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件一】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
一、經營方針及實施概況
(一)發展企業願景與策略、落實目標管理：以策略為核心，整合組織資源，設定集團各
公司年度目標並定期進行差異分析、檢討，以提升經營績效。
(二)強化與現有客戶合作，提供客製化服務與附加價值產品，開拓新網路、連鎖銷售通
路，以提升客戶價值。
(三)持續研發新產品、強化現有產品線，透過產學合作針對現有產品進行功能、造型改
良以提供更多樣的產品組合。
(四)進行產品新技術研究、落實設計標準建置、透過各項研究與開發以達到品質提升和
降低成本之目的。
(五)強化供應鏈風險管理，確保營運持續能力：致力於供應鏈夥伴之營運持續管理，培
養及規劃第二供應商，並強化供應鏈合作關係，以提升營運風險應變能力。
(六)提供客戶多元服務，增進客戶關係管理：有效掌握客戶需求，提供客戶多元化的滿
意產品與服務，以強化長期的策略合作關係。
(七)透過關鍵人才齊備與職能充實計畫進行強化各項職能訓練，以達到多能工之目的。
持續優化興學堂教材建制與管理，讓公司員工能充分利用和學習，提升自我專業能
力。落實績效面談與建立完整晉升制度。
(八)持續推動綠色產品管理：藉由國際環保趨勢、持續改善的精神，推動綠色產品設計
與製造；落實 ISO14001 環境管理系統、綠色採購政策，以確保符合歐盟環保法規規
定。
(九)完成集團企業社會責任(CSR)報告書：持續承諾與回應利害關係人之需求，確保遵守
道德規範、落實員工及弱勢族群關懷與照顧、愛護地球與自然，肩負企業社會責任
以求企業、社會、環境的永續發展。

二、營業計畫實施成果(個體)
本公司 107 年度個體營收淨額計新台幣 61.38 億元，較 106 年度新台幣 54.95 億元，
增加 11.70%；107 年度結算稅前淨利新台幣 11.96 億元，較 106 年度 6.56 億元，增加
82.32%。
三、營業收支預算執行情形(個體)
本公司並未公開財務預測，故無預算執行情形說明。

四、獲利能力分析(個體)
單位：新台幣仟元；%
年度
107 年度

106 年度

項目

營運
實績

營業收入

$6,137,712

$5,495,386

營業毛利

1,237,989

1,112,430

營業(損)益

751,237

646,295

營業外收支

445,215

9,838

1,196,452
923,572

656,133
525,464

15.26

8.68

本期稅前淨利
本期稅後淨利
每股盈餘(元)

獲利
能力

資產報酬率(%)

13.70

8.10

股東權益報酬率(%)

20.10

11.76

營業利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124.10

106.73

稅前純益占實收資本比率(%)

197.64

108.36

純益率(%)

15.05

9.56

每股盈餘(元)

15.26

8.68

五、研究發展狀況(個體)
(一)本公司自創立以來，每年皆持續投入研發人力與物力，以維持產業競爭力，107 年
度研發支出達 114,215 仟元，佔營收淨額之 1.86%，較 106 年度新台幣 117,429 仟
元，減少 2.74%。
(二)開發成功之技術或產品

年度

107

董事長：林志誠

研究成果
LB42B(機械式拷克機-2&3&4線)
Q60JST(高轉速機械式水平全迴轉縫紉機)
K60Q(機械式垂直半迴轉縫紉機)
K60T(機械式垂直半迴轉縫紉機)
CH03AX(WIFI低階刺繡縫紉combo機)
K45R(機械式垂直半迴轉縫紉機)
H10P(電腦式水平全迴轉縫紉機)

經理人：蔡銘裕

會計主管：周俊伸

【附件二】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監察人審查報告書
董事會造送本公司 107 年度營業報告書、盈餘分派議案及經
會計師審核完竣之合併財務報告及個體財務報告，業經查核
完竣，認為尚無不合，爰依公司法第 219 條之規定繕具報
告，敬請

鑒查。

此致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 年股東常會

監察人：
監察人：

中 華 民 國 108 年 3 月 21 日

公司名稱

合計

子公司 伸興工業責任有限公司(越南)

關係

被背書保證對象

416,138
416,138

416,138

66,755

66,755

2.本公司對海外單一聯屬公司背書保證額度以不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三十為限。
3.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之總額不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十五。
4.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金額不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三十。
5.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背書保證不受上述第 1 點及第 2 點之限制。

1,471,252

0

0

8.49 1,961,670

背書保證
最高限額

單位：新台幣仟元
累計背書保
對單一企業
以財產擔 證金額佔最
累計至本月 期末背書 實際動支
背書保證之
保之背書 近期財務報
止最高餘額 保證餘額
金額
限額
保證金額 表淨值之比
率

108 年 3 月 31 日背書保證金額明細表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備註：1.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不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十為限。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背書保證者公司名稱

【附件三】

【附件四】
會計師查核報告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０
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資產負債表，暨民國一０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及民國一０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綜合損益表、合併權益變
動表、合併現金流量表，以及合併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總)，業經
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合併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
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
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釋公告編製，足以允當表達伸興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民國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０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之合併財務狀況，暨民國一０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０六年
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合併財務績效及合併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
工作。本會計師於該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
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
與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他責任。
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民國一０七年度合併財務報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合
併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
獨表示意見。

應收帳款之備抵損失
截至民國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應
收帳款及備抵呆帳之帳面金額分別為新台幣1,052,214仟元及7,555仟元，應收帳
款淨額占合併資產總額15%，對於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係屬重大。應
收帳款收回情況是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營運資金管理的關鍵要素，
且備抵損失評估所採用的政策涉及管理階層之重大判斷，且衡量結果影響應收帳
款淨額，故本會計師決定應收帳款減損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瞭解並測試管理階層針對顧客信用風
險評估及應收帳款催收管理所建立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評估管理階層制定備
抵損失提列政策之合理性，包括瞭解管理階層依歷史經驗、現時市場情況及預測
未來經濟狀況評估預期損失率之相關資料；檢視期末應收帳款明細，根據各群組
之預期損失率，重新計算提列應收帳款備抵損失之合理性；針對個別客戶逾期金
額重大或逾期天數較長者，評估其備抵呆帳金額之合理性、抽選樣本執行應收帳
款函證並複核應收帳款期後收款之情形及分析應收帳款週轉率，評估其可收回性。
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五及附註六中有關應收帳款相關揭露的適
當性。
存貨評價
截至民國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
存貨淨額為新台幣613,996仟元，占合併資產總額9%，對財務報表係屬重大。製成
品及相關在製品係於收到客戶訂單後才投入製造，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損失主要
係針對原料、物料及零件進行評估。由於產品多樣化，零組件種類快速變化所產
生之不確定性，存貨呆滯或過時之備抵跌價涉及管理階層重大判斷，故本會計師
決定存貨評價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瞭解並測試管理階層針對存貨呆滯及
過時所建立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瞭解公司提列存貨備抵跌價及呆滯之政策、
選擇重大庫存地點執行觀察存貨盤點程序、抽核測試公司提供存貨庫齡區間之正
確性以判斷存貨庫齡表是否合理；此外，本會計師亦抽選樣本測試存貨之進貨和
銷貨相關憑證，並驗算存貨單位成本，以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
本會計師亦考量合併財務報表附註五及附註六有關存貨相關揭露的適當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暨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認可並發布生效之國際財務報導準則、國際會計準則、國際財務報導解釋及解
釋公告編製允當表達之合併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合併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
部控制，以確保合併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
於編製合併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
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或停止營業，或除清算
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
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合併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合併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
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
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合併財務報表存
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表達之個別金額或
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合併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
大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
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
估之風險設計及執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
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
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風險高於導因於錯
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
程序，惟其目的非對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
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
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
及使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
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
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合併財務報表使用
者注意合併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
見。本會計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
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伸興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
之能力。
5. 評估合併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合併財
務報表是否允當表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合併財
務報表表示意見。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
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
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
循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
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
公司民國一０七年度合併財務報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
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
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影響大
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其他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已編製民國一０七年及一０六年度之個體財務報告，
並經本會計師出具無保留意見之查核報告在案，備供參考。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95)金管證(六)第 0950104133 號
金管證審字第 1060027042 號
凃 清 淵
會 計 師：
陳 明 宏
中華民國一０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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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師查核報告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公鑒：

查核意見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０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個體資
產負債表，暨民國一０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０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之
個體綜合損益表、個體權益變動表、個體現金流量表，以及個體財務報表附註(包括重大會計政策彙
總)，業經本會計師查核竣事。
依本會計師之意見，上開個體財務報表在所有重大方面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
製，足以允當表達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０六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財務狀況，暨民國一０七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及民國一０六年一月一日至十二月三十
一日之財務績效及現金流量。
查核意見之基礎
本會計師係依照會計師查核簽證財務報表規則及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查核工作。本會計師於該
等準則下之責任將於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段進一步說明。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
規範之人員已依會計師職業道德規範，與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保持超然獨立，並履行該規範之其
他責任。本會計師相信已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表示查核意見之基礎。
關鍵查核事項
關鍵查核事項係指依本會計師之專業判斷，對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０七年度個體財務報
表之查核最為重要之事項。該等事項已於查核個體財務報表整體及形成查核意見之過程中予以因應，
本會計師並不對該等事項單獨表示意見。
應收帳款之備抵損失
截至民國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應收帳款及備抵呆帳之帳面金額分
別為新台幣1,149,265仟元及7,497仟元，應收帳款淨額占資產總額17%，對於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係屬重大。應收帳款收回情況是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營運資金管理的關鍵要素，且備抵損失評估所
採用的政策涉及管理階層之重大判斷，且衡量結果影響應收帳款淨額，故本會計師決定應收帳款減損
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瞭解並測試管理階層針對顧客信用風險評估及應收帳款催
收管理所建立之內部控制制度有效性；評估管理階層制定備抵損失提列政策之合理性，包括瞭解管理
階層依歷史經驗、現時市場情況及預測未來經濟狀況評估預期損失率之相關資料；檢視期末應收帳款
明細，根據各群組之預期損失率，重新計算提列應收帳款備抵損失之合理性；針對個別客戶逾期金額
重大或逾期天數較長者，評估其備抵呆帳金額之合理性、抽選樣本執行應收帳款函證並複核應收帳款
期後收款之情形及分析應收帳款週轉率，評估其可收回性。
本會計師亦考量個體財務報表附註五及附註六中有關應收帳款相關揭露的適當性。
存貨評價(包含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子公司存貨)
截至民國一０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及其採用權益法之投資-子公司存
貨對財務報表係屬重大。製成品及相關在製品係於收到客戶訂單後才投入製造，備抵存貨跌價及呆滯
損失主要係針對原料、物料及零件進行評估。由於產品多樣化，零組件種類快速變化所產生之不確定
性，存貨呆滯或過時之備抵跌價涉及管理階層重大判斷，故本會計師決定存貨評價為關鍵查核事項。
本會計師的查核程序包括(但不限於)，瞭解並測試管理階層針對存貨呆滯及過時所建立之內部控
制制度有效性、瞭解公司提列存貨備抵跌價及呆滯之政策、選擇重大庫存地點執行觀察存貨盤點程
序、抽核測試公司提供存貨庫齡區間之正確性以判斷存貨庫齡表是否合理；此外，本會計師亦抽選樣
本測試存貨之進貨和銷貨相關憑證，並驗算存貨單位成本，以評估存貨淨變現價值之合理性。
本會計師亦考量個體財務報表附註五及附註六有關存貨相關揭露的適當性。
管理階層與治理單位對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管理階層之責任係依照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編製允當表達之個體財務報表，且維持與個
體財務報表編製有關之必要內部控制，以確保個體財務報表未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
達。
於編製個體財務報表時，管理階層之責任亦包括評估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相
關事項之揭露，以及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採用，除非管理階層意圖清算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或停止
營業，或除清算或停業外別無實際可行之其他方案。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之治理單位(含監察人)負有監督財務報導流程之責任。

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責任
本會計師查核個體財務報表之目的，係對個體財務報表整體是否存有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
實表達取得合理確信，並出具查核報告。合理確信係高度確信，惟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執行之查核
工作無法保證必能偵出個體財務報表存有之重大不實表達。不實表達可能導因於舞弊或錯誤。如不實
表達之個別金額或彙總數可合理預期將影響個體財務報表使用者所作之經濟決策，則被認為具有重大
性。
本會計師依照一般公認審計準則查核時，運用專業判斷並保持專業上之懷疑。本會計師亦執行下
列工作：
1.

辨認並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導因於舞弊或錯誤之重大不實表達風險；對所評估之風險設計及執
行適當之因應對策；並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作為查核意見之基礎。因舞弊可能涉及
共謀、偽造、故意遺漏、不實聲明或踰越內部控制，故未偵出導因於舞弊之重大不實表達之
風險高於導因於錯誤者。

2.

對與查核攸關之內部控制取得必要之瞭解，以設計當時情況下適當之查核程序，惟其目的非
對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內部控制之有效性表示意見。

3.

評估管理階層所採用會計政策之適當性，及其所作會計估計與相關揭露之合理性。

4.

依據所取得之查核證據，對管理階層採用繼續經營會計基礎之適當性，以及使伸興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繼續經營之能力可能產生重大疑慮之事件或情況是否存在重大不確定性，作出結
論。本會計師若認為該等事件或情況存在重大不確定性，則須於查核報告中提醒個體財務報
表使用者注意個體財務報表之相關揭露，或於該等揭露係屬不適當時修正查核意見。本會計
師之結論係以截至查核報告日所取得之查核證據為基礎。惟未來事件或情況可能導致伸興工
業股份有限公司不再具有繼續經營之能力。

5.

評估個體財務報表(包括相關附註)之整體表達、結構及內容，以及個體財務報表是否允當表
達相關交易及事件。

6.

對於集團內組成個體之財務資訊取得足夠及適切之查核證據，以對個體財務報表表示意見。
本會計師負責集團查核案件之指導、監督及執行，並負責形成集團查核意見。

本會計師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包括所規劃之查核範圍及時間，以及重大查核發現(包括於查核
過程中所辨認之內部控制顯著缺失)。
本會計師亦向治理單位提供本會計師所隸屬事務所受獨立性規範之人員已遵循會計師職業道德
規範中有關獨立性之聲明，並與治理單位溝通所有可能被認為會影響會計師獨立性之關係及其他事項
(包括相關防護措施)。
本會計師從與治理單位溝通之事項中，決定對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民國一０七年度個體財務報
表查核之關鍵查核事項。本會計師於查核報告中敘明該等事項，除非法令不允許公開揭露特定事項，
或在極罕見情況下，本會計師決定不於查核報告中溝通特定事項，因可合理預期此溝通所產生之負面
影響大於所增進之公眾利益。

安 永 聯 合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主管機關核准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文號：(95)金管證(六)第0950104133號
金管證審字第1060027042號

凃 清 淵
會 計 師：
陳 明 宏

中華民國一０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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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盈

餘 分 配 表
民國 107 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107 年度稅後淨利

$

額

備註

923,572,090

加：
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迴轉特別盈餘公積

0
13,786,541

小計：

937,358,631

加：
其他綜合損益(確定福利計劃再衡量數(107 年度))

(7,540,889)

期初未分配盈餘

1,151,400,345

可供分配盈餘

2,081,218,087

分配項目：
股東現金股利

(665,891,941)

期末未分配盈餘

$

1,415,326,146

附註：
註 1： 盈餘分配以 107 年度未分配盈餘優先分配。
註 2： 本次現金股利分配未滿一元之畸零數額，列入公司之其他收入。
註 3： 法定盈餘公積累積已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故依章程第 36 條規定，得不提列法定盈
餘公積。

董事長：林志誠

經理人：蔡銘裕

會計主管：周俊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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ቩਡǴ٠ᒿਔຎჴሞᔼݩރϷ࣬ᜢݤз
ਔᔠၿߎࡋڋǴаᒉϦљ҉ុᔼᆶ
॥ᓀᆅϐѳᑽǶ!
ಃϳϤచ!ҁϦљԃ،ᆉӵԖࣦᎩǴନ٩ݤගᛦ ܌ҁϦљԃ،ᆉӵԖࣦᎩǴନ٩ݤගᛦ܌
ளิѦǴᔈӃᔆံа۳ԃࡋᖝཞǴԛගԭ ளิѦǴᔈӃᔆံа۳ԃࡋᖝཞǴԛගԭ
ϩϐΜࣁࣦۓݤᎩϦᑈǴՠࣦۓݤᎩϦᑈ ϩϐΜࣁࣦۓݤᎩϦᑈǴՠࣦۓݤᎩϦᑈ
ಕᑈςၲҁϦљჴԏၗҁᚐਔǴளόගӈ ಕᑈςၲҁϦљჴԏၗҁᚐਔǴளόගӈ
ࣦۓݤᎩϦᑈǹ٠٩ЬᆅᐒᜢೕۓǴගኘ ࣦۓݤᎩϦᑈǹ٠٩ЬᆅᐒᜢೕۓǴගኘ
܈ᙯձࣦᎩϦᑈǶ൩ځᎩᚐуीಕी ܈ᙯձࣦᎩϦᑈǶ൩ځᎩᚐуीಕी
҂ϩଛࣦᎩࡕǴҗဠ٣ᔕڀϩࢴਢଌ ҂ϩଛࣦᎩࡕǴҗဠ٣ᔕڀϩࢴਢଌ
ިܿ،ϩଛϐǶ!
ިܿ،ϩଛϐǶ!
ҁϦљឦౢǴҾғຼڮය҅ॶԋ ҁϦљឦౢǴҾғຼڮය҅ॶԋ
ዕයǴᕇճᛙۓЪ୍่ᄬ଼ӄǴࡺࣦᎩ ዕයǴᕇճᛙۓЪ୍่ᄬ଼ӄǴࡺࣦᎩ
ϐϩࢴǴନ٩ϦљݤϷҁϦљകำೕ ۓϐϩࢴǴନ٩ϦљݤϷҁϦљകำೕۓ
ѦǴஒຎϦљၗҁೕჄϷᔼԋ݀Ǵ، ۓѦǴஒຎϦљၗҁೕჄϷᔼԋ݀Ǵ،ۓ
ԃިճϩࢴБԄǶோচ߾௦ިڗճᛙ ۓԃިճϩࢴБԄǶோচ߾௦ިڗճᛙۓ
ᄤѳᑽࡹǴ٠ܭԃިܿதҗဠ٣ ᄤѳᑽࡹǴ٠ܭԃިܿதҗဠ٣
٩Ᏽᔼ่݀ǵ୍ݩރϷၗҁೕჄ ٩Ᏽᔼ่݀ǵ୍ݩރϷၗҁೕჄ
ǴᔕुࣦᎩϩࢴБԄ)ߎިճި܈౻ި ǴᔕुࣦᎩϩࢴБԄ)ߎިճި܈౻ި
ճ*ϷߎᚐǴځύߎިճКόեިܭճ ճ*ϷߎᚐǴՠԿϿගኘԭϩϐϖΜϩࢴި
ᕴᚐԭϩϐΟΜǶோԜިܿߎިճϐ ܿިճǴځύߎިճКόեިܭճᕴ
КǴளຎԃࡋჴሞᕇճϷၗߎሡ ރᚐԭϩϐΟΜǶோԜިܿߎިճϐК
ݩǴިܿ،ፓϐǶ!
ǴளຎԃࡋჴሞᕇճϷၗߎሡރ

অु!
җ!
٩Ϧљ
ჴሞރ
ݩঅु

٩Ϧљ
ჴሞރ
ݩঅु

చԛ!

