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ѱीฝݤᆵύѱࡼՉԾݯచ!ٯ
臺中市政府公報

!!!!!!!!!!!!!!!!!!!!!!!!ύ҇୯ 214 ԃ 3 Д 7 В۬ݤೕӷಃ 2141132966 ဦзϦѲ!
ಃക!!ᕴ߾!
ಃచ!!!!ҁԾݯచٯ٩ѱीฝݤȐаΠᙁᆀҁݤȑಃΖΜϖచೕۓ
ۓڋϐǶ!
ಃΒచ!!!!ҁԾݯచٯϐЬᆅᐒᜢࣁᆵύѱࡹ۬ȐаΠᙁᆀҁ۬ȑ
Ƕ!
ಃΟచ!!!!ҁԾݯచٯҔຒǴۓကӵΠǺ!
ǵၰၡǴࡰӝܭΠӈೕۓϐޣǺ!
ȐȑЬाीฝ܈ಒीฝೕۓวѲϐीฝၰၡǶ!
ȐΒȑ٩܈ۓࡰݤᇡࡌۓᑐጕϐࡅၰǶ!
!!ΒǵၰၡნࣚጕǺࡰၰၡᆶځдβӦϐϩࣚጕǶ!
ಃѤచ!!!!ҁݤಃΜΎచಃΒՠਜ܌ᆀૈዴࡌۓᑐጕǴࡰ၀ीฝϐ
Ьाीฝၰၡς٩ԖᜢݤзೕۓҥኯᇞǴԶૈࡰҢࡌᑐጕޣǹ
܌ᆀЬाϦӅࡼςྣЬाीฝᑫࡌֹԋǴࡰ಄ӝΠӈӚීೕۓ
ޣǺ!
ǵय़ၰၡς٩ЬाीฝϐၰၡߏࡋϷቨࡋᑫࡌֹԋǶՠ
ځᑫࡌߏࡋςၲϤԭϦЁ܈ςၲֹຉᄂޣǴόӧԜ
ज़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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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ǵ୷ӦڬᜐΖԭϦЁጄൎϣςԖ୯҇λᏢᑫ៘ֹԋޣǶ!
ಃΒക!!ѱीฝϐᔕۓǵᡂ׳ǵวѲϷჴࡼ!
ಃϖచ!!!!ѱीฝᔕۓǵᡂ׳ਢҹᔈܭҁݤಃΜΐచೕۓϐϦ໒ំ
ය໔ϣᒤᇥܴǴ٠ܭϦ໒ំයᅈΟΜВϣගፎᆵύѱѱ
ीฝہȐаΠᙁᆀہȑቩǶ!
ಃϤచ!!!!ҁݤಃΜΐచೕۓϐϦ໒ំǴᔈӧҁ۬ᆶ࣬ᜢϦ܌܌ӧ
ӦࣁϐǶϦ໒ំВයǵӦᗺϷᇥܴϐВයǵӦᗺᔈтฦҁ۬
ϦൔǵᆵύѱȐаΠᙁᆀҁѱȑཥᆪરΟВϷҁ۬ᆛઠǴ٠ӧԖ
ᜢϦ܌ᆶٚᒤϦೀຠϦǶ!
ಃΎచ!!!!٩ҁݤಃΜΐచගрਜय़ཀޣـǴᔈܭہቩฺֹଌ
ၲҁ۬Ƕ!
ಃΖచ  βӦճᜢ߯Γ٩ҁݤಃΒΜѤచೕۓԾՉᔕۓಒीฝ
ਔǴᔈଛӝҁݤಃΜΎచೕۓϐϩวᓬӃԛׇᒤϐǶՠԖ
ΠӈϐޣǴόӧԜज़Ǻ!
ǵѱीฝࡰۓᔈԾՉᔕۓಒीฝӦǶ!
ΒǵԾՉᔕۓಒीฝӦጄൎϐβӦय़ᑈӧΜϦഘаǴ
٠಄ӝҁݤಃϤΜచϐೕۓǶ!
ΟǵᑫᒤϦᒤՐӻޗ܈໒วǶ!
ѤǵԖܴᡉϐϺฅࣚጕǴЪځጄൎόளλܭঁຉᄂǶ!
ຉᄂǴࡰѱीฝӦϣѤຼѱीฝၰၡځ܈дϩ
ࣚጕൎԋϐβӦǶ!
ಃΐచ!!!!βӦճᜢ߯Γ٩ҁݤಃΒΜѤచ܈ಃϤΜచೕۓԾՉᔕ
܈ۓᡂ׳ಒीฝޣǴᔈᔠଌၩܴΠӈ٣ϐҙፎीฝਜǵკϷ
࣬ᜢЎҹ҅ǵୋҁӚҽǴଌҁ۬ਡᒤǺ!
ǵҙፎΓۉӜǵрғԃДВǵՐ֟Ƕ!
ΒǵҁݤಃΒΜΒచϷಃΒΜѤచೕۓ٣Ƕ!
ΟǵӄβӦճᜢ߯ΓۉӜǵՐ֟ǵճܴЎҹϷځӕ
ཀਜǶՠаΠӈБԄϐ໒วޣǴځӕཀਜᔈᒤ٣
ӵΠǺ!
ȐȑаѱӦख़ჄБԄ໒วӦǴدԖβӦ܌ԖΓ
ϖϩϐΟаϷ܌ځԖβӦᕴय़ᑈຬၸጄൎϣد
ԖβӦᕴय़ᑈΟϩϐΒϐӕཀǶ!
ȐΒȑаѱ׳ཥБԄ໒วӦǴᔈ٩ѱ׳ཥచ࣬ٯ
ᜢೕڗۓளӕཀਜǶ!
Ѥǵᛤᔕۓǵᡂ׳ಒीฝϐӦᝤკ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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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ǵЬाीฝ࣬ᜢೕۓϣϷځдѸा٣Ƕ!
!!!!٩ೕۓҙፎᡂ׳ಒीฝޣǴ٠ᔈᔠߕᡂ׳ϐीฝკ
Ϸᡂ׳ϩѤᎃݩკǶ!
ಃΜచ!!!!ΒచϐಒीฝǴҁ۬ᇡό಄ѱᡏวሡा܈ԖᛖϦ
ӅճਔǴள೯ޕज़යঅ҅ǹۛය҂অ҅ޣǴόϒڙǶҙፎਜ
კϷߕҹᆶҁ܈ݤҁԾݯచٯϐೕۓό಄ޣǴள೯ޕज़යံ҅ǹ
ۛයόံ҅ޣǴόϒڙǶ!
ಃΜచ!!!!٩ಃΖచϷಃΐచೕۓԾՉᔕ܈ۓᡂ׳ಒीฝਔǴځी
ฝਜೕۓаѱӦख़Ⴤ܈ѱ׳ཥБԄᒤޣǴᔈᔠߕҁ۬ӚҞ
ޑ٣ЬᆅᐒᜢᇡёϐёՉ܄ຑ࣬ᜢܴЎҹǶ!
!!!!!!!!!!!!ीฝਜೕჄϐϦӅࡼҔӦঋځڀд٬ҔҞޣǴᔈ
ܭीฝਜϣၩܴځЬाҔϷ٬ҔКٯǶ!
ಃΜΒచ!!!!βӦճᜢ߯Γ٩ҁݤಃΒΜϖచೕۓӛϣࡹፎೀ
ޣǴᔈӕਔஒୋҁೱӕߕҹଌၲҁ۬Ǵҁ۬ԾԏډୋҁϐВଆ
ΜϖВϣஒ๊ܔҗϷԖᜢЎҹଌϣࡹቩǶቩ،β
Ӧճᜢ߯ΓԖҗޣǴҁ۬ᔈԾԏډϣࡹ೯ޕϐВଆΟΜ
ВϣගፎہϒаቩǴ٠ஒቩ่݀ڄଌϣࡹϷ೯ޕβ
Ӧճᜢ߯ΓǶӵቩ،ڙۓޣǴᔈ٩ҁݤಃΜΐచԿಃ
ΒΜచǵಃΒΜΟచϷಃΒΜΖచϐೕۓᒤǶ!
ಃΜΟచ!!!!٩ҁݤಃΒΜϤచೕۓᒤ೯ዬᔠਔǴҁ۬ளຎჴሞ
൩ҁݤಃΜϖచ܈ಃΒΜΒచೕۓϐӄ܈ϩ٣ᒤǶ!
ಃΜѤచ!!!!ҙፎ٩ҁݤಃΒΜΎచೕۓᡂ׳ѱीฝǴឦᆵύѱᑫࡌ
ϐख़εࡌޣǴᔈᔠߕҁ۬Ҟޑ٣ЬᆅᐒᜢӕཀЎҹǶՠ٩
ҁݤಃΒΜΎచಃಃΟී܈ಃѤීҗύѧගр܈ᑫࡌޣǴ
ᔈᔠߕϣࡹӕԖᜢᐒᜢᇡۓϐЎҹǶ!
ಃΜϖచ!!!!ҁ۬܈ϣࡹࣁᔕ܈ۓᡂ׳ѱीฝǴࢴΕԖൎም
ϐϦدԖβӦ܈ࣁࡂ܊܈ෳໆਔǴᔈ٩ΠӈೕۓᒤǺ!
ǵஒπբӦᗺϷВයႣӃ೯ޕβӦ܌ԖΓ܈٬ҔΓǶ!
ΒǵឫܴيϩЎҹǶ!
ΟǵӧВр܈ВؒࡕόளΕдΓϐࡂ܊ǶՠВؒς
Ε٠໒ۈՉ܈ՐΓӕཀޣǴόӧԜज़Ƕ!
!!!!!!܈ෳໆᎂ౽܈ନѐምᛖނਔǴᔈܭΜϖВஒᔈ
Չᎂ౽܈ନѐނϐᅿᜪǵӦᗺϷВය೯܌ޕԖΓ܈٬ҔΓǶ!
ಃΜϤచ!!!!٩ҁݤಃΒΜΐచϷಃѤΜచ܌๏бϐံᓭߎԖΠӈ
ϐǴள٩ݤගӸ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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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ڙᓭΓڙ๊ܔሦ܈όૈڙሦޣǶ!
ΒǵံڙᓭΓ܌ӧӦόܴޣǶ!
ಃΟക!!٬Ҕϩᆅ!ڋ
ಃΜΎచ!!!!ѱीฝӦϣβӦளຎჴሞวǴჄۓΠӈӚᅿ٬
ҔϩǴϩձज़ځڋ٬ҔǺ!
ǵՐӻǶ!
ΒǵǶ!
ΟǵπǺ!
ȐȑᅿπǶ!
ȐΒȑҘᅿπǶ!
ȐΟȑΌᅿπǶ!
ȐѤȑ႟ࢃπǶ!
ѤǵՉࡹǶ!
!ϖǵЎ௲Ƕ!
ϤǵᡏػၮǶ!
Ύǵ॥ඳǶ!
ΖǵߥӸǶ!
ΐǵߥៈǶ!
ΜǵၭǶ!
Μǵځд٬ҔϩǶ!
!!!!!!!!!!٬ҔϩѦǴѸाਔளჄۓۓҔǶ!
!!!!!!!!!!!!Ӛ٬Ҕϩज़ڋ٬ҔϐೕۓԖᅪကਔǴҗӚ၀Ҟޑ٣Ь
ᆅᐒᜢᇡۓϐǶ!
ಃΜΖచ!!!!ՐӻࣁߥៈۚՐᕉნԶჄۓǴନҁԾݯచٯќԖೕޣۓ
ѦǴόளࣁΠӈࡌᑐނϷβӦϐ٬ҔǺ!
ǵಃΒΜచೕۓज़ڋϐࡌᑐނϷβӦϐ٬ҔǶ!
Βǵ٬ҔႝΚϷᡏᐯȐ٬ҔΚόхࡴޜፓǵܜ
НᐒϷߕځឦഢȑຬၸϤϰଭΚǴႝຬၸϤΜʰ
ȐߕឦഢᆶႝόளࢬҔܭբΚȑǵբቷ܊
ኴӦ݈य़ᑈӝीຬၸԭϖΜѳБϦЁځ܈ӦΠቫค
Ծฅ೯॥αȐ໒ืय़ᑈ҂ၲቷ܊य़ᑈΎϩϐȑޣǶ!
ΟǵᔼΠӈ٣Ǻ!
Ȑȑ٬ҔΌᬨவ٣ౌϪߎឦϐπբޣǶ!
ȐΒȑቔᅊբޣǶ!
ȐΟȑ٬ҔΚаவ٣ߎឦϐଳᑃ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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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Ѥȑ٬ҔΚаவ٣೬ЕǵฯᐎҜ܈ӝԋᐋિϐዶ࿗
܈ଳᑃޣǶ!
Ȑϖȑவ٣པᛣǵᇙǵዶԯǵᇙଞǵӑڇ٬ҔΚ
ຬၸ႟ᗺΎϖʰޣǶ!
ȐϤȑቸාբޣǶ!
ȐΎȑᙵǵᙵځ܈ݨдፓࠔښϐᇙޣǶ!
ȐΖȑؑᓸߎឦ݈уπߎ܈ឦᆛϐᇙޣǶ!
Ȑΐȑᗝկ܈ᙌࣳޣǶ!
ȐΜȑًؓ܈ᐒًঅޣǶՠவ٣ًؓϐమዅǵዎྖǵ
ᔠǵፓǵᆢៈǵᕴԋ׳ඤǵً፺ۓՏǵًؓ
ႝᐒ୍܈ᐒًঅӦᗺय़ᖏΜΒϦЁа
ၰၡޣǴόӧԜज़Ƕ!
ȐΜȑనϯҡݨϐϩးǵᓯӸǵೡ፤ϷݨϐᓯӸǵ
ೡ፤ޣǶՠٮᒤϦ࠻ǵᖄ๎ೀ܌٬ҔǴόբ
ࣁᔼჴሞࠔϐҬܰǵᓯӸ܈ҢࠔޣǴ
όӧԜज़Ƕ!
ȐΜΒȑ༟ጤᜪϐᇙޣǶ!
ȐΜΟȑβҡБၗྍ୴ೀǶ!
ȐΜѤȑԋΓҔࠔ႟୧Ƕ!
ѤǵًؓܦӖǵ࠼ၮՉǵးڕނ܌ǵළ܊Ϸፓ
ࡋઠǶՠٮᒤϦ࠻ǵᖄ๎ೀ܌٬Ҕ܈ޣीำً࠼ၮ
ǵλ࠼ًચၛϐଶًǵၮᒡଶًǵ࠼ၮଶ
ًઠϷၮઠӦᗺय़ᖏΜΒϦЁаၰၡ
ޣǴόӧԜज़Ƕ!
ϖǵуݨȐȑઠǵ࠼ၮଶًߕуᓯ܈ݨуᓯ
ࡼǶ!
Ϥǵǵ௦Ƕ!
ΎǵӚᅿቲࡌ܈ᑐϐ୴ළ୴܈ǵቲకނၗྍӣ
ԏຟӸϷೀ܌ǶՠٮᒤϦ࠻ǵᖄ๎ೀ܌٬Ҕ
܈ޣၗྍӣԏઠޣǴόӧԜज़Ƕ!
Ζǵᘝሺᓔǵᘝရ୍ܺȐᘝရࡼᔼǵᘝရᘶሺܺ
୍ȑǵტ۫ڀǶՠٮᒤϦ࠻ǵᖄ๎ೀ܌٬ҔǴό
բࣁᔼჴሞࠔϐҬܰǵᓯӸ܈ҢࠔޣǴόӧ
Ԝज़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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ΐǵࢥ܄ϯᏢނ፦ǵᛈԮྟОϐೡ፤ϷຟӸޣǶՠၭၗ
ǵၭᛰ܈ᕉნҔᛰೡ୧ҁ۬ჴӦᇡࣁ಄ӝ
Ӽӄ႖ᚆޣǴόӧԜज़Ƕ!
ΜǵᔍଣǵႝቹТȐࢀᄽǵܡឪȑǵຎ᠋ᄺୠǵᒵቹ
Ҟኞࢀǵႝηၯᔍǵၯǵނ༜ǵᐒఓ
ԄၯǵᄺǵߥសౚᓔǵଯᅟϻౚǵًؓᎯᎭ
૽ግǵೡύǵ႟୧ѱϷਓᓔǶՠًؓᎯᎭ
૽ግϷਓᓔҞޑ٣ЬᆅᐒᜢਡޣǴόӧԜज़Ƕ!
ΜǵᆸȐȑǵଚৎǵଚփȐ൴ȑǵଚ۫ǵᅿ
ڜଢ଼ૡ࠻ǵ࠻ǵ܄Ҭܰځ܈܌дᜪ՟ϐᔼ
܌ǶՠҞޑ٣ЬᆅᐒᜢᇡۓዴԖวྕࢨԣ
٬ҔǴ٠ुۓ٬Ҕय़ᑈǵ٬ҔచҹϷԖᜢᆢៈ٣
ޣǴόӧԜज़Ƕ!
ΜΒǵኴӦ݈य़ᑈຬၸίѳБϦЁϐȐ۫ȑ܈ኴӦ
݈य़ᑈຬၸϖԭѳБϦЁϐ१۫ȐаΠᙁᆀεࠠ
Ȑ۫ȑϷ१۫ȑǶ!
ΜΟǵኴӦ݈य़ᑈຬၸϖԭѳБϦЁϐچϷයǶ!
ΜѤǵኴӦ݈य़ᑈຬၸίѳБϦЁϐߎᑼϩЍᐒᄬǵ
౻چϷߞҔьϦљǶ!
ΜϖǵΓ܈ӝԋᠼᆢځ܈ύ໔ނϐᇙޣǶ!
ΜϤǵӝԋࢉځ܈ύ໔ނǵᚑ܈༡ϐᇙޣǶ!
ΜΎǵவ٣аᜒሇբౢᇙښᆒǵ୷ለǵᘗᘔለ܈Нౢ
ࠔуπᇙޣǶ!
ΜΖǵޥᇙޣǶ!
ΜΐǵતᙃࢉπǶ!
ΒΜǵጕǵᆅ܈Ҕᄾ฿ᓸߎۯឦޣǶ!
ΒΜǵߎឦ߄य़ೀǶ!
ΒΜΒǵၗૻҶ໕Ϸ࠻ϣӇǵ࠻ϣౚᜪၮǵ࠻
ϣᐒఓၯǵ࠻ϣูٽ༜ǵߥ଼ᓔǵ଼܊يǵ
଼୍ܺي܌ǵ࠻ϣᏹግǵናౚǵ࠻ϣᡏػ
܌ǵϿԃ୍ܺᐒᄬȐٮҶ໕ǵػϐ୍ܺࡼȑǵ
࠻ϣଯᅟϻౚግಞǵഄጺȐങȑǵ଼يҶ໕
ύЈǵऍዧيύЈ଼يҶ໕܌Ƕ!
!ಃΜΐచ!!!!ՐӻࡌᑐނϷβӦϐ٬Ҕ҂ຬၸచಃΒීǵಃΟීಃ
ϖҞ܈ಃΜΒීԿಃΜѤීϐज़ڋೕۓǴᆶ಄ӝచಃ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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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ҞՠਜǵಃѤීՠਜϷಃΐීՠਜೕޣۓǴள٩Πӈೕۓ٬
ҔǺ!
ǵёբࣁπቷȐሌኴߎႬуπନѦȑǵًؓߥᎦ܌ǵ
ᐒًঅǵीำً࠼ၮǵλ࠼ًચၛϐଶًǵ
ၮᒡଶًǵ࠼ၮଶًઠǵၮઠǵၭၗǵ
ၭᛰ܈ᕉნҔᛰೡ୧ޣǴज़ܭ٬Ҕࡌᑐނϐಃቫ
ϷӦΠቫǶ!
ΒǵёբࣁȐ۫ȑǵሌኴߎႬуπϐπቷǵ१
۫ϷऍऍᎳ୍ܺޣǴज़ܭ٬Ҕࡌᑐނϐಃቫǵ
ಃΒቫϷӦΠቫǶ!
ΟǵёբࣁچǵයǵߎᑼϩЍᐒᄬǵ౻چǵ
යޣǴᔈय़ᖏΜΒϦЁаၰၡǴҙፎϐኴ
ቫज़ܭಃቫԿಃΟቫϷӦΠቫǶ!
!!!!!!!!!!!Ӛී٬ҔᔈԖᐱҥϐрΕαǴ٬ҔӅӕрΕαᔈϦ
ε༺ϩ܌ԖΓϐӕཀǶ!
ಃΒΜచ!!!!εࠠ)۫*Ϸ१۫಄ӝΠӈచҹǴόڙಃΜΖచಃΜ
Βී٬Ҕय़ᑈϐज़ڋǺ!
ǵЬाрΕαय़ᖏΒΜϦЁаϐၰၡǶ!
ΒǵϐӦᗺՏࡌܭᑐނಃቫǵಃΒቫ܈ӦΠಃቫǶ!
ΟǵࡌᑐނᔈԾၰၡნࣚጕଏᕭၲϤϦЁаϐޜӦ)όх
ࡴӦΠ࠻*Ƕ!
ಃΒΜచ!!!!ࣁߦวԶჄۓǴόளࣁΠӈࡌᑐނϷβ
Ӧϐ٬ҔǺ!
ǵಃΒΜΟచԿಃΒΜϖచೕۓज़ڋϐࡌᑐϷ٬ҔǶ!
Βǵ٬ҔႝΚϷᡏᐯȐ٬ҔΚόхࡴޜፓǵ
ܜНᐒϷߕឦഢȑຬၸΜϖϰଭΚǵႝຬၸϤ
ΜʰȐߕឦഢᆶႝόளࢬҔܭբΚȑ܈բ
ቷ܊ϐኴӦ݈य़ᑈӝीຬၸΟԭѳБϦЁޣǶ!
ΟǵᔼΠӈ٣Ǻ!
ȐȑᇙᛈԮྟ܈ОᜪޣࠔނǶ!
ȐΒȑ٬ҔΌᬨǴځᅙௗးໆӧΟΜϦϲаϷ
ᓸᕭ܈ႝΚவ٣ౌϪߎឦπբޣǶ!
ȐΟȑᖻ⻡੩ځ܈дܰᐯ܄༟ጤᜪϐуǵуπ܈٬
ҔᒯᐒуπޣǶ!
ȐѤȑӑݨڇᏀ܈ᛤკҔᚑᇙ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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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ϖȑ٬ҔΚຬၸ႟ᗺΎϖʰϐቔᅊբޣǶ!
ȐϤȑ٬Ҕᡏ٥౷ለᅆқޣނǶ!
ȐΎȑମࣅځ܈дނ፦ࣅϐᇙޣǶ!
ȐΖȑЛԳᜪϐࢱᅗࢱࢉ܈ᅆқޣǶ!
Ȑΐȑ࿗ѲǵરǵාǵํǵЛϷځдӕᜪނ
ࠔϐࢥǵඕᒧǵࢱᅗ܈ᅆқޣǶ!
ȐΜȑ٬ҔΚӝीຬၸ႟ᗺΎϖʰவ٣ቸාǵᙌාǵ
ଆЛ܈ᇙᔫޣǶ!
ȐΜȑ٬ҔΚӝीຬၸΟᗺΎϖʰவ٣ߺϪЕբ
ޣǶ!
ȐΜΒȑ٬ҔΚᒯപ܈ଳᑃମǵفǵУ܈ᒙޣǶ!
ȐΜΟȑ٬ҔΚӝीຬၸΒᗺΒϖʰவ٣ࣴᑃᐒଳ
ᑃߎឦޣǶ!
ȐΜѤȑ٬ҔΚӝीຬၸΟᗺΎϖʰவ٣ዶ࿗
ނǵ۟ҡǵβࣳǵ౷ᕘǵߎឦ࣒ዟǵᑄґǵ
ഏౠᏔǵମᜪن܈ෘᜪޣǶ!
ȐΜϖȑྡሪǵᐒᇙྡሪ܈ЕࣅϐᇙޣǶ!
ȐΜϤȑ٬Ҕᅙᙷ᠗ϐߎឦуπޣǶՠӑ܌ڇϐႉ
ӷ᠗ǴόӧԜज़Ƕ!
ȐΜΎȑ٬ҔΚຬၸΟᗺΎϖʰவ٣ᑄґǵഏౠᏔǵ
ΓᑃҡǵڴᗙǵབྷౠᏔϐᇙ܈٬ҔΚ
ϐНݝуπޣǶ!
ȐΜΖȑ࣒ዟ܈ᐒᇙЛ࣒ዟᇙޣǶ!
ȐΜΐȑ٬ҔᐒᏔᗚϐᗝկޣǶ!
ѤǵᘝရࡼǵࡁނᡏกϯǶՠൂᐱᘶϷᡫ
ޣǴόӧԜज़Ƕ!
ϖǵቲకނຟӸǵೀǵᙯၮǵஓৌǶՠቲకނຟ
ӸҞޑ٣ЬᆅᐒᜢਡޣǴόӧԜज़Ƕ!
ϤǵϦӅӒᓀࠔނǵଯᓸᡏϷࢥ܄ϯᏢނ፦ϩးǵᓯ
ӸǶՠуݨȐȑઠߕϐӦΠݨȐȑኲǴόӧ
Ԝज़Ƕ!
Ύǵଭ൷ǵФǵԲǵϷৎ੬ްǶ!
Ζǵ٢ࠔπቷǵ୴ްޥǶ!
ΐǵβҡБၗྍ୴Ƕ!
Μǵᖻً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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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ǵᕉნҔᛰ༾ғނᇙᏊᇙǵᡨȐᇙȑଚǶ!
ಃΒΜΒచ!!!!ՐӻϷံಞǴࡌځᑐނନቫኴӦ݈य़
ᑈόளຬၸϖԭѳБϦЁѦǴ٠ᔈ಄ӝΠӈೕۓǺ!
ǵόளܭಃΜኴаϐኴቫǶ!
Βǵࡌᑐނय़ၰၡቨࡋᔈ಄ӝΠӈೕۓǺ!
ȐȑࡌܭᑐނಃϖቫǵಃϤቫޣǴځЬाрΕ
αᔈय़ᖏቨࡋΜϦЁаϐၰၡǶ!
ȐΒȑࡌܭᑐނಃΎቫԿಃΜቫޣǴځЬाрΕ
αᔈय़ᖏቨࡋΜΒϦЁаϐၰၡǶ!
!!!!!!!!!ҁԾݯచٯϦѲςਡϐံಞǴளᝩុࣁচٰ
ϐ٬ҔǶ!
ಃΒΜΟచ!!!!ΌᅿπаٮϦ্ᇸ༾ϐπቷϷځѸाߕឦࡼǵπ
วԖᜢࡼǵϦӅ୍ܺࡼϷϦҔ٣ࡼࣁज़Ǵ٠ό
ளࣁΠӈࡌᑐނϷβӦϐ٬ҔǺ!
ǵಃΒΜϤచೕۓज़ڋϐࡌᑐϷ٬ҔǶ!
ΒǵᔼΠӈ٣ϐπǺ!
ȐȑОᛰᜪǵႜᆅᜪǵෛለᡶᜪǵၸෛለᡶᜪǵ٥
ෛለᡶᜪǵԛෛለᡶᜪǵฮለᡶᜪǵᕗǵه
ᕗǵ౷ϯᕗǵߎឦႇǵߎឦ໊ǵߎឦᗔǵၸ਼
ϯణǵၸ਼ϯႇǵၸ਼ϯ໊ǵၸ਼ϯ᎕ǵၸ਼
ϯ✉ǵၸ਼ϯΒशҘㄽǵΒ౷ϯᅹǵҘᎇǵ
ΌᎇǵΌ⾸ǵधښለǵधښለᡶᜪǵᎉለᡶᜪǵ
ၸᎉለᡶᜪǵฮϯᠼᆢǵशǵҘशǵΒҘशǵ
ฮ୷शǵΟฮ୷शǵΟฮ୷Ҙशǵ݊ݨϐᇙ
ޣǶ!
ȐΒȑОਮǵᖻ⻡੩ϷځдฮϯᠼᆢᇙࠔϐᇙޣǶ!
ȐΟȑ٬ҔྋᏊᇙᐎጤޱ܈ࠔނ३ޣݨǶ!
ȐѤȑ٬ҔྋᏊ܈ଳᔿݨᇙкҜરѲ܈ٛНરѲޣǶ!
Ȑϖȑྡࣅ܈ᇙޣǶ!
ȐϤȑᓸᕭґථ܈నϯҡݨϐᇙޣǶ!
ȐΎȑଯᓸᡏϐᇙǵᓯӸޣǶՠ਼ǵේǵොǵਾǵ
Β਼ϯᅹϐᇙᆶଯᓸᡏϐషӝǵϩးϷঊ
ᓯՉࣁǴҞޑ٣ЬᆅᐒᜢਡޣǴόӧԜ
ज़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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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Ζȑෛǵྜྷǵ࿚ǵ౷ᕘǵෛϯ౷ǵࢧణለǵᡶለǵ
ฮለǵ౷ለǵᕗለǵణ਼ϯ໊ǵణ਼ϯႇǵ
Нǵᅹለႇǵᅹለ໊ǵપ㿳ǵᅆқણǵ٥ฮለ
ႏǵ٥౷ለᡶᜪǵ౷ϯ౷ለᡶᜪǵႇϯӝނǵ
ϯӝނǵႉϯӝނǵልϯӝނǵ᎕ϯӝނǵ
⋸ϯӝނǵΟෛҘ₧ǵѤෛϯᅹǵҘ⾺ǵЧ✉ǵ
ᕭНΌ㿲ǵങᓜિᕘǵለሓǵҡᅹለǵӼ৲३
ለǵᚌለǵΌㄽशሓȐữȑǵӝԋٛᆭᏊǵၭ
ᛰϐፓଛуπϩးǵၭᛰπભচᡏϐӝԋఠ
ᏊǵྐႵᏊǵᕉნፁғҔᛰǵᎉ౷ለႇǵᕗ
Ҙ୷⇌ǵࣅᆒϷځдࢥ܄ϯᏢނ፦ϐᇙ
ޣǶՠғނၭᛰǵғނᇙᏊϷ༾ғނᇙᏊа
ғࣁނЬᡏϐวሇౢނϐᇙޣǴόӧԜज़Ƕ!
Ȑΐȑݨǵિݨ܈િϐᇙޣǶՠ१Ҕ܈ݨિϐᇙ
ޣϷځдݨǵિݨ܈િаᄞଛǵᠳǵషӝ
ᇙำϐᇙޣǴόӧԜज़Ƕ!
ȐΜȑஓৌǶ!
ȐΜȑ౷ϯݨጤ܈ё༟ᏊϐᇙޣǶ!
ȐΜΒȑᇙરዀϷરޣǶ!
ȐΜΟȑᇙॠǵᇙጤǵЛҜ܈ମϐᆒᇙޣǶ!
ȐΜѤȑᛅߙϐᆒྡྷޣǶ!
ȐΜϖȑаనϯᛅߙǵྡ࢙ݨǵЕขݨǵҡݨᇃᚖౢ
ނϐූ෦ࣁচϐࠔނᇙޣǶ!
ȐΜϤȑႝҔࣅનϐᇙޣǶ!
ȐΜΎȑНݝǵҡᆯǵҡԪ܈ႝҡϐᇙޣǶ!
ȐΜΖȑҡා௦܈аҡාࣁЬाচϐуπǶ!
ȐΜΐȑᙻǵᙿǵႉႝԣᇙπǶՠᙻణǵ᎖ణ
ႝԣϐᇙπǴόӧԜज़Ƕ!
ȐΒΜȑልǵ៓ᜪϐྡྷᇙޣǶ!
ȐΒΜȑܫ܄πȐܫ܄ϡનϩးǵᇙǵೀ
ȑǵচηૈπǶ!
ȐΒΜΒȑаচࣁݨচϐྡྷᇙπǶ!
ȐΒΜΟȑҡݨϯᏢ୷ҁচϐᇙπǴхࡴΌǵ
ЧǵǵΒǵޱ३₩୷ҁচ
ϐᇙπ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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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ΒΜѤȑаҡݨϯᏢ୷ҁচǴౢᇙύ໔চ܈ౢ
ࠔϐπǶ!
ȐΒΜϖȑаྡࣁচྡྷᇙขࣅϐπǶ!
ȐΒΜϤȑҗᆫӝϸᔈᇙᐋિǵ༟ጤǵᐎጤౢࠔ
ϐπǶՠคᆫӝϸᔈޣǴόӧԜज़Ƕ!
ΟǵීٮಃҞǵಃΒҞǵಃϤҞϷಃΎҞೕۓϐނ
ࠔǵёᐯ܄ґථ܈ႝҡೀޣǶ!
ಃΒΜѤచ!!!!చ܌ᆀπቷѸाߕឦࡼǵπวԖᜢࡼǴࡰΠ
ӈࡼǺ!
ǵπቷѸाߕឦࡼǺ!
Ȑȑࣴวǵቶǵ௲ػှᇥǵჴբᡏᡍϷ୍ܺᒤϦ
࠻Ȑ܌ȑǶ!
ȐΒȑঊǵғౢჴᡍ࠻ǵ૽ግް܊ϷᕉნߥៈࡼǶ!
ȐΟȑπൂيஎްϷπᓓǶ!
ȐѤȑځдҁ۬ਡᆶவ٣ᇙǵуπ܈অ୍
πቷԖᜢౢࠔ܈চϐວ፤ǵрα୍ځ܈
дѸाϐߕឦࡼǶ!
ΒǵπวԖᜢࡼǺ!
ȐȑԖጕǵคጕϷፁࢃቶኞႝຎ٣Ƕ!
ȐΒȑᕉნᔠᡍෳۓǶ!
ȐΟȑࢥ୍ܺǶ!
ȐѤȑኴӦ݈ᕴय़ᑈຬၸΟԭѳБϦЁϐεࠠࢱՊǶ!
ȐϖȑቲకނӣԏǵຟӸǵϩᜪǵᙯၮϷߕځឦ
ࡼǶ!
ȐϤȑᔼϐࡼπᐒڀϷᓯܫࡼǶ!
ȐΎȑঊᓯ࣬ᜢࡼȐ፤ନѦȑǶ!
ȐΖȑհএޜፓπำǶ!
ȐΐȑᐒఓഢચၛǶ!
ȐΜȑπౢࠔҢ୍ܺǶ!
ȐΜȑௗᒵॣπբ࠻Ƕ!
ȐΜΒȑႝቹǵႝຎϷวՉǶ!
ȐΜΟȑϦӅӒᓀࠔނǵనϯҡݨϷځдёᐯ܄ଯ
ᓸᡏϐᏔᓯӸࡼǶ!
ȐΜѤȑًؓၮᒡଶًϷߕځឦࡼǶ!
ȐΜϖȑᐒًǵًؓϷᐒఓঅ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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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ΜϤȑගٮౢബཀǵࣴزวǵीǵᔠᡍǵෳ
၂ǵࠔ፦ᆅǵࢬำׯ๓ǵᇙำׯ๓ǵԾ
ϯǵႝηϯǵၗྍӆճҔǵԦࢉٛݯǵᕉნ
ߥៈǵమዅғౢǵૈྍᆅǵബᆅ
ߐ୍ܺೌמϐ୍ܺೌמǶ!
ȐΜΎȑਡۓϐҾᔼၮᕴϷ࣬ځᜢࡼǶ!
ȐΜΖȑҁ۬ਡϐᙍ૽ግǵബᇶᏤǵඳᢀᆢ
