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乃要件
閣下如對本通函任何方面或

請即處理

閣下應採取之行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

閣下之股票經紀或其

他註冊證券交易商、銀行經理、律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閣下如已售出或轉讓名下永旺（ 香港）百貨有限公司之所有股份，應立即將本通函連同隨附之
代表委任表格交予買主或承讓人或經手買賣或轉讓之銀行、股票經紀或其他代理，以便轉交買
主或承讓人。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通函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
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通函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
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購回及發行股份之一般授權、
重選退任董事、
建議採納組織章程細則、
建議委任新核數師
及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永旺（ 香港）百貨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發出之函件載於本通函第2頁至第8頁。
本公司謹定於2022年5月30日（ 星期一）下午1時30分假座新界荃灣青山公路388號中染大廈26樓
07-11室的會議室舉行股東週年大會，大會通告載於本通函第71頁至第75頁。無論

閣下能否出

席大會，務請盡快按照隨附之代表委任表格所列印之指示填妥表格，並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
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惟無論如何須於
大會或續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達。
本公司股東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後，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或任何續會並於會
上投票。

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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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義

於本通函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下列涵義：
「股東週年大會」

指

本公司謹定於2022年5月30日（ 星期五）下午1時30分
假座新界荃灣青山公路388號中染大廈26樓07-11室
的會議室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指

本通函第71頁至第75頁所載有關召開股東週年大會
之通告

「章程細則」╱

指

本公司現有之組織章程細則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永旺（ 香港）百貨有限公司，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

「組織章程細則」

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本公司之英文名
稱為「AEON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港幣」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指

2022年4月20日，即本通函付印前為確定本通函所載
若干資料之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證券及期貨條例」

指

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

「股份」

指

本公司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之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 」

指

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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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註冊辦事處：
香港
康山道2號
康怡廣場（ 南）
地下至4樓

執行董事：
菅原功（ 董事總經理）
翟錦源
長島武德
久永晋也
非執行董事：
中川伊正（ 主席）
羽生有希
福田真
猪原弘行
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怡蓁
周志堂
水野英人
羅梓忻
敬啟者：

購回及發行股份之一般授權、
重選退任董事、
建議採納組織章程細則、
建議委任新核數師
及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1.

緒言
本通函旨在向

閣下提供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以及有關建議建議購回及發行股份、

重選退任董事、採納組織章程細則及委任新核數師之資料以及尋求
大會批准上述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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閣下於股東週年

董事會函件
2.

購回股份之一般授權
在週年大會上將提呈一項普通決議案批准給予董事會一般性及無條件授權，在

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或該普通決議案訂明之較早期間內隨時行使本公司之
權力以購回股份，惟不得超逾於決議案當日已發行股本的10%（「購回股份授權」）。
根據《上市規則》所規定須予載述之說明函件已載列於本通函之附錄一內。

3.

發行股份之一般性授權
在週年大會上將提呈兩項普通決議案分別授予董事會一般性及無條件授權以配發、

發行及處理股份，或授予購股權及權利以認購各類股份或轉換證券為股份，惟不得超
逾在決議案當日已發行股本的20%；該項授權直至本公司下屆股東週年大會結束或該
普通決議案訂明之較早期間止屆滿（「發行股份授權」）；並在該項授予董事會之一般
性授權上加入任何本公司根據購回股份授權購回的股份。

4.

重選退任董事
按照組織章程細則第85條及第101條，全體董事將於股東週年大會任滿告退，並

符合資格膺選連任。
翟錦源先生（ 自2013年3月起擔任執行董事）及陳怡蓁女士（ 自2013年5月起擔任
獨立非執行董事）希望投放更多時間於其各自的家人身上。羽生有希女士（ 於2014年3
月至2017年5月期間及由2019年5月至現在為止擔任非執行董事，並於2017年5月至2019
年5月期間擔任執行董事）則希望將更多時間投入 AEON Co., Ltd. 的數碼業務。翟錦源
先生、羽生有希女士及陳怡蓁女士（ 與所有董事一起）按組織章程細則須於股東週年
大會上退任，並決定不再於會上膺選連任董事一職。翟錦源先生、羽生有希女士及陳
怡蓁女士已確認，彼等與董事會沒有任何意見分歧，亦無任何與他們退任有關的事項
須知會本公司之股東。
除翟錦源先生、羽生有希女士及陳怡蓁女士外，所有其他合資格董事均將於股
東週年大會上膺選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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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提名委員會已審閱退任董事（ 除翟錦源先生、羽生有希女士及陳怡蓁女士外）之
重選連任，向董事會建議於股東週年大會提呈重選以獲股東批准。在推薦退任獨立非
執行董事之重選連任時，提名委員會已遵循本公司提名政策所載之提名程序，並已考
慮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多元化政策所載之多元化因素。提名委員會亦已評估所有獨立非
執行董事之獨立性，包括將於股東週年大會重選之董事。周志堂先生、水野英人先生
及羅梓忻女士已各自根據上市規則第3.13條的規定，向本公司提供年度獨立性確認書。
董事會認為每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繼續符合上市規則第3.13條之獨立指引，且根據指引
條款乃為獨立。
周志堂先生、水野英人先生及羅梓忻女士擔任不多於六間上市公司之董事職位。
本公司相信彼等將有能力投放足夠時間於董事會。
周志堂先生持有會計及金融專業資格及經驗，水野英人先生為商人，於日本業
務發展及企業計劃擁有實戰經驗，而羅梓忻女士在中國和美國的稅收制度、監管和營
商環境方面擁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考慮到本公司的業務模式及確保適當及時之財務
申報的特定需要，以及為遵守本公司經營所在地區之相關法律及法規，本公司認為周
志堂先生、水野英人先生及羅梓忻女士的意見、技能及經驗有利於董事會，並可確保
董事會組成多元化。
提名委員會亦已評估每位願意重選連任之退任董事之表現，並認為彼等表現令
人滿意。因此，提名委員會已向董事會提名退任董事（ 除翟錦源先生、羽生有希女士及
陳怡蓁女士外），以於股東週年大會上向股東提呈重選連任。
根據上市規則須就願意重選連任之退任董事作出披露之資料載於本通函附錄二。
有關退任董事於股份中擁有的權益資料載列於本通函附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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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5.

建議採納組織章程細則
董事局擬修訂組織章程細則，致使 (i) 本公司可靈活地以不同的會議形式召開股

東大會，股東除可親身出席會議之外，亦可透過電子設備參加會議；及 (ii) 根據自2014
年3月生效的香港法例第622章《公司條例》（「公司條例」），更新及現代化章程細則以
反映法定變更。組織章程細則亦會就相關事宜及內部管理作出其他輕微修訂。
鑑於修訂之項目繁多，董事局建議本公司藉此採納綜合全部建議修訂條文之全
新組織章程細則，以取代現有之組織章程細則，生效日期為相關特別決議案於股東週
年大會上獲通過之日。
建議的主要修訂大致可概述如下：
(a)

允許以混合會議形式舉行所有股東大會（親身出席及以電子方式虛擬出席）
；

(b)

於股東大會通告中載入指定的額外詳情，以允許於一個或多個會議地點或
以混合會議形式舉行股東大會；

(c)

允許於多個地點或以混合會議形式同時舉行股東大會，以及修訂董事局及
主席有關該等安排的權力；

(d)

允許以電子方式及認證程序簽署及交付委任代表的文據；

(e)

提供電子方式進行投票表決；

(f)

刪掉所有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之前訂立的規定；

(g)

刪掉所有有關股份面值之參照及（ 如適用）以參照股份投票權作替代；

(h)

刪掉所有出現於女火章程細則有關法定股本、面值、股份溢價、股份溢價
賬或資本贖回儲備之參照或其類似或有關字眼及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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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i)

若董事局拒絕登記一項股份轉讓時，須在轉讓方或承讓方之要求下提供拒
絕原因；

(j)

廢除本公司可將任何股份轉為股額（ 或反之亦然）之權力；

(k)

就廢除股份面值及有關批准變更及削減股本之公司條例之規定，修訂本公
司可修改股本之方式；

(l)

訂明致股東之通告及文件之方式及規格，以及根據公司條例該等通告及文
件被視為已交付之時間；

(m)

加入新定義，並作出與建議修訂相關的相應變更；及

(n)

對章程細則作出其他附帶及內部管理修訂。

因此，本公司將於股東週年大會向股東提呈特別決議案，以考慮及酌情批准本
公司採納新的章程細則。
建議之新組織章程細則全文（ 標明與現時生效之組織章程細則的差異）載列於本
通函附錄四。建議新組織章程細則中文譯本僅供參考。中、英文本內容如有任何差異，
概以英文本為準。

6.

建議委任新核數師
誠如本公司於2022年4月8日刊發的公告所披露，德勤 • 關黃陳方會計師行（「德

勤」）將待其目前任期於2022年5月30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結束屆滿時，退任本公司
的核數師。
根據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之建議，董事會議決，提議於德勤退任後委任畢馬威會
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之新任核數師，惟須待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後方可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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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德勤自本公司上市起已為本公司之核數師。董事會認為，更換核數師之建議合
乎良好企業管治常規，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董事會接獲德勤之函件，確認並無任何有關核數師退任而須股東垂注之事項。
董事會亦確認，本公司與德勤之間概無意見分歧，亦無其他有關核數師退任而須股東
垂注之事項。

7.

股東週年大會
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載於本通函第71頁至第75頁。
隨函附奉股東週年大會之代表委任表格。無論

閣下能否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務請盡快按代表委任表格所列印之指示填妥隨附表格，並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
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惟無論如何
須於股東週年大會或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送達。填妥及交回代表委任表格
後，

8.

閣下仍可依願親身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或任何續會並在會上投票。

上市規則之規定
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大會上任何股東所作之表決均須以投票方式進行，惟大

會主席真誠決定容許純粹與程序或行政事項有關之決議案以舉手方式進行表決之情
況除外。因此，提呈股東週年大會表決之所有決議案將以投票表決方式進行。

9.

推薦意見
董事認為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各項決議案（ 包括批准購回股份授權、發行

股份授權、重選退任之董事、建議採納新組織章程及建議委任新核數師之決議案）符
合本公司及股東最佳利益，故建議股東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投票贊成該等決議案。董事
將就其所有股份投票贊成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載所有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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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會函件
10.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2022年5月25日（ 星期三）至2022年5月30日（ 星期二）（ 包括首尾兩日）

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以便確定股東於相關期間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
會上投票之資格，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
投票之資格，股東應確保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最遲於2022年5月24日（ 星期二）
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
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以辦理過戶及登記手續。
本公司將於2022年6月9日（ 星期四）至2022年6月10日（ 星期五）（ 包括首尾兩日）
期間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以便確定股東享有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期間將
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為符合收取有待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之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
股東應確保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票最遲於2022年6月8日（ 星期三）下午4時30分前
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
合和中心54樓，以辦理過戶及登記手續。
此

列位股東

致

台照
承董事會命
永旺（ 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董事總經理
菅原功
謹啟
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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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購回股份之說明函件

本附錄乃根據上市規則之規定作為說明函件，向

閣下提供有關股份購回授權

之必要資料，以供參考。本附錄亦構成新公司條例第239(2) 條所規定之備忘。

1.

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准許在聯交所作為第一上市之公司於聯交所或經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

委員會及聯交所就此而認可之其他證券交易所購回其證券，惟須受若干限制，其中最
主要之限制概述如下：
(a)

股東批准
上市規則規定在聯交所作為第一上市之公司在市場上購回之股份須先獲

普通決議案予以批准，該項決議案可就有關特定交易而作出特別批准或給予公
司董事會一般性授權以行使該項購回之方式提呈。
(b)

資金來源
購回證券所需款項須依照公司組織章程文件及公司註冊或成立之所屬司

法權區之法例從可合法運用於此用途之資金中撥款支付。

2.

已發行股份
本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之已發行股份為260,000,000股。根據上述數字，本公

司按購回股份授權將獲准購回最多不超過260,000,000股之股份，相等於本公司已發行
股份之10%，惟可購回股份數目須就在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後直至股東週年大會召開之
期間止所發行或註銷之購回股份予以調整。

3.

購回股份的原因
董事會相信，股份購回授權所給予之靈活性對本公司及其股東有利。股份購回

僅會在董事會認為此舉有利於本公司及其股東之情況下進行。該等購回（ 視乎當時市
場情況及融資安排而定）可增加其資產淨值及╱或每股盈利。因此對擬保留其於本公
司之投資之股東有利，因其所佔本公司資產權益之百分比將按本公司購回股份數目之
比例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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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4.

購回股份之說明函件

購回所需之資金
任何購回所需之資金將按照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及香港適用法例由公司依法可

作此用途之資金支付，該等資金為公司之可分派溢利或就此用途而發行新股所得之收
益。
在建議之購回股份期間之任何時間內，全面實施購回股份授權，可能會對本公
司之營運資金或資本負債比率有不利影響（ 對照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年報內之
經審核財務報表所披露之情況）。然而，董事會不擬行使股份購回授權，以致董事會認
為本公司須具備之營運資金或資本負債比率會因此而受到重大不利影響。

5.

權益披露
目前並無任何董事或（ 於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據彼等所知）其聯繫人有意於股東

批准股份購回授權後出售任何股份予本公司。
本公司現時並無接獲其他關連人士（ 按上市規則之定義）通知，彼等目前有意在
公司獲股東批准股份購回授權後，出售股份予本公司，或已承諾不會向本公司出售股份。

6.

董事承諾
董事會已向聯交所作出承諾，只要有關規則及法例適用，彼等將按照上市規則

及香港適用法例，及根據股份購回授權行使本公司權力進行購回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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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7.

購回股份之說明函件

股份價格
股份於過去十二個月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每月在聯交所錄得之最高及最低成

交價如下：
股份
最高

最低

港元

港元

4月

2.02

1.89

5月

1.94

1.87

6月

1.92

1.68

7月

1.79

1.50

8月

1.67

1.52

9月

1.58

1.41

10月

1.53

1.40

11月

1.47

1.33

12月

1.45

1.30

1月

1.40

1.26

2月

1.37

1.24

3月

1.32

1.15

4月1日至20日

1.30

1.20

2021年

2022年

8.

收購守則之影響
倘根據股份購回授權行使權力購回股份而導致一位股東佔本公司投票權益比例

有所增加，按照公司收購及合併守則（「收購守則」）第32條，此項增加將被視作一項收
購行動。因此，若一位或多位一致行動之股東因此而取得或鞏固其於本公司之控制權，
便須遵照收購守則第26及32條提出強制收購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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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購回股份之說明函件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公司控股股東 AEON Co., Ltd.（「AEON Co. 」）持有本公
司157,536,000股股份（ 附註），佔已發行股份約60.59%。並假設全面行使授予董事的股
份購回授權，67.32% 將由該控股股東持有。董事會並未知悉任何按回購股份授權進行
之回購後，將會引致《收購守則》第26及32條所指之任何後果或本公司股份之公眾持
股量低於25%。
附註：

該等股份中之155,760,000股乃由 AEON Co., Ltd. 持有及1,776,000股由 AEON 信貸財務（ 亞洲）有
限公司（「ACS 」）持有。
AEON Co. 擁 有 ACS 之281,138,000股 股 份，佔 ACS 已 發 行 股 本67.13%。AEON Co. 被 視 作 於 ACS
所擁有之1,776,000股股份中擁有權益。

9.

本公司購回股份事宜
在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之前六個月內，本公司並無購回任何本公司之股份（ 無論

在聯交所或以其他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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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擬重選退任董事之資料

以下為根據上市規則有關建議於股東週年大會重選之退任董事須予披露之資料。

執行董事
菅原功先生
菅原先生 (61歲）於2021年3月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並於2021年5月由非執行董事
調任為執行董事，以及獲委任為董事總經理。菅原先生曾任永旺（ 中國）投資有限公
司（「ACCL 」）副總裁，並為本公司附屬公司廣東永旺天河城商業有限公司及永旺華
南商業有限公司董事。菅原先生於1981年3月加入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 AEON Co., Ltd.
（「AEON Co 」）。此後，他被分配擔任 AEON Co 各個業務部門的不同職位。菅原先生於
2014年5月被委任為 ACCL 首席運營官並於2020年3月成為 ACCL 副總裁。菅原先生畢業
於秋田縣立大學農業學院。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菅原先生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XV 部）之股份權益（ 如有）載於本通函附錄三。
此外，本公司與菅原先生之間訂有委任書。彼須遵守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各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重選連任之規定。菅原先生有權就2021年獲取董事酬金港幣
1,429,000元（ 由彼獲任命年度內按其服務期間的比例計算）。菅原先生之董事薪酬由
董事會參考本公司的表現及盈利水平、以及業內的薪酬標準及現時市況而釐定。
長島武德先生
長 島 先 生 (40歲）於2019年5月 獲 委 任 為 本 公 司 之 行 政 總 經 理 及 於2019年10月 為
執行董事，負責行政及公司財務。彼於2004年9月加入 AEON Retail Co., Ltd.。於2011至
2014年期間，彼獲指派擔任與 AEON Co., Ltd. 各項營運業務有關的不同職位。彼於2014
年9月獲委任為永旺（ 湖北）商業有限公司之行政總經理，其職責為創建後方支援團隊，
擔任管理本部長及小型店鋪的開發業務。長島先生獲復旦大學之國際文化交流學院頒
發學士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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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擬重選退任董事之資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長島先生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XV 部）之股份權益（ 如有）載於本通函附錄三。
此外，本公司與長島先生之間訂有委任書。彼須遵守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各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重選連任之規定。長島先生有權就2021年獲取董事酬金港幣
1,924,000元。長島先生之酬金乃由董事會經參考本公司之表現及利潤情況，以及業內
之酬金標準及現時市況後釐定。
久永晋也先生
久永先生 (48歲）於2020年3月獲委任為本公司採購部總經理，並於2020年5月獲委
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彼於1997年4月加入 AEON Retail Co., Ltd.。從那時起，他被任命
為 AEON Retail Co., Ltd. 集團公司各個業務部門有關業務計劃及統籌的不同職位。彼於
加入本公司前，為 AEON Retail Co., Ltd. 之 Home Coordy 業務部的執行役。彼於2016年
5月成為 Sunday Co., Ltd. 及 AEON Bike Co., Ltd. 董事及於2015年3月成為 R.O.U Co., Ltd.
董事。久永先生畢業於阪南大學，獲得商業學士學位。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久永先生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XV 部）之股份權益（ 如有）載於本通函附錄三。
此外，本公司與久永先生之間訂有委任書。彼須遵守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各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重選連任之規定。久永先生有權就2021年獲取董事酬金港幣
1,447,000元。久永先生之董事薪酬由董事會參考本公司的表現及盈利水平、以及業內
的薪酬標準及現時市況而釐定。

– 14 –

附錄二

擬重選退任董事之資料

非執行董事
中川伊正先生
中川先生 (55歲）於2019年5月獲委任為本公司執行董事兼董事總經理。於2021年5
月，中川先生由執行董事調任為非執行董事，並辭任董事總經理及獲委任為董事會主席。
自2021年5月起彼擔任永旺（ 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總裁。在加入本公司之前，彼為青島
永旺東泰商業有限公司（「QADCL 」）董事總經理。彼於1990年3月加入 AEON Co., Ltd.
集團，此後被指派擔任與 AEON Retail Co., Ltd(.「ARCL 」）各項營運業務有關的不同職
位。彼 於2010年8月 成 為 Maxvalu Hokuriku Co., Ltd. 的 主 席，於2013年3月 成 為 ARCL 的
執行董事，並於2015年2月成為 QADCL 的董事總經理。中川先生畢業於東洋大學，獲
得工商管理學士學位。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中川先生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XV 部）之股份權益（ 如有）載於本通函附錄三。
此外，本公司與中川先生之間訂有委任書。彼須遵守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各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重選連任之規定。中川先生有權就2021年獲取董事酬金港幣
974,000元 ( 於彼任命年度內將按其擔任執行董事期間的比例計算 )。中川先生之酬金
乃由董事會經參考本公司之表現及利潤情況，以及業內之酬金標準及現時市況後釐定。
中川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期間並無向本公司收取任何董事酬金。
福田真先生
福 田 先 生 (47歲）於2021年5月 獲 委 任 為 非 執 行 董 事。彼 為 本 公 司 最 終 控 股 公
司 AEON Co., Ltd.（「AEON Co 」）財 務 部 部 長，並 為 AEON Co 的 附 屬 公 司 AEON
ENTERTAINMENT Co., Ltd. 的 審 計 與 監 督 委 員 會 成 員。福 田 先 生 於2001年4月 加 入
AEON Co。此後，他被分配擔任 AEON Co 的企業品牌部、企業戰略部、公司秘書部及
財務部的不同職位。福田先生於2021年3月被任命為 AEON Co 的財務部部長。福田先
生畢業於東京大學獲得法學學士學位，及早稻田大學獲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 15 –

附錄二

擬重選退任董事之資料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福田先生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條
例第 XV 部）之股份權益（ 如有）載於本通函附錄三。
此外，本公司與福田先生之間訂有委任書。彼須遵守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各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重選連任之規定。福田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並無向本公司收
取任何董事酬金。
猪原弘行先生
猪原先生 (55歲）於2022年3月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彼為永旺（ 中國）投資有限公
司（「ACCL 」）副總裁。猪原先生於1991年加入AEON Retail Co., Ltd.（「ARCL 」）。此後，
彼獲分配至 ARCL 及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 AEON Co., Ltd. 擔任不同職位。於2011年，彼
獲委任為 ACCL 業務發展部總經理。於2015年，猪原先生獲委任為本公司附屬公司永
旺華南商業有限公司（「ASC 」）董事總經理，並自2017年起，彼獲委任為 ASC 及本公司
附屬公司廣東永旺天河城商業有限公司（「GDA 」）及ASC 之董事總經理。自2021年起，
猪原先生獲委任為 ACCL 副總裁，負責業務發展及建設。猪原先生畢業於同志社大學
經濟系，並於北陸先端科學技術大學院大學知識科學系取得碩士學位。
猪原先生亦為ACCL, Qingdao AEON Dongtai Co., Ltd.、永旺（ 湖北）商業有限公司、
永旺華東（ 蘇州）商業有限公司、GDA、ASC、永旺數字科技有限公司及永旺夢樂城（ 中
國）投資有限公司之董事。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猪原先生並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 XV 部）之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
此外，本公司與猪原先生之間訂有委任書。彼須遵守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各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重選連任之規定。猪原先生擔任非執行董事期間並無向本公
司收取任何董事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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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重選退任董事之資料

獨立非執行董事
周志堂先生
周先生 (62歲）於2016年1月獲委任為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為執業會計師，現為丁
何關陳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合夥人。周先生於會計及審計方面擁有逾35年經驗。
彼為香港會計師公會及英格蘭及威爾斯特許會計師公會之資深會員。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周先生並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 XV 部）之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
此外，本公司與周先生之間訂有委任書。彼須遵守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各屆股
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重選連任之規定。周先生有權就2021年獲取董事酬金港幣190,000
元。周先生之酬金乃由董事會經參考本公司之表現及利潤情況，以及業內之酬金標準
及現時市況後釐定。
水野英人先生
水野先生 (49歲）於2018年8月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自2016年6月起為非營利組織
Mizuno Sports Promotional Foundation 的副主席。自2017年6月至2018年2月同時擔任 VF
Japan Corporation-Timberland 品 牌 的 批 發 總 監。2017年6月 之 前，水 野 先 生 為 美 津 濃 公
司（ 東京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執行董事。彼於美津濃公司工作超過10年的服務期間，
曾經負責全球品牌開發、新業務開發、國家級賬戶的銷售及為名古屋銷售分公司總監。
彼亦曾於2005年7月至2009年3月期間，為美國美津濃副總裁負責企業規劃。水野先生
持有日本金澤技術學院商業建築師碩士學位，美國迦太基學院化學學士學位及日本慶
應義塾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水野先生並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
貨條例第 XV 部）之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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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擬重選退任董事之資料

此外，本公司與水野先生之間訂有委任書。彼須遵守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各
屆股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重選連任之規定。水野先生有權就2021年獲取年度董事酬金
港幣180,000元。水野先生之酬金乃由董事會經參考本公司之表現及利潤情況，以及業
內之酬金標準及現時市況後釐定。
羅梓忻女士
羅女士 (54歲）於2022年1月獲委任為非執行董事。羅女士為羅兵咸永道有限公司
的前稅務合夥人，在香港和三藩市從事美國和中國稅務諮詢工作超過25年。羅女士在
中國和美國的稅收制度、監管和商業環境方面擁有豐富的知識和經驗。她還擅長企業
首次公開募股前結構諮詢和併購。羅女士畢業於密歇根大學，獲得經濟學和社會學雙
學位。羅女士還通過了美國 AICPA 考試。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羅女士並無於本公司及其相聯法團（ 定義見證券及期貨
條例第 XV 部）之股份中擁有任何權益。
此外，本公司與羅女士之間訂有委任書。彼須遵守組織章程細則於本公司各屆股
東週年大會上退任及重選連任之規定。羅女士有權就2022年獲取董事酬金港幣180,000
元（ 按其委任年內服務年期之比例計算）。羅女士之酬金乃由董事會經參考本公司之
表現及利潤情況，以及業內之酬金標準及現時市況後釐定。
一般資料
除上文披露者外，(i) 上述每位董事於過往三年並無於其證券在香港或海外任何
證券市場上市之其他公眾上市公司擔任任何董事職務；(ii) 上述每位董事於本公司或
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中並無擔任任何其他職務；(iii) 上述每位董事與本公司任何董事、
高級管理人員或主要或控股股東並無任何關係；及 (iv) 並無應根據上市規則第13.51(2)
條予以披露之資料，亦無其他有關上述董事之重選連任而須知會股東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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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退任董事於股份中權益之資料

(A) 於本公司股份之長倉
在個人權益
董事姓名

項下持有之

約佔權益之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

(B)

中川伊正

15,000

0.00577

菅原功

10,000

0.00385

翟錦源

10,000

0.00385

長島武德

2,000

0.00077

久永晉也

30,000

0.01154

羽生有希

20,000

0.00769

於本公司最終控股公司 AEON CO., LTD. 股份之長倉
在個人權益
董事姓名

項下持有之

約佔權益之

普通股數目

百分比

%
中川伊正（ 附註1）

2,400

0.00028

久永晉也（ 附註2）

2,030

0.00023

羽生有希（ 附註3）

10,360

0.00110

1,000

0.00011

福田真（ 附註4）
附註：
1.

誠如中川伊正先生所確認，其於 AEON Co., Ltd. 的股份為2,400股。

2.

誠如久永晉也先生所確認，其於 AEON Co., Ltd. 的股份為2,030股。

3.

誠如羽生有希女士所確認，其於 AEON Co., Ltd. 的股份為10,360股，其中包括8,460股股份及
1,900股可轉換為1,900股 AEON Co., Ltd 股份的購股權。

4.

誠如福田真先生所確認，其於 AEON Co., Ltd. 的股份為1,000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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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௨ୗⅭᨃಟゞⓗ᪂⤌⧊❶⛬⣽๎ⓗಟゞᶆ♧∧㸪୰㢷♧ᨃᑞ⌧᭷⤌⧊❶⛬⣽๎స
ฟⓗಟゞࠋṈᮏබྖ⤌⧊❶⛬⣽๎அ୰ᩥ㆞ᮏ㸪ዴ⯅ⱥᩥཎᮏព⩏᭷ฟධ㸪ᴫ௨ⱥᩥⅭ
‽ࠋ

AEON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㯠㖢(楁㷗)䘦屐㚱旸℔⎠)
(⫤௷௦: 984)
அ ⤌⧊❶⛬⥘ཬ⣽๎

୍ඵᖺ᭶୕᪥トᡂ❧

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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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No.
䶐嘇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157296

[」༳ᮏ]
COMPANIES ORDINANCE
(CHAPTER 32)
℔ ⎠ 㱽 ἳ 䫔!32 䪈
℔⎠㡅ἳ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ON CHANGE OF NAME
℔⎠㚜㓡⎵䧙
姣Ⅎ嫱㚠
***
I hereby certify that
㛔Ṣ嫡㬌嫱㖶

JUSCO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Ⲟ(楁㷗)䘦屐㚱旸℔⎠]
having by special resolution changed its name, is now incorporated under
䴻 忂 忶 䈡 ⇍ 㰢 嬘炻 ⮯ ℞ ⎵ 䧙 㚜 㓡炻娚 ℔ ⎠ 䘬 姣 Ⅎ ⎵
the name of

䧙䎦䁢

AEON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㯠㖢)楁㷗*䘦屐㚱旸℔⎠!
Issued by the undersigned on 11 July 2003.
㛔嫱㚠㕤Ḵ!00 ᶱ⸜ᶫ㚰⋩ᶨ㖍䯥䘤ˤ
(Sd.) R. CHEUNG
MISS R. CHEUNG
for Registrar of Companies
Hong Kong
楁㷗℔⎠姣Ⅎ嗽嗽攟
炷℔⎠姣Ⅎᷣả ⻝㻼⽫ ẋ埴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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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157296

[」༳ᮏ]
බྖ᭦ᨵྡ✃
トㆇ᭩
㟌 SCRIPTSHOW LIMITED ᕬ౫᧸බྖᲄトᡂⅭ ᭷㝈බྖ㸪
ト᪥ᮇⅭ୍ඵᖺ᭶୕᪥;
ཪヱබྖ⥂㏻㐣≉ูỴ㆟ཬ⋓බྖトᐁᢈᚋ㸪ᑘྡ✃᭦ᨵⅭ
JUSCO STORES (HONG KONG) CO.,LIMITED (ె㏿ඞ(㤶 )᭷㝈බྖ)㸪ㆰ᭦᪥
ᮇⅭ୍ඵᖺ ༑᭶༑᪥;
ཪヱබྖ⥂㏻㐣྄୍≉ูỴ㆟ཬ⋓බྖトᐁᢈᚋ 㸪ᕬᑘྡ✃
᭦ᨵⅭ JUSCOSTORES(HONGKONG)CO., LIMITED [ྜྷஅᓥ(㤶 )ⓒ㈌᭷㝈බྖ];
ᮏேⲐㆇ᫂ヱබྖ⌧Ⅽ୍᭷㝈බྖ㸪トྡ✃Ⅽ JUSCO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அᓥ(㤶 )ⓒ㈌᭷㝈බྖ]ࠋ

⡗⨫୍ඵᖺᅄ᭶୕᪥ࠋ

(ᕬ⡗⨫) J. Almeida
J. Almeida
㤶

ト⦻⨫⨫㛗㚏බྖトᐁ
(ト௵ Ḻ⨾㐩 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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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䶐嘇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157296

[」༳ᮏ]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㚜㓡⎵䧙
ON CHANGE OF NAME 姣Ⅎ嫱㚠
Whereas

SCRIPTSHOW LIMITED

was incorporated in

㞍

!⛐!楁!㷗!ὅ!㒂

Hong Kong as a limited company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on the
℔!!⎠!!㡅!!ἳ!!姣 Ⅎ ㆸ!!䁢!!㚱!!旸!!℔!!⎠!炻!℞!!姣!!Ⅎ! 㖍!!㛇!!䁢

Third
day of
September
а ҍ  ޛӄ ᒤ ҍ ᴸ й ᰕ ˗

, 1985;

And whereas by special resolution of the Company and with the approval of
⍰!娚!℔!⎠!!䴻!!忂!!忶!!䈡!!⇍!!㰢!!嬘!㟰!⍲!䌚!℔!⎠!姣!Ⅎ!⭀!㈡!!

the Registrar of Companies, it has changed its name;
Ⅾ!!⼴!炻!! ⮯ ℞!!⎵!!䧙!!㚜!!㓡!烊!
!

Now therefore hereby certify that the Company is a limited company incor㛔!Ṣ!!勚!!嫱!㖶!!娚!!℔!!⎠!!䎦!!䁢!!ᶨ!!㚱!!旸!!℔!!⎠!炻!℞!姣!Ⅎ!!
porated under the name of JUSCO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Ἓ 忇
⎵!!䧙!!䁢!

!)!楁!㷗!*!㚱!旸!℔!⎠!!!!!!!!!!!!!!!!!!!!!!!!!!!!!!!!!!!!!!!!!!!!!!!!!!!!!!!!!!!!

Given under my hand this Twenty-seventh day of December
䯥 会 㕤 ᶨ ḅ ℓ Ḽ ⸜ ⋩ Ḵ 㚰 Ḵ ⋩ ᶫ 㖍ˤ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Eightyfive .

(Sd.) J. Almeida
J. Almeida
p. Registrar General
(Registrar of Companies)
Hong Kong
楁㷗姣Ⅎ䷥会会攟㙐℔⎠姣Ⅎ⭀
炷℔⎠姣Ⅎᷣả 㫸伶忼 ẋ埴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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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䶐嘇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157296

[」༳ᮏ]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
℔⎠姣Ⅎ嫱㚠
I hereby certify that
㛔Ṣ勚嫱㖶
SCRIPTSHOW LIMITED
is this day incorporated in Hong Kong under the Companies Ordinance, and
㕤!!㛔!!㖍!!⛐!!楁!!㷗!!ὅ!!㒂!!℔!!⎠!!㡅!!ἳ!!姣!!Ⅎ!!ㆸ!!䁢
that this company is limited.

㚱 旸 ℔ ⎠ ˤ
Given under my hand this Third day of September
䯥 会 㕤 ᶨ ḅ ℓ Ḽ ⸜ ҍ ᴸ й ᰕ Ǆ
One Thousand Nine Hundred and Eighty-five.

(Sd.) J. Almeida
J. Almeida
p. Registrar General
(Registrar of Companies)
Hong Kong
楁㷗姣Ⅎ䷥会会攟㙐℔⎠姣Ⅎ⭀
炷℔⎠姣Ⅎᷣả 㫸伶忼 ẋ埴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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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බྖᲄ(➨ 62232 ❶)
බ╓⫤௷᭷㝈බྖ

⤌⧊❶⛬⥘
( 2003 ᖺ 7 ᭶ 11 ᪥᭦ᨵྡ✃)
OF
AEON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㯠 㖢 (楁 㷗 )䘦 屐 㚱 旸 ℔ ⎠ )
( 2003 ᖺ 7 ᭶ 11 ᪥᭦ᨵྡ✃)

๓ゝ

I.

ᮏබྖஅྡ✃ⅭࠕAEON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㯠 㖢 (楁㷗 ) 䘦 屐 㚱 旸 ℔
⎠ )ࠖ( 2003 ᖺ 7 ᭶ 11 ᪥᭦ᨵྡ✃)ࠋ

II.

⫤ᮾஅ㈐௵ᒞ᭷㝈ࠋ

III.

⫤ᮾ㈐௵ഹ㝈ᡤᣢ⫤௷அᮍ⧟㔠㢠(ዴ᭷)ࠋ

IV.

