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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e¿îRdf�õ、g�õbh�õÖäUÇ。

———c?@ô�|Éãi。�¾jd?@�kÎ，ÏÐ3W23n45678_`ab_GÊÈ
É8;<ÓÔkÎ。

u<89：

þ(pÇ^ä�23。

vw-.：
———�õÊÈAú（Ａ．１．２）

Ａ．１．２¡Ａ．１．３dÿ!?@，ëÅp.ä�2345678_`ab_GÊÈÉ8�Éø5ÓÔÖ
ä=f-¯°¡，Fðñ"(，|lSÖ"(O�u3Þ?@#iðÜ。

犃．１．４　23�st�.Y&'()*（�）��

BC：23nAúýÿ@T£ôe45678（¬）̄ î。

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23nAúýÿ@T£ôe45678jÄ，S�：#；

　　犅 ———23n456780jÄ，S�：#。
———c?@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n456789:;<ý

@eÓÔkÎ；
———c?@Qù“ý@”，G?ýÿ��@T、ä:@T、̧ ü@Tbdq=>87¢rjqeO�

@T�Å45678（¬）8]AúePs@T£ô，(p±Vb®V¯°¡，FÊ(�3
@T。

u<89：

þ(p]^tâãä�23。

犃．１．５　23���&'()*（�）lM�

BC：23nÇä�23QÉºeÇ^45678¯î。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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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23nQtÇ^ä�23nÉ2eÇ^45678（¬）e0jÄ，S�：W；

　　犅 ———äÉºeÇ^ä�230Ä，S�：W。
———c?@Fëç.23n�~Qt|�ä�23^�fìç.Sq�Ée45678（¬）jÄ

ÖäPM；
———c?@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n45678ÊÈ��É

ºk�½。
u<89：
þ(pÇä�23。
vw-.：
———�õþÚ45678ç.É8jÄ（Ａ．１．６）
———�õqÿýP!45678��¡'（Ａ．１．７）

Ａ．１．５¡Ａ．１．６、Ａ．１．７dÿ!?@，ëÅp.ä�2345678ÊÈ��Éº¿ÀÖä=f-¯
°¡，Fðñ"(，|lSÖ"(O�u3Þ?@#iðÜ。

犃．１．６　op��&'()*�BlmD�

BC：23n¾D���õþÚe45678QÉºe(pGHÖä_G、u#、<"、/064d
')�ûüeç.É8jÄ。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n45678（¬）É80jÄê-，UV8nt8.�]ÊÈeç.@Q，S
�：W；

　　犅 ———23n¾D��jÄ，S�：�。�~O¡=>eä�23eùÕ¿À，S�qe¿î
Rdf�õ、g�õbh�õÖäUÇ。

———c?@ô�|Éãi。�¾jd?@�kÎ，ÏÐ3W23n45678ÊÈ��Éºk
�½。

u<89：
þ(pÇ^ä�23。
vw-.：
———23nÇ^45678（¬）Éºe（Ａ．１．５）
———�õqÿýP!45678��¡'（Ａ．１．７）

Ａ．１．６¡Ａ．１．５、Ａ．１．７dÿ!?@，ëÅp.ä�2345678ÊÈ��Éº¿ÀÖä=f-¯
°¡，Fðñ"(，|lSÖ"(O�u3Þ?@#iðÜ。

犃．１．７　op�����&'()*O���

BC：23nC2（vw）x��õÿýyDQP!e45678ÊÈ��Qó£e¡'。
WX：
———UÇ4m：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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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犅

　　m�：

　　犃 ———Öä=>¡，�gLMGzTUie23nx�ÿýyDQP!e45678ÊÈ�
�Qó¡'ê-，S�：Y{；

　　犅 ———23nO¡LMeC2（vw）x��jb�|jê-，S�：�by。
———x�ÿý45678ÊÈ��eümUV}~45��、Ý��、�äb�ä6，âè¸x�

Pd��"(eümUÇ；
———c?@ô���¡，q�gËÌLMÉôÚcj~；
———c?@ô�æÚEi。�¾jd?@�ks，ÏÐ3W23n45678ÊÈ��y»k

�x。
u<89：
þ(pÇ^ä�23。
vw-.：
———23nÇ^45678（¬）Éºe（Ａ．１．５）
———�õþÚ45678ç.É8jÄ（Ａ．１．６）

Ａ．１．７¡Ａ．１．５、Ａ．１．６dÿ!?@，ëÅp.ä�2345678ÊÈ��Éº¿ÀÖä=f-¯
°¡，Fðñ"(，|lSÖ"(O�u3Þ?@#iðÜ。

犃．１．８　op�g��D�

BC：23n¾D���õþÚ45678_"#$jÄ。
WX：
———UÇüm：

犃／犅

　　m�：

　　犃 ———23n45678_"¬0#�ê-，|UV4Wûü@Q]GH�>、6�e#$，
S�：W；

　　犅 ———23n¾D��jÄ，S�：�。�~O¡=>eä�23eùÕ¿À，S�qe¿î
Rdf�õ、g�õbh�õÖäUÇ。

———c?@ô�|Éãi。�¾jd?@�kÎ，ÏÐ3W23n45678_"#$;<ÓÔ
kÎ。

u<89：
þ(pÇ^ä�23。

犃．１．９　��o�op�n����D�

BC：23n45678ËÌ���9ËÌ"(est%&jÄ。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n45678nq]ËÌ��"(eUÇz6st%&0jÄê-，S�：7；

　　犅 ———23n45678（¬）ËÌ��jÄ，S�：�。
———Ç¸2678Öä=>¡，q�犅 i.d45678ë4��，|�C�+VÊÈe�:、;

、;���，|�3`âEe�L�(��-^¡Ë；«q�~=>Èe�O�(Ëüm�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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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9¼Ò、�È��6，Îë�3ê=>ûü�，F;C��T3；
———c?@ô�|Éãi。�¾jd?@�kÎ，ÏÐ3W23n45678?4Ýü�hK

kÎ。

u<89：

þ(pÇ^ä�23。

vw-.：
———�õþÚw-45678（¬）ËÌ��jÄ（Ａ．２．２．１）

犃．１．１０　op������D�

BC：23n¾D���õþÚ45678nUÇz6st%&ejÄ。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n45678�q]GH_¾"(eUÇz6st%&0jÄê-，UVUÇ
z、Ô�s�、�C_G�6st%&，|UVËÌ��"(est%&。S�：7；

　　犅 ———23¾D��j，S�：�。�~O¡=>eä�23eùÕ¿À，S�qe¿Ù(f
�õ、g�õbh�õÖäUÇ。

———c?@ô�|Éãi。�¾jd?@�kÎ，ÏÐ3W23n45678st%&;<ÓÔ
kÎ。

u<89：

þ(pÇ^ä�23。

犃．２　��\o� ¡

犃．２．１　�� ¡

犃．２．１．１　{op¢£¤¥

BC：3`nÇ^�UXBVc23)�456789:;<*:Y�ÿ23n¾D��e�õ
�K。

WX：
———UÇ4m：

犃／犅

　　m�：

　　犃 ———=>óLn��t¸üÇ^�UXBVc23)�456789:;<*:0-f
`KY�eÔõ�K，âùÕÿ�e*:ÖäUÇ。S�：hq；

　　犅 ———23n¾D��jÄ，S�：h�。

　　H：犃 UVwÞ*:，Î|UVÿ!z{)�eÏ/ÞÈ*:。

———c?@��uv3.�nE�,CewÞ�È ¡，×8]¢îR£、l8�É、¤¥pi
¦@6；

———c?@ô�|Éãi。�¾jd?@�kÎ，ÏÐ3W23n456789:;<e(�;
<ÓÔkÎ。

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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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89：