চచЎ!

অ҅చЎ!

অु!
җ!

ݩǴިܿ،ፓϐϦљคࣦᎩਔǴ
όϩࢴި৲Ƕ!
ಃϳΐచ!ҁകำुҥ҇ܭ୯ϤΜΟԃΜΒДΜВǶ! ҁകำुҥ҇ܭ୯ϤΜΟԃΜΒДΜВǶ! ቚӈঅ
ಃ!!ԛঅ҅҇ܭ୯ϤΜϖԃΜΒДΒΜВǶ ಃ!!ԛঅ҅҇ܭ୯ϤΜϖԃΜΒДΒΜВǶ ुВය
ಃ!Β!ԛঅ҅҇ܭ୯ϤΜϤԃΐДЅΎВǶ! ಃ!Β!ԛঅ҅҇ܭ୯ϤΜϤԃΐДЅΎВǶ!
ಃ!Ο!ԛঅ҅҇ܭ୯ϤΜΎԃϤДΒΜВǶ! ಃ!Ο!ԛঅ҅҇ܭ୯ϤΜΎԃϤДΒΜВǶ!
ಃ!Ѥ!ԛঅ҅҇ܭ୯ΎΜԃДΜВǶ!
ಃ!Ѥ!ԛঅ҅҇ܭ୯ΎΜԃДΜВǶ!
ಃ!ϖ!ԛঅ҅҇ܭ୯ΎΜԃΜДΒВǶ!
ಃ!ϖ!ԛঅ҅҇ܭ୯ΎΜԃΜДΒВǶ!
ಃ!Ϥ!ԛঅ҅҇ܭ୯ΎΜԃΐДΜѤВǶ! ಃ!Ϥ!ԛঅ҅҇ܭ୯ΎΜԃΐДΜѤВǶ!
ಃ!Ύ!ԛঅ҅҇ܭ୯ΎΜΒԃΐДϖВǶ!
ಃ!Ύ!ԛঅ҅҇ܭ୯ΎΜΒԃΐДϖВǶ!
ಃ!Ζ!ԛঅ҅҇ܭ୯ΎΜΒԃΜДЅВǶ! ಃ!Ζ!ԛঅ҅҇ܭ୯ΎΜΒԃΜДЅВǶ!
ಃ!ΐ!ԛঅ҅҇ܭ୯ΎΜΟԃДϖВǶ!
ಃ!ΐ!ԛঅ҅҇ܭ୯ΎΜΟԃДϖВǶ!
ಃ!Μ!ԛঅ҅҇ܭ୯ΎΜѤԃΎДΜϤВǶ! ಃ!Μ!ԛঅ҅҇ܭ୯ΎΜѤԃΎДΜϤВǶ!
ಃΜԛঅ҅҇ܭ୯ΎΜΎԃΜДΖВǶ!
ಃΜԛঅ҅҇ܭ୯ΎΜΎԃΜДΖВǶ!
ಃΜΒԛঅ҅҇ܭ୯ΎΜΖԃϖДЅϖВǶ! ಃΜΒԛঅ҅҇ܭ୯ΎΜΖԃϖДЅϖВǶ!
ಃΜΟԛঅ҅҇ܭ୯ΎΜΐԃΒДΒВǶ!
ಃΜΟԛঅ҅҇ܭ୯ΎΜΐԃΒДΒВǶ!
ಃΜѤԛঅ҅҇ܭ୯ΖΜԃΜДΜϖВǶ! ಃΜѤԛঅ҅҇ܭ୯ΖΜԃΜДΜϖВǶ!
ಃΜϖԛঅ҅҇ܭ୯ΖΜΒԃДϤВǶ!
ಃΜϖԛঅ҅҇ܭ୯ΖΜΒԃДϤВǶ!
ಃΜϤԛঅ҅҇ܭ୯ΖΜΟԃϤДЅϖВǶ! ಃΜϤԛঅ҅҇ܭ୯ΖΜΟԃϤДЅϖВǶ!
ಃΜΎԛঅ҅҇ܭ୯ΖΜΟԃΜΒДΟВǶ! ಃΜΎԛঅ҅҇ܭ୯ΖΜΟԃΜΒДΟВǶ!
ಃΜΖԛঅ҅҇ܭ୯ΖΜѤԃϖДΜВǶ!
ಃΜΖԛঅ҅҇ܭ୯ΖΜѤԃϖДΜВǶ!
ಃΜΐԛঅ҅҇ܭ୯ΖΜϤԃΎДΐВǶ!
ಃΜΐԛঅ҅҇ܭ୯ΖΜϤԃΎДΐВǶ!
ಃΒΜԛঅ҅҇ܭ୯ΖΜΎԃϤДΜВǶ!
ಃΒΜԛঅ҅҇ܭ୯ΖΜΎԃϤДΜВǶ!
ಃΒΜԛঅ҅҇ܭ୯ΖΜΖԃϤДΜϤВǶ ಃΒΜԛঅ҅҇ܭ୯ΖΜΖԃϤДΜϤВǶ
ಃΒΜΒԛঅ҅҇ܭ୯ΐΜԃϤДΒΜΖ ಃΒΜΒԛঅ҅҇ܭ୯ΐΜԃϤДΒΜΖ
ВǶ!
ВǶ!
ಃΒΜΟԛঅ҅҇ܭ୯ΐΜΒԃϤДΜВǶ! ಃΒΜΟԛঅ҅҇ܭ୯ΐΜΒԃϤДΜВǶ!
ಃΒΜѤԛঅ҅҇ܭ୯ΐΜΒԃϤДΜВǶ! ಃΒΜѤԛঅ҅҇ܭ୯ΐΜΒԃϤДΜВǶ!
ಃΒΜϖԛঅ҅҇ܭ୯ΐΜΟԃϤДΒΜΐ ಃΒΜϖԛঅ҅҇ܭ୯ΐΜΟԃϤДΒΜΐ
ВǶ!
ВǶ!
ಃΒΜϤԛঅ҅҇ܭ୯ΐΜΟԃϤДΒΜΐ ಃΒΜϤԛঅ҅҇ܭ୯ΐΜΟԃϤДΒΜΐ
ВǶ!
ВǶ!
ಃΒΜΎԛঅ҅҇ܭ୯ΐΜѤԃϤДΟΜВǶ ಃΒΜΎԛঅ҅҇ܭ୯ΐΜѤԃϤДΟΜВǶ
ಃΒΜΖԛঅ҅҇ܭ୯ΐΜϖԃϤДΜѤВǶ ಃΒΜΖԛঅ҅҇ܭ୯ΐΜϖԃϤДΜѤВǶ
ಃΒΜΐԛঅ҅҇ܭ୯ΐΜϤԃΟДΐВǶ! ಃΒΜΐԛঅ҅҇ܭ୯ΐΜϤԃΟДΐВǶ!
ಃΟΜԛঅ҅҇ܭ୯ΐΜϤԃϤДΜΟВǶ! ಃΟΜԛঅ҅҇ܭ୯ΐΜϤԃϤДΜΟВǶ!
ಃΟΜԛঅ҅҇ܭ୯ΐΜΎԃϤДΜΟВǶ ಃΟΜԛঅ҅҇ܭ୯ΐΜΎԃϤДΜΟВǶ
ಃΟΜΒԛঅ҅҇ܭ୯ΐΜΖԃϤДΜΐВǶ ಃΟΜΒԛঅ҅҇ܭ୯ΐΜΖԃϤДΜΐВǶ
ಃΟΜΟԛঅ҅҇ܭ୯ԭԃϤДΜϖВǶ! ಃΟΜΟԛঅ҅҇ܭ୯ԭԃϤДΜϖВǶ!
ಃΟΜѤԛঅ҅҇ܭ୯ɄԃϤДΒΜΎ ಃΟΜѤԛঅ҅҇ܭ୯ɄԃϤДΒΜΎ
ВǶ!
ВǶ!
ಃΟΜϖԛঅ҅҇ܭ୯ɄΒԃϤДΜВǶ ಃΟΜϖԛঅ҅҇ܭ୯ɄΒԃϤДΜВǶ
ಃΟΜϤԛঅ҅҇ܭ୯ɄΟԃϤДΒΜВǶ ಃΟΜϤԛঅ҅҇ܭ୯ɄΟԃϤДΒΜВǶ
ಃΟΜΎԛঅ҅҇ܭ୯ɄϖԃϤДΜϖВǶ ಃΟΜΎԛঅ҅҇ܭ୯ɄϖԃϤДΜϖВǶ
ಃΟΜΖԛঅ҅҇ܭ୯ɄϤԃϤДΜѤВǶ ಃΟΜΖԛঅ҅҇ܭ୯ɄϤԃϤДΜѤВǶ
ಃΟΜΐԛঅ҅҇ܭ୯ɄΎԃϤДΜΟВǶ ಃΟΜΐԛঅ҅҇ܭ୯ɄΎԃϤДΜΟВǶ
ಃѤΜԛঅ҅҇ܭ୯ɄΖԃϤДΜѤВǶ!

ȜߕҹΎȝ!

!

՜ᑫπިҽԖज़Ϧљ!
ڗள܈ೀϩၗౢೀำׇঅुచЎჹྣ߄!
অु
җ
ಃΟచ! ၗౢጄൎ!
ၗౢጄൎ!
ଛӝݤ
ǵ!ԖሽچǺхࡴި౻ǵϦǵϦљǵǵ!ԖሽچǺхࡴި౻ǵϦǵϦљǵзঅु
ߎᑼچǵ߄ᄆ୷ߎϐԖሽچǵӸ
ߎᑼچǵ߄ᄆ୷ߎϐԖሽچǵӸ
ૼᏧǵᇡᖼ)୧*ǵڙچϷ
ૼᏧǵᇡᖼ)୧*ǵڙچϷ
ၗౢ୷ᘵچၗǶ!
ၗౢ୷ᘵچၗǶ!
Βǵ!όౢ)֖βӦǵࡂ܊Ϸࡌᑐǵၗ ܄Βǵ!όౢ)֖βӦǵࡂ܊Ϸࡌᑐǵၗ܄
όౢǵβӦ٬ҔǵᔼࡌϐӸ*
όౢǵβӦ٬ҔǵᔼࡌϐӸ*
ϷځഢǶǶ!
ϷځഢǶǶ!
Οǵ!Ƕ!
Οǵ!Ƕ!
Ѥǵ!คၗౢǺхࡴճǵբǵ Ѥǵ!คၗౢǺхࡴճǵբǵ
ǵคၗౢǶ!
ǵคၗౢǶ!
ϖǵ!ߎᑼᐒᄬϐȐ֖ᔈԏීǵວ༊ ϖǵ!٬ҔၗౢǶ!
ຠϷීܫǵԏීȑǶ!
Ϥϖ!ǵߎᑼᐒᄬϐȐ֖ᔈԏීǵວ
Ϥǵ!़ғ܄ࠔǶ!
༊ຠϷීܫǵԏීȑǶ!
Ύǵ!٩ࡓݤӝٳǵϩപǵԏᖼި܈ҽڙᡣ ΎϤ!ǵ़ғ܄ࠔǶ!
Զڗள܈ೀϩϐၗౢǶ!
ΖΎ!ǵ٩ࡓݤӝٳǵϩപǵԏᖼި܈ҽڙ
Ζǵ!ځдख़ाၗౢǶ!
ᡣԶڗள܈ೀϩϐၗౢǶ!
ΐΖ!ǵځдख़ाၗౢǶ!
ಃѤచ! Ӝຒۓက!
Ӝຒۓက!
ଛӝݤ
ǵ!़ғ܄ࠔǺࡰځሽॶҗၗౢǵճǵǵ!़ғ܄ࠔǺࡰځሽॶҗၗౢǵ ۓзঅु
༊ǵࡰኧځ܈дճࠔ़܌ғ
ճǵߎᑼπڀሽǵࠔሽǵ༊
ϐᇻයࠨऊǵᒧࠨऊǵයࠨऊǵ
ǵሽ܈ࡰኧǵߞҔຑߞ܈
ᄫఎߥߎࠨऊǵҬඤࠨऊǴϷॊ
Ҕࡰኧǵځ܈дᡂኧځ܈дճ
ࠔಔӝԶԋϐፄӝԄࠨऊǶ܌ᆀ
ࠔ़܌ғϐᇻයࠨऊǵᒧࠨऊǵ
ϐᇻයࠨऊǴό֖ߥᓀࠨऊǵቬऊࠨ
යࠨऊǵᄫఎߥߎࠨऊǵҬඤࠨ
ऊǵ୧ࡕ୍ܺࠨऊǵߏයચၛࠨऊϷ
ऊǴϷॊࠔࠨऊϐಔӝǴ܈൪Ε
ߏය)ᎍ*ӝऊǶ!
़ғ܄ࠔϐಔӝԄԶԋϐፄӝԄࠨ
Βǵ!٩ࡓݤӝٳǵϩപǵԏᖼި܈ҽڙᡣԶ
ऊ่܈ᄬࠠࠔǶ܌ᆀϐᇻයࠨ
ڗள܈ೀϩϐၗౢǺࡰ٩Ҿٳᖼݤǵ
ऊǴό֖ߥᓀࠨऊǵቬऊࠨऊǵ୧ࡕ
ߎᑼިϦљݤǵߎᑼᐒᄬӝځ܈ݤٳ
୍ܺࠨऊǵߏයચၛࠨऊϷߏය
дࡓݤՉӝٳǵϩപ܈ԏᖼԶڗள܈
)ᎍ*ӝࠨऊǶ!
ೀϩϐၗౢǴ܈٩ϦљݤಃԭϖΜϤ Βǵ!٩ࡓݤӝٳǵϩപǵԏᖼި܈ҽڙᡣԶ
చಃϤೕۓวՉཥިڙᡣдϦљި
ڗள܈ೀϩϐၗౢǺࡰ٩Ҿٳᖼݤǵ
ҽȐаΠᙁᆀިҽڙᡣȑޣǶ!
ߎᑼިϦљݤǵߎᑼᐒᄬӝځ܈ݤٳ
Οǵ!ᜢ߯ΓǵηϦљǺᔈ٩چวՉΓ
дࡓݤՉӝٳǵϩപ܈ԏᖼԶڗள܈
୍ൔጓᇙྗ߾ೕۓᇡۓϐǶ!
ೀϩϐၗౢǴ܈٩ϦљݤಃԭϖΜϤ
Ѥǵ!ሽޣǺࡰόౢሽৣځ܈д٩
చϐΟಃϤೕۓวՉཥިڙᡣдϦ
ࡓݤளவ٣όౢǵഢሽ୍ޣǶ
љިҽȐаΠᙁᆀިҽڙᡣȑޣǶ!
చԛ!

চచЎ!

অ҅చЎ!

చԛ!

চచЎ!

অ҅చЎ!

অु
җ

ϖǵ!٣ჴวғВǺࡰҬܰᛝऊВǵбීВǵΟǵ!ᜢ߯ΓǵηϦљǺᔈ٩چวՉΓ
ૼہԋҬВǵၸЊВǵဠ٣،В
୍ൔጓᇙྗ߾ೕۓᇡۓϐǶ!
ځ܈дىၗዴۓҬܰჹຝϷҬܰߎᚐ Ѥǵ!ሽޣǺࡰόౢሽৣځ܈д٩
ϐВВයஉޣǶՠឦሡЬᆅᐒ
ࡓݤளவ٣όౢǵഢሽ୍ޣǶ
ᜢਡϐၗޣǴа໒Вය܈ௗᕇ ϖǵ!٣ჴวғВǺࡰҬܰᛝऊВǵбීВǵ
ЬᆅᐒᜢਡϐВஉྗࣁޣǶ!
ૼہԋҬВǵၸЊВǵဠ٣،В
Ϥǵ!εഌӦၗǺࡰ٩ᔮၗቩ
ځ܈дىၗዴۓҬܰჹຝϷҬܰߎᚐ
ہӧεഌӦவ٣ၗೌמ܈ӝ
ϐВВයஉޣǶՠឦሡЬᆅᐒ
բёᒤݤೕۓவ٣ϐεഌၗǶ!
ᜢਡϐၗޣǴа໒Вය܈ௗᕇ
Ύǵ!܌ᆀȨԃϣȩ߯аҁԛڗள܈ೀϩ
ЬᆅᐒᜢਡϐВஉྗࣁޣǶ!
ၗౢϐВࣁ୷ྗǴ۳ଓྉᆉ Ϥǵ!εഌӦၗǺࡰ٩ᔮၗቩ
ԃǴςϦҽխӆीΕǶ!
ہӧεഌӦவ٣ၗೌמ܈ӝ
Ζǵ!܌ᆀȨന߈ය୍ൔ߄ȩ߯ࡰϦљܭ
բёᒤݤೕۓவ٣ϐεഌၗǶ!
ڗள܈ೀϩၗౢ٩ݤϦ໒ीৣ Ύǵ!܌ᆀȨԃϣȩ߯аҁԛڗள܈ೀϩ
ਡᛝ܈ਡ᎙ϐ୍ൔ߄Ƕ
ၗౢϐВࣁ୷ྗǴ۳ଓྉᆉ
ԃǴςϦҽխӆीΕǶ!
Ζǵ!܌ᆀȨന߈ය୍ൔ߄ȩ߯ࡰϦљܭ
ڗள܈ೀϩၗౢ٩ݤϦ໒ीৣ
ਡᛝ܈ਡ᎙ϐ୍ൔ߄Ƕ!
ಃϤచ! ҁϦљڗளϐሽൔ܈ीৣǵࡓৣ ܈ҁϦљڗளϐሽൔ܈ीৣǵࡓৣ܈ ଛӝݤ
܍چᎍϐཀـਜǴ၀ሽޣϷ܍چ ځᎍϐཀـਜǴ၀ሽޣϷځሽ зঅु
ሽΓǵीৣǵࡓৣ܈܍چᎍᆶ Γǵीৣǵࡓৣ܈܍چᎍᆶҬܰ
Ҭܰ٣Γόளࣁᜢ߯ΓǶ!
٣Γόளࣁᜢ߯ΓǶᔈ಄ӝΠӈೕ!;ۓ
ǵ!҂මӢၴϸҁݤǵϦљݤǵሌՉݤǵߥᓀ
ݤǵߎᑼިϦљݤǵीݤǴ܈Ԗ
ທුǵङߞǵߟэǵଵЎਜ܈Ӣ୍
ҍՉࣁǴڙԃаԖය২Ӊϐ࠹ዴ
ۓǶՠՉֹǵӉයᅈ܈೨խࡕςᅈ
ΟԃޣǴόӧԜज़Ƕ!
Βǵ!ᆶҬܰ٣Γόளࣁᜢ߯Γ܈Ԗჴ፦
ᜢ߯ΓϐǶ!
Οǵ!ϦљӵᔈڗளΒৎаሽޣϐ
ሽൔǴόӕሽ܈ޣሽΓ
όளϕࣁᜢ߯Γ܈Ԗჴ፦ᜢ߯Γϐ
Ƕ!
Γܭрڀሽൔ܈ཀـਜਔǴᔈ
٩Πӈ٣ᒤ;!
ǵ!܍ௗਢҹǴᔈቩຑԾيૈ
Κǵჴ୍ᡍϷᐱҥ܄Ƕ!
Βǵ!ਡਢҹਔǴᔈִ๓ೕჄϷՉբ
ࢬำǴаԋ่ፕ٠Ᏽарڀൔ܈
ཀـਜǹ٠ஒ܌ՉำׇǵᇆၗϷ
่ፕǴ၁ჴฦၩܭਢҹπբۭዺǶ!

