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立法會 CB(1)829/12-13(01)號文件

 資料文件 
 

立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十八次工作會議 
 
 
目的 
 
  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於 2013年 3月 15日在廣州舉行的粵

港合作聯席會議第十八次工作會議的主要情況。 
 
 
背景 
 
2.  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和廣東省副省長招玉芳於今年3月
15日在廣州共同主持粵港合作聯席會議第十八次工作會議，回顧

了粵港合作《2012年重點工作》的落實進度，並編制了《2013年
重點工作》。經粵港雙方的共同努力，《2013年重點工作》合作

項目達84項，基本涵蓋所有粵港合作的範疇。會議亦討論了各主

要領域的合作情況，包括推動粵港率先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

化、金融合作、專業服務、旅遊合作、文化及創意產業合作、港

資企業升級轉型、推動廣東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打擊水貨

活動、環保合作、醫療合作、跨界基礎設施及重點合作區域等。

會後，雙方簽署了<實施《粵港合作框架協議》2013年重點工作安

排>(見附件)。於同日發布的新聞公報亦詳細交代了會議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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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進展和方向 
 
推動粵港率先基本實現服務貿易自由化 
 
3.  廣東省於2012年宣布「在2014年基本率先基本實現與香

港服務貿易自由化」的目標，對推動兩地服務業市場發展意義重

大，特區政府希望雙方能繼續緊密合作，爭取早日達成這個目標。

另一方面，要全面落實《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

安排》（《安排》）的開放措施，特區政府亦希望廣東省能積極

改善營商環境，包括簡化審批程序、增加透明度以及加強宣傳等，

務求令《安排》為業界帶來實際的效果。 
 
金融合作 
 
4.  過去一年，粵港跨境人民幣業務持續發展。2012年，經

香港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超過26,000多億元人民幣，當中超過

兩成為粵港兩地之間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另外，前海在跨境

人民幣貸款上取得理想的進展。《前海跨境人民幣貸款管理暫行

辦法》已於2012年底出台，容許在前海註冊成立並在前海實際經

營或投資的企業，從香港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銀行借入人民幣資

金。有關措施將進一步促進人民幣資金在內地與香港之間的跨境

使用和循環，為香港銀行在拓展人民幣貸款業務方面提供更多的

商機。 

 

5.  其他金融合作的範疇亦有良好進展。截至2012年底，已

有5間港資銀行在廣東設立共39家異地支行，共136家廣東企業在

港上市，以及7家證券公司、7家基金公司及3家期貨公司在港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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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子公司已取得牌照並開展受規管業務。 

 

6.  於2013年，雙方會繼續推進跨境人民幣業務的發展，包

括考慮把跨境人民幣貸款業務擴展至廣東省其他地區（例如南沙

和橫琴），以及推動粵港跨境個人人民幣業務的創新和發展；推

動保險業界相互參與兩地市場，包括支持香港保險公司以營業機

構形式進入廣東市場，以及鼓勵廣東企業在香港設立自保公司；

雙方亦會支持就粵港兩地合資設立證券公司、證券投資諮詢公

司、基金公司、期貨公司等方面提供便利。 

 
專業服務 
 
7.  粵港雙方認同香港專業服務業界具有豐富的國際經

驗，對廣東推動實現與香港服務貿易自由化、構建現代產業體系

可發揮重要的作用。兩地於2013年將重點推動會計、法律和建築

及相關工程三方面的合作。 

 

8.  會計方面，2012年簽署的《安排》補充協議九允許香港

專業人士在前海試點擔任合夥制會計師事務所的合夥人，為兩地

會計業合作帶來重大突破。在這基礎上，雙方於2013年將重點探

討香港會計師擔任廣東省會計師事務所非執業合夥人和非常駐合

夥人。法律方面，跟進中央政府提出探索完善香港律師事務所與

內地律師事務所實行聯營的方式，兩地將爭取在廣東先行先試，

容許香港律師事務所以合夥形式與內地律師事務所聯營，為內地

企業提供更多樣化和與國際接軌的法律服務。建築及相關工程方

面，雙方會繼續共同爭取擴大專業人士資格互認的領域，容許他

們以此互認資格在廣東註冊執業及作為企業資質開業，並會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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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便的註冊執業方法，容許香港註冊專業人士直接在前海提供專