þ(pÇ^ä�23。

Öä23456789:;<|�¡L¯°¡，FP§�p.�ÈbÙÚ3.¡c'ÞÈe¨É

#�UE�e¿À。

犃．２．１．２　{op¦§¨�©M�

BC：3`nÇ^�UXBVc23)�45678+7wÞ*:Y�ÿ23n¾D��e�õ

�K。

WX：

———UÇ4m：

犃／犅

　　m�：

　　犃 ———=>`Kn��t¸üÇ^(�Vc23)�45678+7wÞ*:0�，âùÕ

ÿ�e*:ÖäUÇ。S�：q；

　　犅 ———23n¾D��jÄ，S�：�。

———c?@��uv678wÞE�,CewÞ�È ¡，×jk678�É、¤¥pi¦@6；

———c?@ô�|Éãi。�¾jd?@�kÎ，ÏÐ3W23n45678)QE?�Ée(

�;<ÓÔkÎ。

u<89：

þ(pÇ^ä�23。

Öä23456789:|�¡L¯°¡，FP§678�p.�ÈbÙÚ3.¡c'ÞÈ¨É

#E?+ºE�e¿À。

犃．２．１．３　ª{¢£¤¥«¬&'®¯��

BC：ë3`n，23nÇ^�UXBV456789:)*0�íc¸2`K(�450,ie

fY¯。

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c¸2�UXBV2345678)*0�，S�：q；

　　犅 ———c¸2�UXB45,i:(0�，S�：q。

———c?@��uvwÞE�,CewÞ�È ¡，×8]¢îR£、l8�Ét¸2e4567

8ñÌÞÈ（×0Y8�É）6；

———c?@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n456789:e(�

;<ÓÔkÎ。

u<89：

þ(pÇ^ä�23。

Öä2345678|�¡L¯°¡，FP§�p.�ÈbÙÚ3.¡c'ÞÈ¨É#E�e

¿À。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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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２．２　o� ¡

犃．２．２．１　op��°±&'()*（�）��o�D�

BC：23n¾D���õþÚ2345678w-ËÌ��ejÄ。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n45678（¬）w-ËÌ��0j，|�¤¥H，S�：�；

　　犅 ———23n¾D��jÄ，â¸2TU`-dT，S�：�。

———w-ËÌ��?45678ë4��，|�C�+VÊÈe�:、;、;���，|�3`â

Ee�L�(��-^¡Ë；«q�~=>Èe�O�(Ëüm��TU，×�9¼Ò、�È

��6，Îë�3ê=>ûü�，F;C��T3；

———c?@ô�|Éãi。�¾jd?@�kÎ，ÏÐ3W23456789:e��;<ÓÔ

kÎ。

u<89：

þ(p]^tâãä�23。

犃．２．２．２　²³ª´µ¶³·o���

BC：23n45678ËÌ���ô#©ÐcÏâãÐ.��íËÌ��0�jefY¯。

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2345678（¬）ËÌ��ô#©ÐcÏâãÐ.eËÌ��jÄ，S�：�；

　　犅 ———2345678（¬）ËÌ��0�j，S�：�。

———Ç¸2678Öä=>¡，q�犅 i.d45678ë4��，C�+VÊÈe�:、;、

;���、3`âEe�L�(��-^¡Ë|�ën；«q�~=>Èe�O�(Ëüm�

�TU，×�9¼Ò、�È��6。Îë�3ê=>ûü�，F;C��T3。

———c?@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456789:eËÌ�

�Ð.ÓÔkÎ，�¾«rÏÐ45678eÊÈrÍ-Ï/rÍ«ÿFkÎ。

u<89：

þ(p]^tâãä�23。

vw-.：

———�õþÚw-45678（¬）ËÌ��jÄ（Ａ．２．２．１）

犃．２．２．３　¸�µ¶±¹o���

BC：23n45678ËÌ���ô#�^âã-ù��íËÌ��0�jefY¯。

WX：

———UÇ4m：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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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犅）×１００％

　　m�：

　　犃 ———23n45678（¬）�^âã-ùeËÌ��jÄ，S�：�；

　　犅 ———23n45678（¬）ËÌ��0�j，S�：�。
———Ç¸2678Öä=>¡，q�犅 i.d45678ë4��，C�+VÊÈe�:、;、

;���、3`âEe�L�(��-^¡Ë|�ën；«q�~=>Èe�O�(Ëüm�
�TU，×�9¼Ò、�È��6。Îë�3ê=>ûü�，F;C��T3。

———c?@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456789:eËÌ�
�w:ÑªkÎ。

u<89：

þ(p]^tâãä�23。

vw-.：
———�õþÚw-45678（¬）ËÌ��jÄ（Ａ．２．２．１）

犃．２．２．４　��o�º»¼½

犃．２．２．４．１　op¾\º»³�

BC：23n452678ËÌ��3.¡'n�õOâe¡Që«�ÿ!eÇÅ`a/0ûü
eÔõÐ¡j。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n45678（¬）ËÌ��¬�«�/0、'`ae0Ð¡，S�：Ð¡；

　　犅 ———23n45678（¬）ËÌ��0�j，S�：�。
———Ç¸2678Öä=>¡，q�犅 i.d45678ë4��，C�+VÊÈe�:、;、

;���、3`âEe�L�(��-^¡Ë|�ën；«q�~=>Èe�O�(Ëüm�
�TU，×�9¼Ò、�È��6。Îë�3ê=>ûü�，F;C��T3。

———c?@ô�d©pb6p®eùj。�¾jd，?@�F}p3WñÒe$%，ëñÒ$%n
kÎ，ÏÐ3W¸2456789:e��þÚk©eë-Ð¯z�-¡'，�¾«rÏÐË
Ì��e:ÈÑªÿFm°。

u<89：

þ(pÇ^ä�23。

vw-.：
———�õþÚw-45678（¬）ËÌ��jÄ（Ａ．２．２．１）
———ËÌ��O¡/0¯î（Ａ．２．２．４．２）

Ａ．２．２．４．１¡Ａ．２．２．４．２dÿ!?@，ëÅp.ä�2345678ËÌ��ë-Ð¯¿ÀÖä=
f-¯°¡，Fðñ"(，|lSÖ"(O�u3Þ?@#iðÜ。