చԛ!

চచЎ!

অ҅చЎ!

অु
җ

Οǵ!ჹ܌ܭ٬ҔϐၗٰྍǵୖኧϷၗૻ
Ǵᔈຑֹځ܄ǵ҅ዴ܄Ϸ
ӝ܄Ǵаࣁрڀሽൔ܈ཀـ
ਜϐ୷ᘵǶ!
Ѥǵ!ᖂܴ٣Ǵᔈхࡴ࣬ᜢΓڀഢ
܄ᆶᐱҥ܄ǵςຑ܌٬Ҕϐၗૻࣁ
ӝᆶ҅ዴϷᒥൻ࣬ᜢݤз٣Ƕ
ಃΖచ! ڗள܈ೀϩόౢځ܈дۓڰၗౢϐೀ ڗள܈ೀϩόౢǵ٬Ҕၗౢځ܈д ڰଛӝݤ
ำ!ׇ
зঅु
ۓၗౢϐೀำ!ׇ
ǵ!ຑϷբำ!ׇ
ǵ!ຑϷբำ!ׇ
ҁϦљڗள܈ೀϩόౢϷځдۓڰ
ҁϦљڗள܈ೀϩόౢǵ٬Ҕၗ
ၗౢǴ٩ҁϦљϣۓڰࡋڋڋ
ౢϷځдۓڰၗౢǴ٩ҁϦљϣ
ၗౢൻᕉᒤǶ!
ۓڰࡋڋڋၗౢൻᕉᒤǶ!
Βǵ!ҬܰచҹϷᚐࡋϐ،ۓำ!ׇ
Βǵ!ҬܰచҹϷᚐࡋϐ،ۓำ!ׇ
)*! ڗள܈ೀϩόౢǴᔈୖԵϦ
)*!ڗள܈ೀϩόౢǵ٬ҔၗౢǴ
ॶǵຑۓሽॶǵᎃ߈όౢჴ
ᔈୖԵϦॶǵຑۓሽॶǵᎃ߈
ሞҬܰሽǴ،ҬܰచҹϷ
όౢჴሞҬܰሽǴ،Ҭܰ
ҬܰሽǴբԋϩൔගൔဠ
చҹϷҬܰሽǴբԋϩൔග
٣ߏǴߎځᚐӧཥѠჾҴщϡ
ൔဠ٣ߏǴߎځᚐӧཥѠჾҴщ
)֖*аΠޣǴᔈևፎဠ٣ߏਡ
ϡ)֖*аΠޣǴᔈևፎဠ٣ߏਡ
ǴߎᚐӧཥѠჾҴٲϡ)֖*
ǴߎᚐӧཥѠჾҴٲϡ)֖*
аޣ٠ᔈܭ٣ࡕന߈ԛဠ٣
аޣ٠ᔈܭ٣ࡕന߈ԛဠ٣
ύගൔǹຬၸཥѠჾҴщ
ύගൔǹຬၸཥѠჾҴщ
ϡޣǴќගဠ٣೯ၸࡕ
ϡޣǴќගဠ٣೯ၸࡕ
ۈளࣁϐǶ!
ۈளࣁϐǶ!
)Β*! ڗள܈ೀϩځдۓڰၗౢǴᔈа
)Β*! ڗள܈ೀϩځдۓڰၗౢǴᔈа
၌ሽǵКሽǵሽܕ܈БԄ
၌ሽǵКሽǵሽܕ܈БԄ
ࣁϐǴߎځᚐӧཥѠჾୖщ
ࣁϐǴߎځᚐӧཥѠჾୖщ
ϡ)֖*аΠޣǴᔈ٩ᒤݤ
ϡ)֖*аΠޣǴᔈ٩ᒤݤ
ભਡǹຬၸཥѠჾୖщϡ
ભਡǹຬၸཥѠჾୖщϡ
ޣǴᔈևፎᕴਡࡕǴග
ޣǴᔈևፎᕴਡࡕǴග
ဠ٣೯ၸࡕۈளࣁϐǶ!
ဠ٣೯ၸࡕۈளࣁϐǶ!
Οǵ!ՉൂՏ!
Οǵ!ՉൂՏ!
ҁϦљڗள܈ೀϩόౢځ܈дۓڰ
ҁϦљڗள܈ೀϩόౢǵ٬Ҕၗ
ၗౢਔǴᔈ٩ਡ،ज़ևਡ،
ౢځ܈дۓڰၗౢਔǴᔈ٩ਡ،
ࡕǴҗ٬ҔߐϷᆅॄೢՉǶ
ज़ևਡ،ࡕǴҗ٬ҔߐϷᆅ
Ѥǵ!όౢځ܈дۓڰၗౢሽൔ!
ॄೢՉǶ!
ҁϦљڗள܈ೀϩόౢ܈ഢǴନ Ѥǵ!όౢǵ٬Ҕၗౢځ܈дۓڰၗౢ
ᆶࡹ۬ᐒᜢҬܰǵԾӦࡌہǵચӦہ
ሽൔ!
ࡌǴڗ܈ளǵೀϩٮᔼ٬Ҕϐഢ
ҁϦљڗள܈ೀϩόౢǵ܈ഢ܈
ѦǴҬܰߎᚐၲϦљჴԏၗҁᚐԭϩ
ځ٬ҔၗౢǴନᆶ୯ϣࡹ۬ᐒᜢҬ
ϐΒΜ܈ཥᆵჾΟሹϡаޣǴᔈܭ
ܰǵԾӦࡌہǵચӦࡌہǴڗ܈ளǵ
٣ჴวғВڗளሽޣрڀϐ
ೀϩٮᔼ٬Ҕϐഢځ܈٬Ҕၗ

చԛ!

চచЎ!
ሽൔǴ٠಄ӝΠӈೕۓǺ!
)*!ӢਸচӢаज़ۓሽǵۓ
ሽ܈ਸሽբࣁҬܰሽϐ
ୖԵ٩ᏵਔǴ၀ҬܰᔈӃග
ဠ٣،೯ၸǴ҂ٰҬܰచҹ
ᡂޣ׳ǴҭᔈКྣ໒ำׇᒤǶ
)Β*!ҬܰߎᚐၲཥᆵჾΜሹϡаޣǴ
ᔈፎΒৎаϐሽޣሽǶ
)Ο*!ሽޣϐሽ่݀ԖΠӈ
ϐǴନڗளၗౢϐሽ่݀
֡ଯܭҬܰߎᚐǴ܈ೀϩၗౢϐ
ሽ่݀֡եܭҬܰߎᚐѦǴᔈ
ࢳፎीৣ٩იݤΓύ҇୯
ीࣴزว୷ߎ)аΠᙁᆀ
ीࣴزว୷ߎ*܌วѲϐ
ቩीྗ߾ϦൔಃΒΜဦೕۓᒤ
Ǵ٠ჹৡ౦চӢϷҬܰሽϐ
Ϣ߄܄ҢڀᡏཀـǺ!
2/! ሽ่݀ᆶҬܰߎᚐৡຯၲҬ
ܰߎᚐϐԭϩϐΒΜаޣǶ
3/!Βৎаሽޣϐሽ่݀
ৡຯၲҬܰߎᚐԭϩϐΜаޣǶ
)Ѥ*!ሽޣрڀൔВයᆶࠨऊԋ
ҥВයόளၻΟঁДǶՠӵځҔ
ӕයϦॶЪ҂ၻϤঁДޣǴ
ளҗচሽޣрڀཀـਜǶ!

অ҅చЎ!

অु
җ

ౢѦǴҬܰߎᚐၲϦљჴԏၗҁᚐԭ
ϩϐΒΜ܈ཥᆵჾΟሹϡаޣǴᔈ
ܭ٣ჴวғВڗளሽޣрڀ
ϐሽൔǴ٠಄ӝΠӈೕۓǺ!
)*!Ӣ ਸচӢаज़ۓሽǵۓ
ሽ܈ਸሽբࣁҬܰሽϐ
ୖԵ٩ᏵਔǴ၀ҬܰᔈӃග
ဠ٣،೯ၸǴǹځ༓ࡕԖ҂
ٰҬܰచҹᡂޣ׳ਔǴҭᔈКྣ
໒ำׇᒤӕǶ!
)Β*!ҬܰߎᚐၲཥᆵჾΜሹϡаޣǴ
ᔈፎΒৎаϐሽޣሽǶ
)Ο*! ሽޣϐሽ่݀ԖΠӈ
ϐǴନڗளၗౢϐሽ่݀
֡ଯܭҬܰߎᚐǴ܈ೀϩၗౢϐ
ሽ่݀֡եܭҬܰߎᚐѦǴᔈ
ࢳፎीৣ٩იݤΓύ҇୯
ीࣴزว୷ߎ)аΠᙁᆀ
ीࣴزว୷ߎ*܌วѲϐ
ቩीྗ߾ϦൔಃΒΜဦೕۓᒤ
Ǵ٠ჹৡ౦চӢϷҬܰሽϐ
Ϣ߄܄ҢڀᡏཀـǺ!
2/!ሽ่݀ᆶҬܰߎᚐৡຯၲҬܰ
ߎᚐϐԭϩϐΒΜаޣǶ
3/!Βৎаሽޣϐሽ่݀
ৡຯၲҬܰߎᚐԭϩϐΜаޣǶ
)Ѥ*!ሽޣрڀൔВයᆶࠨऊԋ
ҥВයόளၻΟঁДǶՠӵځҔ
ӕයϦॶЪ҂ၻϤঁДޣǴ
ளҗচሽޣрڀཀـਜǶ
ಃΜచ! ᜢ߯ΓҬܰϐೀำ!ׇ
ᜢ߯ΓҬܰϐೀำ!ׇ
ଛӝݤ
ǵҁϦљᆶᜢ߯Γڗள܈ೀϩၗౢǴନ ǵҁϦљᆶᜢ߯Γڗள܈ೀϩၗౢǴନ зঅु
٩ಃΖచೀำׇᒤϷᔈ٩аΠೕ
٩ಃΖచೀำׇᒤϷᔈ٩аΠೕ
ۓᒤ࣬ᜢ،ำׇϷຑҬܰచҹ
ۓᒤ࣬ᜢ،ำׇϷຑҬܰచҹ
ӝ܄٣ѦǴҬܰߎᚐၲϦљᕴၗ
ӝ܄٣ѦǴҬܰߎᚐၲϦљᕴၗ
ౢԭϩϐΜаޣǴҭᔈ٩ಃΖచೕۓ
ౢԭϩϐΜаޣǴҭᔈ٩ಃΖచೕۓ
ڗளሽޣрڀϐሽൔ܈
ڗளሽޣрڀϐሽൔ܈
ीৣ!ཀـǶҬܰߎᚐϐीᆉǴᔈ
ीৣ!ཀـǶҬܰߎᚐϐीᆉǴᔈ
٩ಃΜచϐೕۓᒤǶќѦӧղᘐ
٩ಃΜచϐೕۓᒤǶќѦӧղᘐ
Ҭܰჹຝࢂցࣁᜢ߯ΓਔǴନݙཀݤځ
Ҭܰჹຝࢂցࣁᜢ߯ΓਔǴନݙཀݤځ
ࡓԄѦǴ٠ᔈԵቾჴ፦ᜢ߯Ƕ!
ࡓԄѦǴ٠ᔈԵቾჴ፦ᜢ߯Ƕ!
Βǵ!ຑϷբำ!ׇ
Βǵ!ຑϷբำ!ׇ
ҁϦљӛᜢ߯Γڗள܈ೀϩόౢǴ
ҁϦљӛᜢ߯Γڗள܈ೀϩόౢ܈

చԛ!

চచЎ!
܈ᆶᜢ߯Γڗள܈ೀϩόౢѦϐځ
дၗౢЪҬܰߎᚐၲϦљჴԏၗҁᚐ
ԭϩϐΒΜǵᕴၗౢԭϩϐΜ܈ཥᆵ
ჾΟሹϡаޣǴନວ፤Ϧǵߕວ
ӣǵ፤ӣచҹϐچǵҙᖼ܈ວӣ୯
ϣچၗߞૼ٣วՉϐჾѱ
୷ߎѦǴᔈஒΠӈၗǴගҬဠ٣
೯ၸϷᅱჸΓ܍ᇡࡕǴۈளᛝुҬܰ
ࠨऊϷЍбීǺ!
)*! ڗள܈ೀϩၗౢόౢϐҞޑǵ
Ѹा܄ϷႣीਏǶ!
)Β*!ᒧۓᜢ߯ΓࣁҬܰჹຝϐচӢǶ
)Ο*!ӛ ᜢ߯ΓڗளόౢǴ٩ҁచಃ
ΟಃȐȑීԿȐѤȑීϷಃ)Ϥ*
ීೕۓຑႣۓҬܰచҹӝ܄
ϐ࣬ᜢၗǶ!
)Ѥ*!ᜢ ߯ΓচڗளВයϷሽǵҬܰ
ჹຝϷځᆶϦљکᜢ߯Γϐᜢ߯
٣Ƕ!
)ϖ*!Ⴃ ीुऊДҽ໒ۈϐ҂ٰԃӚ
ДҽߎԏЍႣෳ߄Ǵ٠ຑҬܰ
ϐѸा܄ϷၗߎၮҔϐӝ܄Ƕ
)Ϥ*!٩ ҁచಃೕڗۓளϐ
ሽޣрڀϐሽൔǴ܈ीৣ
ཀـǶ!
)Ύ*!ҁ ԛҬܰϐज़ڋచҹϷځдख़ा
ऊۓ٣Ƕ!
ҬܰߎᚐϐीᆉǴᔈ٩ಃΜ
ϖచಃಃ)Ϥ*ීೕۓᒤǴ
Ъ܌ᆀԃϣ߯аҁԛҬܰ٣ჴ
วғϐВࣁ୷ྗǴ۳ଓྉᆉ
ԃǴς٩ҁྗ߾ೕۓගҬဠ٣೯
ၸϷᅱჸΓ܍ᇡϩխӆीΕǶ
ҁϦљᆶηϦљ໔Ǵڗள܈ೀϩ
ٮᔼ٬ҔϐഢǴဠ٣ள٩
ಃΖచಃΒဠ٣ߏӧۓ
ᚐࡋϣӃՉ،ՉǴ٣ࡕӆගൔന
߈යϐဠ٣ଓᇡǶ!
ς٩ҁݤೕۓᐱҥဠ٣ޣǴ
٩ೕۓගൔဠ٣ፕਔǴ
ᔈкϩԵໆӚᐱҥဠ٣ϐཀـǴ
ᐱҥဠ٣ӵԖϸჹཀߥ܈ـ੮ཀ
ـǴᔈܭဠ٣٣ᒵၩܴǶ!

অ҅చЎ!
ځ٬ҔၗౢǴ܈ᆶᜢ߯Γڗள܈ೀ
ϩόౢځ܈٬ҔၗౢѦϐځдၗ
ౢЪҬܰߎᚐၲϦљჴԏၗҁᚐԭϩ
ϐΒΜǵᕴၗౢԭϩϐΜ܈ཥᆵჾΟ
ሹϡаޣǴନວ፤୯ϣϦǵߕວ
ӣǵ፤ӣచҹϐچǵҙᖼ܈ວӣ୯
ϣچၗߞૼ٣วՉϐჾѱ
୷ߎѦǴᔈஒΠӈၗǴගҬဠ٣
೯ၸϷᅱჸΓ܍ᇡࡕǴۈளᛝुҬܰ
ࠨऊϷЍбීǺ!
)*! ڗள܈ೀϩၗౢόౢϐҞޑǵ
Ѹा܄ϷႣीਏǶ!
)Β*!ᒧۓᜢ߯ΓࣁҬܰჹຝϐচӢǶ
)Ο*!ӛ ᜢ߯Γڗளόౢځ܈٬Ҕ
ၗౢǴ٩ҁచಃΟಃȐȑීԿ
ȐѤȑීϷಃ)Ϥ*ීೕۓຑႣۓ
Ҭܰచҹӝ܄ϐ࣬ᜢၗǶ!
)Ѥ*!ᜢ ߯ΓচڗளВයϷሽǵҬܰ
ჹຝϷځᆶϦљکᜢ߯Γϐᜢ߯
٣Ƕ!
)ϖ*!Ⴃ ीुऊДҽ໒ۈϐ҂ٰԃӚ
ДҽߎԏЍႣෳ߄Ǵ٠ຑҬܰ
ϐѸा܄ϷၗߎၮҔϐӝ܄Ƕ
)Ϥ*!٩ ҁచಃೕڗۓளϐ
ሽޣрڀϐሽൔǴ܈ीৣ
ཀـǶ!
)Ύ*!ҁ ԛҬܰϐज़ڋచҹϷځдख़ा
ऊۓ٣Ƕ!
ҬܰߎᚐϐीᆉǴᔈ٩ಃΜϖచಃ
ಃ)Ϥ*ීೕۓᒤǴЪ܌ᆀԃϣ
߯аҁԛҬܰ٣ჴวғϐВࣁ୷ྗǴ۳
ଓྉᆉԃǴς٩ҁྗ߾ೕۓගҬ
ဠ٣೯ၸϷᅱჸΓ܍ᇡϩխӆी
ΕǶ!
ҁϦљᆶηϦљ໔Ǵޔځ܈ௗ܈໔ௗ
ԖԭϩϐԭςวՉިҽ܈ၗҁᕴᚐϐη
Ϧљ۶Ԝ໔வ٣ΠӈҬܰǴڗள܈ೀϩ
ٮᔼ٬ҔϐഢǴဠ٣ள٩ಃΖచ
ಃΒဠ٣ߏӧۓᚐࡋϣӃՉ،
ՉǴ٣ࡕӆගൔന߈යϐဠ٣ଓᇡǶǺ
)*! ڗள܈ೀϩٮᔼ٬Ҕϐഢ܈
ځ٬ҔၗౢǶ!
)Β*! ڗள܈ೀϩٮᔼ٬Ҕϐόౢ

অु
җ

చԛ!