ᮏබྖ(❶⛬⣽๎⠊ᮏ)බ࿌(㤶
ᮏබྖࠋ

ἲ➨ 622H ❶)㝃⾲୍ᡤ㍕ⓗ❶⛬⣽๎⠊ᮏ୪㐺⏝

୍
: ᮏබྖஅྡ✃ⅭࠕAEON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Ọ ᪲ (㤶
㝈 බ ྖ )ࠖ( 2003 ᖺ 7 ᭶ 11 ᪥᭦ᨵྡ✃)ࠋ

)ⓒ㈌᭷

ᮏබྖஅト㎨ᑘタ㤶 ≉ู⾜ᨻ༐ࠋ
୕

:

ᮏබྖஅᡂ❧᐀᪨Ⅽ:

(1) సⅭጤクேࠊ௦⌮ேᡈ௨௵ఱ㌟௷㐍ཱྀࠊฟཱྀࠊ㉎㈙ࠊฟ၎ࠊࠊ௨≀┦᫆ࠊศ㖽ࠊ

㈙㈽ࠊゞ⣙ᡈ௨᪉ᘧ᫆ᡈ⏝〇ഛࠊ〇ᡂࠊ༙〇ᡂᡈᮍ⥂ຍᕤ≪ែஅྛ㢮ูᡈ
✀㢮அ㈌≀ࠊᮦᩱࠊၟရࠊ㗠≀ཬ㈌ရ㸪௨ཬ〇㐀ࠊᘓ㐀ࠊ⿶㓄ࠊタィࠊඃࠊ㛤ⓐࠊᨵ
ㆰࠊ㎈ࠊᨵ⿶ࠊಟ⌮ࠊ⌮ࠊⅭ㖽၎⪋〇ഛࠊຍᕤᡈ௨᪉ᘧ⏕㗠ᮦᩱࠊ⇞ᩱࠊᏥ
ရࠊ≀㉁ཬྛ✀ᕤᴗࠊၟᴗཬᾘ㈝㗠ရ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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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2)

௨௵ఱ᪉ᘧ୪ᣨ↷௵ఱᲄḰ㉎㈙ᡈ௨᪉ᘧᨲ㉎ཬᣢ᭷㸪௨ཬໟ㖽ࠊ⥂㖽ࠊ㈙㈽ཬ
᫆⫤௷ࠊ⫤⚊ࠊമḒㆇࠊമḒ⫤ㆇࠊᖺ㔠ࠊമๆࠊ⚊᧸ࠊᣨ㈚Ḱࠊമົཬㆇๆ௨ཬእ༂ࠊ
እ ᖯᏑḰཬၟရ㸪ཬ᭦ᨵୖ㏙௵ఱ୍㡯㸪୪⾜ཬᇳ⾜ᮏබྖᅾ୰அḒ┈ᡤ㝃ᖔஅ୍ษ
ḒཬḒຊ㸪௨ཬసⅭᢞ㈨ಙク⥂⇯ᴗົ㸪ཬᣨ↷ᮏබྖㄆⅭ㐺␜அ᪉ᘧᢞ㈨ᡈ⌮ᮏබ
ྖᴗົ୪༶㟂せஅ㈨㔠ࠋ

(3) ᥦ౪௦⌮ࠊᴗࠊ㎨බᐊࠊᴗົཬ⟶⌮㢳ၥ᭹ົ㸪୪ᑵ⟶⌮ࠊ⾜ᨻࠊ〇㐀ࠊ⇯㖽ࠊ㖽၎ࠊ

ศ㖽ࠊ㈈ົࠊᡂᮏィ⟬ࠊタィࠊ◊✲ࠊ㈨㜝ಀཬ௵ఱ᪉㠃సⅭ௵ఱேኈࠊၟࠊබ
ྖᡈ௵ఱၟᴗࠊᨻᗓᡈᴗົᶵᵓஅㅎュ㢳ၥࠊศᯒᖌཬ㢳ၥ㸪௨ཬసⅭᥦྡேࠊಖ⟶
ேࠊⴷࠊ⛎᭩ࠊⓏグဨࠊグ㉂ဨࠊ⥂⌮ࠊ⥂⣖ࠊ௦⌮ேᡈཷクே㸪ཬ⟶⌮ᕬᨾேኈஅ㑇
㗠௨ཬ᰿᧸ዎ⣙ᡈᩥ᧸ᲄḰᡈタ❧᭷㜝ಙクஅἲᢎ᧴ཬᇳ⾜௵ఱಙクࠋ
(4) ㉎㈙ࠊ⛒㈤ᡈࠊ⛒⏝ᡈ௨᪉ᘧᨲ㉎ཬᣢ᭷ࠊ᧦᭷ࠊᤵチࠊ⥔ㆤࠊ⇯㎨ࠊ㛤᥇ࠊ⪔

✀ࠊ⪔సࠊ⏝ࠊ㛤ⓐࠊᨵၿࠊฟ၎ࠊฟ⛒ࠊᅇࠊࠊ⛒⏝ࠊ㐠㏦ᡈ௨᪉ᘧ⥂⇯
௵ఱᆅ᪉அᅵᆅཬᶂᏱࠊ♛ᒣࠊኳ↛㈨※ཬ♛㗠ࠊᮌᮦཬᘬỈḒ㸪ཬᅾ௵ఱᅵᆅࠊ㠀ᅵᆅ
ᡈΰྜ㈈㗠ཬ௵ఱᑙࠊḒࠊチྍᡈ≉Ḓஅ௵ఱḒ┈ࠊᴗḒᡈḒ㸪௨ཬᨲྲྀࠊ⟶⌮ࠊ
ᢞ㈨ࠊᢞ㈨ࠊㄪ ᩚཬ௨௵ఱ᪉ᘧ⨨⏤Ṉ㗠⏕அᨲධࠊ₶ཬᜥࠋ
(5) ᨵၿࠊ⟶⌮ࠊ㛤ⓐࠊฟ၎ࠊฟ⛒ࠊࠊᢲࠊ⨨ࠊ⏝ࠊᢞ㈨ࠊᢞ㈨ࠊᨲᮏබྖ

அ㒊ᡈ௵ఱ㒊ศ㈈㗠ࠊḒࠊᴗົ⥂⇯ᡈ㈨㗠(⌧ᅾཬᮍ)㸪ໟᣓᮍദ⧟⫤ᮏཬᮏ
බྖ௵ఱḒࠊḒ┈ཬ≉Ḓ㸪ཬᑵୖ㏙ྛ㡯ᤵฟチྍḒࠊᆅᙺḒࠊ㑅᧪ḒࠊᙺḒཬḒ
ᡈ௨᪉ᘧ⨨ୖ㏙ྛ㡯㸪௨ཬᑵ௵ఱ᭷㜝ฟ၎ᡈ௵ఱ⨨㸪᥋⣡ᮏබྖㄆⅭ㐺
␜அ௦ൠ㸪ໟᣓణ㝈௵ఱබྖஅ⫤௷ࠊമḒㆇᡈㆇๆࠋ
(6) ㉎㈙ᡈ௨᪉ᘧᨲ㉎ཬᢎ᧴௵ఱேኈࠊၟᡈබྖ(ㄽྰ᧦᭷⯅ᮏබྖ᐀᪨㢮 ఝஅ

᐀᪨㸪ཬㄽྰ᧦᭷㐺ྜᮏබྖ┠ⓗஅ㈈㗠)அ㒊ᡈ௵ఱ㒊ศᴗົࠊၟㆨࠊ㈨㗠ཬ㈇
മ㸪ᡈྜኰၟࠊྜ⇯ᴗࠊ┈⫃┕ࠊ㈠᫆༠㆟ࠊᏳ୰ྲྀᚓḒ┈ࠊేධᡈ
ゞ❧ୖ㏙ྛ 㡯㸪ᡈゞ❧Ᏻ௨⯅௵ఱ᭷㜝ேኈࠊၟᡈබྖศா₶ᡈྜసᡈ┦༠ຓ㸪
ᡈ⿵㈞ᡈ௨᪉ ᘧ༠ຓ௵ఱ᭷㜝ேኈࠊၟᡈබྖ㸪௨ཬ㈨ຓࠊ⾲Ỵ㉙ᡂࠊトࠊⓐ㉳ࠊ
ಖ⸀ࠊᡂ❧ࠊ⤌ᡂࠊᙧ ᡂࠊཨ⯅ࠊ⤌⧊ࠊ⟶⌮ࠊ┘╩ཬ᥍ไ௵ఱ┠ⓗஅἲᅰࠊබྖࠊ㞟ᅰࠊ
ᇶ㔠ࠊಙクࠊᴗᡈᶵᵓ㸪 ௨ཬㄆ㉎ᡈ௨᪉ᘧᨲ㉎ཬᣢ᭷ୖ㏙ྛ㡯அ⫤௷ࠊമḒㆇᡈ
ㆇๆࠋ
(7) ᨲ㉎ࠊฟ၎ࠊ᧦᭷ࠊ⛒㈤ࠊฟ⛒ࠊ┘⟶ࠊ⟶⌮ࠊ᥍ไࠊ⇯㐠ࠊᘓ㐀ࠊ⥔ಟࠊᨵ⿶ࠊ⿶ഛࠊ

⿶ಟࠊ㓄ഛࠊ⿶㣭ࠊᨵၿᡈ௨᪉ᘧᢎ᧴ཬ⥂⇯ྛ㢮ᕤ⛬ཬᘓ⠏ᕤ⛬ࠊᶂᏱࠊ㡯┠ࠊ㎨
බᐊཬᵓ⠏≀㸪ཬᅾᡤ᭷㡿ᇦసⅭㅎュᕤ⛬ᖌ⥂⇯ᴗົ㸪ໟᣓణ㝈ᅵᮌࠊᶵᲔࠊᏥࠊ
⤖ᵓࠊᾏὒࠊ᥇♛ࠊᕤᴗࠊ⯟✵ࠊ㟁Ꮚཬ㟁Ềᕤ⛬㸪௨ཬᥦ౪ᘓ⠏ࠊタィཬ(ᅾ↓ᦆୖᩥ
➨(3)㡯அἣୗ)ྛ✀ㅎュ᭹ົࠋ
(8) ㉎㈙ᡈ௨᪉ᘧᨲ㉎ࠊྲྀࠊໟ⛒ࠊ⛒⏝ࠊ⯆ᘓࠊᘓ㐀ࠊ᧦᭷ࠊ⇯㎨ࠊ⟶⌮ࠊ᧯స ཬ௨

᪉ᘧ㈙㈽௵ఱ⯪ࠊᑠ⯪ࠊ㥍⯪ᡈỈୖ⯪⯧ࠊ ཱྀ⯪㞘ࠊỀ⌫ࠊ㣕ᶵࠊ┤༖ᶵࠊ
⩧ᶵᡈ㣕⾜ჾࠊᐈ㌴ࠊ㈌㌴ࠊ㐠㍺㌴㍢(↓ㄽ⏝ఱ✀ືຊ)ᡈ㌴㍢ᡈ␜୰௵ఱ
⫤௷ᡈḒ┈㸪௨ཬᘓ❧ࠊ⥔ᣢཬ⥂⇯ᾏ㐠ࠊ✵㐠ࠊ㚐㝣Ỉ㊰ཬ㝣㊰㐠㍺ᴗ(බ⇯ཬ⚾⇯)
ᡤ᭷㓄ዓ᭹ົࠋ

– 26 –

附錄四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9) ᚘᢎ㐠ேཬ⯪ࠊᑠ⯪㞘ᘓ㐀ၟࠊ⯪⯧ᢎ⛒ேࠊ⯪ົཬᢎ㐠௦⌮ࠊ⯪⯧⟶⌮ேࠊ☞㢌

⟶⌮ேࠊ㥍⯪ኵࠊ☞㢌ᕤேࠊໟ⿶ᕤேࠊ㈓⸝≀㈨ேࠊ⁺Ẹཬᣈ⥙⁺Ẹஅ㒊ᡈ௵ఱᴗົࠋ
(10) Ⅽ௵ఱேኈᡈ⥂ィどⅭྍ⬟┤᥋ᡈ㛫᥋ᥦ༖ᮏබྖ┈⪋ᘓ㐀ࠊ⩻᪂ࠊ⥔ㆤࠊ㛤ⓐࠊ⇯

㎨ࠊ⟶⌮ࠊ⥂⇯ᡈ᥍ไ௵ఱᶂᏱࠊᕤ⛬ࠊᘂᡣࠊᕤᘂࠊබ㊰ࠊ㐨㊰ࠊ㟁㌴㌶㐨ࠊ㚩㊰ࠊഃ
㌶ᡈ ᒴ㌶ࠊᶫᱱࠊỈᗜࠊỈ㐨ࠊ☞㢌ࠊᗜࠊ㟁ຊᕤ⛬ࠊၟᗑࠊᗑ⯑ཬᕤ⛬ཬ౽タ
;ཬ㈨ຓࠊ ⿵㈞ᡈ௨᪉ᘧ༠ຓᡈཨ⯅᭷㜝ᘓ㐀ࠊ⩻᪂ࠊ⥔ㆤࠊ㛤ⓐࠊ⇯㎨ࠊ⟶⌮ࠊ
⥂⇯ᡈ᥍ไࠋ
(11) ⏦ㄳࠊトࠊ㉎㈙ᡈ௨᪉ᘧྲྀᚓཬಖㆤࠊᘏ㛗ཬᘏ⧰(ㄽᅾ㤶

≉ู⾜ᨻ༐ᡈ
ᆅ᪉)௵ఱᑙࠊᑙḒࠊⓐ᫂ᑙḒࠊチྍㆇࠊ⛎᪉ࠊ㓄᪉ࠊၟᶆࠊタィࠊ∧Ḓࠊಖ㞀ࠊ
≉チḒཬ㢮ఝḒ㸪௨ཬྛ✀ᙧᘧஅ▱㆑ᡈᕤᴗ㗠Ḓ㸪ཬㄽ┳⬟ྰⅭᮏබྖ௵
ఱ᐀᪨ᡤ⏝㸪ㄽᤵண⏝ཬ༺Რࠊᨵㆰࠊಟᨵࠊ㛤ⓐࠊ⏝ཬ⏝அᑙᒞᡈ㠀
ᑙᒞᡈ᭷㝈Ḓ 㸪௨ཬᑵ᰿᧸チྍㆇᡈ≉Ḓ〇㐀ᡈᤵணチྍㆇᡈ≉Ḓ㸪ཬᑵᮏබྖྍ⬟⋓
ྲྀᡈᘓ㆟⋓ྲྀஅ௵ఱᑙࠊⓐ᫂ᡈḒᡤ㐍⾜அᐿ㦩ࠊ ヨཬᨵⰋ⪖⏝Ḱ㡯ࠋ

(12) ᚘ༳ๅၟࠊฟ∧ၟࠊタィᖌࠊ⧙ᅯဨࠊグ⪅ࠊබ㜝ཬసᐙ⥂⌮ேࠊ᪑㐟௦⌮ၟཬ᪑ ⾜♫ࠊ

ᘅ࿌ၟཬ⇯㖽ၟࠊᘅ࿌ཬ⇯㖽௦⌮ᢎໟၟ(ㄽⅭᮏබྖᡈ௵ఱேኈஅ㗠ရ)ࠊಶே
ཬ᥎ᘅ௦⾲ࠊ⸤⾡ᐙࠊ㞩้ᐙࠊᐊ㚐⿶㣭ᖌࠊᥨᅯ␓ᐙࠊᨡᙳᖌࠊ㟁ᙳ〇సேࠊ〇∦ேཬ
ⓐ⾜ၟࠊබඹ㜝ಀ௦⌮ཬ㝞ิᑙᐙஅ㒊ᡈ௵ఱᴗົ㸪௨ཬᚘୖ㏙ᴗົ᥇⣡ᑵ᥎ᘅ
ཬᐉബᴗົ 㗠ရ(ㄽⅭᮏබྖᡈ௵ఱேኈ)⪋ゝどⅭ㐺ᐅஅ᪉ἲࠋ
(13) ᅾᡤ᭷ಖ㞋㢮ูసⅭಖ㞋⥂⣖ཬ௦⌮ᢎಖ௦⌮㸪௨ཬసⅭಖ㞋㢳ၥཬㅎュ㢳ၥࠊ㏥ఇ㔠

ཬᢞ㈨㢳ၥࠊ㢳ၥホఒဨࠊᾏᦆ⌮⟬ᖌཬᢲ㈚Ḱ⥂⣖ே⥂⇯ᴗົ㸪௨ཬᡤ᭷ศබྖ⥂
⇯ ಖ㞋ཬ᧴ಖබྖஅᴗົ(ణⅆ⅏ࠊேኖཬᾏಖ㞋ᴗົ㝖እ)ࠋ
(14) ᑵྍ⬟ᙳ㡪ᮏබྖᡈ௵ఱබྖࠊၟᡈேኈஅ௵ఱᡈᡤ᭷ྍᢞಖ㢼㞋ᢞಖ㸪ཬᑵ ௵ఱ

ேኈஅᛶ㉎㈙ಖ㞋(ཬᨭ᭷㜝ಖ㈝)㸪௨ཬ㉎㈙ಖ㞋ཬྥಖ㞋㸪ణᚓᅉ⪋ᚘᒞ
ⅆ⅏ࠊேኖᡈᾏಖ㞋ᴗົஅᴗົࠋ
(15) ᚘ㓇ᗑ⇯㎨ၟཬ㣗⫔ᮾࠊၲᐊࠊ㓇ྱࠊಢᵹ㒊ཬᛌ㣶⇯㐠ၟஅ㒊ᡈ௵ఱᴗົ㸪 ௨

ཬసⅭୖ㏙ྛ㡯ཬྛ㢮㧓⫱ࠊ➇㉏ཬఇ㛪άືஅ⥂⇯⪅ࠊ㉙ຓၟཬ⟶⌮ேࠋ
(16) సⅭᢿ㈽ேࠊఒൠᖌࠊఒ‣ᖌࠊ

㔞ᖌཬᆅ㗠୰ே⥂⇯ᴗົࠋ

(17) సⅭ㎰Ẹࠊᨺ∾ேࠊ␆∾ᴗ⥂㖽ၟཬ㣫㣴ဨࠊᅬ⸤ᖌཬ⳯㎰⥂⇯ᴗົࠋ
(18) ᡂ❧ཬ⥂⇯ᡈᨭᣢᡈ⥔ᣢᡈ᧕ḰᡈᤑḰணᩍ⫱ࠊᩍᏥᡈ◊✲ᶵᵓ㸪௨ཬᥦ౪Ḱ㡯௨⯇㎨ㅮ

ᗙࠊ⊼Ꮵ㔠ࠊ⊼㡯ࠊᒎもࠊㄢᇽཬ᭳㆟㸪௨ᐉബ᥎ᘅᩍ⫱ᡈᘅἷബ▱㆑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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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ఱேኈࠊၟᡈබྖฟཬቈḰ㡯୪ᤵணཬᥦ౪ಙ㈚ࠊ㈈ົᡈ౽㸪௨ཬㄽ

ᮏබྖ᭷ྰᨲྲྀ௵ఱ௦ൠᡈዲ㸪ᡈㄽ௨ಶேዎㅙ᪉ᘧ㸪ᡈ௨ᣨᡈᢲᮏබྖ㒊
ᡈ㒊ศᴗົࠊ㈈㗠ࠊ㈨㗠ཬḒ(⌧ᅾཬᮍ)௨ཬᮍദ⧟⫤ᮏஅ᪉ᘧ㸪ᡈ௨ୖ㏙௵ఱᡈ
㒊᪉ᘧ㸪 ᡈ௨௵ఱ᪉ᘧ㸪ᑵ௵ఱேኈࠊၟᡈබྖ(↓ㄽ␜ྰⅭබྖᲄ(➨ 32 ❶)
➨ 2 ᲄᡤ⏺ᐃஅᮏබྖᡈᮏබྖ᥍⫤බྖᡈ⯅ᮏබྖᴗົ᭷㜝⫃அබྖஅ᥍⫤බྖᡈ
㝃ᒞබྖ)அ㈇മཬᒚ⾜ྜ⣙ᡈ᭷㜝௵ఱḰ㡯அ㈐௵ཬḰ(ໟᣓణ㝈㈨ᮏࠊᮏ㔠ࠊ⁄
ൠࠊᜥࠊ⫤ᜥࠊᡂᮏཬ㛤ᨭᡈ௵ఱ⫤⚊ࠊ⫤௷ᡈㆇๆ)ಖㆇࠊᥦ౪ಖㆇᡈᙗൾಖㆇᡈ௨
᪉ᘧᨭᣢᡈ᧴ಖ㸪௨ཬసⅭ௦⌮௦㎨クᨲࠊᨲḰᡈḰ㸪ཬゞ❧௵ఱᙗൾᡈ᧴ಖྜ⣙
(ణⅆ⅏ࠊேኖཬᾏಖ㞋ᴗົ㝖እ)ࠋ
(20) 㛤ฟࠊసฟࠊ᥋⣡ࠊ⫼᭩ࠊ㆟ࠊᢡ⌧ࠊ⡗❧ࠊⓐฟࠊ㉎㈙ᡈ௨᪉ᘧ⋓ᚓࠊࠊ

ᅇࠊ㎈ࠊቈࠊᣢ᭷ࠊᢲࠊฟ၎ᡈ௨᪉ᘧ⥂㎨༂⚊ࠊᨭ⚊ࠊᢎඟ⚊᧸ཬྍ㎈
ㆸ⚊᧸௨ཬᥦႝࠊ⫤ᜥႝཬ⯅㈌≀᭷㜝அᩥ᧸ࠋ
(21) ྥᡈⅭ௵ఱேኈᤵணࠊ⤥ணࠊ㡺ᤵᡈᏳ㏥ఇ㔠ࠊᖺ㔠ࠊ㓘㔠ࠊὠ㈞ࠊ㣴⪁㔠ཬ Ḱ㡯

ཬ⚟௨ཬ௵ఱᛶ㉁அឿၿຓ㸪ཬᡂ❧ࠊᘓ❧ࠊᨭᣢ(ᡈ༠ຓᡂ❧ࠊᘓ❧ࠊᨭᣢᡈ⥔ᣢ)
㣴⪁㔠ཬᇶ㔠ᡈィ(↓ㄽ౪Ḱᡈච౪Ḱ)ᡈಙクᡈᅰ㧓ࠊᶵᵓᡈ౽タ㸪ཬ
ᑞྍ⬟ཬ௵ఱேኈᡈ᭷ᮏබྖᡈᡂဨࠊ൚ဨᡈⴷᡈ๓൚ဨᡈⴷ(↓ㄽᮏබ
ྖᡈ๓㌟ ᴗົ)ᡈ௵ఱヱ➼ேኈஅཷ㣴ேᡈ᭷ぶᒞ㜝ಀேኈஅಖ㞋ᡈᏳ౪Ḱ㸪௨
ཬᑵྍ⬟┤᥋ᡈ㛫 ᥋ቔ㐍ᮏබྖᡈᡂဨஅ┈அ௵ఱ┠ⓗ㸪ᡈ௵ఱᒎもࠊᅧᛶࠊឿၿࠊ
ோឡࠊᩍ⫱ࠊ♫᭳ࠊබ ╓ࠊ୍⯡ᡈලᩀ┈அ᐀᪨ᤑḰࠊಖㆇᦆḰᡈḰ㸪௨ཬᑵୖ㏙ᡈ⯅
ᮏබྖ௵ఱ᐀᪨㸪⏦ㄳࠊ ᥋ཷࠊᨲ㞟ཬ᥋ᨲ⮬ಶேࠊᅰ㧓ࠊබྖࠊἲᅰࠊᶵᵓᡈᨻ
ᗓᶵᵓ(᭱㧗ࠊᕷࠊᆅ᪉ᡈ⣭ู) அᤑḰࠊᦆ㉗ࠊ⿵ຓ㔠ࠊᤑຓࠊᨭᣢཬຓࠋ
(22) ᚘ௵ఱ㈠᫆ᴗົᡈάືཬཨ⯅ྛ㢮㈈ົ᫆ཬᴗົ㸪௨ཬ㐍⾜ᮏබྖㄆⅭྍ᫆ᚘ

ᡈ⯅ᮏᩥᡤ㍕௵ఱ᐀᪨᭷㜝㸪ᡈ⥂ィ⟬ྍ┤᥋ᡈ㛫᥋ᥦ༖ᮏබྖ௵ఱ㈈㗠Ḓᡈ㈨
㗠அൠ‣ᡈᥦ౪᭦㧗₶㸪ᡈᥦ༖ᮏබྖᡈᡂဨஅ┈அ௵ఱ⾜ືᡈᐅࠋ
(23) ௨ᮏබྖㄆ∔㐺␜அ᪉ᘧධᡈ⡟㞟ᡈྲྀᚓḰ㡯㸪ཬ௨௵ఱ᪉ᘧⅭୖ㏙Ḱ㡯ᡈൾ㑏ᡈᒚ⾜

ᮏබྖᕬ㗠⏕ᡈᑘゞ❧அ௵ఱമົࠊ㈇മࠊྜ⣙ࠊಖㆇᡈ༠ᐃᥦ౪᧴ಖ㸪≉ู㏱㐣
ⓐ⾜(↓ㄽᣨ㠃‣ᡈ⁄ൠᡈᢡㆸཬᣨᮏබྖྍ⬟ㄆⅭ㐺␜அ௦ൠ)മๆࠊമḒㆇࠊമḒ⫤ㆇ
(グྡᡈグྡ)ࠊᣨᡈᢲ(Ọஂᡈ㠀Ọஂ)㸪ཬ(ೂᮏබྖㄆⅭ㐺␜)ᢲ㒊ᡈ௵ఱᮏබ
ྖ㈈㗠(⌧ᅾཬᮍ)ཬᴗົ㸪ໟᣓᮍദ⧟⫤ᮏ(ཬ⧤⪋(ೂᮏබྖㄆⅭ㐺␜)㎈Ⅽᮏබྖ
௵ఱ⫤㢠ᡈ⫤௷)㸪ཬ௨㝃ᒞ᪉ᘧᡈ㐍୍ṉ㏱㐣ಙクዎ᧸ᡈಖㆇⅭᮏබྖ௵ఱ㈐௵ᥦ
౪᧴ಖ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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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ᑵᮏබྖᴗົ㐍⾜ᡈ⥂⇯㐣⛬୰㸪ᡈໟ㖽ࠊ㓄၎ࠊฟ၎ᡈಖㆇㄆ㉎ᡈ௨᪉ᘧ༠ຓ

ⓐ⾜ᮏබྖᡈ௵ఱබྖ(⏤ᮏබྖ⤌ᡂᡈⓐ㉳㸪ᡈᮏබྖ␜୰᧦᭷Ḓ┈⪅)அ௵ఱㆇ
ๆ㸪ᡈᡈᅉトᡂ❧ࠊ⤌ᡂᡈⓐ㉳ᮏබྖᡈୖ㏙௵ఱබྖ㸪ᕬᥦ౪ᡈᑘᥦ౪அ᭹
ົྥ௵ఱேኈࠊၟᡈබྖᨭ௵ఱ㓘㔠ࠊఽ㔠ᡈሗ㓘(௨⌧㔠ᡈㆇๆᡈⴷྍ⬟ㄆ
Ⅽ㐺␜அ௵ఱ᪉ᘧ)㸪௨ཬᨭ௵ఱேኈࠊၟᡈබྖᅉᥦ౪ୖ㏙᭹ົ⪋㗠⏕அ୍ษ
㛤ᨭࠋ
(25) ಁᮏබྖᅾ௵ఱᆅ༐⋓ᚓトᡈㄆྍ㸪ཬᡂ❧ศබྖ୪ጤ௵௦⌮ࠊᑙᐙཬᤵḒ௦⾲㸪௦

⾲ᮏබྖ㐍⾜௵ఱཬ୍ษୖ㏙㡯ཬᐅ㸪ᡈ௨௵ఱ᪉ᘧᑵᮏබྖୡ⏺௵ఱᆅ᪉ឤ
⯆㊃ᡈ㜝ὀஅ௵ఱ㡯ᡈᐅ᧴௵௦⌮ࠋ
(26) Ṇ⥂⇯ཬ⤖᮰ᮏබྖ௵ఱᴗົᡈάື㸪୪ᅾ௵ఱᆅ༐᧔㖽ᮏබྖஅ௵ఱトཬᑘᮏබྖ

Ύ┙୪ಁᮏබྖゎᩓࠋ
(27) ௨ᐿ≀᪉ᘧྥᮏබྖஅമḒேཬᡂဨศὴᮏබྖᴗົࠊ㈈㗠ཬ㈨㗠அ௵ఱ㒊ศ㸪ᝳᅾᮍ⋓

ἲ␜つᐃஅᢈ(ዴ᭷)அἣୗ㸪ᚓ㐍⾜᭳ᑟ⮴๐ῶ⫤ᮏஅศὴࠋ
(28) ⏦ㄳࠊಁᡂཬ⋓ᚓ௵ఱᨻᗓࠊᨻᗓ㒊㛛ᡈᶵᵓ(᭱㧗ࠊᕷࠊᆅ᪉ᡈ⣭ู)ᡈ ᶵᵓࠊ

ἲᅰࠊබྖᡈேኈஅ௵ఱἲࠊᲄࠊᡂᩥἲ๎ࠊุ௧ࠊ௧ࠊ⫆᫂ࠊᩥ࿌ࠊḒຊࠊチྍࠊ
᠇❶ࠊḒࠊ≉Ḓࠊᑙᡈ≉チ㸪ᡈ⮬௵ఱᨻᗓࠊᨻᗓ㒊㛛ᡈᶵᵓ(᭱㧗ࠊᕷࠊᆅ᪉ᡈ
⣭ู)ᡈᶵᵓࠊἲᅰࠊබྖᡈேኈ⏦ㄳࠊಁᡂཬ⋓ᚓୖ㏙ྛ㡯㸪ᡈ⯅௵ఱᨻᗓࠊᨻ
ᗓ㒊㛛ᡈᶵᵓ(᭱㧗ࠊᕷࠊᆅ᪉ᡈ⣭ู)ᡈᶵᵓࠊἲᅰࠊබྖᡈேኈᑵ௵ఱ┠ⓗゞ
❧௵ఱၟᴗᡈᏳ㸪௨ཬ㐍⾜ࠊ⾜ཬ㑂Ᏺୖ㏙ྛ㡯㸪ཬసฟࠊᇳ⾜ࠊゞ❧ࠊ㛤ጞࠊ
㐍⾜ࠊ㉳ッࠊ㎭ㆤᡈᑞᡤ᭷ṉ㦮ࠊྜ⣙ࠊ༠㆟ࠊ☩ၟࠊ᠕⏝ࠊἲᚊཬッゴࠊጇ༠ࠊ
ἲࠊᏳཬィ㸪௨ཬ௵ఱ㛫ᑵᮏබྖᡈᡂဨஅዲཬಖ㞀㐍⾜┳᭷ᡈྜᐅ
அ୍ษ⾜ືࠊ㡯ཬᐅ;ཬᨭࠊ༠ຓ ཬಁୖ㏙௵ఱ୍㡯⏕ᩀ;ཬศ㓄ᮏබྖ௵ఱ
⫤௷ࠊമḒㆇᡈㆇๆཬ㈨㗠௨ᨭᅉṈ⪋㗠⏕ அᚲせᡂᮏࠊᨲ㈝ཬ㛤ᨭࠋ
(29) సⅭጤクேࠊ௦⌮ேࠊᢎໟၟࠊཷクேᡈ㌟௷㸪ཬႝ⋊ᡈ⯅ேኈඹྠ୪ᬑ㐢ᣨ↷

ᮏබྖㄆⅭ㐺␜அᲄḰཬ᪉ᘧཬ௦ൠཬ᧴ಖ(ዴ᭷)(ໟᣓⓐ⾜ཬ㓄ⓐᮏබྖㆇๆ㸪௨ᑵᮏ බ
ྖᨲ㉎அ௵ఱ㈈㗠ᡈᕬᥦ౪ணᮏබྖஅ௵ఱ᭹ົᨭᡈ㒊ศᨭḰ㡯㸪ᡈసⅭ㈐௵ᡈḰ㡯
(༶㔠㢠పヱ➼ㆇๆஅ㠃‣)அ᧴ಖ㸪ᡈᑵ௵ఱ┠ⓗ)㸪ୡ⏺௵ఱᆅ᪉ᐿ⌧ཬ㐍⾜
㒊ཬ௵ఱୖ㏙᐀᪨ࠊ㡯ᡈᐅ㸪௨ཬ㐍⾜㐩ᡂୖ㏙᐀᪨ᡈ௵ఱ୍㡯ᡈᮏබྖ௵ఱḒ
ᡤ㝃ᖔᡈ᭷அ୍ษ⾜ືᡈᐅ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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ᮏᲄྛศᲄᡤ㍕᐀᪨ᅾヮ㔚ᚓཷ฿㝈ไ㸪୪㡲⤥ண᭱ᘅ⩏அヮ㔚㸪⪋᭷㜝᐀᪨ᚓ(➨ (29)
ศᲄཬᩥ⩏⾲྄᫂᭷ᡤᣦ㝖እ)ᅉྛศᲄᡤ㍕௵ఱ୍㡯ᡈከ㡯᐀᪨அᥦ㏙ᡈᙳ㡪㸪ᡈ௵ఱ
ศᲄஅᲄḰᡈᮏබྖྡ✃㸪⪋ཷ฿௵ఱ᪉ᘧஅ㝈ไᡈ⣙᮰ࠋ㝖➨(29)ศᲄእ㸪ᴫ↓ヱ➼ศ
ᲄᡈ␜୰ᣦ᫂அ୍㡯ᡈከ㡯᐀᪨ᡈᅉṈ㈿ணஅḒຊ㸪㡲どⅭ㝃ᒞᡈ㞉㝃௵ఱศᲄᡤ㏙அ
᐀᪨ᡈḒຊ㸪ణᮏබྖල᭷⾜ୖ㏙ྛศᲄᡤ㈿ணཬᥦ౪அ㒊ᡈ௵ఱ᐀᪨அ㒊Ḓຊ㸪⊰ዴ
ྛศᲄ㍕㏙⋊❧බྖஅ᐀᪨㸪ణᚓᙳ㡪௵ఱᲄᡈἲஅ௵ఱつᐃ(᭷㜝ᮏබྖᑜồ⾜
ヱ➼᐀᪨ྍ⬟ᡂⅭ┠ᶆஅ᐀᪨⪅)ࠋ
ᅄ

:

ᡂဨஅ㈐௵᭷㝈ⓗࠋ

*

:

ᮏබྖஅ⫤ᮏⅭ 70,000,000

ඖ㸪ศⅭ 350,000,000 ⫤ẗ⫤㠃‣ 0.20

ඖஅᬑ㏻

⫤㸪ᮏබྖ᭷Ḓቔຍᡈῶᑡୖ㏙⫤ᮏཬⓐ⾜௵ఱ㒊ศ⫤ᮏ(ཎ᭷ᡈ᪂ቔ⪅)㸪ྍ㈿ணᡈ㈿ண
ඃඛḒᡈ≉Ḓᡈ≉ูḒ㸪ᡈཷ㝈㐱ᘏḒᡈ௵ఱᲄ௳ᡈ㝈ไ㸪ᅉṈ㸪㝖㠀ⓐ⾜ᲄ௳྄᭷᫂
☜⫆᫂㸪ྰ๎ẗḟⓐ⾜அ⫤௷(ㄽᕬ⫆᫂ල᭷ඃඛᡈḒ)ᆒ㡲ཷ๓㏙Ḓຊつ㝈ࠋ

*⥂ 1986 ᖺ 9 ᭶ 10 ᪥ཬ 1994 ᖺ 1 ᭶ 14 ᪥㏻㐣அᬑ㏻Ỵ㆟ಟゞ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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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ጣྡࠊᆅᆎཬᴫἣஅྛูேኈ)ពḧ᰿᧸ᮏ⤌⧊❶⛬⥘⤌ᡂ୍㛫බྖ㸪ୟྛ⮬ྠ
ពᢎ㉎ྛேጣྡᡤᑞ᠕அᮏබྖ⫤ᮏ୰அ⫤௷ᩝ┠:

ྛㄆ㉎ேᢎ㉎அ
⫤௷ᩝ┠

ㄆ㉎ேጣྡࠊᆅᆎཬᴫἣ

Sandwell Investments Limited
㤶
୰⎔
㒔∙⾤ 6 
༳ๅ⾜ 8 ᶂ
ἲᅰ

ኒ
(⡗⨫)ANTONY BRYCE GRANT
Albion Financial Services Limited
㤶
୰⎔
㒔∙⾤ 6 
༳ๅ⾜ 8 ᶂ
ἲᅰ

ኒ

(⡗⨫)ANTONY BRYCE GRANT

ᢎ㉎⫤௷⦻ᩝ......

㈖

᪥ᮇ:1985 ᖺ 8 ᭶ 5 ᪥
ぢㆇே:
(⡗
⡗⨫)JOSEPHINE CHAN
㤶
୰⎔
㒔∙⾤ 6 
༳ๅ⾜ 8 ᶂ
⾜ᨻே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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බྖᲄ(➨ 32 ❶)
AEON Stores (Hong Kong) Co., Limited
(㯠㖢(楁㷗)䘦屐㚱旸℔⎠)
㸦ࠕᮏබྖࠖ)
அ
⤌⧊❶⛬⣽๎
⥂ᖺ᭶᪥㏻㐣அ≉ูỴ㆟᥇⣡㸪
୪⥂ᖺ᭶᪥ࠊᖺ᭶᪥ࠊᖺ᭶᪥ཬᖺ
᭶᪥㏻㐣அ≉ูỴ㆟
㐍୍ṉಟゞ 
⾲A
1. ᲄ㝃⾲ 1 ⾲ A ᡤ㍕அつ୪㐺⏝ᮏබྖࠋ

ヮ㔚
2.1. 㝖㠀ᩥ⩏྄᭷ᡤᣦ㸪ྰ๎ୗิモᙡ᠕ල᭷ᡤつᐃஅᾰ⩏:
ࠕ⣽๎ࠖᣦᮏබྖ␜⏕ᩀஅ⤌⧊❶⛬⣽๎;
ࠕ⫃⧚ேኈࠖල᭷ୖᕷつ๎ᡤ㈿ணஅᾰ⩏;
ࠕ᰾ᩝᖌࠖᣦ␜ᒚ⾜ヱ⫋ົஅேኈ;
ࠕ⫤ᮏࠖᣦᮏබྖஅ⫤ᮏ;
ࠕⴷࠖᡈࠕⴷ᭳ࠖᣦᮏබྖஅⴷᡈ(ᣨᩥ⩏ᡤ㟂)ฟᖍⴷ᭳᭳㆟୪᭳ୖᢞ
⚊அከᩝⴷ;
ࠕ㟁Ꮚ㏻イࠖᣦ㏱㐣㟁Ꮚ᪉ᘧ⥂௵ఱ፹௨௵ఱ᪉ᘧⓐ㏦ࠊബ㍺ཬ᥋ᨲⓗ㏻イ;
ࠕ㟁Ꮚタഛࠖᣦໟᣓణ㝈⥙ᆎࠊ⥙⤡◊ウ᭳ࠊ⥙⤡ᘅࠊどീᡈ௵ఱᙧᘧⓗ㟁ヰ
᭳㆟⣔⤫ 㟁ヰࠊどീࠊ⥙⤡ᡈ᪉ᘧ 㸹
ࠕ㟁Ꮚ᪉ᘧࠖᣦໟᣓⓐ㏦ᡈ௨᪉ᘧྥ㡸ᐃᨲ௳ேᥦ౪㟁Ꮚ㏻イⓗ㏻イ᪉ᘧ㸹
ࠕΰྜ᭳㆟ࠖᣦᡤྊ㛤 L ⏤⫤ᮾཬᡈཷጤ௦⾲せ᭳㆟ᆅ㯶ཬ ೂ㐺⏝ ୍ಶᡈከ
ಶ᭳㆟ᆅ㯶⌧ሙฟᖍཬ LL ⏤⫤ᮾཬᡈཷጤ௦⾲㏱㐣㟁Ꮚタഛ௨ᨃ᪉ᘧฟᖍཬ
ཨ⯅ⓗ⫤ᮾ᭳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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ࠕୖᕷつ๎ࠖᣦ㤶

⫃ྜ᫆ᡤ᭷㝈බྖㆇๆୖᕷつ๎㸪ཬ⏕ᩀஅ௵ఱಟゞ;

ࠕ᭳㆟ᆅ㯶ࠖල᭷⣽๎➨  ᲄᡤ㈿ணⓗᾰ⩏㸹
ࠕ᭶ࠖᣦ᭶;
ࠕᲄࠖᣦ␜⏕ᩀஅබྖᲄ(㤶

≉ู⾜ᨻ༐ἲ➨ 62232 ❶)ཬ௵ఱಟゞᡈ㔜

ゞ㸪ໟᣓేධ୰ᡈᑘ᭰௦அᡤ᭷ᲄ㸪ୟೂᏑᅾ௵ఱ᭰௦ἣ㸪๎ᮏ⣽๎㚐ᑞ
ᲄᲄᩥஅᥦ㏙᠕⌮ゎⅭ᪂ᲄ୰ᑘ᭰௦அᲄᩥஅᥦ㏙;
ࠕᐿ㧓᭳㆟ࠖᣦ⏤⫤ᮾཬᡈཷጤ௦⾲せ᭳㆟ᆅ㯶ཬ ೂ㐺⏝ ୍ಶᡈከಶ᭳㆟ᆅ㯶
⌧ሙฟᖍཬཨ⯅⪋ྊ㛤அ⫤ᮾ᭳ࠋ;
ࠕせ᭳㆟ᆅ㯶ࠖල᭷⣽๎➨  ᲄᡤ㈿ணⓗᾰ⩏;
ࠕㄆྍ⤖⟬ᡤࠖᣦ᰿᧸ㆇๆཬᮇ㈌ᲄ(㤶
Ⅽ⤖⟬ᡤஅබྖ;

≉ู⾜ᨻ༐ἲ➨ 571 ❶)➨ 37(1)ᲄ⋓ㄆྍ

ࠕ⫤ᮾྡࠖᣦ⫤ᮾྡ㸪ໟᣓ᰿᧸ᲄᲄᩥഛᏑஅ௵ఱ⫤ᮾⓏグᨭ;
ࠕ༳❶ࠖᣦᮏබྖஅἲᅰ༳❶ᡈ௵ఱṇᘧ༳❶;
ࠕ⛎᭩ࠖᣦ␜ᒚ⾜ヱ⫋ົஅேኈᡈ⋓ጤὴྥᮏබྖᒚ⾜௵ఱ⛎᭩⫋㈐அ௵ఱே
ኈ㸪ໟᣓ⫃ᖍࠊ⮫ࠊຓ⌮ᡈ⛎᭩;
ࠕ⫤௷ࠖᣦᮏබྖ⫤ᮏ୰அ⫤௷㸪ୟ㝖᫂♧ᡈᬯ♧⫤㢠⯅⫤௷அ㛫᭷༐ูእ㸪ໟᣓ
⫤㢠;
ࠕ⫃ᡤࠖᣦ㤶 ⫃ྜ᫆ᡤ᭷㝈බྖ;
ࠕ᭩ᑃࠖᡈࠕ༳ๅࠖᣦⓗ᭩㠃モᙡ㸦㝖㠀ྍゎ㔚Ⅽᖔ᭷┦ྵ⩏㸪ྰ๎㸧ᑘໟᣓ༳ๅࠊ
ᖹ∧༳ๅࠊᨡᙳཬ௨ྍ㕗᪉ᘧ⾲♧ᡈ㔜㏙ᩥᏐᡈᩝᏐஅᙧᘧ㸪ᡈ௵ఱ᭰௦᭩ᑃ
அྍ㕗᪉ᘧ ໟᣓ㟁Ꮚ㏻イ 㸪ᡈ㒊ศ௨୍✀ྍ㕗᪉ᘧ⪋㒊ศ௨྄୍✀ྍ㕗᪉ᘧ⾲♧
ᡈ㔜㏙ᩥᏐஅᙧᘧ㸪୪ໟᣓణ㝈௨㟁Ꮚ㢷♧ᙧᘧ⾲♧㸪ᝳ㏦㐩┦㜝ᩥ௳ᡈ㏻▱
அᙧᘧཬ௵ఱᚲせ⏤⫤ᮾ㑅᧪அᙧᘧ㡲➢ྜ௵ఱ㐺⏝ἲつࠊつ๎ཬᡈつஅつᐃ㸹
ཬໟᣓ᭩ᑃࠊ༳ๅࠊග้ࠊᨡᙳࠊᡴᏐཬ௨Ύᬓཬ㠀ᬻᛶᙧᘧ࿊⌧ᩥᏐᡈᅯീஅ
ᡤ᭷ᶍᘧ;ཬ
ࠕᖺࠖᣦᖺࠋ