犃．２．２．４．２　��o�¾\º»��

BC：3.23n45678ËÌ��3.¡'nO¡ÇÅ`a/0�jíQÚËÌ��e¯î。

WX：
———UÇ4m：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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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犅）×１００％

　　m�：

　　犃 ———23n45678（¬）ËÌ��¬�«�/0�j，S�：�；

　　犅 ———23n45678（¬）ËÌ��0�j，S�：�。
———Ç¸2678Öä=>¡，q�犅 i.d45678ë4��，C�+VÊÈe�:、;、

;���、3`âEe�L�(��-^¡Ë|�ën；«q�~=>Èe�O�(Ëüm�
�TU，×�9¼Ò、�È��6。Îë�3ê=>ûü�，F;C��T3。

———c?@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45678ËÌ��Oâ
ë-/0e±áAk�，�¾«rjd23n45678ËÌ��e05:ÈÑªÿF²Î。

u<89：
þ(pÇ^ä�23。
vw-.：
———�õþÚw-45678（¬）ËÌ��jÄ（Ａ．２．２．１）
———�õO¡/0Ð¡（Ａ．２．２．４．１）

Ａ．２．２．４．１¡Ａ．２．２．４．２dÿ!?@，ëÅp.ä�2345678ËÌ��ë-Ð¯¿ÀÖä=
f-¯°¡，Fðñ"(，|lSÖ"(O�u3Þ?@#iðÜ。

犃．３　=KFG

犃．３．１　23�&'()*（�）N¨�

BC：23nQÚ45678（¬）ä�ieÇÅ)QE?ejÄê-。
WX：
———S�：F／*；
———ö³、L1â3Wñïcd3FUÇ；
———UVst67、stö³¡stL16st)Q；
———8ië23n´üe，MëþÚQÚ±e8U�iÄ，µÚ"(±e8|Û¶UÇ；
———c?@ô�|Éãi。�¾jd?@�kÎ，ÏÐ3W23n456789:;<e)Q;

<ÓÔkÎ。
u<89：
þ(pÇ^ä�23。

犃．３．２　23�*¨�.Y&'()*（�）��

BC：23n8ijÄýÿ@Te45678（¬）ejÄí23n45678（¬）0jefY¯。
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23n8ijÄ©pb6pý@�e45678（¬）ejÄ，S�：W；

　　犅 ———23n45678（¬）0j，S�：W。
———c?@Qù“ý@”，G?ýÿ��@T、ä:@T、̧ ü@Tbdq=>87¢rjqeO�

@T�Å45678（¬）8i0ÄePs@T£ô，(p±Vb®V¯°¡，FÊ(�3
@T；

———c?@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n45678（¬）8iÄ
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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ý@¿Àk·。
u<89：

þ(pÇ^ä�23。

犃．３．３　op��&'()*（�）̈ )D�

BC：23n¾D��ì�ÔõþÚe45678（¬）ù5)QE?jÄ。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n45678（¬）�ie67、ö³-L1eñïc、̈ Ft、�¸，ât¹:M
º、Bvo、Bxo、»¼6½¾EFjÄê-，S�：F／*；

　　犅 ———23n¾D��jÄ，S�：�。
———8ië23n´üe，MëþÚQÚ±e8UÇiÄ，µÚ"(±e8|Û¶UÇ。
———c?@ô�|Éãi。�¾jd?@�kÎ，ÏÐ¿2345678（¬）)Q;<ÓÔkÎ。

u<89：

þ(pÇ^ä�23。

犃．３．４　op{¦§&'()*（�）̈ )D�

BC：23n45678（¬）3`nl�iù5)QE?jÄfc23¾D��UÇe�õ�。

WX：
———UÇ4m：

犃／犅

　　m�：

　　犃 ———=>`Knc2345678（¬）l�i67、ö³-L1eñïc、̈ Ft、�¸，

ât¹:Mº、Bvo、Bxo、»¼6½¾EFjÄê-，S�：F／*；

　　犅 ———23n¾D��jÄ，S�：�。
———8ië23n´üe，MëþÚQÚ±e8UÇlmiÄ，µÚ"(±e8|Û¶UÇ；
———c?@ô�|Éãi。�¾jd?@�kÎ，ÏÐ¿2345678（¬）)Q;<ÓÔkÎ。

u<89：

þ(pÇ^ä�23。

犃．３．５　DEFGql

犃．３．５．１　DEFGN�

BC：23n45678（¬）âÇÀümÉ#è!"(±ejkE?j~Äê-。

WX：
———S�：ＴＢ；
———jkE?UVst67、ö1、½Á、xÁ6；
———UV678�gÊ+、¬�ÂÃ6ümÉ#，âtÝ�bñÌ�ÉejkE?；
———|�j~2ê'enoÛ¶qâ|ÄÛ；
———jkE?ë23n5�e，MëþÚQÚ±e8UÇ0Ä；
———�3j~2�g|�ÅÆ、%&�]ÊÈe，|rÛ¶UÇnoj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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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ô�|Éãi。�¾jd?@�kÎ，ÏÐ¿2345678（¬）ejkE?;<Ó
ÔkÎ。

u<89：
þ(pÇ^ä�23。

犃．３．５．２　��()D�

BC：23n45678（¬）âÇÀümÉ#è!"(±est67jÄê-。
WX：
———S�：À；
———UV678�gÊ+、¬�ÂÃ6ümÉ#，âtÝ�bñÌ�Éest67；
———�3Àst67|Û¶UÇ；
———|�Ç7»¼；
———c?@ô�|Éãi。�¾jd?@�kÎ，ÏÐ¿2345678（¬）est67E?;

<ÓÔkÎ。
u<89：
þ(pÇ^ä�23。

犃．３．５．３　��¿ÀD�

BC：23n45678（¬）âÇÀümÉ#è!"(±estL1jÄê-。
WX：
———S�：À；
———UV678�gÊ+、¬�ÂÃ6ümÉ#，âtÝ�bñÌ�ÉestL1；
———�3ÀstL1|Û¶UÇ；
———c?@ô�|Éãi。�¾jd?@�kÎ，ÏÐ¿2345678（¬）estL1E?;

<ÓÔkÎ。
u<89：
þ(pÇ^ä�23。

犃．３．５．４　Á©DIJD�

BC：23n45678（¬）�gÊ+ümÉ#è!"(±ej~2jÄê-。
WX：
———S�：W；
———�3Àj~2|Û¶UÇ；
———c?@ô�|Éãi。�¾jd?@�kÎ，ÏÐ¿2345678（¬）e.+jkE?;

<ÓÔkÎ。
u<89：
þ(pÇ^ä�23。

犃．３．５．５　WÂÃDEFGql

BC：23n45678Å¸ü)Qb¸üp3E?Öäjk�âË、\n、àá、ÈÉ-ÑÒe
ËÌ。

WX：
———UV7Èj~2、�)j~2、©85j~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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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Éno=f，PMÙÊ&ï¿À；
———£�É&²=f，PMOq(jkE?ejÄtOoÄ。

u<89：

þ(pÇ^ä�23。

犃．３．６　=KFG'q'Ä

犃．３．６．１　ÅÆÇ©

BC：23n45678（¬）ê')Q=>E?5�5�eYË@LzM。

WX：
———c?@Q?)Q=>E?U�jkE?；

———Û�PM)Q=>E?5�5�üm、no、&²tcd6。

u<89：

þ(pÇ^ä�23。

犃．３．６．２　DEFGTÈql

BC：23n45678（¬）'�gñÌümÝ¢�ÉjkE?e@LzM。

WX：

———Û�PM45678（¬）'ñÌÝ¢�ÉejkE?e�Éno-�É&²6。

u<89：

þ(pÇ^ä�23。

犃．３．６．３　TÈÉ!