ៈϷځдπวԖᜢࡼǶ!
!!!!ӚීϐࡼǴᔈҁ۬ਡࡕǴۈளࡌᑐǹቚࡌϷ
ᡂ׳٬ҔਔǴҭӕǶ!
ಃΒΜϖచ!!!!ಃΒΜΟచ܌ᆀϦӅ୍ܺࡼϷϦҔ٣ࡼǴࡰΠӈ
ࡼǺ!
ǵჸϷٛᐒᄬǶ!
Βǵᡂႝ܌ǵᒡႝጕၡ៓༣ȐೱௗઠȑϷځᆅၡǶ!
ΟǵԾٰН܈ΠНၰܜНઠǶ!
ѤǵԾٰНೀȐቷȑ܈ଛНࡼǶ!
ϖǵྡǵϺฅуȐȑᓸઠǶ!
ϤǵуݨઠǵనϯҡًؓݨуઠǶ!
ΎǵႝߞࡼǶ!
ΖǵቲకނϷቲȐԦȑНೀࡼ܈กϯǶ!
ΐǵβҡБၗྍ୴ೀǶ!
Μǵᙴᕍߥ଼ࡼǺࡰΠӈᙴᕍߥ଼ࡼǴЪځ٬Ҕβ
Ӧᕴय़ᑈόளຬၸ၀πᕴय़ᑈԭϩϐϖޣǺ!
ȐȑᙴᕍᐒᄬǶ!
ȐΒȑៈᐒᄬǶ!
ΜǵޗᅽճࡼǺ!
ȐȑูٽϷϿԃᅽճᐒᄬȐԎᓻύЈǵԐයᕍػ
ᐒᄬȑǵูٽፐࡕྣ୍៝ܺύЈǶ!
ȐΒȑԴΓߏයྣ៝ᐒᄬȐߏයྣៈࠠǵᎦៈࠠϷ
Ѩඵྣ៝ࠠȑǶ!
ȐΟȑيЈምᛖᅽճᐒᄬǶ!
ΜΒǵѴٽ༜Ƕ!
ΜΟǵແֽǶ!
ΜѤǵًؓᎯᎭ૽ግǶ!
Μϖǵ࠼ၮઠϷߕځឦࡼ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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ΜϤǵے௲ࡼǺࡌځᑐނᕴኴӦ݈य़ᑈόளຬၸϖԭ
ѳБϦЁǶ!
ΜΎǵႝ࣬ᜢϐᆢঅϷ୍ܺځೀ܌Ƕ!
ΜΖǵӆғૈྍวႝഢϷځᒡᡂႝ࣬ᜢࡼȐό֖ݡ
วႝȑǶ!
Μΐǵځдҁ۬ਡϐѸाϦӅ୍ܺࡼϷϦҔ٣Ƕ!
!!!!ϐӚීࡼǴᔈҁ۬ਡࡕǴۈளࡌᑐǹቚࡌϷ
ᡂ׳٬ҔਔǴҭӕǶ!
ҁ۬ள٩ᏵӦБჴሞݩǴჹܭಃӚීϐ٬Ҕಒ
Ҟǵ٬Ҕय़ᑈǵ٬Ҕచҹǵᆅᆢៈ٣Ϸ໒วက୍Ǵܭ
ಒीฝਜբѸाϐೕۓǶ!
ಃϐӚීࡼϐ٬ҔβӦᕴय़ᑈǴόளຬၸ၀π
ᕴय़ᑈԭϩϐΒΜǶ!
ಃΒΜϤచ!!!!ҘᅿπаٮᇸπϷคϦӅӒᓀϐख़πࣁЬǴό
ளࣁΠӈࡌᑐނϷβӦϐ٬ҔǶՠಃΒΜѤచಃϷಃΒ
ΜϖచಃϐӚීࡼǴόӧԜज़Ǻ!
ǵྡྷݨπǺаচࣁݨচϐᇙπǶ!
Βǵܫ܄πǺх֖ܫ܄ϡનϩးǵᇙϷೀπ
Ƕ!
ΟǵܰᛈނᇙᓯӸǺхࡴࣆᛰǵᛈԮǵฮϯාǵฮ
ϯҒݨϷځдᛈࣆ܄ᜪπǶ!
ѤǵనϯҡݨᇙϩးǶ!
!!!!!!!!!!!!!!ҘᅿπϣಃΒΜѤచಃϷಃΒΜϖచಃ
ϐӚීࡼޣǴځ٬Ҕᔈ಄ӝచಃΒԿಃѤϐೕۓǶ!
ಃΒΜΎచ!!!!ᅿπᔈаΠӈᅿπǵϦӅ୍ܺࡼϷϦҔ٣
ࡼϐ٬Ҕࣁज़ǶՠᆶᅿπԖᜢϐᒤϦ࠻ǵঊǵ
୧ࡼǵғౢჴᡍ࠻ǵ૽ግް܊ǵᕉნߥៈࡼǵൂيπ
எްǵπᓓϷځдҁ۬ਡϐѸाߕឦࡼޣǴόӧ
Ԝज़Ǻ!
ǵҘᅿπज़ڋ٠ҁ۬ਡϐπǶ!
Βǵځдҁ۬ࡰۓϐᅿচϷځᇙࠔϐᓯᙒ܈ೀ
ϐ٬ҔǶ!
ΟǵϦӅ୍ܺࡼϷϦҔ٣ࡼǺ!
Ȑȑᡂႝ܌ǵᒡႝጕၡ៓༣ȐೱௗઠȑϷځᆅၡǶ!
ȐΒȑႝ࣬ᜢϐᆢঅϷ୍ܺځೀ܌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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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ΟȑႝߞࡼǶ!
ȐѤȑԾٰНࡼǶ!
ȐϖȑྡǵϺฅуȐȑᓸઠǶ!
ȐϤȑӆғૈྍวႝഢϷځᒡᡂႝ࣬ᜢࡼȐό֖
ݡวႝȑǶ!
ȐΎȑځдҁ۬ਡϐѸाϦӅ୍ܺࡼϷϦҔ٣
ࡼǶ!
!!!!ᆶᅿπԖᜢϐӚࡼǴᔈҁ۬ਡࡕǴۈ
ளࡌᑐǹቚࡌϷᡂ׳٬ҔਔǴҭӕǶ!
ಃΒΜΖచ!!!!႟ࢃπᔈаΠӈࡼࣁज़Ǻ!
ǵӝݤฦǵคԦࢉ܄ǴڀԖ࣬ೕኳЪᎂቷόܰϐ
πቷǶ!
ΒǵීߕឦϐᒤϦ࠻ǵ୧ࡼǵঊǵғౢჴᡍ࠻ǵ
૽ግް܊ǵᕉნߥៈࡼǵൂيπஎްǵπᓓ
Ϸځдҁ۬ਡϐѸाߕឦࡼǶ!
Οǵًؓၮᒡଶًǵ࠼ၮઠǵᐒًǵًؓϷᐒఓ
অᆶᓯଛၮᒡࢬނϷߕځឦࡼǶՠځ٬
ҔβӦᕴय़ᑈόளຬၸ၀႟ࢃπβӦᕴय़ᑈϐ
ԭϩϐѤΜǶ!
คԦࢉ܄ϐπቷǴࡰπቷ௨ܫϐቲНǵቲǵᏓॣ
ϷځдϦ্֡಄ӝԖᜢᆅڋྗೕۓǴЪځ٬ҔόхࡴΠӈ
Ӓᓀ܄ϐπǺ!
ǵྡϷܰᐯ܄నᡏᇙǶ!
Βǵቃࢥ܄πǺхࡴၭᛰǵቃࢥ܄ఠᙝᏊǵྐႵᏊᇙ
Ƕ!
Οǵܫ܄πǺхࡴܫ܄ϡનϩးǵᇙǵೀπ
ϷচηૈπǶ!
ѤǵܰᛈނᇙᓯӸǺхࡴࣆᛰǵᛈԮǵฮϯාǵฮ
ϯҒݨϷځдᛈࣆ܄ᜪπǶ!
ϖǵख़ϯᏢࠔᇙǵፓکǵхးǶ!
ಃΒΜΐచ!!!!٩ౢബཥచٯǵচዛᓰၗచߦ܈ٯౢϲભచٯ
ೕۓጓۓ໒วϐπϣࡌᑐނϷβӦϐ٬ҔǴள٩ځԖᜢ
ݤзೕۓᒤǴόڙಃΒΜΟచԿಃΒΜΎచϐज़ڋǶ!
ಃΟΜచ!!!!Չࡹа۬ࡹٮᐒᜢǵԾݯიᡏǵΓ҇იᡏǵइࡌ܄ۺᑐ
ނϷځдϦሡाϐࡌᑐނ٬Ҕࣁज़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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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Μచ!!!!Ў௲ٮΠӈϐ٬ҔǺ!
ǵ᛬ೌᓔǵറނᓔǵޗ௲ᓔǵკਜᓔǵࣽᏢᓔǵइۺ
ࡌ܄ᑐނϷߕځឦࡼǶ!
ΒǵᏢਠǶ!
Οǵᡏػ܌ǵ܌Ƕ!
ѤǵځдᆶЎ௲Ԗᜢϐࡌᑐ܈ނࡼǶ!
ಃΟΜΒచ!!!!ᡏػၮٮΠӈϐ٬ҔǺ!
ǵണрၮӜΓᓔǵၮറނᓔϷइࡌ܄ۺᑐނǶ!
Βǵၮ૽ግࡼǶ!
ΟǵၮࡼǶ!
Ѥǵ୯҇ၮύЈǶ!
ϖǵၮᏔ୧۫Ƕ!
Ϥǵ१۫Ƕ!
Ύǵځдᆶᡏػၮ࣬ᜢǴҁ۬ਡޣǶ!
ಃΟΜΟచ!!!!॥ඳࣁߥػϷ໒วԾฅ॥ඳԶჄۓǴаٮΠӈϐ٬Ҕ
ࣁज़Ǻ!
ǵՐӻǶ!
ΒǵےઐϷے௲ࡌᑐǶ!
Οǵ܌ࡑܕǶ!
ѤǵਓᓔǶ!
ϖǵ१۫Ƕ!
ϤǵॿǶ!
ΎǵၯࡼǶ!
ΖǵၭϷၭࡌᑐǶ!
ΐǵइࡌ܄ۺᑐނǶ!
ΜǵЊѦౚᜪၮǵၮ૽ግࡼǶ!
!!!!!!!!!!!!٬ҔϐࡌᑐނǴ่ځᄬǵࠠǵՅறǵՏᔈคᛖܭ
ඳᢀǹҁ۬ਡځ٬ҔǴᔈӕԖᜢᐒᜢቩ٠җ໒ว
ёہቩ೯ၸǶ!
!!!!!!!!!!!!ቩբǵᆅᆢៈϷ໒วက୍ǴܭಒीฝुϐǶ!
ಃΟΜѤచ!!!!ߥӸٮΠӈϐ٬ҔǺ!
ǵӜയђᙬǶ!
ΒǵڀԖᐕўǵЎϯǵइ܄ۺǵ᛬ೌࣽ܈Ꮲሽॶϐࡌᑐ
ނϷځᕉნඳᢀǶ!
Οǵځдҁ۬ᇡۓϐਸඳᢀ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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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Μϖచ!!!!ߥៈࣁ୯βߥӼǵНβߥǵᆢៈϺฅၗྍᆶߥៈғ
ᄊᕉნǴҁ۬ਡளٮΠӈϐ٬ҔǺ!
ǵ୯ٛ܌ሡϐӚᅿࡼǶ!
ΒǵፁǵߥӼǵߥٛǵٛࡼǶ!
Οǵᖏਔ܄ၯᏨϷ៛ᔼ܌ሡϐࡼǶ!
ѤǵϦҔ٣ǵޗᅽճ٣܌Ѹሡϐࡼǵӆғૈྍ
วႝഢϷځᒡᡂႝ࣬ᜢࡼǶ!
ϖǵ௦ϐѸाߕឦࡼǺႝΚഢǵᒡଌഢϷҬ೯
ၮᒡࡼǶ!
ϤǵβҡБၗྍ୴ೀǶ!
ΎǵቲకނၗྍӣԏǵຟӸϷߕځឦࡼǶ!
ΖǵН፦ృϯೀࡼϷߕځឦࡼǶ!
ΐǵ݅ϷНβߥࡼǶ!
ΜǵࣁߥៈϣӦǵӦࣁ܌ނϐπำǶ!
Μǵًؓၮᒡ܌ሡϐଶًǵ࠼ၮઠϷځѸሡϐ
ߕឦࡼǶ!
ΜΒǵӒᓀࠔނϷଯᓸᡏᓯᙒǵϩးǶ!
ΜΟǵҶ໕ၭࡼǶ!
ΜѤǵၭӆғ࣬ᜢࡼǶ!
ߥៈϣচԖӝࡌݤᑐܨނନࡕϐཥࡌǵࡌׯǵቚࡌǴ
ନӽቴǵ௲ǵےઐܭѱीฝਜೕۓѦǴᔈ಄ӝΠӈೕۓǺ!
ǵࡌࡕϐᛞଯόளຬၸΜᗺϖϦЁ٠аΟቫࣁज़Ǵ
ࡌጨനଯаԭϩϐϤΜࣁज़Ƕ!
Βǵࡌᑐނനε୷ቫय़ᑈόளຬၸԭϤΜϖѳБϦ
ЁǴࡌᑐᕴኴӦ݈य़ᑈόளຬၸѤԭΐΜϖѳБϦ
ЁǶ!
ΟǵβӦϷࡌᑐނନۚٮՐ٬ҔϷࡌᑐނϐಃቫளբ
λࠠ۫Ϸ१۫ѦǴόளၴϸߥៈԖᜢβӦ٬
ҔϩϐೕۓǶ!
ѱीฝวѲჴࡼǴচԖ٩ݤჴሞٮၭբǵᎦǵ੬
ށғౢЪ҂ଶЗځ٬ҔޣǴளྗҔၭ࣬ᜢೕۓϷచҹǴ
ҙፎࡌᑐၭްϷၭౢᎍѸाࡼǶՠ٩ೕۓᒤҶહǵҶ
ᎦǵଶᎦ܈ԖόёלΚ٣җǴԶ҂ჴሞٮၭբǵᎦǵ੬
ށ٬ҔޣǴຎࣁ҂ଶЗځ٬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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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ѤීࡼϐҙፎǴҁ۬ܭᒤቩਔǴᔈ٩Ᏽ
ӦБჴሞݩǴჹځܭ٬Ҕय़ᑈǵ٬ҔచҹϷԖᜢᆅᆢៈ
٣բѸाϐೕۓǶ!
ಃΟΜϤచ!!!!ߥៈϣϐβӦǴЗΠӈՉࣁǶՠӢచಃಃѤ
ී܌ӈӚҞࡼ܌ѸሡǴ٠ԖᜢЬᆅᐒᜢਡޣǴόӧԜ
ज़Ǻ!
ǵࣶҵԮЕǶՠύѧҞޑ٣Ьᆅᐒᜢ܈ҁ۬ਡ
ϐ໔ҵǴόӧԜज़Ƕ!
ΒǵઇᚯӦׯ܈ᡂӦᇮǶ!
Οǵઇᚯ܈ԦࢉНྍǵ༞ࢨྍׯ܈ᡂНၡϷ༤শԣ༠ǵ
ݡᐛǶ!
Ѥǵ௦ڗβҡǶՠύѧҞޑ٣Ьᆅᐒᜢ܈ҁ۬ਡ
ޣǴόӧԜज़Ƕ!
ϖǵก྄ԮǵЕǵǵǶ!
Ϥǵ྄ཞӜയǵђᙬϷўᙬǶ!
ಃΟΜΎచ!!!!ၭࣁߥၭғౢԶჄۓǴନߥၭғౢϷҁԾ
ݯచٯќԖೕޣۓѦǴளҙፎΠӈ٬ҔǺ!
ǵࡌᑐၭްǶ!
ΒǵၭࡼǶ!
Οǵၭӆғ࣬ᜢϦӅࡼǶ!
ҙፎࡌᑐၭްᔈ಄ӝΠӈೕۓǺ!
ǵᑫࡌၭްϐҙፎΓᔈ಄ӝၭҔӦᑫࡌၭްᒤݤೕ
ۓǶ!
ΒǵଯࡋόளຬၸѤቫ܈ΜѤϦЁǴࡌᑐय़ᑈόளຬၸ
ҙፎࡌᑐၭްϐ၀ےၭҔӦय़ᑈԭϩϐΜǴࡌᑐ
ᕴኴӦ݈य़ᑈόளຬၸϤԭϤΜѳБϦЁǴᆶѱ
ीฝၰၡნࣚጕϐຯᚆǴନӝݤၭްҙፎҥᡏቚࡌ
ѦǴόளλܭΖϦЁǶ!
ΟǵၭҔӦςҙፎࡌᑐޣȐԭϩϐΜၭްय़ᑈϷԭϩ
ϐΐΜϐၭҔӦȑǴҁ۬ѱวֽܭӦᝤ
ᛤკՅҢޣǴόፕ၀ԭϩϐΐΜၭҔӦࢂ
ցϩപǴ֡όளӆՉҙፎࡌᑐၭްǶ!
ѤǵၭްόளᏰԾᡂ׳٬ҔǶ!
ಃۓ܌ၭࡼϐҞϷځሡҗҁ۬ၭֽ
ᇡۓǴ٠٩ၭวచٯϷ࣬ځᜢݤзೕۓᒤǴЪόள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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Ծᡂ׳٬ҔǹၭౢᎍѸाࡼϐࡌጨόளຬၸԭϩϐϤ
ΜǴҶ໕ၭࡼϐࡌጨόளຬၸԭϩϐΒΜǶ!
ၭౢᎍѸाࡼǴόளۚٮՐǵπቷϷځдߚၭౢ
ᎍ٬ҔǶ!
ၭްǵၭౢᎍѸाࡼϷҶ໕ၭࡼǴࡌځጨᔈ
ӝٳीᆉǴόளຬၸԭϩϐϤΜǶ!
ಃΟΜΖచ!!!!ၭନѱीฝਜќԖೕۓѦǴҁ۬ளਡࣁΠӈϐ
٬ҔǺ!
ǵϦҔ٣ࡼǶ!
ΒǵβҡБၗྍ୴ೀǶ!
ΟǵቲకނၗྍӣԏǵຟӸǶ!
ѤǵًؓၮᒡଶًȐઠȑǵ࠼ၮઠᆶߕځឦࡼǶ!
ϖǵًؓᎯᎭ૽ግǶ!
Ϥǵޗᅽճ٣ࡼǶ!
ΎǵѴٽ༜ǶՠҞޑ٣ЬᆅᐒᜢਡǴளঋٮ୯҇
λᏢูٽፐࡕྣ୍៝ܺ٬ҔǶ!
ΖǵуݨȐȑઠȐً֖ؓǵᐒًۓයᔠᡍϷжᔠࡼȑǶ!
ΐǵనϯҡݨᓯӸǶ!
Μǵय़ᑈ႟ᗺΟϦഘаΠϐၮϷၮᓔࡼǶ!
Μǵࡹ۬ख़εࡌीฝ܌ሡϐᖏਔ܄ࡼǶ!
ਡϐӚࡼǴόளᏰԾᡂ׳٬ҔǴ٠ᔈ٩ၭ
วచٯಃΜΒచೕۓᒤǶ!
ಃಃϤීԿಃΖීϐࡼǴࡌځጨόளຬၸԭϩ
ϐѤΜǶ!
ಃࡼϐ٬Ҕय़ᑈǵ٬ҔచҹϷᆅᆢៈ٣җҁ
۬ќۓϐǶ!
ಃΟΜΐచ!!!!ࢦᎃၭϐࡌᑐ୷ӦǴคݤаځд࣬ᎃβӦբࣁد
೯ၡೱௗࡌᑐጕޣǴளҁ۬ਡаၭβӦբࣁد೯
ၡ٬ҔǶ!
!!!!!!!!!!!!!!د೯ၡϐՏǵߏࡋǵቨࡋϷ٬Ҕచҹ٣
Ǵ٩ࡌᑐ࣬ᜢݤೕೕۓᒤǶ!
ಃѤΜచ!!!!!!ၭβӦӧѱीฝวѲςࣁࡌӦҞǵጓࣁۓёٮ
ᑫࡌՐӻ٬ҔϐࡌᑐҔӦ܈ςࡌᑐۚٮՐ٬Ҕϐӝࡌݤᑐ୷ނ
ӦޣǴࡌځᑐނϷ٬ҔǴᔈ٩Πӈೕۓᒤ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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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ࡌᑐނᛞଯόளຬၸΜѤϦЁǴ٠аѤቫࣁज़Ǵࡌ
ጨόளຬၸԭϩϐϤΜǴᑈόளຬၸԭϩϐ
ԭΖΜǶ!
ΒǵβӦϷࡌᑐނନբۚՐ٬ҔϷࡌᑐނϐಃቫளբ
ኴӦ݈य़ᑈϖԭѳБϦЁаΠϐ۫ǵኴӦ݈य़ᑈ
ΟԭѳБϦЁаΠϐ१۫ǵၭᛰ܈ၭᐒఓഢ
ϐ႟୧ᆶᙁܰᆢঅѦǴόளၴϸಃΟΜΖచϷಃΟ
ΜΐచϐೕۓǶ!
ΟǵচԖࡌᑐނຬၸಃීೕޣۓǴள൩ӦঅࡌǶׯ
ࡌǵቚࡌܨ܈ନࡕཥࡌޣǴᔈ٩ಃීϐೕۓǶ!
ಃѤΜచ!!!!ႝߞҔࣁߦႝߞ٣ϐวԶჄۓǴளࣁΠӈϐ
٬ҔǺ!
ǵᔼႝߞ٣܌ሡࡼǺ!
Ȑȑᐒ܊ǵᔼǵᒤϦ࠻ǵǵঊǵϺጕǵ
ҢύЈǵጕၡύЈϷΚ࠻ȐႝΚ࠻ȑǶ!
ȐΒȑፁࢃႝᆵǵԾҥԄϺጕ୷Ӧǵੇᢑฦഌǵ୷
Ӧᆵǵႝߞᙯኞઠǵ౽Ԅًܦᐒ܊ϷځдѸ
ाࡼǶ!
ΒǵႝߞѸाߕឦࡼǺ!
ȐȑࣴวǵჴᡍǵቶǵᔠᡍϷᔼၮᒤϦ࠻Ƕ!
ȐΒȑ௲Ꮲǵ૽ግǵჴಞް܊Ȑ܌ȑϷᏢஎްǶ!
ȐΟȑπԎػύЈǵπѴٽ༜ǵπፐᇶǵ
πᓓǵπᅽճޗǵπ܌ࡑܕϷπᙴ୍
܌Ȑ࠻ȑǶ!
ȐѤȑځдҁ۬ਡϐѸाࡼǶ!
ΟǵᆶႝߞၮҔวԖᜢࡼǺ!
Ȑȑᆛၡуॶ୍ܺǶ!
ȐΒȑԖጕǵคጕϷႝတၗૻǶ!
ȐΟȑၗೀ୍ܺǶ!
Ѥǵᆶႝߞ୍ᔼԖᜢࡼǺ!
Ȑȑႝηၗૻٮᔈ୍ܺǶ!
ȐΒȑႝߞᏔ႟୧Ƕ!
ȐΟȑႝߞπำǶ!
ȐѤȑߎᑼࢴᎫᐒᄬ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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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ǵǵᒤϦࡼǺхࡴߎᑼߥᓀǵץวǵ
႟୧ǵၮ୍ܺǵᓓǵᒤϦ
εኴǶ!
!!!!!!!!!!!!!!ಃϖීϐࡼǴаѱीฝਜၩܴࣁޣज़Ǵځ٬Ҕ
ϐᕴኴӦ݈य़ᑈǴόளຬၸ၀ႝߞҔᕴኴӦ݈य़ᑈϐΒ
ϩϐǶ!
ಃѤΜΒచ!!!!ѱीฝวѲჴࡼࡕǴځβӦচԖࡌᑐނόӝ٬Ҕϩ
ೕޣۓǴନҁ۬ځڮᡂ׳٬Ҕ܈ᎂ౽ޣѦǴளᝩុࣁচ
Ԗϐ٬ҔǶՠόளቚࡌǵࡌׯǵቚуഢ܈ᡂځࣁ׳дό಄
ೕۓϐ٬ҔǶ!
ಃѤΜΟచ!!!!Ӛ٬ҔϩϐࡌጨନҁԾݯచٯќԖೕޣۓѦǴόள
ຬၸΠӈೕۓǺ!
ǵՐӻǺԭϩϐϤΜǶ!
ΒǵǺԭϩϐΖΜǶ!
ΟǵπǺԭϩϐΎΜǶ!
ѤǵՉࡹǺԭϩϐϤΜǶ!
ϖǵЎ௲ǺԭϩϐϤΜǶ!
ϤǵᡏػၮǺԭϩϐϤΜǶ!
Ύǵ॥ඳǺԭϩϐΒΜǶ!
ΖǵߥៈǺԭϩϐΜǶ!
ΐǵၭǺԭϩϐΜǶ!
ΜǵߥӸǺԭϩϐϤΜǶՠђᙬߥӸϣচԖࡌᑐނ
ςຬၸޣǴόӧԜज़Ƕ!
ΜǵًઠҔǺԭϩϐΎΜǶ!
ΜΒǵуݨȐȑઠҔǺԭϩϐѤΜǶ!
ΜΟǵແࡹǵႝߞǵᡂႝ܌ҔǺԭϩϐϤΜǶ!
ΜѤǵෝ୵ҔǺԭϩϐΎΜǶ!
ΜϖǵᙴᕍҔǺԭϩϐϤΜǶ!
ΜϤǵ៛ᔼǺԭϩϐϖǶ!
ΜΎǵߙԃࢲύЈǺԭϩϐΒΜǶ!
ΜΖǵਓᓔǺԭϩϐϤΜǶ!
ΜΐǵঊǺԭϩϐΎΜǶ!!!!!
ΒΜǵᅕҔǵၭҔǺԭϩϐϤΜǶ!
ΒΜǵӆғૈྍ࣬ᜢࡼҔǺԭϩϐΎΜǶ!
ΒΜΒǵځд٬ҔϩǺ٩ѱीฝਜೕۓ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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Ӛ٬ҔϩϐࡌጨǴѱीฝਜԖၨᝄϐೕۓ
ޣǴவځೕۓǶ!
ಃѤΜѤచ!!!!Ӛ٬ҔϩϣǴਡϐӆғૈྍวႝഢϷځᒡ
ᡂႝ࣬ᜢࡼǴࡌځጨ٩చಃಃΒΜීϐೕۓǴ
όڙ၀ϩࡌጨೕۓϐज़ڋǶ!
ಃѤΜϖచ!!!!ࣁ٬βӦӝ٬ҔǴᔈ٩ΠӈೕۓǴܭѱीฝਜϣु
ۓᑈᆅڋೕۓǺ!
ǵՐӻϷǴᔈ٩ीฝયΓαǵۚՐஏࡋǵ
Γѳ֡ۚՐኴӦ݈य़ᑈϷϦӅࡼ୍ܺНྗǴु
ۓѳ֡ᑈǴ٠٩ځीฝ܄ǵՏǵय़ᖏၰၡ
ቨࡋǵᎃ߈ϦӅࡼϐଛǵӦӦ፦ǵว
ݩϷज़ڋǴϩձुۓόӕϐᑈᆅڋǶ!
Βǵځд٬ҔϩǴᔈຎჴሞวሡाϷϦӅࡼ
୍ܺНྗुۓǶ!
ΟǵჴࡼᑈᆅڋǴ಄ӝ٬ҔϩϐӝࡌݤᑐނǴ
ࡌׯਔځᑈೕۓᆶࡌᑐނᆅ٣ەǴᔈຎჴሞว
ሡाϷϦӅࡼ୍ܺНྗԶुۓǶ!
ಃѤΜϤచ!!!!Ӛ٬ҔϩϐᑈǴ٩ѱीฝਜύ܌ၩೕۓǹ҂ၩ
ܴޣǴځᑈȐаΠᙁᆀۓݤᑈȑόளຬၸߕ߄ϐ
ೕۓǶ!
ಃѤΜΎచ!!!!ӚβӦ٬Ҕϩନ٩ҁݤಃΖΜΟచϐೕۓё౽Ε
ᑈѦǴۓݤܭᑈቚуࡌᑐᑈࡕǴόளຬၸΠӈೕۓǺ!
ǵ٩ѱ׳ཥݤೕჴࡼѱ׳ཥ٣ϐӦǺࡌᑐ୷
Ӧᗺϖ७ϐۓݤᑈ܈Ӛ၀ࡌᑐ୷Ӧ႟ᗺΟ७ϐ
ۓݤᑈӆуځচࡌᑐᑈǶ!
ΒǵීаѦϐӦǺࡌᑐ୷ӦᗺΒ७ϐۓݤᑈǶ!
ಃѤΜΖచ!!!!ҁ۬ᔕ܈ۓᡂ׳ѱीฝǴளܭӚѱीฝਜϣुۓቚ
ٮϦ٬Ҕଶًޜ໔Ϸ໒ޜܫ໔ዛᓰᑈϐೕۓǶ!
!!!!!!!!!!!!!!ࡌᑐނቚٮϦ٬Ҕଶًޜ໔Ϸ໒ޜܫ໔Ǵځӣ
㎸БԄϷᆅᆢៈჴࡼ٣ܭѱीฝਜೕۓǶ!
ಃѤΜΐచ!!!!ᔕۓಒीฝਔǴᔈܭѱीฝਜύुۓ٬Ҕϩᆅڋ
٣ǹ٠ள൩၀Ӧᕉნϐሡाुۓѱी࣬ᜢ٣Ƕ!
!!!!!!!!!٬Ҕϩᆅڋ٣ǴᔈхࡴϣβӦϷࡌᑐނϐ٬
Ҕǵനλࡌᑐ୷Ӧय़ᑈǵ୷ӦϣᔈߥޜӦϐКǵᑈǵ
ᆘᙟǵНǵ௨Нࢬѳᑽǵ୷ӦϣࡕୁଣుࡋϷ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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ࡋǵࡌᑐߕނଶًޜ໔ǵࡌᑐނଯࡋᆶԖᜢҬ೯ǵඳᢀǵ
ٛؠϷځдᆅڋ٣Ǵ٠٩ҁݤಃΒΜΟచೕۓϐำׇൔ
ਡࡼۓՉǶ!
!!!!ҁ۬ࣁቩѱीǵϦӅ໒ޜܫ໔ଛϷᆅᆢៈǴ
ளಔԋቩǴ٠ளଜԏቩҔǴځԏྗǴҗҁ۬ќ
ۓϐǶ!
ಃ٬Ҕϩᆅڋ٣ೕۓβӦϷࡌᑐނϐ٬ҔǴள
ຎӚѱीฝჴሞวሡाǴुۓၨҁԾݯచٯᝄϐೕۓǶ!
ಃϖΜచ!!!!ࡌᑐ୷ӦޜܭӦаΓπӦዬǵࢎوޜ൴܈ӦΠ೯ၰೱௗٮ
Ϧ٬Ҕϐၰၡ܈܌٠ගٮϦ೯ՉǴҁ۬ਡޣǴளी
ΕޜۓݤӦǶՠ၀ϩόளຬၸ୷Ӧय़ᑈԭϩϐΒΜǴЪᆶჴ
ࡌጨӝीόளຬၸ୷Ӧय़ᑈԭϩϐΖΜǶġ
ࡌᑐނΠӈࡼǴҁ۬ਡޣǴளόीΕᑈኴӦ
݈य़ᑈǴЪ၀ϩளόीΕᑈǶՠ၀ϩόளຬၸۓݤ
ᑈԭϩϐΜǺ!
ǵϼૈӀႝഢǶ!
Βǵࡌᑐނኴ܈ΓπӦዬǵࢎوޜ൴ǵӦΠ೯ၰϐ
ኴቫǴ໒ܫග҇ٮ٬Ҕϐ൵܌ǵҶᏨࡼϦҔ
ࡼǶ!
ಃѤക!!ϦӅࡼҔӦ!
ಃϖΜచ!!!!ϦӅࡼҔӦࡌጨǵᑈǴ٩ѱीฝਜύ܌ၩೕ
ۓǹ҂ၩܴޣǴόளຬၸߕ߄ΒϐೕۓǶ!
ಃϖക!!ߕ߾!
ಃϖΜΒచ!!!!ࣁᒤѱीฝ٬ҔϩܴǵჄϦӅࡼฺֹӦ
ǵၴϸѱीฝೕۓ٣ҹൔѱीฝ࣬ᜢՉࡹբ٣
Ǵளҗҁ۬ຎჴሞሡाہҺ࣬ᜢϦ܌ᒤǶ!
ಃϖΜΟచ!!!!Րӻǵ॥ඳǵߥៈ܈ၭϣϐӝࡌݤᑐނǴԖ
ΠӈϐǴҁ۬ਡޣǴளࡪځচࡌጨǵᑈǵ
ࡌᑐނଯࡋ܈ᕴኴӦ݈य़ᑈǴܭচѱीฝՐӻǵ॥ඳǵ
ߥៈ܈ၭϐԾԖβӦǴᒤख़ࡌǺ!
ǵ٩Չࡹଣਡۓϐ࣬ᜢϦӅπำܨᎂೀೕۓᎂࡌޣǶ!
ΒǵӢӦ྄ཞӄܨନԶคܭݤচӦख़ࡌޣǶ!
ՏܭΐΒؠӦً᠈ᘐቫጕΒୁӚΜϖϦЁࡌᑐ
ᆅڋጄൎϣϐࡌᑐҔӦǴܭؠςԖӝࡌݤᑐނӄॹ܈ς
ԾՉܨନޣǴҁ۬ਡǴள٩ೕۓᒤख़ࡌ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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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ΜѤచ!!!!ӝࡌݤᑐނӢࡹ۬ᑫᒤϦӅࡼܨନࡕᖽᎩϩ൩Ӧ
ࡌǴҁ۬ਡǴ୷ځӦӢय़ᑈǵቨࡋǵుࡋ܈Ӧଯৡ
Զό಄ࡌጨǵᑈǵࡕଣϐଏᕭೕۓϷଶًޜ໔
ϐ੮ਔǴளόڙҁԾݯచٯϐज़ڋǶ!
ಃϖΜϖచ!!!!ଯෛᚆηᒳโషᏉβࡌᑐނൔҁ۬ਡܨନख़ࡌǴள
٩চೕۓᑈ܈চᕴኴӦ݈य़ᑈख़ࡌǶচ҂ुۓᑈ
ޣǴள٩ख़ࡌਔᑈख़ࡌǴ٠ଜϒගଯǶՠനଯаόຬၸ
ځচೕۓᑈǵख़ࡌਔᑈ܈ᕴኴӦ݈य़ᑈϐԭϩϐΟ
Μࣁज़Ƕ!
ܫ܄Ԧࢉࡌᑐܨނନࡕख़ࡌǴ٩ܫ܄Ԧࢉࡌᑐނ٣
ҹٛጄϷೀᒤݤೕۓᒤǶ!
ಃϖΜϤచ!!!!ҙፎӧϦӅࡼߥ੮Ӧϣࡌᑐᖏਔ܄ϐំǵးႬ
ߐǵးႬ༣ǵจኴǵࡼπࢎځ܈дᜪ՟ϐࡌᑐނǴҁ۬ਡ
ਔǴᔈೕځۓӸុය໔Ƕ!
ಃϖΜΎచ!!!!ҁԾݯచٯନಃѤΜΎచೕۓԾύ҇୯ԭ႟ѤԃΎ
ДВࡼՉѦǴԾϦѲВࡼՉ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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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߄!
ѱीฝӦ٬Ҕϩᑈೕ!߄ۓ
٬Ҕϩ!
ǵՐӻϷ!

