从2011年开始上升，该比例占能源、电信和烟草
企业税后利润的15%；交通和金属冶炼行业的
10%和其他国有控股公司的5%。与其他国家的上
市公司相比，中国国有企业的分红相对较少。在
完全市场化的经济条件下，分红的多少是由企业
决定的38。但是，正如中美战略经济对话(S&ED)
第四次会议达成一致的那样，中国将稳步增加国
有企业给政府分红的范围和额度。这将有助于
减少国有企业可获得的低成本资金，从而限制低
效的投资和过度的扩张。同时这还有利于降低
私营企业竞争者的准入门槛，并增加财政收入。
让所有企业都享有国民待遇
有些美国公司抱怨说在中国受到了不公正待遇，
但与此同时许多中国投资者在美国的投资和业
务也面临着市场阻碍和政治压力。因此中美两国
政府都应维持一个让所有企业进行公平竞争的
环境，而不管企业是来自什么国家或者是何种所
有制，这样两国都会从中受益。
除了国家安全问题之类的敏感问题外，中美
两国政府都应确保所有政策（包括市场准入和
经济激励政策）的公平实施，而不应歧视外国公
司。在政府采购方面，除非有区别对待的理由，
中美两国政府都应确保所有法人提供的产品和
38 当然，政府可以征收不同于资本利得的税收来影响企业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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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都享受平等对待。中国要在国际上争取“市
场经济”地位的认同，仍然需要在所有这些方面
付出更多的努力。

安德鲁·萨摩塞吉和科里·凯尔（2011），
“对中
国的国有企业和国家资本主义的分析”，华盛
顿，美国，资本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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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国有企业：性质、
绩效和改革”，世界科学出版公司，新加坡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9），
“中国的国有企
业：回顾数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0），
“产品市场管理和
竞争”，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国调查报告
中国国务院（2011），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北京，中国

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2011），
“致国会的
报告”，华盛顿，美国，美国政府印务局
美国财政部（2012），
“美中联合经济情况说明美中战略经济对话(S&ED)第四次会议”
世界银行与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2），
“
中国2030：建立现代化、和谐和创新型的高收入
社会”，世界银行
世界贸易组织（2012），
“中国贸易政策回顾”，世
界贸易组织
陈永杰（2011），
“‘十一五’私营经济发展十大
变化”，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1年第9期研究
报告

中国国务院（2010），
“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
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北京，中国

舍希德、卡如内布和德怀特铂金斯（2006），
“新
的所有制制度：中国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帕洛阿
尔托，加利福利亚，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中国国务院（2012年10月），
“国务院关于国有企
业改革与发展工作情况的报告”，北京，中国

黄志龙，
“美国对我国有企业的责难与对策建
议”，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2012年。

中国国务院（2010年4月），
“国务院关于进一步
做好利用外资工作的若干意见”，北京，中国
中国国务院（2011年7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计划”，北京，中国，中
共中央编译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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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国资委下属的中央国有企业名单

20

21

Name
1

2

3

China National Nuclear Corporation (CNNC)

22

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
China Nuclear Engineering Group Corporation (CNEC)

23

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rporation
(CASC)

24

5

6

7

8

China Aerospace Science & Industry Corporation (CASIC)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6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公司
China State Shipbuilding Corporation (CSSC)

27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China Shipbuilding Industry Corporation (CSIC)

28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
China North Industries Group Corporation(NORINCO
GROUP)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9

25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
Aviation Industry Corporation of China (AVIC)

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
China Three Gorges Corporation (CTG)
中国长江三峡集团公司
Shenhua Group Corporation Limited
神华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Telecommunications Corporation (China Telecom)
中国电信集团公司
China United Network Communications Group Co., Ltd.
(China Unicom)
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
4

China Power Investment Corporation (CPI)

29

30

China Mobile Communication Group Co. (China Mobile)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China Electronics Corporation (CEC)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FAW Group Corporation (FAW)
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
Dongfeng Motor Corporation (DFM)
东风汽车公司
China First Heavy Industries Group (CFHI)
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Erzhong Group Co. (China Erzhong)

China South Industries Group Corporation (CSGC)

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公司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Harbin Electric Corporation (HE)

31

China Electronics Technology Group Corporation (CETC)

哈尔滨电气集团公司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Dongfang Electric Corporation (DEC)

32

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CNPC)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33

China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Sinopec Group)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34

China National Offshore Oil Corp (CNOOC)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35

中国东方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Anshan Iron and Steel Group Corporation (Ansteel)
鞍钢集团公司
Baosteel Group Corporation (Baosteel)
宝钢集团有限公司
Wuhan Iron and Steel (Group) Corporation (WISCO)

State Grid Corporation of China (SGCC)

武汉钢铁（集团）公司

国家电网公司

Aluminum Corporation of China (CHINALCO)

36

China Southern Power Grid Corporation (CSG)
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

37

China Huaneng Group (CNHG)
中国华能集团公司

38

China Datang Corporation(CDT)
中国大唐集团公司

39

China Huadian Corporation (CHD)
中国华电集团公司

40

China Guodian Group
中国国电集团公司

41

中国铝业公司
China Ocean Shipping (Group) Company (COSCO)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China Shipping (Group) Company (China Shipping)
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Holding Group (CNAH)
中国航空集团公司
China Eastern Air Holding Company (CEAH)
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
China Southern Air Holding Company (CSAH)
中国南方航空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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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43

44

45

Sinochem Group Corporation (Sinochem)
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Cereals, Oils & Foodstuffs Corp. (COFCO)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Minmetals Corporation
中国五矿集团公司
China General Technology (Group) Holding, Limited
(Genertec)

63

64

65

66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46

China Stat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CSCEC)

48

49

50

51

52

53

54

China Grain Reserves Corporation (Sinograin)

67

国家开发投资公司
China Merchants Group
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Resources (Holdings) Company, Ltd.
华润（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港中旅集团公司[香港中旅（集团）有限公司]

57

58

59

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
China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Group (CECEP)

中国华孚贸易发展集团公司
China Chengtong Holdings Group Ltd.
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National Coal Group Corp. (ChinaCoal)
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
China Coal Technology & Engineering Group Corp.
(CCTEG)

62

16

中国中钢集团公司

Sinolight Corporation (Sinolight)
中国轻工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Arts & Crafts (Group) Corporation
(CNACGC)

China National Salt Industry Corporation (CNSIC)
中国盐业总公司
Huacheng Investment & Management Co., Ltd.
华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China Hi-Tech Group Corporation Ltd.
中国恒天集团公司

73

China National Building Materials Group Corporation
(CNBM)

中国中材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材料集团有限公司
74

China Nonferrous Metal Mining (Group) Co. Ltd. (CNMC)
中国有色矿业集团有限公司

75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for Nonferrous Metals
(GRINM)

76

Beijing Gene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Mining &
Metallurgy (BGRIMM)

北京有色金属研究总院

北京矿冶研究总院
77

78

79

80

81

China International Intellectech Corporation (CIIC)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
China Academy of Building Research (CABR)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China CNR Corporation Ltd. (CNR)
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
CSR Corporation (CSR)
中国南车集团公司
China Railway Signal & Communication Corporation
(CRSC)
中国铁路通信信号集团公司

China Academy of Machinery Science & Technology
机械科学研究总院

中国化工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Engineering Group Corporation
(CNCEC)

China National Materials Group Corporation Ltd.
(SINOMA)

China National Machinery Industry Corporation
(SINOMACH)

Sinosteel Corporation (Sinosteel)

China National Chemical Corporation (ChemChina)

72

China Huafu Trade & Development Group Corp.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61

71

China International Engineering Consulting Corporation
(CIECC)

中国煤炭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60

70

Commercial Aircraft Corporation of China, Ltd. (COMAC)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
56

69

State Nuclear Power Technology Corporation Ltd. (SNPTC)
国家核电技术有限公司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公司

中国工艺（集团）公司

China Travel Service (HK) Group Corporation (HKCTS)

中国节能环保集团公司
55

68

中国储备粮管理总公司
State Development & Investment Corporation (SDIC)

中国冶金科工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Iron and Steel Research Institute Group (CISRI)

中国化学工程集团公司

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
47

China Metallurgical Group Corporation (MCC)

82

China Railway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Group (CRECG)
中国铁路工程总公司

83

84

85

86

87

China Railway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Group (CRCCG)
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China Communications Construction Company Ltd. (CCCC)
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89

90

91

92

106

Potevio Company Ltd. (Potevio)
中国普天信息产业集团公司

107

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
China National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Group
Corporation (CNADC)

Chinatex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中纺集团公司
Sinotrans & CSC Holdings, Co., Ltd. (SINOTRANS Group)
中国外运长航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Silk Corporation
中国中丝集团公司
China Forestry Group Corporation
中国林业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Pharmaceutical Group Corporation
(SINOPHARM)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中国医药集团总公司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CITS Group Corporation
中国国旅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National Gold Group Corporation
中国黄金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Cotton Reserves Corporation
中国储备棉管理总公司
China Guangdong Nuclear Power Holding Co., Ltd.
(CGNPC)
中国广东核电集团有限公司

Datang Telecom Technology & Industry Group

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总公司
88

105

115

China Hualu Group Co., Ltd
中国华录集团有限公司
Alcatel-Lucent Corporation Limited
上海贝尔股份有限公司
FiberHome Technologies Group
武汉邮电科学研究院
OCT Group
华侨城集团公司
Nam Kwong (Group) Company Limited
南光（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XD Group
中国西电集团公司
China Railway Materials Commercial Corporation (CRMCC)
中国铁路物资总公司
China Reform Holdings Corporation Limited
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来源:SASAC网站，2013年3月

China Poly Group Corporation
中国保利集团公司
Zhuhai Zhen Rong Company
珠海振戎公司
China Architecture Design & Research Group (CAG)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China Metallurgical Geology Bureau (CMGB)
中国冶金地质总局
China National Administration of Coal Geology (CNACG)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
Xinxing Cathay International Group Co., Ltd.
新兴际华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TravelSky Holding Company (TravelSky)
中国民航信息集团公司
China National Aviation Fuel Group Corporation (CNAF)
中国航空油料集团公司
China Aviation Supplies Holding Company (CAS)
中国航空器材集团公司
Power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 of China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China Energy Engineering Group Co., Ltd.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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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折点：
中美伙伴关系的建立
詹姆斯·巴克斯
Greenberg Traurig律师事务所全球业务部主任

冯国经
冯氏集团及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主席、中美交流基金会副主席

摘要

中

美两国的关系正处于一个转折点。
三十多年来，两国一直在多边贸易
制度下拓展贸易，彼此建立了深厚
的商业和投资关系。然而，到了今天，在许多具
争议性的贸易问题上，中美的摩擦却日益增加。
与此同时，随着中美两国面对全新的经济挑
战，两国商业联系的基础—中国作为美国消费
品和工业品的生产基地—正在迅速变化，而中
国更从全球生产中心演变为全球消费市场。简
而言之，将中美贸易关系推进到一个新境界的
时刻已经成熟，而这也是两国的当务之急。
订立一个新的贸易框架能帮助两国解决彼
此在增长道路上急需处理的问题。在正式和非
正式场合，也曾有人讨论过促进中美贸易关系
发展的最理想框架。其中，可能最为人注意的
是双边框架（如中美自由贸易协议）和地区性/
优惠贸易安排（如正在进行磋商的泛太平洋伙
伴关系）。
作为贸易框架，虽然双边的自由贸易协定和
地区性的优惠贸易安排表面上具有很多优点，但
这些机制却各有限制和缺点。自由贸易协定在理
论上或许是一个好主意，但在付诸实行时却须要
双方作出让步。而在知识产权、市场准入和科技
等具争议的问题上，双方恐怕难以达成一致。优
惠贸易安排或有助于成员国扩大贸易，但这些框
架背后必须有一个强大的争端解决机制与公开
和公平的贸易原则作为支持（如世界贸易组织这
个多边制度）。
事实上，优惠贸易安排和多边制度的情况非
常类似，不过前者使用封闭式的成员名单，而多
边制度却采用容纳开放的组成原则。新成员的加
入可扩大贸易基础，让所有成员国受惠，这个道

2

理人所皆知。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鼓励优惠
贸易安排扩大成员基础。事实上，这种复边机制
已经存在于WTO的运作之中。
今天，让贸易加快自由化发展的复边框架，
是多边贸易制度的一个显著优点 ，但不是唯一
优点。多哈回合谈判裹足不前的情况很容易让
人忽略多边制度的优点，但中美两国却不应该掉
进这个误区。两国都曾先后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和WTO的多边制度之中获得巨大利益，受惠于它
们透明与公开的原则，以及它们对规则和争议裁
决的遵从。因此，中美两国有充分的理由继续按
照这些原则，将彼此的贸易关系推进到另一阶
段。
遵循多边贸易的原则，中美伙伴关系将会
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但这还不足够。针对WTO
的批评带出了很多需要正视的问题，我们需要考
虑如何更新这个制度，使其配合科技、全球价值
链、服务业兴起与其他范畴的发展趋势。
这些改革对中美两国均非常有利：两国都会
受惠于出口和就业岗位的增加；而随着WTO的系
统和流程更新（以配合21世纪的发展需要），两
国也会在更广泛的层面受惠。简而言之，作为全
球最大的两个贸易经济体，如果中美两国同心协
力地推动改革，可望为WTO向前发展提供动力。
最后，中美伙伴关系的建立可带动有关国际
投资协定的探讨。目前，国际境外直接投资环境
急切需要一套多国认同和共同遵守的透明、公平
的原则，而国际投资协定可为这个环境带来新的
秩序。在这一点上，两国的共同利益同样显而易
见。
总结而言，多边制度和集体责任制是解决
国际社会面对的多项挑战的唯一途径，理据多

不胜数，中美两国应给予肯定。透过建立伙伴关
系，中美可共同改善多边制度，透过这个制度更

有成效地解决全球问题。这样，中美两国将为国
际社会带来莫大裨益，从而受到后人推崇。

全球贸易体系的转折点：
中美伙伴关系的建立
回顾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历史性到访中国40多年后的
今天，中美两国的关系正处于转折点。在1972年
以后，尤其在1979年踏入关系正常化阶段开始，
中美关系成为国际上最重要的经济伙伴关系
之一。两国的双边贸易额从1972年仅9,590万美
元增长到1985年的70亿美元，再增至2011年的
4,600亿美元。美国企业跻身中国的最大投资者
之列，于2010年的在华投资总值超过500亿美元。
今天，中国是通用汽车和百胜餐饮集团等美国
企业的主要收入来源。
中美经济关系同时为两国的社会、文化、教
育和科学等多个领域打下基础。2011年，在美中
国留学生约200,000人，占美国所有外国留学生近
四分之一。美国学生对中国的兴趣也与日俱增；
过去五年，学习普通话的美国学生便已增加两倍
至60,000人。
可以说，中美两国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和
教育交流都增多了，应可为双方长远的和有建设
性的伙伴关系奠定基础，而这一伙伴关系不仅能
给两国带来许多互惠互利的好处，也能为国际社
会带来很多利益。不过，虽然这是我们希望见到
的局面，但当下出现的一些迹象却令人忧虑。
尽管中美两国的商业关系深厚，或可能正
因如此，两国在国际贸易上的分歧越来越大。
中美两国均曾透过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争端
解决机制向对方提出诉讼，一些竞争更渗透到
地缘政治层面。一方面，美方积极推动“重返亚