BC：23n45678O¡、àá5�4Èr5�4Èõ1eËÌ¿À。

WX：

———Û�PM23nO¡��'(ñ4ÈËÌe45678（¬）e¯îtOãË¡EÌj~e
¿À；

———Û�PMc2345678(ñ4ÈwBz{�É¿À、ËÌÍh�Éât(ñ4ÈRT�
É¿À、O¡8jÄí23n456780je¯î6。

u<89：

þ(pÇ^ä�23。

犃．３．６．４　TÈÊË

BC：23n45678（¬）ë)Q=>E?;\üA@i@Ñ5�ñÌËÌ¿À。

WX：

———c?@Q?)Q=>E?U�jkE?；
———Û�PM23n45678（¬）ñÌ\neüm、no、&²tcd6。

u<89：

þ(pÇ^ä�23。

犃．３．６．５　TÈLM

BC：23n45678（¬）)Q=>E?}ºËÌeñÌ@LzM�ÉtÃä¿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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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
———Û�PM23n45678（¬）%¨)Q=>E?}ºËÌÞ<ñÌ@Leüm、no、&²

tcd6。
u<89：
þ(pÇ^ä�23。

犃．４　xy��

犃．４．１　xyÌÍ

犃．４．１．１　�BlmÎpÏÐÑÒ��

BC：23nQÚ45678ç.É8ìóÞY¡'eÔõ�。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n45678ç.É8ìóÞY¡'0-，S�：̈ ¡；

　　犅 ———23n45678ç.É8jÄ，S�：W。
———ÅìWç.É8ÞY¡'eTU，MUÇO¢5XYÞY¡'，|�OAÉÝoÊÈp'tÉ

9（×２４¨¡Ýo,<7z6）ÞY¡'；
———UÇ23n45678ç.É8jÄ¡，qÎÏq=>¡'n�ÐÑÒÞYeÉ8；
———c?@ô�2'd０１６８。�¾jd?@�kÎ，ÏÐ3W23n45678ç.É8eÞ

YhKkÎ。
u<89：
þ(pÇ^ä�23。
vw-.：
———23nÞY¡'ý@e45678（¬）̄ î（Ａ．４．１．２）

Ａ．４．１．１¡Ａ．４．１．２dÿ!?@，ëÅp.ä�2345678ç.É8ÞYhKÖä=f-¯°
¡，Fðñ"(，|lSÖ"(O�u3Þ?@#iðÜ。

犃．４．１．２　23�ÑÒ���.Y&'()*（�）��

BC：23n45678（¬）ÞY¡'ýÿ@T£ôe¯î。
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23nÞY¡'ý@e45678（¬）jÄ，S�：W；

　　犅 ———23n45678（¬）0j，S�：W。
———ÅìW45678（¬）ÞY¡'eTU，MUÇO¢5XYÞY¡'，|�OAÉÝoÊÈp

'tÉ9（×２４¨¡Ýo,<7z6）ÞY¡'；
———c?@Qù“ý@”，G?ýÿ��@T、ä:@T、̧ ü@Tbdq=>87¢rjqeO�

@T�Å45678（¬）ÞY¡'ePs@T£ô，(p±Vb®V¯°¡，FÊ(�3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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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n45678ç.É8e
ÞYhKkÎ。

u<89：

þ(pÇ^ä�23。

vw-.：
———ç.É8ÔõìóÞY¡'（Ａ．４．１．１）

Ａ．４．１．１¡Ａ．４．１．２dÿ!?@，ëÅp.ä�2345678ç.É8ÞYhKÖä=f-¯°
¡，Fðñ"(，|lSÖ"(O�u3Þ?@#iðÜ。

犃．４．１．３　23�&'()*OPql

犃．４．１．３．１　23�q�OPY&'()*��

BC：23n�Ú�5e45678í�X45678e¯î。

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23n�Ú�5e45678jÄ，S�：W；

　　犅 ———23n456780j，S�：W。
———c?@�Qù“�5”，FÓñＧＢ／Ｔ１３１９１—２００９Q&.e，ÚÖ23�e45678Ôü

�5；
———c?@TUâ8dS�，�3W8�Ú©W�5e，|Û¶UÇ；
———c?@e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n45678�5�É

eø5ÓÔkÎ。

u<89：

þ(p]^tâãä�23，Õw（ÖÆ）3^ä�23qOg"(。

vw-.：
———23nÙ9ìc6re45678�5¯î（Ａ．４．１．３．２）

Ａ．４．１．３．１¡Ａ．４．１．３．２dÿ!?@，ëÅp.ä�2345678�5�Éø5ÓÔÖä=f-
¯°¡，Fðñ"(，|lSÖ"(O�u3Þ?@#iðÜ。

犃．４．１．３．２　ÓnÔªÕÖY()*OP��

BC：23n�Ú�5e45678�，�5ìc6r×9e45678¯î。

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23n�5ìc6r×9e45678jÄ，S�：W；

　　犅 ———23n�Ú�5e45678jÄ，S�：W。
———c?@�Qù“�5”，FÓñ ＧＢ／Ｔ１３１９１—２００９hie，ÚÖ23�e45678Ôü

�5；
———c?@Qù“�5ìc6r”，G?45678�g�5VÊÈÅØ�]E?、ÊÈ，ÙË<É

c8lØQHÚÙ9e6r，q�g��@T、ä:@T、̧ ü@TbO�456787¢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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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qe@TââÐ7；
———ÛÜÊ(ÝÀ@T，Ç^45678�5ßFÓñ《����5-�45678ý》£ô，�]

c88i)Q=>ÈB4Þ，c88i)Q=>M^、ÛÜ、',，c8ÊÈno、ÞY¡'、,
_&16ÊÈ=>;y，c8ÊÈÞ<¿À4Ý，âtJÆ、�ÞIJ66r；

———c?@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n45678�5�Ée
ø5ÓÔkÎ。

u<89：

þ(p]^tâãä�23，Õw（ÖÆ）3^ä�23qOg"(。

vw-.：
———23nÙ9ìc6re45678�5¯î（Ａ．４．１．３．２）

Ａ．４．１．３．１¡Ａ．４．１．３．２dÿ!?@，ëÅp.ä�2345678�5�Éø5ÓÔÖä=f-
¯°¡，Fðñ"(，|lSÖ"(O�u3Þ?@#iðÜ。

犃．４．１．４　23&'()*×fxyÎØql

BC：23n45678�g@�ñÌ，�2T3ÊÈÔ7，ù�ë�3WÊÈzA[�V(y�
]Ç87È{|、)QÉô、OPm^、ëßu#、<"、/06ÊÈe¿À。

WX：
———Û�PM23n45678T3ÊÈÔ7e6rÉº、45678¬�¿À、Ô7"(¿Àt

(yIJe6；
———T3ÊÈÔ76rÉº¢£PMOGÁ�]T3(yjñ、(ñÈBM^、71)QÛÜ'