চచЎ!

অ҅చЎ!

Οǵ!Ҭܰԋҁϐӝ܄ຑ!
٬ҔၗౢǶ!
)*!ҁϦљӛᜢ߯ΓڗளόౢǴᔈࡪ
ς٩ҁݤೕۓᐱҥဠ٣ޣǴ٩
ΠӈБݤຑҬܰԋҁϐӝ܄Ǻ
ೕۓගൔဠ٣ፕਔǴᔈкϩԵໆӚ
2/!ࡪᜢ߯ΓҬܰሽуीѸाၗߎ
ᐱҥဠ٣ϐཀـǴᐱҥဠ٣ӵԖϸჹཀ
ճ৲ϷວБ٩ݤᔈॄᏼϐԋҁǶ
ߥ܈ـ੮ཀـǴᔈܭဠ٣٣ᒵၩܴǶ
܌ᆀѸाၗߎճ৲ԋҁǴаϦљ Οǵ!Ҭܰԋҁϐӝ܄ຑ!
ᖼΕၗౢԃࡋීॷ܌ϐуѳ
)*!ҁ Ϧљӛᜢ߯Γڗளόౢځ܈
֡ճࣁྗᆉϐǴோځόளଯ
٬ҔၗౢǴᔈࡪΠӈБݤຑ
ܭࡹϦѲϐߚߎᑼനଯॷ
Ҭܰԋҁϐӝ܄Ǻ!
ීճǶ
2/!ࡪᜢ߯ΓҬܰሽуीѸाၗߎ
3/!ᜢ߯Γӵමа၀ނޑӛߎᑼᐒ
ճ৲ϷວБ٩ݤᔈॄᏼϐԋҁǶ
ᄬޣීॷܝܢۓǴߎᑼᐒᄬჹ
܌ᆀѸाၗߎճ৲ԋҁǴаϦљ
၀ނޑϐສܫຑᕴॶǴோߎ
ᖼΕၗౢԃࡋීॷ܌ϐуѳ
ᑼᐒᄬჹ၀ނޑϐჴሞສܫಕ
֡ճࣁྗᆉϐǴோځόளଯ
ीॶᔈၲສܫຑᕴॶϐΎԋа
ܭࡹϦѲϐߚߎᑼനଯॷ
Ϸສܫය໔ςၻԃаǶՠ
ීճǶ
ߎᑼᐒᄬᆶҬܰϐБϕࣁᜢ߯
3/!ᜢ߯Γӵමа၀ނޑӛߎᑼᐒ
ΓޣǴόҔϐǶ
ᄬޣීॷܝܢۓǴߎᑼᐒᄬჹ
)Β*!ӝ ٳᖼວӕޑϐβӦϷࡂ܊
၀ނޑϐສܫຑᕴॶǴோߎ
ޣǴள൩βӦϷࡂ܊ϩձࡪ
ᑼᐒᄬჹ၀ނޑϐჴሞສܫಕ
܌ӈҺБݤຑҬܰԋҁǶ!
ीॶᔈၲສܫຑᕴॶϐΎԋа
)Ο*!ҁ Ϧљӛᜢ߯ΓڗளόౢǴ٩
Ϸສܫය໔ςၻԃаǶՠ
ҁచಃΟಃȐȑීϷಃȐΒȑ
ߎᑼᐒᄬᆶҬܰϐБϕࣁᜢ߯
ීೕۓຑόౢԋҁǴ٠ᔈࢳ
ΓޣǴόҔϐǶ
ፎीৣፄਡϷ߄ҢڀᡏཀـǶ
)Β*!ӝ ٳᖼວ܈ચၛӕޑϐβӦ
)Ѥ*!ҁ Ϧљӛᜢ߯Γڗளόౢ٩ҁ
Ϸޣࡂ܊Ǵள൩βӦϷࡂ܊ϩձࡪ
చಃΟಃȐȑǵȐΒȑීೕۓ
܌ӈҺБݤຑҬܰԋҁǶ
ຑ่݀֡ၨҬܰሽࣁեਔǴ
)Ο*!ҁ Ϧљӛᜢ߯Γڗளόౢځ܈
ᔈ٩ҁచಃΟಃȐϖȑීೕۓ
٬ҔၗౢǴ٩ҁచಃΟಃ
ᒤǶՠӵӢΠӈǴ٠ගр
ȐȑීϷಃȐΒȑීೕۓຑό
࠼ᢀᏵϷڀڗόౢሽ
ౢځ܈٬ҔၗౢԋҁǴ٠ᔈࢳ
ޣᆶीৣϐڀᡏӝ܄ཀـ
ፎीৣፄਡϷ߄ҢڀᡏཀـǶ
ޣǴόӧԜज़Ǻ!
)Ѥ*!ҁ Ϧљӛᜢ߯Γڗளόౢځ܈
2/!ᜢ߯Γ߯ڗளનӦ܈ચӦӆՉᑫࡌ
٬Ҕၗౢ٩ҁచಃΟಃ
ޣǴளᖐ಄ӝΠӈచҹϐޣǺ
ȐȑǵȐΒȑීೕۓຑ่݀֡
)2*!ન Ӧ ٩  చ ೕ  ۓϐ Б  ݤຑ
ၨҬܰሽࣁեਔǴᔈ٩ҁచಃ
Ǵࡪ߾ࡂ܊ᜢ߯Γϐᔼࡌԋ
ΟಃȐϖȑීೕۓᒤǶՠӵ
ҁуीӝᔼࡌճዎǴځӝी
ӢΠӈǴ٠ගр࠼ᢀᏵϷ
ኧၻჴሞҬܰሽޣǶ܌ᆀӝ
ڀڗόౢሽޣᆶीৣ
ᔼࡌճዎǴᔈаന߈Οԃࡋ
ϐڀᡏӝ܄ཀޣـǴόӧԜज़Ǻ
ᜢ߯Γᔼࡌߐϐѳ֡ᔼ
2/!ᜢ߯Γ߯ڗளનӦ܈ચӦӆՉᑫࡌ
Лճ܈ࡹϦѲϐന߈
ޣǴளᖐ಄ӝΠӈచҹϐޣǺ
යࡌЛճஉեྗࣁޣǶ
)2*!ન Ӧ ٩  చ ೕ  ۓϐ Б  ݤຑ

অु
җ

చԛ!

চచЎ!
)3*!ӕ܊ޑӦϐځдኴቫ܈
ᎃ߈Ӧԃϣϐځдߚᜢ
߯ΓԋҬਢٯǴځय़ᑈ࣬߈Ǵ
ЪҬܰచҹࡪόౢວ፤
ᄍٯᔈԖϐӝኴቫ܈Ӧ
ሽৡຑࡕచҹ࣬ޣǶ!
)4*!ӕ܊ޑӦϐځдኴቫ
ԃϣϐځдߚᜢ߯Γચၛਢ
ٯǴࡪόౢચၛᄍٯᔈԖ
ӝϐኴቫሽৡځҬܰ
చҹ࣬ޣǶ!
3/!ҁϦљᖐӛᜢ߯ΓᖼΕϐό
ౢǴځҬܰచҹᆶᎃ߈Ӧԃ
ϣϐځдߚᜢ߯ΓԋҬਢ࣬ٯ
Ъय़ᑈ࣬߈ޣǶॊ܌ᆀᎃ߈Ӧ
ԋҬਢٯǴаӕ࣬܈ᎃຉᄂ
ЪຯᚆҬܰނޑБ༝҂ၻϖԭ
ϦЁځ܈Ϧॶ࣬߈ࣁޣচ
߾ǹ܌ᆀय़ᑈ࣬߈Ǵ߾аځдߚ
ᜢ߯ΓԋҬਢٯϐय़ᑈόեܭҬ
ܰނޑय़ᑈԭϩϐϖΜࣁচ
߾ǹॊ܌ᆀԃϣ߯аҁԛڗ
ளόౢ٣ჴวғϐВࣁ୷ྗǴ
۳ଓྉᆉԃǶ
)ϖ*!ҁ Ϧљӛᜢ߯ΓڗளόౢǴӵ
ࡪҁచಃΟಃȐȑǵȐΒȑ
ීೕۓຑ่݀֡ၨҬܰሽࣁ
եޣǴᔈᒤΠӈ٣Ƕ!
2/!ҁϦљᔈ൩όౢҬܰሽᆶຑ
ԋҁ໔ϐৡᚐǴ٩چҬܰݤ
ಃѤΜచಃೕۓගӈձ
ࣦᎩϦᑈǴόளϒаϩࢴ܈ᙯቚ
ၗଛިǶჹҁϦљϐၗ௦
ݤຑሽϐၗޣӵࣁϦ໒วՉϦ
љǴҭᔈ൩၀ගӈኧᚐࡪިК
ٯ٩چҬܰݤಃѤΜచಃ
ೕۓගӈձࣦᎩϦᑈǶ
3/!ᅱჸΓᔈ٩ϦљݤಃΒԭΜΖచ
ೕۓᒤǶ
4/!ᔈஒҁීಃΟಃȐϖȑීಃ2ᗺ
Ϸಃ3ᗺೀගൔިܿǴ٠
ஒҬܰ၁ಒϣඟ៛ܭԃൔϷϦ
໒ᇥܴਜǶЪҁϦљϷჹҁϦљ

অ҅చЎ!
Ǵࡪ߾ࡂ܊ᜢ߯Γϐᔼࡌԋ
ҁуीӝᔼࡌճዎǴځӝी
ኧၻჴሞҬܰሽޣǶ܌ᆀӝ
ᔼࡌճዎǴᔈаന߈Οԃࡋ
ᜢ߯Γᔼࡌߐϐѳ֡ᔼ
Лճ܈ࡹϦѲϐന߈
යࡌЛճஉեྗࣁޣǶ
)3*!ӕ܊ޑӦϐځдኴቫ܈ᎃ
߈Ӧԃϣϐځдߚᜢ߯Γ
ҬܰԋҬਢٯǴځय़ᑈ࣬߈Ǵ
ЪҬܰచҹࡪόౢວ፤܈
ચၛᄍٯᔈԖϐӝኴቫ܈Ӧ
ሽৡຑࡕచҹ࣬ޣǶ!
)4*!ӕ܊ޑӦϐځдኴቫ
ԃϣϐځдߚᜢ߯Γચၛਢ
ٯǴࡪόౢચၛᄍٯᔈԖ
ӝϐኴቫሽৡځҬܰ
చҹ࣬ޣǶ!
3/!ҁϦљᖐӛᜢ߯ΓᖼΕϐό
ౢ܈ચၛڗளόౢ٬Ҕၗ
ౢǴځҬܰచҹᆶᎃ߈Ӧԃ
ϣϐځдߚᜢ߯ΓԋҬҬܰਢٯ
࣬Ъय़ᑈ࣬߈ޣǶ
ॊ܌ᆀᎃ߈ӦԋҬҬܰਢ
ٯǴаӕ࣬܈ᎃຉᄂЪຯᚆҬ
ܰނޑБ༝҂ၻϖԭϦЁځ܈
Ϧॶ࣬߈ࣁޣচ߾ǹ܌ᆀय़
ᑈ࣬߈Ǵ߾аځдߚᜢ߯ΓԋҬ
Ҭܰਢٯϐय़ᑈόեܭҬܰޑ
ނय़ᑈԭϩϐϖΜࣁচ߾ǹॊ
܌ᆀԃϣ߯аҁԛڗளόౢ
ځ܈٬Ҕၗౢ٣ჴวғϐВࣁ
୷ྗǴ۳ଓྉᆉԃǶ
)ϖ*!ҁ Ϧљӛᜢ߯Γڗளόౢځ܈
٬ҔၗౢǴӵࡪҁచಃΟ
ಃȐȑǵȐΒȑීೕۓຑ่݀
֡ၨҬܰሽࣁեޣǴᔈᒤΠ
ӈ٣Ƕ!
2/!ҁϦљᔈ൩όౢځ܈٬Ҕၗ
ౢҬܰሽᆶຑԋҁ໔ϐৡ
ᚐǴ٩چҬܰҁݤಃѤΜచ
ಃೕۓගӈձࣦᎩϦᑈǴ
όளϒаϩࢴ܈ᙯቚၗଛިǶჹ

অु
җ

చԛ!

চచЎ!
ϐၗ௦ݤຑሽϐϦ໒วՉ
ϦљॊೕۓගӈձࣦᎩϦ
ᑈޣǴᔈߩଯሽᖼΕϐၗౢςᇡ
ӈຳሽཞѨ܈ೀϩࣁ܈ံᓭ
ࡠ܈ൺচރǴ܈ԖځдᏵዴۓ
คόӝޣǴ٠ߎᑼᅱ࿎ᆅ
ہӕཀࡕǴۈளҔ၀ձ
ࣦᎩϦᑈǶ!
)Ϥ*ҁϦљӛᜢ߯ΓڗளόౢǴԖΠ
ӈϐޣǴᔈ٩ҁచಃϷ
ಃΒԖᜢຑϷբำׇೕۓ
ᒤջёǴόҔҁచಃΟ
Ȑȑ
ǵ
ȐΒȑ
ǵ
ȐΟȑීԖᜢҬܰԋ
ҁӝ܄ϐຑೕۓǺ!
2/!ᜢ߯Γ߯Ӣᝩ܈܍ᜄᆶԶڗளό
ౢǶ
3/!ᜢ߯Γुऊڗளόౢਔ໔ຯҁ
ҬܰुऊВςၻϖԃǶ
4/!ᆶᜢ߯ΓᛝुӝࡌࠨऊǴ܈ԾӦ
ࡌہǵચӦࡌہہፎᜢ߯Γᑫ
ࡌόౢԶڗளόౢǶ
)Ύ*!ҁ Ϧљӛᜢ߯ΓڗளόౢǴऩ
ԖځдᏵᡉҢҬܰԖόӝᔼ
தೕϐ٣ޣǴҭᔈҁచಃΟ
ಃȐϖȑීೕۓᒤǶ

অ҅చЎ!
ҁϦљϐၗ௦ݤຑሽϐ
ၗޣӵࣁϦ໒วՉϦљǴҭᔈ൩
၀ගӈኧᚐࡪިКٯ٩چҬ
ܰݤಃѤΜచಃೕۓගӈ
ձࣦᎩϦᑈǶ!
3/!ᅱჸΓᔈ٩ϦљݤಃΒԭΜΖచ
ೕۓᒤǶ
4/!ᔈஒҁීಃΟಃȐϖȑීಃ2ᗺ
Ϸಃ3ᗺೀගൔިܿǴ٠
ஒҬܰ၁ಒϣඟ៛ܭԃൔϷϦ
໒ᇥܴਜǶЪҁϦљϷჹҁϦљ
ϐၗ௦ݤຑሽϐϦ໒วՉ
ϦљॊೕۓගӈձࣦᎩϦ
ᑈޣǴᔈߩଯሽᖼΕ܍܈ચϐၗ
ౢςᇡӈຳሽཞѨ܈ೀϩ܈ಖЗ
ચऊࣁ܈ံᓭࡠ܈ൺচރǴ
܈ԖځдᏵዴۓคόӝޣǴ
٠ߎᑼᅱ࿎ᆅہӕཀ
ࡕǴۈளҔ၀ձࣦᎩϦᑈǶ
)Ϥ*!ҁ Ϧљӛᜢ߯Γڗளόౢځ܈
٬ҔၗౢǴԖΠӈϐ
ޣǴᔈ٩ҁచಃϷಃΒԖ
ᜢຑϷբำׇೕۓᒤջ
ёǴόҔҁచಃΟȐȑǵ
ȐΒȑǵȐΟȑීԖᜢҬܰԋҁӝ
܄ϐຑೕۓǺ!
2/!ᜢ߯Γ߯Ӣᝩ܈܍ᜄᆶԶڗளό
ౢځ܈٬ҔၗౢǶ
3/!ᜢ߯Γुऊڗளόౢځ܈٬Ҕ
ၗౢਔ໔ຯҁҬܰुऊВςၻ
ϖԃǶ!
4/!ᆶᜢ߯ΓᛝुӝࡌࠨऊǴ܈ԾӦ
ࡌہǵચӦࡌہہፎᜢ߯Γᑫ
ࡌόౢԶڗளόౢǶ
5/!ҁϦљᆶηϦљǴޔځ܈ௗ܈໔
ௗԖԭϩϐԭςวՉިҽ܈ၗ
ҁᕴᚐϐηϦљ۶Ԝ໔Ǵڗளٮ
ᔼ٬Ҕϐόౢ٬ҔၗౢǶ
)Ύ*!ҁ Ϧљӛᜢ߯Γڗளόౢځ܈
٬ҔၗౢǴऩԖځдᏵᡉҢҬ
ܰԖόӝᔼதೕϐ٣ޣǴҭᔈ
ҁచಃΟಃȐϖȑීೕۓᒤǶ