ᑞࠕ᭳㆟ӣ᭳ࠖஅᥦ㏙᠕ᣦ௨ᮏ❶⛬⣽๎ᡤඔチⓗ௵ఱ᪉ᘧྊ㛤ཬ⯇⾜அ᭳㆟㸪ཬ
௨㟁Ꮚタഛ᪉ᘧฟᖍཬཨ⯅᭳㆟ⓗ௵ఱ⫤ᮾᡈⴷ᠕⿕どⅭᕬⅭᲄཬᮏ❶⛬⣽๎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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ᡤ᭷┠ⓗ ฟᖍヱ᭳㆟㸪⪋ࠕฟᖍࠖࠊࠕཨ⯅ࠖࠊࠕᅾฟᖍࠖࠊࠕᅾཨ⯅ࠖࠊࠕⓗฟ
ᖍࠖཬࠕⓗཨ⯅ࠖ➼ モ᠕ᣨṈヮ㔚ࠋ
ซᥦ㏙᯾ேᑞ⫤ᮾ᭳㡯ⓗཨ⯅㸪๎ໟᣓణ㝈(ዴ┦㜝)ⓐゝᡈ⁁㏻ࠊ⾲Ỵࠊ ⏤
ཷጤ௦⾲௨༳ๅᡈ㟁Ꮚᙧᘧྲྀ㕗ᑏྭᡈᮏ❶⛬⣽๎つᐃ㡲᭳ୖᥦ౪அᡤ᭷ᩥ௳
ⓗḒ (ໟᣓೂⅭἲᅰ㸪㏱㐣ṇᘧᤵḒⓗ௦⾲⾜ୖ㏙Ḓ)㸪⪋ࠕཨ⯅ࠖཬࠕᅾཨ⯅ࠖ
⫤ᮾ᭳ⓗ 㡯᠕ᣨṈヮ㔚ࠋ
ซᥦ㏙⋓⡗⨫ᡈ⡗❧அࠕᩥ௳ࠖ(ໟᣓణ㝈᭩㠃Ỵ㆟)ᆒໟᣓぶ➹ᡈୖ༳❶ᡈ௨
㟁Ꮚ⡗⨫ᡈ௨㟁Ꮚ㏻イᡈ௨௵ఱ᪉ἲ⡗⨫ᡈ⡗❧அᩥ௳㸪⪋ᑞࠕ㏻࿌ࠖᡈࠕᩥ௳ࠖ
அ ᥦ㏙ໟᣓ௨௵ఱᩝ☞ࠊ㟁Ꮚࠊ㟁Ềࠊ☢ᡈྍᷙ⣴ᙧᘧᡈ፹グ㗴ᡈඈᏑஅ㏻
࿌ཬᩥ௳௨ ཬྍ㕗ᙧᘧஅ㈨ᩱ(↓ㄽ᭷ྰᐿ㧓)ࠋ
⾲♧ႝᩝஅモᙡྍ⾲♧」ᩝᾰ⩏㸪அ↛ࠋ
⾲♧௵ఱᛶูஅモᙡᆒྍᣦᡤ᭷ᛶูࠋ
⾲♧ேኈஅモᙡໟᣓྜኰࠊၟࠊබྖཬἲᅰᾰ⩏ࠋ
ᮏ⣽๎㚐⏝அᶆ㢟ഹⅭᥦ౪౽அ⏝㸪ᑞᮏ⣽๎அᾰ⩏୪↓ᙳ㡪ࠋ
ᅾୖᩥつ㝈ୗ㸪ೂ⯅᪨ཬӣᡈᩥ⩏୪↓ศṋ㸪ᲄ㚐⏺ᐃஅ௵ఱモᙡᮏ⣽๎㚐᠕
ල᭷┦ྠᾰ⩏ࠋ

⫤ᮏཬಟゞḒ
3. ᮏබྖᮏ⣽๎᥇⣡᪥ᮇஅἲᐃ⫤ᮏⅭ 70,000,000
‣ 0.20

ඖ㸪ศⅭ 350,000,000 ⫤ẗ⫤㠃

ඖஅᬑ㏻⫤ࠋ

4.2. ᅾᦆཬඛ๓㈿ண⌧᭷⫤௷ᣢ᭷ேஅ௵ఱ≉ูḒஅ๓ᥦୗ㸪ⓐ⾜௵ఱ⫤௷ᆒྍ㝃
ᖔ ᮏබྖྍ⬟⥂ᬑ㏻Ỵ㆟Ỵᐃ(ᡈ(ೂ↓௵ఱヱ➼Ỵᐃᡈ௨୪↓ไᐃ௵ఱ≉ูᲄᩥⅭ
㝈)ⴷ ᭳ྍ⬟Ỵᐃ)அඃඛࠊᘏ㑀ᡈ≉ูḒᡈ㝈ไ(↓ㄽ㜝⫤ᜥࠊᢞ⚊ࠊศὴ㈨㗠ࠊ
㈨ᮏ㏥ 㑏ᡈ᪉㠃)㸪ୟ⥂≉ูỴ㆟ᢈ㸪ྍᣨᑘ⿕㉢ᅇᡈᮏබྖྍ㑅᧪㉢ᅇஅᲄ
Ḱⓐ⾜௵ఱඃඛ⫤ࠋ
5.3. ⴷ᭳ྍᣨᙼ➼ྍ⬟ỴᐃஅᲄḰⓐ⾜ྍㄆ㉎ᮏබྖ௵ఱ㢮ู⫤௷ᡈㆇๆஅㄆ⫤
Ḓㆇ㸪ᝳᅾ᰿᧸ᲄᒞᚲせஅἣୗ㸪ⓐ⾜ヱ➼ㄆ⫤Ḓㆇஅ๓㸪㡲⫤ᮾ᭳ୖྲྀᚓᮏ
බྖᢈ ௨ᑵ⾜ヱ➼ㄆ⫤Ḓㆇ㝃ᖔஅㄆ㉎Ḓⓐ⾜ཬ㓄ⓐ⫤௷ࠋ



6.4.ೂ௵ఱ㛫⫤ᮏ⿕ศⅭྠ㢮ูஅ⫤௷㸪⥂ヱ㢮ูᕬⓐ⾜⫤௷㠃‣పᅄศஅ
୕ᢞ⚊Ḓஅᣢ᭷ே᭩㠃ྠពᡈ⥂ヱ㢮ู⫤௷ᣢ᭷ேಶู⫤ᮾ᭳㏻㐣≉ูỴ㆟ᢈ㸪
௵ఱ㢮ู㝃ᖔஅᡤ᭷ᡈ௵ఱ≉ูḒ(㝖㠀ヱ㢮ู⫤௷அⓐ⾜ᲄḰ྄᭷つᐃ)ᆒྍ(ཷᲄ➨
64 ᲄᲄᩥஅつ㝈) సฟㆰ᭦ࠊಟᨵᡈ⿕᧔㖽ࠋᮏ⣽๎⯅⫤ᮾ᭳᭷㜝அᲄᩥ(⥂సฟᚲせಟ
ṇ)㐺⏝ヱ➼ಶู⫤ᮾ᭳㸪ᝳᑵṈ⪋ゝヱ➼᭳㆟அᚲせἲᐃேᩝ(⧰᭳ᡈᘏ᭳㝖እ)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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ᑡᣢ᭷ᡈ⏤ཷጤ௦⾲௦⾲ヱ㢮ูᕬⓐ⾜⫤௷㠃‣୕ศஅ୍ᢞ⚊Ḓஅඳྡேኈ㸪⪋⧰᭳ᡈ
ᘏ᭳அᚲせἲᐃேᩝ๎Ⅽ୍ྡᣢ᭷ヱ㢮ู⫤௷அேኈᡈཷጤ௦⾲㸪ୟぶ㌟ฟᖍᡈ⏤ཷጤ
௦⾲ฟᖍ᭳㆟அ௵ఱヱ㢮ู⫤௷ᣢ᭷ேᆒྍせồ᥇ྲྀᢞ⚊⾲Ỵ᪉ᘧࠋ
ᮏᲄ⣽๎ᲄᩥ㐺⏝ഹಟゞᡈ᧔㖽௵ఱ㢮ู⫤௷␜୰୍㒊ศᡤ㝃ᖔஅ≉ูḒ㸪⊰ዴ
Ḓᑘணಟゞஅヱ㢮ู㚐⿕ྠᑞᚅஅẗ⤌⫤௷ᵓᡂႝ⋊㢮ูࠋ
㝖㠀┦㜝⫤௷ᡤ㝃ᖔஅḒᡈⓐ⾜ᲄḰ྄᭷᫂☜つᐃ㸪ྰ๎㈿ண௵ఱ⫤௷ᡈ௵ఱ㢮
ู⫤௷ᣢ᭷ேஅ≉ูḒᚓ⿕どⅭ⥂㐍୍ṉቔタᡈⓐ⾜⯅ா᭷ྠ➼ᆅஅ⫤௷⪋⿕ಟ
ᨵࠋ

⫤௷
7.5. ᮏබྖྍ⫤ᮾ᭳ୖ(↓ㄽ␜அᡤ᭷ἲᐃ⫤௷ྰᆒᕬⓐ⾜㸪ୟ↓ㄽ␜
அᡤ᭷ᕬⓐ⾜⫤௷ྰᕬ㢠⧟㊊)⥂ᬑ㏻Ỵ㆟௨ቔタ᪂⫤௷அ᪉ᘧቔຍ⫤ᮏ㸪┦㜝᪂
⫤ᮏ᠕ ⅭỴ㆟つᐃஅᩝ㢠㸪୪ศⅭྛ⮬ⅭỴ㆟つᐃ㔠㢠அ⫤௷ࠋ
8.6. ⓐ⾜௵ఱ᪂⫤௷அ๓㸪ᮏබྖྍ⥂ᬑ㏻Ỵ㆟Ỵᐃ㤳ඛᣨ㠃‣ᡈ⁄ൠᣨ⯅ྛ⮬
ᡤᣢ᭷ྛ㢮ู⫤௷ᩝ┠┗㔞᥋㏆அẚྥ௵ఱ㢮ู⫤௷அᡤ᭷⌧᭷ᣢ᭷ேᥦ࿊ⓐ၎┦㜝᪂
⫤௷ᡈ௵ఱ㒊ศ㸪ᡈᑵⓐ⾜ཬ㓄ⓐヱ➼⫤௷సฟ௵ఱつᐃ㸪ᝳೂ୪↓௵ఱヱ➼Ỵᐃᡈἄ
᭷ᥦ౪ᥦỴ㸪 ๎ヱ➼⫤௷᠕⏤ⴷ᭳⨨ࠋ
9.7. 㝖ⓐ⾜ᲄ௳ᡈᮏ⣽๎྄᭷つᐃእ㸪⥂⏤ቔタ᪂⫤௷⡟㞟அ௵ఱ⫤ᮏ⿕どⅭ⊰ዴᵓᡂ
ᮏබྖཎᮏ⫤ᮏஅ୍㒊ศ㸪⪋ヱ➼⫤௷㡲㑂Ᏺᮏ⣽๎㚐᭷㜝ᨭദ⧟⫤Ḱཬศᮇ⧟Ḱࠊ㎈
ㆸཬബ㎈ࠊ ἄᨲࠊ␃⨨Ḓࠊト㖽ࠊ㏥⫤ࠊᢞ⚊௨ཬ᪉㠃ࠋ
10.8. ᅾᲄཬᮏ⣽๎ᲄᩥஅつ㝈ୗ㸪ᮏබྖᡤ᭷ᮍⓐ⾜⫤௷ᆒ᠕⏤ⴷ᭳⨨ࠋⴷ
᭳ྍ౫㘼ᑞ㓃ḒㄆⅭᒞ㐺␜அ㛫ᣨㄆⅭᒞ㐺␜அ௦ൠཬᲄḰྥㄆⅭᒞ㐺␜
அேኈᥦ࿊ⓐ၎ࠊ㓄ⓐᮍⓐ⾜⫤௷ᡈᑵᮍⓐ⾜⫤௷ᤵฟ㉎⫤Ḓᡈ௨᪉ᘧ⨨ヱ➼⫤௷ࠋ
11.9. ᮏබྖྍᑵⓐ⾜௵ఱ㢮ูஅ᪂⫤௷ᡈㆇๆ⾜୍ษḒຊ௨ᨭᲄチྍஅఽ㔠ᡈ
⥂⣖㈝⏝ࠋ
12.10. 㝖㠀ᮏ⣽๎྄᭷᫂☜つᐃᡈἲ᭷ᡤつᐃᡈ㐺␜ྖἲ⟶㎄༐அἲ㝔ୗ㐩௧㸪ྰ
๎௵ఱேᚓ⋓ᮏබྖᢎㄆ௨௵ఱಙク᪉ᘧᣢ᭷௵ఱ⫤௷㸪⪋ᮏබྖཷ௵ఱ⫤௷୰அ
⾮ᖹἲḒ┈ࠊᡈ᭷Ḓ┈ࠊᮍḒ┈ᡈ㒊ศḒ┈㸪ᡈ௵ఱ㊊୍⫤அ⫤௷୰அ௵ఱḒ┈㸪ᡈ
௵ఱ⫤௷୰அ௵ఱḒᡤ⣙᮰ཬᚓ⿕㏕ᢎㄆヱ➼Ḓ┈ᡈḒ(༶ᮏබྖᕬ⋓㏻▱)㸪
ణⓏグᣢ᭷ேᑞヱ⫤௷ 㒊அ㘼ᑞḒᅾṈ㝈ࠋ

㉎㈙ᮏ㌟⫤௷ཬ㈈ᨻ㈨ຓ
13.11. ᮏබྖྍ⾜ᲄᡈ௵ఱᲄ㈿ணᡈチྍஅ௵ఱḒຊ㸪௨㉎㈙ᡈ௨
᪉ᘧᨲ㉎ᮏ㌟௵ఱ㢮ูஅ⫤௷ᡈㆇๆ(ໟᣓ௵ఱྍ㉢ᅇ⫤௷)㸪ᡈ㏱㐣㈚Ḱࠊ᧴ಖࠊᥦ౪
ᢲᡈ᪉ᘧⅭ௵ఱேኈᕬ⥂ᡈᑘண㉎㈙ᡈ௨᪉ᘧᨲ㉎ᮏබྖ௵ఱ⫤௷ᡈㆇๆᡈᑵṈ
ᥦ౪(┤᥋ᡈ 㛫᥋)㈈ᨻ㈨ຓࠋヱ➼Ḓຊྍ⏤ⴷ᭳ᣨㄆⅭᒞ㐺␜அᲄḰཬᲄ௳⾜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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ጞ⤊ഹྍ᰿᧸⫃ᡤᡈㆇๆཬᮇ㈌ົ┘ᐹጤဨ᭳㡺థ⏕ᩀୟ㐺⏝ᮏබྖஅ௵ఱ┦
㜝つ๎ᡈつ㐍⾜ᡈᥦ౪௵ఱヱ➼㉎㈙ᡈᙧᘧஅᨲ㉎ᡈ㈈ᨻ㈨ຓࠋ

⫤⚊
14.12. ೂ௵ఱ⫤௷⫃ᡤୖᕷ㸪๎ᅾ⫃ᡤゞ᫂அ㍑▷ᮇ㛫அつ㝈ୗ㸪ẗྡྡิ
⫤ᮾྡஅேኈᅾ⋓㓄ⓐ௵ఱ⫤௷ᚋඳಶ᭶㚐ᡈᥦ௵ఱṇᘧຍ༳ⰼୟ᭷ᩀஅ௵ఱ⫤௷
㎈ㆸ᭩ᚋ 10 ಶ⇯ᴗ᪥㚐(ᡈⓐ⾜ᲄ௳つᐃஅᮇ㝈㚐)㸪ྍච㈝ᨲྲ୍ྀᙇ௦⾲ᡤᣢ᯾୍
㢮ู㒊⫤௷அ⫤⚊㸪ᡈᑵẗᙇ⫤⚊ᨭⴷ᭳㔟ᐃஅ㈝⏝(ከ⫃ᡤつᐃᡈ
ඔチஅ᭱㧗㈝⏝) ᚋ㸪ྍ⋓ⓐከᙇ୰ẗᙇ௦⾲୍⫤ᡈከ⫤ヱ㢮ู⫤௷அ⫤⚊㸪ᝳᑵከྡ
ேኈ⫃ྡᣢ᭷அ୍⫤ᡈከ⫤⫤௷⪋ゝ㸪ᮏබྖẓ㡲ྥୖ㏙ẗྡேኈⓐฟ୍ᙇᡈከᙇ⫤⚊㸪
⪋ྥ୰୍ྡ⫃ྡᣢ᭷ேⓐฟཬ୍ᙇᡈከᙇ⫤⚊༶Ⅽᕬศ⫤⚊ணྛ⫃ྡᣢ᭷ேࠋ
15.13. ⫤௷ᡈമๆᡈ௦⾲ᮏබྖ௵ఱᙧᘧㆇๆஅẗ୍៰ㆇᆒ㡲ຍබྖ༳❶ᚋⓐ⾜
(ᑵṈ⪋ゝྍⅭᲄ➨ $ ᲄチྍஅ௵ఱṇᘧ༳❶)ࠋ
16.14. ẗᙇ⫤⚊㡲ิ᫂ᡤⓐ⾜அ⫤௷ᩝ┠ࠊ㢮ูཬ㆑ูᗎ(ዴ᭷)௨ཬᕬஅ⫤Ḱ㸪୪
௨ⴷ᭳ᣦᐃஅᙧᘧⓐ⾜ࠋᚓⓐ⾜௵ఱ௦⾲୍ಶ㢮ู௨ୖ⫤௷அ⫤⚊ࠋ
17.15. ᮏබྖẓ㡲Ⅽ௵ఱ⫤௷Ⓩグᅄྡ௨ୖஅ⫃ྡᣢ᭷ேࠋೂ௵ఱ⫤௷Ⓩグඳྡᡈ௨ୖ
ᣢ᭷ே㸪ᅾᐤⓐ㏻▱ཬ(ᅾᮏ⣽๎அつ㝈ୗ)⌮⯅ᮏබྖ᭷㜝அᡤ᭷ᡈ௵ఱົ(⫤௷
㎈ㆸ㝖እ)㸪⫤ᮾྡྡ㤳அ⫤ᮾᑘ⿕どⅭႝ୍ᣢ᭷ேࠋ
18.16. ೂ⫤⚊㱈ᦆࠊ㑇ኻᡈẋኀ㸪ྍᨭ㉸㐣⫃ᡤつᐃᡈඔチஅ᭱㧗ᨲ㈝அ
㈝⏝㸪ཬ㑂↷ⴷㄆⅭ㐺␜அ㜝หⓏබథࠊㆇ᧸ཬᙗൾಖㆇஅᲄḰཬᲄ௳(ዴ᭷)ᚋ㸪ྍ௨
⿵ⓐࠋᑞẋኀᡈ㑇ኻἣ㸪ᑵヱ➼ẋኀᡈ㑇ኻஅㆇ᧸ཬヱ➼ᙗൾಖㆇ㸪⋓ⓐヱ➼᭦⫤
⚊அேኈ㡲ᢎ᧴୪ྥᮏබྖᨭᮏබྖ⏝ㄪ㟌அᡤ᭷㛤ᨭࠋೂ௨グྡᙧᘧⓐ⾜அ௵
ఱ⫤௷ᡈㄆ⫤Ḓㆇஅ┦㜝ᡤ᭷Ḓㆇ᫂ᕬ㑇ኻ㸪๎㝖㠀ⴷ᭳ᅾ↓ྜ⌮㯶அἣୗ☜ಙཎ
ጞㆇ᭩ᕬ㖽ẋ㸪ୟᕬᣨ➢ྜせồஅᙧᘧᑵⓐ⾜௵ఱ᪂ㆇ᭩ᨲྲྀᙗൾಖㆇ㸪ྰ๎ᚓⓐ⾜௵
ఱ᭰ㆇ᭩ࠋ

␃⨨Ḓ
19.17. ዴ⫤௷(㠀㒊⧟⫤Ḱஅ⫤௷)ᾙཬ௵ఱᕬദ⧟ᡈつᐃ㛫᠕⧟அḰ㡯(ㄽ
ྰ⌧᠕⧟)㸪ᮏබྖᑵヱḰ㡯ᑞヱ⫤௷᧦᭷㤳せ␃⨨Ḓ;୪ୟᑞ௨ႝ୍⫤ᮾྡ⩏Ⓩグஅ
ᡤ᭷⫤௷(ᜳᩝ⧟㊊⫤Ḱஅ⫤௷㝖እ)㸪ᮏබྖᑵヱ⫤ᮾᡈ㗠ᴗᡈ㑇㗠⤖Ḟᮏබྖஅᡤ᭷
മົཬ㈇മ᧦᭷㤳せ␃⨨ḒཬᢲグḒ㸪↓ㄽୖ㏙Ḓྰ㏻▱ᮏබྖ᭷㜝ヱ⫤ᮾ௨እ௵
ఱேኈஅ௵ఱ⾮ᖹἲᡈḒ┈அ๓ᡈஅᚋ㗠⏕㸪↓ㄽᨭᡈゎ㝖ୖ㏙Ḓஅᮇ㛫ྰ
ᐿ㝿฿㸪ᡈୖ㏙Ḓᒞヱ⫤ᮾᡈ㗠ᴗᡈ㑇㗠ཬ௵ఱேኈஅ⫃ྡമົᡈ㈇മ㸪⪋
ㄽヱேኈྰᮏබྖஅ⫤ᮾࠋᮏබྖᑞ⫤௷அ␃⨨Ḓ(ዴ᭷)ᑘᘏఙ⮳ᑵ⫤௷ᡤᐉὴஅᡤ᭷⫤
ᜥཬ⣚ࠋⴷ᭳ᡈ᭳㏱㐣Ỵ㆟㆟Ỵ௵ఱ⫤௷᯾ᣦᐃᮇ㛫⋓㒊ᡈ㒊ศ㇉ච㑂ᚘᮏᲄ
⣽๎ᲄᩥஅつᐃ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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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ᮏබྖ᭷Ḓ᰿᧸ⴷ᭳ㄆⅭ㐺ྜஅ᪉ᘧฟ၎ᮏබྖ᧦᭷␃⨨Ḓஅ⫤௷㸪ణ㝖㠀␃
⨨ḒᡤᾙཬஅⱝᖸḰ㡯⌧᠕ணᨭ㸪ᡈ᭷㜝␃⨨Ḓᡤᾙཬஅമົᡈᢎㅙ⌧㡲ணᒚ⾜ᡈ
ゎ㝖㸪ྰ๎ᚓฟ၎ୖ㏙⫤௷ࠋ⪋ᅾྥ␜அ⫤௷Ⓩグᣢ᭷ேᡈᅉ᭷㜝ᣢ᭷ே㌟ᨾᡈ◚㗠
⪋᭷Ḓᣢ᭷⫤௷அேኈⓐฟ᭩㠃㏻▱㸪⾲᫂ཬせồ⧟⌧᠕⧟அḰ㡯㸪ᡈิ᫂
㈇മᡈᢎㅙ୪せồᒚ⾜ᡈゎ㝖୪㏻▱ᅾ㐪㈐ୗ᭳ฟ၎⫤௷அពᅯᚋ༑ᅄ᪥㚐㸪ᚓ
ฟ၎┦㜝⫤௷ࠋ
21.19. ᑵ␃⨨Ḓసฟஅฟ၎㸪ᅾᨭヱ㡯ฟ၎அ㈝⏝ᚋᡤᚓḰ㡯㢠㡲⏝సᡈ⏝ᨭ
ᡈൾ㑏ᡤᾙཬஅമ㡯ᡈമົᡈᢎㅙ㸪ྈせୖ㏙ྛ㡯⌧᠕ணᨭ㸪⪋௵ఱ㣾Ḱᑘᨭணᅾ
ฟ၎ᑞ⫤௷᭷Ḓஅேኈ㸪ᝳ㡲ཷᾙཬ㠀⌧᠕ணᨭஅമ㡯ᡈമົ⪋ᅾฟ၎๓ᑞ⫤௷
Ꮡᅾஅ㢮ఝ␃⨨Ḓᡤつ㝈ࠋⅭಁᡂ௵ఱ᭷㜝ฟ၎ᐅ㸪ⴷ᭳ྍᤵḒ௵ఱேኈᑘᕬฟ၎அ
⫤௷㎈ㆸண⫤௷அ㈙㸪୪௨㈙அྡ⩏ᅾ⫤ᮾྡⓏグⅭ⫤௷ᣢ᭷ே㸪⪋㈙୪↓㈐௵
☜ಖ㉎⫤Ḱ㡯ጇⅭ㐠⏝㸪ୟ᭷㜝ฟ၎⛬ᗎዴ᭷௵ఱ␜ᡈ↓ᩀஅ㸪㈙⫤௷அᡤ᭷Ḓ
ཷ฿ᙳ㡪ࠋ

ദ⧟⫤Ḱ
22.20.ⴷ᭳᭷ḒᣨㄆⅭ㐺ྜஅἣྥ⫤ᮾദ⧟ᡤᣢ⫤௷ᑦᮍ⧟⪋᰿᧸ᡈ
౫↷┦㜝ⓐ⾜ᲄḰ୪ᮍ௨ᲄḰᣦᐃ⧟Ḱ᪥ᮇஅ⫤Ḱ(↓ㄽసⅭ⫤௷அ㠃‣ᡈ⁄ൠ)ࠋദ⧟⫤Ḱ
ྍつᐃ୍ḟΎᡈศᮇ⧟Ḱ㸪ୟⴷ᭳ྍỴᐃ᧔ᅇᡈᘏ㑀ദ⧟⫤Ḱ(ᑵ㧓ᡈ௵ఱ⫤ᮾ)ࠋ
23.21. ᮏබྖ㡲᭱ᑡ༑ᅄ᪥๓ⓐฟ᭷㜝Ḱ᪥ᮇཬᆅ㯶௨ཬྥᨭദ⧟⫤Ḱஅேኈ
அ㏻▱;ᮏබྖᑘᣨᮏ⣽๎つᐃྥ⫤ᮾᐤⓐ㏻▱அ᪉ᘧྥ⫤ᮾᐤⓐヱ㏻▱ࠋ
24.22. ྛྡ⿕ദ⧟⫤Ḱஅ⫤ᮾ㡲ⴷ᭳ᣦᐃ㛫ཬᆅ㯶ྥᣦᐃஅேኈᨭ᠕அẗ➹
ദ⧟⫤Ḱࠋ
25.23. ⫤௷அ⫃ྡᣢ᭷ே㡲ಶูཬඹྠᑵ┦㜝⫤௷ᡤദ⧟அ㒊฿ᮇ⫤ḰཬศᮇḰ㡯ᡈ
฿ᮇḰ㡯㐍⾜ᨭࠋ
26.24. ೂ௵ఱ᠕ദ⧟⫤ḰᡈศᮇḰ㡯୪ᮍᣦᐃḰ᪥ᮇᡈஅ๓ᨭ㸪๎㡲ᨭ⫤Ḱ
அேኈ㡲ᣨⴷ᭳㔟ᐃஅ㉸㐣ⓒศஅ༑அᖺ⋡ᑵ᭷㜝Ḱ㡯ᨭ⏤ᣦᐃḰ᪥ᮇ⮳ᐿ㝿
Ḱ␜᪥அᜥ㸪ᝳⴷ᭳ྍ㇉චᨭ㒊ᡈ㒊ศᜥࠋ
27.25. 㝖㠀⫤ᮾ᠕ᮏබྖஅᡤ᭷ദ⧟⫤ḰᡈศᮇḰ㡯(↓ㄽಶูᡈ⯅௵ఱேኈඹ
ྠᢎ᧴)㐃ྠᜥཬ㛤ᨭ(ዴ᭷)ᕬ⥂ᨭ㸪ྰ๎ᴫ↓Ḓᨲྲྀ௵ఱ⫤ᜥᡈ⣚ࠊᅉ௵ఱ㈨ᮏ
ⓐ⾜㗠⏕அ᪂⫤௷ࠊㆰ⌧㈨ᮏ₶ศὴᡈᮏබྖྥ⫤ᮾసฟஅᥦ࿊ⓐ၎ᡈᤵฟ(㝖㠀ⴷ᭳
྄᭷Ỵᐃୟᦆᐖᮏ⣽๎ᲄᩥ)ᡈぶ⮬ᡈጤὴ௦⾲ฟᖍ௵ఱ⫤ᮾ᭳ཬ᭳ୖᢞ⚊(సⅭ
⫤ᮾஅཷጤ௦⾲㝖እ)㸪᭳⿕ィධἲᐃேᩝஅ㚐㸪ୟ↓Ḓ⾜సⅭ⫤ᮾஅ௵ఱ
Ḓࠋ
28.26. ᰿᧸㓄ⓐ⫤௷அᲄḰ㓄ⓐᡈ௵ఱᣦᐃ᪥ᮇ᠕அ௵ఱḰ㡯(↓ㄽసⅭ⫤௷
அ㠃‣ᡈ⁄ൠ)㸪ᑵᮏ⣽๎ᡤ᭷┠ⓗ⪋ゝᑘ⿕どⅭṇᘧసฟദ⧟ཬ㡲ᣦᐃḰ᪥ᮇᨭࠋ
ೂ⧟㸪ᮏ⣽๎୰ᡤ᭷᭷㜝ᜥཬ㛤ᨭࠊἄᨲཬ㢮ఝつᐃᑘ᭳㐺⏝㸪⊰ዴ᭷㜝Ḱ㡯
ᕬ㏱㐣ṇᘧദ⧟ཬⓐฟ㏻▱ᡂⅭ᠕Ḱࠋⴷ᭳ⓐ⾜⫤௷ྍᣨ㡲ᨭஅദ⧟⫤Ḱ㔠㢠
ཬᨭ㛫ᑘ⋓㓄ⓐேᡈᣢ᭷ே༐ศ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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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27. ⴷ᭳ዴㄆⅭ㐺ྜ㸪ྍྥ௵ఱ⫤ᮾᨲྲྀ⮬㢪ྥᮏබྖᥦ๓⧟ᡤᣢ௵ఱ⫤௷
ᾙཬஅ㒊ᡈ㒊ศᮍദ⧟ཬᮍ⧟ᡈᮏ᠕ศᮇḰ㡯㸪⪋ᥦ๓⧟㒊ᡈ㒊ศヱ➼Ḱ㡯ᚋ㸪
ᮏබྖྍᣨⴷ᭳㔟ᐃஅ⋡(ዴ᭷)ᨭᜥ(ᖺᜥ㉸㐣 20 ཊ)㸪ᝳദ⧟⫤Ḱஅ๓㸪ᑵദ
⧟⫤Ḱᥦ๓⧟௵ఱḰ㡯ᚓ⫤ᮾᑵヱ⫤ᮾ฿ᮇദ⧟அ๓ᕬᥦ๓⧟Ḱ㡯அ⫤௷ᡈ㐺
␜㒊ศஅ⫤௷ᨲྲྀ௵ఱ⫤ᜥᡈ⾜సⅭ⫤ᮾஅ௵ఱḒᡈ≉Ḓࠋⴷ᭳ྍ㏱㐣ⓐฟᑡ
୍ಶ᭶அ᭩㠃㏻▱㸪㞉ྥ⫤ᮾൾ㑏ୖ㏙㡸Ḱ㸪ᝳ㏻▱ᒄ⁹๓㡸அḰ㡯ᑵ┦㜝⫤௷
⪋ゝᕬ฿ᮇദ⧟๎㝖እࠋ

ἄᨲ⫤௷
30.28. ዴ⫤ᮾᮍ⬟ᅾᣦᐃḰ᪥ᮇᨭ௵ఱദ⧟⫤Ḱᡈศᮇ⫤Ḱ㸪ᅾ୪↓㐪⣽๎➨
27 25 ᲄஅἣୗ㸪ⴷ᭳ྍ⫤Ḱ௵ఱ㒊ศᮍ⧟㞉ྥヱ⫤ᮾⓐฟ㏻▱㸪せồᨭ
ᮍஅദ⧟⫤ Ḱᡈศᮇ⫤Ḱ㐃ྠ᠕ィஅᜥ㸪⪋ᜥྍ⣼ィ⮳ᐿ㝿Ḱ᪥ᮇࠋ
31.29. ヱ㏻▱㡲ᣦ྄୍᫂Ḱᮇ㝈(᪩㏻▱᪥ᮇᚋ༑ᅄ᪥)㸪୪㡲ᣦ᫂Ḱᆅ㯶ࠋ㏻
▱㡲⾲᫂ⱝᮍ⬟ᅾᣦᐃ᪥ᮇᡈஅ๓Ḱ㸪๎᭷㜝ദ⧟⫤Ḱᑦᮍ⧟அ⫤௷ྍ㐼ἄᨲࠋ
32.30. ⱝ⫤ᮾ౫᭷㜝㏻▱அせồ㎨⌮㸪๎㏻▱ᾙཬஅ⫤௷ᚋణᅾ㏻▱ᡤつᐃஅᡤ
᭷ദ⧟⫤Ḱᡈศᮇ⫤Ḱཬᜥᮍ⋓ᨭ๓㸪ྍ㞉⏤ⴷ᭳㏻㐣Ỵ㆟ண௨ἄᨲࠋἄᨲ
ᑘໟᣓ᭷㜝⿕ἄᨲ⫤௷அᡤ᭷ᕬᐉథణἄᨲ๓ᮍᐿ㝿ᨭஅ⫤ᜥཬ⣚ࠋ
33.31. ௵ఱᅉୖ㏙ཎᅉ⿕ἄᨲஅ⫤௷ᑘ⿕どⅭᮏබྖஅ㈈㈨㸪ྍ௨ᣨⴷ᭳ㄆⅭ㐺␜அ
ᲄḰཬ᪉ᘧฟ၎ᡈ௨᪉ᘧ⨨ࠋ
34.32. ⿕ἄᨲ⫤௷அேኈᑘⅭ᭷㜝⿕ἄᨲ⫤௷அ⫤ᮾ㸪⪋㞪↛ᕬ⿕ἄᨲ⫤௷㸪ᝳ
᭷㈐௵ྥᮏබྖᨭἄᨲ␜᪥᠕ᑵヱ➼⫤௷ணᮏබྖஅ㒊Ḱ㡯㸪㐃ྠ(ೂⴷ᭳㓃
つᐃ)⏤ἄᨲ␜᪥⮳Ḱ᪥ᮇⅭṆᮇ㛫௨ⴷ᭳ྍ⬟ᣦᐃஅ㉸㐣 20 ཊஅᖺᜥィ⟬அᜥ㸪
⪋ⴷ᭳ྍ㓃ᙉไᛶせồḰ⪋ẓ㡲ᑵ⫤௷ἄᨲ␜᪥அൠ‣సฟ௵ఱῶᡈᢡㆸ㸪ᝳ
ᮏබྖ㢠ᨲྲྀ⫤௷ᡤ᭷┦㜝Ḱ㡯அḰஅ㸪㈐௵᠕⤊Ṇࠋᑵᮏᲄ⣽๎⪋ゝ㸪ᣨ⫤
௷ⓐ⾜ᲄḰἄᨲ␜᪥௨ᚋஅᣦᐃ㛫᠕அḰ㡯(ㄽసⅭ⫤௷㠃‣ᡈ⁄ൠ)㸪ᑘどసἄ
ᨲ␜᪥᠕அḰ㡯(༶ᮍ฿ᣦᐃ㛫)ࠋἄᨲ⫤௷ᚋ㸪ヱḰ㡯༶฿ᮇ୪᠕❧༶ᨭ㸪ణ᭷
㜝ᜥഹ㡲ᨭୖ㏙ᣦᐃ㛫 ⯅ᐿ㝿ᨭ᪥ᮇஅ㛫அ௵ఱᮇ㛫ᡤ㗠⏕அ㒊ศࠋ
35.33. ⏤ᮏබྖⴷᡈ⛎᭩సⅭ⫆᫂ே௨᭩㠃ᙧᘧ⫆᫂ᮏබྖ⫤௷ᕬ⫆᫂ᡤ㍕᪥ᮇ⿕
ጇⅭἄᨲஅἲᐃ⫆᫂᭩㸪๎┦ᑞᡤ᭷⫆✃ா᭷ヱ⫤௷அே⪋ゝ㸪༶Ⅽヱ⫆᫂᭩㚐ᡤ㏙
ᐿஅ☜ㆇࠋᮏබྖྍᨲྲྀᑵ௵ఱฟ၎ᡈ⨨⫤௷⪋ᨭஅ௦ൠ(ዴ᭷)㸪୪ྍྥཷ┈ே㎈ㆸ⫤
௷ࠋ᭷㜝ཷ┈ேⅭ⋓ᚓ⿕ฟ၎ᡈ⨨அ⫤௷அேኈ㸪ᙼ㡲㞉༶⿕ⓏグⅭ⫤௷ᣢ᭷ே;ᙼᑞዴ
ఱ㐠⏝┦㜝⫤௷அ㈙Ḱ(ዴ᭷)ẓ㡲⌮᭳㸪⫤௷ᡤ᭷Ḓ᭳ᅉἄᨲࠊฟ၎ᡈ⨨⫤௷㐣⛬
அྜつ๎ᡈ↓ᩀ⪋ཷ฿ᙳ㡪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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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4. ዴ௵ఱ⫤௷㐼ἄᨲ㸪ᮏබྖ㡲ྥ⥭᥋ἄᨲ๓㌟Ⅽ⫤ᮾஅேኈⓐฟỴ㆟㏻▱㸪⪋ἄ
ᨲⓏグἄᨲ␜᪥᭳༶ᅾ⫤ᮾྡ୰グ㗴㸪ణἄᨲᴫ᭳ᅉ㑇₃ᡈᛛ⪋ἄ᭷ⓐฟヱ㏻
▱ᡈసฟ௵ఱ┦㜝⣖㗴⪋௨௵ఱ᪉ᘧ↓ᩀࠋ
37.35. ൷⟶᭷ୖ㏙அ௵ఱἄᨲἣ㸪ⴷ᭳ྍฟ၎ࠊḟ㓄ⓐᡈ௨᪉ᘧ⨨㐼
ἄᨲஅ௵ఱ⫤௷๓㸪㞉ᣨⴷ᭳ㄆⅭᒞ㐺␜அᲄḰྲྀᾘἄᨲᡈᢈᣨ㡲ᨭ┦㜝⫤௷அ
ᡤ᭷ദ⧟⫤Ḱࠊ᠕ᜥཬ㗠⏕㛤ᨭஅᲄḰ௨ཬㄆⅭ㐺␜அᲄḰ(ዴ᭷)㉢ᅇἄᨲ⫤௷ࠋ

⫤௷㎈ㆸ
38.36. ᡤ᭷⫤௷㎈ㆸᆒྍᣨ㏻⏝᱁ᘧᡈⴷ᭳ㄆྍஅ᱁ᘧ௨᭩㠃㎈ㆸᙧᘧ㸪ᡈഹ௨
ぶ➹⡗⨫ᡈ(ೂ㎈ㆸேᡈᢎㆸேⅭㄆྍ⤖⟬ᡤᡈ௦ྡே)௨ぶ➹ᡈᶵ༳᪉ᘧ⡗⨫ᡈⴷ᭳ྍ
⬟ᢈஅ⡗❧᪉ᘧ㐍⾜ࠋᡤ᭷㎈ㆸᩥ᭩ᚲ㡲Ꮡ⨨ᮏබྖஅト㎨ᡈⴷ᭳
ᣦᐃஅᆅ㯶㸪୪ྍ⏤ᮏබྖಖ␃ࠋ
39.37. ௵ఱ⫤௷அ㎈ㆸᩥ᭩ᆒ㡲⏤㎈ㆸே⯅ᢎㆸேᡈ௦⾲⡗❧ࠋᢎㆸேஅጣྡᑵ┦
㜝⫤௷Ⓩグධ⫤ᮾྡஅ๓㸪㎈ㆸே⿕どⅭ⫤௷அᣢ᭷ேࠋᮏ⣽๎ᴫ↓㍕᭷௵ఱ㚐ᐜ⮴
ⴷ᭳ྍᢎㄆ⋓㓄ⓐேⅭேኈஅ┈⪋ᨺᲠ᭷㜝௵ఱ⫤௷அ㓄ⓐᡈ⮫㓄ⓐࠋ
40.38. ⴷ᭳ྍ㘼ᑞ㓃ᣄ㘼Ⓩグ௵ఱᮍ⧟㊊⫤ᮏஅ⫤௷㎈ㆸ㸪⪋ẓ㡲⤥ண௵ఱ⌮⏤ࠋ
41.39. (i) ዴⴷ᭳ᣄ㘼Ⓩグ௵ఱ⫤௷㎈ㆸ㸪㡲ᅾ㐱㎈ㆸᩥ᭩ணᮏබྖ᪥ᮇᚋඳಶ᭶
㚐ྥྛ㎈ㆸேཬᢎㆸேⓐฟᣄ㘼Ⓩグ㏻▱ࠋ

(ii)

ೂⱝⴷ᭳㡲ᣄ㘼㎨⌮㎈ㆸⓏグ㸪㎈ㆸேᡈᢎㆸேྍせồᚓ฿୍௷㏙᫂ᣄ㘼
⌮⏤ⓗ㝞㏙᭩ࠋ

(iii)

ೂ᰿᧸ୖᩥ(ii)ẁసฟせồ㸪๎ⴷ᭳᠕ᨲ฿᭷㜝せồᚋ 28 ᪥㚐㸪
(a)

ྥసฟせồⓗ㎈ㆸேᡈᢎㆸேᐤⓐᣄ㘼⌮⏤ⓗ㝞㏙᭩;ᡈ

(b) Ⓩグ⫤௷㎈ㆸࠋ
42.40. ⴷ᭳ྍᣄ㘼ᢎㄆ௵ఱ㎈ㆸᩥ᭩㸪㝖㠀:



(i)