,、jkE?HhÉô、(ñOPm^，âtu#、<"、/0、_Gà�ûüÛÜ6ÊÈ；
———45678¬�¿Àq(23n45678¬�Ô7¯îÖäÄ�=f；
———Ô7"(¿Àq�g`EGÄb23n¾D��`�õEGÄÖäÄ�=f。

u<89：

þ(p]^tâãä�23。

犃．４．１．５　¦ÙÚxy

犃．４．１．５．１　ÛÌÜ�xyY&'()*（�）��

BC：23n45678（¬）x(�z、Ô�s�69ü%&�]ÊÈe¯î。

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23n�g�z、Ô�s�69ü%&�]ÊÈe45678（¬）jÄ，S�：W；

　　犅 ———23n45678（¬）0j，S�：W。
———c?@e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n45678（¬）9ü

ÊÈÓÔkÎ。

u<89：

þ(p]^tâãä�23。

犃．４．１．５．２　ÛÌÝÞ、Ýßà/áWÎØxyY&'()*（�）��

BC：23n45678（¬）�g:;、:=6ZDüÔ7�]ÊÈe¯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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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23n�g:;、:=6ZDüÔ7�]ÊÈe45678（¬）jÄ，S�：W；

　　犅 ———23n45678（¬）0j，S�：W。
———c?@Qù“�g:;、:=6ZDüÔ7�]ÊÈ”，UVÞ�c8Ôü:;áøb:=4W

ø／ÊÈø，¬�23n45678T3Ôü:;áøb:=4Wø／ÊÈø，âtÞ;"(:
=¨h÷，ëO�ZDüÔ7ãÞ�Ôü4Wø／ÊÈø6；

———�3W678�¡�gãD3Àb©Àlm�]:;、:=6ZDüÔ7ÊÈe，|Û¶
UÇ；

———c?@e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n45678�g:
;、:=6ZDüÔ7Þ<ÊÈe¢ü'k°。

u<89：

þ(p]^tâãä�23。

vw-.：
———8õ45678:;-:=ZDüÔ7(yj（Ａ．４．２．７）

Ａ．４．１．５．２¡Ａ．４．２．７dÿ!?@，ëÅp.ä�2345678:;、:=6ZDüÔ7ÊÈÓÔ
Öä=f-¯°¡，Fðñ"(，|lSÖ"(O�u3Þ?@#iðÜ。

犃．４．１．６　¾\âãâäY&'()*（�）��

BC：23n45678（¬）�，¡O�3Wb©W678（¬）ýõ�,�<ÊÈñÌe¯î。

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3�b©�O�678（¬）ýõ�,�<ÊÈñÌe45678（¬）jÄ，S
�：W；

　　犅 ———23n45678（¬）0j，S�：W。
———c?@Qù“O�678”，UV23nt23.eÇÅÒ678，|»ip45678；
———c?@e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n45678)Q=>

E?ÞY5�hKkÎ。

u<89：

þ(p��Yy¯°[�、��t�´�xeä�23，UV�6tâE&²e \，ât \e
2、ÖÆ6；3�|âãë[3bAVäve]3$%nÞ<�,�<ÊÈ；ë�6âã&² \Þ<
�,�<ÊÈF�YP§OH£'¡qä'。

H：�~�Èå２０１４`æ;《!pLø \&²ïY@Te�¢》，â 2¾D��dTU��，� \ïYdç

Åèð： 2¾D��５０hâEe \d¨ \，O�２０hâã５０hâEe \dⅠÒ¨ \，２０hâEe

 \dⅡÒ¨ \； 2¾D��５０hâã１００hâEe \d�6 \； 2¾D��１００hâã５００hâ

Ee \d© \，O�３００hâã５００hâEe \dⅠÒ© \，１００hâã３００hâEe \dⅡÒ©

 \； 2¾D��５００hâã１０００hâEe \dp© \； 2¾D��１０００hâãe \dº© 

\。（âãUVcj，âE|UVc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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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w-.：
———�]8Õ=,ÊÈe45678（¬）̄ î（Ａ．４．１．７）

Ａ．４．１．６¡Ａ．４．１．７dÿ!?@，ëÅp.ä�2345678)Q=>E?ÞY5�hK=f-
¯°¡，qpéHê�ÙÚO3"(，«q�¡"(。

犃．４．１．７　ÛÌ*åæãxyY&'()*（�）��

BC：23n45678（¬）�，¡3Wb©WO�678（¬）ýõ8Õ=,ÊÈñÌe¯î。

WX：

———UV)QËê；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O�3�b©�678（¬）ýõ8Õ=,ÊÈñÌe45678（¬）jÄ，S
�：W；

　　犅 ———23n45678（¬）0j，S�：W。

———c?@Qù“O�678”，UV23nt23.eÇÅÒ678，|»ip45678；
———c?@e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3W23n45678)Q=>

E?ÞY5�hKkÎ。

u<89：

þ(pÇ^ä�23。

vw-.：
———O¡�,�<e45678（¬）̄ î（Ａ．４．１．６）

Ａ．４．１．６¡Ａ．４．１．７dÿ!?@，ëÅp.ä�2345678)Q=>E?ÞY5�hK=f-

¯°¡，qpéHê�ÙÚO3"(，«q�¡"(。

犃．４．１．８　23�&'()*（�）çè~�

犃．４．１．８．１　*{pçè~�é"

BC：23nÔõìW456783`n>?ÇÅûüejÄ。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nÇ^6783`n>?ÇÅûü0Ä，S�：@ê；

　　犅 ———23n456780j，S�：W。
———c?@Qù“ûü”，UVÎ|ipu#、/0、<"、_Gà�6ûü；

———c?@Qù“>?”，G?45678Ìd¢?ü、}?üb¢?ü、}?üê3eûü，|UV
�ëO¡eûü；

———c?@ô�|Éãi。�¾jd?@�kÎ，¼N23n4567845)�ÊÈûüÞ<
kìí。

u<89：
———þ(pÇ^ä�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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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１．８．２　çè~�¸sê�ëÂìoíY~���

BC：ëu3p.¡'n，23nÇ^45678>?eAVÇÅpA�BC�ûüe¯î。

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u3p.¡'n，23nÇ^678AVpA�B>?ÇÅûüjÄ，S�：@ê；

　　犅 ———¿¡'n，23nÇ^678>?ÇÅûü0j，S�：@ê。
———c?@Qù“>?”，G?45678Ìd¢?ü、}?üb¢?ü、}?üê3eûü，|UV

�ëO¡eûü；
———c?@Qù“ûü”，UVÎ|ipu#、/0、<"、_Gà�6ûü，(p±Vb®V¯°¡，

Ono$%F;C3î；
———c?@Qù“pAB5”，UVÎ|ip_`ab、ï`�、ðñ�、Ö ÈË��、OòÊó�

�6，(p±Vb®V¯°¡，Ono$%F;C3î；«qSÖô45678ÓÅO�u3
ÅpA�BeÊÈÖä¯°；

———c?@e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23n45678ÅpAB5Ê
ÈeÛ½hKkÎ。

u<89：

þ(pÇ^ä�23。

犃．４．２　xyîï

犃．４．２．１　ðñòS«óôoõ��

BC：23n¾D���，Cc¸23�b©�45678（¬）Úcñ*e��¯î。

WX：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C23n3�b©�45678（¬）Úcñ*e¾D��jÄ，S�：�；