ᑈೕ!ۓ
ۚՐஏࡋ!
)Γ0Ϧഘ*!
҂ၲΒԭ!

ϩձ!

Րӻ!
!
Βԭа҂ၲ Րӻ!
Οԭ!
!
Οԭа҂ၲ Րӻ!
Ѥԭ!
!
Ѥԭа!
Րӻ!
!

Βǵਓᓔ!

ᎃٚ܄ϦӅࡼҔӦ
Кॶ҂ၻԭϩϐΜϖ
ԭϩϐԭΒΜ!
ԭϩϐԭΖΜ!
ԭϩϐԭϖΜ!
ԭϩϐΒԭΜ!
ԭϩϐԭΖΜ!
ԭϩϐΒԭѤΜ!
ԭϩϐΒԭ!
ԭϩϐΒԭΖΜ!

ᎃٚ܄ϦӅࡼҔӦК
ॶຬၸԭϩϐΜϖ!
ԭϩϐԭϖΜ!
ԭϩϐΒԭΜ!
ԭϩϐԭΖΜ!
ԭϩϐΒԭѤΜ!
ԭϩϐΒԭ!
ԭϩϐΒԭΖΜ!
ԭϩϐΒԭѤΜ!
ԭϩϐΟԭΒΜ!

ȐȑξڵӦǺԭϩϐԭΒΜǶ!
ȐΒȑѳӦǺԭϩϐԭϤΜǶ!
Οǵπ!
ԭϩϐΒԭΜǶ!
ѤǵՉࡹ!
ԭϩϐΒԭϖΜǶ!
ϖǵЎ௲!
ԭϩϐΒԭϖΜǶ!
Ϥǵᡏػၮ!
ԭϩϐΒԭϖΜǶ!
Ύǵ॥ඳ!
ԭϩϐϤΜǶ!
ΖǵߥӸ!
ԭϩϐԭϤΜǶՠђᙬߥӸϣচԖࡌᑐނςຬၸޣǴό
ӧԜज़Ƕ!
ΐǵуݨȐȑઠҔ ԭϩϐԭΒΜǶ!
!
Μǵແࡹǵႝߞǵᡂႝ ԭϩϐѤԭǶ!
܌Ҕ!
ΜǵᙴᕍҔ!
ԭϩϐΒԭǶ!
ΜΒǵᅕҔ!
ԭϩϐԭΒΜǶ!
ΜΟǵၭҔ!
ԭϩϐΒԭϖΜǶ!
ΜѤǵঊ!
ԭϩϐΟԭǶ!
ΜϖǵӽቴߥӸ!
ԭϩϐԭϤΜǶ!
ߕຏǺ!
ǵ܌ᆀۚՐஏࡋǴܭѱीฝਜύςԖೕޣۓǴаѱीฝਜࣁྗǹѱीฝਜ
҂ೕޣۓǴаीฝΓαᆶёࡌᑐҔӦȐՐӻϷय़ᑈکȑϐКॶࣁྗǶ
܌ᆀᎃٚ܄ϦӅࡼҔӦКॶǴࡰᎃٚ܄ϦӅࡼय़ᑈȐхࡴᎃٚ܄Ϧ༜ǵύ
λᏢҔӦǵูٽၯǵᡏػ܌ǵଶًǵᆘӦǵቶϷѱҔӦȑᆶ
ѱࡌᑐҔӦय़ᑈϐКॶǶ!
ΒǵѱࡌᑐҔӦय़ᑈǴ߯ࡰѱीฝᕴय़ᑈԌନߚѱวҔӦȐхࡴၭǵ
ߥៈǵݞοǵՉНǵ॥ඳߚឦ໒วࡌᑐҔӦǴаѱीฝਜࣁྗȑ
ϷϦӅࡼҔӦϐय़ᑈǶ!
ΟǵѱीฝਜϷҁ߄֡҂ೕۓ٣Ǵҗҁ۬٩ჴሞሡाൻѱीฝำׇќۓϐ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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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߄Β!
ѱीฝӦϦӅࡼҔӦࡌጨǵᑈϐೕ!ۓ
ϦӅࡼҔӦӜᆀ!
ࡌጨ!
ᑈ!
ǵϦ༜!
ȐȑϦ༜ҔӦय़ᑈӧϖϦ Ȑȑय़ᑈӧϖϦഘаΠޣǺԭ
ഘаΠޣǴԖഗᇂϐ
ϩϐѤΜϖǶ!
ࡌᑐࡌނጨόள
ຬၸԭϩϐΜϖǶ!
ȐΒȑϦ༜ҔӦय़ᑈຬၸϖ ȐΒȑϦ༜य़ᑈຬၸϖϦഘޣǺ
ϦഘޣǴځຬၸϩ
ԭϩϐΟΜϖǶ!
ϐࡌጨόளຬၸ
ԭϩϐΜΒǶ!
Βǵูٽၯ!
ȐȑูٽၯҔӦय़ᑈ ԭϩϐΟΜǶ!
ӧϖϦഘаΠޣǴԖ
ഗᇂϐࡌᑐࡌނጨ
όளຬၸԭϩϐ
ΜϖǶ!
ȐΒȑูٽၯҔӦय़ᑈ
ຬၸϖϦഘޣǴځຬ
ၸϩϐࡌጨό
ளຬၸԭϩϐΜΒǶ
Οǵޗ௲ᐒᄬǵᡏ ػԭϩϐϤΜǶ!
ԭϩϐΒԭϖΜǶ!
܌ǵᐒᜢϷᙴ
ᕍȐ٣ȑፁғᐒ
ᄬҔӦ!
ѤǵଶًǺ!
Ȑȑѳय़٬ҔǺԭϩϐ Ȑȑѳय़٬ҔǺߕځឦࡼԭ
ΜǶ!
ϩϐΒΜǶ!
ȐΒȑҥᡏ٬ҔǺԭϩϐΖ ȐΒȑҥᡏ٬ҔǺԭϩϐΐԭϤ
ΜǶ!
ΜǶ!
ϖǵແࡹǵႝߞǵᡂ ԭϩϐϤΜǶ!
ԭϩϐѤԭǶ!
ႝ܌ҔӦ!
ϤǵᏢਠҔӦ!
ԭϩϐϖΜǶ!
Ȑȑ୯ύаΠҔӦǺԭϩϐ
ԭϖΜǶ!
ȐΒȑଯύᙍҔӦǺԭϩϐΒ
ԭǶ!
ȐΟȑεаҔӦǺԭϩϐΒ
ԭϖΜǶ!
Ύǵ႟୧ѱ!
ԭϩϐΖΜǶ!
ԭϩϐΒԭѤΜǶ!
Ζǵץวѱ!
ԭϩϐԭΒΜǶ!
ΐǵуݨઠ!
ԭϩϐѤΜǶ!
ԭϩϐԭΒΜǶ!
ΜǵОϯϷᘝሺᓔ ԭϩϐϤΜǶ!
ԭϩϐԭΒΜǶ!
ҔӦ!
Μǵஓৌ!
ԭϩϐϤΜǶ!
ԭϩϐΟԭǶ!
ΜΒǵቛოҔӦ!
ԭϩϐΒΜǶ!
ԭϩϐΒԭǶ!
ΜΟǵෝ୵ҔӦ!
ԭϩϐΎΜǶ!
!
ΜѤǵ៓ၡҔӦ!
ԭϩϐΎΜǶ!
ߕຏǺѱीฝਜϷҁ߄֡҂ೕۓ٣Ǵҗҁ۬٩ჴሞሡाൻѱीฝำׇќۓ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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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法消字第1030019528號
附件：如說明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各機關消費者保護業務執行績效督導考核作業要
點」第四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各機關消費者保護業務執行績效督導考核作業要
點」第四點修正規定及修正對照表各乙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除外)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消費者保
護官室)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消費者保護業務執行績效督導考核作
業要點第四點修正規定
101年7月23日府授法消字第1010124747號函訂定
103年1月28日府授法消字第1030019528號函修正第四點

四、考核辦理時間與程序：
(一)各受考核機關依臺中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第三條規定，於每年一
月二十日前提送前一年度消費者保護業務執行績效之書面報告予本
府。
(二)督導小組於每二年辦理書面考核一次，並得擇定機關進行實地考
核。考核期程於二月至三月間，必要時得變更或延長之。
(三)督導小組完成書面及實地考核後，召開考核會議確定考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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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秘採字第1030026608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頒修「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要點」第十點，並自即
日起生效施行，請 查照。
說明：
一、為考量政府採購之公共利益及採購效益，將共同供應契約採購金額調
整至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且明訂各機關學校辦理共同供應契約採購
作業人員應確實訪、詢價及市價通報等相關作業程序，以達預防採購
弊端、落實節省公帑及確保採購品質之目標。
二、檢附修正「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要點」及修正對照
表各1份。
三、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所屬各機關(臺中市政府秘書處除外)、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各分局、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
各市立幼兒園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採購管理科)(均含附
件)

市長

胡志強

ᆵύѱࡹ۬ᄤ܌ឦӚᐒᜢᏢਠ௦ᖼբाᗺ
臺中市政府暨所屬各機關學校採購作業要點
  ύ҇୯
212 ԃ 23 Д 2: В۬ઝ௦ӷಃ 2121338953 ဦ!ۓुڄ
中華民國101年12月19日府授秘採字第1010227842號函訂定
ύ҇୯
213 ԃ 12 Д 41 В۬ઝ௦ӷಃ 21311318:2 ဦڄঅ҅!
中華民國102年1月30日府授秘採字第1020020791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102年2月23日府授秘採字第1020031566號函修正
ύ҇୯
213 ԃ 13 Д 34 В۬ઝ௦ӷಃ 2131142677 ဦڄঅ҅!
中華民國102年11月15日府授秘採字第1020220554號函修正
ύ҇୯ 213 ԃ 22 Д 26 В۬ઝ௦ӷಃ 2131331665 ဦڄঅ҅!
中華民國103年2月13日府授秘採字第1030026608號函修正
ύ҇୯ 214 ԃ 13 Д 24 В۬ઝ௦ӷಃ 2141137719 ဦڄঅ҅!

ǵġᆵύѱࡹ۬)аΠᙁᆀҁ۬*ࣁமϯҁ۬Ϸ܌ឦӚᐒᜢǵᏢਠǵϦᔼ
٣௦ᖼࡋڋϐࡌҥᆶᆅǴаගϲᡏ௦ᖼਏૈǴပჴϩቫॄೢǴ
ुۓҁाᗺ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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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ǵġҁाᗺ܌ᆀҁ۬௦ᖼ୍ЬᆅᐒᜢǴࡰҁ۬ઝਜೀǶ
ҁाᗺ܌ᆀӚᐒᜢǴࡰҁ۬Ϸ܌ឦӚᐒᜢǵᏢਠǵϦᔼ٣Ƕ
ҁाᗺ܌ᆀભᐒᜢǴӧҁ۬ભᐒᜢࣁҁ۬Ǵ୍ځҗҁ۬௦ᖼ
୍ЬᆅᐒᜢЬࡹǹӧҁ۬܌ឦΒભаΠᐒᜢϷᏢਠࣁޔځឦϐ
ભ܈ᗧឦϐᐒᜢǹӧϦࣁ܌٩௦ᖼਢ୍ឦ܄ᗧឦϐ୍Ьᆅ
ભᐒᜢǶ!
ΟǵġӚᐒᜢόளཀკೕᗉࡹ۬௦ᖼݤಃΜѤచೕۓϐҔǴϩץᒤϦ
ߎᚐаϐ௦ᖼǶځԖϩץᒤϐѸाǴ٠ભᐒᜢਡޣǴ
ᔈ٩ځᕴߎᚐਡी௦ᖼߎᚐǴϩձࡪϦߎᚐ܈ਡߎᚐаϐೕ
ۓᒤǶ!
Ӛᐒᜢόளཀკೕᗉύѧᐒᜢ҂ၲϦߎᚐ௦ᖼܕᒤݤಃϤచೕ
ۓǴϩץᒤ҂ၲϦߎᚐՠၻϦߎᚐΜϩϐϐ௦ᖼǶ!
ѤǵġӚᐒᜢахБԄᒤ௦ᖼޣǴᔈӃᛝںભᐒᜢਡࡕۈளᒤǶ!
ϖǵġӚᐒᜢளܭ௦ᖼࠨऊЎҹၩܴঁਢ௦ᖼҞޑǶ!
Ϥǵġ௦ᖼਢҹᛝںਡёᒤࡕǴӚᐒᜢӵᇡࣁԖ౾ᛖᜤՉ܈ၴϸݤзϐ
ဤਔǴᔈ௶ܴҗǴൔፎભᐒᜢਡۓಖЗᒤǹ҂ਡۓǴள
ኩଶ௦ᖼำׇǶ!
ΎǵġӚᐒᜢځૼہдڀԖ௦ᖼૈΚϐᐒᜢжᒤ௦ᖼਔǴᔈஒࢳᒤϷ
жᒤᐒᜢϐ܈ۓݤऊۓճက୍Ϸ୍ϩπၩܴܭжᒤ௦ᖼૼہ
ਜǶ!
Ζǵġ٩ࡹ۬௦ᖼݤೕۓԖሡൔભᐒᜢࢴᅱᒤϐਔǴӚᐒᜢᔈܭ
ೕۓයज़ϣڄൔځભᐒᜢǶ!
҂٩ೕۓᒤठભᐒᜢόլࢴᅱᒤޣǴભᐒᜢளຎঁਢ
ڀᡏݩଓزՉࡹೢҺǶ!
ΐǵġ٩ࡹ۬௦ᖼ܈ݤҁ۬࣬ᜢೕۓԖሡൔભᐒᜢਡǵਡۓǵӕཀ܈
ഢ٣ǴӚᐒᜢᔈ٩ೕڄۓൔભᐒᜢǴځឦഢ٣ޣǴᔈܭ
،ࠨ܈ऊᡂࡕ׳ΟΜВϣֹԋഢำׇǶ!
ΜǵġӚᐒᜢள٩ࡹ۬௦ᖼݤಃΐΜΟచೕۓᆶቷᛝुӅӕٮᔈࠨऊǴ
၀ᐒᜢᆀࣁुऊᐒᜢǴ၀ࠨऊҔჹຝᆀࣁҔᐒᜢǴբБԄନ
ࠨऊќԖೕۓѦǴளྗҔӅӕٮᔈࠨऊჴࡼᒤݤǶ!
Ӛᐒᜢ٩ՉࡹଣϦӅπำہႝη௦ᖼᆛϦϐٮᔈࠔҞ܈
٩БԄᒤुᖼǴԛुᖼᕴߎᚐൂ܈ࠔुᖼၲཥᆵჾ
ԭϡаޣǴᔈ٩ࡹ۬௦ᖼݤಃΜΖచԿΒΜΒచೕۓᒤ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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௦ᖼǴӚᐒᜢӵԖਸள௶ܴѸ٩Ӆӕٮᔈࠨऊჴࡼᒤ
ݤᒤϐচӢǴ٠ᔠߕѱሽၗൔፎભᐒᜢਡۓǶ!
Ӛᐒᜢᔈ๓ᅰೖǵ၌ሽೢҺǴӵวӅӕٮᔈࠨऊࠔሽԖଯܭ
ѱሽǴᔈ۬ࡹܭႝη௦ᖼᆛӅӕٮᔈࠨऊسฦၩ༤ൔ٠ኩଶ
ुᖼ၀ࠔǶ!
ΜǵġӚᐒᜢൔፎભᐒᜢਡۓ٩Ӆӕٮᔈࠨऊᒤ௦ᖼǴᔈᗎፎӚಔ
ձӄ܈ΜৎаुऊቷՉКሽǴ٠аϦ໒όुۭሽБԄᒤ
ǴቷൔሽӧӅӕٮᔈࠨऊሽߎаϣϐനեࣁۓΠु
ቷǶቷൔሽ࣬ӕǴځК෧ሽԛኧ҂ၲΟԛޣǴᔈҗ၀ቷ
ӆՉК෧ሽԛǴаեሽޣ،ǶК෧ࡕϐሽϝ࣬ӕޣǴܜ
ᠸ،ۓϐǶ!
ᗎፎुऊቷКሽǴቷ҂рৢൔሽǴຎӕܫకǴᐒᜢϝள
٩೯ޕਔ໔ӦᗺᒤКሽբǴ٠ᇙբਜय़इᒵǶ!
ᐒᜢӅӕٮᔈࠨऊ௦ᖼᅱᒤᔈ٩ՉࡹଣϦӅπำہڄႧϐᐒ
ᜢճҔӅӕٮᔈࠨऊᒤ௦ᖼᅱᒤೕۓំ߄ೕۓᒤǶ!
ΜΒǵġҁ۬ӚભႣᆉጓӈᐒᜢᔈ༼ԾᒤϷૼہдᐒᜢжᒤϐДҽ،
ਢҹၗǴ༤ൔᆵύѱࡹ۬Дҽ௦ᖼ،ၗૻ߄)ߕ߄*٠ڄ
ൔભᐒᜢǶ!
ҁ۬ӚભᐒᜢϷϦ܌ᔈ௦ᖼ،ၗૻ߄Ǵ٠ܭД
ΒΜВᔠߕႝηᔞڄൔҁ۬௦ᖼ୍ЬᆅᐒᜢǶ!
ΜΟǵġҁ۬௦ᖼ୍ЬᆅᐒᜢࣁၲԋՉࡹҞޑǴளᒿਔाӚᐒᜢଛӝ
ග࣬ٮᜢၗૻǴନԖݤзज़ځ܈ڋдЗၗૻගٮϐǴӚᐒ
ᜢόள๊ܔǶ!
ΜѤǵġӚ ᐒᜢᔈܭԃΜΒДΜϖВǴஒΠԃࡋϦߎᚐаϐπ
ำǵނǵമ୍ᜪ௦ᖼਢҹܕၗૻႣۓਔำǴϦܭӚᐒᜢၗ
ૻᆛઠǴ٠٩ҁ۬ਢᆅسբਔำۓਔঅ҅ᔠਡϦǶ!
ΜϖǵġӚᐒᜢૼہҁ۬௦ᖼ୍Ьᆅᐒᜢжᒤπำ௦ᖼำׇਔǴᔈගኘ
πำᆅϐԭϩϐΟϒҁ۬௦ᖼ୍Ьᆅᐒᜢբࣁжᒤ௦ᖼբ
ǴҔаЍᔈжᒤ௦ᖼϐӚЍр)֖Ўڀǵરǵഢǵႝ
၉ǵπբΓᖒၗϷу*ǹӚᐒᜢૼہдᐒᜢжᒤਔҭள
ຎჴሞሡǴፓжᒤ௦ᖼբКٯǴ٠ܭжᒤ௦ᖼૼہਜ
ύၩܴࡕКྣᒤǶ!
ΜϤǵġࣁଛӝࡹ۬௦ᖼႝηϯࡹǴ٠ៜᔈૈ෧ᅹǴፎӚᐒᜢᑈཱུଛ
ӝගٮႝηሦǴӢਸόϒගޣٮǴᔈ൩ঁਢ௶ܴ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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ᛝںᐒᜢ२ߏځ܈ΓਡۓǶ!
ᒤႝηሦᕮਏڑΓǴᐒᜢᔈϒ௶ዛǴځዛᓰᚵᆦ
ྗҗҁ۬௦ᖼ୍ЬᆅᐒᜢќۓϐǶ!
ΜΎǵġӚᐒᜢᒤϦ໒ܕҔനԖճϷज़ܕ܄ڋྗҔനԖճϐ௦
ᖼբǴځύԖᜢ௦ᖼຑᒧہϐಔԋǴᔈ٩ΠӈೕۓᒤǺ!
)*!ຑᒧہϐಔԋǴନ٩௦ᖼຑᒧہಔᙃྗ߾ೕۓᒤѦǴ
ځύ۬ϣہόளၻΒΓǶՠӚભᏢਠᒤᔼᎦϱᓓ܈ਠѦ௲Ꮲ
௦ᖼਢǴόӧԜज़Ƕ!
)Β*!ӚᐒᜢளԾࡹ۬௦ᖼݤЬᆅᐒᜢࡌ܌ৎǵᏢޣӜൂύ܈ԾՉ
ᒦᒧѦငৎǵᏢޣǴٳӕ۬ϣہӜൂǴᛝፎᐒᜢ२ߏځ܈
Γ୮ᒧ௨ׇਡࡕۓஏ࠾Ǵځឦ໒ԋҥہޣǴᔈܭ໒
ΒϺҗᐒᜢ२ߏځ܈ΓࡰۓΓ௴࠾Ǵ٠൩ॊ୮ᒧ
Ӝൂ٩ׇ೯ہޕǶՠܕਔςႣӃϦຑᒧہӜൂޣǴόӧ
Ԝज़Ƕ!
)Ο*!ຑᒧہہӜൂǴܭ໒ۈຑᒧᔈϒߥஏǶՠຑᒧہ
ӄᡏہӕཀܕܭЎҹύϦہӜൂޣǴளܕܭਔႣӃϦ
ຑᒧہӜൂǶ!
)Ѥ*!ӚᐒᜢᒤѮᚐ௦ᖼਢҹǴԋҥ௦ᖼຑᒧہޣǴځ௦ᖼຑ
ᒧہᔈҗہΜԿΜΎΓಔԋǴځύ۬ϣہόளၻΟ
ΓǴЪہӜൂہӕཀࡕႣӃϦܕܭЎҹǴہόӕཀ
ޣǴόϒငҺǶ!
)ϖ*!౦፦௦ᖼനեϐ௦ᖼբྗҔѤීೕۓᒤǶ!
ΜΖǵġӚᐒᜢᒤ҂ၲϦߎᚐ௦ᖼϐᅱᒤ٣Ǵᔈ٩ᆵύѱࡹ۬Ϸ܌
ឦᐒᜢᏢਠ҂ၲϦߎᚐ௦ᖼᅱᒤᒤ࣬ݤᜢೕۓᒤǶ!
Μΐǵġ௦ᖼਢҹ،ࡕᔈ٩࣬ᜢೕۓԿࡹ۬௦ᖼၗૻϦسฦᒵ،
Ϧۓ܈ය༼ଌ،ၗǶ!
ΒΜǵġӚᐒᜢჹܭ௦ᖼՉᅪကǴᔈӃࢳ၌ҁ۬௦ᖼ୍ЬᆅᐒᜢǶ!
ΒΜǵġӚᐒᜢᒤ௦ᖼਔǴᔈ٩ࡹ۬௦ᖼݤϷ࣬ᜢݤзᒤǹନݤз
ќԖೕۓѦǴӚᐒᜢᒤ௦ᖼ୍ᔈ٩ҁाᗺᒤǶ!
௦ᖼำׇϷբϩπǴᔈ٩ҁ۬௦ᖼ୍ྗϯբࢬำϷ
ڋख़ᗺ࣬ᜢೕۓᒤǶ!
ΒΜΒǵġӚᐒᜢᔈܕܭЎҹೕۓǴЎҹϐӄǴᔈа҅ᡏύЎ߄
ҢǶՠਸೌמǵ܈πݤϐკЎၗǴள٬ҔमЎǶ!
Ѧ୯ቷϐၗϷᔈගрϐၗЎҹ܈Ԗа࣬ၗж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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ޣǴᔈаߕϦ܈ᇡϐ҅ᡏύЎҁࣁϐǶ!
ΒΜΟǵġӚᐒᜢᒤ௦ᖼϐЎҹᔈϒ༼ᆅǴନ٩ीݤǵࡹ۬௦ᖼ
ݤϷځдࡓݤೕߥۓӸѦǴᔈќഢֹڀഢҽϐЎҹִ๓ߥӸǶ!
λᚐ௦ᖼǴځคܕЎҹǵਜय़ൔሽǵҾჄਜǵቩǵ،Ϸ
ࠨऊЎҹޣǴխќഢڀҽЎҹߥӸǶ!
!
!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4日
發文字號：府授秘廳字第1030027648號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場地使用管理要點」，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府103年2月11日奉准專簽案辦理。
二、檢附「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場地使用管理要點」修正後條文1
份。
三、惠請秘書處（文檔科）協助刊登公報，法制局上載至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機關(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除外)、臺中市
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市長室、臺中市政府黃副市長室、臺中市政府蔡副市長
室、臺中市政府徐副市長室、臺中市政府秘書長室、臺中市政府副秘
書長室、臺中市政府幕僚室、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文檔科)、臺中市政府秘書處(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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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臺灣大道市政大樓場地使用管理要點
ᆵύѱࡹ۬ᆵεၰѱࡹεኴӦ٬Ҕᆅाᗺ!
中華民國99年12月27日府授秘總字第0991000111號函訂定
ύ҇୯ :: ԃ 23 Д 38 В۬ઝᕴӷಃ
1::2111222 ဦ!ۓुڄ
ύ҇୯
211 ԃ 3 Д 33 В۬ઝӷಃ 1000029875 ڄঅ҅Πၲಃ 3ǵ4ǵ7ǵ8ǵ9ǵ23ǵ
中華民國100年2月22日府授秘廳字第1000029875號函修正下達第2、3、6、7、8、12、13點條文;增
24訂第13點第二項條文;刪除第9點第二項條文;本要點修正條文追溯自中華民國99年12月25日起生效
ᗺచЎ<ቚुಃ 24 ᗺಃΒచЎ<մନಃ : ᗺಃΒచЎ<ҁाᗺঅ҅చЎଓྉԾύ
҇୯ :: ԃ 23 Д 36中華民國101年4月20日府授秘廳字第1010056948號函修正下達本要點名稱、
ВଆғਏǶ!
ύ҇୯ 212 ԃ 5 Д 第1、3、4、5、6、7、8、14點條文;增訂第14點第4款第3目、第14點第10款
31 В۬ઝӷಃ 2121167:59 ဦڄঅ҅ΠၲҁाᗺӜᆀǵಃ 2ǵ
4ǵ5ǵ6ǵ7ǵ8ǵ9ǵ25 ᗺచЎ<ቚुಃ 25 ᗺಃ 5 ීಃ 4 Ҟǵಃ 25 ᗺಃ 21 ීǶ!
中華民國102年6月7日府授秘廳字第1020103268號函修正下達本要點名稱、
ύ҇୯ 213 ԃ 7 Д 8 В۬ઝӷಃ 2131214379 ဦڄঅ҅ΠၲҁाᗺӜᆀǵಃ 2ǵ3ǵ
第1、2、3、4、5、6、7、8、9、10、11、13點條文;增訂第12、14點條文
4ǵ5ǵ6ǵ7ǵ8ǵ9ǵ:ǵ21ǵ22ǵ24 ᗺచЎ<ቚुಃ 23ǵ25 ᗺచЎǶ!
ύ҇୯ 214 ԃ 3中華民國103年2月14日府授秘廳字第1030027648號函修正下達第5、7、10點條文
Д 25 В۬ઝӷಃ 2141138759 ဦڄঅ҅Πၲಃ 6ǵ8ǵ21 ᗺచЎǶ