ᕬᑵ᭷㜝㎈ㆸᩥ᭩ྥᮏබྖᨭ㉸㐣⫃ᡤつᐃᡈඔチஅ᭱㧗ᨲ㈝அ㈝⏝
ᡈⴷ᭳ྍ⬟せồஅ㍑ᑡᩝ㢠

(ii)

㎈ㆸᩥ᭩㞉㝃᭷㜝அ⫤⚊௨ཬⴷ᭳ྍ⬟ྜ⌮せồஅྍㆇ᫂㎈ㆸே᭷Ḓ㐍⾜㎈ㆸ
அ៰ㆇ

(iii)

㎈ㆸᩥ᭩ྈᾙཬ୍㢮⫤௷;

(iv)

┦㜝⫤௷୪↓ா᭷ᮏබྖ௵ఱ␃⨨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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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ㆸᩥ᭩ᕬጇⅭୖ㔟༳;ཬ

(vi)

ዴᑘ⫤௷㎈ㆸ⤥⫃ྡᣢ᭷ே㸪๎⫃ྡᣢ᭷ே㉸㐣ᅄྡࠋ

43.41. ẗḟ⫤௷㎈ㆸᚋ㸪㎈ㆸே㡲ᅇᡤᣢ᭷அ⫤⚊௨సト㖽㸪᭷㜝⫤⚊㡲㞉༶ト㖽㸪
⪋ᢎㆸேᑘᑵ⋓㎈ㆸஅ⫤௷⋓ⓐ୍ᙇ᪂⫤⚊ࠋೂ㎈ㆸேಖ␃ᕬᅇ⫤⚊ୖᡤิஅ௵ఱ⫤
௷㸪๎ᙼ㡲⋓ⓐ୍ᙇ┦㜝⫤௷அ᪂⫤⚊ࠋ
44.42. ྍᬻ㎨⌮㐣㖿Ⓩグ㸪㛫ཬᮇ㛫ྍ⏤ⴷ᭳Ỵᐃ㸪ᝳ௵ఱᖺᗘ㚐ᬻ
㎨⌮⫤௷㐣㖿Ⓩグጞ⤊ᚓ㉸㐣୕༑᪥(ᡈ(⥂ᮏබྖ⫤ᮾ᭳ୖᢈ)භ༑᪥)(ᫍᮇ᪥ཬබ
╓᪥㝖እ)ࠋ

⫤ ௷ബ ㎈
45.43. ೂ᯾⫤ᮾ㌟ᨾ㸪๎၏୍⋓ᮏබྖㄆྍ㌟ᨾ⪅⫤௷୰᧦᭷Ḓ┈அேኈ㡲Ⅽ୍ྡᡈ
ከྡᑦᏑ⪅(ೂ㌟ᨾ⪅Ⅽ⫃ྡᣢ᭷ே)ཬ㌟ᨾ⪅அྜἲ㑇㗠௦⌮ே(ೂᙼⅭႝ⋊ᡈ၏୍ᑦᏑᣢ
᭷ே); ణᮏ⣽๎ᡤ㍕அ௵ఱつᐃ୪ゎ㝖ᕬᨾᣢ᭷ே(↓ㄽⅭႝ⋊ᡈ⫃ྡᣢ᭷ே)அ㑇㗠ᑵᙼ
ႝ⋊ᡈ⫃ྡᣢ᭷அ௵ఱ⫤௷ᡤᾙஅ௵ఱ㈐௵ࠋ
46.44. ௵ఱேኈዴᅉ᯾⫤ᮾ㌟ᨾᡈ◚㗠ᡈΎ┙⪋ா᭷᯾⫤௷அḒ┈㸪୪ᑵṈᥦ౪ⴷ᭳
ྍ⬟せồஅᡤ᭷Ḓ៰ㆇᚋ㸪ྍᣨ↷ୗᩥつᐃⓏグⅭヱ⫤௷அᣢ᭷ேᡈ㑅᧪ᥦྡே
ኈⓏグⅭヱ⫤௷அᢎㆸேࠋ
47.45. ௨ୖ㏙᪉ᘧா᭷⫤௷Ḓ┈அேኈዴ㑅᧪ᮏேⓏグⅭ⫤௷ᣢ᭷ே㸪㡲ྥᮏබྖ㐱
ᡈᐤⓐ⏤⡗⨫அ㏻▱㸪㘺᫂ᕬసฟዴṈ㑅᧪ࠋೂヱேኈ㑅᧪௨௦ྡேྡ⩏Ⓩグ㸪๎
㡲௨௦ྡேⅭཷ┈ே⡗❧┦㜝⫤௷அ㎈ㆸᩥ᭩௨⾲᫂㑅᧪ࠋ⯅⫤௷㐣㖿Ḓཬ⫤௷㐣
㖿Ⓩグ┦㜝அᮏ⣽๎அᡤ᭷㝈ᐃࠊ㝈ไཬᲄᩥᆒ㐺⏝ୖ㏙௵ఱ᭷㜝㏻▱ᡈ㎈ㆸ᭩㸪⊰ዴ
⫤ᮾ୪ᮍ㌟ᨾࠊ◚㗠ᡈΎ┙㸪ୟ᭷㜝㏻▱ᡈ㎈ㆸ᭩⏤ヱ⫤ᮾ⡗❧அ㏻▱ᡈ㎈ㆸ᭩ࠋ
48.46. ᅉ⫤ᮾ㌟ᨾᡈ◚㗠ᡈᅉἲᚊஅ⾜⪋ா᭷⫤௷Ḓ┈அேኈ(ฟ♧ⴷ᭳ᑵḒ
┈ྍ⬟せồᥦ౪அ៰ㆇஅᚋ)᭷Ḓᨲྲྀ୪ྍゎ㝖⯅⫤௷᭷㜝அ௵ఱ⫤ᜥᡈ᠕Ḱ㡯㸪
ᝳⓏグᡂⅭᣢ᭷ேஅ๓㸪ヱேኈ↓Ḓᑵ⫤௷᥋⋓ᮏබྖ⫤ᮾ᭳㏻▱ᡈฟᖍᮏබྖ⫤
ᮾ᭳ᡈ᭳ୖᢞ⚊ᡈ(㝖ୖᩥᡤ㏙እ)ᑵ⫤௷⾜௵ఱ⫤ᮾḒᡈ≉Ḓࠋⴷ᭳ྍ㞉ⓐฟ
せồ௵ఱヱ➼ேኈ㑅᧪ᮏேⓏグⅭ⫤௷ᣢ᭷ேᡈᑘ⫤௷㎈ㆸஅ㏻▱㸪ୟೂ㏻▱භ༑᪥㚐
ᮍ⋓㑂Ᏺ㸪ⴷ᭳ᚋྍᣄ㘼ᨭ⫤௷அᡤ᭷⫤ᜥཬ᠕Ḱ㡯㸪┤⮳㏻▱அつᐃ⋓㑂
ᏲⅭṆࠋ

⫤㢠
49.

ᮏබྖྍ(௨ᬑ㏻Ỵ㆟)ᑘ௵ఱ⧟㊊⫤ᮏஅ⫤௷㎈Ⅽ⫤㢠㸪ྍ௨㢮ఝỴ

㆟ᑘ௵ఱ⫤㢠㎈Ⅽ௵ఱ㠃‣அᕬ⧟㊊⫤ᮏஅ⫤௷ࠋ㏻㐣ᑘ௵ఱ㢮ูஅᡤ᭷ᕬ⧟㊊
⫤ᮏஅ⫤௷㎈Ⅽ⫤㢠அ௵ఱỴ㆟அᚋ㸪ヱ㢮ูᚋ⧟㊊⫤ᮏ୪ᅾᡤ᭷᪉㠃⯅ヱ➼
⫤௷ா᭷ྠ➼ᆅஅ௵ఱ⫤௷᠕(᰿᧸ᮏᲄ⣽๎ཬヱỴ㆟)㎈Ⅽྍ㎈⮳⯅ᕬ㎈⫤௷┦ྠ
ႝஅ⫤㢠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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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㢠ᣢ᭷ேྍᑘ⫤㢠ᡈ୰௵ఱ㒊ศ㎈ㆸ㸪㎈ㆸ᪉ᘧཬᡤ㡲➢ྜஅつ㸪ዴྠ
㗠⏕ヱ⫤㢠அ⫤௷ⱝᅾ㎈๓సฟ㎈ㆸ๎ᮏྍ᥇⏝அ᪉ᘧཬᮏ㡲➢ྜஅつ㸪ᡈᅾἣᐜ
チୗ┗㔞⯅அ┦㏆㸪ᝳⴷ᭳ྍ㓃㔟ᐃྍ㎈ㆸ⫤㢠அ᭱పᩝ㢠୪㝈ไᡈ⚗Ṇ㎈ㆸヱ
᭱పᩝ㢠அ㞽☁㒊ศ㸪ణヱ᭱పᩝ㢠ᚓ㉸㐣⫤㢠⏤㗠⏕அ⫤௷அ㠃㢠ࠋᚓᑵ௵ఱ⫤
㢠ⓐ⾜௵ఱグྡㄆ⫤Ḓㆇࠋ
51.

⫤㢠ᣢ᭷ே᠕(᰿᧸ᡤᣢ⫤㢠அ㔠㢠)ᑵ⫤ᜥࠊΎ┙ཨ⯅㈨㗠ศ㓄ࠊ᭳㆟ᢞ

⚊Ḓཬ㡯᧦᭷┦ྠḒࠊ≉Ḓཬ┈㸪⊰ዴᣢ᭷⫤㢠⏤㗠⏕அ⫤௷;ዴ௵ఱṈ➼
≉Ḓᡈ┈(ໟᣓศா⫤ᜥ)㸪ᅾヱ⫤㢠ೂⱝ௨⫤௷ᙧᘧᏑᅾ㸪᭳⏤ヱ⫤௷ᤵணஅ㸪
๎ྍ᰿᧸⫤㢠⪋ᤵணヱ➼≉Ḓᡈ┈ࠋ
52.
ᮏ⣽๎㐺⏝ᕬ⧟㊊⫤ᮏஅ⫤௷அᲄᩥ㐺⏝⫤㢠㸪ୟᮏ⣽๎୰ࠕ⫤௷ࠖཬ
ࠕ⫤ᮾࠖ᠕ໟᣓࠕ⫤㢠ࠖཬࠕ⫤㢠ᣢ᭷ேࠖࠋ

᭦ᨵ⫤ᮏ
53. ᮏබྖྍ௨ᬑ㏻Ỵ㆟:
(i) ᑘᡤ᭷ᡈ௵ఱ⫤ᮏྜేᡈศᢹᡂⅭ㠃‣ᡈᑠ⌧᭷⫤௷அ⫤௷ࠋᅾᑘᕬ⧟㊊⫤
௷ྜేⅭ㠃‣⌧᭷⫤௷அ⫤௷㸪ⴷ᭳ྍ௨ㄆⅭ㐺␜அ᪉ᘧゎỴ௵ఱྍ⬟
ฟ⌧அᅔ㞴㸪ᑬ ᅾᙳ㡪๓㏙அ୍⯡ᛶཎ๎ୗ 㡲ྜే⫤௷அྠᣢ᭷ேஅ㛫
ዴఱỴᐃᑘఱ✀⫤௷ྜేⅭ୍⫤ྜే⫤௷ࠋୟೂⱝ௵ఱேኈᅉ⫤௷ྜే⪋᭷Ḓ⋓ᚓ
㊊୍⫤அྜే⫤௷㸪๎ヱ㞽☁⫤௷ྍ⏤ⴷ᭳ᑵṈጤ௵அேኈฟ၎㸪ヱேኈྍᑘ
၎ฟஅ㞽☁⫤௷㎈ㆸண㈙᪉㸪⪋ヱ㡯㎈ㆸஅ᭷ᩀᛶᚓ␗㆟㸪୪ᑘฟ၎ᡤᚓḰ㡯
㢠 㝖᭷㜝ฟ၎㈝⏝ᚋ ศὴணཎ᠕⋓ᚓ㞽☁ྜే⫤௷அேኈ㸪ᣨᙼ➼அḒཬ
┈அẚศὴ㸪ᡈᨭணᮏබྖ⪋ṗᮏබྖᡤ᭷
(ii) ᑘ⫤௷ศⅭከಶ㢮ู㸪୪ศู㈿ணヱ➼⫤௷௵ఱඃඛࠊ㐱ᘏࠊ㈨᱁ᡈ≉ูḒࠊ
≉Ḓᡈᲄ௳;
(iii) ト㖽ᅾ᭷㜝Ỵ㆟㏻㐣␜᪥ᮍ⿕௵ఱேኈㄆ㉎ᡈྠពㄆ㉎அ⫤௷㸪୪ᑘ⫤ᮏᣨᡤ
ト㖽⫤௷㠃‣அᩝ㢠ῶᑡ;ཬ
(iv) ᑘ㒊ᡈ㒊ศ⫤௷㠃‣ศᢹⅭᑡᮏ⤌⧊❶⛬⥘つᐃஅᩝ㢠㸪ᝳᚓ㐪ᲄஅ
つᐃ㸪ୟ᭷㜝ศᢹ⫤௷அỴ㆟ྍỴᐃศᢹ⫤௷அ㛫୰୍⫤ᡈ᭦ከ⫤௷ྍ㍑
⫤௷᭷ඃඛᡈ≉ูḒ㸪ᡈ᭷㐱ᘏḒᡈ㝈ไ㸪⪋Ⅽᮏබྖྍ㝃ຍᮍⓐ⾜
ᡈ᪂⫤௷⪅ࠋ
47. ᮏබྖྍ㏱㐣ᬑ㏻Ỵ㆟௨㓄ⓐཬⓐ⾜᪂⫤௷ᡈ(ೂቔຍ⫤ᮏⓗ㈨㔠ᡈ㈨㗠
⏤⫤ᮾᥦ౪)㓄ⓐཬⓐ⾜᪂⫤௷ⓗ᪉ᘧቔຍ⫤ᮏ㸪ᡈ㓄ⓐཬⓐ⾜⣚⫤ ↓ㄽྰቔຍ
⫤ᮏ ࠋೂせ㓄ⓐ᪂⫤㸪㓄ⓐ㡲ཷᲄᡤ㍕அⴷ᭳㓄ⓐ⫤௷Ḓຊⓗ㝈ไࠋᡤ᭷᪂⫤௷᠕ཷ
ᲄཬᮏ⤌⧊❶⛬⣽๎᭷㜝㓄ⓐࠊᨭദ⧟⫤Ḱࠊ␃⨨Ḓࠊ㎈ㆸࠊ㎈ࠊἄᨲཬ㡯
ⓗᲄᩥつ㝈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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ᮏබྖྍ㏱㐣ᬑ㏻Ỵ㆟:
(i)

ᑘ㒊ᡈ௵ఱ⫤௷㎈Ⅽ᭦ᡈ᭦ᑠᩝ┠ⓗ⫤௷;

(ii)

ᑘ₶㈨ᮏ(↓ㄽྰ㓄ⓐཬⓐ⾜᪂⫤௷);

(iii)

ྲྀᾘ௵ఱᅾỴ㆟㏻㐣᪥ᮇᑦᮍ᭷௵ఱேᢎ㉎ᡈྠពᢎ㉎அ⫤௷㸪ᡈᣨ⿕ἄᨲཬᕬྲྀᾘ
அ⫤௷ᩝ㢠๐ῶ⫤ᮏஅ㔠㢠

(iv)

ᑘ⫤ᮏᡈ௵ఱ㢮ู⫤௷⏤୍✀㈌ᖯ ㎈Ⅽ྄୍✀㈌ᖯࠋ

ᮏබྖྍᣨἲᚊチஅ௵ఱ᪉ᘧ୪ᅾ➢ྜᲄἲᚊᣦᐃஅᲄ௳ୗ㸪㏱㐣≉ูỴ㆟๐
ῶἲᐃᡈᕬⓐ⾜⫤ᮏࠊ௵ఱ㈨ᮏ㉢ᅇඈഛ㔠ࠊ⫤௷⁄ൠ㉂ᡈྍศὴඈഛࠋ

⫤ ᮾ ᭳
54.48.ཷᲄᲄᩥつ㝈㸪㝖᭳㆟እ㸪ᮏබྖ㡲ᑵẗಶ㈈ᨻᖺᗘᖺୖಶ㈈ᨻᖺᗘ⤖
᮰ᚋಶ᭶அ㚐ԛ֚೧⯇⾜୍ḟ⫤ᮾ᭳㸪సⅭ⫤ᮾ㐌ᖺ᭳㸪୪㡲ᅾྊ㛤⫤ᮾ㐌ᖺ
᭳அ㏻࿌୰ᣦ᫂Ⅽ⫤ᮾ㐌ᖺ᭳ࠋᮏබྖ⯇⾜⫤ᮾ㐌ᖺ᭳அ᪥ᮇ㸪⯅ᮏබྖୗ୍ḟ⫤
ᮾ㐌ᖺ᭳அ᪥ᮇ┦㝸அ㛫ᚓከ༑ಶ᭶ࠋ⫤ᮾ㐌ᖺ᭳ᑘⴷ᭳ᣦᐃஅ㛫
ᆅ㯶⯇⾜ࠋ
55.49.ㄽྰ㝖⫤ᮾ㐌ᖺ᭳ᡈ᭳እ㸪ᡤ᭷⫤ᮾ᭳㆟ᆒ✃Ⅽ⫤ᮾ≉ู᭳
ⴷ᭳ᣦᐃஅ㛫ཬᆅ㯶⯇⾜ࠋ
56.50.ⴷ᭳ྍᅾ௵ఱㄆⅭ㐺␜அೃྊ㛤⫤ᮾ≉ู᭳㸪⪋⫤ᮾ≉ู᭳㡲᠕ᲄ
ゞᐃஅㄳồ᭩ྊ㛤㸪ዴἄ᭷᠕ヱㄳồ᭩ྊ㛤㸪๎ྍ⏤ㄳồேྊ㛤ࠋ
57.51.ྊ㛤⫤ᮾ㐌ᖺ᭳ཬ㏻㐣≉ูỴ㆟அ᭳㆟㡲ⓐฟᑡ༑୍᪥அ᭩㠃㏻▱㸪
⪋㝖⫤ᮾ㐌ᖺ᭳ᡈⅭ㏻㐣≉ูỴ㆟⪋ྊ㛤அ᭳㆟அእ㸪ྊ㛤ᮏබྖ௵ఱ⫤ᮾ᭳
᭳㆟๎㟂ⓐฟᑡ༑ᅄ᪥அ᭩㠃㏻▱ࠋ㏻▱ᮇໟᣓ㐱ᡈどస㐱அ᪥ᡈᑵ⪋ⓐฟ
㏻▱அ᪥ᮇ(௨ཬ⫤ᮾ᭳᪥ᮇ)㸪ୟ㏻▱㡲ิ᫂᭳㆟ᆅ㯶ࠊ᪥ᮇཬ㛫ࠋዴ᭷≉ู㡯㸪๎
㡲ิ᫂ヱ㡯அ୍⯡ᛶ㉁ࠋ⫤ᮾ᭳㏻࿌㡲௨ୗᩥᡤ㏙᪉ᘧᡈᮏබྖྍ⬟⫤ᮾ᭳ୖつ
ᐃஅ᪉ᘧ(ዴ᭷)ྥ᰿᧸ᮏ⣽๎᭷Ḓ᥋⋓ᮏබྖヱ➼㏻▱அேኈⓐฟࠋᅾᲄஅᲄᩥつ㝈
ୗ㸪൷⟶ྊ㛤ᮏබྖ᭳㆟அ㏻▱ᮇ㍑ᮏᲄ⣽๎அつᐃⅭ▷㸪ᅾ⋓ᚓୗิேኈྠពஅἣୗ㸪
ヱ᭳㆟᠕⿕どⅭᕬጇⅭྊ㛤:
(i) ዴⅭ⫤ᮾ㐌ᖺ᭳㸪㧓᭷Ḓฟᖍཬᢞ⚊அ⫤ᮾ;ཬ
(ii)

ዴⅭ௵ఱ᭳㆟㸪ከᩝ᭷Ḓฟᖍཬᢞ⚊அ⫤ᮾ㸪ヱ➼⫤ᮾྜඹᣢ᭷அ⫤௷

௨㠃‣ィᑡᡤ᭷⫤ᮾ᭳ୖ⦻ᢞ⚊Ḓල᭷ヱ㡯Ḓஅ⫤௷அⓒศஅ༑ࠋ

58.52. ೂᅉពእ㑇₃⪋ᮍྥ௵ఱ᭷Ḓᨲྲྀ᭷㜝᭳㏻࿌அேኈⓐฟ᭳㆟㏻࿌㸪ᡈᅾ㞉
ྠ㏻࿌ᐤⓐጤ௵௦⾲ᩥ௳அἣୗ㸪ᅉពእ㑇₃⪋ᮍྥヱ➼ேኈᐤⓐヱጤ௵௦⾲ᩥ௳㸪
ᡈ᭷㜝ேኈᮍ᭷᥋⋓᭷㜝㏻࿌ᡈጤ௵௦⾲ᩥ௳㸪᭷㜝᭳㏻㐣அ௵ఱỴ㆟ᡈ㆟⛬୪
ᅉṈ↓ᩀ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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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i) ྊ㛤⫤ᮾ᭳அẗ௷㏻▱㡲ト᫂(a)᭳㆟அᆅ㯶(ཬೂ᭳㆟ඳಶᡈ௨ୖᆅ㯶⯇⾜㸪
௨㐠⏝௵ఱᢏ⾡ㆸᅾྠᆅ㯶ⓗ⫤ᮾ⬟⤇᭳㆟ୖ⪴⫎ࠊⓐゝཬᢞ⚊㸪๎㟂ト᫂
せ᭳㆟ᆅ㯶ࠕ
 せ᭳㆟ ᆅ㯶 ࠖཬ᭳㆟ᆅ㯶);(b)ೂ⫤ᮾ᭳Ⅽΰྜ᭳㆟㸪ୟ
ヱ㏻▱ໟᣓ୍㡯⾲᫂Ṉពⓗ⫆᫂㸪๎㟂ト᫂௨㟁Ꮚ᪉ᘧฟᖍཬཨ⯅ヱ᭳㆟ⓗ㟁Ꮚ
タഛヲᡈᮏබྖᑘヱ᭳㆟๓ఱᥦ౪ヱ➼ヲ;(c)᭳㆟᪥ᮇཬ㛫;ཬ(d)ᑘ
᭳ୖ⪃៖ⓗỴ㆟ヲཬヱᴗົⓗ୍⯡ᛶ㉁ ᑵ≉Ṧᴗົ⪋ゝ 㸪ୟẗ௷᭳㏻
▱㡲ᅾ㐺␜㢷せⓗᆅ᪉ト୍᫂㡯⫆᫂㸪⾲♧᭷Ḓฟᖍ᭳ཬⓐゝ୪᭳ୖ⾲Ỵஅ
⫤ᮾ᭷Ḓጤ௵୍ྡᡈከྡ௦⾲௦ฟᖍ᭳ཬⓐゝ୪᭳ୖ௨ᢞ⚊᪉ᘧ⾲Ỵ㸪⪋
ヱ௦⾲ẓ㡲Ⅽᮏබྖ⫤ᮾࠋ
(ii)

ೂᨃᥦ࿊௵ఱỴ㆟Ⅽ≉ูỴ㆟㸪㏻▱᠕㍕ิ┦㜝⫆᫂ࠋ

⫤ᮾ᭳㆟⛬ᗎ
59.54. ᅾ⫤ᮾ≉ู᭳ᡤ⌮அ୍ษົ㸪ᆒ㡲␜సⅭ≉ูົ㸪⪋ᅾ⫤ᮾ㐌ᖺ᭳ୖ
ᡤ⌮அ୍ษົ㸪㝖ᐉὴᡈᢈ⫤ᜥ;┬もཬ᥇⣡㉂┠ཬ㈨㗠㈇മ⾲ཬⴷཬ᰾ᩝᖌሗ࿌
௨ཬ㡲㝃ຍ୰அᩥ௳;㑅⯇ⴷ;ጤ௵᰾ᩝᖌཬ᭰௦㏥௵ேኈஅ⟶⌮ேဨ;ཬ㔟
ᐃ᰾ᩝᖌ㓘㔠ཬᑵⴷ㓘㔠ᡈ㢠እ㓘㔠ᢞ⚊እ㸪㡲␜సⅭ≉ูົࠋ
60.55. ᅾᡤ᭷ἣୗ㸪⫤ᮾ᭳அἲᐃேᩝᚲ㡲Ⅽඳྡぶ⮬(ⱝ⫤ᮾⅭබྖ㸪ṇᘧ⋓
ᤵḒ௦⾲)ᡈጤὴ௦⾲ฟᖍஅ⫤ᮾࠋ㝖㠀㛤ጞ⌮᭷㜝ົᕬ㐩⮴ᚲせஅἲᐃேᩝ㸪ྰ
๎௵ఱ⫤ᮾ᭳ᴫᚓ⌮௵ఱົࠋ
61.56. ೂ᭳㆟ᣦᐃྊ㛤㛫ᚋ୕༑ศ㚝(ᡈ᭳ᖍྍ⬟Ỵᐃ➼ೃ㉸㐣୍ᑠஅ㍑
㛗㛫)㚐ᮍ㐩⮴ἲᐃேᩝ㸪ୟ᭷㜝᭳ⱝ᠕⫤ᮾせồ⪋ྊ㛤㸪༶᠕ゎᩓࠋዴᒞ௵ఱ
ἣ㸪๎᠕ᢲᚋ⮳ᖍྍ⬟Ỵᐃஅ᪥ᮇ(ᚓᑡᚋ᪥ᡈከᚋ༑ඵ᪥)⯇⾜
⧰᭳㸪⯇⾜㛫ཬᆅ㯶⏤᭳ᖍỴᐃࠋೂ⧰᭳ᣦᐃྊ㛤㛫㉳ィ༑ศ㚝㚐ᮍ㐩⮴
ἲᐃேᩝ㸪ぶ⮬ฟ ᖍஅ୍ྡᡈከྡ⫤ᮾ(↓ㄽᙼ➼ᡤᣢ⫤௷ᩝ┠)༶ᵓᡂἲᐃேᩝࠋ
62.57. ⴷ᭳ᖍ(ዴ᭷)᠕ᣢẗḟ⫤ᮾ᭳㸪ᡈೂⱝ୪↓ጤ௵᭷㜝ᖍ㸪ཪᡈ௵ఱ
⫤ᮾ᭳ୖ᭷㜝ᖍ᭳ᣦᐃྊ㛤㛫㉳ィ༑ศ㚝㚐ᮍ᭷ฟᖍ᭳㸪๎ฟᖍ᭳அⴷ
ᑘ᥎㑅୍ྡⴷ᧴௵᭳ᖍ;ೂⱝ୪↓ⴷฟᖍ᭳㸪ᡈᡤ᭷ฟᖍ᭳அⴷᣄ㘼ᣢ
᭳㆟㸪๎ฟᖍஅ⫤ᮾ㡲ᅾ⯅᭳அ⫤ᮾ୰㑅ฟ୍ே᧴௵᭳ᖍࠋ
63.58.᰿᧸➨ 62 ᲄ㸪᭳ᖍᅾ᭷ἲᐃேᩝฟᖍஅ௵ఱ⫤ᮾ᭳ྠពୗ㸪ྍ(ཬዴཷ᭳ᣦ
♧㸪๎㡲)ᑘ᭳㆟ᘏᮇ㸪୪ӣᡈ྄ᐃ⯇⾜ᆅ㯶(ೂ㐺⏝)ཬӣᡈ྄ᐃ᭳㆟ᙧᘧ(ᐿ㧓᭳㆟ᡈ
ΰྜ᭳㆟)ᣨ᭳㆟Ỵᐃஅ㛫ཬᆅ㯶⯇⾜⧰᭳ࠋ



64.59.ೂ᭳㆟⿕ᢲᚋ༑ᅄኳᡈ௨ୖ㸪᭷㜝⧰᭳㡲ᣨ↷ཎ᭳㆟அᙧᘧⓐฟ᭱ᑡኳஅ㏻࿌㸪
␜୰㍕᫂⯇⾜⧰᭳அᆅ㯶ࠊ᪥ᮇࠊཬ㛫௨ཬ ዴ㐺⏝ 㟁Ꮚタഛ㸪ణẓ㡲ᅾ᭷㜝㏻࿌୰ิ
᫂⧰᭳ᑘண⌮அົஅᛶ㉁ࠋ㝖๓ᩥᡤ㏙⪅እ㸪ẓ㡲ᑵ⧰᭳ᡈ⧰᭳ᡤ⌮அົྥ⫤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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ᐤⓐ௵ఱ㏻࿌ࠋᅾ௵ఱ⧰᭳ୖ㸪㝖ᘬⓐ⧰᭳அཎ᭷᭳㆟ᮏ᠕⌮அົእ㸪ᚓ⌮
ົ㸪ᝳᑵⓐฟṇᘧ㏻࿌ᡈ௨ᮏ⣽๎つᐃஅ᪉ᘧ㇉චⓐฟヱ㏻࿌๎㝖እࠋ
60. (i) ⴷᒁྍḒ㓃Ᏻ᭷Ḓฟᖍ⫤ᮾ᭳ⓗேኈ㏻㐣㟁ᏊタഛⴷᒁỴᐃ
ⓗ୍ಶᡈከಶᆅ㯶(ࠕ᭳
᭳㆟ᆅ㯶ࠖ)ྠฟᖍཬཨ⯅᭳㆟ࠋ௨ୖ㏙᪉ᘧฟᖍཬཨ⯅᭳㆟ⓗ௵ఱ
⫤ᮾᡈ௵ఱཷጤ௦⾲㸪ᡈ㏻㐣㟁Ꮚタഛཨ⯅ΰྜ᭳㆟ⓗ௵ఱ⫤ᮾᡈཷጤ௦⾲㸪ᆒ⿕どⅭฟ
ᖍ᭳㆟ΰྜ᭳㆟୪ィධ᭳㆟ⓗἲᐃேᩝࠋ
(ii)

ᡤ᭷⫤ᮾ᭳㟂㑂Ᏺ௨ୗつᐃ:

(a) ೂ⫤ᮾฟᖍ᭳㆟ᆅ㯶ཬӣᡈⱝⅭΰྜ᭳㆟ⓗἣ㸪ೂ᭳㆟ᕬᅾせ᭳㆟ᆅ
㯶㛤ጞ㸪๎ヱ᭳㆟᠕⿕どⅭᕬ㛤ጞ;
(b) ᭳㆟ᆅ㯶ぶ㌟ฟᖍ(ዴ⫤ᮾⅭἲᅰ㸪๎⏤ṇᘧᤵḒ௦⾲)ᡈ⏤ཷጤ௦ ⾲
ฟᖍⓗ⫤ᮾཬӣᡈ㏻㐣㟁Ꮚタഛཨ⯅ΰྜ᭳㆟ⓗ⫤ᮾ㸪᠕ィධ┦㜝᭳㆟ⓗ
ἲᐃேᩝ୪᭷Ḓ᭳ୖ⾲Ỵ㸪⪋ヱ᭳㆟᠕ᕬṇᘧ⤌ᡂཬ㆟⛬ᗎᒞ᭷ᩀ
ᝳ᭳ᖍ㡲ಙ⣡ᩚಶ᭳㆟ᮇ㛫᭷㊊⤇㟁Ꮚタഛྍ౪⏝㸪௨☜ಖᡤ᭷
᭳㆟ᆅ㯶ⓗ⫤ᮾཬ㏻㐣㟁Ꮚタഛཨ⯅ΰྜ᭳㆟ⓗ⫤ᮾ⬟⤇ཨ⯅ᡤྊ㛤᭳㆟
ⓗ㡯;
(c) ೂ⫤ᮾᅾ୰୍ಶ᭳㆟ᆅ㯶ぶ㌟ฟᖍ᭳㆟ཬӣᡈೂ⫤ᮾ⏝㟁Ꮚタഛཨ⯅
ΰྜ᭳㆟㸪㟁Ꮚタഛᡈ㏻イタഛ(ᅉ௵ఱཎᅉ)⪋ᮍ⬟㐠స㸪ᡈ௵ఱᏳᮍ
⬟௧㌟᭳㆟ᆅ㯶(せ᭳㆟ᆅ㯶㝖እ)ⓗ⫤ᮾཨ⯅ᡤྊ㛤᭳㆟ⓗ㡯㸪ᡈ
ೂⅭΰྜ᭳㆟㸪൷⟶ᮏබྖᕬᥦ౪㊊⤇㟁Ꮚタഛ㸪ᝳ୍ྡᡈከྡ⫤ᮾᡈཷ
ጤ௦⾲ᮍ⬟ྲྀ⏝ᡈᣢ⧰ྲྀ⏝㟁Ꮚタഛ㸪ᆒ᠕ᙳ㡪᭳㆟ᡈᡤ㏻㐣Ỵ㆟ᡈ
᭳ୖᡤ㐍⾜௵ఱ㡯ᡈ᰿᧸ヱ㡯ᡤ᥇ྲྀ௵ఱ⾜ືஅ᭷ᩀᛶ㸪ᝳᩚಶ᭳㆟
ᮇ㛫㡲᭷ἲᐃேᩝฟᖍ;ཬ
(d)