অु
җ

অु
җ
ಃΜచ!ڗள܈ೀϩ܈คၗౢϐೀำڗ ׇள܈ೀϩ܈คၗౢϐೀำ ׇଛӝݤ
ǵ!ຑϷբำ!ׇ
ǵ!ຑϷբำ!ׇ
зঅु
ҁϦљڗள܈ೀϩ܈คၗ
ҁϦљڗள܈ೀϩ܈คၗ
ౢǴ٩ҁϦљϣۓڰࡋڋڋၗ
ౢǴ٩ҁϦљϣۓڰࡋڋڋၗ
ౢൻᕉำׇᒤǶ!
ౢൻᕉำׇᒤǶ!
Βǵ!ҬܰచҹϷᚐࡋϐ،ۓำ!ׇ
Βǵ!ҬܰచҹϷᚐࡋϐ،ۓำ!ׇ
ҁϦљڗள܈ೀϩၗౢ٩ु܌ೀำ
ҁϦљڗள܈ೀϩၗౢ٩ु܌ೀำ
 ځ܈ ׇд  ࡓ ݤೕ  ۓᔈ  ဠ ٣೯ၸ
ځ܈ׇдࡓݤೕۓᔈဠ٣೯ၸ
ޣǴӵԖဠ٣߄Ң౦ЪԖइᒵ܈ਜय़
ޣǴӵԖဠ٣߄Ң౦ЪԖइᒵ܈ਜय़
ᖂܴǴϦљ٠ᔈஒဠ٣౦ၗଌӚᅱ
ᖂܴǴϦљ٠ᔈஒဠ٣౦ၗଌӚᅱ
ჸΓǶќѦҁϦљऩςᐱҥဠ٣
ჸΓǶќѦҁϦљऩςᐱҥဠ٣
ޣǴ٩ೕۓஒڗள܈ೀϩၗౢҬܰගൔ
ޣǴ٩ೕۓஒڗள܈ೀϩၗౢҬܰගൔ
ဠ٣ፕਔǴᔈкϩԵໆӚᐱҥဠ٣
ဠ٣ፕਔǴᔈкϩԵໆӚᐱҥဠ٣
ϐཀـǴᐱҥဠ٣ӵԖϸჹཀߥ܈ـ੮
ϐཀـǴᐱҥဠ٣ӵԖϸჹཀߥ܈ـ੮
ཀـǴᔈܭဠ٣٣ᒵၩܴǶ!
ཀـǴᔈܭဠ٣٣ᒵၩܴǶ!
Οǵ!ՉൂՏ!
Οǵ!ՉൂՏ!
ҁϦљڗள܈ೀϩ܈คၗౢ
ҁϦљڗள܈ೀϩ܈คၗౢ
ਔǴᔈ٩ਡ،ज़ևਡ،ࡕǴҗ٬
ਔǴᔈ٩ਡ،ज़ևਡ،ࡕǴҗ٬
ҔߐϷ୍ߐ܈ᆅߐॄೢՉǶ
ҔߐϷ୍ߐ܈ᆅߐॄೢՉǶ
Ѥǵ!܈คၗౢৎຑཀـൔ Ѥǵ!܈คၗౢৎຑཀـൔ
ҁϦљڗள܈ೀϩ܈คၗౢ
ҁϦљڗள܈ೀϩ܈คၗౢ
ϐҬܰߎᚐၲϦљჴԏၗҁᚐԭϩϐ
ϐҬܰߎᚐၲϦљჴԏၗҁᚐԭϩϐ
ΒΜ܈ཥᆵჾΟሹϡаޣǴନᆶࡹ
ΒΜ܈ཥᆵჾΟሹϡаޣǴନᆶ୯
۬ᐒᜢҬܰѦǴᔈܭ٣ჴวғВࢳ
ϣࡹ۬ᐒᜢҬܰѦǴᔈܭ٣ჴวғВ
ፎीৣ൩Ҭܰሽϐӝ߄܄Ңཀ
ࢳፎीৣ൩Ҭܰሽϐӝ߄܄
ـǴीৣ٠ᔈ٩ीࣴزว୷ߎ
ҢཀـǴीৣ٠ᔈ٩ीࣴزว
܌วѲϐቩीྗ߾ϦൔಃΒΜဦೕ
୷ߎ܌วѲϐቩीྗ߾ϦൔಃΒΜ
ۓᒤǶ
ဦೕۓᒤǶ!
ಃΜΟచ!ڗள܈ೀϩ़ғ܄ࠔϐೀำ!ׇ
ڗள܈ೀϩ़ғ܄ࠔϐೀำ!ׇ
ଛӝݤ
ǵҬܰচ߾ᆶБଞ!
ǵҬܰচ߾ᆶБଞ!
зঅु
)*!Ҭܰᅿᜪ!
)*!Ҭܰᅿᜪ!
2/!ҁϦљவ٣ϐ़ғߎ܄ᑼࠔ߯
2/!ҁϦљவ٣ϐ़ғߎ܄ᑼࠔ߯
ࡰځሽॶҗၗౢǵճǵ༊ǵࡰ
ࡰځሽॶҗၗౢǵճǵ༊ǵࡰ
ኧځ܈дճࠔ़܌ғϐҬ
ኧځ܈дճࠔ़܌ғϐҬ
ܰࠨऊ)ӵᇻයࠨऊǵᒧǵය
ܰࠨऊ)ӵᇻයࠨऊǵᒧǵය
ǵճ܈༊ǵҬඤǴᄤॊ
ǵճ܈༊ǵҬඤǴᄤॊ
ࠔಔӝԶԋϐፄӝԄࠨऊ*Ƕ
ࠔಔӝԶԋϐፄӝԄࠨऊ*Ƕ
3/!Ԗ ᜢ   ߥ چ ߎ Ҭ ܰ ϐ ࣬ ᜢ ٣
3/!Ԗ ᜢ   ߥ چ ߎ Ҭ ܰ ϐ ࣬ ᜢ ٣
ەǴᔈКྣҁೀำׇϐ࣬ᜢೕۓ
ەǴᔈКྣҁೀำׇϐ࣬ᜢೕۓ
ᒤǶவ٣ߕວӣచҹϐچҬܰ
ᒤǶவ٣ߕວӣచҹϐچҬܰ
ளόҔҁೀำׇϐೕۓǶ
ளόҔҁೀำׇϐೕۓǶ
)Β*!ᔼȐᗉᓀȑౣ!
)Β*!ᔼȐᗉᓀȑౣ!
ҁϦљவ٣़ғߎ܄ᑼࠔҬ
ҁϦљவ٣़ғߎ܄ᑼࠔҬ
చԛ!

চచЎ!

অ҅చЎ!

చԛ!

চచЎ!
ܰǴᔈаᗉᓀࣁҞޑǴҬܰࠔᔈ
ᒧ٬ҔೕᗉϦљ୍ᔼ܌ౢ
ғϐ॥ᓀࣁЬǴԖϐჾձѸᆶ
ϦљჴሞрαҬܰϐѦჾሡ
࣬಄ǴаϦљᡏϣՏȐࡰѦ
ჾԏΕϷЍрȑԾՉ߅ѳࣁচ߾Ǵ
ᙖаफ़եϦљᡏϐѦ༊॥ᓀǴ٠
࣪Ѧ༊ᏹբԋҁǶځдۓҔ
ϐҬܰǴᙣຑǴගൔဠ٣
ਡࡕБёՉϐǶ!
)Ο*!ೢჄϩ!
2/!୍ߐ
)2*!ҬܰΓ
B/!ॄೢঁϦљߎᑼࠔҬ
ܰϐౣᔕۓǶ!
C/!ҬܰΓᔈΒຼۓයी
ᆉՏǴᇆѱၗૻǴ
Չᖿ༈!ղᘐϷ॥ᓀຑ
ǴᔕۓᏹբౣǴҗ
ਡ،ज़ਡࡕǴբࣁவ
٣Ҭܰϐ٩ᏵǶ!
D/!٩Ᏽज़Ϸࡽۓϐ
ౣՉҬܰǶ!
E/!ߎᑼѱԖख़εᡂϯǵҬ
ܰΓղᘐςόҔࡽۓ
ϐౣਔǴᒿਔගрຑ
ൔǴख़ཥᔕۓౣǴ
җᕴਡࡕǴբࣁவ
٣Ҭܰϐ٩ᏵǶ!
)3*!Γ!
B/!ՉҬܰዴᇡǶ!
C/!ቩਡҬܰࢂց٩Ᏽ
ज़ᆶࡽۓϐౣՉǶ!
D/!ДՉຑሽǴຑሽൔ
ևਡԿᕴǶ!
E/!ी୍ೀǶ!
F/!٩ᏵՉࡹଣߎᑼᅱ࿎ᆅہ
ೕۓՉҙൔϷϦǶ
)4*!ҬപΓ;ՉҬപҺ୍Ƕ!
)5*!़ғ܄ࠔਡ،ज़!
B/!ᗉᓀ܄Ҭܰϐਡ،ज़ᗉ
ᓀ܄Ҭܰϐਡ،ज़
ဠ٣ߏਡБёࣁϐǴ٠

অ҅చЎ!
ܰǴᔈаᗉᓀࣁҞޑǴҬܰࠔᔈ
ᒧ٬ҔೕᗉϦљ୍ᔼ܌ౢ
ғϐ॥ᓀࣁЬǴԖϐჾձѸᆶ
ϦљჴሞрαҬܰϐѦჾሡ
࣬಄ǴаϦљᡏϣՏȐࡰѦ
ჾԏΕϷЍрȑԾՉ߅ѳࣁচ߾Ǵ
ᙖаफ़եϦљᡏϐѦ༊॥ᓀǴ٠
࣪Ѧ༊ᏹբԋҁǶځдۓҔ
ϐҬܰǴᙣຑǴගൔဠ٣
ਡࡕБёՉϐǶ!
)Ο*!ೢჄϩ!
2/!୍ߐ
)2*!ҬܰΓ
B/!ॄೢঁϦљߎᑼࠔҬ
ܰϐౣᔕۓǶ!
C/!ҬܰΓᔈΒຼۓයी
ᆉՏǴᇆѱၗૻǴ
Չᖿ༈!ղᘐϷ॥ᓀຑ
ǴᔕۓᏹբౣǴҗ
ਡ،ज़ਡࡕǴբࣁவ
٣Ҭܰϐ٩ᏵǶ!
D/!٩Ᏽज़Ϸࡽۓϐ
ౣՉҬܰǶ!
E/!ߎᑼѱԖख़εᡂϯǵҬ
ܰΓղᘐςόҔࡽۓ
ϐౣਔǴᒿਔගрຑ
ൔǴख़ཥᔕۓౣǴ
җᕴਡࡕǴբࣁவ
٣Ҭܰϐ٩ᏵǶ!
)3*!Γ!
B/!ՉҬܰዴᇡǶ!
C/!ቩਡҬܰࢂց٩Ᏽ
ज़ᆶࡽۓϐౣՉǶ!
D/!ДՉຑሽǴຑሽൔ
ևਡԿᕴǶ!
E/!ी୍ೀǶ!
F/!٩ᏵՉࡹଣߎᑼᅱ࿎ᆅہ
ೕۓՉҙൔϷϦǶ
)4*!ҬപΓ;ՉҬപҺ୍Ƕ!
)5*!़ғ܄ࠔਡ،ज़!
B/!ᗉᓀ܄Ҭܰϐਡ،ज़ᗉ
ᓀ܄Ҭܰϐਡ،ज़
ဠ٣ߏਡБёࣁϐǴ٠

অु
җ

చԛ!

চచЎ!
ܭ٣ࡕന߈ԛဠ٣ύ
ගൔഢǶ!
C/!ځдۓҔҬܰǴගൔဠ
٣ਡࡕБёՉϐǶ
D/!ҁϦљڗள܈ೀϩၗౢ٩
ु܌ೀำځ܈ׇдࡓݤ
ೕۓᔈဠ٣೯ၸޣǴӵ
Ԗဠ٣߄Ң౦ЪԖइᒵ
܈ਜय़ᖂܴǴϦљ٠ᔈஒဠ
٣౦ၗଌӚᅱჸΓǶќ
ѦҁϦљऩςᐱҥဠ
٣ޣǴ٩ೕۓஒڗள܈ೀϩ
ၗౢҬܰගൔဠ٣ፕ
ਔǴᔈкϩԵໆӚᐱҥဠ٣
ϐཀـǴᐱҥဠ٣ӵԖϸ
ჹཀߥ܈ـ੮ཀـǴᔈܭ
ဠ٣٣ᒵၩܴǶ!
)Ѥ*!ᕮਏຑ!
2/!ᗉᓀ܄Ҭܰ
)2*аϦљय़༊ԋҁᆶவ
٣़ғߎ܄ᑼҬܰϐ໔܌ౢ
ғཞࣁᕮਏຑ୷ᘵǶ!
)3*ࣁкҽඓඝϷ߄ၲҬܰϐຑ
ሽ॥ᓀǴҁϦљ௦Д่ຑሽБ
ԄຑཞǶ!
)4*୍ߐᔈගٮѦ༊Տຑ
ሽᆶѦ༊ѱو༈Ϸѱϩ
ϒᆅ໘ቫբࣁᆅୖԵ
ᆶࡰҢǶ!
3/!ۓҔҬܰ
аჴሞ܌ౢғཞࣁᕮਏຑ٩
ᏵǴЪीΓۓයஒՏጓᇙ
ൔ߄аගٮᆅ໘ቫୖԵǶ
)ϖ*!ࠨऊᕴᚐϷཞѨज़ϐु!ۓ
2/!ࠨऊᕴᚐ
)2*!ᗉᓀ܄Ҭܰᚐࡋ
୍ߐᔈඓඝϦљᡏ
ՏǴаೕᗉҬܰ॥ᓀǴᗉᓀ܄
ҬܰߎᚐаόຬၸϦљᡏృ
ՏΟϩϐΒࣁज़ǴӵຬрΟ
ϩϐΒᔈևൔᕴਡϐǶ
)3*!ۓҔҬܰ!
୷ܭჹѱᡂϯݩރϐႣ

অ҅చЎ!
ܭ٣ࡕന߈ԛဠ٣ύ
ගൔഢǶ!
C/!ځдۓҔҬܰǴගൔဠ
٣ਡࡕБёՉϐǶ
D/!ҁϦљڗள܈ೀϩၗౢ٩
ु܌ೀำځ܈ׇдࡓݤ
ೕۓᔈဠ٣೯ၸޣǴӵ
Ԗဠ٣߄Ң౦ЪԖइᒵ
܈ਜय़ᖂܴǴϦљ٠ᔈஒဠ
٣౦ၗଌӚᅱჸΓǶќ
ѦҁϦљऩςᐱҥဠ
٣ޣǴ٩ೕۓஒڗள܈ೀϩ
ၗౢҬܰගൔဠ٣ፕ
ਔǴᔈкϩԵໆӚᐱҥဠ٣
ϐཀـǴᐱҥဠ٣ӵԖϸ
ჹཀߥ܈ـ੮ཀـǴᔈܭ
ဠ٣٣ᒵၩܴǶ!
)Ѥ*!ᕮਏຑ!
2/!ᗉᓀ܄Ҭܰ
)2*аϦљय़༊ԋҁᆶவ
٣़ғߎ܄ᑼҬܰϐ໔܌ౢ
ғཞࣁᕮਏຑ୷ᘵǶ!
)3*ࣁкҽඓඝϷ߄ၲҬܰϐຑ
ሽ॥ᓀǴҁϦљ௦Д่ຑሽБ
ԄຑཞǶ!
)4*୍ߐᔈගٮѦ༊Տຑ
ሽᆶѦ༊ѱو༈Ϸѱϩ
ϒᆅ໘ቫբࣁᆅୖԵ
ᆶࡰҢǶ!
3/!ۓҔҬܰ
аჴሞ܌ౢғཞࣁᕮਏຑ٩
ᏵǴЪीΓۓයஒՏጓᇙ
ൔ߄аගٮᆅ໘ቫୖԵǶ
)ϖ*!ࠨऊᕴᚐϷཞѨज़ϐु!ۓ
2/!ࠨऊᕴᚐ
)2*!ᗉᓀ܄Ҭܰᚐࡋ
୍ߐᔈඓඝϦљᡏ
ՏǴаೕᗉҬܰ॥ᓀǴᗉᓀ܄
ҬܰߎᚐаόຬၸϦљᡏృ
ՏΟϩϐΒࣁज़ǴӵຬрΟ
ϩϐΒᔈևൔᕴਡϐǶ
)3*!ۓҔҬܰ!
୷ܭჹѱᡂϯݩރϐႣ

অु
җ

చԛ!

চచЎ!

অ҅చЎ!

ෳǴ୍ள٩ሡाᔕۓ
ෳǴ୍ள٩ሡाᔕۓ
ౣǴගൔᕴǵဠ٣ߏਡ
ౣǴගൔᕴǵဠ٣ߏਡ
ࡕБёՉϐǶҁϦљۓҔ
ࡕБёՉϐǶҁϦљۓҔ
ϐҬܰӄϦљృಕᑈՏ
ϐҬܰӄϦљృಕᑈՏ
ϐࠨऊᕴᚐаऍߎୖٲϡ
ϐࠨऊᕴᚐаऍߎୖٲϡ
ࣁज़ǴຬၸॊϐߎᚐǴሡ
ࣁज़ǴຬၸॊϐߎᚐǴሡ
ၸဠ٣ϐӕཀǴ٩ྣࡹ܄
ၸဠ٣ϐӕཀǴ٩ྣࡹ܄
ϐࡰҢۈёࣁϐǶ!
ϐࡰҢۈёࣁϐǶ!
3/!ཞѨज़ϐुۓ
3/!ཞѨज़ϐुۓ
)2*!ᗉᓀ܄ҬܰΏӧೕᗉ॥ᓀǴځ
)2*!ᗉᓀ܄ҬܰΏӧೕᗉ॥ᓀǴځ
ঁձࠨऊཞѨज़ࣁঁձࠨ
ঁձࠨऊཞѨज़ࣁঁձࠨ
ऊߎᚐϐԭϩϐϖΜǹӄࠨ
ऊߎᚐϐԭϩϐϖΜǹӄࠨ
ऊཞѨज़ࣁӄࠨऊᕴᚐ
ऊཞѨज़ࣁӄࠨऊᕴᚐ
ϐԭϩϐϖΜǶ!
ϐԭϩϐϖΜǶ!
)3*!ӵឦۓҞޑϐҬܰࠨऊǴ
)3*!ӵឦۓҞޑϐҬܰࠨऊǴ
ՏࡌҥࡕǴᔈଶཞᗺаٛЗ
ՏࡌҥࡕǴᔈଶཞᗺаٛЗ
ຬᚐཞѨǶଶཞᗺϐۓǴа
ຬᚐཞѨǶଶཞᗺϐۓǴа
όຬၸҬܰࠨऊߎᚐϐԭϩ
όຬၸҬܰࠨऊߎᚐϐԭϩ
ϐΜϖࣁज़ǴঁձࠨऊཞѨ
ϐΜϖࣁज़ǴঁձࠨऊཞѨ
ߎᚐаόຬၸऍߎࡵϡ܈
ߎᚐаόຬၸऍߎࡵϡ܈
ҬܰӝऊߎᚐԭϩϐΜϖՖ
ҬܰӝऊߎᚐԭϩϐΜϖՖ
ࣁޣեϐߎᚐࣁཞѨज़Ƕҁ
ࣁޣեϐߎᚐࣁཞѨज़Ƕҁ
ϦљۓҞޑϐҬܰ܄ᏹբ
ϦљۓҞޑϐҬܰ܄ᏹբ
ԃࡋཞѨനଯज़ᚐࣁऍߎୖ
ԃࡋཞѨനଯज़ᚐࣁऍߎୖ
ࡵϡǶӵཞѨߎᚐຬၸҬܰ
ࡵϡǶӵཞѨߎᚐຬၸҬܰ
ߎᚐԭϩϐΜਔǴሡջڅևൔ
ߎᚐԭϩϐΜਔǴሡջڅևൔ
ᕴǴ٠ӛဠ٣ൔǴ
ᕴǴ٠ӛဠ٣ൔǴ
ѸाϐӢᔈࡼǶ!
ѸाϐӢᔈࡼǶ!
Βǵ॥ᓀᆅࡼ!
Βǵ॥ᓀᆅࡼ!
)*ߞҔ॥ᓀᆅ;!
)*ߞҔ॥ᓀᆅ;!
୷ܭѱڙӚӢનᡂǴܰԋ
୷ܭѱڙӚӢનᡂǴܰԋ
़ғߎ܄ᑼࠔϐᏹբ॥ᓀǴࡺӧ
़ғߎ܄ᑼࠔϐᏹբ॥ᓀǴࡺӧ
ѱ॥ᓀᆅǴ٩Πӈচ߾Չ;
ѱ॥ᓀᆅǴ٩Πӈচ߾Չ;
2/!ҬܰჹຝǺа୯ϣѦӜߎᑼᐒ
2/!ҬܰჹຝǺа୯ϣѦӜߎᑼᐒ
ᄬࣁЬǶ
ᄬࣁЬǶ
3/!ҬܰࠔǺа୯ϣѦӜߎᑼᐒ
3/!ҬܰࠔǺа୯ϣѦӜߎᑼᐒ
ᄬගٮϐࠔࣁज़Ƕ
ᄬගٮϐࠔࣁज़Ƕ
4/!ҬܰߎᚐǺӕҬܰჹຝϐ҂ؑ
4/!ҬܰߎᚐǺӕҬܰჹຝϐ҂ؑ
ᎍҬܰߎᚐǴаόຬၸᕴᚐ
ᎍҬܰߎᚐǴаόຬၸᕴᚐ
ԭϩϐΜࣁज़Ǵՠᕴਡޣ
ԭϩϐΜࣁज़Ǵՠᕴਡޣ
߾όӧԜज़Ƕ
߾όӧԜज़Ƕ
)Β*!ѱ॥ᓀᆅ;!
)Β*ѱ॥ᓀᆅ;!
аሌՉගٮϐϦ໒Ѧ༊Ҭܰѱ
аሌՉගٮϐϦ໒Ѧ༊Ҭܰѱ

অु
җ

చԛ!