洲”策略，发展由其为核心但排除中国在外的泛
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Partnership）。另一方面，双方亦相互指责对方
进行商业间谍和黑客活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尤其是在这个互联网年
代。中美两国均是大国，具有重大的影响力，双
边关系注定存在一定的竞争性，而这些不必要的
小插曲只会使双边关系复杂化。
两国之间的商业竞争可为双方带来好处。以
公平条款和既定规则开展自由和开放的贸易活
动，也可为相互竞争的两个国家缔造互惠互利的
局面，让它们共同提升生产力和促进经济繁荣。
所以，中美两国其实可以从它们的竞争关系中
受惠。然而，中美两国拥有庞大且多样的经济实
体，持续处于商业竞争始终会催生贸易纠纷，但
这也是在预期之内。
但正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所言，
“中美之
间的竞争是无可避免的，但冲突却可以避免。”
可是，目前两国关系似乎有朝着冲突发展的趋
势。
当务之急是创造条件，让中美关系踏上稳
定、和谐和共享繁荣的道路。其中的关键在于重
新建立互信。我们都知道，只有透过合作和共享
经验，才可带来互信。换言之，我们需要寻找途
径让中美双方朝向共同的目标合作—尤其在
过去30年作为中美关系摇篮的贸易领域—从
而促進相互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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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往关系的渊源
如上文所述，贸易和经济是目前中美关系的核
心所在。它们既是过往维系双方关系的基石，也
是未来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刻下的挑战在于
当初驱使中美成为贸易伙伴的具体条件业已改
变，过去主要以美国企业将制造业外包给中国、
中国将货品输往美国以至世界各地为基础的合
作关系，已不足以解决目前两国各自面对的问
题。
美国面对包括政府财政整顿以及持续的去
杠杆化过程等问题，未来数年的消费开支难望
看到增长。美国企业需要在海外寻找增长源头，
而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便成为当然选择。事实
上，中国已经是美国产品的重要买家，随着财富
增长，未来的进口量应会进一步增加。
至于中国，已开始演变为重要的全球消费市
场，其经济有需要作出调整，从制造业等第二产
业转向如服务业和零售业等第三产业发展。这给
美国这个服务贸易出口的龙头国家带来重大机
遇。对于希望走向国际、发掘海外市场的中国企
业来说，中美关系加强可带来许多利益。
简而言之，两国均面对经济转型，积极的相
互交往将有助双方顺利调整。关键的问题是，鉴
于中美各有所需和优先处理的事情，什么样的框
架才可以达成最理想的互惠互利合作关系？
在过去30多年，需求的互补性确立和推进
了中美两国关系的发展。不过，有一点很重要的
是，如果没有多边贸易制度的支持框架，尤其是
WTO，中美的商业关系大概不太可能取得成果。
这道理也许并非一下子就看得通，但肯定的
是，中美是WTO多边贸易制度参与国之中最大的
得益者。多边制度让中国一方面可依靠一套公认
的行为准则，循规蹈矩地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
境中推进发展和扩张经济，另一方面可在出现问
题的时候，透过WTO不偏不倚、有效率和可执行
的机制解决纠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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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中美两国在WTO机制下提出的诉讼数量
多得惊人，但考虑到这两个大国的双边贸易如此
频繁，自然难免出现争端。在WTO的争端解决机
制下，这些争端得以根据协议的贸易规则和平解
决，相比在WTO成立前要进行冗长的法律程序，
又或诉诸干戈或其它的方式要理想得多。
对于中美两国，可以按照共同遵守的贸易规
则，与世界各地的成员国进行贸易，也许是作为
WTO成员的最大得益。
根据WTO的基本规则，一切影响国际贸易的
商业歧视均予以禁止。若非因为WTO成员国身份
而享有最惠国待遇，并因此受到针对贸易歧视的
法律保护，中国在其近年崛起、重拾经济大国地
位的道路上，肯定是荆棘满途。
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中国人均GDP的年平
均增长率达8%水平，出口则增加了五倍。尽管中
国加入这个多边贸易制度不过十多年，按WTO规
定进行的内部改革已经为中国经济带来增长，并
让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走出贫穷。
另一方面，从WTO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在1947年订立时起，美国已开始受惠于多边机
制。据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资料，美国在二
次大战后单从自由贸易和其它形式的经济融合
获得的利益，为美国人带来每年共一万亿美元的
额外收入，这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整体增长
10%，相当于每个美国家庭年收入增加10,000美
元。
彼得森研究所估计，如果余下的国际贸易和
投资障碍也得以一并消除，美国人每年可得的额
外国民收入达5,000亿美元，相等于每个美国家
庭年收入额外增加5,000美元。
可以肯定地说，中美两国各自和共同在WTO
这个多边贸易制度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未来的中美贸易关系︰
双边、地区性或多边发展？
虽然中美两国仍然视多边制度为主要发展平台，
但两国似乎已逐渐偏离这个制度。多边贸易制度
的确并非完美，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尤其使其
成效受到很多方面的质疑。大部分的质疑虽得到
恰当的解决，但WTO在很多时候即使明知急需求
变，也似乎无能为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近年来中美等多个国家对
发展双边或地区性的贸易伙伴关系的探索是可
以理解的。国际上似乎已经认定了一点︰如果有
150多个成员国的WTO不能就贸易自由化达成协议
（尤其因为它采用把议题捆绑起来一次性谈判
的原则），倒不如简单一些，由两、三个国家来另
觅出路。
结果，双边和优惠贸易安排纷纷出台。根据
WTO的资料，截至2013年1月，已生效的地区或优
惠贸易安排超过350个。
有人提出可透过双边和地区贸易安排作为
巩固中美关系的框架，让两国关系迈向下一个里
程。这是值得考虑的做法，但各有利弊。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基于双边利益考虑，订
立中美自由贸易协定之类的伙伴合作协议似乎是
中美关系的一个顺势发展。道理看来很简单︰中
美是世界最大的两个贸易国，双方的经济互补性
很高，订立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可让这两个经济体
达到完全自足的状态。
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将会是一个非常强大的
贸易协定，让中美两国成为全球市场的霸主，尤
其是当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科技研
发、军事和工业设备、农业市场开放等争议性问
题上能够达成协议。中美自由贸易协定要解决的
问题很多，而每一个都是棘手问题。如果这些问
题能够透过中美自由贸易协定来处理，将有助于
大幅促进两国的双边贸易，为彼此的伙伴合作打
开新天地。

最大的难题在于以上是基于自由贸易协定
可以（甚至更容易地）解决这一堆问题的假设之
上，不管中美两国在这众多问题上的潜在利益矛
盾。多年来，中美两国在很多问题上一直互不相
让，透过自由贸易协定的框架解决，不一定就可
以水到渠成。就算只是关乎哪些问题应该透过
自由贸易协定解决，可能已经要花上多月甚至多
年才能达成协议。结果很可能导致两国陷入艰
难的谈判之中。
探讨自由贸易协定的可行性确实可带来得
益。事实上，中美两国或许可因此加深对彼此的
观点、需要和面临的挑战的了解，能为双方的合
作提供宝贵的基础。不过，即使这样，双方的利
益集团和“挑拨离间者”恐怕不会就此消失，仍
会继续百般阻挠。
中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另一问题在于中美两国
是世界上规模和影响力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但它
们不可能独断独行，而需要WTO框架下的机制带
来稳定、制约和监管。
此外，中美两国间订立自由贸易协定可能会
导致其它国家处于不利地位，这些国家或许会
觉得有必要成立自己的联盟，以免受到中美贸易
结盟的负面影响。它们的联盟将和中美联盟相互
排斥，让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和分担责任的精神
遭受破坏。

支持多边制度的理据
如果目前中美自由贸易协定在整体上看来并不是
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我们又可否考虑一个层面
稍微广泛的安排—由包括中美等多个国家订
立地区或优惠贸易安排？
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为例，这个被
美国大力推广的平台，是它“重返亚洲”战略的
商业核心。泛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优势被成员国广
为宣扬，而这些国家在加入时均同意在关税和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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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规则与事务上作出调节，以促进伙伴国之间的
贸易往来。
让很多人感到诧异的是泛太平洋伙伴关系
并没有包括中国在内。所有成员国肯定都会感受
到这个组织带来的好处。如果中国，或区内任何
一个其它国家加入，也同样会为其他成员国带来
好处。那为什么不扩大这个组织？所有愿意遵守
这个组织的规则的国家都应该被允许加入，这样
才符合1980年代初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知
名人士小组（Eminent Persons Group）讨论过
的开放的地区主义原则。
到了现在，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变成一个复
边主义的组织。而我们的主张正是以复边主义作
为贸易自由化的出路，以避免上文所述WTO把议
题捆绑起来一次性谈判的限制。
按照目前的情况，泛太平洋伙伴关系或任
何其它优惠贸易协定，都是在WTO框架以外进行
谈判，并只允许一个限定和排他性的名单内的成
员参与。即使它们能够就协定的所有条款达成共
识，参与这些优惠贸易协定的国家到某个时候必
须明白这些协定如何才能被执行。为此，它们需
要为每一个协定成立独立的争端解决机制。
这些解决争端的机制可能会跟WTO的现存机
制相似，但既然在WTO之下已经有一个有效的机
制，又为何要重新设立另外一些？仲裁为何要在
WTO以外进行，而不是更合乎情理地在WTO之内处
理？
除了实务以外，在WTO之外实施这些协定会
衍生另外的一些风险，造成不必要的地缘政治
影响。美国是否试图透过倡议成立泛太平洋伙伴
关系来围堵中国？美国和欧盟又是否试图以所
谓的泛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创造一个共
同的经济壁垒，以抗衡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
如果上述的讨论在WTO之内进行，就不会产
生这些问题。泛太平洋伙伴关系以至泛大西洋
伙伴关系，均可以在WTO成员国的同意下纳入WTO
之内，但参与有关讨论的国家却无一提出这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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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而事到如今，有关讨论已引起猜疑，也使到
中美两国和很多其它国家偏离多边贸易制度的轨
道。
即使要在地区层面发展复边关系，各国也
应该考虑在现有的多边制度框架之内发展，而存
在共同利益的中国和美国可在WTO框架之内承担
起领导责任。
今天，我们比以前更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
案。信息和通讯科技的迅猛发展，使世界比以前
更加联系紧密，更加唇齿相依。地球上某一角落
发生问题，可能会牵连全球各地。有很多当代的
全球性问题，如气候变化、国土安全、自然资源短
缺和人口变化等，都必须由国际社会合力解决。
如果问题未能解决，将会影响到中美两国，
也会影响到全球各国。因此，必须以多边制度为
全球的最高决策机制，并由中美两国承担起领导
责任，确保这个机制有效运作。当中的道理很简
单︰促进世界的良好发展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利
益。
实际上，尽管中美两国存在分歧，但两国的
经济利益息息相关。两国都不能在对方经济发
展不顺利的情况下单独取得在经济上的成功。对
于双方来说，最佳的方法就是按照两国认同的
公平原则和共同的目标，进行 开放和具透明度
的合作。换言之，就跟今天的多边贸易制度的运
作如出一辙。

中美伙伴关系︰
重塑21世纪贸易体系
若双边和地区性优惠贸易安排均不能为未来贸
易关系提供一个可行的框架，为什么它们却备受
关注？又或者说，若大家都知道多边制度可为多
方提供莫大裨益，为什么会被视为不起作用和裹
足不前？
确实，多边制度的问题（尤其就WTO而言）是
众所周知和备受批评的。有人说，政治意愿是多

边制度向前迈进的最大阻力。但中美两国均明白
多边制度可带来莫大裨益，并同意大力投入完善
这个系统，相信两国的意愿应有足够的份量，为
停滞不前的问题带来突破。
事实上，即使中美两国单单考虑本国利益，
也有充分理据支持它们投入解决WTO面对的问
题，更何况两国和国际社会在改革WTO问题上均
有共同利益。
WTO之内、WTO成员国之间和公众社会探讨了
很多需要改变的地方，其中几项当务之急包括︰
•
•

•
•

WTO的系统和流程需要跟随全球生产链和供
应链的急速变化与时并进。
鉴于从订立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时只有23个成
员国，到今天WTO的成员国已增至158个，WTO
的规则和程序需要现代化，而复边安排是其
中一个可选择的出路，但也应该探索其它的
可能性。
WTO有需要加快信息技术、国际服务、环保产
品/服务等崭新领域的开放。
WTO的主要强项（如争议解决机制）也需要更
新，以确保在今天的环境下仍可有效运作。

明显地，以上是一个雄心勃勃的长远蓝图，但中
美两国均有很大诱因提供支持。
先谈更新WTO系统以配合全球供应链系统
和生产链系统这个项目。当WTO成立之初，很多消
费品均在一个国家生产，然后运到另一个国家消
费。今天，全球供应链已变成一个零散的全球化
系统，即使是一件很简单的产品的生产过程也可
能会涉及多个国家。有鉴于此，在东亚的地区性
贸易之中，过半是中间产品贸易。一项产品在生
产过程中到底在何处经过“实质性加工”，评定
工作越见困难。在全球供应链领域，产品不再是
来自某一产地，而是来自世界各地。
此外，要在生产中取得利润，最重要的不是
进行实质性加工，而是价值增值。若根据增值来

计算，世界贸易的面貌和结构以至众多双边贸易
平衡，跟目前以“原产地原则”为根据之“来源规
则”的方法计算所得大为不同。然而，WTO和很多
国家的标准贸易量统计仍然依赖过时的生产概
念，将产品的价值全部计入來源地—通常是进
行最后组装的国家。
当中涉及的并非单单是贸易统计。当获悉美
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超过3,000亿美元，美国的
政客可能会对本国和中国的经济以及两者之间
的关联作出不正确的假设，而这些误会可能会引
发地缘政治后果。
这只是其中一个例子，说明为何现在的贸易
规则未能符合21世纪的现实。我们至少需要将
WTO的信息系统更新，以准确反映两国真实的贸
易关系。
我们在上文谈到的其他项目也可同时为中
美双方带来巨大益处，其中之一是关于服务贸
易。如能订立国际服务协定，将有望加快中美伙
伴关系的发展，扩大在中国提供的服务规模，并
使之更加多元化，从而支持中国经济转型。
根据彼得森研究所最近一项有关在WTO内订
立国际服务协定的研究，发现这样的协定可为全
球出口带来1.129万亿美元的增加，创造860万个
就业岗位，并推动全球生产总值增长达1.04万亿
美元。
同样地，将WTO的信息技术协定扩大至包括
更多产品，可望使全球生产总值增加1,470亿美
元，出口增加1,780亿美元，创造就业岗位370万
个。我们应该鼓励更多国家成为信息技术协定的
缔约国，并大力解决阻挠信息技术贸易发展的非
关税和关税问题。
目前，全球的焦点均投向可持续发展，这是
一个正确的方向，而WTO在这方面可以有很大作
为，以确保环保产品和服务可以落在最有需要的
国家手上。最近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发表的建议
列出了一些合资格的产品和服务，可能会有所帮
助。举例来说，中美可以合作起带头作用，在W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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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内订立可持续发展能源贸易协定；其中，开放
环保产品和服务贸易可以是可持续发展能源贸易
协定的重要一环。
此外，上述的可持续发展能源贸易协定亦可
涵盖其它影响绿色发展的范畴，减少能源产品
的进口和出口限制，也可以在WTO的补贴规定之
中作出有限度的豁免，容许提供绿色补贴。这样
的可持续发展能源贸易协定也可作为一个起步，
落实中美和其它20国集团国家的承诺，削减对
气候造成破坏的数以万亿美元计的化石燃料补
贴。
为何中美两国要带领这方面的发展？更应
该问的问题是︰为何中美两国不担当这个重任？
两国都需要创新科技和开拓市场，也都明白各国
必须寻找经济增长的新出路，同时保护环境生
态。

扩大多边制度以应对全球挑战
对未来中美关系的和谐发展进程有关键影响的
还有另一个新方向，如能在这方面取得成果，将
会是多边制度的一大跃进。这个新方向就是订立
国际投资协定。
美国境外投资的发展众所周知。多年来，美
国在境外的直接投资一直推动着全球的经济增
长，中国也是受惠者之一。目前，中国是全球最
受欢迎的境外投资目的地之一，未来相信亦会如
此。
不过，当下令人激动的新话题是关于中国
的海外投资。在21世纪开始时，中国的海外投资
还不足10亿美元，如今已增至每年超过600亿美
元。虽然中国的海外投资遍布全球各行各业，分
布高度多样化，但经常由于一些有关投资性质和
资金来源的误会而窒碍了这方面的发展。既然美
国需要吸纳投资来创造就业岗位和刺激增长，
我们如何能给中国投资打开通道，造福美国劳
工、商界以至整体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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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中美就双边投资协定进行磋商，将会是
一个好的开始，但这还不足够。目前有3,000多项
同类的国际投资协定，当中规定了投资者与投资
项目的权利和责任，可是它们组成的网络很大、
很复杂，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存在矛盾。此外，受
到这3,000多项协定保护的境外直接投资目前占
全球总额只有三分之二，而且所牵涉的双边投资
关系占潜在数目只有五分之一。根据联合国贸易
和发展会议的估计，如果要囊括所有国际投资，
将需要增设14,000项双边协定。
在国际商界，贸易和投资是一枚硬币的两
面。正如我们一直按照国际规则进行贸易，我们
也需要一套国际规则来进行投资。简而言之，我
们需要一项多边投资协定，为国际投资提供一个
具有透明度和依循规则的框架。
多边投资协定的订立，可以由WTO成员国进
行磋商，并将其纳入WTO体系，受WTO的争端解决
机制监管。如此安排是当前为国际境外直接投资
的持续增长提供支持的最佳方案。
有关多边投资协定的讨论早在差不多20年
前已有提及，但当时这个构思的争议性太大，以
致投资国和被投资国争持不下。但今时不同往
日，从前的被投资国如今也是潜在投资国。譬如
说中国，它到底是投资国还是被投资国呢？美国
又如何？
全球对投资的关注日益趋于一致，就投资
权利和保障而言，昔日的观念和教条已经被推
翻，这为国际社会推进国际投资协定的订立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时机。

结语︰从缺乏互信到可信赖
的伙伴关系
合作可以成为一个习性。中美两国如能成功合
作强化WTO和恢复国际社会对多边贸易的承诺，
将给予双方更大的信心和动力，以应付多边制度
要处理的其它任务。

中美两国可以合作（也必须透过合作）构建
一个符合彼此需要的多边贸易制度，同时为国际
社会带来莫大裨益。这样，两国将可让多边制度
的价值获得肯定，令各国相信应该共同努力完善
这个制度。
在这个全球紧密联系的复杂年代，经济增
长和繁荣所面对的风险不断增加，中美两国在这
方面的努力将成为中美伙伴关系在21世纪初留
下的最伟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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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追求地球的长久繁荣
彼得•塞里格曼
保护国际共同创办人、主席兼CEO

迈克尔•托顿
AssetsforLife.net创办人及总裁

摘要

作

为世界最大的两个消费国，中美两
国GDP（国内生产总值）合计占全球
GDP总量的三分之一。两国天然气消
费量占全球四分之一，石油消费量占全球三分之
一，煤炭消费量占全球三分之二左右。两国还是
地球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排放量占全球
总排放量近一半。
常规做法已不足以应对中美两国以及国际
社会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但

是，两国若能利用其前所未有的政治智慧、领导
能力以及技术进步携手寻求解决方案，将为两
国及全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
中美两国发布联合倡议，符合两国自身利
益，既有利于获得直接和持续的经济和环境利
益，也有助于两国人民实现长久的幸福安康，还
将为寻求防范人类和自然界面临的毁灭性风险
做出重大贡献。

追求地球的长久繁荣
挑战
国际社会面临着两大无可逃避并相互交织的生
物物理威胁，这种威胁规模空前且涉及全球，它
们是：气候不稳定，以及地球生物圈生产力、适
应性和稳定性的恶化和破坏所带来的灾难性风
险，而这种生产力、适应性和稳定性正是人类健
康幸福生活和繁衍后代的根本。
目前，主要有三个原因加剧了这些毁灭性威
胁及其所导致的后果：
燃烧：每年通过燃烧化石燃料及生物资源
来制造商品和提供服务，排放出超过400多亿吨
二氧化碳。
消费：全球正在消费大量可再生及不可再生
资源，而且消费量还在不断增加，导致废弃物泛
滥成灾，污染了地球上的自然资源并使其不断退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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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全 球庞大的人口规模还在不断扩
张，1950年至2050年间，人口增长500%。我们必
须注意到人口增长是与可持续发展休戚相关的
一个核心问题，但是，针对未来十年内我们为尽
快缓和气候异常而必须采取的措施与人口问题
关系不大。

燃烧
人类永不停息的创造力为数十亿人创造了巨大
的经济成果，但是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间内，
很多产品无法通过财富获得。而化石燃料对人类
而言居功至伟，特别是过去一个世纪，由于廉价
石油的出现，推动了经济引擎。可以说，全球经济
总量已达70万亿美元，但几乎各个方面都依赖于
过去廉价而丰富的化石资源。
但是，在生产及消费这些化石能源时，它们