ǵᆵύѱࡹ۬ȐаΠᙁᆀҁ۬ȑࣁуமҁ۬ᆵεၰѱࡹεኴӚӦϐ
٬ҔᆅǴ٠ගٮҁ۬ӚᐒᜢǵᏢਠϷځдᐒᜢǵიᡏ٬ҔǴुۓ
ҁाᗺǶ!
ΒǵҁाᗺϐЬᆅᐒᜢࣁҁ۬ǴᆅᐒᜢࣁઝਜೀȐаΠᙁᆀઝਜೀȑǶ!
Οǵҁाᗺ܌ᆀӦǴ߯ࡰҁ۬ᆵεၰѱࡹεኴඁύኴኴύǵЎЈ
ኴኴύǵ۬ቶǵኴύѧࡷଯοǵ۬ࡕቶǵѤኴ
οϷځдࡰۓϐӦǶ!
ѤǵӦϐ٬ҔаᒤΠӈࢲࣁज़Ǻ!
Ȑȑġඁ ύኴኴύǵЎЈኴኴύϷѤኴοǺࡹз࠹
ᏤǵϦǵЎϯǵޗ௲ࢲǶ!
ȐΒȑġ۬ቶǵኴύѧࡷଯοǵ۬ࡕቶϷځдࡰۓϐӦǺ
ࡹз࠹ᏤǵϦǵЎϯǵޗ௲ǵҶ໕ᡏػǵ҇߫ቼϷ಄ӝࢲ
ҞޑЪό֫ᛖϦӅճϐՉࣁࢲǶ!
ϖǵӦϐҙፎБԄӵΠǺ!
ȐȑġҁӦаٮҁ۬ӚᐒᜢǵᏢਠ٬Ҕࣁচ߾Ǵՠҁ۬ӚᐒᜢǵᏢਠ
ค٬ҔሡਔǴளٮҁ۬аѦϐࡹ۬ᐒᜢǵᏢਠϷӝݤฦ܈ҥ
ਢϐݤΓ܈იᡏҙፎ٬ҔǶ!
ȐΒȑġҙፎ٬ҔӦޣǴঃႣऊฦᔈܭ٬ҔВϤঁДϣаႝ၉܈
ᖏᘕБԄҙፎǴ٠ܭ٬ҔВঁД༤ڀҙፎਜϷϪ่ਜǴ٠ᔠ
ߕΠӈЎҹǴаແሀ܈ᖏᘕБԄӛઝਜೀගрҙፎǺ!
2ǵࢲҾჄਜǶ!
3ǵҙፎΓࣁݤΓǵϦљ܈იᡏޣǴځҥਢܴЎҹቹҁǶ!
4ǵҙፎΓࣁݤΓǵϦљ܈იᡏޣǴЪҁ۬ӚᐒᜢӕཀᏼҺӅӕ
Ьᒤǵӝᒤڐ܈ᒤϐࢲҙፎӦ٬ҔǴځҁ۬Ӛᐒᜢਡ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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ϦЎቹҁǶ!
5ǵځдҁ۬ϦϐᔈഢЎҹǶ!
ȐΟȑġҙፎΓᔈ٩ೕߥۓϦӅཀѦೢҺߥᓀǴځനեߥᓀߎᚐΓي
ᡏΫࣁཥᆵჾΟԭϡǴཀѦ٣ࡺΫࣁཥᆵჾίϖԭ
ϡǹӵୖᆶࢲΓኧຬၸϖίΓਔǴཀѦ٣ࡺΫόளե
ܭཥᆵჾΟίϡǶߥᓀය໔ᔈԾՉթπբਔଆǴԿࢲ
่״ӦӣൺচރਔЗǶ!
ȐѤȑġҙፎΓ٬ҔӦᒤၯՉࢲǴᔈܭҁ۬ਡ٬ҔӦࡕǴ
٩ၯՉݤ࣬ᜢೕۓӛᗄჸϩֽҙፎёǴ٠ܭ٬ҔВ
ВஒёЎҹቹҁଌҬઝਜೀᡍǶ!
Ȑϖȑġ٬ҔӦሡམᆸѠ܈ጲᖏਔࡌ܄ᑐނਔǴᔈ٩ᆵύѱᖏਔ
ࡌ܄ᑐނᆅᒤݤϐೕۓӛҁ۬ѱวֽҙፎёǶ!
ҙፎΓၴϸೕޣۓǴҙፎΓᔈϩձ٩ځॄݤೢҺǶځठҁ۬ᎁڙ
ཞ্ޣǴ٠ᔈॄཞ্፝ᓭೢҺǶၴϸಃϖීೕޣۓǴᔈҥջԾՉܨନ
٠ॄཞ্፝ᓭೢҺǴѸाਔǴҁ۬ளமܨڋନǴ܌ሡҔҗҙፎΓॄ
ᏼǶ!
ϤǵԖΠӈϐޣǴόϒਡ٬ҔǺ!
Ȑȑġ٬ҔҞޑό಄ಃѤᗺೕۓǶ!
ȐΒȑġᔼճՉࣁǶՠҁाᗺќԖೕޣۓǴόӧԜज़Ƕ!
ȐΟȑġᒧᖐᝡᒧࢲϷࡹលល୍ࢲǶ!
ȐѤȑġࢲϣჹܭдΓ଼நϷࡌᑐނӼӄԖӒ্ϐဤǶ!
Ȑϖȑġၴϸݤз܈Ϧ߫ؼׇϐՉࣁǶ!
ȐϤȑġම ٬Ҕҁ۬ᆵεၰѱࡹεኴӦၴϸҁाᗺೕۓςଶЗ
٬ҔޣǶ!
ȐΎȑġځдࢲϣҁ۬ᇡࣁۓόە٬ҔޣǶ!
ΎǵӦ٬ҔϐԏೕۓӵΠǺ!
Ȑȑġҙፎ٬ҔӦઝਜೀਡޣǴᔈܭ٬ҔВΟВᛦયӦ٬Ҕ
ǵթǵற௨ϷᄖȐаΠᙁᆀࣁӚҔȑϷߥߎࡕǴ
ۈள٬ҔǶ!
ȐΒȑġࣁҁ۬ӚᐒᜢǵᏢਠЬᒤǵӅӕЬᒤ܈ӝᒤϐࢲȐό֖ૼڙҙ
ፎޣȑխᛦયӚҔǵߥߎϷႝΚ٬ҔǶҗҁ۬Ӛᐒᜢǵ
ᏢਠഢЎᏼҺࢲڐᒤൂՏޣǴӚҔϷႝΚ٬Ҕ٩ԏ୷
ྗ෧ъԏڗǶ!
ȐΟȑġႝΚ٬Ҕ٩Πӈೕࣁۓϐ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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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ǵ۬ቶǵኴύѧࡷଯοϷ۬ࡕቶϐႝΚ٬ҔаԾഢ
วႝᐒࣁচ߾ǴঃӚӦԖႝΚ٬Ҕϐሡᔈ٩ೕۓගрҙ
ፎǴਡёࡕ٬ளးௗǶ!
3ǵҁႝΚ٬ҔܭးௗଆԿڕܨЗය໔ीᆉࡋኧǴаᆵႝΚ
ϦљϦϐႝሽीᆉႝǴ٠ፎҙፎΓܭനಖ٬ҔВࡕᛦય
ҔǶ!
ҁᗺӚҔϷߥߎϐԏӵߕ߄ǹႝΚ٬Ҕԏӵߕ߄ΒǶ!
ΖǵӦϐ౦ຏᎍೕۓӵΠǺ!
Ȑȑġҙፎ٬ҔӦઝਜೀਡޣǴӵၶԖ౦ॷڗ܈ҔਔǴ
ନӃаႝ၉ޕઝਜೀǴҙፎΓᔈܭ٬ҔВΟВаਜय़٠ᔠڀ
࣬ᜢܴЎҹӛઝਜೀගрҙፎǶ!
ȐΒȑġ٩ීೕॷڗۓҔޣǴଏᗋςᛦયϐӚҔϷߥߎǶ҂ܭ
ීೕۓයज़ϣҙፎॷڗҔޣǴӚҔᕴᚐϐΒϩϐค৲
ଏᗋǴќߥߎӄኧଏᗋǶ҂ܭനಖ٬ҔВࡕঁДϣҙፎڗ
ॷҔޣǴନߥߎӄኧଏᗋѦǴӚҔόϒଏᗋǶҁීଏೕ
ۓ҂٬ҔӦޣǴҭӕǶ!
ȐΟȑġҁ۬ӵӢᆙ࡚ځ܈дख़ाࢲǴԖ٬ҔӦϐѸाǴઝਜೀ
ளܭന߃٬ҔВΎВǴ೯ޕচҙፎΓׯයǴคׯݤයӢԶଶЗ
٬ҔޣǴઝਜೀᔈค৲ଏᗋ܌ᛦયϐӚҔϷߥߎǴҙፎΓ
όளፎ፝ᓭံ܈ᓭǶ!
ȐѤȑġӵၶԖόёלΚϐ٣ठόૈ٬ҔޣǴҙፎΓளҙፎۯය٬Ҕ܈
ளҗઝਜೀค৲ଏᗋӚҔϷߥߎǴҙፎΓᔈܭচӢྐԛ
ВଆঁДϣǴᔠߕ࣬ᜢ٣ǴҙፎଏᗋǴҙፎΓόளፎ፝ᓭ
ံ܈ᓭǶ!
ΐǵӦթϷ٬ҔਔᔈᒥӺϐೕۓӵΠǺ!
ȐȑġӦթǴᔈӕઝਜೀՉӦǴዴᇡคᇤࡕۈёՉ
ӦթπբǴ҂ҙፎਡޣǴόளߚܭҙፎਔࢤՉӦ٬
Ҕࢎ܈ᐩӀǵॣៜ܈ӼးҺՖഢǶ!
ȐΒȑġҙፎΓ۬ܭቶǵኴύѧࡷଯοϷ۬ࡕቶᒤӚࢲ
ਔǴᔈӃՉႣୖуΓኧǴۓࡰܭϐ܌ԾՉࢬ൵)܌
֖يЈምᛖޣ൵*܌Ƕ!
ȐΟȑġӚࢲঃੋϷՉࣁǴᔈ٩ೕۓ໒ҥว౻Ƕ!
ȐѤȑġӚࢲ܌ሡϐႝྍǵॣៜϷ࣬ᜢᇶշࡼǴ֡җҙፎΓԾ
Չྗഢ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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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ϖȑġӚࢲϐ࣬ᜢթǵഢǵࠔނϐߥᆅǵ֣ڱϐమၮϷӼ
ӄ٣ەǴ֡җҙፎΓԾՉॄೢǶ!
ȐϤȑġམ ᕣ܈ᆸѠᖏਔࡌ܄ᑐނਔǴஒᛣᛠܭᗦᙒԄ୷ኯ
ǴැЍࢎሡӖࣳх܈НǴ٠ࡰࢴΓܭᅱ࣮٠уம
ٛៈࡼᆶיаᆢӼӄǶ!
ȐΎȑġ٬ҔӦӵԖམᆸѠǵጲ܈Ԗ१ނՏਔǴҙፎΓ୍Ѹу
மӦ݈ٛៈࡼ)ٯӵӦ݈ᎎԁѲǵ೬პ///*Ǵफ़եቶᎎ
य़ҡԦᅄ܈੮Π៓ឌᜤаమዅϐǶ!
ȐΖȑġҙፎΓᔈִ๓ᆢៈ٬ҔӦ࣬ᜢࡼֹϷຼᜐᕉნዅǴ٠ᔈ
ᒿਔߥ೯ၰᄣ೯ǴЪόளӧӦϐӦय़ǵЕϷځдϦӅࡼ
ቔᅊǵਜڅǵѺଝǵѺኯځࣁ܈д྄ཞՉࣁǶ!
Ȑΐȑġ٬ҔӦԖຠੇൔǵ࠹ᇟѸाޣǴᔈӃઝਜೀਡ٠ܭ
ࡰۓӦᗺຠǴࢲ่ࡕ״ᔈҥջӣൺচރǶ!
ȐΜȑġόளҺཀཚ౽ࣧඳǵᚹשЕǵ፬፯ڳǵവᎵ٣ځࣁ܈д֫
ᛖϦӅજׇϐՉࣁǶ!
ȐΜȑġନҁ۬ਢਡѦǴӚᅿً፶όளΕӦҺՖୱǶ!
ȐΜΒȑġόளԖၴϸӚݤзೕۓϐ٣Ƕ!
ȐΜΟȑġӧࢲය໔ᔈॄೢӦϣѦજׇǵഢǵϦӅӼӄǵҬ೯Ϸᕉ
ნፁғϐᆢៈǴ٠ௗڙઝਜೀϐࡰᏤǶ!
ȐΜѤȑġࣁᗉխቹៜϦӅӼӄǴҁεኴӚӦόள٬ҔౢғОฃǵО
ǵОࢃᜪ՟ࠔނǴՉ߄ᄽ܄፦ࢲǴҭόள٬Ҕౢғᖂ
ៜྟ܈ᜦϐᛈԮྟОځ܈дᜪ՟ࠔނǴа಄ӝٛݤϷܴО߄
ᄽӼӄᆅᒤݤ࣬ᜢೕۓǶ!
ȐΜϖȑġ٬ҔӦᒤࢲਔǴቶϷڬൎ࢙ݨၡय़ࣣόளଶًܫ፶Ǵ
ӵԖҺཀଶܫठ֫ᛖځдً፶܈ҔၡΓՉǴ҇ள㯎ܴၴೕ
٣ჴӛҁ۬ᖐวǴҁ۬ளᝀᏤᎯᎭΓஒً፶౽ೀ܌Ǵӵ
ᎯᎭΓόϒ౽܈όӧًϣਔǴҁ۬ளൔፎӦჸֽȐϩֽȑ
܈ϩᎫ܌ϒа౽ೀǶ!
ၴϸӚීೕޣۓǴҙፎΓᔈϩձ٩ځॄݤೢҺǶځठҁ۬ᎁڙཞ
্ޣǴ٠ᔈॄཞ্፝ᓭೢҺǶ!
ΜǵӦࢲॣໆᆅڋೕۓӵΠǺ!
ȐȑġҙፎΓᖐᒤࢲǴߚѸाόள٬ҔᘉॣࡼǴӵሡ٬Ҕᘉॣࡼ
ਔᔈࢲܭҾჄਜϣǴ၁ӈࢲϣϷ٬ҔᘉॣࡼǶ!
ȐΒȑġ࠻ϣӦЗ٬ҔᢗǵႴεࠠᏔǴ٠ᝄ٬Ҕґථሳಂ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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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ΟȑġҙፎΓᔈ఼ܭᇂࢲୱϣǴय़ӛҁ۬ᆵεၰѱࡹεኴϩණ
λࠠᘉॣࡼȐΒΜϦЁԿϿڀȑǴ٠फ़եڀᘉॣࡼ
ϐॣໆǴ٠ᔈ಄ӝҁ۬ᕉნߥៈֽϷᏓॣᆅݤڋ࣬ᜢೕۓՉ
ॣໆᆅڋǴаᗉխቹៜߕ߈ۚ҇ϐғࢲբ৲Ƕ!
ȐѤȑġ ВఁΜਔԿಜВϱΖਔόள٬ҔᘉॣࡼǴ၂ॣਔǴҭ
ӕǶՠᏓॣᆅݤڋ࣬ᜢݤೕќԖೕޣۓǴόӧԜज़Ƕ!
ȐϖȑġҙፎΓᔈࡰࢴೢΓǴॄೢॣໆᆅڋᅱπբǶ!
ΜǵҙፎΓᔈܭനಖ٬ҔВࡕВϣஒӦӣൺচރϷమዅֹ٠Ҭᗋ
ઝਜೀǶӵԖཞᚯǵԦᅄځ܈дઇᚯՉࣁǴᔈջӣൺচރǴ٠ॄཞ
্፝ᓭೢҺǹ҂ӣൺচޣރઝਜೀளՉӣൺচރǴ܌ሡҔҗߥ
ߎύԌନǴόىਔ٠ளଓᓭϐǴҙፎΓόள౦ǹҙፎΓӵࣁҁ
۬ӚᐒᜢǵᏢਠǴҗ၀٬ҔൂՏॄೢǶ!
ΜΒǵҙፎΓၴϸҁाᗺೕޣۓǴନ٩ҁाᗺೕۓೀѦ٠ϒаᗺԛǴ
ӕԃࡋϣಕीᗺၲΒԛǴଶЗ٬Ҕҁ۬ᆵεၰѱࡹεኴӚ
ӦΟঁДǶ!
ΜΟǵࢲ่ࡕ״ǴҙፎΓᔈӕઝਜೀϷҁ۬࣬ᜢൂՏՉӦǴ
ᔠӦǵഢϷᏔคཞᚯϷځдၴೕ٣ࡕคᔈԌନߥߎ
٣ޣǴዴᇡคᇤࡕค৲ଏᗋߥߎǴ٠ᔈܭനಖ٬ҔВࡕঁД
ϣаਜय़ҙፎଏᗋǶ!
ΜѤǵҙፎΓ҂ୖᆶӦޣǴҗઝਜೀՉዴᇡǴϪཞᚯҗҙ
ፎΓཷࡴڙ܍Ƕ!
Μϖǵҁाᗺ܌ሡਜ߄ԄǴҗઝਜೀќۓϐǶ!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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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߄Ǻ!

ᆵύѱࡹ۬ᆵεၰѱࡹεኴӦ٬Ҕਔ໔ϷӚҔԏ୷ྗ߄!
Ӧ٬Ҕ!
ӦӜᆀ!

٬Ҕਔ໔!

ȐཥᆵჾǺϡ0ਔࢤȑ!

όੋϷՉࣁ

ੋϷՉࣁ

թǵற௨Ϸᄖ!
ȐཥᆵჾǺϡ0ਔࢤȑ!
όੋϷՉࣁ! ੋϷՉࣁ

ߥߎ
Ȑཥᆵ
ჾǺϡ0
ԛȑ!

ѳВВǺ!
ϱਔࢤǺΖਔ

ඁύኴ܈ЎЈኴ! ԿΜΒਔ!


ኴ

ύ

ΠϱਔࢤǺΜΟ

! ਔ Ο Μ ϩ Կ Μ

Ѥኴο!

۬  ቶ !

 ኴύѧ
ࡷ ଯ ο !
ቶ
!
۬ ࡕ ቶ !

ځ

д!

)ٯӵ;ѱ۬
εኴܿୁय़
ඁύၡ܈ѱ
۬εኴՋୁ
य़ЎЈၡ*!

ΎਔΟΜϩ!
ВǺ!
ϱਔࢤǺΖਔ
ԿΜΒਔ!
ΠϱਔࢤǺΜΟ
ਔΟΜϩԿΜ
ΎਔΟΜϩ!
ВǺ!
ϱਔࢤǺΖਔ
ԿΜΒਔ!
ΠϱਔࢤǺΜΟ
ਔΟΜϩԿΜ
ΎਔΟΜϩ!
ڹ໔ਔࢤǺΜΖ
ਔԿΒΜΒਔ!
ВǺ!
ϱਔࢤǺΖਔ
ԿΜΒਔ!
ΠϱਔࢤǺΜΟ
ਔΟΜϩԿΜ
ΎਔΟΜϩ!
ڹ໔ਔࢤǺΜΖ
ਔԿΒΜΒਔ!
ВǺ!
ϱਔࢤǺΖਔ
ԿΜΒਔ!
ΠϱਔࢤǺΜΟ
ਔΟΜϩԿΜ
ΎਔΟΜϩ!
ڹ໔ਔࢤǺΜΖ
ਔԿΒΜΒਔ!
ВǺ!
ϱਔࢤǺΖਔ
ԿΜΒਔ!
ΠϱਔࢤǺΜΟ
ਔΟΜϩԿΜ
ΎਔΟΜϩ!
ڹ໔ਔࢤǺΜΖ
ਔԿΒΜΒਔ!

ϖί!

!

Βί!

!

Β!

ϖί!

!

Βί!

!

Β!

!

Β!

Ѥί!

Ζί!

Ѥ!

ϖί!

!

Βί!

Ѥί!

Β!

Βίϖԭ!

ϖί!

ί!

Βί!

Β!

Βίϖԭ!

ϖί!

ί!

Βί!

Β!

ഢຏǺ˞ǵҁ߄ҔຒۓကӵΠǺ!
)2* Ӧ٬ҔǺࡰӚӦගٮҙፎΓᖐᒤࢲ٬ҔӦ܌ԏڗϐҔǶ!
)3* թǵற௨ϷᄖǺࡰӚӦගٮҙፎΓթǵற௨Ϸᄖ٬ҔӦ܌ԏڗϐҔǶ!
)4* ߥߎǺࡰࣁᏼߥҙፎΓቬՉӚӦᔈᒥӺϐ࣬ᜢೕȐऊȑۓϷӚࡼᆢៈက୍Ǵӛҙፎ
ΓႣӃԏڗϐߎᚐǶ!
)5* ਔࢤǺࡰ٬ҔीൂՏǴаѤλਔࣁঁਔࢤǶ!
3ǵҙፎΓၻਡਔࢤ٬ҔޣǴ۬ቶаλਔΒίϡीᆉၻਔ٬ҔǴඁύኴ܈ЎЈኴኴ
ύǵοǵኴύѧࡷଯοаλਔίϡीᆉၻਔ٬ҔǴ۬ࡕቶϷځд
аλਔϖԭϡीᆉǹၻਔъλਔޣаλਔीᆉǶՠೱុ٬ҔΒਔࢤаޣǴځ໔႖ਔ໔
ϝள٬ҔǴόќीǹೱុ٬ҔΒВаޣǴځၠڹਔ໔ȐΒΜΒਔԿಜВΖਔȑϝள٬Ҕ
ǴόќीǶ !!!!!!!!!!!!!!!!!!!!!!!!!!!!!!!!!!!!!!!!!!!!!!!!!!!!!!!!!!!!!!!!!!!!!!!!!!!!!!!!!!
4ǵҙፎΓӵճҔߚॊ٬Ҕਔ໔ॷҔӦаՉթǵற௨ǵᄖࢲ܈ਔǴ٬ҔىѤλਔ
аঁਔࢤीǴ٬ҔόىѤλਔλਔԏКྣၻਔ٬Ҕԏ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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ߕ߄ΒǺ!

ᆵύѱࡹ۬ᆵεၰѱࡹεኴӦႝΚ٬Ҕԏ୷ྗ߄
ӦӜᆀ!

ႝΚ٬Ҕ

ٮႝज़!ڋ

ႝᓸǺ!331W!
ႝࢬǺ261B!
 ኴ ύ ! ȐЎЈኴኴύԖୁٿႝጃȑ
ඁύኴ܈ЎЈኴ!

Ѥኴο!

۬  ቶ !

ႝᓸǺ221W!
ႝࢬǺၡ 31BȐ3 ၡȑ!

ႝᓸǺ!331W!
ႝࢬǺ ୁ31BȐѰѓୁٿȑ! းௗଆԿڕܨЗය໔ीᆉࡋኧǴаᆵ
ႝΚϦљϦϐႝሽीᆉႝǶ!

 ኴύѧ
ࡷ ଯ ο !

ႝᓸǺ221W!
ႝࢬǺ31B!

۬ ࡕ ቶ !

ႝᓸǺ221W!
ႝࢬǺ31B!

ቶ
!

ځ

д!

)ٯӵ;ѱ۬
εኴܿୁय़ !
ඁύၡ܈ѱ
۬εኴՋୁ
य़ЎЈၡ*!

!

ഢຏǺ2ǵҙፎΓ٩ೕۓගрҔႝሡ٠ઝਜೀਡࡕǴܭற௨ਔ໔ଆӕઝਜೀ
ΓۓࡰܭՏးௗႝΚǴ٠ܭးௗϷڕܨਔฦࡋኧаճीᆉႝΚ٬Ҕ
Ƕ!
!!!!!!3ǵҙፎΓҔႝሡຬၸӚӦٮႝज़ڋज़ਔǴᔈԾഢวႝᐒ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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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財務字第1030017439號
!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動支災害準備金應行注意事項」，並自即日起生
!
效，請 查照並轉知所屬。
說明：
!
一、檢附修正後之「臺中市政府動支災害準備金應行注意事項」乙份。
!
二、副本抄送本府秘書處及法制局，請協助刊登市府公報及法規網站。
!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財政局（財務管
!理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
!

ᆵύѱࡹ۬Ѝྗ্ؠഢߎᔈՉݙཀ٣!
ύ҇୯ 100 ԃ 12 Д 1 В୍۬ӷಃ 1000234204 ဦۓुڄวѲ
ύ҇୯ 103 ԃ 1 Д 27 В୍۬ӷಃ 1030017439 ဦڄঅ҅วѲ!

ǵġ ᆵύѱࡹ۬ȐаΠᙁᆀҁ۬ȑࣁ٬܌ឦӚᐒᜢᏢਠȐаΠᙁᆀӚᐒᜢȑ
Ѝྗ্ؠഢߎำׇԖठ܄ϐբೕጄǴुۓҁݙཀ٣Ƕ!
Βǵġ ӚᐒᜢЍྗ্ؠഢߎᒤ্ؠ௱շǵᆙ࡚ཟ௱ϷൺࡌπำǴᔈа
ԃࡋวғࣁޣज़Ǵ٠಄ӝΠӈЍҔጄൎǺ!
)* ٩্ؠٛ௱ݤಃѤΜΖచۓ܌Ӛ্ؠ௱շᅿᜪϷྗೕۓǴᔈ
җࡹ۬ࡪۓྗਡวϐӚϺฅ্ؠ௱շߎǶ!
)Β* ؠӚᆙ࡚ཟ௱܌ሡ࣬ᜢҔǶ!
)Ο* མࡌӼ҇ؠᖏਔԏځ܈܌дӼ࣬܌ᜢҔǶ!
)Ѥ* ᖼ҇ؠᆙ࡚௱ᔮѸሡނၗҔǶ!
)ϖ* ᖼ܈ચၛᆙ࡚௱ؠπբѸሡࠔނǵᏔ܈ഢҔǶ!
)Ϥ* ؠᕉნమࢥ܈࣬ᜢҔǶ!
)Ύ* ؠൺࡌǶ!
Οǵġ ӚᐒᜢࣁᒤӚ্ؠ௱շǵᆙ࡚ཟ௱ϷൺࡌπำǴᔈ൩܌ሡࡌ
ҥਜय़Ǵ٠ࢴǵቩࡕҙፎЍྗ্ؠഢߎǶ!
ӚᐒᜢҙፎЍྗ্ؠഢߎǴᔈҗભᐒᜢගрǹΒભᐒᜢϷᏢਠᔈ
ӛભᐒᜢගрǴӚϦ܌ᔈ٩୍܄፦ӛӚભᐒᜢගрǴӆҗ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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ભᐒᜢ٩ೕۓำׇਢᛝҁ۬ЬीೀϷҁ۬ࡹֽȐаΠᙁᆀ
ࡹֽȑǴഋൔѱߏਡۓЍǶ!
Ѥǵġ ᒤ্ؠཟᓀǵཟঅπբǴᔈ٩ՉࡹଣЬीᕴೀुႧϐӚભӦБࡹ۬
ु্ؠۓཟᓀཟঅ໒αࠨऊᔈՉݙཀ٣ೕۓǴୖԵΟԃࡋᒤؠ
্ཟᓀϷཟঅπբϐჴሞೕኳǴ٠٣Ӄᆶቷᛝु໒αࠨऊǴຎ্ؠ
ჴሞਡჴᒤࢴπǶ!
ᆶቷᛝु໒αࠨऊǴᔈ٩ҁݙཀ٣ಃΟᗺಃΒೕۓǴҙፎ
Ѝྗ্ؠഢߎǶ!
ϖǵġ Ӛભᐒᜢ༼ᒤ্ؠൺࡌπำǴᔈᏃೲӕભᐒᜢीൂՏᒤჴ
ӦϷբԋइᒵǴฦᒵՉࡹଣϦӅπำہࡕؠൺࡌπำቩ
ϷՉၗૻسǴ٠ᔈ্ؠܭวғࡕΒΜВϣ༼٠ቩਡǴ༤ؠڀ
্ൺࡌπำቩ߄ȐߕҹȑගрҙፎЍྗ্ؠഢߎǶ!
Ϥǵġ ᛝںਡЍྗ্ؠഢߎਢҹǴӚᐒᜢᔈᑈཱུ٩ೕۓำׇᒤǴ٠ܭ
ںਡࡕΟВϣǴஒںਡᛝևቹҁٳӕྗ্ؠഢߎЍኧᚐ߄ǵྃрी
ฝᇥܴගाᆶӚҔܴಒ߄ӚΖҽଌࡹֽᒤϩଛႣᆉǶ!
ςਡۓЍྗ্ؠഢߎਢҹคܭݤԃࡋϣֹԋኘීำޣׇǴӚભᐒ
ᜢᔈ٩ೕۓำׇᒤߥ੮٣ەǴᎩᔈܭԃࡋϣᒤਡᎍϷ
่ᎩኧຏᎍǶ!
Ύǵġ Ӛᐒᜢ҂٩ҁݙཀ٣ᛝᒤЍྗ্ؠഢߎԶ҂ᕇϩଛႣᆉ܈҂ᒤ
ߥ੮ޣǴ܌ሡҗӚᐒᜢԾՉॄೢǶ!
Ζǵġ ӚᐒᜢᒤӚ্ؠ௱շǵᆙ࡚ཟ௱ϷൺࡌπำǴᔈҁ౽ᔮ࡚চ߾
ፓԃࡋႣᆉᒤǶ!
ҁ۬ԃࡋྗ্ؠഢߎႣᆉኧόىЍᔈख़εϺฅ܌্ؠሡ௱ؠ
ǴԶᙯൔύѧҙፎံշǴӚભᐒᜢᔈܭԃࡋΜΒДΜВᔠߕ
ύѧೕۓϐ࣬ᜢଌቩၗȐߕҹΒȑǴڄଌࡹֽᙯൔՉࡹଣЬीᕴ
ೀቩǶ!
ΐǵġ Ӛભᐒᜢᔈࡰൂۓᖄ๎ืαǴ༼ቩਡ܌ᆅ্ؠ௱շǵᆙ࡚ཟ௱
ϷൺࡌπำਢҹǴڐշගൔύѧҙፎံշǴ٠ܭԃѤДϷΎДԿΜ
ΒДࡪДϖВஒྗ্ؠഢߎЍϷځჴሞЍб)วх*ኧ༤߄)ߕҹ
Ο*ڄଌࡹֽ༼ᒤǶ!
Μǵġ ӚભᐒᜢЍҔྗ্ؠഢߎᔈ٩ਡۓϐीฝǵߎᚐǵ࣬ᜢೕۓϷी
ำׇᒤǴόள౽բдҔǶ!
Μǵġ Ӛᐒᜢ࣬ᜢΓ҂٩ҁݙཀ٣ᒤǴࡹֽளຎᇸख़೯ޕ၀
ᐒᜢ܈ભᐒᜢϒаೀǴᒤԖфΓǴ၀ᐒᜢளӈᖐ٣ჴǴഋ
ൔዛᓰ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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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秘字第1030008063號
附件：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推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主旨：檢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推展委員會設置要點」，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各市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教育局秘書室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訊教育推展委員會設置要點
103年2月6日中市教秘字第1030008063號函訂定

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以下簡稱教育局)為推動臺中市(以下簡稱本市)市立
高級中學及國民中小學(以下簡稱所屬學校)資訊教育暨資訊科技融入
教學創新，並建構優質之e化學習環境，特設立臺中市政府教育局資訊
教育推展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並訂定本要點。
二、本委員會設置之宗旨如下：
(一)建構與策定本市所屬學校資訊教育暨資訊科技融入教學創新之推
動藍圖。
(二)規劃與審議本市所屬學校資訊軟硬體建設。
(三)整合與管理本市資訊教育各項資源。
(四)發展與推動本市所屬學校校務行政電子化。
(五)協助與評鑑本市所屬學校資訊教育推展工作。
(六)諮詢與輔導本市所屬學校學術網路管理。
(七)培養與提昇本市所屬學校教育人員之資訊素養。
(八)其他與資訊教育推動相關事項。
三、本委員會置委員十三人，其中一人為主任委員，由教育局局長兼任，一
人為副主任委員，由教育局專門委員兼任，前述二人及教育局秘書室主
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局長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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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學者、專家五人。
(二)本局業務相關之督學一人、科長二人。
(三)本局資訊單位技術專業人員二人。
前項委員聘期為二年，期滿得續聘。委員出缺時，得補聘（派）之，其
任期至原委員任期屆滿為止。
四、本委員會為執行各項任務，另置下列各業務組，負責規劃辦理本市所屬
學校資訊教育推展工作：
(一)資訊環境基礎建設組：規劃辦理本市所屬學校電腦軟硬體充實更
新、校園網路建置與管理事項。
(二)學校校務行政系統組：規劃辦理本市所屬學校校務行政電子化及教
育行政資料庫之建置事項。
(三)校園自由軟體推動組：規劃辦理本市所屬學校教師校園自由軟體教
案教材、教學應用、教師研習及特色發展事項。
(四)資訊融入教學推動組：規劃辦理本市所屬學校資訊融入教學應用創
新及研究發展事項。
(五)資訊教育輔導評鑑組：規劃辦理本市所屬學校資訊教育教學輔導與
相關評鑑事項。
(六)網際網路管理支援組：規劃辦理本市所屬學校網路連線業務諮詢與
管理、推廣網際網路應用事項。
本委員會各組置組長一名，由主任委員或其授權代理人依業務功能屬性
指定適當人員擔任，各組另置副組長一人至二人、組員若干名，由組長
自行遴選後提報教育局審查核派。
五、本委員會基於專業諮詢需要，除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委員外，得視實際需
要敦聘專案顧問，或成立資訊教育諮詢顧問團，以建立厚實之專業支援
後盾。
六、本委員會委員、各業務組及專案顧問之成員單一性別比例應不低於成員
總人數三分之一。
七、本委員會每年定期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由主任委員
擔任主席。主任委員未克出席時，由副主任委員主持，正副主任委員皆
未克出席時，由教育局秘書室主任主持。前述三人皆未克出席時，由主
任委員指定委員一人代理。召開會議時各業務組應提出工作報告，準備
討論議題及相關研商事宜。
八、本委員會之人員均為無給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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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中字第1030007822號
附件：如說明四
主旨：茲修正「臺中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第8點第
2項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本局102年12月16日第149次局務會議決議事項辦理。
二、考量獎學金審查事宜與學校學生事務息息相關，審查委員會應納入學
校代表，爰修正本要點審查委員會之組成代表為：「獎學金審查委員
會置主任委員一人由教育局局長兼任，中等教育科科長為當然委員，
其餘委員由市立高中、國中校長各一人、業務處室行政代表二人及教
師會、家長會各派代表一人擔任。」。
三、惠請本府秘書處協助登載公報，法制局上傳法規資料庫。
四、附修正總說明、對照表及修正後要點全文各一份供參。本法規相關疑
問，請逕洽本局中等教育科田宜加小姐（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
機54209）。
正本：新竹縣政府、苗栗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南投縣政府、雲林縣政府、
嘉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宜蘭縣政府、花蓮縣政府、臺東縣政府、
澎湖縣政府、基隆市政府、新竹市政府、嘉義市政府、福建省連江縣
政府、金門縣政府、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新北市政府教育局、臺南市
政府教育局、高雄市政府教育局、桃園縣政府教育局、臺中市各大專
院校、臺中市各高中職、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學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教育局(副本均含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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ᆵύѱύаᏢਠమൣᓬذᏢғዛᏢߎჴࡼाᗺ!
臺中市中等以上學校清寒優秀學生獎學金實施要點
!ύ҇୯
211 ԃ 6 Д 22 Вਡ!ۓ
中華民國100年5月11日核定
中華民國102年7月1日修正第7點
!ύ҇୯
213 ԃ 8 Д 2 Вঅ҅ಃ 8 ᗺ!
中華民國103年2月11日修正第8點
!!!!!!!!!!!!!!!!!!!!!!!!!!!!!!!!!!ύ҇୯
214 ԃ 3 Д 22 Вঅ҅ಃ 9 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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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Βȑৎᎁၶᡂࡺठғࢲഐ֚ܭᜤǴᏤৣрڀܴޣǶ!
!!!!ȐΟȑځдৎნమൣǴᏤৣрڀܴޣǶ!
ΟǵҁዛᏢߎᏢයว๏ԛǴӚಔԋᕮϐྗӵΠǺ!
!!!!Ȑȑ୯҇ύᏢಔǺᏢಞຑໆ௦ΐԃೣԋᕮຑໆीϩၲΎΜϩаȐаচ!
!!!!!!!!!!ۈϩኧीඤᆉࣁΌаȑǴЪคҺՖࣽόϷޣǶ!
!!!!ȐΒȑଯύ)ᙍ*ಔǺᏢԋᕮᕴѳ֡ϩኧၲΖΜϩаȐҘаΖΜϩीȑ
Ǵ!
!!!!!!!!!ЪคҺՖࣽόϷޣǶϖԃڋࣽᏢਠϐǵΒǵΟԃભٳΕଯύ!
!!!!!!!!!ȐᙍȑीǶ!
!!!!ȐΟȑεಔǺᏢԋᕮᕴѳ֡ϩኧΖΜϩаȐҘаΖΜϩीȑ
ǴЪค!
!!!!!!!!!!ҺՖࣽόϷޣǶϖԃڋࣽᏢਠϐѤǵϖԃભаεଣਠीǶ!
ѤǵҁाᗺϐዛᏢߎᏢයว๏ԛǴӜᚐϷߎᚐӵΠǺ!
!!!!Ȑȑ୯҇ύᏢѤԭϖΜӜǴӜཥᆵჾίϖԭϡǶ!
!!!!ȐΒȑଯύᙍΖΜӜǴӜཥᆵჾΒίϡǶ!
!!!!ȐΟȑεଣਠϖΜϖӜǴӜཥᆵჾΟίϡǶ!
!!!!ံਠǵঅᏢਠ܈অᏢғᒵڗӜᚐаόຬၸӚීΓኧԭϩϐΒΜࣁ!
!!!!চ߾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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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ȑҙፎਜȐӵߕҹȑ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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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ΟȑեԏΕЊܴਜ܈ᏤৣܴǶ!
!ȐѤȑӧᏢܴਜϷᏢයуᇂᏢਠܴകϐԋᕮൂቹҁǶ!
!ಃѤීϐԋᕮൂቹҁǴ୯ύԃભᏢයᛦଌ୯λԋᕮǵଯ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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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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җҁ۬௲ֽ࣬ػᜢႣᆉЍᔈǶ!
ΜǵҙፎҁዛᏢߎޣǴҁ۬ਡࡕǴޕڄᕇዛշᏢғ൩᠐Ꮲਠ໒ҥᕇዛշᏢғ
ϐӑሦమнϷᏢਠԏᏵǴᏵаኘී٠җᏢਠᙯวǶ!