　　犅 ———23n¾D��0j，S�：�。
———c?@Qù“Úcñ*”，UV678wBM;eù5ñ*、�ãJFeõöñ*，ât÷.6

786rex�øùñ、�úñ、C;û、�zø6，�3GHCÚ©Wñ*e，ë´*üýe
¿ÀE，FþÄÛ；

———c?@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23n45678（¬）ÊÈe±á
Ak�。

u<89：

þ(pÇ^ä�23。

犃．４．２．２　�îðñòS��

BC：23n45678（¬）CñGH�，!LnùÕx(g678E?bÊÈeGH¯î。

WX：
———UÇ4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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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犅）×１００％

　　m�：

　　犃 ———!Lnx(g45678E?bÊÈeGHjÄ，S�：�；

　　犅 ———23n45678CñGHjÄ，S�：�。
———c?@Qù“!L”，q�=>ËÌàábÑÒüÝä7.¡'$%，3��Þd１`～２`；

(p¯°¡，¿¡'$%F;C3î；
———c?@Qù“x(”，UVÿ8x(-Hhx(；
———CñGHGÁp!Lnx(g45678eE?bÊÈ，Ú´*e¸2q�gRTÊ[GH

ÿ8t��EGj~ÖäTU；abù�GHj~T3Ê[e¸2，qÊ(ËÌLMümÉô
j~，ÎëÖä¯°¡，ËÌüý-ËÌ¯îF;C3î；

———c?@e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23n45678eGHÿ'
kÎ。

u<89：
þ(pÇ^ä�23。

犃．４．２．３　{op�ö&'()*（�）"D

BC：23n¾D��3`n�õÿE45678（¬）eêj。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n45678（¬）3`n!uÿE0Ä，S�：�ê；

　　犅 ———23n¾D��jÄ，S�：�。
———c?@ô�|Éãi。�¾jd?@�kÎ，ÏÐ23n45678ÿ8ÊÈcdk·。Î

c?@eF(FP§jk678ÊÈÅÿ8ÊÈe ¡。
u<89：
þ(pÇ^ä�23。

犃．４．２．４　{op=KÁã÷"

BC：23n45678（¬）CñGH3`n�õ£¿2345678（¬）,iÇÅÒ)QjÄ。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45678（¬）3`n,iÇÅÒ)Q0Fê；

　　犅 ———23n45678CñGHjÄ。
———c?@Qù“ÇÅÒ)Q”，Ü1ã|U�jkE?，Î?@F(¡FP§jkE?"(Åù5

)Q.,e ¡；7óÅjkE?"(¿ÀÖä=>-¯°¡，�Þ¡ù5)Q.,¿ÀY�
Öä=>-¯°；

———c?@ô�|Éãi。�¾jd?@�kÎ，ÏÐ23n45678)Q=>E?x(ce
kÎ。

u<89：
þ(pÇ^ä�23。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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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４．２．５　&'()*~�ép¾\o"

BC：p.¡'$%n，23n45678>?ÇÅûü�，Ôõì@eO¡�ê。

WX：
———UÇ4m：

犃／犅

　　m�：

　　犃 ———p.¡'$%n，23n45678（¬）>?ÇÅûüO¡0�ê，S�：�ê；

　　犅 ———p.¡'$%n，23n45678（¬）>?ÇÅûü0@ê，S�：@ê。
———c?@Qù“ûü”，UVÎ|ipu#、/0、<"、_Gà�6ûü；
———c?@Qù“>?”，G?45678Ìd¢?ü、}?üb¢?ü、}?üê3eûü，|UV

�ëO¡eûü；
———c?@ô�|Éãi。�¾jd?@�kÎ，ÏÐ23n45678ÊÈûüec1k·。

u<89：

þ(pÇ^ä�23。

犃．４．２．６　Oøöù¼½

犃．４．２．６．１　()*（�）OP{opöù�

BC：23n¾D��ì�ì`EGc2345678（¬）�5eÔõêj。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nQÚ45678（¬）�53`n0EGÄ，S�：�ê；

　　犅 ———23n¾D��jÄ，â=>`Kã`"TUj~dT，S�：�。
———c?@Qù“�5”，UVｗｅｂ�5-9ü%&By�5，́ *üýe¿ÀE，«qâU�67

8ÞÉëZDüC��5ãeÔüáø�A，×:=4Wø、:=ÊÈø、:;Ôüjñø6；
———c?@ô�|Éãi。�¾jd?@�kÎ，ÏÐ23n45678�5ÊÈÓÔkÎ。Î

FP§�5noð{ÅEGÄe ¡，ð{|ñÒ¡，(yó£©ê�#$rP%É#ó£e
no，£õ�5EGÄmâ，%|rÏÐO�5ÊÈÓÔ$Î。

u<89：

þ(pÇ^ä�23。

犃．４．２．６．２　úûü<{opöù�

BC：3`n23n45678（¬）ÇÅHhF(（|��5）e�õEGÄ。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n45678（¬）ÇÅHhF(3`neEGÄ0-，S�：ê；

　　犅 ———23n¾D��jÄ，â=>`Kã`"TUj~dT，S�：�。
———c?@Qù“HhF(”，UVÎ|ip678Ö2Þ;e9ü&ＡＰＰ，âtìpZDüHh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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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Ô7Þ;e9ü&¨h÷（×:=¨h÷）6，|UV678ÞÉëZDüC���Ô7
ãeÔüáø（×:=4Wø、:=ÊÈø、:;Ôüjñø6）；

———c?@ô�|Éãi。�¾jd?@�kÎ，ÏÐ23n45678HhF(ÊÈÓÔkÎ。

u<89：

þ(pÇ^ä�23。

犃．４．２．７　*p&'()*ÝÞAÝßà/áWÎØ<ýD

BC：23n45678（¬）�g:;、:=6ZDüC���Ô7Éô(yeÔõj。

WX：
———UÇ4m：

犃／犅

　　m�：

　　犃 ———23n45678（¬）�g:;、:=6ZDüC���Ô7Éô(y0j，UVÇ
8Ôü:;áø%&j、:=4Wø／ÊÈø-¨h÷JF(yj，ât23n456
78T3Ôü:;áø%&j、:=4Wø／ÊÈø-¨h÷JF(yj6，S�：�；

　　犅 ———23n45678（¬）0j，S�：W。
———c?@ô�|Éãi。�¾jd?@�kÎ，ÏÐ23n45678�g:;、:=6ZDü

Ô7�]ÊÈec1k·。

u<89：

þ(pÇ^ä�23。

vw-.：
———�]:;、:=6ZDüÔ7ÊÈe45678（¬）̄ î（Ａ．４．１．５．２）

Ａ．４．１．５．２¡Ａ．４．２．７dÿ!?@，ëÅp.ä�2345678:;、:=6ZDüÔ7ÊÈÓÔ
Öä=f-¯°¡，Fðñ"(，|lSÖ"(O�u3Þ?@#iðÜ。

犃．４．３　òSþÿ!