在不知不觉中已经成为人类所面临的多数全球
性风险和威胁的罪魁祸首。现在人们通过大量
实证证据和科学发现，已经意识到它们的这种危
害性1。
在世界范围内，各国政府每年为化石燃料的
生产和消费提供7,000亿至1万亿美元补贴。除了
这些扭曲市场的补贴外，环境咨询公司TruCost
最近评估指出：化石燃料外部性所导致的对全
球人类健康及环境的影响每年超过4万亿美元。
例如，根据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综合分析，每
年仅源自美国煤炭生产及燃烧所产生的外部性
成本就超过5,000亿美元，超过美国煤炭工业总
收入的10倍。
不幸的是，电力价格未能考虑这些外部性
影响，这意味着国民不得不通过以下形式承担
这些成本：疾病、慢性病、夭折以及陆地生态系
统、水域和海洋生物健康状况的严重衰退。若将
这些外部性成本计入电价，消费者每千瓦时耗电
应支付0.37美元。这一价格比终端效率改进电价
高出12到40倍，是风力发电价格的7倍，是太阳能
光伏发电的两到三倍。
现在，这种外部性代价和后果无疑非常严
重，它清楚表明，常规做法正在将经济、社会、人
类及生物圈推向一个（过早）发病率及死亡率不
断加速上升的不归路。我们在不断跨越安全环
境界限，不断瓦解人类的安全生存空间。
2012年受20个国家政府委托而进行的一项
评估——“气候脆弱性监测“（Climate
Vulnerability Monitor）测算，每年有500万人死
于气候变化和高碳型经济所致的空气污染、饥
饿和疾病。若当前化石燃料利用模式保持不变，
到2030年，因此而致死的人数很可能上升至每年
600万人。
1 化石燃料及生物质能燃烧是造成以下变化的主要原因：气候不稳定；海
洋酸化；酸雨、烟雾、大气颗粒物以及空气污染；淡水、陆地和海洋污
染；滥砍滥伐，生态系统破坏和生物多样性损失（在生物质能燃烧的情
况下）；国家之间的战争及冲突，包括种族屠杀及种族灭绝行为。它们
造成大量水银、有毒金属及危险化学品泄露，而且是慢性病、过早发病
及死亡的罪魁祸首；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它们还是淡水的主要消耗者。

该报告指出，气候变化效应导致全球产出降
低1.6%，相当于每年1.2万亿美元；若全球气温继
续上升，到2030年，损失可能翻番，达到全球GDP
的3.2%。
人类健康和幸福安康处于危险之中。为避
免全球气温上升超过2ºC并诱发一系列危险后
果，根据科学家计算，本世纪前50年可向大气层
排放的二氧化碳累积量应低于9,000亿吨。
截至2012年，二氧化碳总排放量已达3,600
亿吨，相当于50年计划的40%。若不加控制，二氧
化碳排放量不断上升将导致全球平均气温在未
来20年内上升2ºC，到2040年上升3.5ºC，到2050
年则上升4°C 2。
中美两国的农业中心地带多年饱受旱灾困
扰，已经遭受到气温上升的苦果。发表于《科
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标题中总结了中国农业
因气候变化而面临的窘境——《消失的耕地，中
国面临严峻选择：适应或饥饿》3。中国拥有全
球五分之一的人口，但其耕地却仅相当于全球耕
地总面积的7%，而且还在继续萎缩，城镇化每10
年会导致近900万公顷耕地改变用途4。
由于气温不断上升（过去50年上升了0.8°C）
、降雨不断减少，导致中国农业和畜牧业增长趋
势逆转的风险正在上升，农业地带生长季节不断
缩短。2009年，中国科学院报告表示，从1979年
至2000年，气候变暖导致中国小麦产量增速下降
4.5%，每年因此所致的粮食损失达到几十万吨。
2 人类当前的排放趋势将导致本世纪地球温度上升5至7摄氏度，将发生
世界文明史上前所未有的全球温度突变。回顾与2100年地球上二氧化
碳水平相当的最近的年代，当时地球气温比现在高16℃ (29℉)，地球是
一个没有冰的星球，海平面比现在高出200英尺，并以人类难以置信的
速度上升。
其后果是，全球约四分之一的农业用地沙漠化（相当于非洲耕地的一
半），几乎所有珊瑚礁均已死亡，多数海洋生物因海洋酸化中毒，并诱发
全球生态系统出现不可逆的变化，这些变化在排放停止后一千年之内
仍将存在。
根据国际环境与发展学会及格兰瑟姆气候变化研究所的一项评估，本
世纪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成本预计将超过1,200万亿美元。
3 《科学》，2013年2月，vol. 339, no. 6120, pp644-645, DOI:
10.1126/science.339.6120.644
4 同时，中国中产阶层正在转向土地及水密集度更高的肉类食品，最近30
年消费量从800万吨上升至7,100万吨。到2012年，中国的全部粮食作物
中有三分之一被加工成饲料供牲畜和水产养殖使用，而最近40年从黄河
及北方的含水层抽出1,200亿立方米水，超过降雨补充的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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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模式破坏了生物圈的适应力、稳定性及生态
系统服务功能
过去25年间，由于人类不断破坏此前一直保持完
整的生态系统及动植物群落，地球陷入了一个物
种灭绝周期，生物学家和生态学家对此发出警
告。为了获取粮食、饲料、纤维、森林、燃料及其
它物品，各种国家级自然地貌被移作他用，自然
资源和服务也随之消失5。
正如多卷本著作《千年生态系统评估》及最
近的研究报告《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TEEB）和《负责任的投资原则》中所详述，对
全球范围内的生态系统服务（也就是地球自然资
本）的大规模破坏，导致每年损失的资产和经济
价值达到6万亿美元左右6，7。
生态系统服务的不可逆损失
目前，全球每年新增人口数量是整个英国人口数
量。预计到2050年全球人口规模将达100亿，这
要求粮食产量增长70%。人类经济“新陈代谢”
不断加快，养活人类所需的能源及原料也不断
增加，与此同时，到2050年，生态系统服务和自然
资本的持续损失估计每年将达到全球GDP的20%
。这只是保守估计，因为它并未考虑如果保持当
前排放模式所导致的全球气温上升4ºC的情景。
全球渔业资源正在枯竭。在全球鱼类资源
中，三分之一已经萎缩，按照目前的捕捞速度，
到本世纪中叶它们将完全消失。当今的全球渔
业资源中，整整四分之三要么已经枯竭，要么被
过度开发或大幅减少。
5 随着地质年代更迭，物种灭绝无法避免，自从38.5亿年前地球首次形成
生命以来，约有99.9%的生物已经灭绝。当前人类诱发的地球生物大规
模灭绝与此前的生物灭绝的区别在于前者速度惊人，据估计相当于自然
规律下平均速度的三至四个数量级。
6 考虑到仅对地球上1%的物种进行了研究，这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许多人
认为21世纪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生物信息产业和生物科学产业将创造出
庞大的未来价值，但是在科学尚未发现这些价值之前，它们将不可挽回
的流失。生态系统服务已为医学创造了重要价值，而制药业严重依赖生
物多样性。目前可用的所有抗癌药物中，42%为天然药物，34%为半天然
药物。
7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
《千年生态系统综合报告》，3卷本，海岛出版
社，华盛顿，2006，http://maweb.org/en/Synthesis.aspx; TEEB,
《经济、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4卷本，劳特里奇出版社，波士
顿；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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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栖息地被破坏，物种灭绝加速。现在物
种灭绝速度是通常因环境自然变迁而发生的“
自然”或“背景”灭绝率的百倍甚至千倍，这一
现象与人类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哈佛大学生
物学教授爱德华·威尔逊估计，每年有近40,000
个物种灭绝。如果当前物种栖息地被破坏的趋
势持续，到本世纪中叶，一半以上的地球物种将
灭绝8。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生态系统的破坏助长了
当前的二氧化碳排放。最近几十年有1,400万公
顷热带森林被焚烧并清除，因此排放出了几十亿
吨二氧化碳，这个规模大于全球运输业（包括所
有车辆、卡车、
飞机及轮船）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总和，差不多等于美国或中国每年的二氧化碳排
放量。
TEEB估计当前森林生态系统仅在一年内损
失就相当于2万至4万亿美元，远远超出毁林开荒
获得的利润。据估计，由于每年有1,400万公顷热
带森林被焚毁，约有1,600万个物种种群灭绝。
海洋酸化威胁导致渔业枯竭
海洋面临着多种极端风险。最近的海洋调查发
现，在过去50年间，作为海洋食物网的基础，浮
游植物减少了40%。与之对应的是，过去一个世纪
全球气温上升0.5°C。此外，人类每年排放3,500
多亿吨二氧化碳， 正在导致海洋酸化速度不断
加快，远远高于过去3亿年间的任何时期。
海洋学家警告称，若无法在使二氧化碳排
放量于2015年达到峰值后以每年5%的速度平稳
下降，到本世纪末，其造成的酸化水平将从根本
上破坏海洋生态系统，并导致主要鱼类资源及
海洋物种枯竭。目前，仅有1%的海洋渔业捕捞不
受海洋pH值变化的影响。人类的主要渔业资源
已经遭受严重过度捕捞、萎缩甚至枯竭的威胁，
8 全球约有50亿公顷土地用于农业生产，但全球的农业用地中近40%严重
退化。最近40年，全球近三分之一的农田已被废弃，因为土地侵蚀导致
其无法生产；由于干旱和沙漠化，每年有1,200万公顷耕地流失，而这些
耕地原本可种植2,000万吨粮食。

而海洋酸化和全球变暖的风险正在使这种情况
更加恶化9。
近年来，由于海洋变暖所致的褪色变白和
疾病，导致三分之一的珊瑚物种已经处于灭绝的
危险之中。当酸化与珊瑚礁温度相互作用，灾害
风险就会急剧上升：温度上升1.7°C，所有珊瑚
都将褪色变白；若温度在数十年内上升2.5°C，
它们将灭绝。近期研究表明，即使温度上升较
少，农用化学品和工业废料流入富含珊瑚的沿海
地区也会加速珊瑚的灭绝。
能源、资源及原材料的消耗
过去的一个世纪，低成本化石燃料的出现、技术
进步的加速以及优惠的政府政策及补贴，推动了
资源消耗的急剧增长。20世纪期间，扣除物价因
素，重要资源的价格下降近一半，而同期人口翻
了两番，经济产出增长了20倍，对各种资源的需
求增长了6倍至20倍不等。
不同资源之间的关联度日益增加。许多国家
为了获得用于进口燃料和建设发电厂的资金，大
举出售本国的自然资源。过去十年间，各种资源
产品的价格及波动已经高度相关。一种资源的价
格变化和短缺迅速对其它资源产品价格产生影
响10。
传统的“用完即扔”的消费习惯进一步恶化
了价格和波动问题。由世界资源研究所（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牵头进行的一项涉及多
国的研究项目《国家的重量》发现了一个惊人的
事实：社会所消耗的原材料和资源中的四分之三

9 世界范围内约有10亿人依靠鱼类作为主要的动物蛋白来源，而5,000万
人以渔业及水产养殖为生，其中绝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
与珊瑚礁有关的渔业资源占全球渔业资源的十分之一，在印度洋—太平
洋某些地区，占全部鱼类捕捞量的25%；此外，珊瑚礁还是四分之一具有
重要经济意义的海洋渔业资源的繁殖、哺育及觅食区。
10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在《资源革命：满足全球能源、原材料、粮食及水需
求》中强调，
“当前，资源价格之间的相关性比上个世纪任何时期都要
密切，而且许多因素正在推动这种相关性进一步上升。”
能源与水的关系日益凸显。随着地下水位的下降、海水淡化工厂的扩张
及大型地表水调水工程（如中国南水北调工程及美国西部州际调水工
程）的开发，水的能源密集度不断上升。

在12至24个月内即变为废料11。
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这种不断扩张的采掘—
消耗—产生废料的线性增长模式将对全球保持
年均2%—3%的经济增长率构成巨大障碍（即使
这种障碍并非不可逾越），而这种增长速度意味
着全球经济在本世纪内将扩张10倍至20倍。

迈向前进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企业及民间领袖和科
学家大声疾呼，未来十年人类需要立即采取行动
实施并实现转型，在推动经济增长的同时将全
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ºC以内12。
业已探明的十几个“负临界点”可能导致不
断逼近的灾难规模再次扩大，例如由于永久冻
土不断融化而释放出巨量甲烷以及亚马逊雨林
枯死所致的大量排放。因此，无论是领袖还是平
民均有责任支持和推动大胆而雄心勃勃的全球
经济发展转型变革。
本节强调了为确保人类和大自然当代和后
代的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我们面临多个重大转
型机遇。过去的一个世纪见证了知识产生、科学
突破、技术进步及工程学进步的爆炸性增长，以
及越来越多来自市场和治理方面的创新应用，它
们为解决人类和地球面临的棘手风险带来了光
明的前景。
过去40年积累的经验表明，在所有机遇中，
提高向终端用户提供公用事业（水、电、气）、运
输及工业服务的效率对立即持续和大幅度地降
低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代价最低、风险最小。
这意味着经济增长需要摆脱工业烟囱年代
的发展范式：在这种范式下，通过建造由集中式
发电厂供电的大型工厂实现规模经济。在固态电
11 艾米丽·马修等，
《国家的重量：工业经济的材料流出》，2000年，世界
资源研究所，华盛顿。
12 总统奥巴马在2013年就职演说中明确指出，我们的义务“不只是对我们
自己而言，还包括子孙后代”，此外他还提到了我们的以下责任：
“保护
我们的星球，那是上帝托付给我们照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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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学及航天材料领域的科学革命为终端用户提
供了分布式服务，从而实现新的规模经济。
《小即有利可图：让电力资源规模恰到好处
的隐形经济效益》中对公用服务做出大篇幅详细
介绍：新规模经济在提供服务的同时还大幅度
削减了上游自然资源的消耗量，以及下游产生的
废料和污染数量13。
例如，艾莫里·洛温斯在《重新利用火：新
能源时代大胆的商业方案》中指出，通过提高效
率，美国可将石油的日消费量削减2,500万桶，
而这样做的平均成本不到每桶20美元。相比之
下，2006年以来，世界原油价格处于每桶60美元
至120美元的区间。
考虑到中国的新建工程、制造业扩张及消
费者购买规模，它在大幅降低成本方面拥有更
大机遇14。

13 如果缺少速度更快、效率更高的手段来提供能源服务，1973年至2005年
美国的能源消耗会上升225%。但是事实上，这期间美国能源消耗仅上升
30%，这项差额（75百万兆焦耳，缩写为EJ）为美国每年减少了7,000亿美
元的能源成本。
75 EJ是多少？想象一下，这相当于一列年运输量约为1,800万车皮煤炭
的货运火车围绕地球7圈。据世界能源专家艾莫里·洛温斯的估算，1975
年至2000年间单位GDP能耗下降了近40%，到2000年，节约出的能源“相
当于美国石油消费量的1.7倍以及美国国内石油产量的5倍。”
14 能源效率改进可以为世界带来多大的经济和环境机遇？Ecofys最近一
项分析指出，到2050年节能收益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电力：节约的电量相当于每年12,800兆瓦小时（12.8万亿千瓦时），相比
之下2009年全球电力消耗为20,000兆瓦时；
热能：节约的热能相当于每年46 EJ，而2009年全球热能消耗为160
EJ；
运输：节约的燃料相当于每年80 EJ液体燃料，而2009年全球液体燃料
消耗为80 EJ；
为了更好理解这些巨大的数字，因能源效率改进而提供的服务可代替对
以下所有资源供应的需要（大体描述，数量不一定准确）
煤炭：相当于每年使用2,800万节车皮运送28亿吨煤。作为比较，2011年
中国利用2,000万节车皮运送了20亿吨煤，美国利用810万节美式车皮运
送了8.1亿吨煤，两国合计消耗了全球产量的近三分之二；
液化天然气：相当于1,775艘超级油轮运送3.55亿立方米液化天然气（每
艘油轮运送200,000立方米）。作为比较，2011年全球范围内运送的液化
天然气为3.55亿立方米；
石油：相当于每天1,700万桶近海石油。作为比较，2011年全球150座近
海石油平台每日产量为3,000万桶；
油棕榈树：相当于1,500万公顷用于加工柴油的油棕榈种植园。作为比
较，2011年全球油棕产量为1,500万公顷；
蔗糖：相当于1,030万公顷用来加工乙醇的蔗糖。作为比较，2010年全球
蔗糖总产量为2,400万公顷；
玉米：相当于3,240万公顷用来加工乙醇的玉米。作为比较，2011年全球
玉米总产量为1.62亿公顷；
核能：相当于总装机容量为372,000兆瓦的核电厂。作为比较，2012年全
球总核电装机容量为372,000兆瓦；
水电：相当750,000兆瓦水电大坝的总装机容量（41座巨型三峡大坝）。
作为比较，2010年全球水电总装机容量为100万兆瓦。
这些效率改进也可以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与供应扩张相比，效率改进
的成本要低数倍。考虑到这一点，相当于累计节约直接成本几十万亿美
元，这还包括以几乎零成本避免了几千亿吨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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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最低成本与危害（Least-Cost-andRisk, LCR）提供公用服务
提高向终端用户提供能源、水及其他资源服务效
率可产生巨大且仍在持续扩大的效益。中美两
国均已开始发掘这一效益15。
在美国有十几个州在效率改进方面已经处
于领先地位，其中加利福尼亚州就是一个榜样。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加利福利亚在制定公用事
业规章程序上就已经领先全球，这一程序协调了
公用事业用户的经济利益，旨在提高终端使用效
率。它同时适用于私有及公共运营的公用事业部
门。该州通过将公用事业收益与收入脱钩的方
式，消除了对扩大供应的不良激励，而这种扩大
供应成本比终端用户效率改进高出5倍。
以上做法与全面的“集成资源规划”
（IRP）
方法论结合，后者对所有供应端和终端用户效
率选项所提供的公用服务平准化生命周期的成
本及风险进行了测算。所有选项均按LCR进行排
序。终端用户效率选项排序与LCR排序一致。由麦
肯锡全球研究院所做的评估显示，基于公用事业
10%-12%的固定资本收益计算，LCR终端用户选项