ೂ௵ఱ᭳㆟ᆅ㯶せ᭳㆟ᆅ㯶ᡤᅾྖἲḒ༐அእ㸪ཬӣᡈዴᒞΰྜ᭳
㆟㸪๎ᮏ❶⛬⣽๎᭷㜝㏦㐩ཬⓐฟ᭳㆟㏻࿌௨ཬ㐱ጤ௵௦⾲ᩥ᧸㛫அ
ᲄᩥ㸪᠕ཨ↷᭷㜝せ᭳㆟ᆅ㯶ⓗᲄᩥࠋ

61. ⴷᒁཬ(௵ఱ⫤ᮾ᭳ୖ)᭳ᖍྍᅾḒ㓃ㄆⅭ㐺␜ᑵ⟶⌮
せ᭳㆟ᆅ㯶ࠊ௵ఱ᭳㆟ᆅ㯶ཬӣᡈ⏝㟁Ꮚタഛཨ⯅ΰྜ᭳㆟ฟᖍཬӣᡈཨ⯅ཬӣᡈᢞ
⚊సฟᏳ㸪୪ྍㆰ᭦௵ఱヱ➼Ᏻ㸪ᝳ᰿᧸᭷㜝Ᏻ↓Ḓぶ㌟(ዴ⫤ᮾⅭἲᅰ㸪๎⏤
ṇᘧᤵḒ௦⾲)ᡈ⏤ཷጤ௦⾲ฟᖍ௵ఱ᭳㆟ᆅ㯶அ⫤ᮾ㸪ᑘᅉṈ᭷Ḓ୰୍ಶ᭳㆟
ᆅ㯶ฟᖍ; ⪋௵ఱ⫤ᮾᅉṈ⪋᭷㜝᭳㆟ᆅ㯶ᡈከಶ᭳㆟ᆅ㯶ฟᖍヱ᭳㆟ࠊ⧰᭳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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ᘏ᭳அḒ㸪᠕ཷ␜ྍ⬟᭷ᩀஅ௵ఱᏳ௨ཬᣦ᫂㐺⏝ヱ᭳㆟அ᭳㆟ࠊ⧰᭳ᡈᘏ᭳㏻
࿌ᡤつ㝈ࠋ
62. ೂ⫤ᮾ᭳ᖍㄆⅭ:
(i)せ᭳㆟ᆅ㯶ᡈྍ⬟⯇⾜᭳㆟ⓗ᭳㆟ᆅ㯶அ㟁Ꮚタഛᑞ⣽๎➨  L ᲄ
ᡤ㏙அ┠ⓗ⪋ゝᒞ㊊⤇㸪ᡈᅾ᪉㠃㊊⤇᭳ྍ⮴ୖᣨ↷᭳㆟㏻
࿌ᡤ㍕ᲄᩥ㐍⾜
(ii)ᑵΰྜ᭳㆟⪋ゝ㸪ᮏබྖᥦ౪அ㟁Ꮚタഛ㊊⤇;
(iii) ↓ἲ☜ಖฟᖍேኈஅពぢᡈ⤥ணᡤ᭷᭷Ḓேኈྜ⌮ᶵ᭳᭳㆟ୖ㐍⾜ὶཬ
ӣᡈᢞ⚊;ᡈ
(iv) ᭳㆟ୖⓐ⏕ᭀຊᡈጾ⬣⏝ᭀຊ௳ࠊኻ␜⾜Ⅽᡈᖸᨐ㸪ᡈ↓ἲ☜ಖ᭳
㆟㐺␜⪋᭷ᗎᆅ㐍⾜;
๎ᅾᙳ㡪᭳ᖍ᰿᧸ᮏ❶⛬⣽๎ᡈᲄྍ⬟ල᭷அ௵ఱḒຊⓗἣୗ㸪
ᖍྍḒ㓃ᅾᮍ⥂᭳㆟ฟᖍ⫤ᮾྠពⓗἣୗ㸪᭳㆟㛤ጞ๓ᡈ㛤ጞᚋୟㄽ
ྰල᭷ἲᐃேᩝ㸪୰᪇ᡈᢲᚋ᭳㆟(ໟᣓ↓㝈ᮇᢲᚋ)ࠋᅾఇ᭳๓㸪ᡤ᭷ᕬ᭳㆟ୖ
⌮அ㡯᠕Ⅽ᭷ᩀࠋ
63. ೂⓐฟ⫤ᮾ᭳㏻࿌ᚋణ᭳㆟⯇⾜அ๓㸪ᡈᢲᚋ᭳㆟அᚋణ⧰᭳⯇⾜அ
๓ (ㄽྰ㡲ⓐฟ⧰᭳㏻࿌)㸪ⴷᒁྍḒ㓃ㄆⅭྊ㛤᭳㏻࿌ᣦ᫂அ᪥ᮇᡈ㛫
ᡈᆅ㯶ᡈ⏝㟁Ꮚタഛ⯇⾜⫤ᮾ᭳ᅉ௵ఱ⌮⏤⪋㐺␜ࠊษᐿ㝿ࠊྜ⌮ᡈ⌮㸪
๎ྍᅾᮍ⥂⫤ᮾᢈୗㆰ᭦ᡈᘏ㑀᭳㆟⮳྄୍᪥ᮇࠊ㛫ཬӣᡈᆅ㯶ཬӣᡈㆰ᭦㟁Ꮚタ
ഛཬӣᡈㆰ᭦᭳㆟ᙧᘧ(ᐿ㧓᭳㆟ᡈΰྜ᭳㆟)ࠋᅾᙳ㡪ୖ㏙つᐃ୍⯡ᛶⓗཎ๎ୗ㸪ⴷᒁ
᭷Ḓྊ㛤⫤ᮾ᭳அẗ୍௷㏻࿌୰つᐃ┦㜝⫤ᮾ᭳ྍᅾᮍసฟ㐍୍ṉ㏻▱ୗ⮬ືᘏ㑀
அἣࠋᮏᲄᑘཷ ୗิྛ㡯つ㝈:
(i) ೂ᭳㆟ᘏᮇ⯇⾜ᡈ㏻࿌୰ᡤゞ᫂அ᭳㆟ᙧᘧᡈ㟁Ꮚタഛ᭷ㆰ᭦㸪ᮏබྖ㡲┗ຊᅾ
ษᐿྍ⾜⠊ᅩ㚐┗ᛌᮏබྖ⥙❰ୖหⓏ᭷㜝ᘏᮇⓗ㏻࿌(ᝳᮍ⬟หⓏ᭷㜝㏻࿌ᑘ
᭳ᙳ㡪᭷㜝᭳㆟⮬ືᘏ㑀ᡈ⮬ືㆰ᭦);
(ii) ೂ᭳㆟᰿᧸ᮏᲄᘏᮇᡈᨵᮇ㸪ᅾᙳ㡪⣽๎➨ 59 ᲄཬᅾつ㝈ୗ㸪㝖㠀ཎ᭷᭳㆟
㏻࿌ᕬᣦ᫂㸪ྰ๎ⴷᒁ㡲ᐃฟᘏᮇᡈᨵᮇ᭳㆟அ⯇⾜᪥ᮇࠊ㛫ࠊᆅ㯶(ೂ㐺⏝)ཬ
㟁Ꮚタഛ(ೂ㐺⏝)㸪ᣦ᫂ᥦ௦⾲ጤ௵ᩥ᧸ⓗ᪥ᮇཬ㛫㸪௨᭷ᩀ⏝ヱᘏᮇᡈ
ᨵᮇⓗ᭳㆟(ᝳᑵཎ᭷᭳㆟ᥦஅ௵ఱ௦⾲ጤ௵ᩥ᧸ᑘ⧤⧰᭷ᩀ⏝ヱᘏᮇᡈᨵᮇⓗ᭳
㆟㸪㝖㠀⿕᪂௦⾲ጤ௵ᩥ᧸᧔㖽ᡈྲྀ௦)㸪୪㡲ᣨⴷᒁྍ⬟Ỵᐃஅ᪉ᘧྥ⫤ᮾⓐฟ
ᅾヱἣୗⅭྜ⌮அ᭷㜝ヲ㏻▱;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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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ẓ㡲ⓐฟᑘᘏᮇᡈᨵᮇ᭳㆟ୖ⌮㡯அ㏻࿌㸪ẓ㡲㔜᪂ബ㕗௵ఱ㞉㝃ᩥ௳㸪
ᝳᑘᘏᮇᡈᨵᮇ᭳㆟ୖ⌮அ㡯㡲⯅ᕬྥ⫤ᮾബ㕗அཎ᭷⫤ᮾ᭳㏻࿌ᡤ㍕
⪅┦ྠࠋ
64. ᡤ᭷᭷ពฟᖍཬཨ⯅ΰྜ᭳㆟ⓗேኈ᠕᭷㈐௵⥔ᣢ㊊⤇タഛㆸྍฟᖍཬཨ⯅
᭳㆟ࠋᅾ⣽๎➨ 62 ᲄஅつ㝈ୗ㸪௵ఱேኈᮍ⬟㏱㐣㟁Ꮚタഛฟᖍᡈཨ⯅⫤ᮾ᭳ᑘ᭳ᑟ
⮴ヱ᭳㆟அ㆟⛬ᗎཬӣᡈᡤ㏻㐣அỴ㆟↓ᩀࠋ
65௵ఱ⫤ᮾ᭳ୖ㸪௵ఱᥦ࿊᭳⾲ỴஅỴ㆟㡲௨ᢞ⚊⯇ᡭ᪉ᘧ⾲Ỵ㸪ᝳᐉ
థ௨⯇ᡭ ᪉ᘧ⾲Ỵᡤᚓ⤖ᯝஅ๓ᡈஅ㸪ᡈ᧔ᅇ௵ఱᢞ⚊⾲Ỵせồஅ᭷ṇᘧせồ௨
ᢞ⚊᪉ᘧ⾲Ỵ๎㝖እࠋ௨ୗேኈྍせồ௨ᢞ⚊᪉ᘧ⾲Ỵ:൷⟶᭷ୖ㏙つᐃ㸪ዴᒞᐿ㧓᭳㆟
᭳㆟ᖍྍ┿ㄔᆅඔチ⣧⢨⯅⛬ᗎᡈ⾜ᨻ㡯᭷㜝அỴ㆟௨⯇ᡭ᪉ᘧ⾲Ỵࠋᑵᮏᲄ⪋ゝ
⛬ᗎཬ⾜ᨻ㡯ᣦ L ⫤ᮾ᭳㆟⛬ᡈᮏබྖྍ⬟ྥ⫤ᮾᡤⓐฟ௵ఱ⿵㏻ภ㚐୪↓㍕ิ
அ㡯ཬ LL ᭷㜝ᖍ⥔ᣢ᭳㆟᭷ᗎ㐍⾜ཬځᡈጇၿ⪋᭷ᩀᆅ⌮᭳㆟㡯அ⫋㈐㸪ྠ
ㆸ㧓⫤ᮾ᭷ྜ⌮ᶵ᭳ⓐ⾲ពぢࠋᢞ⚊ ㄽ௨⯇ᡭᡈᢞ⚊᪉ᘧ ྍᣨⴷᒁᡈ᭳㆟ᖍྍ
⬟㔟ᐃஅ᪉ᘧ௨㟁Ꮚᡈ᪉ᘧ㐍⾜ࠋ
65.66. ዴᐿ㧓᭳㆟ඔチ⯇ᡭ⾲Ỵ㸪ᅾᐉᕸ⯇ᡭ⾲Ỵ⤖ᯝஅ๓ᡈஅ㸪ୗ㏙ேኈྍせồ௨
ᢞ⚊᪉ᘧ⾲Ỵ:
(i) ᭳ᖍ;ᡈ
(ii) ᭱ᑡ୕ྡ␜᭷Ḓ᭳ୖᢞ⚊அ⫤ᮾ㸪ㄽぶ㌟ᡈ⏤ጤ௵௦⾲ฟᖍ᭳㆟;ᡈ
(iii) ర㧓᭷Ḓ᭳ୖᢞ⚊அ⫤ᮾஅᢞ⚊Ḓ⦻㢠ᑡ ༑ศ୍அ୍ྡᡈከྡ⫤ᮾ㸪
ㄽぶ㌟ᡈ⏤ጤ௵௦⾲ฟᖍ᭳㆟ࠋ;ᡈ
(iv) ᣢ᭷⋓㈿ணḒ᭳ୖᢞ⚊அᮏබྖ⫤௷அᐿ⧟⫤Ḱ⦻㢠ᑡ㒊⋓㈿ணヱ㡯Ḓ
அ⫤௷ᐿ⧟⫤Ḱ⦻㢠༑ศ୍அ⫤ᮾ㸪ㄽぶ㌟ᡈ⏤ጤ௵௦⾲ฟᖍ᭳㆟ࠋ
67.㝖㠀ዴୖᩥᡤ㏙せồ௨ᢞ⚊᪉ᘧ⾲Ỵୟ୪↓᧔ᅇ᭷㜝せồ㸪ྰ๎ซ௨⯇ᡭ᪉ᘧ⾲Ỵ
Ỵ㆟㸪᭳ᖍᐉథỴ㆟௨⯇ᡭᙧᘧ㏻㐣ᡈ୍⮴㏻㐣ᡈ௨≉ᐃከᩝ⚊㏻㐣ᡈண㏻
㐣㸪༶Ⅽ᭷㜝ᐿஅ☜ㆇ㸪⪋ẓ㡲ᥦ ౪᭷㜝㉙ᡂᡈᑞヱỴ㆟அ⚊ᩝᡈẚஅㆇ᫂ࠋೂ
Ỵ㆟௨ᢞ⚊᪉ᘧ⾲Ỵ㸪๎㡲ᣨ᭳ᖍᣦ♧அᙧᘧ(ໟᣓ⏝㟁Ꮚᢞ⚊ࠊ㑅⚊ᡈᢞ⚊⣬)㐍
⾜㸪⪋ᢞ⚊அ⤖ᯝᑘ⿕どⅭ᭳㆟அỴ㆟ࠋ᭳ᖍྍ(ཬೂ᭳㆟సฟዴṈᣦ♧㸪๎㡲)ᑵᢞ
⚊ ⾲Ỵጤ௵┘⚊ே㸪୪ྍ:
(i)ᅾ᭳㆟ୖᐉᕸᢞ⚊⤖ᯝ
(ii) ᑵᐉᕸᢞ⚊⤖ᯝᑘ᭳㆟ᢲᚋ⮳㔟ᐃஅ᯾ᆅ㯶ཬ㛫㸪ୟᑵṈ⪋ゝ㸪᭳ᖍྍ
ጤ௵௵ఱⴷᡈ⛎᭩Ⅽ᭷㜝ᐉᕸᢞ⚊⤖ᯝஅ⧰᭳அᖍࠋೂ⧰᭳ୖᐉ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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㜝ᢞ⚊⤖ᯝ㸪⾲᫂Ỵ㆟ᕬ⋓㏻㐣ᡈ⋓㏻㐣ཪᡈᕬ⋓ᡈᑦᮍ⋓᯾≉ᐃከᩝ㏻
㐣㸪୪㍕ධᮏබྖ᭳㆟グ㗴㸪๎ᅾ୪↓᫂㢷㘒ㄗஅἣୗ㸪ヱᐉᕸᑘⅭ☜ㆇ;ᡈ
(iii) Ỵᐃグ㗴ᅾ┘⚊ேㆇ᭩ୖ୪⏤┘⚊ே⡗⨫அᢞ⚊⤖ᯝᑘⅭヱ᭳㆟அ᭷㜝Ỵ㆟அ
☜ㆇ㸪 ⪋↓㟂௵ఱㆇ᫂ࠋ

66.68. ซᑵ㑅⯇᭳㆟ᖍᡈ᭳㆟᠕ྰᘏᮇஅၥ㢟⪋せồ௨ᢞ⚊᪉ᘧ⾲Ỵ㸪᭷㜝⾲Ỵ㡲
༶㐍⾜ࠋᑵ௵ఱၥ㢟せồ௨ᢞ⚊᪉ᘧ⾲Ỵ㡲せồ௨ᢞ⚊᪉ᘧ⾲Ỵஅ᭳ᡈ⧰᭳᪥
ᮇ㉳ィ୕༑᪥㚐㸪ᣨ᭳ᖍᣦ♧அ᪉ᘧࠊ㛫ཬᆅ㯶㐍⾜ᢞ⚊ࠋዴᢞ⚊୪㠀༶㐍⾜㸪
๎ẓ㡲ⓐฟ㏻࿌ࠋᢞ⚊⤖ᯝ㡲⿕どⅭせồ௨ᢞ⚊᪉ᘧ⾲Ỵஅ᭳அỴ㆟ࠋೂ⋓᭳ᖍ
ྠព㸪௨ᢞ⚊᪉ᘧ⾲Ỵஅ せồྍ᭳⤖᮰ᡈ㐍⾜ᢞ⚊(௨㍑᪩⪅Ⅽ‽)๓㞉᧔ᅇࠋ
67.69. ㄽ௨⯇ᡭᡈᣨᢞ⚊᪉ᘧ⾲Ỵ㸪ೂ⚊ᩝ┦ྠ㸪௨⯇ᡭᡈᢞ⚊᪉ᘧ⾲Ỵஅ᭳ᖍ
᭷Ḓᢞ➨⚊ᡈỴᐃ⚊ࠋ
68.70.せồᢞ⚊⾲Ỵ᠕ጉ♓᭳⧤⧰⌮㝖ᑵせồᢞ⚊⾲Ỵஅၥ㢟அእஅ௵ఱົࠋ
69.71.ೂ:
(a) ᑞ௵ఱᢞ⚊ேஅ㈨᱁㗠⏕௵ఱ␗㆟;ᡈ
(b) ᕬィධ᠕ィ⚊ᡈྍ⬟ᕬ⿕ᣄ㘼அ௵ఱᢞ⚊;ᡈ
(c) ᮍィධ᠕ணィ⚊அ௵ఱᢞ⚊㸪
㝖㠀సฟᡈᢞฟ᭷␗㆟ᢞ⚊ᡈⓐ⏕㘒ㄗஅ᭳ᡈ(どἣ⪋ᐃ)⧰᭳ᡈᘏ᭳ୖᥦฟᡈᣦ
ฟ␗㆟ᡈ㘒ㄗ㸪ྰ๎┦㜝␗㆟ᡈ㘒ㄗ᠕᭳ᡈ⧰᭳ᡈᘏ᭳ᑵ௵ఱỴ㆟அỴᐃ↓ᩀࠋ
௵ఱ␗㆟ᡈ㘒ㄗᆒ᠕⏤᭳ᖍ⌮㸪୪ഹᖍỴᐃ┦㜝␗㆟ᡈ㘒ㄗྍ⬟ᕬᑞ᭳Ỵ
ᐃ㐀ᡂᙳ㡪அἣୗ ᭳ᑵ௵ఱỴ㆟அỴᐃ↓ᩀ㸪⪋ᖍᑞ᭷㜝ᐅஅỴᐃ༶Ⅽ᭱⤊
ཬලỴᐃᛶஅỴᐃࠋ
70.72. ซ⥂⏤␜᭷Ḓᨲྲྀ⫤ᮾ᭳㏻࿌ཬฟᖍ୪᭳ୖᢞ⚊அ㧓⫤ᮾ⡗⨫அ᭩㠃Ỵ
㆟ᑘල᭷ἲᚊᩀຊཬ᭷ᩀ㸪⊰ዴ᭷㜝Ỵ㆟ᕬᮏබྖṇᘧྊ㛤அ⫤ᮾ᭳ୖ⋓ᚓ㏻㐣ࠋ
⫤ᮾᡈ௦⾲⡗⨫┦㜝᭩㠃Ỵ㆟அ᭩㠃☜ㄆ㏻▱ᑵᮏᲄ⣽๎⪋ゝ᠕⿕どⅭ⡗⨫┦㜝᭩
㠃Ỵ㆟ࠋヱ➼᭩㠃Ỵ㆟ྍໟᣓศู⏤୍ྡᡈከྡ⫤ᮾᡈ௦⾲அከ௷ᩥ௳ࠋ

⫤ᮾᢞ⚊
71.73. ᅾ௵ఱ⫤௷␜ᑵᢞ⚊⪋ゝᡤ㐺⏝அ௵ఱ≉ูḒࠊ≉Ḓᡈ㝈ไஅつ㝈ୗ㸪௵
ఱ⫤ᮾ᭳ୖዴ௨⯇ᡭ᪉ᘧ⾲Ỵ㸪ぶ㌟ฟᖍ᭳அẗྡ⫤ᮾᑘྍᢞ୍⚊㸪⪋௨ᢞ⚊᪉ᘧ
⾲Ỵ㸪ぶ㌟ฟᖍஅ⫤ᮾᡈጤ௵௦⾲᭷Ḓᑵᙼᣢ᭷அẗ⫤⫤௷ᢞ୍⚊ࠋ᭷Ḓᢞ୍⚊௨ୖஅ
⫤ᮾ௨ᢞ⚊᪉ᘧ⾲Ỵẓ㡲⏝ᡤ᭷⚊ᩝᡈ௨ྠᶏஅ᪉ᘧᩝᢞ⏝அ⚊ᩝࠋ
72.74. ೂ᰿᧸⣽๎➨ 4644 ᲄ᭷ḒⓏグⅭ⫤ᮾஅ௵ఱேኈⅭヱ➼⫤௷அⓏグᣢ᭷ே㸪๎
ᙼྍ ௵ఱ⫤ᮾ᭳ୖᑵヱ➼⫤௷௨ྠᶏஅ᪉ᘧᢞ⚊㸪⊰ዴⅭヱ➼⫤௷அⓏグᣢ᭷ே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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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ᙼᨃᢞ⚊அ᭳ᡈ⧰᭳ᡈᘏ᭳(どἣ⪋ᐃ)அ⯇⾜㛫அ๓᭱ᑡᅄ༑ඵᑠ㸪௧ⴷ
᭳᭷ḒⓏグⅭヱ➼⫤ ௷அᣢ᭷ேᡈⴷ᭳ඛ๓ᕬ᥋⣡ᙼ᭷Ḓヱ᭳ୖᑵヱ➼⫤௷ᢞ⚊ࠋ
73.75. ዴᒞ⫤௷அ⫃ྡᣢ᭷ே㸪⏤㍑ඃඛஅ⫃ྡᣢ᭷ேᡤసฟஅ⾲Ỵ㸪ㄽぶ㌟ᡈ⏤
ཷጤ௦⾲సฟஅ㸪ᑘ⿕᥋ཷ㸪㣾⫃ྡᣢ᭷ேஅ⾲Ỵᑘ⋓ཷ⌮ࠋᑵṈ⪋ゝ㸪ᣢ᭷ேஅඃ
ඛḟᗎᣨᅾ⫤ᮾྡ㚐ᑵヱ➼⫃ྡᣢ᭷அ⫤Ḓஅྡඛᚋḟᗎ⪋ᐃ㸪ྡ㍑ඛ⪅Ⅽ㤳ᖍࠋ
74.76. ⢭⚄ᡈ⏤ල᭷ྖἲ⟶㎄Ḓஅἲ㝔㡺௧௨ᝈ᭷⢭⚄⣟அ⫤ᮾ㸪ㄽᅾ⯇
ᡭᡈᢞ⚊௨సฟ⾲Ỵ㸪ᆒྍ⏤ཷク┘⟶ேࠊ᥋⟶ேࠊ㈈㗠ಖబே㸪ᡈ⏤ヱἲ㝔ᡤᣦᐃල
᭷┘⟶ேࠊ᥋⟶ேᡈ㈈㗠ಖబேᛶ㉁அேసฟ⾲Ỵ;௵ఱṈ➼ཷク┘⟶ேࠊ᥋⟶ேࠊ㈈
㗠ಖబேᡈே㸪ᆒྍᅾᢞ⚊᪉ᘧ㐍⾜⾲Ỵ୰⏤௦⾲௦Ⅽ⾲Ỵࠋ
75.77. (i) 㝖ᮏ⣽๎྄᭷᫂☜つᐃእ㸪௵ఱ㠀ṇᘧⓏグⅭ⫤ᮾୟᕬᑵᡤᣢ⫤௷ྥᮏබ
ྖᨭ␜฿ᮇ᠕அᡤ᭷Ḱ㡯அேኈ㸪ᴫ↓Ḓぶ⮬ᡈጤὴ௦⾲ฟᖍ௵ఱ⫤
ᮾ᭳୪ⓐゝᡈཨ⯅⾲Ỵ(సⅭ྄୍⫤ᮾஅጤ௵௦⾲㝖እ)㸪ஓᚓィ⟬ධ௵ఱ
⫤ᮾ᭳அἲᐃேᩝࠋ
(ii)

ೂ௵ఱ⫤ᮾ᰿᧸ୖᕷつ๎㡲ᑵ௵ఱ≉ᐃỴ㆟ᨺᲠᢞ⚊㸪ᡈཷ฿௵ఱ㝈ไ㸪ഹ
⬟ᢞ⚊㉙ᡂᡈᑞ௵ఱ≉ᐃỴ㆟㸪⪋ヱྡ⫤ᮾᡈ௦⾲அᢞ⚊ዴ゙᭷㜝
つᐃᡈ㝈ไ㸪๎ᢞ⚊ᚓィ⟬ධ⚊ᩝ㚐ࠋ

76.78. ௵ఱ᭷Ḓฟᖍᮏබྖ᭳㆟ཬⓐゝ୪᭳ୖᢞ⚊அᮏබྖ⫤ᮾᆒ᭷Ḓጤ௵ேኈ
Ⅽཷጤ௦⾲㸪௦ฟᖍࠊⓐゝཬᢞ⚊ࠋ௨ᢞ⚊᪉ᘧ㐍⾜⾲Ỵ㸪ྍ⏤⫤ᮾぶ㌟ᡈ⏤ཷጤ௦
⾲ᢞ⚊ࠋཷጤ௦⾲ẓ㡲Ⅽᮏබྖ⫤ᮾࠋ⫤ᮾྍጤ௵ከ୍ྡཷጤ௦⾲ฟᖍᡤ㏙᭳㆟ࠋ
77.79.ጤ௵ཷጤ௦⾲அᩥ᭩㸪㡲⏤ጤ௵ேᡈ᭩㠃ᤵḒே௨᭩㠃సฟ;ዴጤ௵ேⅭබྖ㸪
๎ ᭷㜝ᩥ᭩㡲ຍ༳❶㸪ᡈ⏤㧗⣭⫋ဨᡈ⥂ṇᘧᤵḒஅேኈ⡗⨫ࠋ 㸪ᡈೂⴷ᭳Ḓ
㓃Ỵᐃ㸪ྍ᥇⏝㟁Ꮚ㏻イⓐฟ㸪⪋:(i) ೂⅭಶே㸪㡲⏤ጤ௵ேᡈཷḒே⡗⨫㸪ᡈᅾ㟁Ꮚ㏻イ୰ໟྵጤ௵㡯㸪⏤ಶே
௨ⴷᒁྍ⬟ᢈஅ᪉ᘧ ㄆㆇ;ཬ
(ii) ೂⅭබྖ㸪㡲ୖἲᅰ༳❶ᡈ⏤ཷḒேᡈබྖஅṇᘧᤵḒ⫋ဨ௦Ⅽ⡗⨫㸪ᡈᅾ㟁
Ꮚ㏻イ୰ໟྵጤ௵㡯㸪⏤බྖ௨ ⴷᒁྍ⬟ᢈஅ᪉ᘧㄆㆇࠋ
ᑵᮏᲄ⪋ゝ㸪ⴷᒁྍᣦᐃㄆㆇ௵ఱ᭷㜝ᩥ᧸அ⛬ᗎ㸪⪋௵ఱᮍ⥂ヱ➼⛬ᗎㄆ
ㆇஅ᭷㜝ᩥ᧸ᑘ⿕どⅭᮍ⿕ᮏබྖ᥋⋓ࠋ



80.
ᮏබྖྍḒ㓃ᣦᐃ௵ఱ⯅⫤ᮾ᭳ཷጤ௦⾲᭷㜝அ௵ఱᩥ௳ᡈ㈨ᩱ(ໟᣓ௵
ఱጤ௵௦⾲ᩥ᧸ᡈጤ௵ཷጤ௦⾲அ㑋ㄳ᭩ࠊ㢷♧ጤ௵ཷጤ௦⾲᭷ᩀᛶᡈ⯅ጤ௵ཷጤ௦⾲᭷
㜝அ௵ఱᚲせᩥ௳ཬ⤊Ṇཷጤ௦⾲ᤵḒஅ㏻▱)ྍ㏻㐣㟁Ꮚ᪉ᘧ㏦ᮏබྖ㸪ᝳཷᮏබྖྍ
⬟ຍஅ௵ఱ㝈ไཬᲄ௳ᡤつ㝈㸪Ⅽච⏕ၥ㸪᭷㜝㝈ไཬᲄ௳ໟᣓຍᮏබྖྍ⬟ᣦ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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அ௵ఱᏳᡈຍᐦᏳࠋዴ↓㝈ไ㸪ᮏබྖྍỴᐃ᭷㜝௨㟁Ꮚ᪉ᘧ㏦அ᪉ᘧྍ୍⯡
ᡈල㧓⏝≉ᐃ᭳㆟ᡈ┠ⓗࠋ
78.81. ጤ௵ཷጤ௦⾲அᩥ᭩ཬ⥂⡗⨫அᤵḒ᭩ᡈᤵḒᩥ௳(ዴ᭷)㸪ᡈ⥂බㆇே⡗⨫
ㆇ᫂அヱᤵḒ᭩ᡈᤵḒᩥ௳ᮏ㸪᭱㑀㡲ᩥ᭩ୖᣦᐃஅᢞ⚊ேኈᨃᢞ⚊அ᭳㆟ᡈ⧰᭳ᡈ
ᘏ᭳ᡈᢞ⚊⾲Ỵ (どἣ⪋ᐃ)ᣦᐃ⯇⾜㛫ᑡᅄ༑ඵᑠ๓Ꮡ⨨ᮏබྖஅト㎨
ᡈ᭳㆟㏻࿌ᡈᮏබྖⓐฟஅཷጤ௦⾲ᩥ᭩ᡤᣦᐃஅᆅ㯶㸪⪋୪↓ᣨୖ㏙⾜㸪๎ጤ
௵௦⾲அᩥ᭩ᑘどⅭ↓ᩀࠋጤ௵௦⾲ᩥ᭩அ⡗❧᪥ᮇ㉳ィ༑ಶ᭶ᒄ⁹ᚋ㸪ヱᩥ᭩༶࿌
ኻᩀ㸪ᝳཎゞ⏤ヱ᪥㉳ィ༑ಶ᭶㚐⯇⾜அ᭳㆟அ⧰᭳ᡈᘏ᭳ᡈヱ᭳㆟ᡈ⧰᭳ᡈᘏ᭳
ୖᡤせồஅᢞ⚊⾲Ỵ๎㝖እࠋᅇጤ௵ཷጤ௦⾲அᩥ᭩ᚋ㸪⫤ᮾྍぶ㌟ฟᖍ᭳ཬ᭳
ୖᡈ௨ᢞ⚊᪉ᘧ㐍⾜⾲Ỵᢞ⚊㸪⪋ᅾṈἣୗ㸪ጤ௵ཷጤ ௦⾲அᩥ᭩ᑘ⿕どసᕬ᧔㖽
ㄽࠋ
79.82.ẗ௷ጤ௵௦⾲அᩥ᭩(ㄽᑵᣦᐃ᭳㆟ᡈ᭳㆟)㡲Ⅽⴷ᭳ᢈஅ᱁ᘧ㸪
ᝳ௵ఱἣୗ㸪ヱ᱁ᘧ㡲㍕᭷୍㡯ᲄᩥ㸪᧸Ṉ⫤ᮾྍ㑅᧪⾲᫂ཷጤ௦⾲ྰ⿕ᣦ♧ᑞ
᭷㜝Ỵ㆟ ᢞ⚊㉙ᡂᡈᑞࠋ
80.83. ጤ௵ཷጤ௦⾲⫤ᮾ᭳ᢞ⚊அᩥ᭩᠕:(i) どⅭᤵḒཷጤ௦⾲ᅾㄆⅭ㐺␜ྍ
ᑵ᭳㆟ୖᥦ࿊அ௵ఱỴ㆟(ᡈಟゞ)せồᡈຍධせồᢞ⚊⾲Ỵཬᢞ⚊㸪ᝳⓐ⤥ᡂဨ౪
ጤ௵௦⾲ฟᖍᑘ⌮௵ఱົஅ௵ఱ⫤ᮾ᭳୪᭳ୖᢞ⚊அ௵ఱ⾲᱁㸪㡲ᡂဨྍ᰿᧸
ព㢪ᣦ♧௦⾲⾲Ỵ㉙ᡂᡈᑞ(ᡈᅾἄ᭷ᣦ♧ἣୗᑵṈ㓃ᢞ⚊)⌮௵ఱ᭷㜝ົஅẗ
㡯Ỵ㆟;ཬ(ii)㝖௦⾲ጤ௵ᩥ᭩྄᭷つᐃእ㸪ヱጤ௵ཷጤ௦⾲அᩥ᭩᭷㜝᭳㆟அ௵ఱ⧰᭳
ᡈᘏ᭳↛᭷ᩀࠋ
81.84. ༶ጤクேᕬ㌟ᨾᡈ⢭⚄㘒㸪ᡈ᧔㖽௦⾲ጤ௵(ᣨ⣽๎➨ 8178 ᲄᡤᥦ౪⪅⿕ど
Ⅽ᧔㖽㝖እ)㸪ᡈ᧔㖽᧸௨⡗❧ጤ௵௦⾲ᩥ᭩அᤵḒ㸪ᡈጤ௵௦⾲ᡤᾙཬஅ⫤௷ᕬ㎈ㆸ㸪
᰿᧸ጤ௵௦⾲ᩥ᭩அᲄḰసฟஅᢞ⚊ᆒⅭ᭷ᩀ㸪ᝳᮏබྖஅト㎨ᡈ⣽๎➨ 8178 ᲄᡤ
㏙ᆅ㯶⏝᭷㜝௦⾲ጤ௵ᩥ᭩அ᭳㆟ᡈ⧰᭳ᡈᘏ᭳⯇⾜๓᭱ᑡᅄ༑ඵᑠ୪↓ᨲ
฿ୖ㏙㌟ᨾࠊ⢭⚄㘒ࠊ᧔㖽ᡈ㎈ㆸஅ㏻▱᭩அἣୗ᪉ጞ㐺⏝ࠋ
82.85. (A) ௵ఱ㌟Ⅽᮏබྖ⫤ᮾஅබྖྍ௨ⴷᡈ┘⟶ᅰ㧓அỴ㆟ᡈᤵḒ᭩㸪
ᤵḒㄆⅭ㐺ྜஅேኈసⅭ௦⾲㸪ฟᖍᮏබྖ௵ఱ᭳㆟ᡈᮏබྖ௵ఱ㢮ู
⫤ᮾ᭳㆟ࠋ⋓ᤵḒேኈ᭷Ḓ௦⾲ヱබྖ⾜௦⾲බྖஅ┦➼Ḓຊ㸪⊰ዴヱ
බྖⅭᮏබྖஅಶே⫤ᮾ㸪㝖㠀ᩥ⩏྄᭷ᡤᣦእ㸪ᮏ⣽๎ᥦ㏙அぶ㌟ฟᖍ᭳
㆟அ⫤ᮾ㸪ໟᣓసⅭᮏබྖ⫤ ᮾஅබྖᡤṇᘧᤵḒஅ௦⾲ࠋ



(B) ೂᮏබྖ⫤ᮾⅭㄆྍ⤖⟬ᡤ(ᡈ௦ྡே㸪ୟྛἣᆒⅭἲᅰ)㸪๎ྍᤵ
ḒㄆⅭྜ㐺அேኈᮏබྖஅ௵ఱ᭳ᡈᮏබྖ௵ఱ㢮ู⫤ᮾஅ௵ఱ᭳㆟
ୖ᧴௵௦⾲㸪ᝳヱᤵḒ᭩ᚲ㡲ト᫂ẗྡ⋓ᤵḒ௦⾲ᡤ௦⾲அ⫤௷ᩝ┠ཬ㢮
ูࠋ᰿᧸ᮏᲄ⣽๎அᲄᩥ⋓ᤵḒஅẗྡேኈ᭷Ḓ௦⾲ㄆྍ⤖⟬ᡤ(ᡈ௦ྡ
ே)⾜┦ྠḒཬḒຊ㸪⊰ዴヱྡேኈᑵ᭷㜝ᤵḒ᭩ᡤト᫂அ⫤௷ᩝ┠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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㢮ูసⅭヱㄆྍ⤖⟬ᡤ(ᡈ௦ྡே) ᡤᣢᮏබྖ⫤௷அⓏグᣢ᭷ே㸪ໟᣓ௨
⯇ᡭ᪉ᘧ⋊❧ᢞ⚊அḒࠋ

ⴷ ᭳
83.86. ⴷேᩝᚓᑡྡཬᚓከ༑ྡࠋ
84.87. ᅾᮏ⣽๎அᲄᩥつ㝈ୗ㸪ᮏබྖ㏱㐣ᬑ㏻Ỵ㆟㑅⯇௵ఱேኈⅭⴷ㸪௨ሸ⿵⮫
✵⨃ᡈຍධ⌧᭷ⴷ᭳ࠋ
85.88. ᅾᦆᐖᮏබྖ⫤ᮾ᭳ୖ᰿᧸ᮏ⣽๎ᲄᩥጤ௵௵ఱேኈⅭⴷஅḒຊୗ㸪ⴷ
᭳᭷Ḓ㞉ཬጤ௵௵ఱேኈฟ௵ⴷ㸪௨ሸ⿵⌧᭷ⴷ᭳⮫✵⨃ᡈຍධ⌧᭷ⴷ
᭳ᡂဨࠋ௵ఱᑵṈ⋓ጤ௵அⴷ㸪௵ᮇ⮳ᮏබྖୗᒄ⫤ᮾ㐌ᖺ᭳ⅭṆ㸪୪᭷㈨᱁ヱ
᭳ୖᗘ␜㑅(ణᅾヱ᭳ୖỴᐃ㍯‣㏥௵அⴷே㑅㸪ᚓᑘዴṈጤ௵அⴷᡈேᩝ
ィ⟬ᅾ㚐)ࠋ
86.89. ᮏබྖ௵ఱⴷ௵⫋ᒄ⁹அ๓ྍ㏱㐣ᬑ㏻Ỵ㆟ᑘච௵㸪୪ྍ(㡲ཷᮏ⣽๎
つ㝈) ㏱㐣ᬑ㏻Ỵ㆟ጤ௵྄୍ேኈ᭰௦⫋ົࠋ⋓ጤ௵அ௵ఱேኈ㸪㏥௵அ᪥ᮇ㸪㡲⊰
ዴᙼⱝᅾヱ⿕᭰௦ⴷ᭱ᚋ୍ḟ␜㑅Ⅽⴷஅ᪥⿕ጤ௵Ⅽⴷᮏ᠕㏥௵அ᪥ᮇ୍ᶏࠋ
87.90. 㝖㠀⏤᭷Ḓฟᖍ᭳୪᭳ୖᢞ⚊அ⫤ᮾ(୪㠀⋓ᥦྡேኈ)ⓐฟஅ᭩㠃㏻▱(␜୰
⾲᫂᭷ពᥦྡ᭷㜝ேኈཨ㑅)㸪௨ཬ⏤ᑘ⿕ᥦྡேኈⓐฟ⾲᫂㢪ព⮇㑅அ⥂⡗⨫᭩㠃㏻▱㸪
ᕬᑡ 7 ᪥அᮇ㛫(⏤᪩ᑵヱ᥎㑅⪋⯇⾜அ᭳㏻࿌ᐤⓐ⩣᪥㉳⮳㑀ヱ᭳⯇
⾜᪥ᮇ๓ 7 ᪥Ṇ)㚐㏦⛎᭩㸪ྰ๎㝖༶ᑘ᭳ୖ㏥௵அⴷᡈ⥂⏤ⴷ᭳᥎⸀அேኈእ㸪
ᴫ↓ேኈྜ㈨᱁ᅾ௵ఱ⫤ᮾ᭳ཨ㑅ฟ௵ⴷࠋ
88.91. ⴷྍ㞉㏱㐣ᮏබྖト㎨㐱᭩㠃㏻▱ᡈⴷ᭳᭳㆟ୖጤ௵௵ఱே
ኈ (ໟᣓ྄୍ⴷ)௨ᅾ⨃ᖍ᧴௵᭰௵ⴷ㸪୪ྍ௨ྠᶏஅ᪉ᘧ௵ఱ㛫⤊Ṇヱጤ
௵ࠋ㝖ⴷ᭳ඛ๓ᢈእ㸪ヱጤ௵ᑘഹཬᅾ⋓ᚓᢈஅἣୗ⏕ᩀ㸪ᝳヱேኈⅭ྄୍ⴷ
㝖እࠋ
ዴⴷᅾ᯾லἣฟ⌧౽㡲㞳௵㸪᭰௵ⴷᅾヱலἣฟ⌧ጤ௵༶࿌⤊Ṇ㸪⪋
᭰௵ⴷஅጤ௵ேዴⅭⴷ㸪᭰௵ⴷஅጤ௵࿌⤊Ṇࠋ



᭰௵ⴷ(㝖㠀ᅾ㤶 ≉ู⾜ᨻ༐)᭷Ḓ᥋ᨲⴷ᭳᭳㆟㏻࿌㸪୪᭷ḒసⅭⴷฟᖍጤ
௵ᙼஅⴷ୪↓ぶ㌟ฟᖍஅ௵ఱ᭳㆟ཬ᭳ୖᢞ⚊㸪୪୍⯡ᛶᆅᅾୖ㏙᭳㆟ୖᑵヱ᭳㆟அ
⛬ᗎᒚ⾜ጤ௵ேసⅭⴷஅ୍ษ⫋⬟ࠋᮏ⣽๎ᲄᩥ᠕㐺⏝㸪⊰ዴヱ᭰௵ⴷ(⪋㠀ጤ௵
ே)Ⅽⴷࠋೂᮏ㌟Ⅽⴷᡈ㡲సⅭ᭰௵ேⅭ୍ྡ௨ୖஅⴷฟᖍ௵ఱ᭷㜝᭳㆟㸪๎ᢞ
⚊Ḓ᠕ண⣼ィࠋೂጤ௵ே␜ᅾ㤶 ≉ู⾜ᨻ༐ᡈᮍ⬟ᢳ✵ฟᖍᡈᮍ⬟⾜㸪๎ᑵ
᭷㜝ⴷஅ௵ఱ᭩㠃Ỵ㆟அ⡗⨫᠕ዴጤ௵ேஅ⡗⨫⯡᭷ᩀࠋᅾⴷ᭳ྍᑵⴷ᭳
அ௵ఱጤဨ᭳సฟỴᐃἣୗ㸪ᮏẁஅୖ㏙ᲄᩥ᠕ᅾసฟ┦᠕அಟゞᚋ㐺⏝ጤ௵ே
Ⅽጤဨஅ௵ఱୖ㏙ጤဨ᭳அ௵ఱ᭳㆟ࠋ㝖ୖ㏙⪅እ㸪୍ྡ᭰௵ⴷᚓᅉᮏ⣽๎⪋᭷Ḓຊ
సⅭⴷ⾜ᡈ⿕どⅭ୍ྡⴷࠋᅾ௨ᦆᐖ᭰௵ⴷᑵ௵ఱసⅭᡈసⅭஅ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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Ⅽཎ๎ୗ㸪᭰௵ⴷ⿕どⅭᤵฟጤ௵அⴷஅ௦⌮ேࠋጤ௵᭰௵ⴷஅⴷ㡲ᢎ᧴᭰௵
ⴷ௨᭰௵ⴷ㌟௷⾜ᡤ≢௵ఱḒ⾜Ⅽஅἲᚊ㈐௵ࠋ
᭰௵ⴷ᭷Ḓゞ⣙ཬྜ⣙ᡈᏳᡈ᫆୰᧦᭷Ḓ┈ᡈ⋓┈㸪୪⋓ൾ㛤ᨭཬ⋓ೂ
Ⅽⴷྍ⋓அᙗൾ(⥂సฟ┦᠕அಟゞ)㸪ᝳ↓Ḓᚘᮏබྖᑵጤ௵Ⅽ᭰௵ⴷᨲྲྀ௵ఱ㓘
㔠㸪ᝳᣨጤ௵ேྍ⬟௨᭩㠃㏻▱ᮏබྖᡤᣦ♧ୗཎ᠕ணጤ௵ேஅ᭷㜝㒊ศ㓘㔠
(ዴ᭷)㝖እࠋ
89.92. ⴷẓ㡲ᮏබྖᣢ᭷௵ఱ㈨᱁⫤௷㸪ణ᭷Ḓฟᖍᮏබྖᡤ᭷⫤ᮾ᭳ᡈᮏබ
ྖஅ௵ఱ㢮ู⫤ᮾஅ᭳୪᭳ୖⓐゝࠋ
90.93. ⴷ᭷Ḓᑵ᭹ົᨲྲྀ㓘㔠㸪ヱ㔠㢠⏤ᮏබྖ⫤ᮾ᭳ୖ㏱㐣ᬑ㏻Ỵ㆟
㔟ᐃ㸪ೂⴷஅᐿ㝿௵ᮇᑡ᭷㜝ᮇ㛫அ㒊㸪๎㓘㔠ᑘഹᣨᐿ㝿௵ᮇర᭷㜝ᮇ㛫அ
ẚ㔟ᐃࠋ
91.94. ⴷ᭷Ḓ⋓ᨭᡤ᭷᪑㈝ཬ㛤ᨭ㸪⪋᭷㜝᪑㈝ཬ㛤ᨭ⏤ᙼ➼ྛ⮬ᒚ⾜
ᡈᑵⴷ⫋㈐ྜ⌮㗠⏕㸪୪ໟᣓᙼ➼Ⅽฟᖍཬཨຍⴷ᭳᭳㆟ࠊጤဨ᭳᭳㆟ᡈ⫤ᮾ᭳
ᡈ᭳㆟㗠⏕அ᪑㈝㛤ᨭ௨ཬⅭᚘᮏබྖஅᴗົᡈᒚ⾜ᙼ➼அⴷ⫋㈐㗠⏕அ㈝
⏝ࠋ
92.95. ⴷ᭳ྍྥ௵ఱⴷᤵฟ≉ู㓘㔠㸪⪋᭷㜝ⴷ㡲᠕ᮏබྖஅせồᥦ౪௵ఱ≉ู
ᡈ㢠እ᭹ົࠋヱ≉ู㓘㔠ྍຍ᧴௵ⴷ୍⯡㓘㔠அୖᡈసⅭ୍⯡㓘㔠அ᭰௦㸪ୟྍ
௨⸄㔠ᡈఽ㔠ᡈศா⁄ᡈྍ⬟Ᏻஅ᪉ᘧᨭࠋ
93.96.൷⟶⣽๎➨ 9390ࠊ9491 ཬ 9592 ᭷つᐃ㸪ⴷ⦻⥂⌮ࠊ⫃ᖍⴷ⦻⥂⌮ࠊⴷ
⦻⥂⌮ᡈᇳ⾜ⴷᡈ⋓ጤ௵Ⅽᮏබྖ⟶⌮ᒙ௵ఱ⫋ົஅⴷஅ㓘㔠ྍ⏤ⴷ᭳
㔟ᐃ㸪୪ྍ௨⸄㔠ᡈఽ㔠ᡈศா⁄ᡈྍ⬟Ᏻஅ᪉ᘧᡈᡤ᭷ᡈ௵ఱヱ➼ᶍᘧ௨ཬ
ⴷ᭳ྍ⬟Ỵᐃஅ᭷㜝⚟(ໟᣓ㏥ఇ㔠ཬӣᡈ㉗≀ཬӣᡈ㏥ఇ⚟)ཬὠ㈞᪉
ᘧᨭࠋヱ㓘㔠ᒞ᧴௵ⴷஅ㓘㔠ࠋ
94.97. ⴷ㡲௨ୗἣ㞳⫋:
(i) ೂ◚㗠ᡈ᥋⋓᥋⟶௧ᡈᬻ㑏മᡈ⯅മḒேᴫᣓᆅ㐩ᡂമົ㔜ᩚ༠㆟;
(ii) ೂ⢭⚄ኻᖖᡈ⢭⚄;
(iii) ೂ㐃⧰භಶ᭶⨃ᖍⴷ᭳᭳㆟(ㄽᙼྰጤ௵᭰௵ⴷฟᖍ)㸪ୟ୪↓⋓ᚓⴷ᭳
ᢈ⨃ᖍ㸪୪ᅉ⪋㐼ⴷ᭳㏻㐣Ỵ㆟ᑘ᧔⫋;
(iv) ೂ⿕ἲ⚗Ṇฟ௵ⴷ;
(v) ೂᕬᑘ㎫⫋㏻▱㏦࿊ᮏබྖஅト㎨;
(vi) ೂᡤ᭷ⴷ(ேᩝᑡ୕ྡ)⫃⨫ⓐฟ㏻▱ᑘච௵;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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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ᲄᙼⅭⴷᡈ᰿᧸ᮏ⣽๎⿕ච௵ࠋ
95.98. ௵ఱⴷᡈೃ௵ⴷ᠕ྈᅉ⫋⪋ኻཤ௨㈽᪉ࠊ㈙᪉ᡈ㌟௷⯅ᮏබྖゞ
❧ྜ⣙அ㈨᱁㸪⪋௵ఱヱ➼ྜ⣙㸪ᡈ⏤ᮏබྖᡈ௦⾲ᮏබྖ⯅௵ఱேኈࠊබྖᡈྜኰゞ❧
அྜ⣙ᡈᏳ㸪᠕ᅉ௵ఱⴷⅭヱ➼ேኈࠊබྖᡈྜኰஅ⫤ᮾᡈ୰᭷ᐖ㜝ಀ⪋స
ᘄ;సⅭゞ⣙୍᪉ᡈసⅭゞ⣙୍᪉அ⫤ᮾᡈ᭷ᐖ㜝ಀஅⴷẓ㡲ྈᅉⴷ⫋ᡈ⏤Ṉ
ᘓ❧அཷಙ㜝ಀ⪋㡲ྥᮏබྖ௦⏤Ṉ➼ྜ⣙ᡈᏳᡤ⋓ᚓஅ௵ఱ┈㸪ᝳヱⴷ㡲㑂
↷ཬཷᲄஅつᐃ㝈ไ㸪❧༶ᢨ㟢ᙼᙼᡈ௵ఱ⫃⧚ேኈ᭷ᐖ㜝ಀஅ௵ఱྜ⣙ᡈᏳ
୰அᐖ㜝ಀஅᛶ㉁ࠋ
96.99. ൷⟶ᕬᣨୖᩥᡤ㏙సฟᢨ㟢㸪ⴷ↓Ḓᑵ௵ఱᙼᡈ௵ఱ⫃⧚ேኈ୰᭷㜝㘽
ᛶᐖ㜝ಀஅྜ⣙ࠊᏳᡈᘓ㆟ᢞ⚊(ィධἲᐃேᩝ)ࠋೂ௵ఱⴷ᭳᭳㆟ୖᑞⴷ
(᭳㆟ᖍ㝖እ)ᡈ௵ఱ⫃⧚ேኈᐖ㜝ಀஅ㔜⛬ᗘᡈ௵ఱⴷ(ヱᖍ㝖እ)அᢞ⚊Ḓᡈ
ィධἲᐃேᩝ⯅ྰ㗠⏕௵ఱၥ㸪⪋ヱၥ㢟ᮍ᭷ᅉᙼ⮬㢪ᨺᲠᢞ⚊ᡈィධἲᐃேᩝ⪋⋓
ゎỴ㸪๎᭷㜝ၥ㢟㡲࿊᭳㆟ᖍ㸪⪋ᙼᑵ᭷㜝ⴷஅỴᑘⅭ᭱⤊ᐃㄽ㸪ᝳೂᑵヱ
ⴷᡤ▱㸪ヱⴷᡈ௵ఱ⫃⧚ேኈᾙཬஅᐖ㜝ಀஅᛶ㉁ᡈ⛬ᗘ୪ᮍྥⴷ᭳බᖹᢨ㟢
๎㝖እࠋೂᑵ᭷㜝᭳㆟ᖍ㗠 ⏕ୖ㏙௵ఱၥ㸪๎᭷㜝ၥ㢟㡲⏤ⴷ᭳௨Ỵ㆟Ỵᐃ(ヱྡ
ᖍᑘィධἲᐃேᩝཬᚓᑵṈᢞ⚊)㸪ヱ㡯Ỵ㆟ᑘⅭ᭱⤊ᐃㄽ㸪ᝳೂᑵヱᖍᡤ▱㸪
ヱᖍᡈ௵ఱ⫃⧚ேኈᾙཬஅᐖ㜝 ಀஅᛶ㉁ᡈ⛬ᗘ୪ᮍྥⴷ᭳බᖹᢨ㟢๎㝖እࠋ
97.100. 㝖ᮏ⣽๎྄᭷つᐃእ㸪ⴷᚓᅾᙼ▱ᜳஅἣୗᑵᙼᡈ௵ఱ⫃⧚ேኈ
୰᭷㜝㘽ᛶᐖ㜝ಀஅ௵ఱྜ⣙ᡈᏳᡈ௵ఱᘓ㆟அ௵ఱⴷ᭳Ỵ㆟ᢞ⚊(ᡈィධἲ
ᐃேᩝ)㸪ᝳṈ㝈ไ㐺⏝ୗิ௵ఱ㡯:
(i) ୗิἣᥦ౪௵ఱಖㆇᡈᙗൾಖㆇ:
(a)