চచЎ!

অ҅చЎ!

ࣁЬǴኩόԵቾයѱǶ!
ࣁЬǴኩόԵቾයѱǶ!
)Ο*!ࢬ܄॥ᓀᆅ;!
)Ο*ࢬ܄॥ᓀᆅ;!
ࣁዴߥѱࢬ܄Ǵӧᒧߎᑼౢ
ࣁዴߥѱࢬ܄Ǵӧᒧߎᑼౢ
ࠔਔаࢬ܄ၨଯ)ջᒿਔёӧѱ
ࠔਔаࢬ܄ၨଯ)ջᒿਔёӧѱ
߅ѳ*ࣁЬǴૼڙҬܰߎޑᑼ
߅ѳ*ࣁЬǴૼڙҬܰߎޑᑼ
ᐒᄬѸԖкޑىၗૻϷᒿਔё
ᐒᄬѸԖкޑىၗૻϷᒿਔё
ӧҺՖѱՉҬܰૈޑΚǶ!
ӧҺՖѱՉҬܰૈޑΚǶ!
)Ѥ*ߎࢬໆ॥ᓀᆅ!
)Ѥ*ߎࢬໆ॥ᓀᆅ!
ࣁዴߥϦљᔼၮၗߎຼᙯᛙۓ
ࣁዴߥϦљᔼၮၗߎຼᙯᛙۓ
܄ǴҁϦљவ٣़ғ܄ࠔҬܰ
܄ǴҁϦљவ٣़ғ܄ࠔҬܰ
ϐၗߎٰྍаԾԖၗߎࣁज़ǴЪ
ϐၗߎٰྍаԾԖၗߎࣁज़ǴЪ
ځᏹբߎᚐᔈԵໆ҂ٰߎԏЍ
ځᏹբߎᚐᔈԵໆ҂ٰߎԏЍ
ႣෳϐၗߎሡǶ!
ႣෳϐၗߎሡǶ!
)ϖ*!բ॥ᓀᆅ!
)ϖ*!բ॥ᓀᆅ!
2/!ᔈዴჴᒥൻϦљᚐࡋǵբ
2/!ᔈዴჴᒥൻϦљᚐࡋǵբ
ࢬำϷયΕϣዽਡǴаᗉխբ
ࢬำϷયΕϣዽਡǴаᗉխբ
॥ᓀǶ
॥ᓀǶ
3/!வ٣़ғ܄ࠔϐҬܰΓϷዴ
3/!வ٣़ғ܄ࠔϐҬܰΓϷዴ
ᇡǵҬപբΓόளϕ࣬ঋҺǶ
ᇡǵҬപբΓόளϕ࣬ঋҺǶ
4/!॥ᓀϐᑽໆǵᅱ࿎ᆶڋΓᔈ
4/!॥ᓀϐᑽໆǵᅱ࿎ᆶڋΓᔈ
ᆶීΓϩឦόӕߐǴ٠ᔈ
ᆶීΓϩឦόӕߐǴ٠ᔈ
ӛဠ٣܈ӛόॄҬܰ܈Տ،
ӛဠ٣܈ӛόॄҬܰ܈Տ،
ೢҺϐଯ໘ЬᆅΓൔǶ
ೢҺϐଯ໘ЬᆅΓൔǶ
5/!़ғ܄ࠔҬܰ܌ԖϐՏԿ
5/!़ғ܄ࠔҬܰ܌ԖϐՏԿ
ϿຼᔈຑԛǴோऩࣁ୍
ϿຼᔈຑԛǴோऩࣁ୍
ሡाᒤϐᗉᓀ܄ҬܰԿϿД
ሡाᒤϐᗉᓀ܄ҬܰԿϿД
ᔈຑΒԛǴځຑൔᔈևଌ
ᔈຑΒԛǴځຑൔᔈևଌ
ဠ٣ϐଯ໘ЬᆅΓǶ
ဠ٣ϐଯ໘ЬᆅΓǶ
)Ϥ*!ࠔ॥ᓀᆅ!
)Ϥ*!ࠔ॥ᓀᆅ!
ϣҬܰΓჹߎᑼࠔᔈॿഢ
ϣҬܰΓჹߎᑼࠔᔈॿഢ
ֹϷ҅ዴϐޕǴ٠ा
ֹϷ҅ዴϐޕǴ٠ा
ሌՉкϩඟ៛॥ᓀǴаᗉխ୍Ҕ
ሌՉкϩඟ៛॥ᓀǴаᗉխ୍Ҕ
ߎᑼࠔ॥ᓀǶ!
ߎᑼࠔ॥ᓀǶ!
)Ύ*!ࡓݤ॥ᓀᆅ;!
)Ύ*!ࡓݤ॥ᓀᆅ;!
ᆶߎᑼᐒᄬᛝޑЎҹᔈၸѦ
ᆶߎᑼᐒᄬᛝޑЎҹᔈၸѦ
༊Ϸ៝ࡓݤ܈୍ݤୢϐߐΓ
༊Ϸ៝ࡓݤ܈୍ݤୢϐߐΓ
ᔠຎࡕǴωё҅ԄᛝǴаᗉխ
ᔠຎࡕǴωё҅ԄᛝǴаᗉխ
ࡓݤ॥ᓀǶ!
ࡓݤ॥ᓀǶ!
Οǵ!ϣዽਡ!ࡋڋ
Οǵ!ϣዽਡ!ࡋڋ
)*!ϣ ዽਡΓᔈۓයᕕှ़ғ܄
)*!ϣ ዽਡΓᔈۓයᕕှ़ғ܄
ࠔҬܰϣڋϐϢ܄Ǵ٠
ࠔҬܰϣڋϐϢ܄Ǵ٠
ࡪДਡҬܰߐჹவ٣़ғ܄
ࡪДਡҬܰߐჹவ٣़ғ܄
ࠔҬܰೀำׇϐᒥӺ٠
ࠔҬܰೀำׇϐᒥӺ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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ϩҬܰൻᕉǴբԋዽਡൔǴ
ϩҬܰൻᕉǴբԋዽਡൔǴ
ӵวख़εၴೕ٣Ǵᔈаਜय़
ӵวख़εၴೕ٣Ǵᔈаਜय़
೯ޕᅱჸΓ٠ӛဠ٣ൔǶ!
೯ޕᅱჸΓ٠ӛဠ٣ൔǶ!
)Β*!ϣ ዽਡΓᔈܭԛԃΒДۭ
٩೯ޕӚᅱჸΓ٣Ǵᔈ
ஒዽਡൔٳӕϣዽਡբԃ
ٳਜय़೯ޕᐱҥဠ٣Ƕ!
)Β*!ϣ ዽਡΓᔈܭԛԃΒДۭ
ࡋਡӛߎᆅҙൔǴЪԿ
ஒዽਡൔٳӕϣዽਡբԃ
ᒨܭԛԃϖДۭஒ౦த٣ׯ
ࡋਡӛߎᆅҙൔǴЪԿ
๓ҙൔߎᆅഢǶ!
ᒨܭԛԃϖДۭஒ౦த٣ׯ
Ѥǵ!ۓයຑБԄ!
๓ҙൔߎᆅഢǶ!
)*!ဠ ٣ᔈଯ໘ЬᆅΓۓය
ᅱ࿎ᆶຑவ٣़ғ܄ࠔҬܰ Ѥǵ!ۓයຑБԄ!
)*!ဠ ٣ᔈଯ໘ЬᆅΓۓය
ࢂցዴჴ٩Ϧљु܌ϐҬܰำׇ
ᅱ࿎ᆶຑவ٣़ғ܄ࠔҬܰ
ᒤǴϷ܍܌ᏼ॥ᓀࢂցӧ
ࢂցዴჴ٩Ϧљु܌ϐҬܰำׇ
܍բጄൎϣǵѱሽຑൔԖ౦
ᒤǴϷ܍܌ᏼ॥ᓀࢂցӧ
தਔ)ӵԖՏςၻཞѨ
܍բጄൎϣǵѱሽຑൔԖ౦
ڙज़*ਔǴᔈҥջӛဠ٣ൔǴ
தਔ)ӵԖՏςၻཞѨ
٠௦ӢᔈϐࡼǶ!
ڙज़*ਔǴᔈҥջӛဠ٣ൔǴ
)Β*!़ ғ܄ࠔҬܰ܌ԖϐՏԿ
٠௦ӢᔈϐࡼǶ!
ϿຼᔈຑԛǴோऩࣁ୍
)Β*!़ ғ܄ࠔҬܰ܌ԖϐՏԿ
ሡाᒤϐᗉᓀ܄ҬܰԿϿД
ϿຼᔈຑԛǴோऩࣁ୍
ᔈຑΒԛǴځຑൔᔈևଌ
ሡाᒤϐᗉᓀ܄ҬܰԿϿД
ဠ٣ϐଯ໘ЬᆅΓǶ!
ᔈຑΒԛǴځຑൔᔈևଌ
ϖǵ!வ٣़ғ܄ࠔҬܰਔǴဠ٣ϐᅱ
ဠ٣ϐଯ໘ЬᆅΓǶ!
࿎ᆅচ߾!
)*!ဠ ٣ᔈࡰۓଯ໘ЬᆅΓᒿਔ ϖǵ!வ٣़ғ܄ࠔҬܰਔǴဠ٣ϐᅱ
࿎ᆅচ߾!
ݙཀ़ғ܄ࠔҬܰ॥ᓀϐᅱ࿎
)*!ဠ ٣ᔈࡰۓଯ໘ЬᆅΓᒿਔ
ᆶڋǴځᆅচ߾ӵΠǺ!
ݙཀ़ғ܄ࠔҬܰ॥ᓀϐᅱ࿎
ۓයຑҞ٬Ҕϐ॥ᓀᆅ
ᆶڋǴځᆅচ߾ӵΠǺ!
ࡼࢂց٠ዴჴ٩ҁྗ߾ϷϦ
2/!ۓයຑҞ٬Ҕϐ॥ᓀᆅ
љु܌ϐவ٣़ғ܄ࠔҬܰೀ
ำׇᒤǶ!
ࡼࢂց٠ዴჴ٩ҁྗ߾ϷϦ
ᅱ࿎ҬܰϷཞǴวԖ౦
љۓु܌ϐவ٣़ғ܄ࠔҬܰ
த٣ਔǴᔈ௦ڗѸाϐӢᔈ
ೀำׇᒤǶ
ࡼǴ٠ҥջӛဠ٣ൔǶ!
3/!ᅱ࿎ҬܰϷཞǴวԖ౦
ҁϦљऩςᐱҥဠ٣ޣǴဠ٣
த٣ਔǴᔈ௦ڗѸाϐӢᔈ
ᔈԖᐱҥဠ٣рৢ٠߄ҢཀـǶ
ࡼǴ٠ҥջӛဠ٣ൔǶ
)Β*! ۓයຑவ٣़ғ܄ࠔҬܰϐ
ҁϦљऩςᐱҥဠ٣ޣǴဠ٣
ᕮਏࢂց಄ӝࡽۓϐᔼౣϷ
ᔈԖᐱҥဠ٣рৢ٠߄ҢཀـǶ
܍ᏼϐ॥ᓀࢂցӧϦљڙ܍
)Β*! ۓයຑவ٣़ғ܄ࠔҬܰϐ
ϐጄൎǶ!
ᕮਏࢂց಄ӝࡽۓϐᔼౣϷ
)Ο*!ҁ Ϧљவ٣़ғ܄ࠔҬܰਔǴ
܍ᏼϐ॥ᓀࢂցӧϦљڙ܍
٩ु܌வ٣़ғ܄ࠔҬܰೀ
ϐጄൎǶ!
ำׇೕۓ࣬ᜢΓᒤޣǴ
)Ο*!ҁ Ϧљவ٣़ғ܄ࠔҬܰਔ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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٣ࡕᔈගൔന߈යဠ٣Ƕ!
)Ѥ*!ҁ Ϧљவ٣़ғ܄ࠔҬܰਔǴ
ᔈࡌҥഢᛛǴ൩வ٣़ғ܄
ࠔҬܰϐᅿᜪǵߎᚐǵဠ٣೯
ၸВයϷ٩ҁచಃѤಃȐΒȑ
ීǵಃϖಃȐȑϷಃȐΒȑ
ීᔈቩຑϐ٣Ǵ၁ϒฦၩ
ܭഢᛛഢǶ