15 一个鲜明的例子是如何为城市热岛降温。通过这个改进过程，可避免总
计达250亿吨至1,500亿吨的二氧化碳排放，同时由于减少了发电厂和空
调设备使用，可节约几万亿美元。它包括将平屋顶涂白，用高反射率的
屋顶木瓦取代低反射率的屋顶木瓦，这样就不会吸收太阳的热量，还包
括用可反射太阳热量的白色水泥表面材料重新铺设原本使用黑色沥青
的路面。屋顶能效测算具有非常大的成本效益，它现在已被纳入加利福
利亚世界领先的Title 24建筑标准中。

可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一半至四分之三的新增公
用服务16。
将效率提高30%的一项方案：
高性能电动机传动系统
下面给出一个清晰的案例，说明全面IPR公用事
业管理制度改革在获取终端用户效率改进服务
方面的重要性：全球长期普遍使用陈旧且效率低
下的电动机传动系统。工业电动机传动系统，包
括电动机、泵、压缩机及风机（60%在中国）消耗
了全球一半的电力资源。
若用户采用高效电动机工业传动系统部件，
新型电动机系统可节能50%。但是，传统做法往
往是购买最便宜的技术，却忽视了这些技术在能
源消耗、生命周期成本和排放等方面效率低下。
在某些情况下，这些低效设备消耗的电力成本比
电动机的购价高出20倍。
过去几十年，基于IPR的公用事业效率激励
计划有助于克服这种扭曲。接受公用事业部门资
助对现有系统进行效率升级改造，可节约耗电
30%，与新建发电设施为目前市场上的低效率设备

16 加利福尼亚州高度创新的管理框架非常有效，由于公用事业企业在帮助
用户获得具有成本效益的终端用户及当地分散式效率改进方面可能导
致销售额下降和收益损失，这些改进涉及建筑、工厂、家电及设备，该管
理框架将对其进行补偿。
这种强有力的模式转变又一次吸引了公用事业部门的注意力和积极性。
尽管公用事业服务的基准价格上升（以补偿公用事业部门的收入损失）
，用户将更加合理使用公用事业服务，以降低支出，因此虽然公用事业
部门的营业收入下降，但是他们的实际收入依然保持稳定。最重要的
是，公用事业部门的资本投资，先前仅限于运营寿命在30-50年之间的大
型发电厂，现在通过更多低成本终端用户效率改进服务而变得多样化。
若与加州在制订不断强化的家电和建筑能效标准上的世界领先地位相
结合，将使该州每年为用户带来的电力及供水公用服务费用下降到人均
165美元。此外，该州的公用事业部门二氧化碳排放量比美国平均水平
低50%。若美国所有的州均仿效加州的终端用户效率改进模式，美国的
能源费用每年可下降几千亿美元，美国也会因此超额完成京都议定书中
规定的二氧化碳减排目标，而公共服务缴费人和纳税人承担的成本几乎
为零。

供电相比，每千瓦时成本比后者低5倍至10倍17。
中国终端用户效率改进行动
中国正在努力实现雄心勃勃的能效目标，并在
全球处于领先地位。从1980至2002年，中国单位
GDP能耗水平年均下降5%。
但是2002年至2005年间，这种趋势出现急
剧扭转，其间能源效率改进选项基本被搁置，能
源密集度每年上升5%。不过，中国的“十一五”
规划制定了到2010年将能源密集度降低20%的目
标，而随后“十二五”规划的目标是，在2011年至
2015年间将能源密集度降低16%18。

推动零排放选项的适当政策：
补贴电价
目前已经广泛证明，补贴电价支付政策是众多激
励零排放及接近零排放发电方式的基础，这些
发电方式包括太阳能、风能、地热、生物废料及
小型水电。根据补贴电价政策设计和实施的有
17 在世界范围内，提高电动机系统效率的一项倡议提供的服务大约为每
年2万亿千瓦时，相当于2030年前计划建设的所有发电厂提供服务的四
分之一。一项成功的市场变革可将全球能源支出每十年削减1.6万亿美
元。
对于一个面临着干旱和水短缺的世界而言，附加收益是显著的，如下文
所述。若发动机效率改进用来减少使用火力发电厂，每年可节水约20亿
至2,000亿立方米，相当于1至10条科罗拉多河的用水量。
在中国，电动机传动系统效率改进措施带来的潜在节能收益每十年可
达到几千亿美元，可取代多座计划修建的总装机容量为63,000兆瓦的发
电厂。在这方面，江苏省已经处于领先位置，江苏省已明确10,000兆瓦
的发动机效率改进收益，这些电能以每千瓦时0.01美元的成本进行供
应。相比之下，2012年江苏省工业部门的电价为每千瓦时0.14美元（0.87
元人民币）。
假设在整个中国的住宅、商业、机构、工业及农业部门中全面实施终端
用户效率改进，据估计，终端用户效率改进及脱钩方法，有助于将2030
年前计划用于建造发电厂的公用事业支出降低10万亿美元。
18 根据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最近的一项评估，中国为实现国家目标而
实施的部分政策和计划已经取得实质性进展。许多能源效率改进计划
似乎正在达到，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超过节能目标。在“十大重点节能工
程”、
“1,000家最大企业节能工程”（1,000家最大企业，大约消耗了中
国三分之一的能源）以及“关闭小工厂计划”（关闭了总计80,000兆瓦的
效率低下的火电厂及其它工厂）中，多数已达到或超过了“十一五”规
划中规定的节能目标。在“十二五”规划中，计划将1,000家最大企业节
能工程推广至10,000家最大企业节能工程。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统计，在2006年至2010年间，中国政府
的三大重点能效项目降低能耗6亿吨标准煤。1,000家最大企业节能工
程节能1.5亿吨标准煤，10大重点节能工程节能3.4亿吨标准煤，而淘汰
落后产能计划节能1.1亿吨标准煤。
随着更富效率的技术投入使用，2006年至2010年间，生产每吨钢能源消
耗下降12.1%。与此同时，所有重大新技术的投入使用率上升。与日本同
行相比，大中型钢铁公司的绩效更优，而根据很多指标衡量，前者都处
于世界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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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该政策能够显著影响清洁发电规模。鉴于
降低二氧化碳排放的紧迫性，为了协调有效治理
与市场繁荣的关系，推行先进的补贴电价政策势
在必行。截至2011年，该政策已在中国、美国七个
州及其它50多个国家实施19。
在执行规定的州进行公用事业投资通常可
保证获得10%至12%投资回报。补贴电价的定价通
常可带来8%至10%的内部回报率。补贴电价可保
证发电部门获得长期支付，以帮助投资者收回投
资。太阳能、风能及终端用户效率改进计划不需
要燃料、水或废物贮存，亦不产生处置成本，因
此它们的投资属于先期投入。有效期通常达到
20年的长期付款合同可保证能源供应商收回成
本和筹集资金20。
实现零排放
• 风能
中国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
风力涡轮机和太阳能光伏面板的生产国。它在
2009年为风力发电建立了补贴电价，在2011年则
为太阳能光伏发电建立了补贴电价21。
最近几年，中国制定了雄心勃勃的可再生
能源发电目标，并为风能设备制造商出台扶持政
策，推动了相关产业的迅猛发展。2006年，中国
的风电装机容量仅为3,000兆瓦，在国际上无足
轻重。但是到2012年末，中国的风电装机容量超
19 “税务观察”，http://www.pv-tech.org/tariff_watch/list
20 即使不考虑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精心设计并实施的补贴电价的效益也
超过了可再生能源的补充支付成本。管理补贴电价的德国政府部门估
计，相关立法的总收益已经高出成本三倍。
21 中国正在根据各地资源条件制订不同的补贴电价。国家发改委确定了四
类海上风能项目。拥有较优风力资源的地区获得了较低的补贴电价，而
那些产出较低的地区将可获得较高的补贴电价。根据规定，每千瓦时的
风电价格在0.082美元（0.51元）和0.098美元（0.61元）之间。作为比较，
向煤电机组支付的平均电价为每千瓦时0.055美元（0.34元）。
中国预计将超额50%完成政府制订的2015年100,000兆瓦的目标。中国一
直在超越自己的风电增长目标，因此很有可能很快达到其宏伟目标，其
中2020年的目标为200,000兆瓦，2030年为400,000兆瓦而2050年为1百
万兆瓦。
美国的风能装机容量为60,000兆瓦，占全球风能装机容量的25%，排名
第二。2013年之后，美国可能不再实施风能税收激励政策。如果国会真
的放弃激励措施，将是一个悲剧性错误。与中国一样，美国拥有巨大的
风力资源，远远超过其巨大的煤炭和油页岩储量，而且比它们更具有经
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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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70,000兆瓦，占全球总装机容量的近三分之
一，6年内增长了25倍，而全球其它地区仅增长了
2.6倍。
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与清华大学
环境科学与工程系于2009年进行的一项联合评
估发现，中国优越的海岸风力资源每年可发电约
25万亿千瓦时，相当于其2012年国内耗电量的5
倍以上。研究小组还重点指出，假设每千瓦时的
10年补贴电价支付价格与当前电价相当，
“预计
风能可满足2030年的全部电力需求，约相当于当
前耗电量的两倍。”
哈佛大学的研究小组测算，风力发电量可以
达到全球总耗电量的40倍，是全球总能源消费
量的5倍以上22。从美国可用风力资源来看，据估
计，大平原地区所蕴含的风能相当于当前美国总
耗电量的16倍23。
人们已经确定，风能是一种代价和风险最低
的发电能源。中美两国可逐渐用风电取代现有和
计划中的全部火电厂及多数天然气发电厂24。
• 太阳能
太阳能系统的生产成本已经大幅度下降，在世界
许多地区实现了具有成本竞争力的电网平价。截
至2012年，全球装机容量已经超过100,000兆瓦，
年增长率达25%（即每三年翻一番）。
太阳能目前比核能更便宜。2013年初，美国
能源部长朱棣文称，大规模太阳能成本将很快降
至煤和天然气成本之下。例如，2012年第一太阳
22 迈克尔·麦克尔罗伊教授等人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的文章中
指出，
“仅限在无森林、无冰块、非城市地区运行的一个陆基2.5兆瓦风
力涡轮机网络，若只在20%的额定功率下运行，发出的电相当于当前全球
总电力消耗量的40多倍，相当于全球消耗的所有形式的能源的5倍。”
23 风电场的占地面积非常小。分析表明，发电量相当于美国当前耗电量的
几百万座风力涡轮机，占地面积不到大平原地区面积的3%，而支付给风
电场地的特许使用费将为该地区创造的收入，是农场和牧场当前创造
收入的两倍，而后者却占据了大平原面积的75%。
24 中国目前计划建设几座总装机容量为558,000兆瓦的煤电厂（而美国计
划建造的煤电装机容量为17,000兆瓦），此外美国计划建设几座总装机
容量为141,000兆瓦的天然气发电厂。当逐步实施风电（和太阳能发电）
及公用服务费用削减效率改进项目时，供电的系统性成本和风险应与煤
电厂或天然气电厂的低效设备供电成本相当甚至更低。这一改革行动
还会帮助两个风能强国在全球几万亿的风电出口市场获得相当大的份
额。

能公司签订了一份电力购买协议，通过在新墨西
哥州的一个50兆瓦太阳能电厂向当地电力部门
供电，价格为每千瓦时0.06美元，这相当于一个
新火电厂成本的一半25。
据美国国家可再生能源实验室评估，为满足
美国当前全部电力及能源消耗，太阳能光伏面板
大约将占据现有城市陆地面积的15%。这些面板
可设置在屋顶、停车场、公路、桥梁和铁路旁以
及建筑物两侧。当前美国耗电量的四分之三以上
可由建于“棕色地带”的光伏系统提供。所谓“
棕色地带”是指美国各城市废弃的工业用地，面
积估计为200多万公顷26。
未来20年，中国城市将拥有3.5亿以上居
民，超过美国当前的全部人口数量。到2025年，
中国将拥有221个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相比之下
当今欧洲达到如此规模的城市仅有35个。设计
建设新城市及扩张改造现有城市应尽可能利用
已证明有效的方式，提供成本更低的公用及运输
服务，实现二氧化碳零排放或低排放，并减少废
弃物排放。
中国宣布到2015年实现太阳能装机容量增
加8倍至40,000兆瓦的目标27。这将使中国远远领
先其他国家。相比之上，2012年底，美国的太阳
能装机容量为6,400兆瓦，而其太阳能税收激励

25 由于一系列技术、金融、地理和制度因素，太阳能光伏系统的成本和成
本效益变动非常大。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2012年发表的一篇
文章《重新思考光伏发电经济学》对这些因素进行了深入探讨。
26 硅是地壳中含量第二高的元素。从一吨沙中制造出的非晶硅太阳能电
池可产生的电能相当于500,000吨煤燃烧所产生的电能。目前生产出的
太阳能电池（可发电26年或更长时间）在6个月至3.5年内即可“偿还”
生产它们所消耗的能量。从创造就业的角度来看，花在光伏面板上的每
100万美元创造的就业比采煤业高3倍，比石油和天然气勘探高出9倍。
27 补贴电价对刺激太阳能光伏（及风能）增长而言至关重要。中国从2011
年开始就制定了太阳能发电项目补贴电价，为每千瓦时0.15美元。2012
年底，中国的太阳能光伏装机容量为5,000兆瓦，其2015年的雄伟目标
为其它承诺发展太阳能的国家设立了一个新的标杆。

政策将于2015年到期28。
使用零排放电动车辆
发展超轻电池电动车（BEV）是替换燃油动力车
的重要机遇，这样做还基本避免了生物质能动力
车29。
将农作物转化为燃料的效率非常低下，且要
求大量的土地资源、农药和水资源消耗。例如，
仅将柴油转化为生物柴油，以满足全球海上商船
的燃料需求，就需要当前全球棕榈种植园产量增
长40倍。最近几十年，在拥有丰富生物多样性的
热带雨林中，棕榈园已成为被广泛砍伐的主要目
标，也是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罪魁祸首之一。
中美两国政府均提出对石油安全问题的关
切，因为两国的石油消费都依赖进口，而石油进
28 正如美国那样，风电生产税收抵免计划于2014年到期，这是一个完全错
误的发展方向。为什么？
首先，它撕开了任何公平竞争的假象。过去50年中，化石燃料以及核能
接受的政府补贴高出太阳能和风能20倍。此外，与化石燃料外部性产生
的巨大成本相比，对太阳能和风能的税收激励显得微不足道。
第二，与化石燃料发电厂（以及核电站和大型水电站）不同，太阳能光伏
及风电所需要的水比它们少5%，而化石燃料发电厂所消耗的水占美国水
资源开采的40%。在一个受水资源约束且情况不断恶化的世界中，太阳
能光伏和风能的节水特性使之在价格持续波动的使用期内成为低风险
资产。此外，它们本质上就是低风险资产，可以抵抗未来价格波动，因为
它们的发电机组不需要消耗能源也不产生排放、污染和废弃物。
第三，考虑到加快一个由零排放能源驱动的全球经济发展的需要，太阳
能及风能技术出口市场潜力巨大。斯坦福大学教授马克·雅各布森及加
州大学教授马克·德卢基在《2030年前建立可持续未来的规划》一书中
的全球可再生能源情景中描述了这一点。
巨大的出口市场潜力，不仅在于其自身，更在于每个能源消耗型终端家
电、装置和设备类别，应从上文所述的实施稳健的能源效率改进计划
着手。作者指出，太阳能和风能可在几十年的时间内，逐步满足90%的全
球电力及能源需求。地热及水力发电提供剩下的10%中的绝大部分，同
时还可提供重要的能源储存功能，以补充偶尔中断的太阳能和风能。
对可实现的年均增长率依旧存在争论，对于风能而言，年均增长率可以
达到25%，而太阳能光伏则为40%。对于如此高的增长率历史上有先例可
循。1956年至1980年期间，在核能失宠之前，全球核电装机容量以年均
40%的速度增长。与处于全盛期的核能相同，风能和太阳能需要有力而
持久的公共扶持政策以维持如此高的增长率。
29 随着汽车制造商开始使用防冲撞型超轻碳复合材料取代笨重的钢部
件，车辆重量显著下降，减少了所需要的电池的数量。一辆电池电动车
的运行成本主要来自电池组的维护和更换。一辆电池电动车的维护成
本较低，因为其发动机仅有5个活动件，而汽油内燃机引擎包含成百上
千个活动件。
电力传动系统的效率为80%，比柴油（20%）或汽油（15%）分别高出4到5
倍。据美国环境保护署（EPA）的城市驾车燃料经济性评级，2012年出售
的11款电池电动车平均为33至59公里/升当量，或77至138英里/加仑当
量。相比之下，EPA的2012年（燃料燃烧）新车的燃料经济性评级为每升
9.4公里（22英里/加仑）。
EPA估计，一辆新汽油汽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为每公里311克（500克/英
里），其中包括汽油生产上游的二氧化碳和废气排放。一辆电池电动汽
车每公里排放出的二氧化碳克数差别很大，因为这取决于电网的清洁
程度。雅各布森—德卢基的清洁电网情景显示，电池电动汽车二氧化
碳排放量接近10克/公里，但若通过煤电厂电网发电，排放量将超过250
克/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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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渠道并不安全。到2020年中国石油进口量预计
将翻番。2012年美国在石油进口上的花费约为
4,300亿美元，这意味着大量财富直接流出。为维
持石油运输航线的畅通需额外花费数十亿美元，
而石油地缘政治也带来相当大的额外负担30。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2012年国情咨文中公布了
一项目标：到2015年，将有100万辆电池电动车和
插电式混合动力车上路行驶，而2012年此数字为
50万辆。这与中国“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不谋而
合，中国计划到2020年将拥有500万辆电池电动
车及插电式混合动力车31。
太阳能和风能综合动力电池电动车将产生
多种经济和环境效益：城市及农村空气质量改
善，为那些忍受空气污染屡破纪录的人们带来健
康环境；降低脆弱且价格经常波动的石油进口；
节约了昂贵的汽油成本；消除了汽车燃料燃烧和
排放，大幅降低了二氧化碳排放。