業服務。 

 
旅遊合作 
 
9.  旅遊合作方面，配合香港將於2013年年中投入服務的啟

德郵輪碼頭，兩地會加強合作推廣郵輪旅遊，共同開拓以香港為

母港的郵輪旅遊市場。此外，粵港雙方會繼續加強「一程多站」

旅遊線路的開發及推廣。廣東亦會把「144小時便利簽證」政策推

廣到全省，並加快完成相關的廣東省管理系統提升工作。在旅遊

市場監管合作方面，粵港雙方會繼續攜手合作，共同打擊損害旅

客權益或擾亂旅遊市場秩序的行為。在長遠合作方面，兩地將加

快推進《粵港澳區域旅遊合作發展規劃》的編制工作，為下一階

段深化旅遊合作提供基礎，提升整個區域的旅遊吸引力。 

 
文化及創意產業合作 
 
10.  在文化合作方面，兩地會繼續致力加強大珠三角區域未

來的文化發展。未來其中一個可加強合作的範圍是文娛節目資訊

交流，通過由廣東、香港和澳門共同建立的「粵港澳文化資訊網」，

民眾可掌握不同地域的文化資訊特色，從而推動跨地域文化活動

和交流。現時，持有國際通行信用卡的人士可通過「資訊網」，

直接連結到各地的售票網網頁進行即時網上購票。為了方便觀眾

預訂其他地方的演出門票，我們亦鼓勵票務承辦商通過商務合

作，發展便利及一站到位的購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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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粵港兩地在文化上有着不少相近的地方，為兩地推動文

化及創意產業合作提供了理想的環境。中央政府於2012年公布政

策，鼓勵港產粵語版本影片更快捷和方便地進入廣東省市場，並

與香港同步上映。於2013年雙方會加快合作步伐，協助香港業界

掌握有關政策的資訊，以及加深對廣東省電影市場的了解。 

 
港資企業升級轉型 
 
12.  推動在粵港資企業升級轉型一直是粵港兩地共同努力

推動的重點工作。就此，特區政府於2012年6月推出了10億元的「發

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項基金」。截至2013年2

月底，「專項基金」下已有接近120項申請獲批核或獲有條件批核，

為港資企業在內地發展提供實質的支持。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廣東

省保持緊密聯繫，共同為企業產品提供內銷平台和舉辦政策宣講

活動，鼓勵企業朝高增值方向發展。 

 
推動廣東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 
 
13.  香港擁有「一國兩制」、國際化及與內地接軌的獨特條

件，並在市場推廣及金融、法律等專業服務範疇發展成熟，是內

地企業擴展業務的熱門地點。截至2012年底，已有約260家來自內

地的企業來港開設地區總部或地區辦事處。中央政府亦已明確支

持內地企業利用香港「走出去」。2013年雙方將加強推動廣東企

業以香港為平台「走出去」，包括共同為省內企業舉辦各類介紹

香港投資環境的推廣活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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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水貨活動 
 
14.  粵港雙方十分關注水貨活動對鄰近邊境地區居民的影

響。兩地有關部門已採取多項措施，加大力度打擊水貨客走私活

動。為加強粵港兩地在這方面的合作，兩地將於2013年內在粵港

合作聯席會議機制下建立粵港反走私緊密合作機制。通過機制加

強雙方的溝通交流，共同採取持續有效措施，打擊集團式水貨行

為。 

 
環保合作 
 
15.  環境保護是粵港兩地民眾非常關心的議題。兩地已按

《2012年重點工作》訂立了珠三角地區直至2020年的空氣污染物

減排方案，包括2015年及2020年減排目標，為雙方未來推動減排

工作提供了重要的藍圖。2013年雙方將重點推動相關的落實工

作，確保完成珠三角地區2015年減排目標。 

 
16.  此外，為處理區內空氣污染物排放的其中一個主要源

頭，兩地已於2012年開始探討減少船舶排放的合作，這方面的工

作亦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特區政府已率先於2012年推出燈標費

寬減計劃，鼓勵遠洋輪船在香港水域泊岸時轉用低硫燃料，並正

籌備立法規定泊岸轉油。2013年雙方將會盡快完成減少大珠三角

海域船舶排放的調研，提出具體措施，包括共同要求遠洋輪船在

珠三角港口泊岸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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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在推動企業清潔生產工作上，粵港兩地會繼續積極合