অ҅చ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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٩ۓु܌வ٣़ғ܄ࠔҬܰೀ
ำׇೕۓ࣬ᜢΓᒤ
ޣǴ٣ࡕᔈගൔന߈යဠ٣Ƕ
)Ѥ*!ҁ Ϧљவ٣़ғ܄ࠔҬܰਔǴ
ᔈࡌҥഢᛛǴ൩வ٣़ғ܄
ࠔҬܰϐᅿᜪǵߎᚐǵဠ٣೯
ၸВයϷ٩ҁచಃѤಃȐΒȑ
ීǵಃϖಃȐȑϷಃȐΒȑ
ීᔈቩຑϐ٣Ǵ၁ϒฦၩ
ܭഢᛛഢǶ!
ಃΜѤచ!ᒤӝٳǵϩപǵԏᖼި܈ҽڙᡣϐೀ ᒤӝٳǵϩപǵԏᖼި܈ҽڙᡣϐೀ ଛӝݤ
зঅु
ำ!ׇ
ำ!ׇ
ǵ!ຑϷբำ!ׇ
ǵ!ຑϷբำ!ׇ
)*!ҁ Ϧљᒤӝٳǵϩപǵԏᖼ܈
)*!ҁ Ϧљᒤӝٳǵϩപǵԏᖼ܈
ިҽڙᡣਔہەፎࡓৣǵीৣ
ިҽڙᡣਔہەፎࡓৣǵीৣ
Ϸ܍ᎍӅӕࣴۓݤำׇႣ
Ϸ܍ᎍӅӕࣴۓݤำׇႣ
ीਔ໔߄ǴЪಔᙃਢλಔ٩ྣ
ीਔ໔߄ǴЪಔᙃਢλಔ٩ྣ
ۓݤำׇՉϐǶ٠ܭє໒ဠ٣
ۓݤำׇՉϐǶ٠ܭє໒ဠ٣
،Ǵہፎीৣǵࡓৣ܈
،Ǵہፎीৣǵࡓৣ܈
܍چᎍ൩ඤިКٯǵԏᖼሽ
܍چᎍ൩ඤިКٯǵԏᖼሽ
܈ଛวިܿϐߎځ܈дౢ
܈ଛวިܿϐߎځ܈дౢ
ϐӝ߄܄ҢཀـǴගൔဠ٣
ϐӝ߄܄ҢཀـǴගൔဠ٣
ፕ೯ၸǶՠҁϦљӝޔځٳௗ܈
ፕ೯ၸǶՠҁϦљӝޔځٳௗ܈
໔ௗԖԭϐԭςวՉިҽ܈ၗ
໔ௗԖԭϐԭςวՉިҽ܈ၗ
ҁᕴᚐϐηϦљǴޔځ܈ௗ܈໔ௗ
ҁᕴᚐϐηϦљǴޔځ܈ௗ܈໔ௗ
ԖԭϩϐԭςวՉިҽ܈ၗҁ
ԖԭϩϐԭςวՉިҽ܈ၗҁ
ᕴᚐϐηϦљ໔ϐӝٳǴளխڗள
ᕴᚐϐηϦљ໔ϐӝٳǴளխڗள
໒ৎрڀϐӝ܄ཀـǶ!
໒ৎрڀϐӝ܄ཀـǶ!
)Β*!ҁ Ϧљᔈஒӝٳǵϩപ܈ԏᖼख़
)Β*!ҁ Ϧљᔈஒӝٳǵϩപ܈ԏᖼख़
ाऊۓϣϷ࣬ᜢ٣Ǵܿިܭ
ाऊۓϣϷ࣬ᜢ٣Ǵܿިܭ
໒ᇙբठިܿϐϦ໒Ў
໒ᇙբठިܿϐϦ໒Ў
ҹǴٳҁచಃಃȐȑීϐ
ҹǴٳҁచಃಃȐȑීϐ
ৎཀـϷިܿϐ໒೯ޕ
ৎཀـϷިܿϐ໒೯ޕ
ٳҬбިܿǴаբࣁࢂցӕཀ၀
ٳҬбިܿǴаբࣁࢂցӕཀ၀
ӝٳǵϩപ܈ԏᖼਢϐୖԵǶՠ
ӝٳǵϩപ܈ԏᖼਢϐୖԵǶՠ
٩ځдࡓݤೕۓளխє໒ިܿ
٩ځдࡓݤೕۓளխє໒ިܿ
،ӝٳǵϩപ܈ԏᖼ٣ޣǴ
،ӝٳǵϩപ܈ԏᖼ٣ޣǴ
όӧԜज़ǶќѦǴୖᆶӝٳǵϩ
όӧԜज़ǶќѦǴୖᆶӝٳǵϩ
പ܈ԏᖼϐϦљǴҺБϐިܿ
പ܈ԏᖼϐϦљǴҺБϐިܿ
ǴӢрৢΓኧǵ߄،ό܈ى
ǴӢрৢΓኧǵ߄،ό܈ى
ځдࡓݤज़ڋǴठคݤє໒ǵ،
ځдࡓݤज़ڋǴठคݤє໒ǵ،
Ǵ܈ਢᎁިܿց،Ǵୖᆶӝ
Ǵ܈ਢᎁިܿց،Ǵୖᆶӝ
ٳǵϩപ܈ԏᖼϐϦљᔈҥջჹѦ
ٳǵϩപ܈ԏᖼϐϦљᔈҥջჹ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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Ϧ໒ᇥܴวғচӢǵࡕុೀբ
Ϧ໒ᇥܴวғচӢǵࡕុೀբ
ϷႣीє໒ިܿϐВයǶ!
ϷႣीє໒ިܿϐВයǶ!
Βǵ!ځдᔈՉݙཀ٣!
Βǵ!ځдᔈՉݙཀ٣!
)*ୖᆶӝٳǵϩപ܈ԏᖼϐϦљନ
)*ୖᆶӝٳǵϩപ܈ԏᖼϐϦљନ
ځдࡓݤќԖೕ܈ۓԖਸӢન
ځдࡓݤќԖೕ܈ۓԖਸӢન
٣ӃൔҁӕཀޣѦǴᔈܭӕ
٣ӃൔҁӕཀޣѦǴᔈܭӕ
Ϻє໒ဠ٣ϷިܿǴ،
Ϻє໒ဠ٣ϷިܿǴ،
ӝٳǵϩപ܈ԏᖼ࣬ᜢ٣Ƕ!
ӝٳǵϩപ܈ԏᖼ࣬ᜢ٣Ƕ!
ୖᆶިҽڙᡣϐϦљନځдࡓݤ
ୖᆶިҽڙᡣϐϦљନځдࡓݤ
ќԖೕ܈ۓԖਸӢન٣Ӄൔ
ќԖೕ܈ۓԖਸӢન٣Ӄൔ
ҁӕཀޣѦǴᔈܭӕϺє໒
ҁӕཀޣѦǴᔈܭӕϺє໒
ဠ٣Ƕ!
ဠ٣Ƕ!
ୖ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ᡣϐѱި܈౻ӧچᔼೀ
ᡣϐѱި܈౻ӧچᔼೀ
܌ວ፤ϐϦљǴᔈஒΠӈၗբ
܌ວ፤ϐϦљǴᔈஒΠӈၗբ
ԋֹਜय़इᒵǴ٠ߥӸϖԃǴ
ԋֹਜय़इᒵǴ٠ߥӸϖԃǴ
ഢٮਡǺ!
ഢٮਡǺ!
2/!Γ୷ҁၗǺхࡴ৲Ϧ໒
2/!Γ୷ҁၗǺхࡴ৲Ϧ໒
܌Ԗୖᆶӝٳǵϩപǵԏᖼި܈
܌Ԗୖᆶӝٳǵϩപǵԏᖼި܈
ҽڙᡣीฝ܈ीฝՉϐΓǴځ
ҽڙᡣीฝ܈ीฝՉϐΓǴځ
ᙍᆀǵۉӜǵيϩӷဦȐӵࣁ
ᙍᆀǵۉӜǵيϩӷဦȐӵࣁ
Ѧ୯Γ߾ࣁៈྣဦዸȑǶ
Ѧ୯Γ߾ࣁៈྣဦዸȑǶ
3/!ख़ा٣ВයǺхࡴᛝुཀӛਜ
3/!ख़ा٣ВයǺхࡴᛝुཀӛਜ
܈ഢבᒵǵૼہ୍៝ࡓݤ܈
܈ഢבᒵǵૼہ୍៝ࡓݤ܈
ୢǵᛝुࠨऊϷဠ٣ВයǶ
ୢǵᛝुࠨऊϷဠ٣ВයǶ
4/!ख़ाਜҹϷ٣ᒵǺхࡴӝٳǵ
4/!ख़ाਜҹϷ٣ᒵǺхࡴӝٳǵ
ϩപǵԏᖼި܈ҽڙᡣीฝǴཀ
ϩപǵԏᖼި܈ҽڙᡣीฝǴཀ
ӛਜ܈ഢבᒵǵख़ाࠨऊϷဠ٣
ӛਜ܈ഢבᒵǵख़ाࠨऊϷဠ٣
٣ᒵਜҹǶ
٣ᒵਜҹǶ
ୖ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ᡣϐѱި܈౻ӧچᔼೀ
ᡣϐѱި܈౻ӧچᔼೀ
܌ວ፤ϐϦљǴᔈܭဠ٣،
܌ວ፤ϐϦљǴᔈܭဠ٣،
೯ၸϐջВଆᆉΒВϣǴஒ
೯ၸϐջВଆᆉΒВϣǴஒҞ
ಃීϷಃΒීၗǴ٩ೕۓ
2/ಃීϷ3/ಃΒීၗǴ٩ೕۓ
ԄаᆛሞᆛၡၗૻسҙൔǶ
ԄаᆛሞᆛၡၗૻسҙൔǶ
ୖ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ᡣϐϦљԖߚឦѱި܈౻ӧ
ᡣϐϦљԖߚឦѱި܈౻ӧ
چᔼೀ܌ວ፤ϐϦљޣǴ
چᔼೀ܌ວ፤ϐϦљޣǴ
ѱި܈౻ӧچᔼೀ܌ວ፤
ѱި܈౻ӧچᔼೀ܌ວ፤
ϐϦљᔈᆶځᛝुڐǴ٠٩ಃ
ϐϦљᔈᆶځᛝुڐǴ٠٩ಃ
ΟϷಃѤೕۓᒤǶ
ΟϷಃѤΒҞೕۓᒤǶ
)Β*!٣ ߥஏ܍ᒍǺ܌Ԗୖᆶޕ܈
)Β*!٣ ߥஏ܍ᒍǺ܌Ԗୖᆶޕ܈
Ϧљӝٳǵϩപǵԏᖼި܈ҽڙ
Ϧљӝٳǵϩപǵԏᖼި܈ҽ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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চచЎ!
ᡣीฝϐΓǴᔈрڀਜय़ߥஏ܍
ᒍǴӧૻ৲Ϧ໒Ǵόளஒीฝ
ϐϣჹѦࢻ៛ǴҭόளԾՉ܈
ճҔдΓӜကວ፤ᆶӝٳǵϩ
പǵԏᖼި܈ҽڙᡣਢ࣬ᜢϐ܌
ԖϦљϐި౻ϷځдڀԖި܄
፦ϐԖሽچǶ!
)Ο*!ඤ ިК܈ٯԏᖼሽϐुۓᆶᡂ
׳চ߾Ǻୖᆶӝٳǵϩപǵԏᖼ
ި܈ҽڙᡣϐϦљᔈܭᚈБဠ٣
ہፎीৣǵࡓৣ܈܍چ
ᎍ൩ඤިКٯǵԏᖼሽ܈ଛ
วިܿϐߎځ܈дౢϐӝ
߄܄Ңཀ!ـ٠ගൔިܿǶ!ඤ
ިК܈ٯԏᖼሽচ߾όளҺ
ཀᡂ׳Ǵՠςࠨܭऊύुۓளᡂ
׳ϐచҹǴ٠ςჹѦϦ໒ඟ៛
ޣǴόӧԜज़ǶඤިК܈ٯԏᖼ
ሽளᡂ׳చҹӵΠǺ!
2/!ᒤ   ߎ ቚ ၗ ǵ ว Չ ᙯ ඤ Ϧ љ
ǵคᓭଛިǵวՉߕᇡިϦ
љǵߕᇡިձިǵᇡި
ᏧϷځдڀԖި܄፦ϐԖሽ
چǶ
3/!ೀϩϦљख़εၗౢቹៜϦљ
୍୍ϐՉࣁǶ
4/!วғख़ε্ؠǵೌמख़εᡂॠቹ
ៜϦљިܿ܈چሽ٣Ƕ
5/!ୖ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ᡣϐϦљҺБ٩ݤວӣᙒި
ϐፓǶ
6/!ୖ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ᡣϐЬᡏ܈ৎኧวғቚ෧ᡂǶ
7/!ςࠨܭऊύुۓளᡂ׳ϐځдచ
ҹǴ٠ςჹѦϦ໒ඟ៛ޣǶ
)Ѥ*!ࠨ ऊᔈၩϣǺӝٳǵϩപǵԏ
ᖼި܈ҽڙᡣϦљϐࠨऊନ٩Ϧ
љݤಃΟԭΜΎϐచϷҾ
ٳᖼݤಃΒΜΒచೕۓѦǴ٠ᔈ
ၩܴΠӈ٣Ƕ!
2/!ၴऊϐೀǶ
3/!ӢӝٳԶྐ܈ϩപϐϦљ
ςวՉڀԖި܄፦Ԗሽ܈چ

অ҅చЎ!
ᡣीฝϐΓǴᔈрڀਜय़ߥஏ܍
ᒍǴӧૻ৲Ϧ໒Ǵόளஒीฝ
ϐϣჹѦࢻ៛ǴҭόளԾՉ܈
ճҔдΓӜကວ፤ᆶӝٳǵϩ
പǵԏᖼި܈ҽڙᡣਢ࣬ᜢϐ܌
ԖϦљϐި౻ϷځдڀԖި܄
፦ϐԖሽچǶ!
)Ο*!ඤ ިК܈ٯԏᖼሽϐुۓᆶᡂ
׳চ߾Ǻୖᆶӝٳǵϩപǵԏᖼ
ި܈ҽڙᡣϐϦљᔈܭᚈБဠ٣
ہፎीৣǵࡓৣ܈܍چ
ᎍ൩ඤިКٯǵԏᖼሽ܈ଛ
วިܿϐߎځ܈дౢϐӝ
߄܄Ңཀ!ـ٠ගൔިܿǶ!ඤ
ިК܈ٯԏᖼሽচ߾όளҺ
ཀᡂ׳Ǵՠςࠨܭऊύुۓளᡂ
׳ϐచҹǴ٠ςჹѦϦ໒ඟ៛
ޣǴόӧԜज़ǶඤިК܈ٯԏᖼ
ሽளᡂ׳చҹӵΠǺ!
2/!ᒤ   ߎ ቚ ၗ ǵ ว Չ ᙯ ඤ Ϧ љ
ǵคᓭଛިǵวՉߕᇡިϦ
љǵߕᇡިձިǵᇡި
ᏧϷځдڀԖި܄፦ϐԖሽ
چǶ
3/!ೀϩϦљख़εၗౢቹៜϦљ
୍୍ϐՉࣁǶ
4/!วғख़ε্ؠǵೌמख़εᡂॠቹ
ៜϦљިܿ܈چሽ٣Ƕ
5/!ୖ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ᡣϐϦљҺБ٩ݤວӣᙒި
ϐፓǶ
6/!ୖ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ᡣϐЬᡏ܈ৎኧวғቚ෧ᡂǶ
7/!ςࠨܭऊύुۓளᡂ׳ϐځдచ
ҹǴ٠ςჹѦϦ໒ඟ៛ޣǶ
)Ѥ*!ࠨ ऊᔈၩϣǺӝٳǵϩപǵԏ
ᖼި܈ҽڙᡣϦљϐࠨऊନ٩Ϧ
љݤಃΟԭΜΎϐచϷҾ
ٳᖼݤಃΒΜΒచೕۓѦǴ٠ᔈ
ၩܴΠӈ٣Ƕ!
2/!ၴऊϐೀǶ
3/!ӢӝٳԶྐ܈ϩപϐϦљ
ςวՉڀԖި܄፦Ԗሽ܈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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җ

ςວӣϐᙒިϐೀচ߾Ƕ!
ςວӣϐᙒިϐೀচ߾Ƕ!
4/!ୖᆶϦљܭीᆉඤިКྗ୷ٯВ
4/!ୖᆶϦљܭीᆉඤިКྗ୷ٯВ
ࡕǴள٩ݤວӣᙒިϐኧໆϷ
ࡕǴள٩ݤວӣᙒިϐኧໆϷ
ځೀচ߾Ƕ
ځೀচ߾Ƕ
5/!ୖᆶЬᡏ܈ৎኧวғቚ෧ᡂϐ
5/!ୖᆶЬᡏ܈ৎኧวғቚ෧ᡂϐ
ೀБԄǶ
ೀБԄǶ
6/!ႣीीฝՉࡋǵႣीֹԋВำǶ
6/!ႣीीฝՉࡋǵႣीֹԋВำǶ
7/!ीฝၻය҂ֹԋਔǴ٩ݤзᔈє
7/!ीฝၻය҂ֹԋਔǴ٩ݤзᔈє
໒ިܿϐႣۓє໒Вය࣬ᜢ
໒ިܿϐႣۓє໒Вය࣬ᜢ
ೀำׇǶ
ೀำׇǶ
)ϖ*!ୖ 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ϖ*!ୖ 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ᡣϐϦљуኧ౦ਔǺୖᆶӝ
ᡣϐϦљуኧ౦ਔǺୖᆶӝ
ٳǵϩപǵԏᖼި܈ҽڙᡣϐϦ
ٳǵϩപǵԏᖼި܈ҽڙᡣϐϦ
љҺՖБܭၗૻჹѦϦ໒ࡕǴ
љҺՖБܭၗૻჹѦϦ໒ࡕǴ
ӵᔕӆᆶځдϦљՉӝٳǵϩ
ӵᔕӆᆶځдϦљՉӝٳǵϩ
പǵԏᖼި܈ҽڙᡣǴନୖᆶৎ
പǵԏᖼި܈ҽڙᡣǴନୖᆶৎ
ኧ෧ϿǴЪިܿς،٠
ኧ෧ϿǴЪިܿς،٠
ဠ٣ளᡂ׳ज़ޣǴୖᆶϦљ
ဠ٣ளᡂ׳ज़ޣǴୖᆶϦљ
ளխє໒ިܿख़Չ،ѦǴচ
ளխє໒ިܿख़Չ،ѦǴচ
ӝٳǵϩപǵԏᖼި܈ҽڙᡣਢ
ӝٳǵϩപǵԏᖼި܈ҽڙᡣਢ
ύǴςՉֹԋϐำࡓݤ܈ׇՉ
ύǴςՉֹԋϐำࡓݤ܈ׇՉ
ࣁǴᔈҗ܌ԖୖᆶϦљख़ՉࣁϐǶ
ࣁǴᔈҗ܌ԖୖᆶϦљख़ՉࣁϐǶ
)Ϥ*!ୖ 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Ϥ*!ୖ ᆶӝٳǵϩപǵԏᖼި܈ҽڙ
ᡣϐϦљԖߚឦϦ໒วՉϦљ
ᡣϐϦљԖߚឦϦ໒วՉϦљ
ޣǴҁϦљᔈᆶځᛝुڐǴ٠
ޣǴҁϦљᔈᆶځᛝुڐǴ٠
٩ҁచಃΒȐȑීє໒ဠ٣
٩ҁచಃΒȐȑීє໒ဠ٣
ВයǵಃȐΒȑී٣ߥஏ܍
ВයǵಃȐΒȑී٣ߥஏ܍
ᒍǵಃȐϖȑීୖᆶӝٳǵϩപǵ
ᒍǵಃȐϖȑීୖᆶӝٳǵϩപǵ
ԏᖼި܈ҽڙᡣϐϦљуኧ౦
ԏᖼި܈ҽڙᡣϐϦљуኧ౦
ϐೕۓᒤǶ
ϐೕۓᒤǶ!
ಃΜϖచ!ၗૻϦ໒ඟ៛ำ!ׇ
ၗૻϦ໒ඟ៛ำ!ׇ
ଛӝݤ
ǵ!ᔈϦҙൔҞϷϦҙൔྗ!
ǵ!ᔈϦҙൔҞϷϦҙൔྗ!
зঅु
)*ӛᜢ߯Γڗள܈ೀϩόౢǴ܈
)*!ӛ ᜢ߯Γڗள܈ೀϩόౢځ܈
ᆶᜢ߯Γࣁڗள܈ೀϩόౢѦ
٬ҔၗౢǴ܈ᆶᜢ߯Γࣁڗள
ϐځдၗౢЪҬܰߎᚐၲϦљჴ
܈ೀϩόౢځ܈٬ҔၗౢѦ
ԏၗҁᚐԭϩϐΒΜǵᕴၗౢԭ
ϐځдၗౢЪҬܰߎᚐၲϦљჴ
ϩϐΜ܈ཥᆵჾΟሹϡаǶՠ
ԏၗҁᚐԭϩϐΒΜǵᕴၗౢԭ
ວ፤Ϧǵߕວӣǵ፤ӣచҹϐ
ϩϐΜ܈ཥᆵჾΟሹϡаǶՠ
چǵҙᖼ܈ວӣ୯ϣچၗ
ວ፤୯ϣϦǵߕວӣǵ፤ӣచ
ߞૼ٣วՉϐჾѱ୷ߎǴ
ҹϐچǵҙᖼ܈ວӣ୯ϣچ
όӧԜज़Ƕ!
ၗߞૼ٣วՉϐჾѱ୷
)Β*!Չӝٳǵϩപǵԏᖼި܈ҽڙᡣǶ
ߎǴόӧԜज़Ƕ!
)Ο*!வ ٣़ғ܄ࠔҬܰཞѨၲु܌
)Β*!Չӝٳǵϩപǵԏᖼި܈ҽڙᡣǶ

చԛ!

চచЎ!

অ҅చЎ!