密集度。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预计，到
2030年，全球中产阶层数量将增长250%，达到50
亿人，其中近90%的增长来自亚太地区。到2025
年，新兴市场的消费预计将从2010年的12万亿美
元增长至30万亿美元。这些新消费者的购买习惯
将从无品牌的散装商品升级为精加工的包装商
品。
2012年报告《走向循环经济》32指出，2010
年约有650亿吨原材料进入经济系统，2020年该
数字有望增长至约820亿吨。在传统的采掘—消
耗—废弃物线型经济模式中，目前社会仅可回收
这些原材料中的20%，远低于不久将来可以实现
的50%回收率。

消费

“很显然，无视其运行所处的环境，无视地
球资源边界，以不断增加的速度采掘资源的经
济，无法永远持续下去。在一个积极购买制成品
的消费者数量很快达到90亿的世界中，这种模
式将束缚公司的发展并破坏各经济体。我们需要
一种新的商业方式。循环经济的概念帮我们找
到了出路。在循环经济中，产品不会很快成为废
弃物，而是被重新利用以尽可能挖掘其价值，然
后让其安全、富有成效地回归生物圈34。”

对“消费”及“消费者”的定义包括两方面的要
素：购买一种产品；利用、消耗及浪费一种资源。
人类同时进行这两种活动，但是后者对长期经
济和生态状况构成了威胁。
世界现在坐在一个消费定时炸弹之上，消
费者数量增加导致更多的消费和更高的原料
30 这是促进两国开发国内页岩油储备和生物燃料的主要动力，尽管这样做
会大量增加二氧化碳排放。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每4辆汽
车中即有1辆为中国制造；此外，中美两国的汽车市场合计超过了全球
汽车销量的三分之一。麦肯锡咨询公司在其最近的报告《为中国的电动
车辆雄心充电》中强调，若中国希望自己的人均车辆渗透率达到美国的
水平，它对石油的需求将增加15倍，超过全球的石油总产量。因此，电池
电动汽车对于中国的经济、安全及环境可持续发展增长而言至关重要。
31 两国政府已经投入了几十亿美元资金用于开发先进的电池，并激励消
费者购买电动汽车。但是，正如麦肯锡的电动汽车报告中详细论述的那
样，两国均需实施精心设计的实质性政策和激励措施，确保加速并扩大
电动汽车的生产与销售。
电池电动自行车和小型摩托车是一个不同但非常成功的案例。中国经历
了电池电动自行车、电动小型摩托车和电动摩托车销售的爆炸性增长，
年销量从1998年的56,000辆增长至2008年的2,100多万辆。截至2012
年，中国拥有1.5 亿辆电动自行车，销量年均增长10%。无论在电动自
行车生产（每年2,200万辆）还是消费方面，中国都领先于世界。预计到
2016年，电动自行车和电动小型摩托车的销量将超过4.66亿辆，届时中
国仍将以95%的销售份额统治世界市场。
此外，随着汽油价格超过每升0.80美元（每加仑3美元），相当于电价为
每千瓦时0.32美元，用太阳能充电站为电动自行车供电具有成本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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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链实践——从线型经济转向循环经济33
联合利华首席执行官保罗·波尔曼对商业活动向
循环经济转型的重要性做了如下总结：

32 《走向循环经济》，2012，埃伦·麦克阿瑟基金会，怀特岛出版社，英
国，http://www.circulareconomy100.org/
33 若线型经济模式转为循环经济，废弃物成为消费过程的有用投入，降低
对未开发资源的需求，我们将会取得何种成就？麦肯锡接受委托，对将
循环经济作为一种创新框架的经济和商业理念进行了评估。
麦肯锡分析了快速消费品行业的循环经济机遇，这一行业的产品拥有较
低的单位成本，购买更频繁，与耐用品相比服务周期较短，每年消耗的
原料总价值为3.2万亿美元。这些快速消费品占经济体原料投入的35%，
占市政废弃物的75%。更值得注意的是，消费品行业吸收了90%以上的农
业产出。
循环经济可年均节约原材料约7,000亿美元，相当于2010年GDP的1.1%。
消费品行业可节约当前原料投入成本的20%。
34 波尔曼继续强调，
“对于商业领袖而言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经济可带
来增长。创新产品的设计师和商业领袖业已冒险进入这一领域。我不认
为在赋予其生命的体系中，企业仅仅充当一个旁观者。经济增长与环境
影响挂钩，以及不断提高积极的社会效用是我公司战略核心的两大优先
目标。”

中美两国在各自供应链网络中拥有强大的
国际地位，两国严重依赖其它国家的自然资源，
以满足自身对粮食、饲料、纤维、鱼、燃料、矿产
品等方面的需求。现在他们面临一个共同机遇
和全球责任，来促进和鼓励来自资源供应国的可
持续资源开发领域的根本性创新。
两国如能携起手来鼓励和扶持其它国家，
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资源，包括能源、水资源和
其他资源的全面效率改进，以及尽可能减少土地
和水资源消耗，则能取得巨大进步。下一步则是
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满足全球最佳实践标准并逐
步强化这些标准时，调整中美两国的资源开采政
策。
中美两国的政治治理能力及市场领导力
中美两国拥有“庞大多样性”，这意味着它们拥
有丰富的生态资产，按社会经济价值计算，差不
多相当于几十万亿美元。多数人并未意识到生态
系统结构和功能的丰富多样性提供了这些免费
服务。许多自然资产的替代成本极其昂贵，而且
其中一些一旦遭受破坏则无可替代和逆转35。
两国面临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基本挑战，主
要是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保持而不是消弱或耗尽
自然资本生产力及适应力。科学清晰说明了确保
这一点的主要步骤：转向使用零排放的可再生能
源；在整个经济活动周期中，从根本上提高能源
及资源使用效率；在气候、资源存量和流量、淡
水系统等方面严格维持安全的全球界限（所谓“
环境安全界限”）。
尽管中美两国分别面临经济和环境挑战的
不同阶段，但越发容易受到资源稀缺（矿产、
水、粮食和生物多样性稀缺）及气候不稳定（干
旱、洪水、大火灾及极端天气）的侵害。两国还
在其它拥有丰富多样性的国家经营着广泛的供

应链，并从这些国家获取大量资源。这些国家面
临着相似的自然资源枯竭和瓦解的威胁，但各国
可利用市场和治理方面的大量最佳实践来维持
自己不可替代的自然资产。
中美两国可在许多领域进行合作，帮助自己
和贸易伙伴实现大规模的可持续发展收益。 两
大主要领域包括：
• 技术知识
中美合计占全球研发活动的50%至60%，通过协
同创新网络等机制，两国可从根本性创新中获取
巨大的双赢利益。技术知识是一个含义宽泛的
术语，包括科学、技术、工程学、经济学、金融及
各种附属领域的进步，这些附属领域包括能力建
设、技能培养、持续学习、通讯等。
• 政策
当良好的治理制订了符合市场机遇的政策和激
励措施，并生产出令人满意的社会和公共产品的
时候，技术知识就会繁荣起来。对于制订有效政
策帮助推动市场实现本文强调的以最低代价和
风险实现零排放的最低代价和风险公用和运输
服务而言，未来十年至关重要。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
应率先促成全球协议，如气候变化和推动全球
可持续发展根本性创新方案治理。这要求推行
已获证实的最佳选项取代过时、次优的补贴/激
励、代价和风险无法达到最低的公用事业管理规
定、宽松的环保标准和执行机制，以及在建筑、
发动机、家电、车辆等方面薄弱或不够严厉的效
率标准。
对于自然资源保护，中美两国应竭力实现生

35 根据多卷本全球科学报告《新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中详细论述，大自然
为社会提供了基本服务，如气候稳定、淡水供给、粮食安全、健康和医
药、免遭风暴、洪水和干旱、土壤侵蚀，它还是维持几十亿人生计的重
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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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多样性公约中规定的陆地和海洋保护目标36。
联合国全球契约及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有关企业
行为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影响的框架
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影响及依赖性的
管理失灵，带来了可能出现的高风险，这些风险
可以直接影响企业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造成
潜在负债上升，将公司的长期生存能力置于危
险之中。这些风险涉及商业活动的方方面面：运
营、监管、法律、市场、财务及声誉。
若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退化或丧失，
公司的运营可能面临以下问题：生产率下降、业
务活动中断、获取资源渠道受阻或受限。所有这
些问题都会提高实现盈利的最小运营成本。公司
会发现，因为无法利用生态系统管理，公司很难
保证获得一个法律、管理或社会许可来进行正常
业务37。
企业需要以“具体、可衡量、可实现、有意义
及有时间限制的”方式设计生物多样性和生态
系统目标。它们应首先确认哪些是应该避开的。
36 生物多样性公约三大主要目标为：1）保护生物多样性；2）可持续利用生
物多样性各组成部分；3）公平合理分享使用遗传资源的收益，包括通过
合理获取遗传资源，合理转让相关技术（考虑对这些资源和技术的所有
权），以及合理的投资。
生物多样性公约最近通过了一个十年战略规划：
《爱知生物多样性目
标》，规划提供了如何更好调整企业战略、生物多样性公约的主要目标，
以及新的或经改进的公共政策和管理框架之间关系等方面的机遇。它
还启动了全球商业和生物多样性平台，推动支持自然保护和可持续利用
的市场发展。
两国还需要制订并实施有关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过度利用和交易的重
要政策。中美两国均为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
的签字国。此公约旨在保证国际野生动植物标本交易不会威胁这些动
植物的生存。
随着全球范围内富裕程度的扩大、运输和贸易关系的改善，非法动物交
易案例持续上升。据全球金融诚信组织统计，野生动植物、木材和鱼类
的非法交易每年总计达250亿美元，位居全球五大利润最丰厚的黑市之
列，紧随假冒产品、毒品、人口和石油非法贸易之后。某些动物和植物物
种的开发量在急剧上升，与它们有关的贸易以及栖息地严重损失正在导
致种群大量减少，某些物种甚至濒临灭绝。
37 道德生物贸易联盟（Union for Ethical BioTrade）2011年对生物多
样性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80%的消费者希望能更加了解公司的采购行
为。更高比例的消费者指出，如果了解到某品牌未能遵守生态或道德规
范，他们将不再购买其产品。四分之三的受调查消费者在购买食品和化
妆品时仔细检查了有关环保和道德的标签。
在普华永道2009年对全球首席执行官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四分之一以上
的受调查者表达了对生物多样性损失对其业务增长前景影响的担心。
《
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面向企业的报告》强调，企业对管理生
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的承诺应从企业治理着手，并应将其融入管理的
各个方面。这需要将企业为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制订的所有目标
融入企业风险和机遇评估、运营和供应链管理、财务会计、审计报告和
交流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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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采掘行业，应从查明勘探或清除的“禁区”
着手，包括确定禁止使用的技术。用更为积极的
语言表述，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目标能促
进“减排，重新利用，回收及修复”，并采用“净
平衡”的方法。
将“减轻层级”
（指的是减轻公司活动对环
境影响的四个层次：避免、最小化、复原/恢复及
补偿38）纳入公司实践是管理生物多样性风险的
实践方法。这样做的结果应为阻止或避免伤害
生物多样性及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因此，应不断
采取行动关注修复不良影响，然后应对任何残
存的不利影响。这可以通过“生物多样性补偿”
来实现，其目的是实现生物多样性“零净损失”
或对生物多样性的“净积极影响”。
正如2009年制订的“企业多样性补偿计划”
（BBOP）中《要求、指标及原则》关于生物多样性
补偿标准制层级给出的定义，补偿是“旨在对因
项目开发及在采取适当防治措施之后仍然持续
的、对生物多样性具有明显剩余不利影响的行为
进行补偿的可衡量的保护效果”。此标准提供了
一种净损失为零的审计方法，并可让审计人员和
评估人员决定某项补偿是否按照BBOP的原则进
行设计和实施，以此来让项目开发者更好地控制
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风险。
净值正面效益
许多公司在探索如何管理其活动对生物多样性
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的同时39。少数公司已经
公开承诺实现对生物多样性或特定生态系统服
务（如水资源）的“零净损失”、
“生态中性”甚
至“净值正面效益”。控制生物多样性风险不应
只着眼于厂址和产品，应关注更广阔的陆地和海
洋地貌。这些努力包括：
38 参阅：http://bbop.forest-trends.org/pages/mitigation_
hierarchy
39 彪马公司编制了一份环境、社会及经济损益表，按照生态和社会成本对
其商业效益进行评估。这一过程揭示了为实现净正面影响应采取哪些
行动。

消费品论坛：一个由零售及制造企业组成的
全球性网络，其目的在于调动集体资源，帮助在
2020年前实现森林砍伐净平衡，由此显示其与
成员合作开发标准方法的能力。
沃尔玛公司：承认自己90%的二氧化碳排放
量源于供应链。它与Earthster联合发起了一项
行动，为产品设计师、制造商、供应商及可持续
发展专家建立一个开放的数据库，以寻找与产品
生命周期中有关的原材料、能源、水、社会及气
候影响的现行信息。2005年以来，沃尔玛开发并
利用“可持续产品指数”对其产品的环境影响进
行评估，并利用一套标签系统来将这些信息传
递给消费者。该指数对生产过程中的能源利用、
原料效率及工人工作条件等方面进行了衡量。
力拓：承诺实现对生物多样性的净值正面
效益，这是于2004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的世界自
然保护大会上启动的一项战略。公司对生物多样
性在2004年至2065年间的损益进行了测算或预
测，以确定由力拓质量改进团队管理的马达加斯
加矿业公司（QMM）当前及计划执行的缓解环境
影响行动，是否能够在项目到期前实现净值正面
效益的目标40。
欧盟：在政策领域，作为欧盟走向2020年生
物多样性战略的一部分，欧盟已经制订了一份《
欧盟零净损失倡议》，将于2015年启动。
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
《生态系统
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企业报告》记载了全球与可
持续发展相关的自然资源商业机遇（例如能源、
森林、粮食和农业、水资源以及金属）。到2050
40 为降低项目对关键栖息地和物种的影响，力拓正在实施四种主要类型
的保护行动：
建立“回避区”。对于力拓所有已经开采的钛铁矿中的8%而言，这是一
种成本，而且维护这些区域还存在管理成本。此外，这些回避区保护了
矿床上剩余最优质森林植被中的27%。
最小化。必须降低采矿活动对生物多样性影响的可能性和程度。
复原及修复。通过更换表层土（在采矿过程中已储存），并种植力拓苗
圃中培育的合适的原生物种，在曾被破坏过的区域修复海岸森林。
生物多样性补偿。力拓正在对该地区的多个森林地区进行生态补偿投
资，其目的在于降低高居不下的森林砍伐率。
此外，力拓QMM正在实施更多保护行动（如环境教育、能力建设、用于维
持生计的其它方案等），其目的在于对该地区可持续发展和降低人对生
物多样性压力做出积极贡献。

年，这些商业机遇的价值可能高达6万亿美元。
生物多样性或生态系统服务会成为这些新增商
业的基础。
但是，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经济学评估
强调，
“有效应对生物多样性损失及生态系统服
务衰退要求对经济激励政策及市场进行改革。”
全球碳交易市场从2004年的近乎于零扩大至
2009年超过1,400亿美元，大部分归功于与气候
相关的新规定。碳交易市场的潜力巨大，有可能
提供足够资金阻止全球大多数森林砍伐及生态
系统破坏41。
全球现在也拥有多个同时应对贫困及生物
多样性的商业倡议。咖啡零售商星巴克支持“保
护国际基金会”关于Verde Ventures投资组合的
一项倡议。Verde Ventures是向当地非政府组织
和种植咖啡的农户提供贷款帮助维护当地森林
生态系统和服务的项目。举例来说，向马德雷山
脉附近的一家种植咖啡的合作社发放的贷款为
收割咖啡提供了资金，同时还允许农户在其土地
附近开展再造林活动。贷款资金还为对环境无
害的咖啡种植培训项目给予支持，这些培训项目
还帮助女性接受教育42。
41 充分释放保护碳补偿（REDD+）的潜力有待所有国家做出可行承诺，希
望中美两国采取联合行动，利用必要的碳预算将气温上升控制在2℃以
下。
42 企业应对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关键行动要点：
1.确定你的企业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和
依赖。
2.评估与这些影响和依赖性有关的商业风险和机遇，对其定价可以帮助
澄清这些风险和机遇。
3.开发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信息系统，制订一个具体、可量化、
可实现、相关并有时间限制的目标，衡量和评估性能，并报告结果。在
给同行业伙伴形成压力的同时，与外部利益攸关方建立信任的关键一
步，是企业衡量并报告自己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影响、行动
和结果。
4.采取行动避免、最小化以及减轻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风险，包
括实物补偿（“抵消”）；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目标可建立在“
零净损失”、
“生态中性”或“净正面影响”的理念之上，如有必要应包
括对生物多样性补偿的支持。
5.抓住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的商业机遇，例如可通过成本效益、
新产品和新市场，与公共机构、制订会计及财务标准机构、保护组织和
社区促成机遇。
6.将有关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的企业战略和行动与更为广泛的
企业社会责任相结合。可以通过将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纳入企
业可持续发展和社区参与战略，来改善生物多样性状态和人类生活，并
帮助减少全球贫困
与企业同僚和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及民间团体等利益攸关方建立良
好关系，以改善生物多样性的指导和政策。企业需要更积极参与公共政
策讨论，推动适当的管理改革，制订互补性和自愿性指导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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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期权价值保护自然资本资产
传统发展模式对本文所强调的经济和环境可持
续发展框架构成了重大威胁。中美两国携起手
来促进并支持其它国家实施这些积极的气候和
生物多样性解决方案，符合两国利益。这要求开
发零排放技术，为代价和风险最低和补贴电价
能源服务找到创新融资手段，采用零废物排放
的闭环制造工艺并保护生态环境。未来的不确
定性日益加剧，充斥着有害的、破坏性的意外事
件。面对这样的未来，企业和政府应采取风险和
成本最小化战略，为实行一系列稳健的市场做法
以及协调一致的治理政策，开发一条通向资源高
效、零二氧化碳及废弃物排放并寻求排放补偿
的可持续道路43。
上文中第三点的一个典型机遇是寻求陆基
的二氧化碳排放补偿。为什么？将能源效率改进
和加强零排放的太阳能和风能系统相结合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此外，农业及化工业存在与能源
无关的温室气体排放，这些排放无法降至零，并
将在不可预见的将来持续存在。寻求补偿提供
了一条立即可用且成本效益较高的途径，有助