臺中市政府農業局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農秘字第1030003774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節約能源推動小組設置要點」第一點、第二
點、第六點，同時並修正要點名稱為「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節約能源推
動暨電子公文節能減紙工作小組設置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節約能源推動暨電子公文節能減紙工作小組
設置要點」第一點、第二點、第六點及要點名稱修正規定及修正對照
表乙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本局作物生產科、林務自然保育科、畜牧科、農會輔導休閒農業科、
運銷加工科、農地利用管理科、人事室、政風室、會計室、臺中市海
岸資源漁業發展所、臺中市動物保護防疫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本局秘書室(均含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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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農業局節約能源推動暨電子公文
節能減紙工作小組設置要點
中華民國101年11月14日中市農秘字第1010031557號函頒
中華民國103年2月11日中市農秘字第1030003774號函修訂

一、臺中市政府農業局（以下簡稱本局）為推動節約能源與執行行政院
加強政府機關及學校節約能源措施，設置本局節約能源推動暨電子
公文節能減紙工作小組（以下簡稱本小組）。
二、本小組之任務如下：
（一）督導本局及所屬各機關節約能源、電子公文節能減紙之執行
事項。
（二）考核本局及所屬各機關節約能源、電子公文節能減紙成效。
（三）其他有關節約能源、電子公文節能減紙事項之審議。
三、本小組置召集人一人，由副局長兼任，其餘委員十人，由本局各科
室主管派兼之，本小組委員應隨其本職進退。
四、本小組每半年召開會議一次，並視實際需要召開會議，會議由召集
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召集人指定委員一
人代理之。
五、本小組委員應親自出席會議，不克參加時得指派股長級以上人員代
理。會議應有委員過半數之出席，始得開議，決議事項應有出席委
員過半數之同意，始得為之，可否同數時由主席裁決之。
六、本小組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本局秘書室主任兼任；置節能管理人
員、電子公文節能減紙管理人員各一人，由本局秘書室派員兼任。
七、本小組委員及兼職人員均為無給職。
八、本小組對外行文，以本局名義行之。
九、本小組所需經費，由本局編列預算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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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30021701號
附件：如文
主旨：農民健康保險監理委員會組織規程第1條條文，業經內政部於103年2月
5日以台內團字第1030078600號令修正發布，如需修正發布條文，請至
行政院公報資訊網（網址：http://gazette.nat.gov.tw）下載，請
查照。
說明：
一、依據內政部103年2月5日台內團字第10300786005號函辦理。
二、旨揭條文原為「本規程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四項規定訂定
之。」修正為「本規程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正本：臺中市農會、臺中地區農會、臺中市大安區農會、大甲區農會、大里
區農會、大肚區農會、大雅區農會、太平區農會、外埔區農會、石岡
區農會、后里區農會、沙鹿區農會、和平區農會、東勢區農會、神岡
區農會、烏日區農會、清水區農會、梧棲區農會、新社區農會、潭子
區農會、霧峰區農會、龍井區農會、豐原區農會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本府農業局局長室、本府農業局(農會輔導休閒農
業科)(均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4日
發文字號：府授社障字第1030018238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運用作業要點」，並自即日起生效，
請 查照。
說明：
一、檢附「臺中市公益彩券盈餘經費運用作業要點」修正條文乙份。
二、惠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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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臺中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均含附
件)
!

市長

胡志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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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Ӛ୍ᐒᜢǶ!
!!!!)Β*ܭҁѱவ٣ޗᅽճ࣬ᜢ୍ܺځകำܴुᒤޗᅽճϐޗი!
!!!!!!!!ݤΓǵიݤΓ୷ߎϷޗᅽճᐒᄬǴਡځ୍ಔᙃၮ
բ଼ӄǵ٩ݤє໒ۓݤǴ٠ൔЬᆅᐒᜢਡഢޣϐൂՏǶ!
!!!!)Ο*εᏢϐޗᅽճ࣬ᜢᏢسǶ!
ΟǵံշҞǺ!
!!!!)*ࡹံ܄շǺҗҁ୍۬ൂՏ٩ࡹϷሡाुۓीฝ٠Ᏽаჴ!
!!!!!!!!ࡼǶ!
!!!!)Β*ံ܄շǺ٩ᆵύѱϦறࣦچᎩҙፎံշҞϷ୷ྗ!
!!!!!!!!)аΠᙁᆀҁѱံշҞϷ୷ྗ*٠ᏵаቩۓǶ!
ѤǵံշྗǺ!
!!!!)*ࡹ܄БਢǺ!
!!!!!!!!2ǵ٩ჴሞ܌ሡႣᆉᚐࡋǴҗҁ୍۬ൂՏ٩ࡹϷёՉ!!
!!!!!!!!!!!܄ǵѸा܄ೕჄ߃ቩǴҙፎൂՏளӈϩԾᝢǶ!
!!!!!!!!3ǵϦறࣦچᎩၮҔԵਡϷଓӣීߥᆅϷၮҔᒤݤಃϖచ܌
ۓΠӈҞନѦǺ!
!)2*ӄ଼҇நߥᓀߥᓀǶ!
!)3*ၭ଼҇நߥᓀߥᓀǶ!
!)4*ύեԏΕԴΓғࢲࢭຠǶ!
!)5*аύѧۓᚐᆉޗᅽճံշීӄኧЍᔈϐޗᅽ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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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ҞǶ!
!!!!)Β*܄БਢǺ٩ံշҞϷ୷ྗቩਡǴதߐϷၗҁߐਡ!ࡕۓ
!!!!!!!!ᕴϐԭϩϐΖΜ)ൂՏᔈԾᝢԭϩϐΒΜа*Ƕ!
!!!!)Ο*Γ٣ံշБਢǺ٩ҁѱံշҞϷ୷ྗᒤǹӵੋϷҥݤᆶࡹ!
!!!!!!!!ՉҞϐЍᖒྗϐठ܄ᔈගᆵύѱϦறࣦچᎩ
ᆅၮҔہȐаΠᙁᆀҁہȑቩǶ!
ϖǵံշচ߾Ǻ!
!!!!)*܄БਢൂՏԃံշᚐࡋȐ֖λᚐံշȑаཥᆵჾΒԭ!
!!!!!!!!ϡࣁज़ȐΓ٣ҔϷၗҁߐќीȑ
Ƕ!
!!!!)Β*λᚐံշਢനଯϖϡǴൂՏԃံշᚐࡋаཥᆵჾΟΜ!
!!!!!!!!ϡࣁज़Ƕ!
!!!!)Ο*ଛӝϣࡹϷҁ۬ࡹՉϐБਢǴҁہрৢہΒϩ
ϐቩ೯ၸǴளόံڙշКٯϷߎᚐϐज़ڋǶ!
!!!!)Ѥ*җࡹ۬ૼہᒤ܈Ϧ҇ᔼՉϐБਢளόڙಃීϐज़ڋǶ!!!!!!!!
!!!!)ϖ*ҙፎीฝڀҞޑബཥ܄ǵჴᡍ܄Ϸӝ܄ीฝࣁᓬӃံշǶ!
!!!!)Ϥ*Бਢቩਡ่݀ᔈ௶ܴҗࡕᆛϦǶ!
!!!!)Ύ*ံڙշൂՏᔈܭӚ࠹Ꮴၗǵࢲᆸᆵङඳǵᖼഢϐܴ!
!!!!!!!!ᡉՏҢȨᆵύѱϦறࣦچᎩံշȩӷኬǶ!
Ϥǵҙፎਔ໔Ǻ!
!!!!)*ឦԃࡋ܄ीฝϷࡼഢϐံշҙፎਔ໔ࣁԃΜДВԿ
ΜДΜϖВǴឦΠъԃࡋीฝ)ό֖ࡼഢीฝ*ҙፎਔ໔ࣁ
ԃࡋѤДΜϖВԿѤДΟΜВ!)ҙፎᄒЗВၶଷВۯԿΠ
πբВ*Ƕ!
!!!!)Β*ҙፎཥᆵჾϖϡаΠϐλᚐံշᔈܭीฝᒤঁДගр!
!!!!!!!!ҙፎǴ҂ܭਔज़ϣගрǴόϒံշǶՠਸ٩ҙፎൂՏٰ!
!!!!!!!!ڄᇥܴǴ୍ൂՏቩԖҗޣǴόӧԜज़Ƕ!
!!!!)Ο*يЈምᛖޗიࡂ܊ચߎံշܭᛝुચၛࠨऊࡕঁДϣගрҙ!
!!!!!!!!ፎȐࠨऊය໔ࣁၠԃࡋޣǴளܭ႖ԃࡋԃࡋ໒ۈਔڄፎҁ۬!ޗ
!!!!!!!!ֽ൩ӕࠨऊុࣁံշഭᎩДҽȑǶ!
!!!!)Ѥ*ᆙ࡚Ϸڀਔਏ܄ਸਢҹǴҁہрৢہၸъኧਜय़
ӕཀޣǴளόڙΟීਔज़ज़ڋǶ!
ΎǵҙፎൂՏᔈഢЎҹǺ!
!!!!)*ीฝҙፎਜȐԄӵߕҹȑ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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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ԾᝢීܴȐΟঁДϣȑǶ!
!!!!)Ο*ݤΓฦਜϷಔᙃകำȐਈշകำȑǶ!
!!!!)Ѥ*ځдຎঁਢሡाϐЎҹǶ!
!!!!!!!!2ǵεᏢޗᅽճ࣬ᜢᏢسᔈа၀ਠӜကගрҙፎǶ!
!!!!!!!3ǵӵ߯ௗ۬ࡹڙᐒᜢૼہᒤ୍ޣǴᔈߕࠨૼہऊਜǶ!
!!!!!!!4ǵځд٩ྣ࣬ᜢݤೕᒤϦӅӼӄᔠൂՏǴ֡ᔈᔠߕϦӅ
ӼӄᔠӝܴЎҹǶ!
!!!!!!!5ǵҙፎൂՏᔈӈܴӄϣǴϷᔕӛځдൂՏҙፎံշ!
!!!!!!!!!!ҞǵߎᚐϷਡڄۓǶ!
!!!!!!!6ǵගрЎҹࣁቹҁਔǴᔈܭቹҁЎҹϣуຏ٠ᛝകϪ่ᆶ҅ҁ!
!!!!!!!!!!࣬಄Ƕ!
ΖǵቩբǺ!
!!!!)*ቩБԄǺ!
!!!!!!!2ǵҙፎਢᔈӃଌҁֽ۬ޗᙯଌҁ۬Ӛ୍ЬᆅᐒᜢǴ٩ቩਡ!
!!!!!!!!!!ख़ᗺ൩ीฝϣǵ࣬ᜢЎҹϷሡගр߃ቩཀـǴӆҗ!
!!!!!!!!!!ҁ۬༼ֽޗǴଌҁہቩਡۓǶ!
!!!!!!!3ǵҁہளᗎፎҙፎൂՏӈৢᇥܴǶӵԖჴӦϐѸाǴ!
!!!!!!!!!!ளࢴჴӦࡕቩਡۓǶ!
!!!!!!!4ǵཥᆵჾϖϡаΠϐλᚐံշҗҁ۬٩ҁाᗺϷҁѱҞϷ!
!!!!!!!!!!୷ྗቩϒਡࡕۓǴଌҁہഢǶ!
!!!!!!!5ǵቩΓ൩Һ)ঋ*ᙍൂՏ܌ගҙፎीฝǴᔈᗉቩǶ!
!!!!)Β*ቩਡख़ᗺǺ!
!!!!!!!2ǵำׇाҹǺ!
!!!!!!!!!)2*ҙፎൂՏࢂց಄ӝံշၗǶ!
!!!!!!!!!)3*ीฝϣࢂց಄ӝځҥਢಔᙃȐਈշȑകำϐےԑϷ୍ܺ!
!!!!!!!!!!!!ϣǶ!!!!!!!!
!!!!!!!!!)4*ҙፎीฝࢂց಄ӝံշጄൎǵҞϷ୷ྗǶ!
!!!!!!!!!)5*ҙፎံշϷԾᝢීጓӈǶ!
!!!!!!!!!)6*คၻය҂ਡᎍਢҹǶ!
!!!!!!!!!)7*คख़ፄҙፎံշҞǶ!
!!!!!!!!!)8*ҙፎൂՏऩࡹ۬ᐒᜢຊۓଶЗံշǴ၀ଶЗံշය໔ҭ!!
!!!!!!!!!!!!όளҙፎҁ۬ϦறံچշǶ!
!!!!!!!3ǵჴ፦ाҹǺ!
!!!!!!!!!)2*ीฝϣёၲԋႣයਏ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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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ё൩ीฝҞुޑрຑࡰǶ!
!!!!!!!!!)4*ԃࡋံշीฝϐՉԋਏǶ!
!!!!!!!!!)5*ࢂցख़ፄࡹ۬ςᒤ٣Ƕ!
!!!!!!!!!)6*ࢂցࣁံкࡹ۬҂ᒤϐ٣Ƕ!
!!!!!!!!!)7*ҙፎीฝڀബཥ܄ǵჴᡍ܄Ϸӝ܄Ƕ!
!!!!!)Ο*ҙፎਢҹҁہቩਡ೯ၸޣǴᛝںѱߏਡࡕۓ೯ޕҙፎൂ!
!!!!!!!!!Տǹ҂ਡံۓշޣǴ௶ܴቩਡཀـǴ೯ޕҙፎൂՏǶ!
!!!!!)Ѥ*ଞჹҙፎࠆૈໆБਢϷΓΚᆒБਢϐံշჹຝᄤԃ!
!!!!!!!!!ࡋံշຬၸཥᆵჾԭϡϐიᡏǴܭԃࡋᔈௗڙЬᆅᐒᜢ!
!!!!!!!!ᒤຑ᠘٣ەǴ٠ࣁ҂ٰံշϐ٩ᏵǶ!
ΐǵࡹೀǺ!
!!!!)*ҁہ،ᛝںѱߏਡϷֹԋႣᆉቩำࡕׇǴҁ۬!
!!!!!!!!ᔈࡪቩ่݀೯ޕҁ۬࣬ᜢᐒᜢǶ!
!!!!)Β*ሦᏵᔈуᇂံڙշൂՏკ܈ӑߞᆶॄೢΓǵЬᒤीǵрયǵ!
!!!!!!!!ЋΓϐᙍകǴ٠уຏံڙշൂՏ֟ǵጓဦǵߎᑼᐒ!
!!!!!!!!ᄬӜᆀǵဦϷЊӜǶ!
Μǵ܄БਢံշፎኘϷਡᎍǺ!
!!!!)*ፎኘǺ!
!!!!!!!!2ǵံڙշൂՏᔈܭीฝֹԋࡕΒຼϣᔠߕԏᏵϷಃΒීಃҞ!
!!!!!!!!!!!ЎҹᏵаᏧኘǶ!
!!!!!!!!3ǵीฝԖႣбሡޣǴҙፎൂՏᔈϒԏډਡڄۓΒຼϣǴᔠߕ!!
!!!!!!!!!!!চӢϷҗӛҁ۬ගрҙፎǴቩԖҗޣǴۈளаႣб!
!!!!!!!!!!!БԄᒤǹ௦ႣбޣᔈҥЊීҔǴፎීਔᔈᔠߕሦ!
!!!!!!!!!!!ᏵǵЊၗቹҁϷЊϪ่ਜǴЊౢғϐൡ৲Ϸीฝ!
!!!!!!!!!!!Չฺֹϐ่ᎩීǴᔈϒᛦӣǹӵ҂ҥЊǴᔈܭीฝֹԋ!
!!!!!!!!!!!ࡕǴᔠᏵፎීǶ!
!!!!!!!!!!)2*தߐံշຬၸཥᆵჾϖΜϡǴϩΒයኘбǺಃ!!!!!!!
යȐਡۓीฝԭϩϐϖΜȑܭԏډਡڄۓΒຼග !!!!!!
рҙፎࡕኘбǹಃΒයȐਡۓीฝԭϩϐϖΜȑ
٩යύ࿎Ꮴ،٠ߩಃයਡᎍฺֹࡕኘбǶ!
!!!!!!!!!!)3*ၗҁߐံշຬၸཥᆵჾԭϡံܭޣշൂՏගр
ҙፎࡕǴ٩πำࡋϷჴӦԵਡ่݀ҁہቩ೯ၸ
ޣӆՉኘбǶ!
!!!!)Β*ਡᎍ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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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ǵံڙշൂՏϐံڙշҞǴᔈӵයጓڀीൔ܈ԏЍమൂ!
!!!!!!!!!!ೱӕচۈᏧଌҁ۬ǴќᔈᔠߕΠӈЎҹൔҁ่۬ਢǴځး!
!!!!!!!!!!ुׇӵΠǺ!
!!!!!!!!!!)2*ਢीฝᕮਏຑȐԄӵߕҹΒȑǶ!
!!!!!!!!!!)3*ਢीฝԋ݀ϤறՅྣТȐԄӵߕҹΟȑǶ!
!!!!!!!!!!)4*ЍрᏧᛛȐԄӵߕҹѤȑǶ!
!!!!!!!!!!)5*Ѝрܴಒ߄ȐԄӵߕҹϖȑǶ!
!!!!!!!!!!)6*Ѝрϩ߄ȐԄӵߕҹϤȑǶ!
!!!!!!!!!!)7*ҙፎीฝϷਡ߄ۓǶ!
!!!!!!!!!!)8*ၗҁߐЍрᔠߕౢమнȐԄӵߕҹΎȑ
Ƕ!
!!!!!!!!!!)9*ᖱကǵ࠹ᏤࠔǵЋнǵԋ݀ၗǵϦЎځд࣬ᜢၗǶ!
!!!!!!!!!3ǵံڙշൂՏᔈࡪচਡۓीฝՉǴံշόள౽բдҔǴ!
!!!!!!!!!!!!ՠᔈଛӝჴሞሡाঅ҅܈ᡂ׳ҞǵՉය໔ϷࡋਔǴ
ᔈ٣၁ॊҗǴൔፎҁ۬ӕཀࡕۈளᒤǹੋϷᡂ
׳ϩǴᔈߩҁہӕཀࡕۈёᒤǶ҂ගൔҁ۬ӕཀ
ϒᡂޣ׳Ǵόϒံշ၀Ƕ!
!!!!!!!!!4ǵதЍрᆶၗҁЍрόள࣬ϕࢬҔǴځჄϩྗ٩Չࡹଣ
ЬीೀुႧϐӚᜪྃрྃΕႣᆉதǵၗҁߐჄϩྗೕ
ۓᒤǶ!
!!!!!!!!!5ǵԃࡋಖΑࡕǴံշ҂٬ҔޣᔈջଶЗ٬ҔǴ٠ܭΒ
ຼϣஒᛦӣҁ۬ǶՠςวғԶۘ҂మᓭϐ୍ࠨ܈ऊ
ೢҺϩǴᔈܭԃࡋΜДۭ༤ڀϦறࣦچᎩ
ံշීߥ੮ҙፎ߄)ӵߕҹΖ*ൔҁ۬ਡߥ੮Ǵۈளᝩ
ុՉǹ҂ܭයज़ᒤߥ੮ൂՏޣǴόϒߥ੮ံշǶ!
!!!!!!!!!6ǵӚᜪ୍ܺΓၿമϐӑሦమнᔈӈܴჴሦᖒၗᕴᚐȐх
ࡴҁہံշϷံڙշൂՏϐԾᝢීϩȑԌᛦิීϷ
ჴሦృᚐǴ٠ᔈ٩ᖒၗ܌ளԌᛦᒤݤೕۓᒤ܌ளิԌᛦ
ϷҙൔǶ!
!!!!!!!!!7ǵਡᎍᏧϐߥӸԃज़Ϸᎍ྄ࡋڋǺ!
!!!!!!!!!!)2*٩ೕਡᎍᏧ੮ӸံڙշൂՏߥᆅǴံڙշൂՏᔈࡌҥֹ !!!!!!!
!!!!!!!!!!!!!ံշਢҹ࣬ᜢᔞਢϷߥᆅ܌ǴஒԾᝢීϷௗံڙշϐ!
!!!!!!!!!!!!!Ꮷ٩ਢးुԋн٠ߥӸԿϿΜԃаٮഢǶ!
)3*࣬ᜢਡᎍᏧᔈ٩ीݤೕִۓ๓ߥӸᆶᎍ྄ǴςۛߥӸ
ԃज़ϐᎍ྄ǴᔈڄൔচံȐਈȑշᐒᜢᙯፎቩीᐒᜢӕཀ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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ӵၶԖගᎍ྄Ǵ܈Ԗ྄ཞǵྐѨ٣ਔǴᔈ௶ܴচӢ
ϷೀǴڄൔচံ)ਈ*շᐒᜢᙯፎቩीᐒᜢӕཀǶ!
!!!!!!!!!8ǵံշීਡᎍ่ਢਔǴჴሞЍҔᕴᚐ४аҁਢ܌ਡۓਡ!
!!!!!!!!!!!!ᎍǴᔈԾᝢКٯϐᑈࣁᔈԾᝢߎᚐǴӵόىᔈԾᝢߎ
ᚐޣǴᔈᛦӣৡᚐǶܭѸाਔǴளፎံڙշൂՏගрԾᝢ
ීᏧቹҁځ܈дЍҔܴǶ!
Μǵ࿎ᏤϷԵਡǺ!
!!!!)*ҁ۬ளࢴόۓයᕕှᒤ٠ံڙܜշൂՏံշԏ!
!!!!!!!!ЍҞ࣬ᜢၗǴံշൂՏᔈଛӝڙೖ࣬ᜢ٣Ǵ٠٩!
!!!!!!!!ਡࡌՉׯ๓ǴځਡൔӈΕ፧ុံշϐ٩ᏵǶ!
!!!!)Β*ံڙշਢҹύੋϷ௦ᖼ٣Ǵံځշߎᚐэ௦ᖼߎᚐъኧ!
!!!!!!!!аǴЪံշߎᚐӧϦߎᚐаޣǴᔈ٩ࡹ۬௦ᖼݤ࣬ᜢ!
!!!!!!!!ೕۓᒤǴ٠ᔈௗံڙշൂՏϐᅱ࿎Ƕ!
!!!!)Ο*ံڙշൂՏӵԖہҺीৣᒤ୍ᛝޣǴځቩीہҺਜᔈ!
!!!!!!!!ऊ۬ࡹۓቩीΓளፓ᎙ځᆶہᒤံ܈շीฝԖᜢϐਡπբ!
!!!!!!!!ۭዺ٠ளᒌ၌ϐచීǶ!
!!!!)Ѥ*҂٩ਡۓीฝՉ܈҂٩ೕܭۓයज़ϣᒤਡᎍޣǴᔈᛦӣচ!
!!!!!!!!ံշීǴֹԋਡᎍࡕۈளӆԛҙፎǶ!
!!!!)ϖ*ံڙշൂՏՉံշीฝϷǴԖԾᝢී܈ҙፎံշၗጓ!
!!!!!!!!ӈόჴ܈ଷ٣ǵ҂٩Ҕ܈ൔǵੌൔݩǴள٩!
!!!!!!!!ᇸख़ଶЗံշԃԿϖԃǶԖൔǵੌ܈ൔϐޣǴ٠ᔈᛦ!
!!!!!!!!ӣςံշϐǶ!
!!!!)Ϥ*ံշී܌ЍбϐǴԖόӝೕۓϐЍр܌܈ᖼނό಄চਡ!
!!!!!!!!ۓҞޑϷҔǴᔈϒকନਔǴ٠ஒ၀কନᛦӣǶ!
!!!!)Ύ*҂٩ਡۓीฝՉ܈҂٩ೕܭۓයज़ϣᒤਡᎍޣǴ٩ᇸ!
!!!!!!!!ख़ǴளଶЗံշԃԿΟԃǴςႣбޣᔈᛦӣচံշීǶ!
ΜΒǵځд٣Ǻ!
!!!!)*ӕਢҹӛΒঁаᐒᜢ܈იᡏගрҙፎǴᔈӈӄϣ!!
!!!!!!!!ϷӛӚᐒᜢ܈იᡏҙፎံշҞϷߎᚐǴӵᕇளӕҞံ!
!!!!!!!!շǴ၀ҞόϒံշǶ!
!!!!)Β*ҁाᗺ܌ሡҗᆵύѱϦறࣦچᎩ୷ߎΠЍᔈǴ٠җҁ!
!!!!!!!!۬ጓӈԃࡋႣᆉՉǶ!
!!!!)Ο*ံڙշൂՏӵԖόݤǴੋϷӉ٣ೢҺޣǴᔈջ౽ଌୀᒤǶ!
ΜΟǵҁाᗺ҂ೕۓ٣Ǵ٩ҁ۬ЬȐȑीݤೕϷ࣬ᜢೕۓᒤ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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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0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空字第1030023950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檢送修正「臺中市政府辦理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管理作
業要點」乙份，請 查照。
說明：
一、旨揭要點自即日起生效，並據以實施。
二、檢附旨揭要點之光碟片乙份，敬請本府法制局及秘書處刊登公報及建
立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臺中市政府法制局
副本：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秘書室(法制)、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空氣品
質及噪音管制科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局長劉邦裕決行

臺中市政府辦理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
管理作業要點
中華民國100年6月29日府授環空字第1000119549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103年2月10日府授環空字第1030023950號函修正

一、臺中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辦理臺中市機器腳踏車排放空氣污染
物檢驗站（以下簡稱檢驗站）管理事宜，特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主管機關為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三、臺中市轄內檢驗站之設置數量，應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使用中機器腳
踏車排放空氣污染物檢驗站增設原則計算之。
四、檢驗站設置地址遷移，應檢具申請表及相關文件向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為避免影響本市檢驗站之分布率，不得遷移至原申請設置地址以外之
行政區。
五、主管機關得對檢驗站每年實施考核及評鑑一次，考核評鑑結果得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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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府遴選優良服務之機車排氣檢驗站參考。
!
六、本要點所需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
!
!
!
臺中市政府 函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0日
!
發文字號：府授人企字第1030024176號
!
附件：如主旨
!
主旨：修正「臺中市公務護理人力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如附件，並自即日
起生效，請 查照轉知。
!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各區公所
!
副本：臺中市政府秘書處（文檔科）、臺中市政府法制局（請上傳法規資料
!
庫）、臺中市政府人事處（企劃科）（均含附件）
!
市長 胡志強
!
!
!
臺中市公務護理人力諮詢委員會設置要點
ᆵύѱϦ୍ៈΓΚᒌ၌ہाᗺ!
中華民國101年1月11日府授人企字第1010006695號函訂定
ύ҇୯
212 ԃ 2 Д 22 В۬ΓҾӷಃ 21211177:6 ဦ!ۓुڄ
中華民國103年2月10日府授人企字第1030024176號函修正
ύ҇୯ 214 ԃ 3 Д 21 В۬ΓҾӷಃ 2141135287 ဦڄঅ҅!

ǵᆵύѱࡹ۬ȐаΠᙁᆀҁ۬ȑࣁ଼ӄϦ୍ៈΓΚҺҔࡋڋǴ
ᆵύѱϦ୍ៈΓΚᒌ၌ہȐаΠᙁᆀҁہ
ȑǴ٠ुۓҁाᗺǶ!
Βǵҁाᗺ܌ᆀϦ୍ៈΓΚǴࡰᆵύѱӚፁғ܌ǵϦҥᏢਠϷѴٽ
༜ϐៈΓΚ!
ΟǵҁہϐҺ୍ӵΠǺ!
!!!ȐȑϦ୍ៈΓفՅᒌ၌٣Ƕ!
!!!ȐΒȑϦ୍ៈΓΚೕჄǵ૽ϷၮҔϐᒌ၌٣Ƕ!
!!!ȐΟȑϦ୍ៈΓΚᒦᒧǵᅩቩᒌ၌٣Ƕ!
!!!ȐѤȑගϲϦ୍ៈΓΚ୍ܺࠔ፦ϐᒌ၌٣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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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ȐϖȑϦ୍ៈΓΚፓҺࡋڋᒌ၌٣Ƕ!
!!!ȐϤȑځдԖᜢϦ୍ៈΓΚࡋڋϐᒌ၌٣Ƕ!
ѤǵҁہЬҺہΓǴҗҁ۬ୋѱߏঋҺǴୋЬҺہ
ΒΓǴҗҁ۬ፁғֽֽߏǵ௲ߏֽֽػঋҺǴځᎩہΖԿ
ΜΒΓǴҗҁ۬൩ΠӈΓင)ࢴ*ঋϐǺ!
!!!Ȑȑҁ۬Γ٣ೀೀߏǶ!
!!!!ȐΒȑៈ࣬ᜢიᡏж߄ǵৎᏢޣΎΓԿΜΓǶ!
ϖǵҁہ ہ Һ ය Β ԃ Ǵ ೱ င ள ೱ Һ Ǵ Һ ය ϣ  ہ р લ ਔ Ǵ
ளҗҁ۬ံငȐࢴȑϐǹံငȐࢴȑہϐҺයԿচہҺ
යۛᅈࣁЗǶՠж߄ᐒᜢൂՏ҇܈໔იᡏрҺޣǴᔈᒿځҁ
ᙍଏǶ!
ϤǵҁہՉઝਜΓǴҗҁ۬ፁғֽୋֽߏঋҺǴ܍ЬҺہ
ϐڮǴೀ୍ǹୋՉઝਜΓǴҗҁ۬ፁғֽߥ଼ࣽࣽ
ߏঋҺǴ༸٣ΒΓǴϩձҗҁ۬ፁғֽ࣬ᜢൂՏ܍ᒤΓঋҺǶ!
ΎǵࣁճϦ୍ៈΓΚࡋڋϐǴҁہளຎჴሞሡाπ
բϩಔǺፁғ܌ៈΓλಔǵϦҥᏢਠϷѴٽ༜ៈΓ
λಔǹπբϩಔಔߏǵୋಔߏӚΓϷಔऩυΓǴҗ
ՉઝਜൔፎЬҺہਡࢴࡕۓঋϐǴ܌ሡϷΓҗҁ۬
࣬ᜢ୍ᐒᜢϒаЍජǶ!
ΖǵҁہԃԿϿє໒ԛǴѸाਔளє໒ᖏਔǶ!
ΐǵҁہᔈԖၸъኧہрৢۈள໒Ǵ،٣ᔈԖрৢ
ہၸъኧϐӕཀǶёցӕኧਔǴҗЬৢຊ،ϐǶ!
ΜǵҁہہᔈᒃԾрৢǶҗЬҺہᏼҺЬৢǴ
ЬҺہόլрৢਔǴҗୋЬҺہᏼҺЬৢǴୋЬҺہ
όլрৢਔǴҗрৢہϕΓᏼҺЬৢǶᐒᜢж߄ঋҺ
ϐہǴӵӢࡺ҂ૈᒃԾрৢਔǴளࡰࢴж߄ΓрৢǶ!
Μǵҁہࣁᒤҁाᗺۓ܌Һ୍ԶԖՉЎϐሡाޣǴаҁ
۬ӜကࣁϐǶ!
ΜΒǵҁہঋҺΓ֡ࣁค๏ᙍǶ!
ΜΟǵҁ܌ሡҗҁ۬ፁғֽጓӈԃࡋႣᆉЍᔈ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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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 ! 函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2日
發文字號：中市客文字第1030000844號
!附件：如說明一
!主旨：修正「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推行客家文化有功人員表揚要點」
第四點、第七點及第十一點，並自即日起生效，請 查照。
!說明：
! 一、檢附「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推行客家文化有功人員表揚要
點」、修正總說明、修正條文對照表及候選人素行資料查核同意書各
!
乙份。
! 二、請本府秘書處刊登公報、本府法制局上載法規資料庫。
!正本：臺中市政府一級機關(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除外)、臺中市各市
立高級中學、臺中市各市立國民中小學、臺中市各客家社團
!副本：本會規劃推展組、本會文教發展組、本會綜合業務組
!
!
!
! 臺中市政府客家事務委員會推行客家文化有功人員
表揚要點
ᆵύѱࡹ۬࠼ৎ٣୍ہՉ࠼ৎЎϯԖфΓ߄ඦाᗺ!
中華民國100年10月14日中市客綜字第1000004472號函訂定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ġ ύ҇୯
211 ԃ 21 Д 25 Вύѱ࠼ᆕӷಃ 2111115583 ဦ!ۓुڄ
中華民國103年2月12日中市客文字第1030000844號函修正
ύ҇୯ 214 ԃ 3 Д 23 Вύѱ࠼Ўӷಃ 2141111955 ဦڄঅ҅!