ೀำׇೕۓϐӄঁ܈ձࠨऊ
)Ο*!வ ٣़ғ܄ࠔҬܰཞѨၲु܌
ཞѨज़ߎᚐǶ!
ೀำׇೕۓϐӄঁ܈ձࠨऊ
)Ѥ*! ڗள܈ೀϩϐၗౢᅿᜪឦٮᔼ
ཞѨज़ߎᚐǶ!
٬ҔϐഢǴЪځҬܰჹຝߚࣁ
)Ѥ*! ڗள܈ೀϩϐၗౢᅿᜪឦٮᔼ
ᜢ߯ΓǴҬܰߎᚐ٠ၲΠӈೕۓ
٬Ҕϐഢځ܈٬ҔၗౢǴЪ
ځҬܰჹຝߚࣁᜢ߯ΓǴҬܰߎ
ϐǺ!
ᚐ٠ၲΠӈೕۓϐǺ!
2/!ჴԏၗҁᚐ҂ၲཥᆵჾԭሹϐ
2/!ჴԏၗҁᚐ҂ၲཥᆵჾԭሹϐ
Ϧ໒วՉϦљǴҬܰߎᚐၲཥᆵ
Ϧ໒วՉϦљǴҬܰߎᚐၲཥᆵ
ჾϖሹϡаǶ
ჾϖሹϡаǶ
3/!ჴԏၗҁᚐၲཥᆵჾԭሹϡа
3/!ჴԏၗҁᚐၲཥᆵჾԭሹϡа
ϐϦ໒วՉϦљǴҬܰߎᚐၲ
ϐϦ໒วՉϦљǴҬܰߎᚐၲ
ཥᆵჾΜሹϡаǶ
ཥᆵჾΜሹϡаǶ
)ϖ*!а ԾӦࡌہǵચӦࡌہǵӝࡌϩ
)ϖ*!а ԾӦࡌہǵચӦࡌہǵӝࡌϩ
ࡂǵӝࡌϩԋǵӝࡌϩ୧БԄڗ
ࡂǵӝࡌϩԋǵӝࡌϩ୧БԄڗ
ளόౢǴϦљႣीΕϐҬܰ
ளόౢǴЪځҬܰჹຝߚࣁᜢ
ߎᚐၲཥᆵჾϖሹϡаǶ!
)Ϥ*!ନ ϖීаѦϐၗౢҬܰǵߎᑼ
߯ΓǴϦљႣीΕϐҬܰߎᚐ
ᐒᄬೀϩ܈வ٣εഌӦ
ၲཥᆵჾϖሹϡаǶ!
ၗǴځҬܰߎᚐၲϦљჴԏၗҁ
)Ϥ*!ନ ϖීаѦϐၗౢҬܰǵߎᑼ
ᚐԭϩϐΒΜ܈ཥᆵჾΟሹϡа
ᐒᄬೀϩ܈வ٣εഌӦ
ޣǶՠΠӈόӧԜज़Ǻ!
ၗǴځҬܰߎᚐၲϦљჴԏၗҁ
2/!ວ፤ϦǶ
ᚐԭϩϐΒΜ܈ཥᆵჾΟሹϡа
3/!ວ፤ߕວӣǵ፤ӣచҹϐچǵ
ޣǶՠΠӈόӧԜज़Ǻ!
ҙᖼ܈ວӣ୯ϣچၗߞૼ٣
2/!ວ፤୯ϣϦǶ
วՉϐჾѱ୷ߎǶ
3/!ວ፤ߕວӣǵ፤ӣచҹϐچǵ
ॊҬܰߎᚐϐीᆉБԄӵΠǴЪ܌ᆀ
ҙᖼ܈ວӣ୯ϣچၗߞૼ٣
ԃϣ߯аҁԛҬܰ٣ჴวғϐВࣁ
วՉϐჾѱ୷ߎǶ
୷ྗǴ۳ଓྉᆉԃǴς٩ೕۓϦ
ॊҬܰߎᚐϐीᆉБԄӵΠǴЪ܌ᆀ
ϩխӆीΕǶ!
ԃϣ߯аҁԛҬܰ٣ჴวғϐВࣁ
2/!ҬܰߎᚐǶ
୷ྗǴ۳ଓྉᆉԃǴς٩ೕۓϦ
3/!ԃϣಕᑈᆶӕ࣬ჹΓڗள܈ೀ
ϩխӆीΕǶ!
ϩӕ܄፦ޑҬܰϐߎᚐǶ
2/ҬܰߎᚐǶ
4/!ԃϣಕᑈڗள܈ೀϩ)ڗளǵೀϩ
3/ԃϣಕᑈᆶӕ࣬ჹΓڗள܈ೀ
ϩձಕᑈ*ӕ໒วीฝόౢϐߎ
ϩӕ܄፦ޑҬܰϐߎᚐǶ
ᚐǶ
4/ԃϣಕᑈڗள܈ೀϩ)ڗளǵೀϩ
5/!ԃϣಕᑈڗள܈ೀϩ)ڗளǵೀϩ
ϩձಕᑈ*ӕ໒วीฝόౢځ܈
ϩձಕᑈ*ӕԖሽچϐߎᚐǶ
٬ҔၗౢϐߎᚐǶ
Βǵ!ᒤϦϷҙൔϐਔज़!
5/ԃϣಕᑈڗள܈ೀϩ)ڗளǵೀϩ
ҁϦљڗள܈ೀϩၗౢǴڀԖҁำׇ
ϩձಕᑈ*ӕԖሽچϐߎᚐǶ
ु܌ᔈϦҞЪҬܰߎᚐၲҁచᔈ Βǵ!ᒤϦϷҙൔϐਔज़!
ϦҙൔྗޣǴᔈܭ٣ჴวғϐջ
ҁϦљڗள܈ೀϩၗౢǴڀԖҁำׇ
ВଆᆉΒВϣᒤϦҙൔǶ
ु܌ᔈϦҞЪҬܰߎᚐၲҁచᔈ
Οǵ!Ϧҙൔำ!ׇ
ϦҙൔྗޣǴᔈܭ٣ჴวғϐ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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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ҁ Ϧљᔈஒ࣬ᜢၗૻߎܭᑼᅱ࿎
ВଆᆉΒВϣᒤϦҙൔǶ
ᆅہࡰۓᆛઠᒤϦҙ Οǵ!Ϧҙൔำ!ׇ
ൔǶ!
)*!ҁ Ϧљᔈஒ࣬ᜢၗૻߎܭᑼᅱ࿎
)Β*ҁϦљᔈࡪДஒҁϦљϷߚឦ୯
ᆅہࡰۓᆛઠᒤϦҙ
ϣϦ໒วՉϐηϦљᄒԿДۭ
ൔǶ!
Зவ٣़ғ܄ࠔҬܰϐ٩
)Β*ҁϦљᔈࡪДஒҁϦљϷߚឦ୯
ೕۓԄǴܭДΜВᒡΕߎ
ϣϦ໒วՉϐηϦљᄒԿДۭ
ᆅࡰۓϐၗૻҙൔᆛઠǶ!
Зவ٣़ғ܄ࠔҬܰϐ٩
)Ο*ҁϦљ٩ೕۓᔈϦҞӵܭϦ
ೕۓԄǴܭДΜВᒡΕߎ
ਔԖᒱᇤ܈લᅅԶᔈϒံ҅
ᆅࡰۓϐၗૻҙൔᆛઠǶ!
ਔǴᔈޕܭϐջВଆᆉΒВϣ
)Ο*ҁϦљ٩ೕۓᔈϦҞӵܭϦ
٩࣬ᜢݤзೕۓख़ՉϦҙൔǶ
ਔԖᒱᇤ܈લᅅԶᔈϒံ҅
)Ѥ*!ҁϦљڗள܈ೀϩၗౢǴᔈஒ࣬ᜢ
ਔǴᔈޕܭϐջВଆᆉΒВϣ
ࠨऊǵ٣ᒵǵഢᛛǵሽൔǵ
٩࣬ᜢݤзೕۓख़ՉϦҙൔǶ
ीৣǵࡓৣ܈܍چᎍϐཀـ
)Ѥ*!ҁϦљڗள܈ೀϩၗౢǴᔈஒ࣬ᜢ
ਜഢܭҁϦљǴନځдࡓݤќ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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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伸興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資金貸與他人及背書保證作業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
理由

配合法
第一條 目的
目的
為使本公司有關資金貸與他人及對外背 為使本公司有關資金貸與他人及對外背書 令修訂
書保證事項，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辦法。但 保證事項，有所遵循特訂定本辦法。但其
其他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他金融相關法令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依公司
適用範圍
第三條 適用範圍
現行狀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之對象：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之對象：
(一)應以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或有 況修訂
(一)應以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或有
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公司或
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的公司或
行號為限。
行號為限。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的公司或
(二)有短期融通資金必要的公司或
行號以下列情形為限：
行號以下列情形為限：
1.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二十以
1.本公司持股達百分之二十以
上之公司因業務需要而須融
上之公司因業務需要而須融
通者。
通者。
2.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
2.其他經本公司董事會同意資
金貸與者。
金貸與者。
二、本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融資背 二、本程序所稱之背書保證包括融資背
書保證、關稅背書保證及其他背書保
書保證、關稅背書保證及其他背書保
證三大類別：
證三大類別：
(一)融資背書保證：係指客票貼現融
(一)融資背書保證：係指客票貼現融
資，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
資，為他公司融資之目的所為之
背書或保證，及為本公司融資之
背書或保證，及為本公司融資之
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
目的而另開立票據予非金融事
業作擔保者。
業作擔保者。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本公司或他
(二)關稅背書保證：係指本公司或他
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
公司有關關稅事項所為之背書
或保證。
或保證。
(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歸類列
(三)其他背書保證：係指無法歸類列
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入前二項之背書或保證事項。
三、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之對象：
三、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之對象：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一)有業務往來之公司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二)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之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
(三)直接及間接對公司持有表決權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之股份超過百分之五十之公司。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公司
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
間，得為背書保證，且其金額不

條次

原條文

修正條文

修訂
理由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
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十。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
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
書保證，不在此限。
書保證，不在此限。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
前項所稱出資，係指本公司直接
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出資或透過持有表決權股份百
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分之百之公司出資。
四、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 四、本程序所稱子公司及母公司，應依證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
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之規定
認定之。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
認定之。本公司財務報告係以國際財
務報導準則編製者，本程序所稱之淨
務報導準則編製者，本程序所稱之淨
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值，係指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準
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
則規定之資產負債表歸屬於母公司
業主之權益。
業主之權益。
配合法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之額度
第四條 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之額度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對象若屬與本公司 一、本公司資金貸與對象若屬與本公司 令修訂
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
有業務往來之公司或行號，個別貸與
金額不得超過前一年度雙方間進貨
金額不得超過前一年度雙方間進貨
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或銷貨金額孰高者。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對象無論係有業務 二、本公司資金貸與對象無論係有業務
往來或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對於
往來或有短期融通資金之必要，對於
個別對象之限額均不得超過本公司
個別對象之限額均不得超過本公司
可貸資金總額的百分之二十；融資金
可貸資金總額的百分之二十；融資金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
額不得超過本公司淨值之百分之四
十。
十。
三、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 三、本公司對外背書保證之總額不得超
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十。對單一企業
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十。對單一企業
背書保證額度以不超過當期淨值百
背書保證額度以不超過當期淨值百
分之二十為限，惟對海外單一聯屬公
分之二十為限，惟對海外單一聯屬公
司則以不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三十
司則以不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三十
為限，如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者
為限，如因業務關係從事背書保證者
則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
則不得超過最近一年度與本公司交
易之總額（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
易之總額（雙方間進貨或銷貨金額孰
高者）。
高者）。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 四、本公司及子公司整體得為背書保證
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
之總額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四
十五及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
十五及對單一企業背書保證之金額
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三十。
不得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三十。
上述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所稱融資金 上述所稱短期，係指一年；所稱融資金
額，係指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額，係指短期融通資金之累計餘額。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資金貸與及背書 之百之國外公司間或本公司直接及間接
保證，不受第一項之第二款和第三款之限 時有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國外公司對
制。但仍應依第六條第一款規定訂定資金 本公司，從事資金貸與及背書保證，不受

條次

原條文
貸與之限額及期限。

修正條文

修訂
理由

第一項之第二款和第三款之限制。但仍應
依第六條第一款規定訂定資金貸與之限
額及期限。
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股份百分
之百之國外公司間從事背書保證，不受第
一項之第三款之限制。
決策及授權層級
第五條 決策及授權層級
一、董事會為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核准 一、董事會為本公司資金貸與他人核准
決議機構，凡有關本公司資金貸與他
決議機構，凡有關本公司資金貸與他
人事項，非經董事會核准，不得為
人事項，非經董事會核准，不得為
之。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
之。本公司與子公司間或子公司間之
資金貸與，應依前述規定提董事會決
資金貸與，應依前述規定提董事會決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
議，並得授權董事長對同一貸與對象
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
於董事會決議之一定額度及不超過
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一年之期間內分次撥貸或循環動用。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四條第
前項所稱一定額度，除符合第四條第
三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子公司對單
三項規定者外，本公司或子公司對單
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
一企業之資金貸與之授權額度不得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超過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
分之十。
分之十。
二、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事項，應先經過 二、本公司所為背書保證事項，應先經過
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但為配
董事會決議通過後始得為之。但為配
合時效需要，得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
合時效需要，得由董事會授權董事長
在當期淨值百分之三十以內先
在當期淨值百分之三十以內先
予決行，事後提報次一董事會追認，
予決行，事後提報次一董事會追認，
並將辦理之有關情形報股東會備
並將辦理之有關情形報股東會備
查。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查。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表決權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
股份達百分之九十以上之子公司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為背書保
第三條第一項第三款規定為背書保
證前，並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
證前，並應提報本公司董事會決議後
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始得辦理。但本公司直接及間接持有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
表決權股份百分之百之公司間背書
保證，不在此限。
保證，不在此限。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其為資金貸與 本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時，其為資金貸與
或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或為他人背書保證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
董事之意見，並將其同意或反對之明確意 董事之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
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事會紀錄。
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錄載明並將其同意
或反對之明確意見及反對之理由列入董
事會紀錄。
修正公
第六條 作業程序
作業程序
司內部
一、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一、資金貸與他人作業程序：
(一)為資金貸與他人時，財務部門負
(一)為資金貸與他人時，財務部門負 單位名
責就借款人之審查，並擬訂最高
責就借款人之審查，並擬訂最高 稱
可貸與金額、期限、計息方式以
可貸與金額、期限、計息方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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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呈核、簽約作業，並且負責設
及呈核、簽約作業，並且負責設
定專人保管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定專人保管資金貸與他人作業
登錄資料及相關文件。
登錄資料及相關文件。
(二)資金貸與他人案件經董事會決
(二)資金貸與他人案件經董事會決
議通過後，由財務部門負責撥款
議通過後，由財務部門負責撥款
付款作業及到期追還本息作業。
付款作業及到期追還本息作業。
(三)財務部門須依行政院金管會規
(三)財務部門須依行政院金管會規
定期限及報表格式，按期向有關
定期限及報表格式，按期向有關
機關申報資金貸與他人的資料。
機關申報資金貸與他人的資料。
(四)執行長室策略發展部門為資金
(四)執行長室為資金貸與他人案件
調查徵信及負責鑑價單位。
貸與他人案件調查徵信及負責
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鑑價單位。
(一)被背書保證企業需使用額度內 二、背書保證作業程序：
之背書保證金額時，應提供基本
(一)被背書保證企業需使用額度內
資料及財務資料，並填具申請書
之背書保證金額時，應提供基本
向本公司財務部門提出申請，財
資料及財務資料，並填具申請書
向本公司財務部門提出申請，財
務部門應詳加評估，並辦理徵信
工作。評估項目包括其必要性及
務部門應詳加評估，並辦理徵信
合理性、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
工作。評估項目包括其必要性及
合理性、因業務往來關係從事背
書保證，其背書保證金額與業務
往來金額是否相當、對本公司之
書保證，其背書保證金額與業務
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
往來金額是否相當、對本公司之
之影響，以及是否應取得擔保品
營運風險、財務狀況及股東權益
及擔保品之價值評估等。
之影響，以及是否應取得擔保品
(二)本公司財務部門經辦人員將前
及擔保品之價值評估等。
項相關資料及評估結果彙整，若
(二)本公司財務部門經辦人員將前
辦理背書保證當時之累計餘額
項相關資料及評估結果彙整，若
尚未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三
辦理背書保證當時之累計餘額
十，則呈請董事長裁示後辦理，
尚未超過當期淨值百分之三
嗣後提報次一董事會追認；若背
十，則呈請董事長裁示後辦理，
書保證累計餘額已超過當期淨
嗣後提報次一董事會追認；若背
值百分之三十，則送董事會核
書保證累計餘額已超過當期淨
定，並依據董事會決議辦理。本
值百分之三十，則送董事會核
公司及子公司訂定整體得為背
定，並依據董事會決議辦理。本
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
公司及子公司訂定整體得為背
分之五十以上者，並應於股東會
書保證之總額達本公司淨值百
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分之五十以上者，並應於股東會
(三)財務部門所建立之背書保證備
說明其必要性及合理性。
查簿，應就背書保證對象、金
(三)財務部門所建立之背書保證備
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
查簿，應就背書保證對象、金
期、背書保證日期、依本規定應
額、董事會通過或董事長決行日
審慎評估之事項、擔保品內容及
期、背書保證日期、依本規定應
其評估價值以及解除背書保證
審慎評估之事項、擔保品內容及
責任之條件與日期等，詳予登載
其評估價值以及解除背書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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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查。
(四)被背書保證企業還款時，應將還
款之資料照會本公司，以便解除
本公司保證之責任，並登載於背
書保證備查簿上。
(五)財務部門應定期評估並認列背
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
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
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供
會計師採行必要查核程序，出具
允當之查核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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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之條件與日期等，詳予登載
備查。
(四)被背書保證企業還款時，應將還
款之資料照會本公司，以便解除
本公司保證之責任，並登載於背
書保證備查簿上。
(五)財務部門應定期評估並認列背
書保證之或有損失且於財務報
告中適當揭露背書保證資訊，並
提供簽證會計師相關資料，以供
會計師採行必要查核程序，出具
允當之查核報告。
配合法
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第九條 應公告申報之時限及內容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本公司及 一、本公司應於每月 10 日前將本公司及 令修訂
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及資金貸與
子公司上月份背書保證及資金貸與
他人餘額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
他人餘額於金管會指定網站辦理公
告申報。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
告申報。本程序所稱事實發生日，係
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
指交易簽約日、付款日、董事會決議
日或其他足資確定資金貸與或背書
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及交易
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
保證交易對象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
二、本 公 司 資 金 貸 與 達 下 列 標 準 之 一
期孰前者。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二、本 公 司 資 金 貸 與 達 下 列 標 準 之 一
內公告申報：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內公告申報：
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資金貸與他人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之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
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資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金貸與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十以上。
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
(三)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資金貸與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金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以上且
百分之二以上。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三、本 公 司 背 書 保 證 達 下 列 標 準 之 一
百分之二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三、本 公 司 背 書 保 證 達 下 列 標 準 之 一
內公告申報：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之即日起算二日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
內公告申報：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一)本公司及子公司背書保證餘額
百分之五十以上。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百分之五十以上。
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二)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書保證餘額達本公司最近期財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二十以上。
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三)本公司及子公司對單一企業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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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長期性質
書保證餘額達新臺幣一千萬元
之投資及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
以上且對其背書保證、採用權益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法長期性質之投資帳面金額及
百分之三十以上。
資金貸與餘額合計數達本公司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
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百分之三
十以上。
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四)本公司或子公司新增背書保證
百分之五以上。
金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且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達本公司最近期財務報表淨值
百分之五以上。
公司者，該子公司有第二款第三目及
第三款第四目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 四、本公司之子公司非屬國內公開發行
公司者，該子公司有第二款第三目及
由本公司為之。
第三款第四目應公告申報之事項，應
五、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
由本公司為之。
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
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 五、本公司應評估資金貸與情形並提列
適足之備抵壞帳，且於財務報告中
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
適當揭露有關資訊，並提供相關資
序。
料予簽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
六、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
序。
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
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 六、本公司應評估或認列背書保證之或
有損失且於財務報告中適當揭露背
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書保證資訊，並提供相關資料予簽
七、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
證會計師執行必要之查核程序。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
七、本程序所稱之公告申報，係指輸入金
網站。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指定之資訊申報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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