ᑵヱⴷᡈ௵ఱ୍ྡⴷ᠕ᮏබྖᡈ௵ఱ㝃ᒞබྖஅせồᡈⅭᮏබྖᡈ
௵ఱ㝃ᒞබྖஅ┈ฟஅḰ㡯ᡈᡤ㗠⏕ᡈᢎ᧴அ㈐௵㸪ྥヱⴷᡈ௵ఱ
⫃⧚ேኈᥦ౪ಖㆇᡈᙗൾಖㆇ;ᡈ

(b) ᑵⴷᡈ௵ఱ⫃⧚ேኈ᰿᧸௵ఱ᧴ಖᡈᙗൾಖㆇᡈᥦ౪ಖㆇ⪋ᢎ᧴㒊ᡈ

㒊ศ㈐௵அᮏබྖᡈ௵ఱ㝃ᒞබྖஅമ㡯ᡈമົ㸪ྥ➨୕᪉ᥦ౪ಖㆇᡈᙗ
ൾಖㆇ;
(ii) ᘓ㆟᭷㜝ㄆ㉎ᡈ㉎㈙ᮏබྖᡈ௵ఱᮏබྖྍ⬟ⓐ㉳ᡈ᧦᭷Ḓ┈அ௵ఱබྖஅ
⫤௷ᡈമๆᡈㆇๆஅせ⣙㸪⪋ヱⴷᡈ௵ఱ⫃⧚ேኈᅉཨ⯅ヱせ⣙அໟ㖽
ᡈศໟ㖽⪋⌧ᡈᑘ᭳ᾙཬ┈;
(iii) ௵ఱᾙཬබྖஅᘓ㆟㸪⪋᭷㜝ⴷᡈ௵ఱ⫃⧚ேኈഹᅉ㌟Ⅽヱබྖஅ
㧗⣭⫋ဨᡈ⾜ᨻேဨᡈ⫤ᮾ⪋᧦᭷Ḓ┈(ㄽ┤᥋ᡈ㛫᥋)㸪ᡈ᭷㜝ⴷᡈ௵ఱ
⫃⧚ேኈ᧦᭷ヱබྖ⫤௷அᐿ┈Ḓ┈㸪ᝳⴷཬ௵ఱ⫃⧚ேኈ୪㠀ྜඹ᧦᭷ヱ
බྖ(ᡈⴷᡈ⫃⧚ேኈஅḒ┈㏱㐣⾝⏕அ௵ఱ➨୕⪅බྖ)அ௵ఱ㢮ูᕬⓐ
⾜⫤௷ᡈᢞ⚊Ḓ 5%ᡈ௨ୖஅᐿ┈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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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iii)᭷㜝ᮏබྖᡈ㝃ᒞබྖ൚ဨ⚟அ௵ఱᘓ㆟ᡈᏳ㸪ໟᣓ:
(a) ᥇⣡ࠊಟゞᡈᐿ⾜ᙼᡈ௵ఱ⫃⧚ேኈྍ⬟ཷஅ㉎⫤Ḓィ;ᡈ
(b) ᥇⣡ࠊಟゞᡈᐿ⾜㏥ఇ㔠ᡈ㏥ఇࠊ㌟ᨾᡈṬ⚟ィ㸪⪋ヱィ⯅ⴷࠊ

⫃⧚ேኈཬᮏබྖᡈ௵ఱ㝃ᒞබྖஅ൚ဨ㢮ู᭷㜝㸪ୟ୪↓ᑵᤵண௵ఱⴷ
ᡈ௵ఱ⫃⧚ேኈୖ㏙ィᡈᇶ㔠அ┦㜝㢮ูேኈ୍⯡↓Ḓா᭷அ௵ఱ≉Ḓᡈ
ዲ;ཬ
(v) (iv)ヱⴷᡈ௵ఱ⫃⧚ேኈഹᅉⅭ᧦᭷ᮏබྖ⫤௷ᡈമๆᡈㆇๆஅḒ┈⪋⯅
ᮏබྖ⫤௷ᡈമๆᡈㆇๆஅᣢ᭷ே௨┦ྠ᪉ᘧ୰ල᭷ᐖ㜝ಀஅ௵ఱྜ⣙
ᡈᏳ;ཬࠋ
(vi)Ⅽ୍ྡᡈከྡⴷ㉎㈙ᡈᣢ᭷㈐௵ಖ㞋அྜ⣙ࠋ
98.101. ௵ఱⴷྍ⬟⧤⧰ⅭᡈᡂⅭᮏබྖྍ⬟᧦᭷Ḓ┈அ௵ఱබྖஅⴷࠊⴷ
⦻⥂⌮ࠊ⫃ᖍⴷ⦻⥂⌮ࠊⴷ⦻⥂⌮ࠊᇳ⾜ⴷࠊ⥂⌮ᡈ㧗⣭⫋ဨᡈ⫤ᮾ㸪⪋(㝖
㠀྄⾜༠ᐃ) ୖ㏙ⴷẓ㡲ᑵᙼ᧴௵௵ఱୖ㏙බྖஅⴷࠊⴷ⦻⥂⌮ࠊ⫃ᖍⴷ⦻⥂
⌮ࠊⴷ⦻⥂⌮ࠊᇳ⾜ⴷࠊ⥂⌮ᡈ㧗⣭⫋ဨᡈ⫤ᮾᨲྲྀஅ௵ఱ㓘㔠ᡈ⚟
௦ࠋⴷ᭳ྍ⾜ᮏබྖᣢ᭷ᡈ᧦᭷௵ఱබྖஅ⫤௷㈿ணஅᢞ⚊Ḓ㸪ᡈ௨ヱ➼බ
ྖⴷஅ㌟௷௨ᅾᡤ᭷᪉㠃ㄆⅭྜ㐺அ᪉ᘧ⾜᭷㜝ᢞ⚊Ḓ㸪ᝳⴷ↓Ḓᑵ᭷㜝ጤ௵ᙼ
Ⅽ௵ఱୖ㏙බྖ(ዴⅭᮏබྖஅ㝃ᒞබྖ)அⴷࠊⴷ⦻⥂⌮ࠊ⫃ᖍⴷ⦻⥂⌮ࠊⴷ
⦻⥂⌮ࠊᇳ⾜ⴷࠊ⥂⌮ᡈ㧗⣭⫋ဨஅⴷ᭳Ỵ㆟ᢞ⚊㸪௨ཬⴷᚓᑵ᭷㜝⾜
௵ఱබྖ(ዴⅭᮏබྖஅ㝃ᒞබྖ)அ௵ఱ⫤௷ 㝃ᖔஅᢞ⚊Ḓஅⴷ᭳Ỵ㆟(᭷㜝ᙼ
୰᭷㜝㘽ᛶᐖ㜝ಀ)ᅉᙼᡈ௵ఱ⫃⧚ேኈ㌟Ⅽヱබྖஅⴷࠊⴷ⦻⥂⌮ࠊ⫃ᖍⴷ⦻
⥂⌮ࠊⴷ⦻⥂⌮ࠊᇳ⾜ⴷࠊ⥂⌮ᡈ㧗⣭⫋ဨ㌟௷㝖እஅ௵ఱྜ⣙ᡈᏳᢞ⚊(
ᚓィධἲᐃேᩝ)ࠋ
ⴷྥⴷ᭳ⓐฟஅ୍⯡㏻▱㸪⾲᫂ヱ㏻▱᪥ᮇᚋᙼᡈ௵ఱ⫃⧚ேኈ㡲⿕␜స
ᚋྍ⬟⯅ᣦᐃஅேኈࠊၟᡈἲᅰゞ❧அ௵ఱྜ⣙ᡈᏳ୰᭷ᐖ㜝ಀ㸪༶Ⅽ᭷㜝ᙼ
ዴṈゞ❧அྜ⣙ᡈᏳ୰᭷ᐖ㜝ಀஅศ⫆᫂㸪ᝳ㝖㠀ᅾⴷ᭳᭳㆟ୖⓐฟヱ㏻▱㸪
ᡈヱⴷ᥇ྲྀྜ⌮ᥐ☜ಖヱ㏻▱ⓐฟᚋஅ➨୍ḟⴷ᭳᭳㆟ୖᥦ㉳ཬᐉㆫ㸪ヱ㏻▱ᑘ
᭳⏕ᩀࠋ
99.102. ᮏබྖⴷྍ⬟ⅭᡈᡂⅭᮏබྖⓐ㉳அ௵ఱබྖஅⴷᡈసⅭ㈽᪉ࠊ⫤ᮾᡈᅾ
᪉㠃᭷ᐖ㜝ಀ㸪ୟヱⴷẓ㡲ᑞసⅭヱබྖஅⴷᡈ⫤ᮾᡤᨲྲྀஅ௵ఱ┈௦ࠋ
100.103. ௵ఱⴷᮏேᡈၟ㸪ᆒྍ௨ᑙᴗ㌟ศ௦ᮏබྖ⾜㸪ୟᙼᡈᙼஅၟ᭷Ḓ
ᑵᥦ౪ᑙᴗ᭹ົᨲྲྀ㓘㔠㸪⊰ዴᙼ୪㠀ⴷ㸪ᝳᮏᩥ௳ᴫ↓ᤵḒⴷᡈᙼஅၟసⅭᮏබ
ྖஅ᰾ᩝᖌ⾜ࠋ

ⴷ㍯Ỻ㏥
㏥௵
101.104. ᅾྛ⫤ᮾ㐌ᖺ᭳ୖ㸪␜ᅾ௵அ㧓ⴷ(ໟᣓణ㝈ⴷ⦻⥂⌮ཬ᰿᧸
⣽๎➨ 8487 ཬ 8885 ᲄ⋓ጤ௵அⴷ)ᆒ㡲㏥௵ࠋ㏥௵ⴷ᭷㈨᱁㔜㑅㐃௵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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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105. ೂ௵ఱ㡲⯇⾜ⴷ㑅⯇அ⫤ᮾ᭳ୖ㏥௵ⴷஅ⫋↛ᠱ✵㸪๎㏥௵ⴷ
ᡈ⫋↛✵⨃அヱ➼ⴷ㡲⿕どⅭᕬ⋓㔜㑅㸪୪㡲(ೂ㢪ព)⧤⧰௵⫋┤⮳ୗᒄ⫤ᮾ㐌
ᖺ᭳㸪୪௨ᚋ㏲ᖺ⧤⧰┤⮳⨨ᚓ௨ሸ⿵㸪㝖㠀
(i) ヱ᭳ୖỴᐃῶᑡⴷேᩝ;ᡈ
(ii) ヱ᭳ୖᕬ᫂☜⾲Ỵሸ⿵ヱ➼✵⨃;ᡈ
(iii) ௵ఱヱἣୗ㸪ᅾ᭳㆟ୖᥦ࿊㔜㑅୍ྡⴷஅỴ㆟⋓㏻㐣ࠋ

ⴷ⦻⥂⌮➼
103.106. ⴷ᭳ྍᣨᙼㄆⅭ㐺␜அᮇ㛫ཬᲄḰ௨ཬ㔟ᐃஅ㓘㔠ᲄḰ㸪ጤ௵௵ఱ
୍ྡᡈከྡᡂဨ᧴௵ⴷ⦻⥂⌮ࠊ⫃ᖍⴷ⦻⥂⌮ࠊⴷ⦻⥂⌮㸪ᡈᇳ⾜ⴷཬӣ
ᡈ⟶⌮ᮏබྖᴗົஅ⫋ົࠋⴷ᭳ྍ㞉㛫⤊Ṇ᭷㜝ጤ௵ࠋೂ௵ఱⴷ᧴௵ⴷ㸪๎
ⴷ⦻⥂⌮ࠊ⫃ᖍⴷ⦻⥂⌮ࠊⴷ⦻⥂⌮ᡈᇳ⾜ⴷஅ௵㡲⮬ື⤊Ṇ㸪ᝳ
ᙼ⯅ᮏබྖஅ㛫ᑵ௵ఱ㐪⣙㡯அᦆᐖ㈺ൾ⏦⣴๎ཷṈᙳ㡪ࠋ

⟶⌮ᒙ
104.107. ᮏබྖஅᴗົ㡲⏤ⴷ᭳⟶⌮ࠋ㝖ᮏ⣽๎ᣦ᫂㈿ணⴷஅḒຊཬᤵḒእ㸪ⴷ
᭳ྍ⾜ᮏබྖྍ⾜ᡈ㐍⾜ᡈᢈஅ୍ษḒຊཬ㐍⾜୍ษ㡯㸪⪋ᮍⅭᮏ⣽๎ᡈᲄ
᫂☜つᐃ㡲⏤ᮏබྖᅾ⫤ᮾ᭳ୖ⾜㸪ణ㡲ཷᲄཬᮏ⣽๎அᲄᩥᡤつ㝈㸪௨ཬ㡲ཷᮏ
බྖᅾ⫤ᮾ᭳ୖゞ❧அ௵ఱつᡤつ㝈;ణᮏබྖᅾ⫤ᮾ᭳ୖᡤゞ❧அ௵ఱつ㸪
ᚓⴷ᭳ᅾヱつゞ❧๓ᡤసஅᮏᒞ᭷ᩀஅసⅭኻᩀࠋ
105.108. ⴷ᭳ྍ⾜ᮏබྖஅᡤ᭷Ḓຊ㐍⾜Ḱ㸪ཬᑘᮏබྖᡤ᭷ᡈ௵ఱ㒊ศᴗົࠊ
≀ᴗཬ㈨㗠(⌧ཬᮍ)௨ཬᮍദ⧟㈨ᮏᣨᡈᢲグ㸪௨ཬⓐ⾜മๆཬㆇๆ㸪ㄽ⣧
⢨ⅭṈ➼ㆇๆ⪋ⓐ⾜㸪ᡈసⅭᮏබྖᡈ௵ఱ➨୕⪅அ௵ఱമ㡯ࠊമົᡈ⩏ົஅ㝃ᒞಖㆇ
⪋ⓐ⾜ࠋ
106.109. ⴷ᭳ྍᡂ❧௵ఱᆅ༐ⴷ᭳ᡈ௦⌮ᶵᵓ㸪⟶⌮ᮏබྖᅾ㤶 ≉ู⾜ᨻ༐ᡈ
ᆅ᪉அ௵ఱົ㸪୪ྍጤ௵௵ఱேኈᡂⅭ᭷㜝ᆅ༐ⴷ᭳அᡂဨᡈ௵ఱ⥂⌮ᡈ௦⌮㸪୪
ྍ㔟ゞ㓘㔠ࠋⴷ᭳ྍྥ௵ఱᆅ༐ⴷ᭳ࠊ⥂⌮ᡈ௦⌮㎈ᤵṗᒞⴷ᭳ᡈⴷ᭳ྍ⾜
அ௵ఱḒຊࠊᤵḒཬ㓃Ḓ㐃ྠ᭷㜝அ㎈ᤵḒ㸪୪ྍᤵḒ௵ఱᆅ༐ⴷ᭳அᡂဨᡈ
௵ఱ୍ேሸ⿵୰௵ఱ✵⨃㸪୪ᅾ༶ฟ⌧✵⨃ୗ⾜ࠋ௵ఱ᭷㜝ጤ௵ᡈ㎈ᤵྍᣨⴷ᭳
ㄆⅭྜ㐺அᲄḰ୪ཷ᭷㜝ᲄ௳ᡤ㝈ୗసฟ㸪ⴷ᭳ྍ⨭ච௵ఱୖ㏙அேኈ㸪୪ྍ᧔㖽ᡈಟ
ゞ௵ఱ᭷㜝㎈ᤵ㸪ᝳ┿ㄔ⌮ົୟᮍ⋓ྍ᭷㜝᧔㖽ᡈಟゞ㏻▱அேኈᴫᅉ⪋ཷᙳ㡪ࠋ
107.110. ⴷ᭳ྍ㏱㐣ᤵḒ᭩㸪ᣨㄆⅭ㐺␜அᮇ㝈ཬᲄ௳ᑵṈ➼┠ⓗጤ௵௵ఱබྖࠊ
ၟᡈேኈᡈ௵ఱ㠀ᅛᐃᅰ㧓(ㄽ⏤ⴷ᭳┤᥋ᡈ㛫᥋ᥦྡ)సⅭᮏබྖஅ୍ྡᡈከ୍ྡ
ཷḒே㸪୪㈿ணㄆⅭ㐺␜அḒຊࠊᤵḒཬ㓃Ḓ(㉸ฟⴷ᭳᰿᧸ᮏ⣽๎⋓㈿ணᡈྍ⾜
அḒຊ)ࠋ௵ఱୖ㏙ᤵḒ᭩ྍໟྵⴷ᭳ㄆⅭྜ㐺அᲄᩥ㸪௨ಖ㞀ཬ᪉౽⯅௵ఱヱཷḒே
㐍⾜᫆அே㸪ྍᤵḒ௵ఱヱཷḒே㎈ᤵ⋓㈿ணஅᡤ᭷ᡈ㒊ศḒຊࠊᤵḒཬ㓃Ḓ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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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111. ⴷ᭳ྍᣨㄆⅭ㐺ྜஅᲄḰཬᲄ௳௨ཬ㝈ไ㸪ᑘᡤྍ⾜அ௵ఱḒຊጤク
ཬᤵணⴷ㸪⪋Ṉ➼Ḓຊྍᅾ⯅ⴷ᭳ᮏ㌟Ḓຊ┦㍜ᡈ㝖ⴷ᭳ᮏ㌟Ḓຊஅἣୗ⾜㸪
୪ྍ᧔㖽ᡈ᭦ᨵᡤ᭷ᡈ௵ఱヱ➼Ḓຊ㸪ణᴫ↓ேኈ┿ㄔᆅ㈙㈽ཬ୪↓ⓐฟヱ᧔㖽ᡈ᭦
ᨵ㏻▱ࠋ
109.112. ᮏබྖྍ⾜ᲄ᭷㜝᧦᭷ṇᘧ༳❶ᡤ㈿ணஅ୍ษḒ㸪⪋ヱ➼Ḓᑘṗᒞ
ⴷ᭳ࠋ
110.113. ᅾᲄஅᲄᩥつ㝈ୗ㸪ᮏබྖྍᅾ௵ఱᆅ᪉ഛᏑᾏእᡈᮏᆅᡈⓏグ㸪ୟ
ⴷ᭳ྍᣨㄆⅭྜ㐺⪅ゞ❧ཬ᭦ᨵ㜝ഛᏑ௵ఱṈ㢮Ⓩグஅつࠋ
111.114. ᡤ᭷ᨭ⚊ࠊᢎ⚊ࠊ㖟⾜༂⚊ࠊ༂⚊ཬ⚊᧸(ㄽྰྍ㆟ᡈྍ㎈ㆸ)㸪
௨ཬᑵணᮏබྖḰ㡯ⓐฟஅᡤ᭷ᨲ᧸ᆒ㡲ᣨⴷ᭳Ỵᐃஅ᪉ᘧ⡗⨫ࠊ㛤ලࠊᢎඟࠊ
⫼᭩ᡈ௨᪉ᘧ⡗❧(どஇἣ⪋ᐃ)ࠋ
112.115. ⴷ᭳ྍⅭᮏබྖᡈ㌟Ⅽᮏබྖ㝃ᒞබྖஅ௵ఱබྖᡈ⯅ᮏබྖᡈ௵ఱヱ➼
㝃ᒞබྖ⫃┕ᡈ⫃⇯அබྖ௵ఱ㛫அ௵ఱ⌧ᡈ᭯⥂ཷ൚ᡈ᭹ົୖ㏙බྖஅேኈ㸪
ᡈᮏබྖᡈୖ㏙௵ఱヱ➼බྖ௵ఱ㛫அ⌧௵ᡈ๓௵ⴷᡈ㧗⣭⫋ဨ㸪ᡈᮏබྖᡈヱ
➼බྖஅ௵ఱ⌧⫋ᡈ๓௵ཷ⸄൚ဨᡈ㧗⣭⫋ဨ㸪௨ཬୖ㏙௵ఱேኈஅጔᏊࠊ㑇Ꮔࠊᐙ
ேཬཷ㣴ே㸪タ❧ཬ⥔ᣢᡈᏳタ❧ཬ⥔ᣢ௵ఱ౪Ḱᡈ㠀౪Ḱᘧ㏥ఇ㔠ᡈ㞳⫋㔠㸪ᡈ⤥ண
ᡈᏳ⤥ண௵ఱヱ➼ேኈᤑḰࠊ⣙⁹㓘㔠ࠊ㏥ఇ㔠ࠊὠ㈞ᡈ㓘㔠ࠋⴷ᭳ྍタ❧ࠊ㈨ຓ
ᡈ౪Ḱ⤥ᑞᮏබྖᡈ௵ఱୖ㏙බྖᡈ௵ఱୖ㏙ேኈ᭷┈ᡈ᭷㸪ᡈⅭ᥎ືᙼ➼அ
┈ཬ⚟⪋ᡂ❧அ௵ఱᶵᵓࠊᅰ㧓ࠊ᭳ᡤᡈᇶ㔠㸪ྍⅭ௵ఱୖ㏙ேኈᨭಖ㞋㈝⏝㸪
ཬᑵឿၿᡈோឡ᐀᪨ᡈⅭ௵ఱ⊼ຓ᐀᪨ᡈ௵ఱබ╓ࠊ╓ᡈ᭷⏝அ᐀᪨⪋ㄆᤑᡈ᧴ಖḰ㡯ࠋ
ⴷ᭳ྍႝ⋊ᡈ㐃ྠୖ㏙௵ఱබྖᨠᡭ㐍⾜௵ఱୖ㏙ 㡯ࠋ᧴௵௵ఱṈ➼⫋ົᡈ⫋
அ௵ఱⴷᆒ᭷Ḓཨ⯅ཬⅭᮏ㌟┈⪋ಖ␃௵ఱṈ➼ᤑḰࠊ⣙⁹㓘㔠ࠊ㏥ఇ㔠ࠊὠ㈞ᡈ㓘
㔠ࠋ

ⴷ᭳அ㆟⛬ᗎ
113.116. ⴷྍ౫ㄆⅭ㐺␜அ㢖ᐦ⛬ᗘ(ణ↓ㄽዴఱ㡲᭱ᑡẗ୕ಶ᭶୍ḟ)ྊ㞟᭳㆟㆟
ࠊᐉథఇ᭳ᡈ௨ㄆⅭ㐺␜அ᪉ᘧつ⠊᭳㆟ཬ⛬ᗎࠋඳྡⴷ༶Ⅽἲᐃேᩝࠋᑵ
ᮏᲄ⣽๎⪋ゝ㸪᭰௵ⴷ㡲ィධἲᐃேᩝ㸪ణ㸪൷⟶ヱ᭰௵ⴷ୍ྡ௨ୖⴷஅ᭰௵
ⴷ㸪ᅾィ⟬ἲᐃேᩝ㸪ྈ⬟స୍ྡⴷィ⟬ࠋ௵ఱⴷ᭳ᡈⴷጤဨ᭳ᡂဨ⏝᭳㆟
㟁ヰᡈ㢮ఝஅ㏻イタഛ㸪ྈせᡤ᭷ཨ⯅᭳㆟ேኈ⬟⤇┦ᨲ⫎ᑞ᪉அㄯヰ㸪౽ྍཨ⯅୪ィ
ධⅭⴷ᭳ᡈヱጤဨ᭳᭳㆟அἲᐃேᩝࠋ
114.117. ⴷྍ㸪ཬᅾᣨⴷせồஅἣୗ㸪⛎᭩㡲௵ఱ㛫ྊ㛤ⴷ᭳᭳㆟ࠋ᭷㜝
᭳㆟㏻▱ྍ௨ཱྀ㢌᪉ᘧ(↓ㄽྰ㏻㐣㟁ヰ)㸪ᡈ௨᭩㠃ぶ⮬ࠊ㒑㐱ࠊബ┿ᡈ㟁ബᡈ㟁ሗബ㏦
⮳⏤ヱⴷ㏻▱ᮏබྖᙼஅᆅᆎ(ᡈ㟁ബᡈബ┿☞)ᡈ⏤ⴷ᭳ྍỴᐃஅᙧᘧ㸪
ྥヱྡⴷⓐฟࠋ௵ఱⴷᆒྍᨺᲠᨲྲྀ௵ఱ᭳㆟அ㏻▱⪋Ṉ㇉චྍ㡸ඛ᠕⏝ᡈ㏣⁋᠕⏝ࠋ
115.118. ௵ఱⴷ᭳᭳㆟ୖᥦฟஅၥ㢟㡲௨㐣༙ᩝ⚊Ỵᐃ㸪ⱝ⚊ᩝᆒ➼㸪๎᭳ᖍ
᭷Ḓᢞ➨⚊ᡈỴᐃ⚊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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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119. ⴷྍⅭᙼ➼அ᭳㆟㑅ฟ୍ྡᖍ㸪୪㔟ᐃᙼ௵⫋அᮇ㝈(ᚓᘏ⮳㉸㐣ヱ
ᖍ᰿᧸ᮏ⣽๎㡲㏥௵அ⫤ᮾ㐌ᖺ᭳᪥ᮇஅᮇ㝈);ణೂἄ᭷㑅ฟᖍ㸪ᡈೂ௵ఱ᭳㆟ୖ㸪
ᖍᅾ᭳㆟ᣦᐃ⯇⾜㛫ᚋ༑ศ㚝㚐ᮍฟᖍ㸪๎ฟᖍஅⴷྍᅾᙼ➼୰㑅ฟ୍ே᧴௵
᭳㆟ᖍࠋ
117.120. ᅾ␜ฟᖍேᩝ㐩฿ἲᐃேᩝஅⴷ᭳᭳㆟ୖ㸪ⴷ᭳᪉ྍ⾜␜ⴷ᭳
᰿᧸ᮏ⣽๎୍⯡᧦᭷ᡈྍ⾜அᡤ᭷ᡈ௵ఱᤵḒࠊḒຊཬ㓃Ḓࠋ
118.121. ⴷ᭳ྍᑘ௵ఱḒຊ㎈ᤵண⏤ⴷㄆⅭ㐺␜அ୍ྡᡈከྡⴷ᭳ᡂဨ⤌ᡂஅ
ጤဨ᭳㸪⪋ᙼ➼ྍᑵ௵ఱேᡈᡈ㒊ศ᧔ᅇୖ㏙ᤵḒᡈ᧔㖽௵ཬゎᩓ௵ఱヱ➼
ጤဨ᭳㸪ᝳᣨୖ㏙᪉ᘧᡂ❧அጤဨ᭳ᅾ⾜ୖ㏙ᤵḒᆒ㡲㑂Ᏺⴷ᭳ᑵ᭷㜝ጤဨ᭳
ไゞஅ௵ఱつࠋ
119.122. ௵ఱୖ㏙ጤဨ᭳㑂↷ୖ㏙つᐃཬⅭ㐩ᡂጤ௵┠ⓗ(୪㠀┠ⓗ)ᡤసฟஅ୍
ษ⾜ື㸪ᆒල᭷⯅⏤ⴷ᭳సฟྠ➼⾜Ⅽஅᩀຊ㸪⪋ⴷ᭳ᅾ⫤ᮾ᭳ୖྲྀᚓᮏබྖྠព
ୗ㸪᭷Ḓྥ௵ఱ≉ูጤဨ᭳அᡂဨⓐᨺ㓘㔠㸪᭷㜝㓘㔠ᑘᮏබྖ␜ᮇ㛤ᨭ୰ᨭ㖽ࠋ
120.123. ௵ఱ⏤ඳྡᡈ௨ୖᡂဨ⤌ᡂஅጤဨ᭳᭳㆟ཬ᭳㆟அ㆟⛬ᗎ㸪ᑘཷ⏤ᮏ⣽๎ᡤ
㍕㜝つ⟶ⴷ᭳᭳㆟ཬ᭳㆟㆟⛬ᗎஅᲄᩥᡤつ⟶㸪௨㐺⏝⪅ୟ୪ᮍ⿕ⴷ᭳ຍஅ௵
ఱつᐃᡤ௦᭰Ⅽ㝈(ᝳヱ➼᭳㆟அἲᐃேᩝⅭヱ➼ඳྡᡂဨ(㝖㠀ⴷ྄᭳᭷㔟ᐃ))ࠋ
121.124. ൷⟶㞉ᚋⓐ⌧᭷㜝ⴷᡈ᧴௵ୖ㏙⫋ົஅேኈஅጤ௵Ḟጇ㸪ᡈ㒊ᡈ௵ఱヱ➼
ேኈ➢ྜ㈨᱁㸪ᝳ௵ఱⴷ᭳᭳㆟ᡈⴷጤဨ᭳ᡈ᧴௵ⴷ⫋ົஅ௵ఱேኈ௨ㄔಙែᗘ
సฟஅᡤ᭷⾜ືᑘⅭ᭷ᩀ㸪⊰ዴୖ㏙ྛྡேኈᕬ⋓ṇᘧጤ௵㸪୪ྜ㈨᱁᧴௵ⴷᡈヱጤဨ
᭳அᡂဨࠋ
122.125. ൷⟶ⴷ᭳Ꮡᅾ௵ఱ✵⨃㸪ᅾ௵ⴷྍᒚ⾜ⴷ⫋ົ㸪ᝳೂⱝྈせⴷேᩝ
ῶ⮳పᮏ⣽๎ᡤつᐃᡈ᰿᧸ᮏ⣽๎つᐃஅᚲせἲᐃⴷேᩝ㸪๎ᅾ௵ⴷྍ᥇ྲྀ⾜ື௨
ቔຍⴷேᩝ⮳ᚲせἲᐃேᩝᡈྊ㛤ᮏබྖ⫤ᮾ᭳㸪ణᚓᑵ௵ఱ┠ⓗ⪋⾜ࠋ
123.126. ⏤␜᭷Ḓᨲྲྀⴷ᭳᭳㆟㏻▱அ㧓ⴷ(ᡈ᭰௵ⴷ)᭩㠃⡗⨫அỴ㆟
⯅ṇᘧྊ㛤அⴷ᭳᭳㆟ୖ㏻㐣அỴ㆟ලྠ➼ᩀຊ㸪ཬྍ⏤୍ྡᡈ௨ୖⴷ(ᡈ᭰௵ⴷ
)ྛ⮬⡗⨫அⱝᖸᩥ௳⤌ᡂࠋⴷ(ᡈ᭰௵ⴷ)௨㟁ሗࠊ㟁ബࠊ㟁ബ」༳ᶵᡈബ┿
タഛྥᮏබྖബ㐩அỴ㆟㡲⿕どⅭᑵᮏᲄ⣽๎⪋⡗⨫அᩥ௳ࠋ

⛎᭩
124.127. ⴷ᭳ྍᣨㄆⅭ㐺␜அ௵ᮇࠊ㓘㔠ཬᲄ௳ጤ௵୍ྡᡈከྡ⛎᭩㸪௵ఱᣨ
ୖ㏙᪉ᘧጤ௵அ⛎᭩ྍ⏤ⴷ᭳ච௵ࠋ
125.128. ᲄᡈᮏ⣽๎୰つᐃᡈᤵḒ⏤ᡈᑞⴷཬ⛎᭩సฟ᯾ᐅஅᲄᩥ㸪ᚓ⏤ᡈᑞ
ྠ᧴௵ⴷཬ᧴௵ᡈ௦⛎᭩அྠ୍ேኈసฟヱᐅ⪋㐩ᡂ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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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༳❶
126.129. ⴷ᭳᠕ጇၿಖ⟶༳❶㸪ୟヱ༳❶ഹྍᅾྲྀᚓⴷ᭳ᡈⴷ᭳ᑵṈᤵḒஅⴷ
᭳ጤဨ᭳ᢈᚋ᪉ྍ⏝㸪ຍ᭷㜝༳❶அᡤ᭷ᩥ᭩ᆒ㡲⏤ⴷ⡗⨫㸪୪⏤⛎᭩ᡈ྄୍ྡ
ⴷᡈⴷ᭳ᑵṈጤ௵அேኈຍ⡗㸪ᝳⴷ᭳ྍᑵ୍⯡ᡈಶู㡯Ỵ㆟(㡲ཷⴷ᭳ྍ
⬟㔟ᐃஅຍ༳❶᪉ᘧஅ㝈ไつ㝈)㸪⫤⚊ᡈമๆᡈ௵ఱᙧᘧஅㆇๆྍ௨᭷㜝Ỵ㆟ิ᫂
அᢏ⾡᪉ᘧ⪋㠀⡗ྡ᪉ᘧ⡗⨫㸪ᡈ᭷㜝ㆇ᭩ẓ㡲⏤௵ఱேኈ⡗⨫ࠋซ௨ᮏᲄ⣽๎ᡤつ
ᐃᙧᘧ⡗❧அᩥ᭩᠕どⅭඛ⥂ⴷ᭳ᤵḒ❶ཬ⡗❧ࠋ