犃．４．３．１　+,�òSþÿ!Æ"#$

BC：=>¡�gÅ23n45678（¬）CñGHÖäËÌLMÉôeGHIJK。

WX：
———Å23n45678（¬）CñGHÖäGzLM，UÇIJGzíÚcGze¯î。
———UÇ4m：

（犃／犅）×１００％

　　m�：

　　犃 ———ËÌLM�，'ZIJGzjÄ，S�：ù；

　　犅 ———ËÌLM�，'ZÚcGz0j，S�：ù。
———LMno¢£UVGHÅ678�]eÉ8É9、)Q=>、45ÊÈ6eIJhK，ABＢ

hi÷3W�(eLMGz²�，=>¡，q�~q=>2345678�]É8É9、)Q
=>、45ÊÈ6üAùÕ¿ÀîR"(；

———LMGz;Y$%Fë23nñÒYy，(qr±áÿ23nQÚ|�^�、|�&²678
eGH；

———FÊ(ÏÐüýÖäËÌ，(p±Vb®V¯°¡，ËÌüý、ËÌ¯î-ËÌ¡'F;C
3î；

７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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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Qù“IJGz”-“ÚcGz”e)*$å，FëGzÉU¡/07.；
———´*ýqe¿ÀE，«qâ�GzËÌ;Y$%`©ÿ23n¾D��；
———c?@ô�2'd０～１００％。�¾jd?@�kÎ，ÏÐ23n45678（¬）ÊÈÉ#G

HjqehKkÎ。

u<89：

þ(pÇ^ä�23。

犃．４．３．２　%óòSþÿ!Æ"&'

BC：23n45678（¬）�2K¾Þ<GHIJKLMIJËÌe¿À。

WX：

c?@¢£PM23n45678（¬）GHIJKLMIJËÌzMtO+ä¿À，¢£UV：
———23n�2T3e45678（¬）GHJÆ,[、IJMK，âtK¾Þ<GHIJKLMe

Áêt}Ò¿À6；
———23nÇ45678（¬）�2GHJÆ,[、IJMKe¯î，âtK¾Þ<GHIJKLM

eÁêt}Ò¿À6。

u<89：

þ(pÇ^ä�23。

犃．５　()*+\ÅÆ

犃．５．１　23()*xyÚ`£, ¡

BC：Ç^���Ud;<c2345678ÊÈ5R�ÉM.eÇÅ¸üý&、�U&ÍtO�
&$')*。

WX：

Û�PMÇÅ�Ký&e;<no-c16。UV：
———GÁ�456789:��c^��*³-C�;<&ï；
———GÁ�45678�É�� Õ&ï--¸x(05&ï；
———GÁ�456789:Qó*:S�c^�UÛÇ，%t¡、½�)�；
———GÁ�UV456789:ëne45)�ËÌ��c^�Ue`KPQÈ@。

u<89：

þ(pÇ^ä�23。

犃．５．２　N1*ql

BC：ë]3$%n，ðñè¸p�，�2â]^45678d08，Õw（ÖÆ）Ôñ)�5、v（C
2）67¬6dY8bHì�ÊÈ�e�É¿À。

WX：

Û�PM0Y85ReÃä-ÊÈ¿À。UV：
———)QE?GÁT3Ê+、T34È、T3�.、T3{|、T3´�、�,�<；
———0Y8ÊÈGÁT3�K、T3@T、ìcÊÈÓÔGÁÿè；
———678ËÌ��GÁT3/0。

u<89：

þ(p]^ä�23，|þ(p[^ä�23-¸\^ä�23。

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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犃．５．３　()*TUql\¾\

BC：23n45678d÷ù�E?5�，xd=/eÈe¨�2bO¡e�5�@ÞMÜe6
78ñÌàá¿À。

WX：
———Û�PM23n45678�2678(Le`i、O¡(Lez{jÄ、Þ<ûüejÄt

ùÕc16üAno；
———Û�PM23n45678O¡678(LûüehK、no、;�eÌ(âtô#eùÕc

16。
u<89：
þ(pÇ^ä�23。

犃．５．４　()*³／Å-��

BC：23678Ð／@�Þ<ËÌ，âtO¡��、ã^ä�23678Ð／@�ËÌenot
c1。

WX：
———Û�PM23678Ð／@�ËÌeUï¡0ð、àáz{、Ð+ûü、��;<âtÉ0¿À

6üAno；
———Û�PM23678Ð／@�O¡��、ã^ä�23678Ð／@�ËÌ、ûüejÄ、no、

c16。
u<89：
þ(pÇ^ä�23。

犃．５．５　×f5y*+ÎØql\./

BC：2345678d÷ù�c23nÇ45678ê':È´he1�Ûà，23|�RTê
'E?-j~|rÚc5�-�=eÈe¨�2jåeT3Ô7e�É¡Ãä¿À。

WX：
———Û�PMT3:ÈÑÒÔ7e�É`i、O¡�Ée678jÄ；
———Û�PMT3:ÈÑÒÔ7e6rÉUGÁ×9ñÒ，Ãä¢4GÁÚc，¡ã^678:È

Ô7GÁT5@L、RTÅ¬6；
———O¡T3:ÈÑÒÔ7�É¡Ãäe2345678Û�PMOO¡e678jÄ、̄ î，ë

T3:ÈÑÒÔ7�}~e63、�È6。
u<89：
þ(pÇ^ä�23。

犃．５．６　×f5y:8Y0B\1m

BC：23n45678d÷ù�c23n45678ÊÈe@T�、&$��É，M.%ù8T
3e:È&$。

WX：
———:È&$¢£UVëÊÈE?、ÊÈno、ÊÈcr、ÊÈÑÒ、ÊÈOP6üAeÙ5@T-

£ô；
———T3:È&$eù8Ù5UV:È&$e�ghKï、:È&$e�´hÑÒ、:È&$eü

7O8zM-Øc=fzM、:È&$eù80ð-C'RÖ6；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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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enX9Q-C�ZDüe8=Þ<:È&$ù8c1ePM。
u<89：
þ(pÇ^ä�23。

犃．５．７　×fº»-2

BC：23n45678d÷ù�c23nQÚ45678��õ6eÊÈÈ@，7;ìcÊÈÓ
ÔÿèeªÄ@T，àáù8c23n45678ËÌ��eT3/0?N。

WX：Û�PMT3/0?Neno-c16。UV：
———GÁM.T3/0?NeËÌUï%àáù8；
———GÁM.T3/0?NePQ、ÑÒMK%àáù8；
———GÁ;<QÚ£:���ÚT3/0?Ne¡'-*::Î；
———c23£:��`KOâ/0e¯î。
u<89：
þ(pÇ^ä�23。

犃．５．８　×f3456

BC：]^（�）âã45678dR�ÊÈ´*，�ÎÊÈÓÔ，Ýäàáb�;ZDüÅc23
nQÚ45678ÖäT3OPPQ。

WX：
———OPPQeno¢£UVÅ678ÿ!ý<ý&e=>¿À，Å23678:È&$-ÊÈ

@Te+ä¿À，Åã^ä�XB&.£ôe?ù¿À、Å4WÊÈ}@eAä¿À6；
———678F�g4ÉÊÈno-ÊÈ}@，�2T3eBCÅÆ-IJzM，ÝD¬�C�O