作；特區政府在2012年已將「清潔生產伙伴計劃」延長兩年至2015

年3月，並為計劃額外投入5,000萬元。同時，兩地在應對氣候變

化方面已開展交流合作，例如2013年3月香港環境局舉辦的金融服

務業適應氣候變化工作坊，得到廣東省當局率團參與，共同為區

域應對氣候變化作出準備。 

 
醫療合作 
 
18.  醫療合作方面，兩地將繼續開展醫院管理、科技交流、

醫護人員培訓等合作。雙方亦將繼續積極落實有關住在廣東的香

港病人的跨境運送安排，便利他們回港就醫。 

 
跨界基礎設施 
 
19.  持續提升粵港兩地的跨界基礎設施，對便利商界和民間

溝通交流有重要作用。兩地會繼續推動多項跨界基礎設施工程，

包括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速鐵路及蓮塘／香園圍口岸等。 

 
重點合作區域 
 
20.  前海和南沙於2012年均取得階段性成果。國務院於2012
年6月批覆了一系列支持前海開發開放的《前海政策》，有助香港

的企業及專業人士掌握前海的機遇。國務院亦於2012年9月批覆

《南沙規劃》，隨後穗港兩地在2013年1月召開了合作專責小組會

議，並達成共識在編制落實《南沙規劃》支持政策的過程中加強

合作和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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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展望未來，特區政府將繼續與中央政府相關部委、廣東

省和深圳市保持密切聯繫，就有關當局制定落實《前海政策》具

體措施和支持落實《南沙規劃》的政策過程中適時反映香港業界

的意見。 
 
其他領域 
 
22.  《2013年重點工作》的合作內容廣泛，除上述的重點合

作項目外，亦包括物流會展、科技創新、便利通關、電子商務、

知識產權、食物安全、應急管理和教育等領域。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2013 年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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Ẁ楁㷗⓮㇞屣䓐㚵⊁炻䇚ℑ⛘⯭㮹嶐⠫㴰屣 x 丛屣㍸ὃὧ⇑