ǵᆵύѱࡹ۬࠼ৎ٣୍ہ)аΠᙁᆀҁ*ࣁ࠼ৎЎϯ
܍ᆶวඦǴ߄ඦჹ࠼ৎЎϯวǴᙦ࠼ৎЎϯӭኬ܄Ǵ
ڀԖଅϐڑຫ߄Ϸ୍ܺᕮਏǴुۓҁाᗺǶ!
Βǵ߄ඦჹຝǺ!
!!!!Υჹ࠼ৎᇟقǵЎўǵЎᏢǵ᛬ೌǵϦӅ٣୍ǵੇѦቶϷЎബ
ౢ࠼ৎ٣୍ڑԖԋਏޣǶ!
Οǵ߄ඦᜪձǺ!
ȐȑଅዛǺठΚ࠼ܭৎ٣୍ϖԃаǴჹ࠼ৎЎϯԖڑຫଅ
Ǵځԋ൩ࣁ܌ޗϦᇡޣǶ!
)Β*!ണрዛǺჹаΠӚᜪ࠼ৎ٣୍ϐࣴزቶڑԖԋਏޣǶ!
˞ǵġ ᇟقᜪǺ֖࠼ᇟࣴزϷቶճ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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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ǵġ ЎўᜪǺ֖ЎўࣴزǵߥӸϷቶճҔǶ!
ˠǵġ ЎᏢᜪǺ֖࠼ৎЎᏢബբǵጓᝪǶ!
ˡǵġ ᛬ೌᜪǺ֖࠼ৎॣǵᔍԔǵᆸᗂǵᄽୠǵᓁڅǵπ᛬
ബբӚᜪ᛬ೌബբǶ!
ˢǵġ ϦӅ٣୍ᜪǺ֖൞ᡏኞǵ࠼ৎՉࡹǵޗᔼǵޗ
ϦȐ֖ΓǵғᄊȑǶ!
ˣǵġ ੇѦቶᜪǺ֖ੇѦ࠼ৎЎϯϷ٣୍Ƕ!
ˤǵġ ЎബౢᜪǺа࠼ৎЎϯࣁϡનǴڀԖബᆶ൩
ᐒϐወΚǴ٠಄ӝЎϯബཀౢวݤ
ಃ 4 చ܌ᆀϐЎϯബཀౢޣǶ!
)Ο*!୍ܺዛǺୖᆶ࠼ৎЎϯ٣୍Ӛᅿ୍ܺ߄ᓬޣؼǴමᏼҺӚ
ᜪ࠼ৎޗიϐॄೢΓǵ༸ǴමᏼҺӚᜪ࠼ৎ٣୍
୍ܺϐדπ(ကπ)ޣǴπբЈޣǶ!
Ѥǵ߄ඦၗǺ!
ȐȑଅዛǺڀύ҇୯ϐ୯ᝤǴόज़ဂǵ܄ձǶ!
ȐΒȑണрዛǺڀύ҇୯ϐ୯ᝤǴόज़ဂǵ܄ձǴΓज़ୖ
ᒧǶ!
!)Ο*!୍ܺዛǺڀύ҇୯ϐ୯ᝤǴόज़ဂǵ܄ձǶ!
ڙᙚΓǴሡᝤᆵύѱѤঁДаǴ߈ΟԃϣคղӉዴۓ
܈೯ጒύޣǴᙚำׇǴۈளୖу߄ඦǶ!
ϖǵዛᓰӜᚐᆶБԄǺ!
Ȑȑġ ଅዛႧ๏ӜᚐԿӭΒӜǴளዛޣӚႧ๏ዛ০ϷਜǶ!
ȐΒȑġ ണрዛӚᜪዛаӜࣁচ߾ǴளዛޣӚႧ๏ዛ০ϷਜǶ!
ȐΟȑġ ୍ܺዛႧ๏ӜᚐԿӭΒӜǴளዛޣӚႧ๏ዛ০ϷਜǶ!
ȐѤȑġ Ӛᜪዛڙᙚޣӵ҂ᕇຑۓளዛǴளҗຑቩλಔӭኧ،
வલǶ!
ϤǵᙚБԄǺ!
!!!!ҁዛڙᙚޣΓᒧҗӚᐒᜢޗ܈იᙚౢғǴᙚޣࣁࡹ۬
ᐒᜢ۬ࡹ܈ҥਢϐ҇໔იᡏȐᐒᄬȑ܈җѦҬᎫѦൂՏϷੇѦ
࠼ৎޗიᙚǴ٠ᔈᛦߕᙚޣᛝϐӕཀਜǶ!
ΎǵᙚൂՏჹڙᙚΓᔈӃբનՉፓǴڙᙚΓӵԖόؼइᒵ
ޣǴፎϮᙚǶڙᙚޣၗଌၲҁࡕǴҗҁ܍ᒤൂՏ൩
ᙚ࣬ޣᜢၗՉᔠਡǴၗ҂ֹഢޣǴᔈ೯ޕज़යံ҅Ǵ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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ܭѸाਔਡǴаගٮຑቩλಔຑቩϐ٩ᏵǶ!
ΖǵຑቩБԄǺ!
!!!!)*!җҁԋҥຑቩλಔǴЬҺہঋєΓǴЬҺઝਜঋୋ!
єΓǴќҗҁငፎѱࡹ៝ୢǵҁہΎΓᏼҺຑቩ
ԋǴຑቩҗєΓᏼҺЬৢǴєΓӢࡺόૈрৢ
ਔǴҗୋєΓᏼҺЬৢǴຑᒧрளዛӜൂǶ!
!!!!)Β*!ຑቩλಔᔈԖӄᡏԋΒϩϐарৢǴ٠арৢ
ہၸъኧϐӕཀࣁຑۓ،Ƕ!
!!!!)Ο*!ҁᒦငϐຑቩہ֡ࣁค๏ᙍǶ!
ΐǵຑቩλಔ܌ගளዛӜൂҁዴᇡࡕϦǶ!
Μǵளዛޣ٣ᙬǴӵჴԖόჴޣҁளᄖᎍځளዛၗ٠ଓᛦዛ
০ϷਜǶ!
ΜǵҁዛаΒԃᒤ߄ඦԛࣁচ߾Ǵڙය໔ࣁԃ 7 Д 2
ВԿ 7 Д 41 ВЗǴӚᐒᜢǵޗიᔈڙܭᄒЗВǴගൔӚ
ᙚΓᒧǴᔠڀᙚ߄Ϸ࣬ᜢܴଌҁຑቩǴҁஒଛӝᆵ
ύѱࡹ۬࣬܈ᜢ࠼ৎࢲǴᒤႧዛ٣ەǶ!
ΜΒǵҁाᗺںЬҺہਡࡕۓჴࡼǴঅ҅ਔҭӕ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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Ȩᆵύѱࡹ۬࠼ৎ٣୍ہՉ࠼ৎЎϯԖфΓ!
߄ඦȩংᒧΓનՉၗਡӕཀਜ



ҁΓ           ᙚୖу 103 ԃᆵύѱࡹ۬࠼ৎ٣୍ہ࠼
ৎЎϯԖфΓ߄ඦǴ٩Ᏽᆵύѱࡹ۬࠼ৎ٣୍ہՉ࠼ৎԖф
Γ߄ඦाᗺȨ߈ΟԃϣղӉዴ܈ۓ೯ጒύޣȩόளࣁᒧܘংᒧΓϐ
ೕۓǴӕཀௗڙࡹൂՏનՉਡǶோ၀ၗගٮҁࢲϐҔǴό
ளբࣁځдҔǴ٠ፎϒаߥஏǶ

Ԝठ
ᆵύѱࡹ۬࠼ৎ٣୍ہ

ҥӕཀਜΓǺ                     Ȑᛝകȑ

يϩӷဦǺ

ЊᝤӦ֟Ǻ

ύ



҇

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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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9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300070242號
主旨：臺中市私立麥田幼兒園廢止設立許可案，特予公告。
依據：依據貴園103年1月21日102麥字第003號函及「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
更及管理辦法」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自103年1月20日起廢止設立許可。
二、臺中市私立麥田幼兒園原登記資料如下：負責人：何明澤。身分證
字號：B120***520。園址座落：臺中市西屯區西墩里9鄰黎明路三段
551-1號1-2樓。
三、本案依據「幼兒園與其分班設立變更及管理辦法」第15條規定同意該
園廢止設立許可，並依同法第18條規定註銷原設立許可證書（證書字
號：中市教幼字第1010019935號）。

局長

吳榕峯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30019887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市「全方位美食店（負責人：黃資鎗）」違反商業登記法
通知申辯函公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
公告事項：
一、全方位美食店負責人黃資鎗君他遷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
二、前項申辯函正本由本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科）保管，應受送達人，可
至本府領取，自公告之日起二十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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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經商字第10300215531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市「妃玲美容店（負責人：邱振源）」違反商業登記法通
知申辯函公告。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78條。
公告事項：
一、妃玲美容店負責人邱振源君他遷不明，致主旨所述文書無法送達。
二、前項申辯函正本由本府經濟發展局（商業科）保管，應受送達人，可
至本府領取，自公告之日起二十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交通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6日
發文字號：中市交行字第1030005115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舉發楊○坤等8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公示送達公告
暨應受送達人清冊乙份。
依據：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冊列楊○坤等8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因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
件通知單無法送達，爰依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
細則第5條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第81條及第82條規定辦理公
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二、本清冊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送至各處分（監理）機關留存，
逾20日未領取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局長

林良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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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交通局違規停車錄案舉發作業
序號 舉發單號

車主姓名

車號

4

期

公示送達案件清冊

違規日期

送達類別

1

2GA031318 楊○坤

A*S-6396 102/12/02

公示送達

2

2GA032762 鄭○鳳

6*9-JLU 102/12/09

公示送達

3

2GA033062 劉○宏

A*T-0183 102/12/10

公示送達

4

2GA033743 龍○舜

2*-3995 102/12/17

公示送達

5

2GA033792 邁○多股份有限公司

1*18-LN 102/12/27

公示送達

6

2GA034273 賴○翰

5*7-LQB 102/12/31

公示送達

7

2GA034312 瞿○鶯

7*86-U3 103/01/02

公示送達

8

2GA034091 立○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B*C-182 103/01/01

公示送達

臺中市政府

應到案處所
臺中市交通事
件裁決處
臺中市交通事
件裁決處
臺中市交通事
件裁決處
臺中市交通事
件裁決處
臺中市交通事
件裁決處
臺中市交通事
件裁決處
臺中市交通事
件裁決處
新北市政府交
通事件裁決處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5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30014780號
主旨：「變更大甲都市計畫（配合溫寮溪治理基本計畫）案」自103年2月14
日起公開展覽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本市大甲區公所公告欄及本市大安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3年2月14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民國103年3月5日上午10時假大甲區公所
簡報室及民國103年3月5日下午2時假大安區公所2樓會議室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
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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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4

期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30012584號
主旨：「變更潭子都市計畫(第四次通盤檢討)案」自103年2月7日起公開展覽
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潭子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3年2月7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民國103年2月25日上午10時整假潭子區
公所四樓會議室舉行。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
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6日
發文字號：府授都計字第1030012600號
主旨：「變更大肚都市計畫(第三次通盤檢討)案」自103年2月7日起公開展覽
30天。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19條、第23條及第28條。
公告事項：
一、公告圖說：計畫書、圖各1份。
二、公告地點：本府公告欄（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本府都市發展局公告
欄及本市大肚區公所公告欄。
三、公開展覽期間：自民國103年2月7日起30天。
四、公開說明會時間與地點：訂於民國103年2月25日下午2時整假大肚區公
所三樓會議室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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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

五、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案如有相關意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
載明姓名（單位）、聯絡地址及建議事項、變更位置理由、地籍圖說
等資料1式3份，向本府都市發展局提出意見，俾供本市都市計畫委員
會審議之參考。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農輔字第10300167031號
主旨：公告核定本市外埔區三崁社區農村再生計畫。
依據：依據農村再生計畫審核及執行監督辦法第11條，以及本府102年12月17
日府授農輔字第1020244527號函辦理。
公告事項：
一、農村社區名稱：臺中市外埔區三崁社區。
二、社區組織代表：臺中市外埔區三崁社區發展協會。
三、範圍：位於臺中市外埔區南邊村落-三崁里，南鄰近臺中市后里區，西
接水美里，南為大甲溪流域與神岡區相隔，東以外環道為界接鄰六分
里。面積約為552.72公頃。三崁里地處大甲溪畔，自然形成的忘憂谷
有如神隱村仙境，又有白龍泉，泉水甘甜，所產之農產甜美、值高、
價廉，供不應求，尤以蓮子、筊白筍最為受歡迎。

市長

胡志強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0日
發文字號：中市警交字第1030006986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本局依法舉發蔡萬塔等359件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應送達人清冊
1份。
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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ġ
一、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第5條。
ġ
二、行政程序法第78條、80條、81條及82條。
ġ
公告事項：
ġ
ġ 一、本局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經第1次投遞車籍地掛號郵寄冊
內被通知人，該郵件無法送達；第2次投遞戶籍地無人領取，茲依規定
ġ
辦理公示送達，以完成法定送達程序。
ġ
ġ 二、本批舉發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通知單第1聯已送至各處分（監理）機
關，違規人得逕至處分（監理）機關領取並接受裁處，如逾20日未領
ġ
ġ
者以送達論，處分機關得依法逕行裁處。
ġ
ġ
ġ
ġ
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代理局長

鍾國文

⍿㔯╖ỵġ

䦣復ẞ㔠ġ

⁁侫ġ

⎘⊿ⶪṌ忂ḳẞ塩㰢ġ

ķġ

ġ

檀晬ⶪṌ忂ḳẞ塩㰢ᷕ⽫ġ

Ĳıġ

䳸㟰ġĲġẞġ

㕘⊿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

Ĳĵġ

䳸㟰ġĴġẞġ

冢ᷕ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

ĳĶķġ

䳸㟰ġĳĹġẞġ

暚㜿䚋䎮䪁ġ

ĳġ

ġ

⎘㜙䚋䎮䪁ġ

Ĵġ

ġ

▱佑ⶪ䚋䎮䪁ġ

ķġ

ġ

剿㞿䚋䎮䪁ġ

Ĵġ

ġ

㕘䪡ⶪ䚋䎮䪁ġ

Ĵġ

䳸㟰ġĲġẞġ

冢⋿ⶪ塩㰢ᷕ⽫冢⋿彎℔⭌ġ

ĳġ

ġ

⭄嗕䚋䎮䪁ġ

Ĳġ

ġ

㟫⚺䚋䎮䪁ġ

Ķġ

ġ

檀晬ⶪ塩㰢ᷕ⽫沛Ⱉ彎℔⭌ġ

Ķġ

ġ

㼶㷾䚋䎮䪁ġ

Ĳġ

ġ

⼘⊾䚋䎮䪁ġ

ĳıġ

䳸㟰ġĴġẞġ

⋿㈽䚋䎮䪁ġ

Ĳķġ

䳸㟰ġĴġẞ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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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佑⋨䚋䎮ġ

ĳġ

ġ

ᷕ⢊䚋䎮䪁ġ

ĵġ

ġ

❼慴䚋䎮↮䪁ġ

Ĳġ

ġ

Ĵķıġ

ġ

⮷妰ġ

4

期

䫔 Ĳ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ıĻĶĶġġ
⇘㟰嗽烉⎘⊿ⶪṌ忂ḳẞ塩㰢ġ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䶐
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Ĳġ

ňŒńŃĳııĶĺġ

ĹĺĸĺĮŏīġ

哉叔⟼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ġ

ňŒńŃĲĵııĺġ

śŖĮķĺıīġ

∱䳀佥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ġ

ňĴŉĴĹĳĹĳĹġ

ŖĵĮĺĺĳīġ

唕俾剛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ġ

ňŒńŃıķıķĴġ

łŃśĮĺĴĸīġ ŔŊŏňņœįœłŏŅįőłŖō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ġ

ňĴŉĵĲĵĵĹĵġ

ňŌĹĮķĸīġ 杻⭃䒬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ķġ

ňĴŉĴĺĵĳĸĳġ

łņŗĮĶĳīġ 恩≇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干ᷣ⥻⎵ġ

㱽㡅ᶨ

徨ẞ⍇⚈ġ

䫔 ĳ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ıĻĶĶġġ
⇘㟰嗽烉檀晬ⶪṌ忂ḳẞ塩㰢ᷕ⽫ġġ
╖徨䉨ンİ復忼
䉨ン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ĸġ

ňĴŉĵıĳıĴĹġ

őŚŕĮĲĲīġ

㛶泣₺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Ĺġ

ňĴŉĴĹĹĶķĳġ

ĶĶıĶĮňīġ

匲⻀㓧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ĺġ

ňĴŉĵĳĳĲĳĳġ

ĳĲĹĶĮŇīġ

喯䏔⨟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ġ

ňĴŉĵĲķĲĸıġ

ńŌŗĮĺĳīġ ␐ⅈỹ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ġ

ňĴŉĴĸĸĴĹĹġ

ĹııĮŅőīġ

㜿⬿₺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ġ

ňĴŉĴĺĶĹĸĺġ

ŏōĴĮĸĺīġ

惕➢䓟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ġ

ňĴŉĴĺĶĸĵĳġ

ĴĺĶĸĮśīġ

㘖伭ⶍ䦳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ġ

ňĴŉĴĹķĳĳĺġ

řŏĹĮĴĶīġ

Ⓒ⺢⯷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ġ

ňĴŉĵıĳĸĲıġ

ŗŇĮĸķĸīġ

哉伶㾇ġ

ĵĹ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Ĳķġ

ňĴŉĴĸĺĵĸĵġ

ĳķĲĮŎŏīġ ⏛努㥖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干ᷣ⥻⎵ġ

㱽㡅ᶨġ

徨ẞ⍇⚈ġ

䫔 Ĵ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ıĻĶķġġ
⇘㟰嗽烉㕘⊿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ġ
䶐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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嘇ġ

4

期
䡤ġ

İ復忼䉨
ンġ

Ĳĸġ ňŒńłĳĺıĶĳġ ĳĳĳĴĮőīġ 㜿㔯ㅳġ

ĶķĲıĲıĲ ĹĺĹĲĵ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Ĺġ ňĴŉĴĺĺķĲĺġ ĶĴıĮŏŕīġ 悕朄⤪ġ

ĵıııııķ ĹĺĹıĲĸ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Ĳĺġ ňĴŉĴĺĺĵĶĵġ ĶĴıĮŏŕīġ 悕朄⤪ġ

ĵıııııĶ Ĺĺĸĺĺ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ĳıġ ňĴŉĴĺĺĶıĴġ ĶĴıĮŏŕīġ 悕朄⤪ġ

ĵıııııķ Ĺĺĸĺĺ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ĳĲġ ňĴŉĴĸĶĶĺĹġ ķķĶĶĮŇīġ 昛⺢㮹ġ

ĶĴĲıııĲ ĹĺĸķĹĹ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ġ ňĴŉĵĲĳĴĸıġ łńŔĮııĲīġ Ⅴ⬿忼ġ

ĵıııııĶ ĺĲĶķĹ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ġ ňĴŉĴĺĴııĹġ ĲĹĸĹĮŅīġ 昛⦩㧢ġ

ĵıııııĶ Ĺĺĸĺĸ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ġ ňĴŉĵıķĲĵĵġ ķőĮıĳĲīġ 姙ἑ⧇ġ

ĵıııııĶ ĺĴĴĲĶ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ġ ňĴŉĵıķĲĹĸġ ŚŏĮķĹĳīġ 昛⽟漵ġ

ĵıııııĶ ĺĴĳĺĹ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ġ ňĴŉĵıķĳķĹġ ŎŅņĮķĹīġ 㛶䳈咖ġ

ĵıııııĶ ĺĴĴĲĶĹ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ĸġ ňĴŉĵĲıĲĸĲġ ĸĲķĲĮŌīġ ⻝㶭䆧ġ

ĶĴĲıııĲ ĺĲĶĸĹĸ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Ĺġ ňĴŉĴĸĴıĸĺġ őĺřĮĸıīġ 㰇ẚ⍇ġ

ĵıııııĶ ĹĺĹıĹĸ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ĺġ ňőńłĳĸıĶĴġ ķĸĲĮňłīġ 惕ⅈ廅ġ

ĶķĲıĺıĵ ĹĺĹĲķĺ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ıġ ňĴŉĵĴıĲĴķġ ŉōĮĴĶĹīġ ⃒ṽ伶䓇䈑䥹㈨偉ấ㚱旸℔⎠

ĵıııııĶ ĺĲĶĹĲĹ 㞍䃉㬌⛨ġ ㆸ≇姣姀

䫔 ĵ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ıĻĶķġġ
⇘㟰嗽烉冢ᷕ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ġ
䶐
忽夷╖嘇ġ
嘇ġ

干嘇ġ

干ᷣ⥻⎵ġ

㱽㡅ᶨ 徨ẞ⍇⚈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ĴĲġ ňĴŉĴķĲĹĵĲġ

ŐŒĮĲķķīġ ㇜厗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ĳġ ňĴŉĴĹĴĺĴĴġ

ĴĲĹĮņŎīġ 䚏㔯漵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Ĵġ ňĴŉĴĹĶĲĺĶġ

ŕķĮĺķıīġ 昛㺧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Ĵĵġ ňĴŉĵĳĶĵıķġ

ŚŊŎĮķĹīġ 恙ὲ⬷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Ķġ ňĴŉĴĺĵĴĳıġ

ıĳĳĳĮňīġ 昛㤟㚄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ķġ ňĴŉĵĳĺķĺĳġ

ĴĳĴĺĮőīġ 㖍涡⚳晃偉ấ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ĸġ ňőńńıĲıĲĺġ

ĳŘĮĳĹıīġ 㜿娈䎩ġ

ĶķĲıĺıĵ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Ĺġ ňĴŉĴĹĲĸĹĶġ

ŅŉĮĲĹĸīġ 昛喅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ĺġ ňĴŉĴĺķĲķĵġ

ķĴĹķĮŖīġ ⯽帵㈽屯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ıġ ňĴŉĴĺķĶĶĶġ

ıĲĺĸĮőīġ 䯉懢㼬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Ĳġ ňĴŉĵıĶĲĵĴġ

ŋŇœĮķĺīġ ∱㪲㻊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ĵĳġ ňĴŉĵıĲĸĴĳġ

ŉŎĮĳīġ

䌳攟昮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Ĵġ ňĴŉĵıĳıĺĹġ

őĳŒĮķĺīġ 䌳⬅䐄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ĵġ ňĴŉĴĹĲķķĵġ

ıĳĸĶĮŇīġ ḅ溶梇⑩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Ķġ ňœńŃĳııĲĵġ

ŋŌĮĹķĶīġ ッ䇦䘣䲣䴙⺂㩫埴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ĵķġ ňĴŉĴĺĹıĴĵġ

ĵĵıĲĮōīġ ⅈ⭔⮎㤕偉ấ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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ĵĸġ ňĴŉĵıĲĳĸıġ

ĲĳķıĮŏīġ 檀䘣⭞ᾙ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Ĺġ ňĴŉĴĺĶĹĴĹġ

ķĳıĮŋŎīġ 岜ὲ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ĺġ ňőńŃĲĺıĵıġ

ŔœĸĮĸıīġ 唕䥨嗕ġ

Ķķ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ıġ ňĴŉĴĶĹĺĸĲġ łŃŘĮĴķĶīġ 唕娈⬱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Ĳġ ňĴŉĵıĺĵĺĲġ

ıĳķĶĮŉīġ 湫✌䙲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Ķĳġ ňŒńŃĲķıĶĵġ

ŌķĮĸĵķīġ 䌳洔↙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Ĵġ ňĴŉĴĺĵĲĶĺġ

ķĳıĮŋŎīġ 岜ὲ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ĵġ ňĴŉĵıķĳĶĺġ

ĺĸĴĮōœīġ ⻝⽿㴑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Ķġ ňĴŉĵıĵķĶĲġ

ĵĸĹĶĮŔīġ ⣂╄䓘梇⑩㚱旸℔⎠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ķġ ňĴŉĴĺĺķĳĳġ

ķňŋĮĺĲīġ ⻝⹕▱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ĸġ ňĴŉĴĺĸĹĲĶġ

ĲĸĶĲĮŉīġ ⼸剛懢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Ĺġ ňĴŉĵıĵĸĵĶġ łńŃĮĴıĹīġ 㜿䥨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ĺġ ňĴŉĴĸĴĺķĶġ

ŇřŊĮĶĶīġ 㛶┬㮹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ıġ ňĴŉĵııĴĳĹġ

ŋŌŃĮĺĵīġ 㜿㓧㱣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Ĳġ ňĴŉĴĸĸķıķġ

őŘĸĮĳĳīġ ⽿㶣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ĳġ ňŒńŃĲĸıĲĳġ

ĳĲĺĹĮŖīġ 昛⽿㖕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Ĵġ ňĴŉĵıķĸĺĵġ

ĶĳĺĺĮŖīġ 㣲Ṇ㻼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ĵġ ňĴŉĴĸĸĵĸıġ

ĲĴĴĺĮőīġ 㜿㧡㱽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Ķġ ňĴŉĴĺĵĳıĺġ

ĴĵĶĺĮŅīġ 慹㘁ẩ㤕偉ấ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ķġ ňĴŉĵĳĹĸĳĴġ

ĶĶĴĺĮňīġ 㮃ㄞ揧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ĸġ ňĴŉĴĺĴĴĴĴġ

ňŗĮĳĴĺīġ 㜿渿剔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ķĹġ ňĴŉĵĳĳĸĶĵġ

ŏŋĮıĶĸīġ 㣲ᶾ㜘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ķĺġ ňĴŉĴĺıĸĹĸġ łŃŚĮĸĸĳīġ 哉⯭屉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ĸıġ ňŒńńıĳııĳġ łŃŖĮĺĴıīġ 匲晭㘜ġ

Ķķ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ĸĲġ ňĴŉĴĺĺĶĸĲġ

ŉōĮķĶĸīġ 櫷倘㌟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ĸĳġ ňĴŉĵĳĺķĵĲġ

ĶŏĮıĴĶīġ ᷕᾉ屯妲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ĸĴġ ňĴŉĵĳĺııĵġ

ıĴĳıĮŏīġ 悕⸠䐄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ĸĵġ ňĴŉĵĲĺĸĸıġ

ĲĴĴĮŋōīġ 㚦⾝䣾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ĸĶġ ňĴŉĴķķĲĹĹġ

ĵĹĸķĮŏīġ ∱㗈㰅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䫔 Ķ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ıĻĶĸġġ
⇘㟰嗽烉冢ᷕ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ĸķġ

ňĴŉĵıĶıĴĵġ

ĺĴĺĴĮŉīġ

干ᷣ⥻⎵ġ

㱽㡅ᶨ

徨ẞ⍇⚈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悕㙱䎖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ĸĸġ ňŒńŃıĹııĶġ

őłĮķĺĳīġ ⻝䏨⨟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ĸĹġ

ŎĳĮĲĶĹīġ 䌾䙲㰭屯妲庇橼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ňĴŉĴĺķĵĹĲ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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ĸĺġ

ňĴŉĴĺĸĴĸıġ

ĲıĳĮńŃīġ 㣲⬇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ıġ

ňőńŃĳĺıĶĲġ

ŏœņĮĳĵīġ 䌳㘢⻀ġ

Ķķ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Ĳġ

ňĴŉĵĲĳĴĶĶġ

łŃŕĮĲıĶīġ 昛㗙婈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ĳġ

ňĴŉĵĲĸĹĸĴġ

ĲıĲĮŅœīġ ⏛⼸㠩㵹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Ĵġ

ňĴŉĵĳĳĲĹĺġ

ĳĶıĲĮŏīġ

䌳≃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ĵġ

ňĴŉĵĲĳĲĶĵġ

ŇĵĮĴĴĹīġ

㼀㾇剔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Ķġ

ňĴŉĵĳĳĹĺĺġ

ĴĸĶĶĮŅīġ

⎌⬿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ķġ

ňĴŉĵĳķĸĴĴġ

łŃŖĮķĴıīġ 昛㵹⌧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ĸġ

ňĴŉĴĹĶĴĸĸġ

ŌłŐĮĲķīġ 拎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Ĺġ

ňĴŉĵĳĸĵĺķġ

ıĴĹĴĮńīġ

昛㠭䛇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ĺġ

ňĴŉĵĳĲıķĲġ

ŃŕĶĮĴĸīġ ⻝㘐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ıġ

ňĴŉĴĺıĴĶķġ

œŊĮĹĺıīġ

悕忚䤷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Ĳġ

ňĴŉĵĲĶĹĳıġ

ĴıĸĲĮŏīġ

忳⊅ⶍ㤕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ĳġ

ňĴŉĵĴııĲıġ

ĲķĴĳĮōīġ

⻝㶭ⅱ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Ĵġ

ňĴŉĵĲĵĶĳĳġ

ĳĺĳĮŋŎīġ 㸗⟗冋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ĵġ

ňĴŉĵĲķĹĲĸġ

ķĲķĮŏŗīġ 䚏㯠慿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Ķġ

ňĴŉĵĲĵĶĶķġ

ĳĺĳĮŋŎīġ 㸗⟗冋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ķġ

ňĴŉĵĵĸķĴĸġ

ĴĴıĸĮŅīġ

㜿㥖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ĸġ

ňĴŉĵĶĳĶĵĸġ

ŚŊŎĮķĹīġ 恙ὲ⬷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Ĺġ

ňĴŉĵĶıĳĳĶġ

ŉĺĮĵııīġ

⼸䵕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ĺĺġ

ňĴŉĵĴĴĹıĺġ

ŕķĮĺķıīġ

昛㺧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Ĳııġ ňĴŉĵĶĲĲĲĲġ

ŉĹĮķķķīġ

㛶㔯楐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Ĳġ ňĴŉĵĴĵĸĴĸġ

ĳıĴķĮŖīġ

㯜㳩䪁㚱旸℔⎠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ĳġ ňĴŉĵĴıĲĸĵġ

ĺĲķĶĮŔīġ

㣲⭞婈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Ĵġ ňĴŉĵĲĵĸĹĴġ

ňœŊĮĳĲīġ

岜所⽟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ĵġ ňĴŉĴĺıĳıĹġ

ĶķĴĮŋŉīġ

䯉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Ķġ ňŒńŃĳĸıĲĴġ

ŏŋĮĵııīġ

厗䪍↢䇰䣦ġ

ĶķĲıĺıĵ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ķġ ňĴŉĵĳĴĹĺĴġ

ĳĺĳĮŋŎīġ 㸗⟗冋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ĸġ ňőńŃĲĴııĹġ

ĳŘĮĳĹıīġ 㜿娈䎩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Ĺġ ňĴŉĵıĳıĶĲġ

ĴĳĴĺĮőī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ıĺġ ňĴŉĴĺĵĹĳĹġ

ĸĳĺĮňśīġ 恙㗍㟫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ıġ ňőńŃĳĳıĶĺġ

ĴĶĹķĮňī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Ĳġ ňĴŉĴĺĸĳııġ

őŘĺĮĲĴīġ ỽ⻝懜䂥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ĳġ ňĴŉĴķĹĴĶĶġ

ĵĺĶĺĮŘīġ 湶䬙⨟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Ĵġ ňĴŉĴĺĸĲķĵġ

ĵķĶĺĮŅīġ

昛ὲ⎱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ĵġ ňĴŉĵĲĹıĳĲġ

ŃŔĹĮĵķīġ

ℐ⇑揝ⶍ⺈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Ķġ ňĴŉĴĹĶĳĵĴġ

ĲķıĹĮśīġ

㜿⺢䘤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łŃŘĮıĲĹīġ 櫷㛅㫥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ķġ ňĴŉĵĴĴĲĵĳġ

㖍涡⚳晃偉ấ㚱旸℔⎠ġ
岜ṕ媈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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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Ĳĸġ ňĴŉĵĴĺĶĳĹġ

ĵıĴĲĮőīġ

Ṳ㶛ẩ㤕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Ĺġ ňĴŉĵĵĶĴĶĶġ

ĴŋĮĴĵĲīġ

昛䬈㘆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ĺġ ňĴŉĵĳĲĹĸĴġ

łŃŋĮĸĶĹīġ 楔⿅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Ĳĳıġ ňĴŉĵıııĺĸġ

ńōŚĮıĴīġ ⻝⽿尒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䫔 ķ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ıĻĶĹġġ
⇘㟰嗽烉冢ᷕ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ĲĳĲġ ňĴŉĵĳĶıĴĹġ

干嘇ġ

干ᷣ⥻⎵ġ

łŃŖĮĸĸķīġ 昛㛅廅ġ

㱽㡅ᶨ

徨ẞ⍇⚈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ĳġ ňĴŉĵĲĶĶĺĵġ

ĸĹĶķĮőīġ Ỹ喌⃒厗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ĲĳĴġ ňĴŉĵĲķĴĲĺġ

ŎĹĮĸĶĸīġ 㜿浜ⲗ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ĵġ ňĴŉĴĹĶķĴĸġ

ķķıĶĮŏīġ 昛㲛呩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Ķġ ňőńŃĴııĳĵġ

łńŃĮĴĳķīġ ⻝ᶽ≯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ķġ ňĴŉĵĳĳĴĲĴġ

ııĴĺĮŅīġ ⻝ㄏ䅽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ĸġ ňĴŉĵıĶĹĴĳġ

ķĸĺĮŋňīġ œņŗłŚįŋłœņŅįŎłňŏŖŎ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Ĺġ ňĴŉĵıķĳĳĳġ

ķĸĺĮŋňīġ œņŗłŚįŋłœņŅįŎłňŏŖŎ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ĳĺġ ňĴŉĵıĵĸĺĵġ

ķĸĺĮŋňīġ œņŗłŚįŋłœņŅįŎłňŏŖŎ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ıġ

ňŊıĳķĳķĲķġ

ıııĮııġ

ġ

ĴķĴ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Ĳġ

ňŊıĳķĳķıĸġ

ıııĮııġ

ġ

ĴķĴ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ĳġ ňĴŉĵĲĳķıĴġ

ĹĵĲĸĮŔīġ ⻝收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Ĵġ ňĴŉĵĲķĵĸĳġ

ķōĮĹĳĲīġ 㜿ⅴ暬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ĲĴĵġ ňĴŉĵĲķĵĸĺġ

ķōĮĹĳĲīġ 㜿ⅴ暬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ĲĴĶġ ňĴŉĵıĳĴĴĹġ

ĺıĺĮōōīġ ∱㈧㴂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ķġ ňĴŉĵıĶıĸķġ

łńōĮĲĺıīġ 唕㝷䥡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ĸġ ňĴŉĴĺĲĹĶĲġ

łńōĮĲĺıīġ 唕㝷䥡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Ĺġ ňĴŉĵıĲĶĶĳġ

łńŅĮķĸĸīġ ⏛ㄞ㢇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ĺġ ňŒńŃıķıĵĺġ

ŉőňĮĳĵīġ 匲▱⭡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ıġ ňĴŉĴĹĲķĵĴġ

ĲĳĹĲĮŎīġ ⏛ἑ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Ĳġ ňőńŃĳĲıĳĶġ

ōłŋĮĲĹīġ 㳒⺢ㆸ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ĳġ ňĴŉĵıķĳķĳġ

ĺĴĹĮřī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Ĵġ ňĴŉĵĶıĵķıġ

ĹœĮķıĺīġ ỽ昛䌱㠭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ĵġ ňĴŉĴĺĸĳĲĳġ

ŌłŐĮĲķīġ 拎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Ķġ ňĴŉĵĴĴĺĺĲġ

ňŘĶĮĵĴīġ 䌳䌱㡱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ķġ ňĴŉĵıĶĳĵĶġ

ĳĳĳĮōŃīġ 㛶ὲ㚳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ĸġ ňĴŉĵĳĹĸĺıġ

łŇŔĮĴıĸīġ 㜿㱃䍵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ĵĹġ ňĴŉĵĵĴıĳĶġ

ŏŔĮĳĲĲīġ 湫⭋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忚㶭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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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ĵĺġ ňĴŉĵĵĳĳĺĳġ

ĴĳĺĶĮŖīġ 䪍㬋⥵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ıġ ňĴŉĵĴĵķĸıġ

řĸĮĸĶĹīġ ỽ㵹沛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

ĲĶĲġ ňĴŉĵĶĳķĶķġ

ĸĴĹĳĮśīġ 昛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ĳġ ňĴŉĵĶıĶķıġ

ĲĵĺĹĮňīġ 姙䫹䏛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Ĵġ ňĴŉĵĵĳĶĶĹġ

řŉķĮĴĶīġ 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ĵġ ňĴŉĵĶıĲĺĸġ

ĶĲĲĹĮŖīġ 㛶䤷㔔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Ķġ ňĴŉĵĵĶĴıĳġ

ŉŉĺĮĵķīġ ᷭ䌾廒㤕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ķġ ňĴŉĵĵĸķĹıġ

ķĸĳĲĮŗīġ 䚏倘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ĸġ ňĴŉĵĵķĵĴĴġ

ıĳĶĳĮŘīġ 湫㝷搓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Ĺġ ňĴŉĵĵııĴĶġ

ŎĳĮĹĹĲīġ ⻝挪⭞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ĺġ ňĴŉĵĵĸĵķĵġ

őĸĹĮķıīġ ⏛柌㝼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ıġ ňĴŉĵıĴıķĹġ

ĶĸĳıĮŖīġ 昛榧㜘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Ĳġ ňĴŉĵĵķĳĺĶġ

ĺĲĲĮņōīġ 怚ㅳ≇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ĳġ ňĴŉĵĵĸĵĹĴġ

ıĲĸĮōőīġ 昛䌱䤍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Ĵġ ňĴŉĵĴĴĺķĴġ

ĸĸĳĲĮŅīġ ⬳ḹ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ĵġ ňĴŉĵĴĴĳķĵġ

łŇœĮĲıķīġ ᶩ懭㟻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ĲķĶġ ňĴŉĵĴĺĳķĶġ