43 • 资源效率。在向终端使用者提供服务、获得运输服务、实施工业生
产程序、设计基础设施等过程中，通过大幅度持续的“深潜水”效率改
进，稳步降低能源密集度。
• 零二氧化碳及废弃物排放。鼓励通过各种技术措施和零排放能源选
项，特别是太阳能、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选项，来鼓励大幅度削减碳
密集度，并从基于单向、资源密集型生产力经济转向基于知识密集型生
产力（信息比特取代能源和原料分子）的繁荣经济，后者处于一种资源
封闭循环而废弃物转为有用投入的体系之中。
• 获得补偿。寻求多重效益、基于标准的保护碳补偿对完整生态系统（
如热带森林、红树、泥炭地及草地）的保护措施，以抵消当前的排放，
基本上考虑了碳燃烧所致的二氧化碳排放的负外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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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保证当前及未来数十年所需要的年度减排规
模44。
寻求基于标准、多重收益的保护性碳补偿
一个鲜有报道的惊人事实是，在过去20年的多
数时间里，全球二氧化碳排放中有15%-20%归咎
于每年焚烧的1,400万公顷热带雨林。此数字高
于全球运输业的排放量，差不多与美国或中国每
年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当。
大约十年前，作为寻求陆基排放补偿并拥
有多重收益的一条途径，
“气候、社区及生物多
样性（CBB）标准”出台。从技术角度而言，它们指
的是REDD+，即削减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导致的
排放并进行保护，或通常所指的“生态碳储存”
（ECS）。这些自愿性标准可帮助设计并识别陆
地管理活动，同时尽量缓解气候变化，支持当地
的可持续发展并保护生物多样性45。
CBB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常用的陆基标
准，被广泛认为是一项高质量、三重收益的标
准，用来应对迫在眉睫的三大社会和环境问题。
在一个仍未就温室气体排放上限及主要减排指
标达成一致的世界中，此类自愿性领导行动对于
逐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言仍是不可或缺的，它
同时还表明发展与维持健康的生态系统服务两
44 一项被大肆吹捧的碳减排技术——化石燃料的碳捕获及封存（CCS），
在未来几十年将完全失去意义。假设即使CCS一夜之间突然变得可用，
并用于处理2010年美国化石燃料发电厂排放出的23亿吨二氧化碳，成
本将达到令人吃惊的1,150亿美元，相当于将每千瓦时电价提高3美分（
假定预计未来CCS的成本为每吨二氧化碳50美元）。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正如其在气候谈判中所提到的，生态碳封存（ECS）
或削减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造成的排放，并加强保护(REDD+)随时可
用，处理一吨二氧化碳的平均成本仅为7.50美元。这差不多只相当于
CCS成本的七分之一，而且它导致的电价上涨仅为每千瓦时0.004美元（1
美分的十分之四）。若与通过综合IPR公用服务规划程序实现终端用户
效率改进相结合，所降低的公用服务支出规模将更大。
假设美国抵消了来自公用事业部门和公路运输部门的化石燃料排放，
那么可为ECS/REDD+筹集多少资金？2010年，美国公路消耗燃料1.7亿加
仑，排放出15亿吨二氧化碳。为此ECS/REDD+需要获得110亿美元的补
偿，每加仑燃料价格会上升6.5美分（1.7美分/升）。为公用事业部门和
公路车辆排放寻求补偿，每年将产生280亿美元。这相当于为阻止全球
砍伐热带雨林行为提供的所有激励性支付的金额。其发生概率与1787
年美国宪法结束奴隶制的政治可能性相当。但是，对于实现大幅度削减
二氧化碳排放，同时获得具有多重全球性利益的一个较快减排选项而
言，它仍然是一个最低代价和风险的参考基准。
45 CBB标准与LEED等绿色建筑标准相似。LEED认证标准使建筑效能更
高。，相似，CBB标准要求补偿项目不只是减低碳排放，还应包括社区可
持续发展，改善当地人的生活水平，以及保护或修复生态系统服务和功
能的健康和完整。

者可以兼得。
寻求基于ECS/REDD+标准的补偿为接受受偿
国提供了一种重要的期权价值。发展中国家的热
带森林拥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植物和动物，多数
为所在地区土生土长的独有物种。避免焚烧清
除这些富含碳的森林可直接缓解气候变化。
此外，本土物种及生态系统服务提供了除碳
储存价值之外的多种价值，其中多数价值仍有待
估算。然而即使估算出价值，多数也未反映在市
场交易中。随着科学技术及工程学进步为医疗、
制药及农业相关产业（食品、饲料、纤维、燃料及
林业）创造出新产品和服务，其中一部分价值越
来越高。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几十
年前所描述的那样，面对未来价值的如此不确
定性，执行期权变得具有经济优势，推迟不可逆
转的投资决策直至获得新信息。
海洋健康指数
人类依赖海洋。海洋是全球最大的银行账户，向
人类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估计为每年30
万亿至50万亿美元（2012年价格）。地球上健康
的海洋向我们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海鲜、
碳储存、生物多样性、自然产品、清洁的水、岸线
防护、人工捕捞、方位感、旅游休闲和维持生计
的捕捞等。
由于不可持续的过度捕捞、气候变化、栖息
地遭到破坏、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导致海洋生
态系统退化，我们和后代的未来已处于危险之
中。全球已经有8%的渔业资源被开采或枯竭，野
生捕捞在2000年达到顶峰，此后一直处于下降
趋势。
维护并修复海洋健康的重要步骤包括，国
际和国内的政策决定，对可持续商业实践进行排
序，以及在多边计划评估过程中将“海洋健康指
数”
（OHI）作为一个重要的衡量工具加以考虑。

于2012年推出的“海洋健康指数”是由一群来自
全球的科学家开发的一种复合指数。它衡量当前
及未来海洋为人类提供多少福利46。
“海洋健康指数”通过在决策过程中对沿
海及海洋生态系统服务进行估值和核算，帮助各
国认识海洋的价值。估值过程的重要环节是确定
海洋标志性物种的价值，以及通过一种标志性物
种方法建立新的海洋保护区。
例如，研究表明，
“一条活鲨鱼价值超过一
条死鲨鱼。”据估计，在巴哈马群岛附近禁止捕
鲨的518,000平方公里水域中每条鲨鱼对于旅
游业的价值为245,000美元，而对于巴哈马群岛
的鲨鱼潜水旅游而言，每年的价值为8,000万美
元。与此同时，对于在巴哈马群岛水域捕鲨行为
的罚款为最低3,000美元，最高5,000美元。
对于理解海洋所创造的价值和修复收益而
言，
“海洋健康指数”也很重要。各国在《生物
多样性公约》中同意将10%的海洋纳入海洋保护
区，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经济生态系统服务。尽
管海洋保护区在不断扩张，全球所付出的努力仍
然远远低于目标，因为当前海洋保护区仅不足海
洋面积的1.5%47。
“海洋健康指数”有助于解决沿海渔业管
理中的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问题，包括渔权管理
和可持续水产养殖发展。这涉及到开发和分享
新的方法和建议，以在岛国及沿海国家确定水产
养殖业生态、社会及环境后果。
若能正确操作，养殖海鲜与养殖陆生动物
相比可将更多饲料转化为营养蛋白质。在全球消
费的海鲜中，20%至50%来自水产养殖业，此比例

46 “海洋健康指数”具有科学性，获得了全球认可。它揭示了海洋健康的
变化和趋势，提供了考察人类利益和海洋及海洋生物要求的新途径。主
要通过以下方法实现：提供对对海洋的可行评估，主要反映在，全球和
国内范围内评估基于约100个指标的10大公共海洋目标的分数，强调改
善海洋健康的机遇，权衡取舍并强调成功的行动。此外，每年对指数进
行更新，这样可让指数始终反映最新信息，并强调在改善海洋健康上取
得的进展。
47 海洋保护策略整合并包含了一个海洋保护区网络，许多海洋物种会在繁
殖、哺育和捕食区之间长途迁徙。海洋保护策略满足了在迁徙物种生命
周期中将空间相互分离的距离连接起来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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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都在上升48。用13公斤粮食饲料喂养的鱼类
可以生产1公斤蛋白质，而相比之下，需要38公斤
饲料养猪和61公斤饲料养牛才能转化为相同数
量的蛋白质。
中美两国均高度依赖于健康的海洋提供的
生态系统服务。两国应引领“全球海洋伙伴关
系”，帮助加快并扩大“海洋健康指数”以及广
受推荐的可持续性实践的运用。
蓝碳自然资本
海洋生态系统在控制二氧化碳水平的过程中扮
演了关键角色49。海草、潮汐沼泽及红树林在植
物体内及下方沉积物中封存了大量的蓝碳。在这
些沿海系统中，每平方公里储存的碳的总数量可
达热带森林碳储存量的5倍。但是，这些生态系
统正在以比热带森林快4倍的速度被破坏，导致
大量二氧化碳排放至海洋和大气中，加快了气候
变化。过去35年间，全球354%的红树林已经被摧
毁50。
“蓝碳”是指在潮汐沼泽、红树林及海草组
成的沿海生态系统中储存、封存或释放出的碳。
蓝碳活动指的是沿海生态系统中的一系列可持
续发展政策、管理及规划活动，其目的是降低因
海洋生态系统转化和退化所导致的排放，保护
并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沿海碳汇。
保护并修复陆地上的森林，以及最近开始
实施保护和修复的泥炭地，已被公认是缓解气候

48 全球海鲜养殖（水产养殖及海水养殖）产量中的三分之二在中国，90%
在亚洲。联合国粮农组织的官方数字是超过50%，而考虑到附带捕捞、
丢弃、非法、不受管制或未报告捕获，以及因为维持生计和休闲的捕
捞，这个数字低估了约20%，而且在某些地区，维持生计和休闲捕捞的数
字可能非常大。
49 在过去200年间，海洋从大气中吸收了5,250亿吨二氧化碳，差不多相当
于同期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一半。目前海洋吸收了三分之一排入
大气的二氧化碳。这个自然过程大幅减少了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因
此最大程度减轻了一些气候不稳定影响。但是海洋每天吸收2,200万吨
二氧化碳正在对海水化学造成伤害。目前，海洋化学的变化速度比工业
时代之前的650,000年间的速度快100倍。
50 过去100年间，在加利福利亚萨克拉门托河—圣华金三角洲，由于农业
1,800 km2湿地已经干涸，导致向大气释放出了大量二氧化碳。每年三
角洲仍在继续释放相当于一百多万辆汽车排放的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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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的一个重要部分51。这些做法现在应进一步
推广至其它碳贮存丰富的自然系统，降低因这些
系统的转化和退化所导致的潜在大规模排放52。
实行自然资本核算
会计界及财务报告机构应加快工作，为生物多样
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所产生影响的信息披露和审
计鉴证工作制订标准和指标。
但是现有的多数倡议无法在人类福利方面
对生物多样性影响（即所谓的商业“外部性”）
进行量化。我们需要在行业和商业层面量化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方法，以及适当
的呈报要求。我们还需要可靠的审计和鉴证机制
对商业绩效及信息披露的质量进行验证53。
自然资本和服务对于企业和社会的幸福不
可或缺。不幸的是，尽管它们面临快速消耗且威
胁与日俱增，社会的经济会计体系并未对其充分
反映。与其它形式的资本一样，如果希望自然资
本对人类的繁荣和幸福安康发挥充分作用，我们
需要对其进行投资、维护和良好管理。
自然资本核算是一个有助于衡量和管理一
个国家的全部自然资本的工具，现在对于国家层
面的自然资本核算，已经存在一种国际社会公认
的方法：环境—经济会计体系（SEEA）。
51 几个国家正在制订政策和计划，通过削减与其经济增长有关的碳排放
来扶持可持续发展，包括保护并以可持续的方式管理与联合国气候变
化框架公约（UNFCC）和REDD+（削减因森林砍伐和退化所导致的排放和
加强保护）机制相关的自然系统。
52 国际和国内气候变化响应战略尚未充分认识到为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
海岸碳管理的重要性。当前并未利用气候变化融资机遇来推动以保护、
修复及可持续利用海岸生态系统为目的的应对行动。
蓝碳政策框架有五大具体政策目标：
1. 将蓝碳活动作为缓解气候变化机制的一部分，充分纳入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的国际政策和融资程序；
2. 将蓝碳活动充分纳入其它碳金融机制，例如，作为一种应对气候变
化机制的自愿性碳市场。
3. 建立一个蓝碳示范项目网络。
4. 将蓝碳活动纳入其它全球、地区及国内框架和政策之中，包括海岸
和海洋框架和政策。
5. 推动将海岸生态系统的碳值纳入生态系统服务会计。
53 TEEB报告指出，
“千年生态系统评估”以及一些知名委员会的报告一致
认为，政府在提供有效职权及财政环境上可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如
本文所强调，此类行动包括取消不利于生物圈并具有破坏性的补贴，为
保护性投资提供税收抵免或财政激励，建立更强的环境责任（如履约
保证书、补偿要求等），制订新的生态系统产权及交易机制（如水质量
交易），鼓励通过报告和披露规则让公众获得更多信息，推动跨行业协
作。

实施生态系统服务的财富会计和估值
在2012年“里约+20”联合国可持续发展会议上，
世界银行集团启动了“50:50”活动，这是一个联
合公共和私人部门，在国际舞台上采取集体行
动，以支持在经济决策或企业运营中保护自然资
本的活动。它将政府、民营企业领袖及其它利益
攸关方的支持结合在一起，争取将自然资本纳入
决策过程。所谓“50:50”代表了做出承诺争取实
行自然资本核算的50个国家政府及50家企业54。
“生 态 系 统 服 务 的 财 富会 计及估 值”
（WAVES）为以上工作奠定了基础。此倡议旨在将
自然资本价值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由此鼓励
更优、更有效率的决策和规划。WAVES是五个试
点伙伴国正在实施的一个全球伙伴关系项目。发
展中国家如博茨瓦纳、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
马达加斯加及菲律宾正在争取在实践中建立环
境账户55。

建议中美两国应采取联合行动
抓住以下机遇
1. 作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中美两国应带
头促成全球协议，协议主要是应对气候变
化，以及为促进全球生态可持续发展提出创
新方案市场配置的治理政策。
54 在“里约+20”会议召开前个月，参加在博茨瓦纳哈博罗内举办的非洲可
持续发展峰会的十位非洲国家元首成为《自然资本会计联合公报》的首
批签字人，他们将这一文件纳入非洲可持续发展峰会哈博罗内宣言中。
非洲是一个拥有丰富自然资源却很贫穷的大陆，它将面临因不加控制地
排放二氧化碳而导致的一些严重灾难。保护并修复非洲生物多样性以
及生态系统服务自然资本，对于缓解并应对气候不稳定而言非常重要。
因此，非洲领导人处于向各国领导人敲响警钟的最前线，要求后者帮助
解决两大孪生挑战：稳定地球气候，承认自然界资本资产的巨大价值。
55 发达国家中澳大利亚、日本、挪威、英国及加拿大已经采取行动，推动
实行环境会计，因此它们成为重要的WAVES伙伴。其它重要伙伴包括
国际组织，例如多个联合国机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开发计
划署及联合国统计委员会）以及许多给予支持的研究组织和非政府组
织。WAVES寻求促成自然资本会计的实施，最终目的是将其纳入政策分
析和发展规划的同时，支持发展国际社会认同的生态系统会计指导计
划。
例如，马达加斯加的WAVES示范项目对Ankeniheny-Zahamena森林走廊
的重要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进行了深入评估，该走廊是马达加斯加东部
保留下来的最大一片连续性湿润森林。项目阐述了评估生态系统服务经
济规模及收益的多种方法，以及用于生态系统服务的详细和空间直观
的动态方法，例如由生态系统服务人工智能工具（ARIES）给出的方法之
间的相关性。

2. 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应被视作有利于缓解
及适应气候变化的可行性投资选择。在实
施气候协议的过程中，应优先考虑加快实施
REDD-Plus，从试点项目和工作着手加强发展
中国家的能力，帮助建立可靠监测及核查体
系，以对此进行全面部署。
3. 到2020年实现森林砍伐净平衡是一项可实
现且富有吸引力的机遇。鉴于两国的供应链
网络范围具有强大的国际地位，以及两国的
粮食、饲料、纤维、林业产品、鱼、燃料及矿
产品等资源严重依赖拥有丰富森林资源国家
的自然资源，两国均应做出表率，在实现这
一目标的过程中承担领导责任。对于促进和
鼓励供应国在可持续资源开发领域的根本
性创新，两国拥有共同的机遇及全球责任。
4. “零净损失”或“净值正面效益”原则应作
为通行的商业惯例，它们指的是利用强大的
生物多样性绩效基准及评估过程来避免和
降低损害，并通过有利于生物多样性的投资
来对无法避免的负面影响进行补偿。
5. 中美两国高度依赖健康的海洋提供的生态
系统服务。因此，两国应引领“全球海洋伙伴
关系”，帮助加快并扩大“海洋健康指数”以
及广受推荐的可持续性实践的运用。
6. 化石燃料包含相关外部性成本。相比之下，
三大接近于零排放的能源选项，即终端用户
效率改进、风能和太阳能，均可以最低的生
命周期成本和风险提供公用服务、运输和工
业服务。考虑到中美两国在以上三个能源选
项上拥有巨大潜力，两国应认识到这一巨大
机遇，推行已获证明的最佳选项来取代过时
的补贴/激励、次优的公用事业管理规定、宽
松的环保标准和执行机制，以及有关建筑、
发动机、家电及车辆等软弱无力或不够严厉
的效率标准。
7. “污染者付费”及“收回全部成本”原则对
于重新调整激励结构和财政改革而言是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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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导方针。在某些情形下，可采用“受益者
付费”原则支持新的正面激励措施，例如为
生态系统服务付费、税收减免及其它旨在鼓
励私人及公共部门提供生态系统服务的财
政转移手段。
8. 政府应力争全面披露补贴，每年对它们进行
测算和报告以便确认、记录并最终取消使用
不当的部分。
9. 企业及其它组织的年度报告和账目应披露所
有重大的外部性，包括影响社会的环境破坏
以及当前并未在法定账目中披露的自然资本
变化。
10. 对于自然资本保护，中美两国应努力实现生
物多样性公约中规定有关陆地及海洋保护目
标。
11. 若两国携手鼓励支持其它国家以可持续的
方式管理自己的资源，包括综合能源、水资
源和资源效率改进，尽可能减少土地和水消
耗，就能取得巨大进步。下一步则是在致力
于推动发展中国家达到全球最佳实践标准
并逐步强化这些标准时，调整中美两国的资
源开采政策。
12. 中美两国需要从传统的采掘—消耗—废弃的
线型经济模式转向循环经济模式，前者仅可
回收20%的原材料而后者可将所有废弃物转
化为更多经济活动的有效投入。两国可领导
此项创新过程。
13. 当前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应升级，将自然资
本存量的变化及生态系统服务流动价值纳
入其中。
14. 当务之急是为森林存量和生态系统服务建
立统一的实物账户，例如制订新的森林碳机
制和激励将需要此类账户。
15. 建立全面、有代表性、有效和公平管理的国
家级和地区保护区（特别是在公海），来保护
生物多样性并维持广泛的生态系统服务。生
态系统估值有助于说明保护区政策的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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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确定融资及投资机会并说明保护的优先
次序。
16. 人类对生态系统的依赖，特别是生态系统服
务在许多贫困家庭中扮演了生命线的角色，
因此在政策中应充分考虑这种依赖性。这适
用于确定发展干预的目标，以及对影响环境
的政策的社会影响进行评估。