ඈഛஅ㈨ᮏ
127.130. ᮏබྖྍ⫤ᮾ᭳ୖ᠕ⴷ᭳அᘓ㆟ᚋ㸪㆟Ỵᑘᮏබྖ␜அඈഛ㉂௵ఱ㐍
㉂Ḱ㢠᧕㈨ᮏ㸪ᡈᑘᦆ┈㉂அ㐍㉂ᡈྍ౪ศὴஅḰ㢠(ẓ㡲Ⅽ௵ఱලඃඛᨲྲྀ⫤ᜥḒ
அ⫤௷ὴᡈᥦ᧕⫤ᜥ)᧕㈨ᮏ㸪᧸ṈヱḰ㡯㡲᧕ฟసศὴ⤥ⱝ௨⫤ᜥศⓐ༶᭳᭷Ḓศ
ᚓヱ㒊ศḰ㡯அ⫤ᮾ㸪ୟ㡲ᣨ⯅సⅭ⫤ᜥศⓐ┦ྠஅẚศὴ㸪ణసฟヱศὴஅᲄ௳
ヱḰ㡯⬟௨⌧㔠ᨭ㸪⪋ྈ⬟⏝⧟ヱ➼⫤ᮾྛูᡤᣢ᭷அ௵ఱ⫤௷␜ᮍ⧟அ⫤
Ḱࠊᡈ⏝⧟ྥ⫤ᮾ㓄ⓐཬศὴධ㉂ิస⧟㊊அᮏබྖᮍⓐ⾜⫤௷ࠊമๆᡈㆇๆ㸪
ᡈ㒊ศ௨୰୍✀᪉ᘧ㒊ศ௨྄୍✀᪉ᘧ⌮㸪⪋ⴷ᭳㡲௧ヱ㡯Ỵ㆟⏕ᩀ;ᝳᑵᮏᲄ⣽๎
⪋ゝ㸪⫤௷⁄ൠ㉂ཬ㈨ᮏ㉢ᅇඈഛ㔠ഹྍ⏝ స⧟ᑘྥᮏබྖ⫤ᮾⓐ⾜அᮍⓐ⾜⫤௷㸪స
Ⅽ⧟㊊⫤Ḱஅ⫤௷ࠋ
128.131. ୍᪦㏻㐣ୖ㏙Ỵ㆟㸪ⴷ᭳ᑘసฟỴ㆟ᑘ㈨ᮏஅඈഛࠊ₶ཬᮍศ₶ᡈ
Ḱ㢠సᡤ᭷ศ㓄㐠⏝㸪ཬసฟᕬ⧟㊊⫤௷ࠊമๆᡈㆇๆஅᡤ᭷ศ㓄ⓐ⾜㸪ཬ୍⯡
ᆅసฟᡤ㟂அ୍ษ⾜Ⅽ௨அ᭷ᩀࠋⅭᮏᲄ⣽๎ୗஅ௵ఱỴ㆟⏕ᩀ㸪ⴷ᭳ྍ
ᣨㄆⅭ㐺␜அ᪉ᘧ ゎỴ㈨ᮏⓐ⾜ྍ⬟㗠⏕அ௵ఱ㞴㢟㸪ᑬྍⓐฟ☁⫤ㆇ᭩㸪୪ྍ
Ỵᐃྥ௵ఱ⫤ᮾసฟ⌧㔠ᨭ௨௦᭰☁⫤ㆇ᭩㸪ᡈᛛ␎ィ☁⫤ㆇ᭩(⏤ⴷ᭳㔟ᐃ)அൠ‣
௨ㄪᩚྛ᪉அḒࠋ᠕㑂ᚠᲄ୰㜝ᥦศ㓄ྜ⣙அᲄᩥ㸪ⴷ᭳ྍᣦὴ௵ఱேኈ௦⾲
᭷Ḓᅾ㈨ᮏᐅ୰⋓ศὴஅேኈ⡗Ꮠ㸪ヱᣦὴල᭷ᩀຊୟᑞᡤ᭷┦㜝⫤ᮾල⣙᮰ຊ㸪⪋
ヱྜ⣙ྍゞᐃヱ➼ேኈ᥋⣡ྛ⮬அ⫤௷ࠊമๆᡈㆇๆஅศ㓄ཬὴⓐ㸪௨ΎൾᑵṈ㈨
ᮏᩝ㢠அ⏦⣴㸪ᡈ(ೂἣ㟂せ)ᮏබྖ௦⾲ᙼ➼ᑘ㆟Ỵ㡲㈨ᮏஅྛู⫤ᮾஅᣨẚ₶
㐠⏝⧟ヱ➼⫤ᮾ⌧᭷⫤௷୰ᮍ⧟அ⫤Ḱᡈ ௵ఱ㒊ศࠋ
129.132. ⴷ᭳ྍ㏱㐣㏻▱ゞ᫂:᰿᧸ᮏᲄ⣽๎ᡤㄆチஅ௵ఱ㈨ᮏ⪋᭷Ḓ⋓㓄ⓐᡈศ
ὴ⫤௷ᡈമๆஅ⫤ᮾྍ㑅᧪ᑘᡤ᭷ᡈᣦᐃᩝ┠(⫤௷)ᡈൠ‣(ᡈമๆ㸪Ⅽ୍௷┦㜝മๆ㠃‣
அᩚᩝಸ) 㓄ⓐᡈศὴண⏤⫤ᮾ㏻㐣᭩㠃㏻▱ྥᮏබྖゞ᫂அேኈᡈヱ➼ேኈ㸪௵ఱ᭷㜝㏻
▱ྍ⬟(⏤ⴷ᭳㓃)⿕どⅭ↓ᩀ㸪㝖㠀᭷㜝㈨ᮏஅỴ㆟㏻㐣๓ᅾⴷ᭳సฟஅ㏻▱
୰ゞ᫂அᆅ᪉ᨲ฿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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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ዴᅾᮏබྖⓐ⾜௨ㄆ㉎ᮏබྖ⫤௷அ௵ఱㄆ⫤Ḓㆇᡤ㝃᭷அ௵ఱḒᑦྍ⾜㸪
ᮏබྖసฟ௵ఱ⾜Ⅽᡈᚘ௵ఱ᫆㸪௨⮴ᣨ↷ㄆ⫤Ḓㆇஅᲄ௳つᐃㄪᩚㄆ㉎ൠ㸪ᚘ⪋
ㄆ㉎ൠ㝆 ⮳ప⫤௷㠃‣㸪๎௨ୗつᐃ㐺⏝:
(i) ⏤ヱ⾜Ⅽᡈ᫆அ᪥㉳㸪ᮏබྖᣨ↷ᮏᲄ⣽๎ᲄᩥஅつᐃタ❧ཬṈᚋ(ᅾᮏᲄ⣽
๎ அつᐃつ㝈ୗ)⥔ᣢ୍㡯ඈഛ(ࠕㄆ㉎Ḓඈഛࠖ)㸪㔠㢠ᅾ௵ఱ㛫ᆒᚓᑡ
␜ᡤ㡲᧕㈨ᮏஅḰ㡯㸪௨ᡤ᭷ᮍ⾜ㄆ㉎Ḓ⋓ᩝ⾜⪋᰿᧸ᮏᲄᩥศẁ
(iii)ⓐ⾜ཬ㓄ⓐධ㉂ิⅭ⧟㊊⫤௷㸪⏝௨⧟㊊ᡤ㡲ⓐ⾜ཬ㓄ⓐ㢠እ⫤௷அ㠃㢠㸪
௨ཬ㡲ᅾヱ➼㢠እ⫤௷㓄ⓐ㐠⏝ㄆ㉎Ḓඈഛ⧟㊊ヱ➼㢠እ⫤௷;
(ii) ㄆ㉎Ḓඈഛᚓ⏝సୖᩥゞ᫂⪅௨እஅ௵ఱ⏝㏵㸪┤⮳ᮏබྖᡤ᭷ඈഛ(⫤௷
⁄ൠ㉂ཬ㈨ᮏ㉢ᅇඈഛ㔠㝖እ)ᕬ⏝➂㸪⪋ᒄྈྍᅾἲせồ⏝ᙗ⿵ᮏබ
ྖஅᦆ;
(iii) ᅾ௵ఱㄆ⫤Ḓㆇᡤ௦⾲அᡤ᭷ᡈ௵ఱㄆ㉎Ḓ⋓⾜㸪⯅⋓⾜ㄆ㉎Ḓ᭷㜝அ⫤௷
㠃㢠㸪᠕⯅ヱㄆ⫤Ḓㆇᣢ᭷ேᅾ⾜ㄆ⫤Ḓㆇᡤ௦⾲ㄆ㉎Ḓ(ᡈᅾ㒊ศ⾜ㄆ㉎Ḓ
அἣୗ㸪๎Ⅽ᭷㜝அ㒊ศ㸪どᒞఱἣ⪋ᐃ)ᡤ㡲ᨭஅ⌧㔠㔠㢠┦➼㸪Ṉእ㸪
⾜ㄆ㉎Ḓஅㄆ⫤Ḓㆇᣢ᭷ேᑵヱ➼ㄆ㉎Ḓᑘ⋓㓄ⓐ㠃㢠┦➼ୗิඳ㡯அᕪஅ㢠
እධ㉂ิⅭ⧟㊊⫤௷:
(a)

ヱㄆ⫤Ḓㆇᣢ᭷ேᅾ⾜ㄆ⫤Ḓㆇᡤ௦⾲ㄆ㉎Ḓ(ᡈᅾ㒊ศ⾜ㄆ㉎Ḓஅἣ
ୗ㸪๎Ⅽ᭷㜝அ㒊ศ㸪どᒞఱἣ⪋ᐃ)ᡤ㡲ᨭஅୖ㏙⌧㔠㔠㢠;ཬ

(b) ᅾヱ➼ㄆ㉎Ḓ᭷ྍ⬟సⅭ௨ప㠃‣ㄆ㉎⫤௷அḒஅἣୗ㸪ᅾ⪃៖ㄆ⫤Ḓ

ㆇஅᲄ௳つᐃᚋ㸪ཎ᠕⯅ヱ➼ㄆ㉎Ḓ⋓⾜᭷㜝அ⫤௷㠃㢠㸪
⪋⥭㞉ヱ⾜ᚋ㸪⧟㊊ヱ➼㢠እ⫤௷㠃㢠ᡤ㟂அㄆ㉎Ḓඈഛ㐍㉂㔠㢠ᑘ᧕㈨ᮏ㸪୪
⏝⧟㊊ヱ➼❧༶㓄ⓐணヱ⾜ㄆ⫤Ḓㆇᣢ᭷ேஅධ㉂ิⅭ⧟㊊㢠እ⫤௷அ㠃㢠;ཬ
(iv) ዴᅾ௵ఱㄆ⫤Ḓㆇᡤ௦⾲அㄆ㉎Ḓ⋓⾜ᚋ㸪ㄆ㉎Ḓඈഛ㐍㉂㔠㢠㊊௨⧟㊊ヱ⾜
ㄆ⫤Ḓㆇᣢ᭷ேྍா᭷அ┦␜ୖ㏙ᕪ㢠அ㢠እ⫤௷㠃‣㸪ⴷ᭳㡲㐠⏝␜ᡈ



ᚋྍ౪Ṉ⏝㏵அ௵ఱ₶ᡈඈഛ(ᅾἲᚊチ⠊ᅩ㚐㸪ໟᣓ⫤௷⁄ൠ㉂ཬ㈨ᮏ㉎
ᅇඈഛ㔠)㸪┤⮳ヱ➼㢠እ⫤௷㠃㢠ᕬ⧟㊊ཬዴୖᡤ㏙㓄ⓐⅭṆ㸪୪ᅾ┤⮳ୖ㏙⧟
㊊ཬ㓄ⓐⅭṆ㸪⫤௷ᑘ᭳ὴᡈసฟ௵ఱ⫤ᜥᡈศὴࠋᅾᑦᚅ⧟㊊ཬ㓄ⓐᮇ
㛫㸪ヱ⾜ㄆ⫤Ḓㆇᣢ᭷ேᑘ⋓ᮏබྖⓐฟ୍ᙇㆇ᭩㸪ㆇ᫂⋓㓄ⓐヱ㢠እ㠃㢠⫤
௷அḒࠋヱㆇ᭩ᡤ௦⾲அḒᒞグྡᙧᘧ㸪ྍᣨ⫤௷␜அ┦ྠ㎈ㆸ᪉ᘧ௨୍⫤


– 58 –

附錄四

建議修訂組織章程細則

Ⅽႝᩝᡈ㒊ศ㎈ㆸ㸪⪋ᮏබྖ㡲సฟᏳ㸪⥔ᣢ୍ᮏヱ➼ㆇ᭩அⓏグ㸪௨ཬ
㎨⌮⯅ヱ➼ㆇ᭩᭷㜝⪋ⴷ᭳ㄆⅭྜ㐺அᐅࠋᅾヱㆇ᭩ⓐฟᚋ㸪ẗྡ᭷㜝அ
⾜ㄆ⫤Ḓㆇᣢ᭷ே᠕⋓ᥦ౪᭷㜝ヱ➼ㆇ᭩அ㊊㈨ᩱࠋ
᰿᧸ᮏᲄ⣽๎つᐃ㓄ⓐஅ⫤௷⯅᭷㜝ㄆ⫤Ḓㆇᡤ௦⾲அㄆ㉎Ḓ⋓⾜ᡤ㓄ⓐஅ
⫤௷ᅾᡤ᭷᪉㠃ா᭷ྠ➼Ḓ┈ࠋ
൷⟶ᮏᲄ⣽๎᭷௵ఱつᐃ㸪ᑘ᭳ᑵㄆ㉎Ḓஅ⾜㓄ⓐ௵ఱ㞽☁⫤௷㸪ཬ௵ఱ㞽☁⫤
௷(ೂ᭷)ฟ⌧㡲᰿᧸ㄆ⫤Ḓㆇஅᲄ௳ண௨㔟ᐃࠋ
ᮍ⥂ヱ➼ㄆ⫤Ḓㆇᣢ᭷ேᡈヱ㢮ูㄆ⫤Ḓㆇᣢ᭷ே⸘≉ูỴ㆟ᢈ㸪ᮏᲄ⣽๎ᲄᩥ
᭷㜝ᡂ❧ཬ⥔ᣢㄆ㉎Ḓඈഛஅつᐃ㸪ᚓ௨௵ఱ᪉ᘧಟᨵᡈቔゞ௨⮴ᑘ᭳᭦ᨵᡈ᧔㖽ᡈල
᭷ᩀຊ᭦ᨵᡈ᧔㖽ᮏᲄᩥୗ⯅ヱ➼ㄆ⫤Ḓㆇᣢ᭷ேᡈヱ㢮ูㄆ⫤Ḓㆇᣢ᭷ேஅ┈᭷㜝அ
つᐃࠋ
᭷㜝ྰ㟂せタ❧ཬ⥔ᣢㄆ㉎Ḓඈഛཬዴ᭷㟂せᡤ㡲タ❧ཬ⥔ᣢஅ㔠㢠ࠊ᭷㜝ㄆ㉎
Ḓඈഛᡤ᭯⏝அ⏝㏵ࠊ᭷㜝᭯⏝సᙗ⿵ᮏබྖᦆஅ⛬ᗘࠊ᭷㜝ᑘ㡲ྥ⾜ㄆ⫤Ḓㆇ
ᣢ᭷ே㓄ⓐஅධ㉂ิⅭ⧟㊊㢠እ⫤௷அ㠃㢠௨ཬ᭷㜝ㄆ⫤Ḓඈഛ௵ఱᐅஅ⏤᰾ᩝᖌ
⦅〇அㆇ᭩ᡈሗ࿌㸪ᅾἄ᭷᫂㢷㘒ㄗୗ㸪ᑞᮏබྖཬᡤ᭷ㄆ⫤Ḓㆇᣢ᭷ே⪋ゝᒞྍ᥎⩻
ཬල⣙᮰ຊࠋ
ᮏᲄ⣽๎ᲄᩥ୰᭷㜝タ❧ࠊ⥔ᣢཬ᠕⏝ㄆ㉎Ḓඈഛஅつᐃ㡲➢ྜᲄஅつᐃ㸪ୟᮏᲄᩥ
୪↓つᐃᤵḒᮏබྖ㐍⾜ᲄ⚗Ṇஅ௵ఱ᫆ࠋ

⫤ᜥཬඈഛ
131.133. ᮏබྖྍ⫤ᮾ᭳ୖ௨௵ఱ㈌ᖯᐉὴ⫤ᜥ㸪ᝳ௵ఱ⫤ᜥᚓ㉸㐣ⴷ᭳ᘓ㆟
அ㔠㢠ࠋ
132.134. ⴷ᭳ྍྥ⫤ᮾᨭⴷ᭳᰿᧸ᮏබྖ⁄ㄆⅭྜ⌮அ୰ᮇ⫤ᜥ㸪ᑬ
(ణ୪ἄᙳ㡪ୖ㏙அ୍⯡ᛶ)ೂᮏබྖ⫤ᮏ௵ఱೃศⅭྠஅ㢮ู㸪๎ⴷ᭳ྍᨭᮏබ
ྖ㈨ᮏ୰ヱ➼ᤵணᣢ᭷ே᭷ඃඛḒᨲྲྀ⫤ᜥஅ⫤௷அ୰ᮇ⫤ᜥ㸪୪ೂⴷ᭳┿ㄔᆅ⾜㸪
᭷㜝௵ఱඃඛ⫤௷ᣢ᭷ேᅉྥ௵ఱ᭷㐱ᘏᡈ㠀ඃඛḒஅ⫤௷ᨭ୰ᮇ⫤ᜥ⪋㐼฿௵ఱᦆ
ኻ㸪๎ⴷ᭳ẓ㡲ᑞ ᡤ㗠⏕அᦆኻ㈇㈐ࠋ
ⴷ᭳ྍᅾㄆⅭ⁄チྍἣୗẗ༙ᖺᡈᅾ㐺␜㛫㛫㝸ᨭᅛᐃ⫤ᜥࠋ
133.135. ⫤ᜥഹྍ⮬ᮏබྖྍ౪ศὴஅ⁄୰ᨭࠋ௵ఱ⫤ᜥᆒ㝃ᜥࠋ
134.136. ␜ⴷ᭳ᡈᮏබྖ⫤ᮾ᭳㆟Ỵᑵᮏබྖ⫤ᮏὴᡈᐉὴ⫤ᜥ㸪ⴷ᭳
ྍ⧤⪋㆟Ỵ௨㓄ⓐධ㉂ิⅭ⧟㊊அ⫤௷᪉ᘧ௨ὴ㒊ᡈ㒊ศ⫤ᜥ㸪ᝳ᭷Ḓ⋓ὴ⫤ᜥஅ⫤
ᮾᑘ᭷Ḓ㑅᧪ᨲྲྀ㒊(ᡈ㒊ศ)⌧㔠సⅭ⫤ᜥ௨௦᭰㓄ⓐࠋᅾ㏺✀ἣୗ㸪ୗิᲄᩥᑘ࿌㐺
⏝:
(i) ௵ఱヱ➼㓄ⓐᇶ‽ᑘ⏤ⴷ᭳㔟ᐃ;
(ii) ⴷ᭳㔟ᐃ㓄ⓐᇶ‽ᚋ㸪ᑘྥ┦㜝⫤௷அᣢ᭷ேⓐᨺᑡ୍ಶᫍᮇஅ᭩㠃㏻▱
㈿ண಼㑅᧪Ḓ㸪㐃ྠ㑅᧪㏻▱⾲᱁ཬิ᫂⛬ᗎཬ࿊㏦ᕬሸጇஅ㑅᧪⾲᱁அᆅ㯶
ཬ᭱ᚋ᪥ᮇཬ㛫௨౽⏕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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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㑅᧪Ḓྍᑵ⋓⤥ண㑅᧪Ḓஅヱ㒊ศ⫤ᜥஅ㒊ᡈ㒊ศ⾜;ཬ
(iv) ᑵ⌧㔠㑅᧪ᮍ⿕㐺␜⾜அ⫤௷(ࠕ↓⾜㑅᧪⫤௷ࠖ)⪋ゝ㸪⫤ᜥ(ᡈୖ㏙௨㓄ⓐ
⫤ ௷ὴஅ㒊ศ⫤ᜥ)ᑘ௨⌧㔠ᨭ㸪⪋Ⅽᨭヱ⫤ᜥ㸪㡲᰿᧸ୖ㏙㔟ᐃஅ㓄ⓐ
ᇶ‽ 㓄ⓐධ㉂ิⅭ⧟㊊அ⫤௷ண↓⾜㑅᧪⫤௷அᣢ᭷ேࠋⅭ㐩฿Ṉ┠ⓗ㸪ⴷ
᭳᠕ᢕỴᐃஅ௵ఱ㒊ศᮏබྖඈഛ㉂அᮍศ₶(ໟᣓ௵ఱ≉ู㉂㡯ࠊ⫤௷
⁄ൠ㉂ࠊ㈨ᮏ㉢ᅇඈഛ)᧕㈨ᮏཬண௨㐠⏝㸪ヱ➹Ḱ㡯அ㔠㢠┦➼ᣨ᭷㜝ᇶ‽
㡲ண㓄ⓐ⫤௷ அ⦻㠃‣㸪୪ᑘ⏝⧟㊊ᣨ᭷㜝ᇶ‽ྥヱ➼⾜㑅᧪⫤௷அᣢ᭷
ே㓄ⓐཬศὴஅ㐺 ␜⫤ᩝஅ⫤௷ࠋ
135.137.᰿᧸⣽๎➨ 136134 ᲄஅつᐃ㓄ⓐஅ⫤௷㸪ᑘྛಶ᪉㠃⯅␜ᕬⓐ⾜⫤௷ா᭷
ྠ➼Ḓ┈㸪 ᝳᑵཨ⯅:
(i) ┦㜝⫤ᜥ(ᡈᨲྲྀᡈ㑅᧪ᨲྲྀ㓄ⓐ⫤௷᭰௦அḒ);ᡈ
(ii) ᨭᡈᐉὴ᭷㜝⫤ᜥ๓ᡈྠᨭࠊసฟࠊᐉὴᡈබథஅ௵ఱศὴࠊ⣚ᡈ
Ḓእ㸪
㝖㠀ⴷ᭳ྠᐉథᑵ᭷㜝⫤ᜥ᠕⏝⣽๎➨ 135133 ᲄ㸪ᡈᐉథศὴࠊ⣚ᡈḒஅ
ྠ㸪ⴷ᭳ゞ᫂᰿᧸⣽๎➨ 136134 ᲄஅᲄᩥ㓄ⓐஅ⫤௷ᑘ᭷Ḓཨ⯅ヱ➼ศὴࠊ⣚ᡈḒ
ࠋ
136.138.ⴷ᭳ྍ᰿᧸⣽๎➨ 136134 ᲄ㸪సฟⅭ௵ఱ㈨ᮏ⏕ᩀஅ୍ษㄆⅭᚲせᡈḒ
ᐅஅసⅭཬᐅ㸪⪋ዴ᭷ྍணศὴஅ⫤௷㊊୍⫤㸪ⴷ᭳᭷ḒไゞㄆⅭ㐺ྜஅᲄᩥ
(ໟᣓ᧸Ṉྍᑘ㒊ᡈ㒊ศ㊊୍⫤அḒྜཬฟ၎㸪୪ᑘᡤᚓḰ㡯㢠ศὴண᭷Ḓᨲྲྀ
ேኈ㸪ᡈᑞẓ㡲⌮᭳ᡈᑘㄪ㧗ᡈㄪప㸪ᡈ᧸Ṉᑘ㊊୍⫤அḒஅ┈ṗᮏබྖᡤ
᭷⪋ṗ᭷㜝⫤ᮾஅᲄᩥ)ࠋⴷ᭳ྍᤵḒ௵ఱேኈ௦⾲㒊᭷Ḓ┈அ⫤ᮾᑵヱ➼㈨ᮏ
ཬ㝃ᖔᐅ⯅ᮏබྖゞ❧༠㆟㸪୪ୟ᰿᧸ヱ➼ᤵḒ⪋ゞ❧அ௵ఱ༠㆟ᑘ᭷ᩀஅ㸪୪ᑞྛ
᭷㜝᪉㠃᭷⣙᮰ຊࠋ
137.139. ൷⟶⣽๎➨ 136134 ᲄつᐃ㸪ᮏබྖྍ᰿᧸ⴷ᭳அᘓ㆟㏻㐣≉ูỴ㆟ᑵ᭷
㜝ᮏබྖ௵ ఱ≉ᐃ⫤ᜥ㸪௨㓄ⓐධ㉂ิⅭ⧟㊊⫤௷᪉ᘧὴⓐ㒊⫤ᜥ㸪⪋⤥ண⫤ᮾ௨⌧
㔠ᨲྲྀ᭷㜝⫤ᜥ௨ ௦᭰ヱ㓄ⓐஅ௵ఱḒࠋ
138.140. ೂⴷㄆⅭ㸪ᅾ᭷㜝ᆅ༐ἄ᭷Ⓩグ⫆᫂ᡈ㎨⌮≉ูᡭ⧰அἣୗ㸪ബ㕗
᭷㜝㑅᧪Ḓᡈ㓄ⓐ⫤௷அせ⣙᭳ᡈྍ⬟㐪ἲ㸪๎ⴷ᭳௵ఱἣୗྍỴᐃྥⓏグᆅᆎ
ᅾヱᆅ༐அ⫤ᮾᥦ౪ᡈసฟ⣽๎➨ 136134 ᲄஅ㑅᧪Ḓཬ⫤௷㓄ⓐࠋᅾṈἣୗ㸪ୖ㏙ᲄᩥ
அ⌮ゎཬゎ㔚ཷヱỴᐃ つ㝈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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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9.141. ᅾᘓ㆟௵ఱ⫤ᜥஅ๓㸪ⴷ᭳ྍᚘᮏබྖ⁄୰᧕ฟㄆⅭᜦ␜அḰ㡯సⅭ୍
ḟᡈከ୍㡯ඈഛ㸪ⴷ᭳ྍ㓃ᑘṈ➼ඈഛ⏝᠕ᮏබྖஅ⏦⣴ࠊമົᡈ᭷௳ᡈൾ
௵ఱ㈚㈨ᮏᡈ⏝⿵㊊⫤ᜥᡈᮏබྖ⁄ྍ௨ṇ␜⏝அ௵ఱ┠ⓗ㸪ୟᅾዴṈ
⏝அ๓㸪ྍྠᶏ㓃 ᑘ⏝ᮏබྖஅົᡈ⏝ⴷ᭳ㄆⅭᜦ␜அᢞ㈨(ᮏබྖ⫤௷
㝖እ)㸪ୟẓ㡲ᑘᵓᡂඈഛஅ௵ఱᢞ㈨⯅ᮏබྖ௵ఱᢞ㈨⋊❧⌮ᡈ༐ศࠋⴷ᭳ྍ
ᑘᣨᑂៅពぢㄆⅭ᠕௨⫤ᜥศὴஅ௵ఱ₶ᅾᑘᨺ⨨ඈഛஅἣୗ⤖㎈ࠋ
140.142. ᅾ᭷Ḓᨲྲྀ㝃ᖔ⫤ᜥ≉ูḒஅ⫤௷ேኈ(ዴ᭷)ᡤ᧦᭷அḒつ㝈ୗ㸪୪㝖ⓐ
⾜௵ఱ⫤௷அᲄḰ྄᭷つᐃ⪅እ㸪ᡤ᭷⫤ᜥᆒ㡲ᣨὴᜥ⫤௷அᕬ⧟ᡈධ㉂ิసᕬ⧟அ⫤Ḱ
ᐉὴὴ㸪ᝳᑵᮏᲄ⣽๎⪋ゝ㸪ᅾദ⧟ᡈศᮇ⧟๓ᑵ⫤௷ᥦ᪩⧟ᡈධ㉂ิసᕬ⧟அ
⫤Ḱ⿕どⅭ⫤௷அᐿ⧟⫤Ḱࠋ
141.143. ⴷ᭳ྍಖ␃ᮏබྖ᧦᭷␃⨨Ḓஅ⫤௷அ௵ఱ⫤ᜥᡈ᠕Ḱ㡯㸪୪ྍᑘ
⏝ᨭ᭷㜝␃⨨Ḓᾙཬஅമົࠊ㈇മᡈᢎㅙࠋⴷ᭳ྍᚘ᠕ண௵ఱ⫤ᮾஅ௵ఱ⫤ᜥ
ᡈ⣚୰㝖ᅉദ⧟Ḱࠊศᮇ⧟Ḱᡈཎᅉ┠๓᠕ணᮏබྖஅ㒊Ḱ㡯(ዴ᭷)ࠋ
142.144. ௵ఱᢈ⫤ᜥஅ⫤ᮾ᭳ྍྥ⫤ᮾദ⧟᭳㔟ᐃஅ㔠㢠㸪ᝳᑞྛ⫤ᮾஅദ⧟Ḱ
㡯ᚓ㉸㐣᠕ணᙼஅ⫤ᜥ㸪ୟദ⧟அḰ㡯⯅⫤ᜥྠᨭ㸪ୟೂᮏබྖ⯅⫤ᮾసฟᏳ㸪
⫤ᜥྍ⯅ദ⧟Ḱ㡯㖽ࠋ
143.145. ⴷ᭳ᡈᮏබྖ⫤ᮾ᭳㆟Ỵὴᡈᐉὴ⫤ᜥ㸪ⴷ᭳ྍ㐍⪋㆟Ỵ௨ศὴ௵
ఱ✀㢮அ≉ᐃ㈨㗠அ᪉ᘧὴⓐ㒊ᡈ㒊ศ⫤ᜥ㸪≉ู⧟㊊⫤௷ࠊമḒㆇᡈྍㄆ㉎ᮏබྖ
ᡈ௵ఱබྖㆇๆஅㄆ⫤Ḓㆇᡈ௵ఱ୍✀ᡈ௨ୖஅୖ㏙᪉ᘧ㸪⪋ዴᅾศὴୖ㗠⏕௵ఱᅔ
㞴㸪ⴷ᭳ྍ⸘ㄆⅭ㐺ᐅஅ᪉ᘧゎỴ㸪≉ูྍⓐ⾜㞽☁⫤⚊ࠊ⌮᭳㞽☁⫤௷Ḓ┈ᡈ
ୖㄪᡈୗㄪ⮳ᩚᩝ㢠㸪୪ྍᑵ≉ᐃ㈨㗠ᡈ௵ఱ㒊ศஅศὴ㔟ᐃൠ‣㸪୪ྍỴᐃᇶᡤ
㔟ᐃஅൠ‣ྥ௵ఱ⫤ᮾసฟ⌧㔠 Ḱ௨ㄪᩚᡤ᭷ྛ᪉அḒ㸪ཬྍᅾⴷ᭳どⅭ㐺ᐅᢕ
௵ఱヱ➼≉ᐃ㈨㗠㎈ṗཷクே㸪௨ཬྍጤ௵௵ఱேኈ௦⾲ா᭷⫤ᜥஅேኈ⡗⨫௵ఱᡤ㟂அ
㎈ㆸᩥ᭩ཬᩥ௳㸪⪋ヱጤ௵ᑘ᭷ᩀࠋᅾᚲせἣୗ㸪᠕᰿᧸ᲄᑘ୍௷ྜ⣙Ꮡ᷐㸪ୟ
ⴷ᭳ྍጤ௵௵ఱேኈ௦⾲ா᭷⫤ᜥஅேኈ⡗⨫ヱྜ⣙㸪 ୟヱጤ௵ᑘ᭷ᩀࠋ
144.146. ㎈ㆸ⫤௷᭳ᑘ㎈ㆸⓏグ๓ᑵᐉὴஅ௵ఱ⫤ᜥᡈ⣚அḒ㎈ㆸࠋ
145.147. ೂඳྡᡈඳྡ௨ୖேኈⓏグⅭ௵ఱ⫤௷அ⫃ྡᣢ᭷ே㸪௵ఱ୍ྡヱ➼ேኈྍᑵ
ヱ➼⫤௷⪋⤥அ௵ఱ⫤ᜥࠊ୰ᮇ⫤ᜥᡈ⣚ཬḰ㡯ⓐฟ᭷ᩀஅᨲ᧸ࠋ
146.148. 㝖㠀ⴷ྄᭳᭷ᣦ♧㸪௵ఱ⫤ᜥᡈ⣚ྍ㏱㐣௨ᨭ⚊ᡈ⫤ᜥႝᨭ㸪ྍ௨ᨭ⚊
ᡈ⫤ᜥႝᐤ ᭷Ḓᨲྲྀஅ⫤ᮾஅⓏグᆅᆎ㸪ዴᒞ⫃ྡᣢ᭷ே㸪๎ᐤ ᅾ⫤ᮾྡ┦㜝⫤௷
ྡิ㤳⫤ᮾஅⓏグᆅᆎ㸪ᡈ⫤ᮾᡈ⫃ྡ⫤ᮾ௨᭩㠃㏻▱அᆅᆎࠋᡤ᭷ᨭ⚊ᡈ⫤ᜥႝ௨ᨲ
௳ேⅭᨲḰே㸪ୟᨭ௵ఱᨭ⚊ᡈ⫤ᜥႝ᠕సⅭᮏබྖᑵᡤᣦ⫤ᜥཬӣᡈ⣚அⰋዲΎൾ㸪
൷⟶ᚋヱᨭ⚊ᡈḰႝ┳ఝ⿕┓❦ᡈ⫼᭩⿕ഇ㐀ࠋ
147.149. ᐉὴᚋ୍ᖺᮍ⋓㡿ྲྀஅᡤ᭷⫤ᜥᡈ⣚ᡈྍ⏤ⴷ᭳Ⅽᮏබྖ┈⏝సᢞ
㈨ᡈ⏝㏵㸪┤⮳ヱ➼⫤ᜥᡈ⣚⋓㡿ྲྀⅭṆࠋᮏබྖ᭳ᑵṈᡈ᧸Ṉ㗠⏕அ௵ఱ⁄
ᡈዲᡂⅭཷクேࠋⴷ᭳ྍἄᨲᐉὴᚋභᖺᮍ⋓㡿ྲྀஅᡤ᭷⫤ᜥᡈ⣚㸪୪ᑘヱ➼
⫤ᜥᡈ⣚ṗ㑏ᮏබྖ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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ศὴㆰ⌧㈨ᮏ⁄
148.150. ᮏබྖ⫤ᮾ᭳ྍ㞉ཬ㆟Ỵ㸪ᑘᮏබྖᡤᣢஅ௵ఱ┆㣾Ḱ㡯(┦␜
ᑘᮏබྖ௵ఱ㈨ᮏ㈨㗠ᡈ௵ఱᢞ㈨ㆰ⌧ᚋᨲ฿ᡈᨲᅇḰ㡯ᡤ㗠⏕அ㈨ᮏ⁄㸪ୟヱḰ㡯
ẓ㡲⏝௨ᨭ௵ఱᅛᐃඃඛ⫤ᜥᡈస᭷㜝᧕ഛ㸪௨௦᭰⏝స㉎㈙௵ఱ㈨ᮏ㈨㗠ᡈ⏝స
㈨ᮏ⏝㏵)ᣨᬑ㏻⫤⫤ᮾஅ⫤Ḓཬ⫤ᜥஅศὴẚศὴணྛ⫤ᮾ㸪ᝳ㝖㠀ᮏබྖᣢ᭷
⿱㈨㗠㊊௨ᩝᨭᮏබྖ␜அ㒊മ㡯ཬ⧟㊊⫤ᮏ㸪ྰ๎ୖ㏙⁄ᚓ௨Ṉ᪉ᘧ
ศὴࠋ

㉂┠
149.151. ⴷ᭳㡲ᑵᮏබྖᨲྲྀཬᨭฟஅḰ㡯ཬ᭷㜝ヱ➼ᨲᨭஅ㡯㸪ཬᮏබྖஅ≀ᴗࠊ
㈨㗠ࠊಙ㈚ཬ㈇മ௨ཬᲄᡤせồஅᡤ᭷㡯ᡈ௨┿ᐿ⪋බᖹᆅᫎᮏබྖஅᴗົ≪
ἣཬゎ㔚᫆ᡤ㟂ᏳഛᏑ┿ᐿஅ㉂┠ࠋ
150.152. ㉂⡙㡲ഛᏑト㎨ᡈⴷ᭳ㄆⅭྜ㐺அᆅ㯶㸪୪㡲⥂ᖖྥⴷබ㛤
౪㟌㕗ࠋ
151.153. ⴷ᭳㡲Ỵᐃྰཬᅾఱ✀⛬ᗘ㸪ఱఱᆅ㸪ᣨఱ✀ᲄ௳ᡈつ๎ᑘᮏබྖ
㉂┠ཬ㉂ᡈ௵ఱᙼ➼ྥ㠀ⴷஅ⫤ᮾබ㛤౪㟌㕗㸪௵ఱ⫤ᮾ(㠀ⴷ)ᆒ↓Ḓ㟌㕗ᮏබྖ
㉂┠ᡈ㉂⡙ᡈᩥ௳㸪㝖㠀⏤ᲄᤵணḒຊᡈⴷ᭳ᡈᮏබྖ⫤ᮾ᭳ᤵḒࠋ
152.154. ⴷ᭳㡲᰿᧸ᲄஅᲄᩥᨃഛᲄつᐃஅᦆ┈⾲ࠊ㈨㗠㈇മ⾲ࠊ㞟ᅰ㉂┠
(ዴ᭷) ཬሗ࿌᭩㸪୪ᑘᥦᮏබྖᅾ⫤ᮾ᭳ୖ┬もࠋ
153.155. ᰿᧸ᲄஅᲄᩥ㸪ᮏබྖẗ௷㈨㗠㈇മ⾲ᆒ㡲⡗⨫㸪⪋ẗ௷㈨㗠㈇മ⾲ᮏ
(ໟᣓἲつᐃ㡲㞉㝃அẗ௷ᩥ௳)ཬᑘᥦᮏබྖᅾ⫤ᮾ᭳ୖ┬もஅᦆ┈⾲㸪㐃ྠⴷ᭳
ሗ࿌ᮏཬ᰾ᩝᖌሗ࿌ᮏ㸪㡲㑀᭳⯇⾜᪥ᮇ๓༑୍᪥㸪ྥᮏබྖẗྡ⫤ᮾཬ
മḒㆇᣢ᭷ே௨ཬẗྡ᭷Ḓᨲྲྀᮏබྖ⫤ᮾ᭳㏻࿌அேኈᐤⓐ㸪ᝳᮏᲄ⣽๎୪↓つ
ᐃ㡲ྥᮏබྖ୪▱ᜳ ᆅᆎஅ௵ఱேኈᡈ㉸㐣୍ྡ௵ఱ⫤௷ᡈമḒㆇ⫃ྡᣢ᭷ேᐤⓐ᭷
㜝ᩥ௳ࠋ

᰾ᩝ
154.156. ᰾ᩝᖌ౫↷ᲄஅᲄᩥጤ௵㸪⫋㈐ᣨ↷ᲄஅᲄᩥཷつ⟶ࠋ
155.157. 㝖ᲄஅᲄᩥ྄᭷つᐃஅእ㸪᰾ᩝᖌஅ㓘㔠㡲⏤ᮏබྖ⫤ᮾ᭳ୖ㔟ᐃ㸪ᝳ
ᑵ௵ఱ୍ಶᖺᗘ㸪ᮏබྖྍ⫤ᮾ᭳ᤵḒⴷ᭳㔟ᐃヱ㓘㔠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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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158. ⥂᰾ᩝᖌᑂ᰾୪⏤ⴷ᭳⫤ᮾ᭳ୖ࿊ሗஅẗ௷㉂┠ሗ⾲ヱ᭳ᢈᚋ᠕
Ⅽ᭱⤊∧ᮏ㸪ᝳᢈᚋ୕ಶ᭶㚐ⓐ⌧௵ఱ㘒ㄗ㸪๎྄సูㄽࠋೂヱᮇ㛫ⓐ⌧௵ఱ᭷㜝㘒
ㄗ㸪᠕༶᭦ṇ㸪⪋ᑵ᭷㜝㘒ㄗసฟಟゞᚋஅ㉂┠ሗ⾲᠕Ⅽ᭱⤊∧ᮏࠋ