ŅŇĮĲĸıīġ ␐ⲣ⻀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䫔 ĸ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ıġġ
⇘㟰嗽烉冢ᷕ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ġ

㱽㡅ᶨ

徨ẞ⍇⚈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Ĳķķġ ňĴŉĵĴĺĴĶĶġ

ŅŇĮĲĸıīġ ␐ⲣ⻀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ĸġ ňĴŉĵĶıĶĴĶġ

ŉōĮķĶĸīġ 櫷倘㌟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Ĺġ ňŒńŃĳııĳĳġ

ĴĵĳĮőīġ

㫸⣒䐆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ĺġ ňĴŉĵĵĸĵĲĸġ

ĶĶĹĹĮņīġ 㚦㘢忼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ĸıġ ňœńńıĶıĲıġ

ŏœĮĲĶĹīġ 㚦㛐⋿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ĸĲġ ňĴŉĵĳĵĲĶĹġ

ňĶśĮĸĺīġ 㜿昮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ĸĳġ ňŒńŃĳĲıĸĵġ

ĶĳĹĶĮŒīġ 哉ῑ厗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ĲĸĴġ ňĴŉĵĲĵĵĺĲġ

ňĶŕĮĸĲīġ 昛䥨㝅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ĸĵġ ňĴŉĵĲĵĵĹķġ

ĲĴĺĮŎŏīġ ⏪⺢岊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ĸĶġ ňĴŉĴĹķĳĺĲġ

ĲĴĺĮŎŏīġ ⏪⺢岊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ĸķġ ňĴŉĵĲĵĶıĴġ

ĲĴĺĮŎŏīġ ⏪⺢岊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ĸĸġ ňĴŉĵııĴĶĳġ

ĹķĺĮňŕīġ ⬓㎂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ĸĹġ ňĴŉĵĵĵĳĶķġ

ıķĲĲĮŘīġ 㱡㖯㱡⡻偉ấ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ĸĺġ ňĴŉĵĴĴĹĺĶġ

ĹĹıĮōőīġ 㛶⬇⒚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ıġ ňĴŉĵĵĸĵĲĹġ

ĴıķĳĮŎīġ 惕冺㤽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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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ĹĲġ ňĴŉĵĴĴĺĹıġ

ŋķŖĮĶĶīġ 唕晭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ĳġ ňĴŉĵĵĲĹĵĶġ

ĶĺĸĸĮŖīġ 䌳ὸ冣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Ĵġ ňŒńńĲııĶĵġ

ńŋńĮĴĳīġ 㠩佥䥦ġ

Ķķ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ĵġ ňĴŉĵĴķĶıĶġ

ķĵĺķĮŏīġ 居晭⎬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Ķġ ňĴŉĵĵĵĵĵĺġ

ķĵĺķĮŏīġ 居晭⎬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ķġ ňĴŉĵĴķĶĺıġ

ĳĶĸķĮŉīġ 湫䩳㻼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ĸġ ňĴŉĵıĶĸĺıġ

ŎŚœĮıĺīġ 㜿ὲ㗇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Ĺġ ňőńńĲķıĳĸġ

łŇŔĮĶķĸīġ 佩➡㢖ġ

ĶķĲĲııĲ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ĲĹĺġ ňĴŉĵĴĵııĵġ

ĶĺĺĮŋŃīġ 徬别⋱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ıġ ňĴŉĵĵķĲĸıġ

ıĲĳĳĮōīġ 湫努⼘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Ĳġ ňĴŉĵĵĳıĹĸġ

ıĲĳĳĮōīġ 湫努⼘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ĳġ ňĴŉĵĵĵĸĲĹġ

ŕĸĮĸĴıīġ 昛喯㗕⤥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Ĵġ ňĴŉĵıĵĺķĹġ

ĲĴĴĺĮőīġ 㜿㧡㱽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ĵġ ňĴŉĵĲıĺĳĺġ

ķŋĮĸĹĹīġ

㳒⬯⬷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Ķġ ňĴŉĵĵĸĸĺĵġ

ňĴŘĮĴĴīġ 昛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ķġ ňĴŉĵĲķĲĹĴġ

ĵĹĹıĮőīġ 㕥ↈ⮏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ĸġ ňĴŉĵĳĴĸĲĴġ

ŏŒŌĮĳĴīġ ⻝ᶾ⬿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Ĺġ ňĴŉĵĲĲĸĲĵġ

ŏœņĮĸĺīġ 䌳㯠䲼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ĺġ ňĴŉĵĳĲĺıĶġ

ĶıĹĮőīġ

㣲㔯㶭ᾳṢ妰䦳干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ıġ ňĴŉĵıĲĹıĴġ

ōłłĮĸĳīġ 伭䳈吃㜿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Ĳġ ňĴŉĵĴĴĹĵĳġ

ōłŃĮĳĴĴīġ 恙䅽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ĳġ ňĴŉĵĳĸĲķĹġ

ōśņĮıĹīġ 㛶做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Ĵġ ňŒńńĲĲıĲĵġ

ĺŒĮĳĳıīġ ⼕俾ⱛ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ĵġ ňĴŉĴĺĺĹĳĴġ

ĹņĮĳĴĴīġ 湫㔔ⲗ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ĳıĶġ ňĴŉĵĳĵĵķĵġ

ĸĵĹķĮŇīġ ♜ṽ㘐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ķġ ňĴŉĵĴĵķĶĶġ

ķĸĺĮŋňīġ œņŗłŚįŋłœņŅįŎłňŏŖŎ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ĸġ ňĴŉĵĴĺĺķĵġ

ķĸĺĮŋňīġ œņŗłŚįŋłœņŅįŎłňŏŖŎ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Ĺġ

ĸĲĹĮōŎīġ 昛ὅ⨟ġ

ĳĳĲıĵıĵ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ıĺġ ňőńńĲĳıĶĸġ

ĸĺĶĮŃřīġ 㛶㖽ġ

Ķķ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ıġ ňĴŉĴĹĳĵĴĵġ

œŌĮĸĹĸīġ 㜿㜙㱣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ňŊıĴĳĵĹĲĹġ

䫔 Ĺ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Ĳġġ
⇘㟰嗽烉冢ᷕ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ġ

㱽㡅ᶨ

徨ẞ⍇⚈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ĳĲĲġ ňĴŉĴĲĴĲĸĳġ

ŎĴĮĶĵĶīġ 哉伶厗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ĳĲĳġ ňĴŉĴĸķĹĵĸġ

ĸĳĲĮŃŘīġ 昛㝷㤽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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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ĲĴġ ňĴŉĴĸĸĵĴĶġ

ĴňŏĮĲĶīġ 昛䌱䎈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ĵġ ňĴŉĴĸĸıĹķġ

ĹĸķĺĮśīġ 哉㵹㴋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Ķġ ňĴŉĴĹĵĺĹĶġ

łĳĮķĲĳīġ ⻝㨵䍇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ķġ ňĴŉĴĹĶĴĸķġ

ňśĶĮĺıīġ 楔‹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ĸġ ňĴŉĴĹıķĺĸġ

ĵĳĳĸĮŘīġ 哋剔╔ġ

ĵĴĵıııĴ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ĳĲĹġ ňĴŉĴĹıķĺķġ

ĵĳĳĸĮŘīġ 哋剔╔ġ

ĵĴĲıĳĲı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ĳĲĺġ ňĴŉĴĸĸıĸĲġ

ĶķĳĶĮřīġ 㟪Ḷ䎢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ĳĳıġ ňĴŉĴĺķĲĴĳġ

ĴĸĸĹĮŋīġ 㸗渿厗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Ĳġ ňĴŉĵĲķĹıĲġ

ĴĹıĮōŏīġ ∱杳㰩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ĳĳĳġ ňĴŉĴĹĶĵĶıġ

ňśĶĮĺıīġ 楔‹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Ĵġ ňĴŉĵĲıĹĵĸġ

ňśĶĮĺıīġ 楔‹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ĵġ ňĴŉĴĺķĵĶĸġ

ĹĸķĺĮśīġ 哉㵹㴋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Ķġ ňĴŉĴĸııĴıġ

ŋňŗĮĸķīġ 㣲列₨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ķġ ňĴŉĵĲĵĶĹĲġ

ĹĸıĮŋōīġ 㭝㠭㠭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ĸġ ňĴŉĵĳĶĶĶĳġ

ķĹķķĮřīġ 昛ⅈ䐳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Ĺġ ňŒńŃĴııĵķġ

ĹĳĴĳĮőīġ 㜿⒚后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ĳĺġ ňŒńŃĳĹıĸĲġ

ĹĳĴĳĮőīġ 㜿⒚后ġ

ĶķĲıķ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ıġ ňĴŉĴĺĵĳĵĶġ

ĳĴĶĮŋōīġ 拊⑩倧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Ĳġ ňĴŉĵĲĶķıĴġ

ňĴśĮĸıīġ 杻㝷様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ĳġ ňĴŉĵĳĺĴĵķġ

ĵķĸĳĮŇīġ 䤷㯋Ἦ㏔⭞屐忳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Ĵġ ňĴŉĵıĹĺĳĶġ

ňĶĳĮĴĹīġ ⺢⬯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ĵġ ňĴŉĵıĹĺĶĲġ

ňĶĳĮĴĹīġ ⺢⬯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Ķġ ňőńŃĳĲııĵġ

ĵķĸĺĮŔīġ ⻝㗍剙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ĳĴķġ ňĴŉĵĲĶķķĸġ

ıĹıĮńœīġ ⻝㲛㱱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ĸġ ňĴŉĵĲĲĸĲĲġ

ķĲĳĮņŎīġ 旖娑⨟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Ĺġ ňĴŉĵĲıĺĵĳġ

őĺŗĮĺĶīġ 喯拎䘤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ĺġ ňĴŉĵĲĳĴĸĲġ

őŏŕĮĺĴīġ 㼀慹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ıġ ňĴŉĵĲıĹķĳġ

őĺŗĮĺĶīġ 喯拎䘤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Ĳġ ňĴŉĴĺĸĳĴĹġ

ĺĳĸĮōŃīġ 䯉⬯ṕ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ĳġ ňĴŉĴĹĶĹĶĴġ

ıķĹĮōŒīġ ⬓厲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Ĵġ ňĴŉĴĹĶĹĺĸġ

ŉŌŐĮĹķīġ ␐洔ĩŋŐŏłŌįőņŕņœįĪ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ĵġ ňĴŉĵĳĸĸĴĶġ

ňĴĮĺķĺīġ 昛佑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Ķġ ňĴŉĴĺķĶĴĵġ

ĸĳĸĸĮŇīġ 哉㫋〔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ķġ ňĴŉĵıĲĳĶıġ

ŅŇĮĲĸıīġ ␐ⲣ⻀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ĸġ ňĴŉĴĺıĴķĺġ

ıĺķĮŏŔīġ 哉㠭懜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Ĺġ ňĴŉĴĺıĴĸĹġ

ķŖĮĶĲĺīġ 䌳┇ὲ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ĵĺġ ňĴŉĵıĲĺĶĲġ

łņĶĮĶĳīġ 湫䚃⻀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ıġ ňĴŉĴĹķĵĸĴġ

ıĺķĶĮőīġ 㳒渿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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ĳĶĲġ ňĴŉĴķĹĴıĶġ

ŏŚĮĳĲĴīġ ⻝做厗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ĳġ ňĴŉĴĺķĵĺĲġ

ĳĵĲĶĮŏīġ ⏛㲘倘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Ĵġ ňĴŉĴĹĵııĲġ

ĹĵĹĲĮŖīġ 昛渿⨟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ĵġ ňĴŉĵıĲĶĵĶġ

ŐōĮĺĵĲīġ 昛⬿捖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Ķġ ňĴŉĴĹĶĵĳĶġ

łńŇĮĹĲĸīġ 㳒渿䥳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䫔 ĺ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ĳġġ
⇘㟰嗽烉冢ᷕⶪṌ忂ḳẞ塩㰢嗽ġġ
干ᷣ⥻⎵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ĳĶķġ

ňĴŉĵĲĶĹĶĶġ

ĴıĺĮōņīġ

㰒⚳⬱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ĸġ

ňĴŉĵıķĳĵĳġ

ıĴķĶĮőīġ

⏛拎✌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ĶĹġ

ňĴŉĵĵĳĳĸĵġ

ĸĴĶĮśīġ

䅽㸸㰥干埴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Ķĺġ

ňĴŉĵĲĵĺĶĳġ

ĸıĹĹĮňīġ

⏪慹㬉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䴻䳸㟰ġ

ĳķıġ

ňĴŉĵĴĺĲķıġ

ŗŒĮķıĸīġ

㷠㢖㯠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ķĲġ

ňĴŉĵĴĹĸĹĵġ

ķŒĮĺĲıīġ

㇜ẚ唯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ķĳġ

ňĴŉĵĴĵĲĵĳġ

ķŒĮĺĲıīġ

㇜ẚ唯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ķĴġ

ňĴŉĵĵĳĵıĴġ

ķŒĮĺĲıīġ

㇜ẚ唯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ķĵġ

ňĴŉĵĲĸıĶķġ

ķŒĮĺĲıīġ

㇜ẚ唯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ķĶġ

ňĴŉĵıııĵĺġ

řĸĮķıĹīġ

檀ㅚ⬿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ķķġ

ňĴŉĵıķĲĺĳġ

řĸĮķıĹīġ

檀ㅚ⬿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ķĸġ

ňĴŉĵĲĸĹĵĲġ

œĹĮĴıĸīġ

㜿㈧懆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ķĹġ

ňĴŉĵĳķĸıĶġ

ĴıĺĮŃřīġ

∱㔯㬋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ķĺġ

ňĴŉĵĳĸķĸĳġ

őŃĮĲĲĲīġ

㼀㛅慹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ĸıġ

ňĴŉĵĳĺĴĴĳġ

őņĮĶĴķīġ

㫋嘡歖剙⸿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ĸĲġ

ňŒńńıĳıĸĲġ

ŋŕĮĸķĹīġ

㜄㘐墛ġ

ĶķĲıĲıĲ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ĸĳġ

ňĴŉĵĳĲĹĺĺġ

ķŒĮĺĲıīġ

㇜ẚ唯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ĸĴġ

ňĴŉĵĳĵĵķĴġ

ĶĹıĶĮŇīġ

⏛㓷厗ġ

ĶĴĲıııĲ

㞍䃉㬌⛨ġ

䴻䳸㟰ġ

ĳĸĵġ

ňĴŉĴĺĺĹĲıġ

ŇĴĮĹĸĶīġ

昛⽟泣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ĸĶġ

ňĴŉĵıĲĹĶĸġ

łńŋĮıĹĳīġ

∱】㝼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ĳĸķġ

ňĴŉĴĹĸĸĲĲġ

łŇśĮıķĹīġ

湫㈧䜧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ĸĸġ

ňĴŉĵĳĸĵķĵġ

ŋŅĮķĶĺīġ

湫楐ㄏ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ĸĹġ

ňĴŉĵıĲĹĴķġ

ĶĺĺĮōŎīġ

嫅攟廅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ĸĺġ

ňĴŉĵĲĳĵĳĸġ

ĶĺĺĮōŎīġ

嫅攟廅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ıġ

ňĴŉĵĳĴĸĵĳġ

ĵĸĴĲĮōīġ

㣲伶傥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Ĳġ

ňĴŉĳĺıĹĶĴġ

ŐňĮĹĴĶīġ

㳒 䏛ġ

ĵıııııĶ

℞⬫ġ

䴻䳸㟰ġ

ĳĹĳġ

ňĴŉĴĲıĵķķġ

ĲĺĳĳĮŔīġ

嫅⎱䚠ġ

ĵĹĲıĵıĳ

℞⬫ġ

䴻䳸㟰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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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

ĳĹĴġ

ňĴŉĴĲĸĹķĳġ

ĲĺııĮŏīġ

昛暒ġ

ĵıııııĶ

℞⬫ġ

䴻䳸㟰ġ

ĳĹĵġ

ňĴŉĴķĳıĸĳġ

ĸĸķĮŋŅīġ

㣲⚳岊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Ķġ

ňĴŉĴĵĳķĲĴġ

ĹĺĲıĮŋīġ

昛䏎䍚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ĳĹķġ

ňĴŉĳĹĺĵĴķġ

ŚŊŃĮĶĸīġ

娡㶭㡳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䫔 Ĳı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Ĵġġ
⇘㟰嗽烉ġ暚㜿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

ĳĹĸġ

ňĴŉĵĲķĶĴĵġ

ĳĴĲķĮőīġ

ĳĹĹġ

ňĴŉĵĵĸĸĴķġ

ōřŔĮıĺīġ 湶㶭呱ġ

伭䲼ġ

㱽㡅ᶨġ

徨ẞ⍇⚈ġ

╖徨䉨ンİ復忼䉨ン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䫔 ĲĲ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Ĵġġ
⇘㟰嗽烉ġ⎘㜙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

ĳĹĺġ

ňĴŉĵĵĳĶĳĸġ

ĲĳķĮōřīġ 䌳䳡㬎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ıġ

ňĴŉĵĵĳĶķĲġ

ĲĳķĮōřīġ 䌳䳡㬎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Ĳġ

ňĴŉĵĲĵĹĸıġ

ĺĺĲĮŋŗīġ

ĵıııııĶġ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㖶䐳ġ

㱽㡅ᶨġ

徨ẞ⍇⚈ġ

╖徨䉨ンİ復忼䉨ン

䫔 Ĳĳ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Ĵġġ
⇘㟰嗽烉ġ▱佑ⶪ䚋䎮䪁ġġ
干ᷣ⥻⎵ġ

㱽㡅ᶨġ

徨ẞ⍇⚈ġ

╖徨䉨ンİ復
忼䉨ン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ĳĺĳġ

ňĴŉĵĳĺķķĸġ

ĲıĲĲĮŘīġ

嫅ἦ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Ĵġ

ňœńŃıĸııĴġ

ĴĵĹĲĮŒīġ

昛伶呩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ĵġ

ňĴŉĴĸĲĶĶĹġ

ŉĳĴĮķĳīġ

姙妻㜙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Ķġ

ňĴŉĵĳĴĶĵĺġ

łńŅĮķııīġ

⋼≃ⶍ䦳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ķġ

ňĴŉĵĴĴĲķĹġ

œŊĮĸĴķīġ

柷⺟䐄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ĸġ

ňŊıĲıĸĺĸĵġ

ŏŔĮĵĲĸīġ

ġ

ĳĲ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䫔 ĲĴ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Ĵġġ
⇘㟰嗽烉ġ剿㞿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

ĳĺĹġ

ňĴŉĵıĳĴĸĴġ

ńśŕĮĶĸīġ 㳒䳈⌧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ĳĺĺġ

ňĴŉĵĳıĴıĺġ

ĺıĺĺĮōī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ἑ⮏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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ňőńńĲĴıĸıġ

ķĲķĮŃœīġ

⬓ⓗ㘖ġ

4

期

ĶķĲıĵıĲ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䫔 Ĳĵ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Ĵġġ
⇘㟰嗽烉ġ㕘䪡ⶪ䚋䎮䪁ġġ
干ᷣ⥻⎵

㱽㡅ᶨġ

╖徨䉨ンİ復忼䉨
ン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徨ẞ⍇⚈ġ

ĴıĲġ

ňĴŉĵıĵķĴĺġ

ŌĸĮĹĵķīġ

╔⚳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Ĵıĳġ

ňĴŉĴĸĶĳķĹġ

łŃœĮĺķĺīġ

∱⭍⛯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ıĴġ

ňĴŉĴĶıııĹġ

ĹĳĴĮŃŏīġ

∱ṕ⏃ġ

ĵıııııĶġ 㞍䃉㬌Ṣġ

ㆸ≇姣姀ġ

䫔 ĲĶ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Ĵġġ
⇘㟰嗽烉ġ冢⋿ⶪ塩㰢ᷕ⽫冢⋿彎℔⭌ġġ
干ᷣ⥻⎵

㱽㡅ᶨġ

╖徨䉨ンİ復忼䉨
ン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徨ẞ⍇⚈ġ

Ĵıĵġ

ňŊıĴĵĶĵĶĲġ

ĵıĲĸĮňīġ

⏛拎䐳ġ

ĲĳĲıĵıĳ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ıĶġ

ňőńńĲĴıĶĹġ

ņśŉĮĸĺīġ 㜿⽿ⲗġ

ĶķĲıĵıĲ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䫔 Ĳķ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Ĵġġ
⇘㟰嗽烉ġ⭄嗕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Ĵıķġ

ňĴŉĵĲķĶĺĹġ

干ᷣ⥻⎵

őŉĮķıĺīġ 惕⽿忼ġ

㱽㡅ᶨġ

徨ẞ⍇⚈ġ

ĶĴĲıııĲġ 怟䦣ᶵ㖶ġ

╖徨䉨ンİ復忼䉨ン
ㆸ≇姣姀ġ

䫔 Ĳĸ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ĵġġ
⇘㟰嗽烉ġ㟫⚺䚋䎮䪁ġ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ġ

㱽㡅ᶨ 徨ẞ⍇⚈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Ĵıĸġ ňĴŉĴĺĵĸĺıġ ĴķĹĺĮŎīġ 㓧櫩⚳晃偉ấ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ıĹġ ňĴŉĵııĴıĴġ ĵĸĶĺĮŕīġ 檀⓻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ıĺġ ňĴŉĴĺĵĳķĳġ ĵĸĶĺĮŕīġ 檀⓻㔯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Ĳıġ ňŒńŃĳĴıĲĹġ řŉŊĮĸĲīġ ⎚‹䎮ĩœŖŔŉįňłœŚįŎŊńŉłņōĪ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ĴĲĲġ ňĴŉĵĲĺĺĸĺġ ıĶĸĮōōīġ ∱晭ㄏ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

䫔 ĲĹ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ĵġġ
⇘㟰嗽烉ġ檀晬ⶪ塩㰢ᷕ⽫沛Ⱉ彎℔⭌ġ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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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嘇ġ

㱽㡅ᶨġ

干ᷣ⥻⎵ġ

4

期
╖徨䉨ンİ復忼䉨
ン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徨ẞ⍇⚈ġ

ĴĲĳġ

ňĴŉĴĺıĴĳĴġ

ŎĶŕĮķĸīġ 㚦⯡䘯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Ĵġ

ňĴŉĴĺĳıĴĺġ

ĸıĲĮņŃīġ

湫侨⽟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ĵġ

ňĴŉĵĲĶĹĸĵġ

ĺĹĸĺĮŗīġ

⢷⊚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Ķġ

ňĴŉĴĸĸĵĹıġ

ĴĺĶĮŅŏīġ

㚦➡㱻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ķġ

ňĴŉĵıĺĶĹĺġ

ĺŎĮĸĸĹīġ

⻝䯉忚⭖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䫔 Ĳĺ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ĵġġ
⇘㟰嗽烉ġ㼶㷾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ĴĲĸġ

ňĴŉĵĳĳĸĳķġ

干ᷣ⥻⎵

ńĶĮķıĵīġ 柷㔯➪ġ

㱽㡅ᶨġ

徨ẞ⍇⚈ġ

ķıĳıĴıĳġ 怟䦣ᶵ㖶ġ

╖徨䉨ンİ復忼䉨ン
ㆸ≇姣姀ġ

䫔 ĳı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ĵġġ
⇘㟰嗽烉ġ⼘⊾䚋䎮䪁ġġ
䶐
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干ᷣ⥻⎵ġ

㱽㡅ᶨ

徨ẞ⍇⚈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ĴĲĹġ ňĴŉĴĺĺķĹĴġ

ĺŒĮĸķĲīġ ⃮⽉ẩ㤕偉ấ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ĺġ ňĴŉĴĺĸĹĶĶġ

ĳŒĮĸĶĶīġ 嵁ℐ枮ġ

ĵıııııĸ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ıġ ňĴŉĴĺĸĹĴĴġ

ķĸķĹĮŉīġ 㣲晭よ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Ĳġ ňĴŉĴĺķĴĶĵġ

ĺĸĺĳĮŇī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ĳġ ňĴŉĵĲıĵĳĹġ

ĵıĺĺĮŖīġ 㜿佑䚃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ĴĳĴġ ňĴŉĵĳĵĴķĵġ

ĶĹĺĴĮŏīġ 渺湇䌳梇⑩⓮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卩寸ⶍ喅䣦ġ

Ĵĳĵġ ňĴŉĴĹĸĺĵķġ

łŅŔĮķĳķīġ 㜿ⅈ暾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Ķġ ňĴŉĴĹĹıĹĵġ

łŅŔĮķĳķīġ 㜿ⅈ暾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ķġ ňőńŃĲĴıĴĴġ

ŕňĶĮııīġ 㕥⬇㝼ġ

ĶķĲıĵ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ĸġ ňĴŉĴĺĺĹĸıġ

ŊŘŕĮĸĶīġ 昛⚧媕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Ĺġ ňĴŉĵĴĴĺĶıġ

ıķķĮŏŔīġ 㣲昮‹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ĳĺġ ňĴŉĵĲıĺĹĸġ

ıķķĮŏŔīġ 㣲昮‹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ıġ ňĴŉĵĵĵķĲĶġ

ĹĲĴĳĮōīġ 䌳⭄㔴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Ĳġ ňőńńıĸıĵĲġ

ĸĵĹıĮőīġ

㜿₨⹕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ĳġ ňĴŉĵıĲĹĲĳġ

ĸňśĮĴĹīġ 㚦⫸尒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Ĵġ ňőńŃıĵıĸĸġ

ĵĺĲĴĮőī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ĴĴĵġ ňĴŉĴĺĲĳĹĴġ

ŐŏĮĴĵĹīġ 娛枮ẩ㤕䣦ġ

ĶĴĲıı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Ķġ ňőńŃĳĲıĳĵġ

ŌŔŖĮĴıīġ 匶䏒㉱匱㌟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ķġ ňĴŉĵıĵĸĳĴġ

ĺŉĮĹķĳīġ 嫅旧曆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䴻䳸㟰ġ

⻝枮㜘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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ĴŎĮıĺĸīġ ∱㛅㖶ġ

4

期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䫔 ĳĲ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ĵġġ
⇘㟰嗽烉ġ⋿㈽䚋䎮䪁ġġ
╖徨䉨ンİ
復忼䉨ン

䶐
嘇ġ

忽夷╖嘇ġ

ĴĴĹġ

ňĴŉĵĳĺĴķĸġ

ııĹĴĮőīġ ⻝㵹⩃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ĺġ

ňĴŉĵĳĹĴĳĴġ

ĺŖĮĺĴĹīġ 曾㘢䙖朑ẩ㤕㚱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ıġ

ňĴŉĵĵĴĴķĵġ

ĹĲķĮŃņīġ ⻝ッよ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Ĳġ

ňĴŉĵııĴĴķġ

ĺŇōĮĴĳīġ 昛㕘⬷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ĳġ

ňĴŉĵıĶĸĴĳġ

ŇŕĳĮĵĹīġ 㚦侨₨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䴻䳸㟰ġ

ĴĵĴġ ňŒńŃĲĵıĳĸġ

ķķĹĸĮŘīġ 㚦⦩㖶ġ

ĶķĲıĲıĲ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ĵġ

ňĴŉĵĲıĹĶĶġ

ķŒĮĶĲĵīġ 姙⬇ṩ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Ķġ

ňĴŉĵĵĵķĳĹġ

ŉŏĮıĸĸīġ ỽ㜙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ķġ

ňĴŉĵĵıĶĲĲġ

ŚĳĮĴĺıīġ 㳒ὲ恶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ĸġ

ňĴŉĵĵĵĸĳĲġ

ĲķĹĹĮőīġ 昛䌱₺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Ĺġ

ňĴŉĵĶıĳĴĲġ

łĺĮĶıĴīġ 匲⺢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ĵĺġ

ňĴŉĵĳĺĹĶĵġ

łĺĮĶıĴīġ 匲⺢ㆸġ

ĵıııııĶ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Ķıġ

ňĴŉĵĵĹĵĸıġ

ĺŖĮķĴĲīġ 䌳⽿㥖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ㆸ≇姣姀ġ

ĴĶĲġ

ňĴŉĵĵķĴĹĺġ

ĸĸĳĹĮŒīġ ∱楐挪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䴻䳸㟰ġ

ĴĶĳġ

ňĴŉĵĳĹĺĳĹġ

ĹĹĹĲĮŒīġ ⏛㬋ΐġ

ĵıııııķ 㞍䃉㬌⛨ġ

䴻䳸㟰ġ

ĴĶĴġ

ňĴŉĴĲķĹĸĳġ

ķĴĹĮņōīġ 㜿ᶾⲘġ

ĵıııııĶ ℞⬫ġ

ㆸ≇姣姀ġ

干嘇ġ

干ᷣ⥻⎵ġ

㱽㡅ᶨ

徨ẞ⍇⚈ġ

䫔 ĳĳ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Ķġġ
⇘㟰嗽烉ġ▱佑⋨䚋䎮ġġ
干嘇ġ

干ᷣ⥻⎵

忽夷╖嘇ġ

ĴĶĵġ

ňőńŃĳĲıĳĹġ

ŕńřĮĸĶīġ 䌳⭞沛ġ

ĶķĲıĲıĲ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ĶĶġ

ňĴŉĵĵĳĹĶĴġ

ķŉĮĸĸĲīġ

ĵıııııķġ ℞⬫ġ

ㆸ≇姣姀ġ

惕⚳ㄞġ

㱽㡅ᶨġ

╖徨䉨ンİ復忼䉨
ンġ

䶐嘇ġ

徨ẞ⍇⚈ġ

䫔 ĳĴ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Ķġġ
⇘㟰嗽烉ġᷕ⢊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干嘇ġ

ĴĶķġ

ňĴŉĵĴķĶıĹġ

ĹņĮĵĴķīġ

干ᷣ⥻⎵
⏛ἄ↙ġ

㱽㡅ᶨġ

徨ẞ⍇⚈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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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ĴĶĸġ

ňĴŉĵĴĴĹĹıġ

ĶĶĹĸĮŎīġ 櫷⽖惰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ĶĹġ

ňŒńŃĳĲıĳĲġ

ŃķĮĸıķīġ

匲㓧忼ġ

ĶķĲıĲıĲ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ĴĶĺġ

ňŒńŃıĸıĴĴġ

ŏśĮĶĺĹīġ 昞ṩġ

ĶķĲıĲıĲġ 怟䦣ᶵ㖶ġ

ㆸ≇姣姀ġ

䫔 ĳĵ 枩ġ
冱䘤忽⍵忻嶗Ṍ忂ḳẞ忂䞍╖℔䣢復忼䦣復㶭Ⅎġ
↿⌘㖍㛇烉ĳıĲĵİĲİĲĸġᶲ⋰ġıĺĻĵĲĻıĶġġ
⇘㟰嗽烉ġ❼慴䚋䎮↮䪁ġġ
䶐嘇ġ

忽夷╖嘇ġ

Ĵķıġ

ňĴŉĴĺĴĴķĳġ

干嘇ġ

干ᷣ⥻⎵

㱽㡅ᶨġ

ĺĲĺĮŋŉīġ 哉㖻暾ġ

徨ẞ⍇⚈ġ

ĵıııııĶġ 怟䦣ᶵ㖶ġ

╖徨䉨ンİ復忼䉨ン
ㆸ≇姣姀ġ

䫔 ĳĶ 枩ġ
ġ

臺中市政府衛生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衛保字第1030010222號
附件：公示送達清冊
主旨：公告廖介文等54人違反菸害防制法經本局依法處分罰鍰逾期未繳通知
書，特為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菸害防制法暨行政程序法第78條、第80條至第82條。
公告事項：
一、列冊廖介文等54人(如附件名冊)，因送達處所不明致其違反菸害防制
法之罰鍰催繳通知書無法送達，特依法公示送達。
二、本公示送達黏貼於本局公告欄，並刊登臺中市政府公報，自公告之日
起或臺中市政府公報最後刊登日起經20日發生送達效力。
三、前開裁處書現由本局保管，請應受送達人儘速前來領取並完成銷案。
【地址：臺中市豐原區中興路136號，電話：(04)25265394轉3151，承
辦人：陳小姐】

局長

黃美娜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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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公示送達清冊
序號

受處分人姓名

1

廖介文

2

黃明華

3

盧德樟

4

陳清源

5

陳錡奕

6

簡弘怡

7

賴宜宏

8

吳瑋倫

9

謝明德

10

鄞軒隆

11

游景証

12

邱秀英

13

柯敬萱

14

廖南風

15

蘭瑋琮

16

張家豪

17

游景証

18

黃麗娟

原裁處書文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10116586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03011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0705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06812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16191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19964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19965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20820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23304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25363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27664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30581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32882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35034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34971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3672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37710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36903號
84

催繳通知文號 催繳通知發文日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2/27
1020019241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3/07
1020021992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4/18
1020038126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4/18
1020038133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4/22
1020039942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1/04/25
1020041551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4/25
1020041553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4/25
1020041593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4/30
102004338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5/03
1020044899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5/03
1020044909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5/08
1020046774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6/19
102006104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6/20
1020061769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6/20
1020061774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03
1020066419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02
102006542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02
1020065426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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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處分人姓名

19

葉懿真

20

張更生

21

顏國紋

22

汪宸郁

23

紀榮峰

24

李浩伯

25

許霆韋

26

林恩立

27

陳蔡輝

28

李榮輝

29

蔡世杰

30

湯家豪

31

廖昱傑

32

劉忠興

33

洪饒賓

34

徐祥誌

35

鄞軒隆

36

楊允芃

37

邱鶴飛

原裁處書文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40260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38712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38682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3859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41755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41866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41806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45907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54045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3785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4500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75347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6360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63971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63611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60722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62704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59400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59424號
85