努力实现地球的可持续繁荣
正如本章所强调的，一系列人类破坏性行为的影
响表明，这些行为急需转型。与此同时，大量的
财富创造机遇也等待人类在未来实现。
即便我们尚未完全了解威胁生命的气候影
响，采用“改善气候变化，提高收入”及自然资本
保护的策略组合也是明智的。现在，为避免遭受
无所作为带来的悲惨结局，这是我们拥有的唯一
明智的希望。正如科学家在《崩溃：社会如何选
择失败或成功》56中阐述的那样，过去许多文明
的崩溃只是由于它们不能选择合作并摆脱“囚徒
困境”。
中美两国之间的联合行动及合作伙伴关系，
展示了它们的市场领导力和在国家治理上的政
治能力，将为各自国家、国际社会及地球生物圈
带来充满希望和光明的前进之路。让我们充分利
用两国的合作，让我们的后代为我们维护地球（
也是据我们所知宇宙中唯一拥有生命的星球）健
康的决心而骄傲和自豪。

56 杰莱德·戴蒙德，
《崩溃：社会如何选择失败或成功》，企鹅出版
社，2011

第十九章

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挑战、
机遇与中美合作前景
何建坤
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

齐晔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清华大学“百人计划”特聘教授、清华大学气候政策中心主任

邬桐
清华大学气候政策研究中心高级政策分析师

摘要

三

十年前，发展是中国政治、经济和
民生的关键词。中国改革开放的总
设计师、已故领导人邓小平便强调
发展是硬道理。事实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发展
经济改善民生一直是中国政府政策的基本方向。
但到了今天，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新的关键词。科
学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
展，与生态文明一起在中国共产党于2012年11月
召开的“十八大”上正式纳入了党章。
在 中 共 十八 大 报 告 中，时 任 国 家 主 席
胡锦涛提出，建设 生态文明，是关 系人民福
祉、关乎民 族 未来的长 远大计。面对资源约
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
峻 形 势，必 须 树立尊重自然 、顺 应自然 、保
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
在突出地位，融 入 经济 建 设、政 治建 设、文
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 过 程，努力建
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 族 永 续发 展。这和
他强调建设“和谐社会”的主张一脉 相承。
目前，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建设生态文明，作
为国家发展指导思想其重要性更加突出。2006年
4月，时任总理温家宝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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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一定要充分认识我国环
境形势的严峻性和复杂性，充分认识加强环境保
护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把环境保护摆在更
加重要的战略位置，以对国家、对民族、对子孙
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做好环境保护工作，
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在中国经济
高速发展的30多年中中国政府始终对发展所带
来的资源环境影响保持高度警醒。而在追求国
家现代化的过程中，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给
予一个更优先的考虑。
新一届中央政府在习近平和李克强的领导
下更加注重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明
确提出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统领的“五位一体”战
略和“美丽中国”梦想。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中国
政府和企业将大力投资于生态系统的恢复和保
护，并以绿色发展、循环发展和低碳发展作为中
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三大支柱，以实现经济社会和
环境的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中美作为引领世界
的两大经济体和温室气体排放国，有责任、有义
务、有能力、也有动力紧密合作，并为其他国做
出表率。

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挑战、
机遇与中美合作前景
一、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挑战
中国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和行动正是对面对
的生态和环境危机作出的回应。事实上，中国
经济过去30多年中以每年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确
实成绩骄人。然而，在自然资源和环境方面也付
出了沉重的代价。201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占全球十分之一，但消耗的煤和钢铁却差
不多占到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而水泥的消耗更
超过全年世界总产量的一半。中国的资源生产力
不但远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
水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任重道远。
资源开发和利用造成许多严重的环境问
题。2011年，中国的煤炭消耗量为33.5亿吨，燃
煤释出的二氧化碳占全国的八成，对国内和全球
造成严重的环境问题和气候变化。煤炭开采不
但每年直接造成数以千计的矿工死亡，对采煤
区的影响也十分严重。例如，淮南矿区采煤塌陷
积水区便淹没了大片的土地，居民被迫放弃家园
及耕地。此外，开采煤矿会对蓄水层造成破坏，
也使地下水减少。据研究显示，2007年的采煤和
运煤外在成本达人民币1.7万亿元，占全国GDP的
7.1%（茅于轼等，2008）。
目前中国每年生产钢材6.1亿吨，相等于世
界总产量的44.53%，而位处北京和天津都市外围
的河北省便占三分之一。钢铁、电力等高耗能产
业造成的一个众所周知的苦果，就是其PM2.5含
量（经中国科学院确定对人体呼吸器官损害尤其
严重的污染物）处于有害水平。目前，在中国境
内十大污染城市中有七个便来自这个北方省份
(http://www.cnemc.cn/，2013年3月9日)。

2013年1月，北京上空遭雾霾笼罩，持续二十
六日之久。期间，其PM2.5含量介乎每立方米200
至700微克，有些日子更高达每立方米1,000微
克。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出警告，指出如在24小时
内的PM2.5含量平均超过每立方米25微克，就已
经触碰到警戒线。除了北京，中国境内还有其它
地方面对这个危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就说
河北省会石家庄，虽然在国际媒体上的曝光率较
低，但受雾霾的情况更严重。事实上，华东境内
也有占地多达140万平方公里的重化工业重地受
害其中。著名的医学专家钟南山在战胜10年前爆
发的沙士疫症一役中曾担当重要角色，也警告说
灰霾的危害甚至比SARS更可怕。
土壤污染尽管未受到国际媒体的重视，却
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2013年，在中国境内广泛
发行的人民日报刊载了环境保护部关于土壤污
染的一份重要调查。据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中
国境内受污染的农地面积达1,000万公顷，情况令
人担忧；另外200万公顷的农地污水灌溉；还有13
万公顷的农地受破坏或以固体废弃物影响。也就
是说，全国有超过10%的农地受害于环境污染。
由于土壤受到严重的金属污染，以致每年有多达
1,200万吨的谷物报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2006
）。事实上，据近期进行的一项调查，从基本农
地储备抽取的300个样本得出的结果显示，平均
每8公顷的农地之中就有1公顷受到严重的金属
污染。
水污染已穿越土地表层﹐对地下水造成严
重影响，在城镇的情况尤其厉害。据中国中央电
视台近期播放的一个节目报导，城镇的地下水有
55%的水质为差或极差（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
1+1》，2013年2月21日）。北京大学对118个城镇进

3

行的多年持续水质监察研究显示，当中有接近
三分之二的水质已受到严重污染，而三分之一的
污染程度为轻微，只有一小部分城镇的水质为近
乎洁净(http://www.foodmate.net/special/anquan/90.html)。专家们警告，由地表水污染而造
成的地下水污染被视为导致癌症急速增加的主
因之一，严重威胁人体健康。近期一幅谷歌地图
显示了247个所谓“癌症村”的地理分布（环球时
报微博，2013年2月22日）。
资源和环境问题的严峻程度已经对国家经
济的持续发展构成威胁。此等问题不但会祸及
子孙后代可得到的资源，也损害了当代人的福
祉，并对政治领导层和执政者造成巨大压力。

二、政策应对
面对这些严峻的环境挑战，中国政府一直保持
警惕，并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自1980年
代起，中国政府和政策专家一直不断提醒，要汲
取早年工业化国家“先污染、后治理”模式的教
训。但是，中国的污染情况依然同样严重，甚至
更糟糕。遗憾的是，中国不单未能避免重蹈覆
辙，反而让工业化较落后的西部地区跟随经济发
达的沿海地区，踏上“先污染、后治理”这条老
路。正因如此，由于未能采取具前瞻性的方案，
全国很多地区都不得不为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
保护的可持续平衡付出长期的艰苦努力。
不过，也不要误以为近几十年未有采取切
实的措施来解决问题。事实上，近几十年来，中
国一直积极推行有关保护环境和天然资源的政
策，这可追溯到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
《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会后不久中国国务院
成立了作用非凡的环境保护委员会。其后，中国
在1979年制定了第一条环境保护法，其后有大约
30条涉及保护环境和天然资源的法案出台。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之后，中
国正式确定“可持续发展”为国家发展战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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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响应联合国环发大会呼吁，率先完成了《中国
21世纪议程》，以落实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国21
世纪议程》重点列述了多项国家计划，也勾划了
多个解决未来环境挑战的方案。早在1980年代，
环境保护就被列入中国的基本国策。在过去30年
里，中国制订了几项基本国策（即中央决策体系
的核心政策），几乎全部都跟保护环境、控制人
口和节约资源有关。这个牵涉广阔层面的战略也
改变了中国在环境监管上。1992年，国务院成立
了中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由32名中国委员和25
名国际委员组成，并由国务院副总理领导。委员
会每年委聘几个专责小组，研究重大的可持续发
展议题，然后提交政策建议予中央政府作为政
策考虑。众所周知，这个委员会是中国唯一持续
运作的重量级国际政策制订合作机构。
无可否认，在环境控制上的努力投入，并不
足以阻遏环境的恶化，而这也是大部分其它大型
经济体面对的问题。尽管如此，中国还是取得了
相当大的积极成果，为实现可持续发展带来乐观
前景。我们在下文中会详细讨论。

三、成果
提高资源的经济生产率和使用效率
自2004年以来，中国的谷物产量一直超逾5亿
吨，较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前的产量
增长了四分之一。目前，每公顷农田的谷物产量
已达4吨以上，属世界先进水平。对中国这个世
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来说，尤其当考虑到土地和水
资源有限这一点，谷物产量的提升一直是食品
安全的一个重要环节。中国的人均可耕用地只
是世界平均的40%，而人均淡水供应量也只是世
界平均的28%。中国的农作物产量提升主要是通
过农田基本建设和科技优化而达致的成果。
“绿
色”和低碳耕作正在不断增加。2010年，农林业
占全国GDP9.4%，耗能3,700万吨标准煤，占全国
终端总耗能约1.14%。在各行业之中，农业是唯

图1︰制造业的能源强度和二氧化碳排放强度 (2005年至
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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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十一五”期间实现能耗稳定的行业；2005
年至2010年期间的能源强度大幅减少17.4%。不
过，值得注意的是，与农业生产相关的隐含碳排
放量却有所增加。2009年，农业生产物料的嵌
入式碳排放量为325 Mt CO2-eq（百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或农业直接碳排放量的2.6倍。肥
料是嵌入式碳排放量的主要来源，占所有源头
排放总量的86%。按需施肥是减少肥料使用量
的一个有效方法，有助减少农业的嵌入式碳排
放量。相比很多其它国家，中国农业的低碳特质
相当强。2006年，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
的一部分成员国比较，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
(IEA,2009)，中国的农业耗能为发达国家组别
平均水平的19.0%，分别是澳洲、美国和日本的
24.4%、22.1%和36.5%。
在第一届里约热内卢会议后的二十年间，中
国已从农业经济主导转型为世界制造业基地。目
前，工业占全国经济的比例已增至40%。在全球
500种工业产品之中，中国是其中220种的最大产
地。为提升工业的可持续发展，中国已着力进行
重组，以减少能源和资源密集型行业所占比例，
包括关闭了那些资源和能源效率低的生产设施，
和采用持续性发展能力较高的技术。
节省能源在制造业更显重要。2010年，制造
业的耗能约为18.3亿吨标煤，占终端能源总消耗
量的60%，全国总耗能的56%；而二氧化碳排放量
为4.30 Gt（10亿吨），占全国能源相关总排放量
的59%。在“十一五”期间，制造业的总耗能和二
氧化碳排放量均有增加，但能源强度和二氧化
碳排放强度却大幅减少。
制造业的能源效率可以两个指标量度—
每个增值单位的耗能（可反映个别工业的整体
能源强度）和个别工业产品的每单位耗能。从
2005年到2010年，制造业的每个增值单位耗能
减少了23.2%，平均每年减少5.14%，快于国家平
均，实现总节能3.29亿吨标准煤，占全国的52.5%
。每万元人民币增值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由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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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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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Qi,2011。

的4.37吨减少至3.28吨，全期减幅为25.1%，每年
平均减少5.6%（见图1）；累积二氧化碳排放量减
幅为1.16 Gt，占全国减幅74.8%。
六大高耗能工业行业的16个主要产品的单
位能耗全面下降。制造业通过提高单位产品能
源效率实现节能共3.11亿吨标准煤，占制造业总
节能94.6%，全国总节能49.6%。
取得以上成就的主要原因是科技进步和结
构优化。科技进步的工作包括技术创新、淘汰落
后产能和加大运用先进科技，以及引进节能设
备和加大研发投资。于2006年至2010年间，
《千
1
家企业节能计划》实现节能1.5亿吨标准煤（发
改委，2011a），其中的《十大重点节能工程》2
更实现节能3.4亿吨标准煤（发改委，2011b），而
《淘汱落后产能项目》也实现节能超过1.1亿吨
标准煤。这三个项目均成功达到节能目标，甚至
超标。透过采用较高效率的科技，2006年至2010
年的吨钢综合能耗下降12.1%（统计局，2011c）。
同时，各项重大新技术的采用率也全面提升。中
型和大型钢铁企业取得的成绩更优于一些根据
多项工业指标被评为世界领先的日本同业。透
过大规模引入新型干法水泥技术、余热转化电
1 约1,000 家最大型的节能企业入选为此工业节能项目的主要目标。此
项目原名为《千家企业节能计划》，为“十一五”的关键项目之一，其后
于“十二五”期间扩大规模，成为《万家企业节能计划》，以覆盖更多类
型的企业。
2 《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列出的十大主要工业获得国家支持实现节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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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技术和增加大型水泥生产，水泥业实现综合
能耗强度下降28.6%（统计局，2011c）。中国有色
金属业在节能上也取得佳绩。电解铝新型异型
阴极槽制造工艺的提升，使能耗下降12.0%（统
计局，2011c）。此外，铜冶炼的综合能耗更下降
35.9%（统计局，2011c），成为2006年至2010年间
实现最大节能成果的行业。
在结构转型方面，2006年至2010年间首三年
的行业发展趋势仍是以工业为重，但有缓和迹
象。与此同时，制造业的结构开始转型，转向较
高节能的模式。随着高能耗的工业占比下降，低
能耗的产品占比有所增加。此外，服务业占比从
39%升到21世纪初的43.2%。单是这个转变，已有
助创造650万个就业岗位，全国经济也迈向明显
具有较高能源和资源效率的模式。
减贫和区域均衡发展
据中国政府早前定下的贫穷线，2000年至2010年
间，全国的贫穷人口从9,422万人减少至1,688万
人，占整体人口的比例则从10.2%降到2.8%。贫穷
人口的减少有多个原因。其中一个明显的原因是
大部分贫穷地区的基础建设大幅改善。硬面路、
电力、通讯和电视网络的覆盖现在已近乎遍及
全国。这些改善工程使交通和交易成本下降，带
动了新的收入和工作机会，透过提供信息和通讯
网络，让原来被边缘化的社群的社会资本大增。
此外，由于教育开支增加和政府的重视，贫困地
区的文盲人口比例已下降至约10%。
全国性的扶贫行动，也受惠于较为平衡的
地区发展。华东沿海省份的经济发展领先西部的
情况已在调整。自2007年起，西部的整体经济增
长率一直超逾东部，而这个改变看来是中国经济
的一个长远发展势头。尽管目前全国的GDP增长
有所放缓，但西部仍能保持双位数的增长率。
从2006年开始，中国政府一直推动形成主
体功能区这个策略愿景。到了2010年，中国终于
发布了《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正式蓝图。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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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不同区域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现有开发强
度和发展潜力，中国政府正在统筹谋划各区人口
分布、经济布局、国土利用和城镇化格局。国土
空间分为四个类别︰优化开发区域、重点开发区
域、限制开发区域和禁止开发区域。透过确定不
同区域的主体功能，并据此明确开发方向，完善
开发政策，控制开发强度，规范开发秩序，逐步
形成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国土空间开
发格局。
城镇化和基础设施改善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宏观趋势。每年有
1,000多万的农村居民迁徒至城镇。2011年，中国
史上首次实现城镇居民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促成
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城镇的经济机会比较多， 而
城镇的基建和建设环境也让更多人可以享有较
好的生活水平。2010年，城镇的自来水供应覆盖
了96.7%的人口，天然气供应的覆盖率为92%，而
在2000年分别只有63.9%和50.1%。同期，地区供
热的覆盖率增加3倍，公交车增加1.2倍，而城镇
绿化率也增加1.55倍；废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的覆
盖率分别提高到82.3%和77.9%。城镇化已成为发
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近几十年来改善了中国数
以亿计人民的生活水平。
与此同时，城镇的建筑和交通的能源效率
也大幅提升。在“十一五”期间，随着城镇化和
生活水平提高，建筑业的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
量持续增加，但两者的年增长率却明显低于“十
五”期间，而且目前有四分之一的城镇建筑达到
国家的节能标准。在2005年至2010年间，单位面
积能耗增加19.7%，每年平均增加3.7%；同期的单
位面积二氧化碳排放量整体增加17.9%，每年平
均增加3.3%。目前，中国的建筑单位面积二氧化
碳排放量不仅远低于发达国家，更只是美国水平
的三分之一以下。这些成果令中国这个收入相对
偏低的经济体跻身可持续发展建筑环境领域的
世界领先国家。