㏻▱
157. ᰿᧸ᮏ⣽๎సฟᡈⓐฟஅ௵ఱ㏻▱ᡈᩥ௳㡲Ⅽ᭩㠃ᙧᘧ㸪୪ྍ⏤ᮏබྖὴே㏦㐩ண
௵ఱ⫤ᮾ㸪ᡈᑘᨺධ㡸㒑㈝அಙ௳ࠊಙᑒᡈᑒዓ㚐㸪㒑ᐤ ⫤ᮾྡ㚐᭷㜝⫤ᮾஅⓏ
グᆅᆎ㸪ᡈ㏦㐱⮳ᡈ␃⨨⫤ᮾྡ㚐அⓏグᆅᆎ㸪ᡈ(ᑵ㏻▱⪋ゝ)௨ⱥᩥᅾ᭱ᑡ୍௷ⱥᩥ
ሗ❶ཬ௨୰ᩥᅾ᭱ᑡ୍௷୰ᩥሗ❶หⓏ㈝ᘅ࿌㸪⪋ᅾྛ✀ἣୗ㸪ヱሗ❶㡲ᅾ㤶 ≉ู
⾜ᨻ༐ẗ᪥ฟ∧ཬᘅἷὶ㏻㸪㡲Ⅽᑵᲄ➨ 71A ᲄஅ┠ⓗ⪋ⓐ⾜୪᠇ሗหⓏஅሗ❶ྡ
ႝ୰ᣦᐃஅሗ❶ࠋዴᒞ⫃ྡ⫤௷ᣢ᭷ே㸪๎ᡤ᭷㏻▱ᆒ㡲ྥ⫤ᮾྡྡิ㤳அ⫃ྡᣢ᭷
ேⓐฟ㸪⪋ᑵṈⓐฟ㏻▱ᚋᑘ どⅭᕬศ㏦㐩ᡤ᭷⫃ྡᣢ᭷ேࠋ
159 ᮏබྖᡈⴷ᭳ྍ㏱㐣ୗิ᪉ᘧྥ௵ఱ⫤ᮾⓐ㏦ᡈ௵ఱ㏻࿌ᡈᩥ௳(ໟᣓ⫤
⚊ཬ᰿᧸ୖᕷつ๎ᡤ⏺ᐃஅࠕබྖ㏻イࠖ):
(a) ௨༳ᮏ᪉ᘧ(i)␜㠃ᡈ(ii)⏤ᑙே㸪ᡈ௨㡸㒑㈨அಙᑒᡈᑒዓ㒑ᐤ ᭷㜝⫤
ᮾྡୖᡤ♧அᆅᆎ( ዴᆅᆎ㤶 ௨እᆅ༐㸪๎௨✵㒑ᡈ௵ఱྠ➼㏿ᗘஅ
㏦㐩᪉ᘧᐤฟ);ᡈ
(b) ௨㟁Ꮚᙧᘧ:
(i) ぶ㌟;ᡈ
(ii) ⏤ᑙே㸪ᡈ௨㡸㒑㈨அಙᑒᡈᑒዓ㒑ᐤ ᭷㜝⫤ᮾྡୖᡤ♧அ
ᆅᆎ(ዴᆅᆎ㤶 ௨እᆅ༐㸪๎௨✵㒑ᡈྠ➼㏿ᗘஅ㏦㐩᪉ᘧᐤฟ); ᡈ
(iii) ௨㟁Ꮚ᪉ᘧⓐฟᡈബ㏦⮳᭷㜝⫤ᮾྥᮏබྖᥦ౪௨౽ᮏබྖྥⓐฟ㏻࿌
ᡈᩥ௳அ௵ఱ㟁Ꮚ☞ᡈ㟁Ꮚ㒑ᆎ㸪
ᝳᮏබྖᚲ㡲㤳ඛྲྀᚓ᭷㜝⫤ᮾᑵ୍⯡ᡈ≉ูἣ⪋ⓐฟஅ᭩㠃ྠព᭩㸪⾲♧ྠ
ពᮏබྖ㏱㐣㟁Ꮚ᪉ᘧྥⓐฟᡈᥦ౪㏻࿌ᡈᩥ௳㸪ୟᮏබྖ୪↓᥋⋓᭷㜝⫤ᮾ
᰿᧸ᲄⓐฟஅ᧔㖽㏻▱㸪⪋බྖᲄཬୖᕷつ๎அᡤ᭷┦㜝つᐃᕬ⋓㑂
⾜;ᡈ



(c) ᑘஅⓏ㍕⮳ᮏබྖ⥙❰㸪ᝳᮏබྖᚲ㡲㤳ඛᚘ ᭷㜝⫤ᮾྲྀᚓ(i)᭷㜝⫤ᮾᑵ୍⯡
ᡈ≉ูἣ⪋ ⓐฟஅ᭩㠃ྠព᭩;ᡈ(ii)᭷㜝⫤ᮾᣨᲄゞ᫂அ᪉ᘧసฟஅᐃ
ྠព㸪㏻▱ྠព ྍᅾᮏබྖ⥙❰ྥᥦ౪᭷㜝㏻࿌ᡈᩥ௳㸪ୟᮏබྖ୪↓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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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㜝⫤ᮾ᰿᧸ᲄⓐฟஅ᧔㖽㏻▱㸪⪋ᲄཬୖᕷつ๎அᡤ᭷┦㜝つᐃ
ᕬ⋓㑂⾜;ᡈ
(d) ⮳ᑡ୍௷ⱥᩥሗ❶(௨ⱥᩥ)ཬ୍௷୰ᩥሗ❶ (௨୰ᩥ)หⓐᘅ࿌㸪⪋᭷㜝ሗ❶ᚲ
㡲Ⅽẗ᪥⾜㖽㤶 அሗ❶ࠋ
160. ᅾᲄཬୖᕷつ๎ⓗつ㝈ୗཬ㝖㠀Ṉ➼⣽๎྄᭷つᐃ:
(a) ⱝ௵ఱ⫤௷ᒞ⫃ྡᣢ᭷㸪๎ᡤ᭷ᣦᐃྥ⫤ᮾⓐฟⓗ㏻▱ࠊᩥ ௳ᡈ㈨ᩱᑘⓐ
ண௵ఱ୍ྡ᭷㜝ヱ⫤௷ⓗ⫃ྡᣢ᭷ே㸪⪋ᣨṈᡤⓐฟⓗ㏻▱ࠊᩥ௳ᡈ㈨ᩱᑘ⿕
どⅭᕬⓐண᭷㜝⫤௷ⓗᡤ᭷ᣢ᭷ே;ཬ
(b) ᑵ⫤௷Ⅽ⫃ྡᣢ᭷ேஅᡂဨᡤྠពᡈᣦ♧ⓗ㸪ೂ᭷㜝⫤௷அ⫃ྡᣢ᭷ேⓗ
௵ఱ୍᪉సฟྠពᡈᣦ♧ (⫤௷㎈ㆸ㝖እ)㸪ᡤ᭷᭷㜝⫤௷ᣢ᭷ே⿕どⅭᕬసฟ
ྠពᡈᣦ♧㸪ᝳᮏබྖⱝᚘ᭷㜝⫤௷⫃ྡᣢ᭷ேᨲ฿ ୍⮴அᣦ♧ (⫤௷㎈ㆸ
㝖እ)㸪ᮏබྖྍᑵ௵ఱ⫃ྡᣢ᭷ேஅ௵ఱ⫤௷ ⓗᣦ♧㓃᥇ྲྀ⾜ືࠋ

158.161. ೂ⫤ᮾஅⓏグᆅᆎᅾ㤶 ≉ู⾜ᨻ༐௨እ㸪㏱㐣㒑௳సฟஅ㏻▱᠕௨㡸⯟✵㒑௳
ⓐฟࠋ௵ఱⓏグᆅᆎᅾ㤶 ≉ู⾜ᨻ༐௨እஅ⫤ᮾ㸪ྍ᭩㠃ྥᮏබྖ▱᭳㤶 ≉ู
⾜ᨻ༐அᆅᆎ㸪ᑵ㏦㐩㏻▱⪋ゝ㸪ヱᆅᆎ⿕どⅭⓏグᆅᆎࠋዴ⫤ᮾἄ᭷ᅾ㤶 ≉ู⾜ᨻ
༐அⓏグᆅᆎ㸪ᑘ⿕どⅭᕬᨲᜳᮏබྖト㎨ᒎ♧அ௵ఱ㏻▱㸪⪋ヱ➼㏻▱ᑘᣢ⧰
ᒎ♧༑ᅄᑠ㸪ୟヱ⫤ᮾึḟᒎ♧㏻▱⩣᪥༶⿕どⅭᕬᨲᜳ㏻▱ࠋ
159. ௵ఱ௨㒑㐱᪉ᘧᐤⓐஅ㏻▱㍕᭷ヱ㏻▱அಙᑒᡈᑒዓᢞ㐱⮳㤶 ≉ู⾜ᨻ༐
அ㒑ᒁ␜᪥⩣᪥⿕どⅭᕬ㏦㐩㸪ዴせㆇ᫂ྰᕬ㏦㐩㸪ྈ㟂ㆇ᫂㍕᭷ヱ㏻▱அಙᑒᡈᑒዓ
ᕬጇⅭ㡸㒑㈨ࠊᕬト᫂ṇ☜ᆅᆎཬᢞ㐱⮳ヱ㒑ᒁ౽ᕬ㊊⤇ࠋዴ⛎᭩ᡈⴷ᭳ጤ௵அ
ேኈ⡗⨫᭩㠃ㆇ᫂㸪ㆇᐿ㍕᭷ヱ㏻▱அಙᑒᡈᑒዓᕬᣨୖ㏙᪉ᘧト᫂ᆅᆎཬᢞ㐱⮳ヱ㒑ᒁ㸪
๎㡲Ⅽ᭷㜝ᐿஅ᭱⤊៰ㆇࠋ
162. ᮏබྖⓐฟⓗ௵ఱ㏻▱ᡈᩥ௳:
(a) ೂぶ㌟ᡈ⏤ᑙேⓐ㏦ᡈ㸪ᑘ⿕どⅭᑙேⓐ㏦ᡈ␜ᕬⓐ㏦ᡈ;⪋⥂
⛎᭩ᡈⴷ᭳ᣦᐃஅேኈ⡗⨫அㆇ᫂᭩㸪Ⅽ᭷㜝㏻࿌ᡈᩥ௳ᕬⓐ㏦ᡈஅ᭱
⤊៰ㆇ;
(b) ೂ௨㒑㐱᪉ᘧⓐ㏦ᡈ㸪ᑘ⿕どⅭᑘ㍕᭷㏻࿌ᡈᩥ௳அಙᑒᡈᑒዓᢞධ㤶 㒑
ᒁஅ➨ಶᕤస᪥㸦ᐃ⩏ぢᲄ㸧ᕬⓐ㏦ᡈ㸪⪋ㆇ᫂㍕᭷᭷㜝㏻࿌ᡈᩥ௳அಙ
ᑒᡈᑒዓᕬጇⅭ㡸㒑㈨୪ሸጇ㐺␜ᆅᆎཬᢞධ㒑ᒁ༶㊊௨ㆇ᫂᭷㜝㏻࿌ᡈᩥ௳ᕬ
ⓐ㏦ᡈ;⪋⥂⛎᭩ᡈⴷ᭳ᣦᐃஅேኈ⡗⨫அㆇ᫂᭩㸪Ⅽ㍕᭷᭷㜝㏻࿌ᡈ
ᩥ௳அಙᑒᡈᑒዓᕬጇⅭሸጇ㐺␜ᆅᆎཬᢞධ㒑ᒁஅ᭱⤊៰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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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௨㟁Ꮚ᪉ᘧᐤⓐᡈബ㏦㸪ᑘ⿕どⅭᮏබྖఛ᭹ჾᡈ௦⌮ⓐฟᕬⓐ㏦ཬബ㏦;
(d) ⱝᅾᮏබྖ⥙❰ୖⓐᕸ㸪๎ᅾ⥙❰ୖ㤳ḟᥦ౪᭷㜝ᮦᩱ㸪ᡈ ዴ㍑㛫 ᅾᨃᐃ
᥋ᨲ᪉ᨲ฿ ᡈ⿕どసᨲ฿ ᭷㜝ᮦᩱᕬୖ㍕ᮏබྖ⥙❰ⓗ㏻▱㸪᠕どⅭᕬ㏦㐩ཬ
ࠋᅾィ⟬ᮏ➨ 162 ᲄ(c)ཬ(d)ẁᡤ㏙அẁ㸪㊊୍ಶ⇯ᴗ᪥(ᐃ⩏ぢᲄ)அ
᪥Ꮚᑘணィ⟬ᅾ㚐; ཬ
(e) ೂ௨ሗ❶ᘅ࿌ⓐ㏦㸪ᑘ⿕どⅭ᭷㜝㏻࿌ᡈᩥ௳᭷㜝ሗ❶㤳ḟหⓏஅ᪥ᕬⓐ㏦ࠋ

160.163. ᮏබྖྥᅉⅭ⫤ᮾ㌟ᨾࠊ⢭⚄⣟ᡈ◚㗠⪋ᑞ⫤௷ா᭷Ḓஅேኈⓐฟ㏻▱㸪
ྍᣨヱேஅጣྡ㸪ᡈᣨṚ⪅௦⌮ேᡈ◚㗠ேஅཷクேᡈ௵ఱ㢮ఝஅᥥ㏙㸪௨㡸㒑㈝அಙ
௳ᑘ㏻▱㒑ᐤ⮳⫆✃ዴṈா᭷Ḓ┈அேኈⅭṈ┠ⓗ⪋ᥦ౪அ㤶 ≉ู⾜ᨻ༐ᆅᆎ(ዴ᭷)㸪ᡈ
(┤⮳⋓ᥦ౪ヱ ᆅᆎ๓)⸘ዴ↓ⓐ⏕ヱ㌟ᨾࠊ⢭⚄⣟ᡈ◚㗠ཎஅ᪉ᘧⓐฟ㏻▱ࠋ
161.164. ௵ఱ⸘ἲᚊஅᐿࠊ㎈ㆸᡈ᪉ᘧ⪋ா᭷⫤௷Ḓஅேኈ㸪㡲ཷᅾᙼጣྡཬ
ᆅᆎⓏグ⫤ᮾྡ๓ཎᕬṇᘧⓐ⤥ᙼᚘ⋓ྲྀ⫤௷Ḓஅேኈஅẗ௷㏻▱ᡤ⣙᮰ࠋ
162.165. ൷⟶௵ఱ⫤ᮾᕬ㌟ᨾᡈ◚㗠㸪ୟㄽᮏබྖྰ▱ᜳᕬ㌟ᨾᡈ◚㗠㸪௵
ఱ౫᧸ᮏ⣽๎ബ㏦ᡈ௨㒑㐱᪉ᘧᐤ ᡈ㏦᭷㜝⫤ᮾトᆅᆎஅ㏻▱ᡈᩥ௳ᴫ⿕どⅭᕬᑵ
ヱྡ⫤ᮾႝ⋊ᡈ⯅ேኈ⫃ྡᣢ᭷அ௵ఱⓏグ⫤௷ጇⅭ㏦㐩㸪┤⮳ேኈྲྀ௦Ⓩグ
Ⅽ᭷㜝⫤௷அᣢ᭷ேᡈ⫃ྡᣢ᭷ேⅭṆ㸪ୟᑵᮏ⣽๎ᡤ᭷┠ⓗ⪋ゝ㸪᭷㜝㏦㐩⿕どⅭᕬ
ศྥ㑇㗠௦⌮ேཬᡤ᭷⯅⫃ྡᣢ᭷௵ఱヱ➼⫤௷Ḓ┈அேኈ(ዴ᭷)㏦㐩ヱ㏻▱ᡈᩥ௳ࠋ
163.166. ᮏබྖᡤⓐฟஅ௵ఱ㏻▱ྍ௨᭩ᑃᡈᶵ༳⡗⨫ࠋ

㈨ᩱ
164.167. ௵ఱ⫤ᮾ(ⴷ㝖እ)ᴫ↓Ḓせồᮏබྖ㏱㟢ᡈྲྀᚓ᭷㜝ᮏබྖ᫆ヲࠊᒞ
ᡈྍ⬟ᒞ㈙㈽⛎ᐦஅ௵ఱᐅࠊᡈ≌ᾙᮏබྖᴗົ⥂⇯⛎ᐦ㐣⛬அ௵ఱ㈨ᩱ㸪ୟⴷ
᭳ㄆⅭヱ➼㈨ᩱᑵᮏබྖ⫤ᮾஅ┈⪋ゝᐅྥබ╓㏱㟢ࠋ

↓ἲ⫃⤡அ⫤ᮾ
165.168. ᅾᙳ㡪ᮏබྖ᰿᧸ᮏᲄ⣽๎அḒୗ㸪ೂᑵ௵ఱ≉ᐃ⫤௷ᐤⓐஅᨭ⚊ᡈ⫤ᜥ
ႝ㐃⧰ඳḟ⋓ඟ⌧㸪๎ᮏබྖྍṆᑵ᭷㜝⫤௷ᐤⓐᨭ⚊ᡈ⫤ᜥႝࠋ↛⪋㸪ᮏබྖྍ
ᑵ௵ఱ⫤௷ᐤⓐஅᨭ⚊ᡈ⫤ᜥႝ㤳ḟ↓ἲᢞ㐱⪋㐼㏥ᅇᚋ㸪⾜ḒຊṆᑵ᭷㜝⫤௷ᐤⓐ
ᨭ⚊ᡈ⫤ᜥႝࠋ
ᮏබྖ᭷Ḓᅾୗิἣୗ௨ⴷ᭳ㄆⅭ㐺␜அ᪉ᘧฟ၎⫤ᮾஅ௵ఱ⫤௷ᡈ௵ఱேኈ
⫤ᮾ㌟ᨾᡈ◚㗠㏱㐣ബ㎈⪋ா᭷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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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㜝ᮇ㛫㚐௨ᮏ⣽๎ᤵḒஅ᪉ᘧ㒑ᐤྜඹᑡ୕ᙇ᭷㜝ᣦᐃ⫤௷அᨭ⚊ᡈ⫤
ᜥႝ㒊ᮍඟ⌧;
(ii) ᑵᮏබྖ᭷㜝ᮇ㛫⤖᮰ᡤ▱㸪ᮏබྖᅾ᭷㜝ᮇ㛫㚐௵ఱ㛫୪↓᥋⋓ಶู⫤
ᮾᏑ ᅾஅ௵ఱᾘᜥ;ཬ
(iii) ೂヱ➼⫤௷⫃ᡤୖᕷ㸪ᮏබྖᕬᏳᅾ㤶 ≉ู⾜ᨻ༐ὶ㏻அせⱥᩥ᪥
ሗୖ ௨ⱥᩥཬせ୰ᩥ᪥ሗୖ௨୰ᩥ(༶ᑵᲄ➨ 71A ᲄஅ┠ⓗ⪋ⓐ⾜୪᠇ሗห
Ⓩஅሗ❶)หⓏᘅ࿌㸪⸘Ṉⓐฟ㏻▱⾲᫂᭷ពฟ၎┦㜝⫤௷㸪୪ᕬ▱᭳⫃ᡤヱព
ᅯ㸪ୟ⮬ୖḟหⓏᘅ࿌᪥ᮇ㉳ィ୕ಶ᭶⥂ᕬᒄ⁹ࠋ
ᑵୖᩥᡤ㏙⪅⪋ゝ㸪ࠕ᭷㜝ᮇ㛫ࠖᣦୖᩥ➨(iii)ẁᡤ㏙หⓏᘅ࿌அ᪥๓༑ᖺஅ᪥㉳⮳
ヱẁᡤ㏙ᮇ㝈ᒄ⁹அᮇ㛫ࠋ
Ⅽ㐍⾜௵ఱ᭷㜝ฟ၎㸪ⴷ᭳ྍᤵḒⱝᖸேኈ㎈ㆸୖ㏙⫤௷㸪⪋⏤ヱྡேኈᡈ௦⾲ヱ
ྡேኈ⡗⨫ᡈ௨᪉ᘧ⡗ゞஅ㎈ㆸᩥ᧸ᑘ⊰ዴ⏤Ⓩグᣢ᭷ேᡈ᭷Ḓ㏱㐣㎈ㆸ⋓ᚓ᭷㜝⫤
௷அேኈ⡗⨫⯡᭷ᩀ㸪⪋㈙᪉ᅾ㈇㈐᠕⏝㉎㈙Ḱ㡯᠕ཷ฿⣙᮰㸪ୟ㈙᪉அ⫤௷ᡤ᭷Ḓᑘ
᭳ᅉ᭷㜝ฟ၎⛬ᗎ୰அ௵ఱ㐪つ㡯ᡈ↓ᩀ⪋ཷ฿ᙳ㡪ࠋฟ၎ᡤᚓḰ㡯㢠ᑘ᧕ṗᮏබ
ྖᡤ᭷㸪ᮏබྖᨲギヱᡤᚓḰ㡯㢠ᚋ㸪༶Ḟ㈇ヱྡ๓⫤ᮾ୍➹┦➼ヱ㡯ᡤᚓḰ㡯
㢠அḰ㡯ࠋ᭷㜝മົᴫ ཷクಙクᏳ㸪⪋ᮏබྖ᭳ᑵṈᨭ௵ఱᜥ㸪ẓ㡲ᑵ
ᴗົື⏝ヱᡤᚓḰ㡯㢠ᡈⴷ᭳ㄆⅭ㐺ᐅஅ㡯┠ᡤ㉌ྲྀஅ௵ఱ㔠㢠సฟ࿊ሗࠋ᰿᧸ᮏᲄ
㐍⾜அ௵ఱฟ၎᭷ᩀཬල᭷ᩀຊ㸪༶ᣢ᭷⫤௷அ⫤ᮾᡈ㏱㐣ബ㎈⪋⋓ᚓ⫤௷அேኈᕬ
㌟ᨾࠊ◚㗠ᡈ↓ศஅἲᚊ⾜Ⅽ㈨᱁ᡈ⬟ຊࠋ

グ㗴᪥ᮇ
166.169. ㄽᮏ⣽๎᭷௵ఱつᐃ㸪ᮏබྖᡈⴷ᭳ྍᑵ௵ఱ⫤ᜥࠊศὴࠊ㓄ⓐᡈⓐ
⾜㔟ᐃ௵ఱ᪥ᮇⅭグ㗴᪥ᮇ㸪ୟヱグ㗴᪥ᮇྍᐃᐉὴࠊὴᡈసฟヱ⫤ᜥࠊศὴࠊ㓄ⓐ
ᡈⓐ⾜␜᪥㸪ᡈヱ᪥ᮇஅ๓ᡈஅᚋஅ௵ఱ᪥Ꮚࠋ

㖽 ẋᩥ ௳
167.170. ᮏබྖྍ㖽ẋ:
(i) ௵ఱᕬト㖽அ⫤⚊㸪ᝳ㡲ト㖽᪥ᮇ㉳ィஅ୍ᖺᮇ㝈ᒄ⁹ᚋ;
(ii) ⫤ᜥᣦ♧ᡈ௵ఱㆰ᭦ᡈ᧔㖽ᡈ᭦ᨵྡ✃ᡈᆅᆎஅ㏻▱㸪ᝳ㡲ᮏබྖグ㗴ヱ⫤
ᜥᣦ♧ࠊㆰ᭦ࠊ᧔㖽ᡈ㏻▱᪥ᮇ㉳ィஅඳᖺᮇ㝈ᒄ⁹ᚋ
(iii) ௵ఱᕬⓏグஅ⫤௷㎈ㆸ᭩㸪ᝳ㡲Ⓩグ᪥ᮇ㉳ィஅ༑ᖺᮇ㝈ᒄ⁹ᚋ;ཬ
(iv) ௵ఱᕬᅾⓏググ㗴அᩥ௳㸪ᝳ㡲㤳ḟグ㗴Ⓩグୖஅ᪥ᮇ㉳ィ༑
ᖺᮇ㝈ᒄ⁹ᚋ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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୪Ⅽᮏබྖ┈⪋ྍ᥎⩻ᆅ᥎ᐃ㸪ẗᙇ㐼㖽ẋஅ⫤⚊ᆒⅭᕬṇᘧཬጇⅭト㖽அ᭷ᩀ
⫤⚊;ẗ௷㐼㖽ẋஅ⫤௷㎈ㆸ᭩ᆒⅭᕬṇᘧཬጇⅭⓏグஅ᭷ᩀᩥ᭩;⪋᰿᧸ᮏබྖஅ⡙ᡈ⣖
㗴 ᡤグ㍕அヲ㸪ẗ௷㐼㖽ẋஅᩥ௳ᆒⅭ᭷ᩀཬලᩀຊஅᩥ௳㸪ᝳ:
(a)

ᮏᲄ⣽๎அୖ㏙ᲄᩥྈ㐺⏝┿ㄔᆅ㖽ẋஅᩥ௳㸪ୟᮏබྖ୪ἄ᭷ᨲ฿
᫂☜㏻▱㸪ᣦヱᩥ௳ᅉ⯅⣴ൾ᭷㜝⪋㡲ணಖᏑ;

(b) ᮏᲄ⣽๎ᡤ㍕ᲄᩥᚓゎ㔚Ⅽᅉᮏබྖ᪩ୖ㏙㛫ᡈᅾୖᩥศẁ(a)ᡤ
㍕அᲄ௳ᮍ㐩ᡂ㖽ẋ௵ఱ᭷㜝ᩥ௳㸪⪋ᑞᮏබྖຍ௵ఱ㈐௵;ཬ
(c)

ᮏᲄ⣽๎ᡤᣦ㖽ẋ௵ఱᩥ௳㸪ໟᣓ௨௵ఱ᪉ᘧ⨨᭷㜝ᩥ௳ࠋ

Ύ┙
168.171. ዴᮏබྖΎ┙㸪๎ൾ㑏ᡤ᭷മḒேḰ㡯ᚋ㣾அ㈨㗠㸪㡲ᑵ⫤ᮾྛ⮬ᣢ᭷அ⫤
௷ᣨᡤరᐿ⧟⫤ᮏஅẚศὴண⫤ᮾ;ೂヱ➼㣾㈨㗠㊊௨ൾ㑏㒊ᐿ⧟⫤ᮏ㸪๎ศ
㓄㡲┗ྍ⬟ᦆᩝ㢠⏤⫤ᮾᣨྛ⮬ᣢ᭷அ⫤௷ᡤరஅᐿ⧟⫤ᮏẚᢎ᧴㸪ᝳୖ㏙ྛἣ
ᆒ㡲ཷྍ⬟௨≉ูᲄḰᡈᲄ௳ⓐ⾜அ௵ఱ⫤௷அḒつ㝈ࠋ
169.172. ዴᮏබྖΎ┙(ㄽⅭ⮬ືΎ┙ࠊཷ┘⟶ᡈ⏤ἲ㝔ᥦฟΎ┙)㸪๎Ύ┙ேྍᅾ⋓
ᚓ≉ูỴ㆟ᢈཬᲄつᐃஅ௵ఱᢈஅἣୗ㸪ᑘᮏබྖ㒊ᡈ௵ఱ㒊ศ㈨㗠௨
ᐿ≀᪉ᘧศ㓄ண⫤ᮾ㸪⪋ㄽヱ➼㈨㗠Ⅽ୍㢮ᡈከ㢮ྠஅ㈈㗠㸪Ύ┙ேྍᑵṈ┠ⓗ㸪Ⅽ
ᣨ๓㏙ศ㓄அ௵ఱ୍㢮ᡈከ㢮㈈㗠㔟ᐃㄆⅭබᖹஅൠ‣㸪୪Ỵᐃ⫤ᮾᡈྠ㢮ู⫤ᮾ⯅
ྛ㢮ู⫤ᮾ㛫அศ㓄᪉ᘧࠋΎ┙ேྍᅾ⋓ᚓ┦ྠᢈஅἣୗ㸪ᤵண௵ఱ୍㢮ᡈከ㢮㈈㗠㸪
୪ྍỴᐃ⫤ᮾᡈྠ㢮ู⫤ᮾ㛫 அศ㓄᪉ᘧࠋΎ┙ேྍᅾ⋓ᚓ┦ྠᢈஅἣୗ㸪ᑘ௵ఱ
㒊ศ㈨㗠ᤵணΎ┙ேᅾ⋓ᚓ┦ྠᢈஅἣୗㄆⅭ㐺␜㸪୪௨⫤ᮾⅭཷ┈ே⪋タ❧அಙク
அཷクே㸪ᝳᚓᙉ㏕⫤ᮾ᥋ཷ௵ఱ㈇᭷മົஅ⫤௷ᡈ㈨㗠ࠋ
170.173. ዴᮏබྖᅾ㤶 ≉ู⾜ᨻ༐Ύ┙㸪ᮏබྖ⮬ືΎ┙அ᭷ᩀỴ㆟㏻㐣ᡈ㡺௧ᮏ
බྖΎ┙ᚋ༑ᅄ᪥㚐㸪ᮏබྖ␜ᅾ㤶 ≉ู⾜ᨻ༐அẗྡ⫤ᮾ㡲ྥᮏබྖ㏦㐩᭩㠃㏻
▱㸪ጤ௵ᅾ㤶 ≉ู⾜ᨻ༐ᒃఫஅேኈ(ิ᫂ヱேኈஅྡࠊᆅᆎཬ⫋ᴗ)᥋ᨲᮏබྖᑵΎ┙
ᡤ㏦㐩அᡤ᭷ബ⚊ࠊ㏻▱ࠊἲᚊ⛬ᗎᩥ௳ࠊ௧ཬุỴ㸪ዴ↓సฟヱᥦྡ㸪๎ᮏබྖΎ┙
ேྍ௦⾲ヱ⫤ᮾ⮬⏤ጤ௵Ṉே㸪⪋ྥヱཷጤே(ㄽ⏤⫤ᮾᡈΎ┙ேጤ௵)㏦㐩ᩥ௳㸪ᑵᡤ᭷
┠ⓗᆒどⅭྥヱ⫤ᮾసฟጇၿஅぶ㌟㏦㐩ࠋዴΎ┙ேసฟṈ㡯ጤ௵㸪㡲ᅾ᪉౽⠊ᅩ㚐┗
ᛌ⸘どⅭ㐺␜அ᪉ᘧᅾ㤶 ≉ู⾜ᨻ༐หⓏᘅ࿌㸪ᡈᣨ⫤ᮾᅾ⫤ᮾྡஅᆅᆎ㒑ᐤ
ภ௳㸪ᑘጤ௵㏻▱ヱ⫤ᮾࠋṈ㏻▱㡲どⅭᘅ࿌หⓏᡈภ௳ᢞ㒑␜᪥⩣᪥㏦㐩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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ᙗൾ
171.174. (i) ᮏබྖẗྡⴷᡈ㧗⣭⫋ဨᑵᇳ⾜⫋ົᡈ⯅Ṉ᭷㜝ᡤⵚཷᡈᣍ⮴அ
୍ษᦆኻᡈ㈐௵㸪ᆒ᭷Ḓᚘᮏබྖ㈨㗠୰⋓ᚓᙗൾ㸪⪋ྛⴷᡈ㧗⣭⫋
ဨᴫẓ㡲ᑵᇳ⾜⫋ົ⪋௧ᮏබྖฟ⌧ᡈᣍ⮴அ௵ఱᦆኻࠊᦆᐖ㈺ൾᡈᖾ
ἣ㈇㈐㸪ᝳᮏᲄ⣽๎ഹᅾ୪↓⿕ᲄච㝖அἣୗල᭷ᩀຊࠋ
(ii) ᅾᲄ➨ 165 ᲄஅ㝈ไୗ㸪ೂ௵ఱⴷᡈேኈ㡲ᑵせ⏤ᮏබྖ⤖Ḟஅ௵ఱ
Ḱ㡯ᢎ᧴ಶே㈐௵㸪๎ⴷྍ㏱㐣ᙗൾಖㆇ᪉ᘧ⡗❧ᡈಁᡂ⡗❧௵ఱ᭷㜝ᡈᙳ㡪
ᮏබྖ㒊ᡈ௵ఱ㒊ศ㈨㗠அᣨࠊᢲグᡈᢲ㸪௨☜ಖᅉୖᩥᡤ㏙ᐅ⪋㡲㈇
㈐அⴷᡈேኈẓ㡲ᑵヱ➼㈐௵ⵚཷᦆኻࠋ
(iii) ᮏබྖྍᑵᮏබྖ௵ఱⴷᡈ௵ఱ㧗⣭⫋ဨ⋓ุッᡈᐃ↓⨥ᡈ᭷㜝᰿᧸ᲄ 
➨ 358 ᲄᥦฟ௵ఱ⏦ㄳ୪⋓ἲ㝔ྥ⤥ணᑄචஅ௵ఱẸᡈฮἲᚊ⛬ᗎ୰ᥦฟ
ᢠ㎭ᡤᘬ⮴அ௵ఱ㈐௵ྥసฟᙗൾࠋ
(iiiv)ᮏබྖྍⅭᮏබྖ௵ఱⴷᡈ௵ఱ㧗⣭⫋ဨ㉎㈙୪ᣢ᭷௨ୗಖ㞋:
(a)

ᑵᮏබྖᡈ㜝㐃බྖᅉ⿕ᣦᛛࠊኻ㈐ࠊኻ⫋ᡈ㐪ಙク⾜Ⅽ
(ḭブ㝖እ)⪋ྍ⬟⿕ᐃ⨥௨⮴ᮏබྖࠊ㜝㐃බྖᡈ௵ఱேኈ㡲ᢎ᧴
அ௵ఱ㈐௵ᢞಖ;ཬ

(b)

ᑵᮏබྖᡈ㜝㐃බྖᅉ⿕ᣦᛛࠊኻ㈐ࠊኻ⫋ᡈ㐪ಙク⾜Ⅽ
(ໟᣓḭブ)⪋ྍ⬟⿕ᐃ⨥அ௵ఱẸᡈฮἲᚊ⛬ᗎ୰ᥦฟᢠ㎭௨⮴
㡲ᢎ᧴அ௵ఱ㈐௵ᢞಖࠋ

(iv)

ᑵᮏ⣽๎➨ 171 ᲄ⪋ゝ㸪ࠕ㜝㐃බྖࠖᣦ௵ఱᮏබྖஅ㝃ᒞබྖᡈ᥍⫤බྖᡈヱ
᥍⫤බྖஅ㝃ᒞබྖࠋ

ᅾ୪↓ᢨ㟢Ḓ┈அἣୗ↓㡲ᬻᢞ⚊Ḓ
172.175. ൷⟶ᮏ⣽๎᭷௵ఱつᐃ㸪ᚓྈᅉ௵ఱ┤᥋ᡈ㛫᥋᧦᭷Ḓ┈அேኈ୪↓ྥ
ᮏබྖ ᢨ㟢Ḓ┈⪋⾜௵ఱḒຊ㸪௨⤖ᡈ௨᪉ᘧᦆᐖ௵ఱ⫤௷ᡤ㝃ᖔஅḒ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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ㄆ㉎ேጣྡࠊᆅᆎཬᴫἣ

Sandwell Investments Limited
㤶
୰⎔
㒔∙⾤ 6  
༳ๅ⾜ 8 ᶂ
ἲᅰ
(⡗⨫) ANTONY BRYCE GRANT
Albion Financial Services Limited
㤶
୰⎔
㒔∙⾤ 6  
༳ๅ⾜ 8 ᶂ
ἲᅰ

(⡗⨫)ANTONY BRYCE GRANT

᪥ᮇ:1985 ᖺ 8 ᭶ 5 ᪥
ぢㆇே:
(⡗⨫)JOSEPHINE CHAN

㤶
୰⎔
㒔∙⾤ 6 
༳ๅ⾜ 8 ᶂ
⾜ᨻே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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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ᮏබྖึጞㄆ㉎ேⓗヲࠊᙼ➼ྛ⮬ㄆ㉎ⓗึጞ⫤௷ᩝ┠㸪௨ཬᮏබྖ  ᖺ
 ᭶  ᪥ⓗึጞ⫤ᮏ:

ึጞㄆ㉎ேጣྡࠊᆅᆎཬᴫἣ
Sandwell Investments Limited
㤶
୰⎔
㒔∙⾤ 6 
༳ๅ⾜ 8 ᶂ
ἲ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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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茲通告永旺（ 香港）百貨有限公司（「本公司」）謹訂於2022年5月30日（ 星期一）下
午1時30分假座香港新界荃灣青山公路388號中染大廈26樓07-11室的會議室（「股東週
年大會會場」）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藉以處理下列事項：
1.

省覽及考慮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經審核財務報表與董事會及獨立
核數師之報告書。

2.

批准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

3.

重選董事並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4.

委任畢馬威會計師事務所為核數師並授權董事釐定核數師之酬金。

5.

考慮並酌情通過，或經修訂後通過下列議案，為普通決議案：

普通決議案
(i)

「動議：
(a)

在下文 (i)(b) 段之規限下，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會在
有 關 期 間 內，於 香 港 聯 合 交 易 所 有 限 公 司（「聯 交 所」）或 本 公
司之股份可能上市並經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聯交
所就此而認可之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行使本公司一切權力，
購回本公司之股份，惟回購須遵循及按照所有適用之法例及不
時經修訂之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或任何其他證券交易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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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依據上文 (i)(a) 段之批准獲授權而購回之股份總數，不得超過在
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之總股份數目之10%，而上
述批准亦須受此限制；及

(c)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本決議案獲通過之日至下列任何一項較早發
生之期間：
(1)

本公司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

(2)

法例或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
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之日；及

(3)

本決議案所載之權力經由股東在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
議案撤銷或修訂之日。」

(ii) 「動議：
(a)

一般性及無條件批准本公司董事會，可於有關期間內行使本公
司所有權力，配發、發行及處理本公司之額外股份，配發、發行
或授予本公司證券，包括可轉換本公司股份之公司債券、債權
證及票據，並訂立或授予或需在有關期間或其後行使該項權力
之售股建議或協議；惟因行使本公司證券之認購權或根據任何
以股代息計劃或根據配售新股或根據本公司任何現有之可轉
換之公司債券、債權證或票據之轉換權而發行之股份則除外；
並進一步規定，根據此董事會權力及此一般性授權而配發或同
意配發或發行（ 無論是以轉換或其他方式）之股份總數將不得
超過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之總股份數目之20%；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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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就本決議案而言：
「有關期間」乃指本決議案獲通過之日至下列任何一項較早發
生之期間：
(1)

本公司下屆股東周年大會結束時；

(2)

法例或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規定本公司須召開下屆股
東週年大會之期限屆滿之日；及

(3)

本決議案所載之權力經由股東在股東大會上通過普通決
議案撤銷或修訂之日。」

(iii) 「動議待上文第 (i) 項及第 (ii) 項決議案獲得通過後，在本公司根據上
文所載之第 (i) 項決議案而購回之股份總數加上相當於本公司根據上
文第 (ii) 項決議案而配發或有條件或無條件地同意配發之股份總數，
惟該數目不得超過本決議案獲通過當日本公司已發行之總股份數目
之10% 為限。」
6.

考慮並酌情通過，或經修訂後通過下列議案，為特別決議案：

特別決議案
「動議批准及採納本公司新組織章程細則（ 註有「A 」字樣的文本已提呈大
會並經主席簡簽以資鑑別）作為本公司之組織章程細則，以取代及摒除於
緊接本特別決議案通過前生效之本公司組織章程細則，並授權本公司任何
董事或公司秘書作出屬必需之一切行動以執行、履行及記錄採納本公司新
組織章程細則。」
承董事會命
永旺（ 香港）百貨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陳鄺良
香港，2022年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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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辦事處：
香港
康山道2號
康怡廣場（ 南）
地下至4樓
附註：
(1)

凡有權出席上述通告召開之股東週年大會及於會上投票之股東，均有權委任一名以上之代表出席
並代其投票。受委代表毋須為本公司之股東。

(2)

代表委任表格連同經簽署之授權書或其他授權文件（ 如有）或經由公證人簽署證明之授權書或授
權文件副本，最遲須於股東週年大會或其任何續會指定舉行時間48小時前交回本公司之股份過戶
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方為有效。

(3)

本公司將於2022年5月25日（ 星期三）至2022年5月30日（ 星期一）（ 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及登記手續，以便確定股東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
過戶登記。為符合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股東應確保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
票最遲於2022年5月24日（ 星期二）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以辦理過戶及登記手續。
本 公 司 將 於2022年6月9日（ 星 期 四）至2022年6月10日（ 星期五）（ 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股
份過戶及登記手續，以便確定股東享有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期間將不會進行股份過戶登記。為
符合收取有待於股東週年大會批准之建議末期股息之資格，股東應確保所有過戶文件連同相關股
票最遲於2021年6月2日（ 星期三）下午4時30分前送達本公司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秘書商務有限
公司，地址為香港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54樓，以辦理過戶及登記手續。

(4)

有關擬於股東週年大會重選之董事之進一步資料，將載於隨同截至2021年12月31日止年度之年報
一併寄發予全體股東之本公司通函中。

(5)

倘獲批准，建議末期股息將於2022年6月28日或之前派付。

(6)

倘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懸掛8號或以上颱風信號或該颱風信號持續懸掛至上午11時30分，股東週
年大會將被延期。本公司將於本公司網站 (www.aeonstores.com.hk) 及聯交所網站 (www.hkexnews.hk)
上載公告，通知本公司股東重新安排股東週年大會的舉行日期、時間及地點。
黃色或紅色暴雨警告信號或黑色暴雨警告信號於當日任何時候在香港生效時，股東週年大會將如
期於2022年5月30日舉行。於惡劣天氣情況下，股東應因應自身情況自行決定是否出席股東週年大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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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股東週年大會特別安排
本公司將在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就公眾健康及安全作出以下特別安排：
(a)

根據政府規定，股東將無法親臨股東週年大會會場出席股東週年大會。本公司強烈建議股
東透過網上行使其觀看及聆聽股東週年大會的權利（ 連接網上系統的詳細資料將由股份過
戶登記處另行郵寄予股東），並於股東週年大會召開前委託股東週年大會主席作為其代表
進行投票。股東於網上觀看股東週年大會時可透過網上系統問提出問題。

(b)

股東週年大會上將不會分派禮品，並不會提供茶點。

(c)

由於香港的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狀況不斷轉變，法例限制及規定亦有相應改變，本公司可
能須於短時間內作出通知以更改股東週年大會之安排或採取應變計劃。股東務請查閱香港
政府、本公司網站（www.aeonstores.com.hk ）及聯交所網站（www.hkexnews.hk ）公佈的最新規
定、政策及公告，以取得股東週年大會安排今後之更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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