P。�g.L�;ZDüeümÞ<T3eOPPQ；
———T3OPPQeù8c1Û�PM23678eGHIJK、4W¢¥K、C�EFK6。
u<89：
þ(pÇ^ä�23。

犃．５．９　7-8�¾\

犃．５．９．１　QRS9:ql

犃．５．９．１．１　QRSD�

BC：ëc23nÇ^45678£9¤¥ÊÈeÝ¦�ejÄ0-。
WX：
———TUë23nÇ^45678!uJF%Þ<¤¥ÊÈe¤¥H0j；
———c?@|Éãi。�¾jd?@�kÎ，ÏÐ678¤¥HRS&²k©，¤¥HO¡K

kÎ。
u<89：
þ(pÇ^ä�23。
3�åÏ，c?@(p|�23ê'e¯°GG��e，µÚë¤¥Hej.、ÑÒh÷ßÿ�e

¿ÀE$GÚce，�¡<óP§Ç2345678ejÄ、&²6。

犃．５．９．１．２　QRSopxy�;

BC：23n45678¤¥H�õO¡45678¤¥ÊÈ¡T。

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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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X：
———UÇ4m：

犃／犅

　　m�：

　　犃 ———c2345678_m!uJFe¤¥HÊÈ¡'TK0-，S�：̈ ¡；

　　犅 ———c2345678_m!uJFe¤¥HjÄ0-，S�：�。
———c?@ô�|Éãi。�¾jd?@�kÎ，ÏÐ3W23n45678¤¥HeO¡Kk

Î，¤¥HRS�Éõck·。
u<89：
þ(pÇ^ä�23。
vw-.：
———¤¥HjÄ（Ａ．５．９．１．１）
c?@UÇm�Q(¤¥HjÄ（犅）¡Ａ．５．９．１．１Q(j~3î。

犃．５．９．１．３　QRSopº»�;

BC：23n45678¤¥H�õ¬�45678w:/0¡T。
WX：
———UÇ4m：

犃／犅

　　m�：

　　犃 ———c2345678_m!uJFe¤¥H¬�678w:/0e¡'TK0-，S
�：̈ ¡；

　　犅 ———c2345678_m!uJFe¤¥HjÄ0-，S�：�。
———c?@ô�|Éãi。�¾jd?@�kÎ，ÏÐ3W23n45678¤¥Hew:Kk

Î，¤¥HRS�Éõck·。
u<89：
þ(pÇ^ä�23。
vw-.：
———¤¥HjÄ（Ａ．５．９．１．１）

犃．５．９．１．４　QRS*+

BC：Ç^45678ÅO¡678¤¥ÊÈûüe¤¥HÖäH£eÑÒ。
WX：
———Û�PM¤¥HÑÒMKeM.¡+ä¿À；
———Û�PM¤¥HÑÒ&$�c1。
u<89：
þ(pÇ^ä�23。

犃．５．９．２　£<©=&'()*xy

BC：23¸ü���U#�\@zM，�g&$�h÷，VC�ÍÄ+V45678（¬）6eÃ
H-ÑÒ。

WX：Û�PM�U+V45678ÊÈezM-c1。UV：
———GÁM.c¸2�UVC�ÍÄ+V45678ÊÈe?N'ÈBbÙ5+VÈB；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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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Á�2âÞÈÙ.、=>;y、àáÊ+、ÞÈOÑ、Øc=fd¢£noe&$�+V
´h；

———GÁM.�+V¢5、45678ÊÈÅØâtZDü5�O¡eÔñ=9zM。
u<89：
þ(pÇ^ä�23。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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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i　犅
（F>;hi）

òSþÿ!Æ"e

　　GHIJKLMNÆNＢ．１。

e犅．１　òSþÿ!Æ"e

LMÞÈ
IJhK

IJ ìcIJ |IJ

f、lmln

１．ç.É8y»ñÒ，�pô!ÉôE?-ÊÈ

２．�9H£e´üÊÈÉ8-ÝoÊÈÉ8

３．�]H£eÝü�、���É8É9

４．AV_`abewBÊÈÉ8¯°×9

５．AVð<�I�]H£eÛ<JÉ8-_GnoÉ9

６．�ÙÉ9�ºÓñ:�ó£

?、=KF>

７．)QEFÀÅìí，rÂ5�¸ü.K)�-*³C�;<p3，I½K¾Ë

Ì、Ð¯-�LMNóô

８．)QEF$lt¡，%ÖäH£eÙËàO

９．)QEFÈBÉºñÒ，{|ü�

１０．)QEF,_h÷PS，ÛÜ',�Q

１１．MR)QEF¡rÂÉ#678ËÌ��eH£So

á、xy��

１２．ç.É8ÞY¡'ñÒr�Y

１３．u#、<"、/0、_Gà�ûünoìí、lm©Ì

１４．Ç8（¬）�56r×9rTp"(

１５．qâ�g:;、:=6Ô7ü�×Q¸Éô23nÇ8（¬）ÊÈ

１６．rÂ�gT3ÊÈÔ7U"、M^、ÛÜ、Éô23nÇ8（¬）�]eE?b

ÊÈ

１７．¢ü,[GHJÆ¡�Þ，%t¡}Ò、IJ

３３

犠犎／犜７０．１—２０２０



¾　5　=　K

　　［１］　ＧＢ／Ｔ１１３９１　=>¡)Q　678TU
［２］　ＧＢ／Ｔ２９１８２　=>¡)Q　678Øc?@
［３］　ＧＢ／Ｔ４８９４　=>¡)Q　+,
［４］　)�X、(�X．《!pàÖ��E+845678)�8（5）X:ÞYËÌeJÆ》（)(È

;〔２０１１〕５ø）［Ｇ／ＯＬ］．２０１４０１２１．［２０１９１０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２０１１０２／１４／ｃｏｎｔｅｎｔ＿

１８０３０２１．ｈｔｍ．

［５］　ＷｉｓｃｏｎｓｉｎＰｕｂｌｉｃ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０２１］．ｈｔｔｐ：／／ｐｌｄ．ｄｐｉ．ｗｉ．ｇｏｖ／

ｐｌｄ＿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６］　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ｕｂ

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ｔｅｒ＿ｏｐｔｉｏｎ＝ａｌｌ＆ｔｏｐｉｃｓ％５Ｂ％

５Ｄ＝ａｒｔｓａｎ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ｓ％５Ｂ％５Ｄ＝ａｌｌ＆ｗｏｒｌｄ＿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５Ｂ％５Ｄ＝ａｌｌ＆ｆｒｏｍ＿ｄａｔｅ＝＆ｔｏ＿ｄａｔｅ＝

＆ｃｏｍｍｉｔ＝Ｒｅｆｒｅｓｈ＋ｒｅｓｕｌｔｓ．

［７］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ａｎｄｂｅｎｃｈｍａｒｋｓｆｏｒｐｕｂｌｉｃｌｉｂｒａｒｙｓｅｒｖｉｃｅｓｉｎＡｕｓｔｒａｌｉａａｎｄ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ａ

ｇｕｉｄｅｔｏ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１０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ａｌｉａ．ｏｒｇ．ａｕ／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ｓ／ｐｕｂｌｉｃ．ｌ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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