建筑能耗可分为四个类别。北方城市的地区
中央供热系统在节能方面取得进展最大。在北
方城市，中央供热系统的单位面积能耗从2005年
的每平方米17.78千克标准煤，持续下降至2010年
的每平方米16.28千克标准煤，减幅为8.41%。同
期所涉的单位面积二氧化碳排放量也从2005年
的每平方米47.48千克，减少至2010年的每平方米
43.87千克，减幅为7.6%。由此可见，北方城市中
央供热系统相关的总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均
有所回落，2010年约占全国建筑总能耗的25%。
2006年至2010年间，透过改造建筑的外墙
结构、推进地区中央供应系统的制度改革和提
高节能照明设备和家用电器的能源标准，建筑业
实现节能6,750万吨标准煤，相等于其间累积减
少排放1.85亿吨二氧化碳。
随着道路、车辆和交通快速增长，中国运输
业的能耗也有增无减，从2005年的2.3亿吨标准
煤增至2009年的30亿吨标准煤，四年间的增幅
超过30%，虽然低于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幅度，
但依然高于其它行业的平均增幅。不过，运输业
的能源效率却显著提升。铁路运输的能耗从2005
年的6.48吨标准煤/百万换算吨公里，减至2010
年的4.94吨标准煤/百万换算吨公里，减幅为
23.8%（铁道部，2011）。航空运输的吨公里燃油
消耗也从2005年的0.336千克减至2010年的0.298
千克，减幅为11.3%（民航局，2011）。
为了应对流动性越来越高的城镇人口的需
求增长，中国政策一直鼓励集体运输的发展﹐而
城镇居民出行占公共交通量的比例也持续上升。
譬如北京在2010年上半年的公共交通出行比例
便达39.3%（北京网，2010），较2005年增加差不
多7%。在轨道交通方面，北京政府制订了一个全
面的计划，并优先落实轨道快线的建设。长期而
言，预期北京的轨道快线将为居民提供飞机和汽
车等高碳交通工具以外的选择。
此外，为了应对私家车过多的问题，政府已
提高燃油效率标准，并于2008年开征汽油税，以

鼓励生产节能性能较佳的汽车。政府亦针对高
油耗汽车实施了累进税制，为购买节能车带来诱
因。2005年，1.6升及以下排量的汽车占中国普通
载客车总数的三分之二（中汽中心，2011年），并
于2010年升至68.77%(中汽协会,2011)。政府也为
另类燃料汽车市场提供所需的空间。2009年，科
学技术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手推出一个试点
项目，在十个城市引进1,000部新能源汽车，以促
进这些车辆的量化生产，减低消费者的购置成
本。科学技术部与工业和信息化部并制订了《新
能源车开发计划》，为有关技术开发工作勾划蓝
图。
植树造林、资源和环境保护
1998年发生长江流域洪水灾害以后，中国政府
随即实施全面禁令，禁止在原始森林进行伐木。
其后，政府出资支持六个以提高森林覆盖和保
护生态为目标的大型绿化和造林项目。过去十
年已植树造林超过4,300万公顷，较十年前的覆
盖率增加差不多四分之一，而全国的森林覆盖
率已增至20.36%，高于十年前的16.55%。与此同
时，国家的保育工作也包括生态修复，如草地和
湿地；为此，政府资助和出资支持多个项目。至
今，共修复7万公顷的湿地和建立550个湿地保
育区，包括41个国际重要湿地和213个国家湿地
公园，为涉及广泛层面的自然保育系统给予重大
支持。2010年，中国已设立2,588个自然保育区，
占地1.49亿公顷，成为官方保育项目。目前，中国
的自然保育区总面积较用于生产食品的土地总
面积大25%。
保护水资源也是一项重要工作，过去20年
间一直得到高度重视。2012年里约+20会议举行
前发表的《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指出，自2001
年以来，中国制订了300个试点项目，以构建一个
节约用水的社会，提高农业、工业和城市节约用
水的技术标准。结果，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由
2000年的285立方米下降到2010年的124立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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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增长率(1990年至2010年)

图3︰中国能源强度的变化(1980年至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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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万元GDP用水量也从2000年的554立方米下降到
2010年的225立方米（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
减缓气候变化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强调减缓并重。目前的
大量工作在于减缓气候变化，包括开发节能和可
再生能源项目。
从1980年到2000年，中国的GDP增加了6.15
倍，但耗能的增加只有2.14倍，能源强度也减少
了63.3%。然而，随着国家进入新纪元，工业化加
快能源的使用带来新的挑战，而高能耗的重工
业的占比也急速增加(见图2)。整体能源强度原
来向下的趋势改为急升，单位GDP能耗继2003年
上升4.8%后，在2004年增加5.5%，到了2005年再
返回1999年的水平；连续两年的升势，将能源强
度在1999年至2005年间的减幅拉倒，而GDP在其
间增加了70%。由于预期如此高的增长率会在未
来持续，如果不加以妥善控制，能耗和二氧化碳
排放量势将大幅飙升，对中国能源供应、环境质
量和气候变化带来严峻的挑战。
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十一五”规划，2006年
至2010年）为能源强度定下了一个明确的目标︰
减少20%，并点名几个主要的工业界别作为节能
政策的重点范围。
“十一五”规划更将这个目标
定为“强制性标准”，并规定所有政府部门和地
方政府尽最大的努力和尽可能投入最多的资源
以求达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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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11（国家统计局，2011a），能源强度按2005年物价
计算。

根据发改委的数 据（发改委、国家统计
局，2011），截至2010年底，中国的能源强度较
2005年下降19.1%，近乎达标。按年计算，2006年
的减幅为2.72%，2007年是5.01%，2008年是5.23%
，2009年是3.62%，而2010年是4.10%。2008年的
能源强度已降到2002年的水平（见图2）。由此可
见，
“十五”期间（2000年至2005年）能源强度
的急升趋势已转为急降，并按每年4.3%的幅度
下降。作为比较，美国的能源强度每年平均下降
1.2%(BEA,2011;EIA,2010)。2011年（“十二五”的
第一年），中国经济的能源强度进一步下降2.01%
，朝向16%的五年目标减幅进发。
低碳发展的关键在于走向零排放经济发
展，这赖于透过减少单位生产和消费的石化能
耗而达致。在“十一五”期间，中国成功缓和了能
源强度的升势，踏上低碳发展的道路，这有助于
舒解能源供应的压力（中国过往经常出现能源供
应短缺），也使温室气体排放量的增加受到明显
抑制，同时又可保持经济高增长。
中国的大规模造林工作促进了生态系统的
碳汇能力。2009年的森林覆盖率达20.5%，实现
了“十一五”的目标。一个横跨2004年至2009年
的全国森林资源综合统计显示，中国森林的碳储
存为222.90亿吨，比较上一个统计期（1998年至
2003年）的总增幅10.4%，平均每年增加4.20亿吨
二氧化碳。德国政府的智库 Ifo Institute 经
济研究所曾发表报告指出，虽然全球森林总面积

平均每天减少两万公顷，中国的人工造林却在
增加，占全球人工造林面积的73%（新华社，2010
年）。中国在造林方面的持续努力，可确保森林
面积稳步增加，为中国的低碳发展和全球二氧
化碳减排工作带来莫大好处。

四、中国可持续发展中的障碍
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资源条件的限制
中国国土辽阔，环境优美而多样，但也突显了其
地理、地形和地貌的复杂性。虽然中国可能是自
然学家的蓬莱仙境，却恐怕不是农家或厂家的
理想土壤。中国的大部分国土都被视为不适合农
业或工业生产，也不适合人类居住，因为有超过
20%的土地处于世界上最高的青藏高原上，另外
10%则处于山脉连绵的华南岩溶区，而岩溶区的
土质非常差劣，超过一半的土地处于干旱或半干
旱的气候环境。此外，中国的人均淡水供应仅占
世界平均的28%，可耕地也不过占世界平均的40%
，人均矿产资源更乏善可陈。天然资源不足是中
国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制肘，尤其是目前的需求随
着消费者层面扩大而与日俱增。中国的生活水平
要是与美国看齐，所花的力气要大很多，对国内
的天然环境造成的压力也大很多。事实上，有人
认为，在目前的资源条件下，即使在可见的未来，
科技进步可令情况有所改善，中国依然不可能实
现这个愿景。此外，基于本身的气候和人文及地
形条件，中国很容易出现各种天灾；加上人口密
度高，台风之类随着海流袭来的灾害造成的破坏
尤其严重，而筑造在沿海大城市之上的经济繁
荣，也动辄受到牵连。据估计，中国遇到与气象
相关的灾害接近美国的10倍。
经济增长带来的压力
如果说可持续发展关乎在环保和发展之间取得
平衡，那么，极度倚赖经济增长的中国面对的挑
战尤其巨大。虽然中国经济急速扩张，但目前国

内大部分地区仍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初期，而
且大部分的人口还处于贫穷线以下。据2011年新
订的贫穷标准（城镇地区人均年收入2,300元人
民币以下），中国有1.20亿人口仍处于贫穷生活
环境。虽然按GDP计算中国已超越日本，成为全
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其贫穷人口却与日本总人口
一样多﹗由于大部分贫穷地区均处于恶劣的自然
环境中，所以发展经济尤其困难。因此，中国仍
然面对巨大的压力，需要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
尤其是数以千万计渴望迁入城市的农民工，以及
每年数以百万计涌进职场的毕业生。百上加斤的
还有人口急速老化的问题，也为未来的社会资源
带来沉重负担。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世界上唯一
老龄人口超过1亿的国家。社会保障、医疗卫生
需求持续上升，全都有赖强劲的经济增长。

五、中美合作的前景
中美两国在经济上存在互补性，也共同面对着解
决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这为双方在可持续发
展上的合作创造了坚实的基础。首先，美国的天
然资源丰富，坐拥1.97亿公顷可耕地，较中国多
三分之二，人均可耕地面积更是中国8倍。两国在
淡水和其它天然资源方面也存在很大差异。尤其
在食品生产上的互补，就像对贸易带来的影响一
样，也会对环境带来重大影响。
美国在科技创新上一直领先世界。除了在信
息和通讯科技方面具有全球领先优势，美国在
洁净能源方面也非常先进。这些优势不但使美
国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领导地位，其它国
家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也可望受惠。中美双
边合作可为中国带来巨大帮助，加快其转型成
在低碳模式下寻求增长，对抗气候的急速恶化。
然而，这种关系也是互惠的︰美国亦可从中国的
经验中获益良多，尤其在运用资源方面。数千年
来，中国积累了很多智慧，以求在资源有限下生
存，并和大自然共存。事实上，传统道教思想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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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世世代代影响深远，中国文化笃信“与大自
然和谐共存”和“天人合一”。这种和谐关系一
直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直到近几十年受经济
全球化和追逐利润的现代思潮影响，这种传统
的社会生态平衡才被打破。不过，在高层决策者
的不懈努力下，加上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提升资
源利用效率和保育（如前文所述），昔日对可持
续发展的态度可望得以发扬。作为世界上最大的
两个工业化国家，中美两国均可受惠于上述传统
智慧。
基于相互的谅解和共同的目标，两国近年
在气候变化和洁净能源方面达成了重要的协
议。2013年4月，中美在可持续发展合作上有重
大突破﹐美国国务卿克里到访北京进行高层会
谈，将气候变化行动方案正式纳入具影响力的
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同时，这两个全球最大
经济体和最大碳排放国发布了一个联合声明，
呼吁“中美两国采取强而有力和适合国情的行
动，包括大规模的合作”，并指出“这些行动对
于遏制气候变化和树立鼓舞世界的榜样都极为
重要”。这可能是国际环保事业的一个重要里程
碑，该声明和其它围绕克里这次访华的其它讨
论和协议，也强调了在中美双方互信和互相尊重
的平台上促进能源科技、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
的重要性。
可持续发展的挑战也提供了机遇，让中美
乃至世界各国紧密合作，从而形成新的地缘政
治关系，而近年的良好发展肯定是朝着这个方向
走。中美在气候变化和能源上的合作，可成为两
国在由安全到商业等双方和国际关注的其他事
务上开展合作的桥头堡。从这个意义上看，两国
在可持续发展上的合作不仅是这项工作上的成
就，也是迈向更广泛良好关系的重要一步。事实
上，中美双方的有识之士一贯表示希望两国保持
友好关系。享利·基辛格博士最近表示，中美两
国未来必须和平共处，共谋发展，并要找到共同
的项目来建立合作(Kissinger, 2011)。虽然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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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变化等全球环境间题十分艰巨，但也提供了
以前所未有的新方式开展合作的机遇。
然而，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认为冲突不可
避免，并鼓吹采取较强硬的姿态。如此的话，对
中美两个大国和与之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国际社
会都将十分不利。历史学家指出，新旧强国之间
往往可能出现误解。要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奠立巩
固的基础，需要双方真诚的努力，互相了解和协
调目标。当前的重大生态变化带来的挑战极为棘
手，极度需要中美这两个全球最大的国家共同合
作。在近年取得的成果基础上，希望中美两国能
把握和谐之道，带领世界走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更美好未来。

参考文献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U.S. Economic Accounts 2010 [EB/OL] 2011-8-16，http://www.
bea.gov/national/
北京网，
“北京市公共交通出行比例达39.3%”
，2011-07-08，http://jtcx.beijing.cn/jtxx/
jtxw/n214098639.shtml
BP，
《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1》，2011-8-16，http://www.bp.com/statisticalreview
中国民 用航 空局，《中国民 用航 空发 展第十
二个五年规划（2011年至2015年）》，2011-620，http://www.caac.gov.cn/I1/I2/201105/
t20110509_39615.html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10年汽车产销及经济
运行情况信息发布稿”，2011-07-07，http://
w w w.a uto -st ats.org.cn /Re a d A r ticle.
asp?NewsID=6839

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
中国汽车工业年鉴(2009)》，2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铁道部，
《2010年铁道统计公
报》，2011-8-20，http://www.china-mor.gov.cn/
zwzc/tjxx/tjgb/201105/t20110511_23696.html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全国电力工业年度统计
数据（2009）》，2011-8-16，http://tj.cec.org.
cn/tongji/niandushuju/2010-11-17/160.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a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
《电力行业2010年发展情
况综述》，2011-8-16
，http://tj.cec.org.cn/
niandufazhanbaogao/2011-06-27/58873.html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能源统计司，
《中国
能源统计年鉴（2010）》，北京，中国统计出版
社，2011b

美国能源信息署，Annual Energy Review 2010
，2011-8-16，http://www.eia.gov/totalenergy/
data/annual/

国家统计局，
《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取得重要进
展—“十一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
十六》，2011-5-20，http://www.stats.gov.cn/
tjfx/ztfx/sywcj/t20110311_402709772.htm

Han Wei，
“中国如何支持‘核’信心：专访国家
环境保护部核安全与环境专家委员会委员Yu
Zusheng”，Energy Review，2011,31(7): 100-105
国际能源署，Energy Balances of OECD Countries (2009 版)，巴黎，国际能源署，2009
亨利•基辛格，On China，Penguin Press,2011
李俊峰等，
《 中国风电发展报告2011》，北京，中
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1
茅于轼、盛洪、杨富强(2008)，
《煤炭的真实成
本》，北京，煤炭工业出版社
McKinsey&Company，China’s Green Revolution: Prioritizing Technologies to Achieve
Energy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2009, 2010-08-18，http://www.mckinsey.
com/locations/chinasimplified/mckonchina/
reports/china_green_revolution_report_
cn.pdf.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
政策与行动2012年度报告》，2011-3-20，http://
qhs.ndrc.gov.cn/gzdt/t20101126_382695.htm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统计局，
《关于“十
一五”各地区节能目标完成情况的公告》,20116-20,http://www.stats.gov.cn/tjdt/zygg/
gjtjjgg/t20110610_402731394.htm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千家企业超额完成“
十一五”节能任务—“十一五”节能减排回
顾之六》,2011-5-20,http://www.sdpc.gov.cn/
xwfb/t20110314_399363.htm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取
得积极进展—“十一五”节能减排回顾之三》
，2011-5-20,http://www.sdpc.gov.cn/xwfb/
t20110311_399214.htm

11

国家发改委等,（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环境保护部、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公告2011年第
6号》,2011-5-20,http://www.sdpc.gov.cn/zcfb/
zcfbgg/2011gg/t20110422_407267.htm
中华人民共和国（2012）2012年《可持续发展国
家报告》，北京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十一五’前四年中央财政
和预算投资1285亿元”2011-3-20，http://www.
scio.gov.cn/xwfbh/xwbfbh/wqfbh/2010/0929/
zy/201009/t773380.htm
国家环境保护总局 (2006) ，
《China faces severe threat of soil pollution — 中国新闻
网》，2006-7-18，http://www.sina.com.cn
齐晔（2011）中国低碳发展报告：2011-2012，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世界自然基金和发展研究中心，2011，Impacts
of China’s Economic Stimulus Plan on Climate and Energy Consumption，北京，世界自
然基金中国项目
新华社，
“‘十一五’期间中国单位GDP能耗预计
下降19.06%”，2011-3-20，http://energy.people.com.cn/GB/13888788.html
新华社，
“德国智库发表公报：中国人工造林面
积占全球73%”，2011-5-20，http://www.gov.cn/
jrzg/2010-01/20/content_1515227.htm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