4

期

催繳通知文號 催繳通知發文日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04
1020066860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04
1020066915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04
1020066907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04
1020066901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09
1020068213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09
1020068233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09
1020068219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30
1020077330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31
1020078191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8/08
1020080991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7/30
1020077336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0/23
1020112677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0/03
1020104581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0/03
1020104586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0/03
1020104575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0/01
102010301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0/01
1020103079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9/10
1020094784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9/10
102009474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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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號

受處分人姓名

38

林柏伸

39

古萊糧有限公司

40

林皓祥

41

許信得

42

賴崑成

43

李春田

44

江誼德

45

廖健峰

46

顏嘉華

47

阮康明

48

曾茂榮

49

黃柏儒

50

陳文豐

51

張煥璿

52

盧春明

53

田顧偉

54

周輔鈞

原裁處書文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60614號
府授衛保字第
1000195245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62834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9558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96004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9086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95026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84496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76273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96547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102104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095655號
府授衛保字第
1000035491號
府授衛保字第
1000042291號
府授衛保字第
1000029693號
府授衛保字第
1000034909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10702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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催繳通知文號 催繳通知發文日期
中市衛保字第
102/09/12
1020096055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1/03/20
1010024647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0/03
1020104582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1/13
102012203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1/13
1020122042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1/08
1020120432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1/08
1020120605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0/25
1020113999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0/23
102011261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1/13
102012204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1/13
1020122053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1/13
1020122018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2/18
1020137133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2/18
1020137147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2/18
1020137124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2/18
1020137129號
中市衛保字第
102/12/17
1020135720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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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期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4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30008579號
主旨：公告本局辦理「103年度臺中市事業廢棄物流向管制、減量再利用及非
法棄置管理之輔導計畫」委託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計畫。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廢棄物清理法第74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103年1月13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晶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辦理廢棄物研究、訓練及管理
之相關事宜。
(一)協助辦理事業廢棄物相關許可審理。
(二)查核事業廢棄物產出、貯存、清除方式及處理流向工作。
(三)事業廢棄物減量再利用。
(四)事業廢棄物非法棄置管理。

局長

劉邦裕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5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空字第1030010475號
主旨：公告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執行103年「汰舊二行程機車補助
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推廣計畫」委託事項。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6條及空氣污染防制法第4條。
公告事項：
一、自民國103年1月6日至103年12月31日止，本局委託思維環境科技有限
公司執行103年「汰舊二行程機車補助暨低污染交通工具推廣計畫」，
委託事項如下:
(一)移動源及低污染交通環境背景資料收集及彙整。
(二)辦理二行程機車汰舊暨汰舊換購低污染車輛及新購或加裝油氣雙燃
料車申請審核及行政作業。
(三)輔導推動申請設置電動機車充電站。
(四)辦理電動車輛充電站每季巡查作業。
87

103年春字第

臺中市政府公報

4

期

(五)辦理本市充電設施查詢系統（包含手機應用程式App軟體）並更新相
關資訊。
(六)規劃並辦理電動車輛推廣暨電池交換示範計畫。
(七)協調現有電動機車充電站保管單位加裝或改裝為投幣式充電站。
(八)協助執行本市設置電動汽車充電站現勘、設置輔導、審核及核銷相
關事宜。
(九)辦理電動汽車及電動機車體驗試乘活動。
(十)綠能交通推廣。
(十一)辦理本市國中學生綠能交通宣導夏令營。
(十二)協助辦理經濟部智慧電動車先導運行計畫相關事項。
二、前項公告事項，依本局103年1月6日與思維環境科技有限公司訂定契約
內容辦理，依法公告周知。
三、有關配合事項如有疑義者，請電洽本局空氣品質及噪音管制科（電
話:04-22276011分機66245）。

局長

劉邦裕

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7日
發文字號：中市環廢字第1030012644號
主旨：公告本局辦理「中區委託民營清除機構清運垃圾、資源回收工作(後續
擴充)」及「南A區委託民營清除機構清運垃圾、資源回收工作(後續擴
充)」委託榮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十六條。
公告事項：
一、委託期間：自簽約日起至103年12月31日止。
二、委託事項：委託榮輔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執行本市中區、南A區(主要有
長春里、城隍里、國光里及南門里)清運垃圾、資源回收(含廚餘)清運
工作如下：
(一)委託區域範圍內隨水費徵收用戶(沿線住戶及社區大樓等)、政府機
關、學校、市場及街道垃圾貯存設施等處所之一般廢棄物、資源回
收、廚餘回收、堪用二手傢俱及巨大垃圾。
(二)本局清潔隊員清掃道路、割除雜草、清除懸掛及張貼之廣告物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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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後所產生之垃圾。
(三)當地區公所、里辦公處等單位發動環保義工清掃街道、割除雜草等
工作後，集中放置適當地點之垃圾。

局長

劉邦裕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環水字第1030012601號
主旨：公告解除臺中市大雅區西員寶地段0034-0012地號（現址為臺中市大雅
區西寶里雅潭路82號）土壤污染控制場址與土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依據：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第26條。
公告事項：
一、臺中市大雅區西員寶地段0034-0012地號土壤污染物重金屬鉻、鎳濃度
超過土壤污染管制標準，前臺中縣政府於97年8月11日公告為土壤污染
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經由李炳榮先生（土地所有人）進行土
壤污染改善，並由本府環境保護局驗證污染物濃度已低於土壤污染管
制標準，依法予以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之管制。
二、解除土壤污染控制場址及土壤污染管制區之各項行為管制事項。
三、其他重要事項
(一)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公告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30日內，依訴願法
第58條第1項規定，繕具訴願書2份並檢附本處分影本，逕送臺中市
政府審查後，再轉送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審議（以實際收受訴願書日
期為準而非投郵日）。
(二)對本公告如有疑問，請洽臺中市政府環境保護局水質及土壤保護
科。（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99號；聯絡電話：04-22289111分機
66312）

市長

胡志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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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016872號
主旨：公告廢止徵收本府為辦理大甲區文小一學校用地工程原報准徵收大甲
區賢仁段1039地號（重測前頂店段284地號）等6筆土地。
依據：
一、內政部102年12月26日台內地字第10203808812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51條及土地徵收條例施行細則第58條。
公告事項：
一、原需用土地人：合併改制前原臺中縣政府。
二、興辦事項種類：教育事業。
三、原徵收及廢止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依臺灣省政府79年4月4日79府地二字第142707號函「准予徵收」。
(二)依內政部102年12月26日台內地字第10203808812號函核准廢止徵
收。
(三)廢止徵收之原因：本案依土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第3款規定申請
廢止徵收，因情事變更，致原徵收土地之全部已無徵收之必要，應
予廢止徵收。
四、廢止徵收土地之詳細區域及應繳回之徵收價額：詳見廢止徵收土地範
圍圖、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大
甲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廢止徵收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五、繳回期限：自公告日起至民國103年9月15日前。
六、公告期間：30日(自民國103年1月29日起至民國103年3月3日止)。
七、受理繳回地點：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022-001-10914-0帳戶，戶名：
「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地政局）」（可
至臺灣土地銀行各分行繳回），並請註明繳回之原所有權人姓名及土
地標示。
八、原被徵收土地所有權人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即辦理發
還其原有土地，未於上開期限前繳清應繳回之價額者，不予發還其土
地，仍維持原登記，並不得依土地徵收條例第9條規定申請收回該土
地。
九、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權利關係人對公告事項如有異議，應
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如對應繳回價
額有異議者，應於公告期滿次日起30日內以書面向本府提出，逾期不
予受理；另如不服內政部廢止徵收處分者，請依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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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
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內，經由內政部向行政
院提起訴願。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3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用字第1030024375號
主旨：公告廢止徵收前臺中縣豐原市公所辦理都市計畫11-52-12號道路工
程，原報准徵收豐原區陽明段1268-1地號土地。
依據：
一、內政部103年1月7日台內地字第1030063321號函。
二、土地徵收條例第18條及其施行細則第21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需用土地人：臺中市政府。
二、興辦事業之種類：交通事業。
三、原徵收及廢止徵收之核准機關、日期及文號：
(一)臺灣省政府77年8月19日七七府地四字第76114號函核准徵收。
(二)原徵收公告日期及文號：原臺中縣政府77年12月22日七七府地權字
第227926號公告徵收。
(三)內政部103年1月7日台內地字第1030063321號函核准廢止徵收。
四、廢止徵收原因：因「變更都市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道路用地西
移，原徵收豐原區陽明段1268地號土地逕為分割出1268-1地號土地，
屬都市計畫住宅區，致部分原徵收土地未在工程用地範圍內，依據土
地徵收條例第49條第2項第3款之規定應辦理廢止徵收。
五、廢止徵收土地詳細區域及原土地所有權人應繳之徵收價額：詳見廢止
徵收土地圖、廢止徵收原土地所有權人應繳回之徵收價額清冊，以上
圖冊分別陳列於本府地政局及豐原區公所公開閱覽並公布於廢止徵收
土地所在地里辦公處。
六、公告期間：30天（自民國103年2月14日起至民國103年3月17日止）。
七、繳回期限：103年9月17日前繳回本府設於臺灣土地銀行豐原分行，戶
名「臺中市政府各機關徵收公共設施用地補償費專戶」活期存款02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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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1-10914-0專戶帳號。
八、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22條規定，土地權利人或利害關係人對於公告事
項如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內檢具有關證明文件以書面向本府提出，
如對應繳回價額有異議應於公告期間屆滿次日起30日內向本府提出申
請，逾期不予受理；另如不服本案內政部核准廢止徵收處分者，請依
訴願法第14條及第58條第1項規定：「訴願人應繕具訴願書經由原行
政處分機關向訴願管轄機關提起訴願。」，自公告期滿之次日起30日
內，繕具訴願書，經由內政部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0233461號
主旨：公告註銷傅中興地政士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傅中興。
二、執照字號：（102）中市地士字第000439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信安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東區練武路177巷4號二樓之4。
五、註銷原因：自行停止執業。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0233121號
主旨：公告註銷地政士劉惕地政士開業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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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地政士法第10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劉惕。
二、執照字號：（91）中市地登字第000082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劉惕地政士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大雅路670巷10號。
五、註銷原因：死亡。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0179711號
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林雪琴申請加入不動產估價師趙惠美共同執業致事
務所名稱、地址變更登記乙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林雪琴。
二、證書字號：（102）中市地估字第000051。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環宇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85號12樓之5。
五、原開業事務所名稱：永晟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六、原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北區陝西東五街27之1號。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7日
發文字號：府授地價二字第1030018046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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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公告不動產估價師趙惠美申請加入不動產估價師林雪琴共同執業至事
務所名稱變更登記乙案，符合規定，准予登記。
依據：不動產估價師法第7條、第11條及其施行細則第9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姓名：趙惠美。
二、證書字號：（101）中市地估字第000027號。
三、開業事務所名稱：環宇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
四、開業事務所地址：臺中市西區民權路185號12樓之5。
五、原開業事務所名稱：環宇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

市長

胡志強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300054251號
主旨：公告註銷郭旆汝女士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郭旆汝。
二、證書字號：（99）中縣字第00300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新力不動產開發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西屯區惠來里惠來路2段230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曾國鈞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地政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1日
發文字號：中市地價二字第1030005452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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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公告註銷張景輝先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5條、同條例施行細則第18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張景輝先生。
二、證書字號：（91）中縣字第00092號。
三、任職經紀業名稱：大方有限公司。
四、經紀業地址：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693號1樓。
五、註銷原因：證書逾有效期限未辦理換證。

局長

曾國鈞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科長決行

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1月28日
發文字號：中市教幼字第10300072431號
附件：如主旨
主旨：公告「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七
點」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154條第1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臺中市政府教育局。
二、修正依據：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一百零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頒
布之「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作業要
點第四點、第五點修正規定」，部分內容配合調整，爰予修正。
三、「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實施要點第四點、第七點」修
正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
日起，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臺中市政府幼兒教育科。
（二）地址：臺中市豐原區陽明街36號。
（三）電話：04-22289111分機54405。
（四）傳真：04-25274559。
（五）電子郵件：d8759571@tc.edu.tw。

局長

吳榕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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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服務實施要點
第四點、第七點修正草案總說明
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一百零二年十二月十三日頒布之「教
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公立幼兒園辦理課後留園作業要點第四點、
第五點修正規定」，部分內容配合調整，爰予修正，以臻完備，其修正
要點如下：
一、課後留園師資。（修正草案第四點）
二、經費支用。（修正草案第七點）

ᆵύѱϦҥѴٽ༜ᒤፐࡕ੮༜୍ܺჴࡼाᗺ
ಃѤᗺǵಃΎᗺঅ҅ਢჹྣ߄
অ҅ೕ!ۓ
Չೕ!ۓ
ᇥܴ!
Ѥǵፐࡕ੮༜ৣၗǺ!
Ѥǵፐࡕ੮༜ৣၗǺ!
অ҅ፐࡕ੮༜ৣၗҔᒤ
ȐȑаᏢਠȐѴٽ༜ȑ
ȐȑаᏢਠȐѴٽ༜ȑ ݤǶ!
ϣ௲ߥ୍ܺΓ
ϣ௲ߥ୍ܺΓ
ࣁЬǶ!
ࣁЬǶ!
ȐΒȑፐࡕ੮༜୍ܺΓ
ȐΒȑፐࡕ੮༜୍ܺΓ
ၗྗҔٽ
ၗྗҔٽ
ูፐࡕྣ៝ܺ
ูፐࡕྣ៝ܺ
୍ᆶύЈ
୍ᆶύЈ
ҥϷᆅᒤݤ
ҥϷᆅᒤݤ
ಃΒΜΟచಃ
࣬ᜢೕۓᒤǶ
ϷಃΒ
ȐΟȑ௲ৣշϐၗ
ೕۓᒤǶ!
ǴளྗҔ௲ػ
ȐΟȑፐࡕ੮༜௲ৣշ
Ⴇਸ௲ػ
ϐၗǴྗ
࣬ᜢΓ
Ҕଯભύа
ϷշΓᒦ
ΠᏢਠਸ௲
Ҕᒤ࣬ݤᜢೕ
ػભϷ
ۓᒤǶ!
ೢൂՏᆶ
ΓҔᒤݤ
ಃϤచೕۓᒤ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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অ҅ЍҔচ߾ˤ!
ΎǵЍҔǺ!
ΎǵЍҔǺ!
Ȑȑҁံշීᔈී
Ȑȑҁံշීᔈී
ҔǴځԏЍҗ
ҔǴځԏЍҗ
ᏢਠȐѴٽ༜ȑ
ᏢਠȐѴٽ༜ȑ
ीำׇᒤǶ
ीำׇᒤǶ!
ȐΒȑҁ୍ܺҔЍб
ȐΒȑҁ୍ܺҔЍб
চ߾Ǻ௲ߥ୍ܺ
চ߾Ǻ௲ߥ୍ܺ
Γដᗺэ
Γដᗺэ
ԭϩϐΎΜࣁ
ԭϩϐΎΜࣁ
চ߾ǴՉࡹ
চ߾ǴՉࡹ
Ȑ֖ՉࡹΓ
Ȑ֖ՉࡹΓ
уǵНႝ
уǵНႝ
ǵǵമ
ǵǵമ
଼ߥǵമଏ
଼ߥǵമଏ
ߎǵၗᇾǵዛ
ߎǵၗᇾǵዛ
ߎϷཀѦೢҺ
ߎϷཀѦೢҺ
ߥᓀമ
ߥᓀമ
ߥምҔȑа
ߥምҔȑа
όຬၸԭϩϐ
όຬၸԭϩϐ
ΟΜࣁচ߾Ƕՠ
ΟΜࣁচ߾Ƕՠ
܌ԏҔόى
܌ԏҔόى
ਔǴᔈᓬӃЍб
ਔǴᔈᓬӃЍб
௲ߥ୍ܺΓ
௲ߥ୍ܺΓ
ដᗺǴӚ
ដᗺǴӚ
ள࣬ϕϬЍǶ
ள࣬ϕϬЍǶ!
ȐΟȑ௲ߥ୍ܺΓដ
ȐΟȑ௲ߥ୍ܺΓដ
ᗺǽ௲ߥࢲ
ᗺǽ௲ߥࢲ
ፐำଆّВ
ፐำଆّВ
යϣΠਔ໔
යϣΠਔ໔
Ϸ௲ߥࢲፐ
Ϸ௲ߥࢲፐ
ำଆّВයѦ
ำଆّВයѦ
ᒤਔǴፐដ
ᒤਔǴፐដ
ᗺλਔа
ᗺλਔа
όຬၸѤԭϡ
όຬၸѤԭϡ
ࣁচ߾Ƕ!
ࣁচ߾Ƕ!
ȐѤȑߚܭਔ໔а
ȐѤȑߚܭਔ໔а
Ѧග୍ܺٮϐ
Ѧග୍ܺٮϐ
௲ ߥ ܺ ୍ Γ
௲ ߥ ܺ ୍ Γ
Ǵόளሦڗፐ
Ǵόளሦڗፐ
ࡕ੮༜࣬ᜢ
ࡕ੮༜࣬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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ҔǶ!
Ȑϖȑ༜ϣୖᆶፐࡕ੮
༜ϐيЈምᛖ
ѴٽΓኧΟΓ
аΠளӜ
௲ৣշǴ
ቚуΒΓǴӆቚ
Ӝ௲ৣշ
ǹځដᗺ
٩മ୷ྗݤ
୷ҁπၗϐ࣬
ᜢೕۓᒤǴ٠
ளόڙচដᗺ
ǵՉࡹጓӈ
Кٯϐज़ڋǴ٩
ჴሞ୍ܺਔኧ
ϒаံշǶՠ௲
ߥࢲፐำଆ
ّВයаѦВ
යǴѳВӜ௲
ৣշа
ВံշΖλਔ
ࣁज़Ƕ!

ҔǶ!
Ȑϖȑ༜ϣୖᆶፐࡕ੮
༜ϐيЈምᛖ
ѴٽΓኧΟΓ
аΠளӜ
௲ৣշǴ
ቚуΒΓǴӆቚ
Ӝ௲ৣշ
ǹځដᗺ
٩മ୷ྗݤ
୷ҁπၗϐ࣬
ᜢೕۓᒤǴ٠
ளόڙচដᗺ
ǵՉࡹጓӈ
Кٯϐज़ڋǴ٩
ჴሞ୍ܺਔኧ
ϒаံշ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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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

4

函

!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3年2月12日
!
發文字號：府授法規字第1030026699號
!
附件：如說明二
主旨：本府102年10月21日府授法規字第1020197889號令發布之「臺中市政府
!
文化局組織規程」，其第三條第一項第八款「屯區藝術中心」誤繕，
爰更正為「屯區藝文中心」，請! 查照。
說明：
一、請本府秘書處將勘誤表刊登本府公報。
!
二、檢附「臺中市政府文化局組織規程」第三條第一項第八款勘誤表1份。
!
正本：臺中市議會、臺中市政府人事處、臺中市政府秘書處
副本：臺中市政府法制局(含附件)

市長

胡志強

!
!

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局長決行

!
!
!
ᆵύѱࡹ۬ЎϯֽಔᙃೕำಃΟచಃಃΖීᇤ߄!
׳
҅
ࡕ
చ
Ў! 
Չ
చ
Ў
ಃΟచ! ЎϯֽΠӈ ಃΟచ! ЎϯֽΠӈ
ࣽǵύЈǵ࠻Ǵϩձඓ
ࣽǵύЈǵ࠻Ǵϩձඓ
ӚԖᜢ٣Ǻ!
ӚԖᜢ٣Ǻ!
!!ǵ᛬ЎቶࣽǺ!
!!ǵ᛬ЎቶࣽǺ!
)*Ўϯࡹǵࡼࡹ
)*Ўϯࡹǵࡼࡹ
Бଞǵࡼࡹी
Бଞǵࡼࡹी
ฝǵЎϯౢ
ฝǵЎϯౢ
ϐᔕुᆶЎϯπ
ϐᔕुᆶЎϯπ
բൔϐ༼ጓǶ!
բൔϐ༼ጓǶ!
)Β*Ўϯബཀౢǵ
)Β*Ўϯബཀౢǵ
ӦБЎϯᓔǵޗ
ӦБЎϯᓔǵޗ
ᕴᡏᔼϐೕ
ᕴᡏᔼϐೕ
ჄᆶǶ!
Ⴤᆶ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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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Ο*୯ϣѦЎϯҬࢬ
ϐೕჄᆶǶ!
)Ѥ*דπϐ૽ᆶᆅ
Ƕ!
)ϖ*Ўϯ୷ߎϐ
ҥᆶᇶᏤǶ!!
)Ϥ*Ўϯၗౢ୍ᅱ
࿎Ƕ!
)Ύ*ϦӅᜢ߯ǵཥᆪ
วѲᆶЎϯᢀӀ
୍ϐೕჄᆶ
Ƕ!
)Ζ*Ўϯ༜ϐ໒ว
ೕჄᆶǶ!
)ΐ*Ўϯว࣬ᜢہ
ϐೕჄǵ
ҥᆶǶ!
)Μ*ځдԖᜢ᛬Ў
ቶ٣Ƕ!
Βǵຎ᛬ೌࣽǺ!
)*ຎ᛬ೌᕉნϷ
ࡼϐᝢჄǵᔼ
ᆶᅱ࿎ᆅǶ!
)Β*ຎ᛬ೌҬࢬࢲ
ϐೕჄᆶ
Ƕ!
)Ο*ҁѱϦӅ᛬ೌ
ϐೕჄᆶǶ!
)Ѥ*ຎ᛬ೌၗ
ϐᇆᆶࣴزǶ!
)ϖ*ຎ᛬ೌំ
ᐒᄬϐᆶ
୍ᅱ࿎Ƕ!
)Ϥ*ຎ᛬ೌࢲ
ϐೕჄǵᇶᏤᆶ
Ƕ!
)Ύ*ຎ᛬ೌπբ
ޣᆶიᡏϐᇶ
Ꮴǵዛᓰᆶံ
շǶ!
)Ζ*ຎ᛬ೌ࣬ᜢ
 ہ  ϐ ೕ
Ⴤǵҥᆶ
Ƕ!
)ΐ*ځдԖᜢຎ
᛬ೌ٣Ƕ!
ΟǵკਜၗૻࣽǺ!
)*კਜၗૻسϐ
ࡌᆶᆢៈǶ!
)Β*კਜᓔᓔᙒϐೕ

)Ο*୯ϣѦЎϯҬࢬ
ϐೕჄᆶǶ!
)Ѥ*דπϐ૽ᆶᆅ
Ƕ!
)ϖ*Ўϯ୷ߎϐ
ҥᆶᇶᏤǶ!!
)Ϥ*Ўϯၗౢ୍ᅱ
࿎Ƕ!
)Ύ*ϦӅᜢ߯ǵཥᆪ
วѲᆶЎϯᢀӀ
୍ϐೕჄᆶ
Ƕ!
)Ζ*Ўϯ༜ϐ໒ว
ೕჄᆶǶ!
)ΐ*Ўϯว࣬ᜢہ
ϐೕჄǵ
ҥᆶǶ!
)Μ*ځдԖᜢ᛬Ў
ቶ٣Ƕ!
Βǵຎ᛬ೌࣽǺ!
)*ຎ᛬ೌᕉნϷ
ࡼϐᝢჄǵᔼ
ᆶᅱ࿎ᆅǶ!
)Β*ຎ᛬ೌҬࢬࢲ
ϐೕჄᆶ
Ƕ!
)Ο*ҁѱϦӅ᛬ೌ
ϐೕჄᆶǶ!
)Ѥ*ຎ᛬ೌၗ
ϐᇆᆶࣴزǶ!
)ϖ*ຎ᛬ೌំ
ᐒᄬϐᆶ
୍ᅱ࿎Ƕ!
)Ϥ*ຎ᛬ೌࢲ
ϐೕჄǵᇶᏤᆶ
Ƕ!
)Ύ*ຎ᛬ೌπբ
ޣᆶიᡏϐᇶ
Ꮴǵዛᓰᆶံ
շǶ!
)Ζ*ຎ᛬ೌ࣬ᜢ
 ہ  ϐ ೕ
Ⴤǵҥᆶ
Ƕ!
)ΐ*ځдԖᜢຎ
᛬ೌ٣Ƕ!
ΟǵკਜၗૻࣽǺ!
)*კਜၗૻسϐ
ࡌᆶᆢៈǶ!
)Β*კਜᓔᓔᙒ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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Ⴤǵ௦ᖼǵࡌҥǵ
ಔᙃᆶуॶǶ!
)Ο*კਜᓔ᠐ޣ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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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ϖ*᎙᠐ቶϐೕ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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٣Ƕ!
)Ύ*კਜᓔ᎙᠐ᕉნ
ϐೕჄǵᔼᆶ
ᅱ࿎ᆅǶ!
)Ζ*კਜၗૻΓ
૽ግϐೕჄᆶ
ՉǶ!
)ΐ*ځдԖᜢკ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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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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ࢲϐೕჄᆶ
Ƕ!
)Ύ*߄ᄽ᛬ೌ࣬ᜢ
 ہ  ϐ ೕ
Ⴤǵҥᆶ
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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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٣Ƕ!
ϖǵεЎϯύЈ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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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ᅱ࿎Ƕ!
)ϖ*᎙᠐ቶϐೕჄ
ᆶՉǶ!!
)Ϥ*ЎᏢࣴزᆶቶ
٣Ƕ!
)Ύ*კਜᓔ᎙᠐ᕉნ
ϐೕჄǵᔼᆶ
ᅱ࿎ᆅǶ!
)Ζ*კਜၗૻΓ
૽ግϐೕჄᆶ
ՉǶ!
)ΐ*ځдԖᜢკਜၗ
ૻ٣Ƕ!
Ѥǵ߄ᄽ᛬ೌࣽǺ!
)*߄ᄽ᛬ೌᕉნ
Ϸ  ࡼ ϐ ᝢ
Ⴤǵᔼᆶᅱ࿎
ᆅǶ!
)Β*߄ᄽ᛬ೌࢲ
ϐೕჄǵᇶᏤᆶ
Ƕ!
)Ο*߄ᄽ᛬ೌၗ
ϐᇆᆶࣴزǶ!
)Ѥ*߄ᄽ᛬ೌᐒᄬ
ϐᆶ୍
ᅱ࿎Ƕ!
)ϖ*߄ᄽπբޣϷ
߄ᄽიᡏϐן
շǵҥਢǵᇶᏤ
ᆶዛᓰǶ!
)Ϥ*߄ᄽ᛬ೌҬࢬ
ࢲϐೕჄᆶ
Ƕ!
)Ύ*߄ᄽ᛬ೌ࣬ᜢ
 ہ  ϐ ೕ
Ⴤǵҥᆶ
Ƕ!
)Ζ*ځдԖᜢ߄ᄽ
᛬ೌ٣Ƕ!
ϖǵεЎϯύЈǺ!
)*᛬Ўၗᇆǵ
ࣴزǵ࠹ǵ
ቶǵтނጓӑǵ
᛬ЎࣴಞϷ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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ЎϯࢲԖᜢ
٣Ƕ!
)Β*ᄽၗᇆǵ
ഋӈǵЎߥނ
ӸǵំϷᒤ
ॣǵᔍቃǵᆸ
ᗂᄽࢲԖ
ᜢ٣Ƕ!
)Ο*Ӛკਜၗᇆ
ǵǵጓҞǵ
ߥӸǵ᎙᠐ቶ
Ϸკਜၗૻ୍ܺ
٣Ƕ!
)Ѥ*ᆵύѱ܌אǵЎ
मᓔϷчЂูٽ
ᓔ᛬Ўቶǵ᛬
ЎࣴಞϷკਜၗ
ૻ୍ܺ٣Ƕ!
)ϖ*ځдԖᜢ᛬Ў
ቶǵᄽ᛬ೌϷ
კਜၗૻ୍ܺ
ᆕӝ٣Ƕ!
ϤǵမᝳЎϯύЈǺ!
)*᛬Ўၗᇆǵ
ࣴزǵ࠹ǵ
ቶǵтނጓӑǵ
᛬ЎࣴಞϷᒤ
ЎϯࢲԖᜢ
٣Ƕ!
)Β*ᄽၗᇆǵ
ഋӈǵЎߥނ
ӸǵំϷᒤ
ॣǵᔍቃǵᆸ
ᗂᄽࢲԖ
ᜢ٣Ƕ!
)Ο*Ӛკਜၗᇆ
ǵǵጓҞǵ
ߥӸǵ᎙᠐ቶ
Ϸკਜၗૻ୍ܺ
٣Ƕ!
)Ѥ*ጓᙃၗᇆǵ
ࣴزϷቶ٣
Ƕ!
)ϖ*ځдԖᜢ᛬Ў
ቶǵᄽ᛬ೌϷ
კਜၗૻ୍ܺ
ᆕӝ٣Ƕ!
Ύǵෝ᛬ೌύЈǺ!
)*᛬Ўၗᇆǵ
ࣴزǵ࠹ǵ

ЎϯࢲԖᜢ
٣Ƕ!
)Β*ᄽၗᇆǵ
ഋӈǵЎߥނ
ӸǵំϷᒤ
ॣǵᔍቃǵᆸ
ᗂᄽࢲԖ
ᜢ٣Ƕ!
)Ο*Ӛკਜၗᇆ
ǵǵጓҞǵ
ߥӸǵ᎙᠐ቶ
Ϸკਜၗૻ୍ܺ
٣Ƕ!
)Ѥ*ᆵύѱ܌אǵЎ
मᓔϷчЂูٽ
ᓔ᛬Ўቶǵ᛬
ЎࣴಞϷკਜၗ
ૻ୍ܺ٣Ƕ!
)ϖ*ځдԖᜢ᛬Ў
ቶǵᄽ᛬ೌϷ
კਜၗૻ୍ܺ
ᆕӝ٣Ƕ!
ϤǵမᝳЎϯύЈǺ!
)*᛬Ўၗᇆǵ
ࣴزǵ࠹ǵ
ቶǵтނጓӑǵ
᛬ЎࣴಞϷᒤ
ЎϯࢲԖᜢ
٣Ƕ!
)Β*ᄽၗᇆǵ
ഋӈǵЎߥނ
ӸǵំϷᒤ
ॣǵᔍቃǵᆸ
ᗂᄽࢲԖ
ᜢ٣Ƕ!
)Ο*Ӛკਜၗᇆ
ǵǵጓҞǵ
ߥӸǵ᎙᠐ቶ
Ϸკਜၗૻ୍ܺ
٣Ƕ!
)Ѥ*ጓᙃၗᇆǵ
ࣴزϷቶ٣
Ƕ!
)ϖ*ځдԖᜢ᛬Ў
ቶǵᄽ᛬ೌϷ
კਜၗૻ୍ܺ
ᆕӝ٣Ƕ!
Ύǵෝ᛬ೌύЈǺ!
)*᛬Ўၗᇆǵ
ࣴزǵ࠹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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ቶǵጓӑтނǵ
᛬ЎࣴಞϷᒤ
ЎϯࢲԖᜢ
٣Ƕ!
)Β*ᄽၗᇆǵ
ഋӈǵЎߥނӸ
Ϸំ٣Ƕ!
)Ο*ॣǵᔍቃǵᆸ
ᗂ߄ᄽࢲϐ
ೕჄǵीᆶ
ቶǶ!
)Ѥ*ځдԖᜢ᛬Ў
ቶϷᄽ᛬ೌ
ᆕӝ٣Ƕ!
ΖǵЂ᛬ЎύЈǺ!
)*᛬Ўၗᇆǵ
ࣴزǵ࠹ǵ
ቶǵጓӑтނǵ
᛬ЎࣴಞϷᒤ
ЎϯࢲԖᜢ
٣Ƕ!
)Β*ᄽၗᇆǵ
ഋӈǵЎߥނӸ
Ϸᄽ٣Ƕ!
)Ο*ॣǵᔍቃǵᆸ
ᗂ߄ᄽࢲϐ
ೕჄǵीᆶ
ቶǶ!
)Ѥ*ځдԖᜢ᛬Ў
ቶϷᄽ᛬ೌ
ᆕӝ٣Ƕ!
ΐǵઝਜ࠻ǺЎਜǵᔞ
ਢǵӑߞǵ٣୍ǵ
௦ᖼǵрયǵڋݤǵ
ࣴԵǵՉࡹၗૻǵ
ౢᆅǵπ϶Ϸ
Ҕമ୷ྗݤΓ
ϐᆅϷځд࣬
ᜢப୍٣Ƕ!
ಃϖීԿ
ಃΖීӚύЈϐ
୍ጄൎҗЎϯֽќ
ुϐǶ!

ቶǵጓӑтނǵ
᛬ЎࣴಞϷᒤ
ЎϯࢲԖᜢ
٣Ƕ!
)Β*ᄽၗᇆǵ
ഋӈǵЎߥނӸ
Ϸំ٣Ƕ!
)Ο*ॣǵᔍቃǵᆸ
ᗂ߄ᄽࢲϐ
ೕჄǵीᆶ
ቶǶ!
)Ѥ*ځдԖᜢ᛬Ў
ቶϷᄽ᛬ೌ
ᆕӝ٣Ƕ!
ΖǵЂ᛬ೌύЈǺ!
)*᛬Ўၗᇆǵ
ࣴزǵ࠹ǵ
ቶǵጓӑтނǵ
᛬ЎࣴಞϷᒤ
ЎϯࢲԖᜢ
٣Ƕ!
)Β*ᄽၗᇆǵ
ഋӈǵЎߥނӸ
Ϸᄽ٣Ƕ!
)Ο*ॣǵᔍቃǵᆸ
ᗂ߄ᄽࢲϐ
ೕჄǵीᆶ
ቶǶ!
)Ѥ*ځдԖᜢ᛬Ў
ቶϷᄽ᛬ೌ
ᆕӝ٣Ƕ!
ΐǵઝਜ࠻ǺЎਜǵᔞ
ਢǵӑߞǵ٣୍ǵ
௦ᖼǵрયǵڋݤǵ
ࣴԵǵՉࡹၗૻǵ
ౢᆅǵπ϶Ϸ
Ҕമ୷ྗݤΓ
ϐᆅϷځд࣬
ᜢப୍٣Ƕ!
ಃϖීԿ
ಃΖීӚύЈϐ
୍ጄൎҗЎϯֽќ
ुϐ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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