䘬暁⎹㓗Ẁ㚵⊁ˤ� 

��㓗㊩⺋㜙慹圵㨇㥳⛐楁㷗䘬⫸℔⎠䓛婳 54),,屯㟤炻
㓗㊩⍾⼿ 54),,屯㟤䘬慹圵㨇㥳∝㕘䓋⑩姕妰 x 㒜⣏㈽屯柵

⹎㈽屯䭬⚵ˤ� 
��㓗㊩ℑ⛘嫱⇠㨇㥳攳⯽⎰ἄ炻≈⾓➡做䘤⯽ⶪ⟜ᷕ

ṳ㨇㥳ˤ⯙䱝㷗ℑ⛘⎰屯姕䩳嫱⇠℔⎠ˣ嫱⇠㈽屯娊℔

⎠ˣ➢慹℔⎠ x 㛇屐℔⎠䫱㕡朊㍸ὃὧ⇑ ʕ ㍐≽⺋㜙慹圵㨇 

2 



㥳ẩ㤕崜㷗ᶲⶪ ʕ 䧵㤝䞼䨞㶙⊾ℏ⛘冯楁㷗⓮⑩㛇屐ⶪ⟜

⎰ἄ嶗⼹㕡⺷炻㍐≽ℑ⛘⺢䩳⃒⊊Ḻ墄 x ↮ⶍ⎰ἄˣℙ⎴

䘤⯽䘬㛇屐ⶪ⟜橼䲣ˤ� 
��ẍ⛐䱝㷗⛯姕㚱㨇㥳䘬ᾅ晒℔⎠䇚娎溆炻≈⻢ᾅ晒䓋

⑩䞼䘤 x 㤕⊁䴻䆇忳埴䭉䎮䫱⎰ἄ烊ẍ ᾅ晒℔⎠䲣䴙ℏ忂

岈忂Ẁ x ⥼㈀ẋ䎮䫱⼊⺷炻㍊䳊䱝㷗ᾅ晒㤕⋼⎴䇚嶐⠫↢晒

䘬⭊㇞㍸ὃ㞍⊀ˣ㓹㎜ˣ䎮岈䫱⼴临㚵⊁ˤ� 

��ℙ⎴䇕⍾楁㷗ᾅ晒℔⎠ẍ䆇㤕㨇㥳⼊⺷忚ℍ⺋㜙ⶪ
⟜炻Ὣ 忚ℑ⛘ᾅ晒㤕䘬䘤⯽ ʕ 㚱斄ᷕ⣖㓧⹄㓗㊩ℏ⛘㨇㥳⛐

楁㷗姕䩳冒ᾅ℔⎠ x ⬴┬桐晒ᾅ晄㨇⇞䘬㓧䫾ᶨ枭炻䇕⍾⍲ 

溻⊝⺋㜙䚩ẩ㤕Ἦ㷗ㆸ䩳冒ᾅ℔⎠炻ẍὧ䚉⾓句⮎㚱斄㓧

䫾ˤ� 
��㍐≽㴱⍲㮹䓇䘬℔ℙ㚵⊁埴㤕⮷柵㓞屣䳸䬿⎹戨埴㨇

㥳攳㓦ˤ㉻⯽慹圵 ,& ⌉⛐ℑ⛘㮹䓇柀➇䘬ㅱ䓐䭬⚵ㅱ䓐 

柀➇炻倗⎰攳䘤䫎⎰戨倗㧁㸾 x ⎗⛐ℑ⛘Ṍ忂埴㤕忂䓐䘬ⵢ

⋿忂Ƹℓ忼忂倗⎵⌉ˤ� 

���ℙ⎴㓗㊩⺋ⶆ⋿㱁 x 㶙⛛⇵㴟 x 䎈㴟㨓䏜∝㕘嶐⠫Ṣ

㮹⸋㤕⊁ ʕ 溻⊝䱝㷗慹圵㨇㥳ẍṢ㮹⸋戨⛀屠㫦㕡⺷⎹ᶲ徘

⋨➇䓋㤕枭䚖➢䢶姕㕥枭䚖䘤㓦屠㫦炻㓗㊩楁㷗㈽屯侭ẍ

Ṣ㮹⸋屯慹㈽屯ᶲ徘⋨➇慵溆䓋㤕枭䚖➢䢶姕㕥枭䚖 ʕ 㓗

㊩⋿㱁 x ⇵㴟 x 㨓䏜䫎⎰㡅ẞ䘬ẩ㤕慹圵㨇㥳⛐楁㷗䘤埴

Ṣ㮹⸋⁝⇠ ʕ 䞼䨞㓗㊩姕䩳⛐⋿㱁 x ⇵㴟 x 㨓䏜䘬戨埴㨇㥳

䘤㓦⠫⢾枭䚖Ṣ㮹⸋屠㫦 ʕ 忚ᶨ㬍㓗㊩⛐⇵㴟姣ℴㆸ䩳᷎⛐

⇵㴟⮎晃䴻䆇ㆾ㈽屯䘬ẩ㤕⽆楁㷗䴻䆇Ṣ㮹⸋㤕⊁䘬戨埴

ῇℍṢ㮹⸋屯慹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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炷 ⚃炸㕭忲 ⎰ἄ � 
��㓗㊩⛐䱝䘬㷗屯㕭埴䣦炷⎰屯炸ἄ䇚娎溆╖ỵ炻䴻䆇

ᷕ⚳ℏ⛘⯭㮹↢⠫忲㤕⊁ˤ� 
��≈⾓䶐⇞⬴ㆸ˪䱝㷗㽛⋨➇㕭忲⎰ἄ䘤⯽夷∫˫ˤ� 
��㶙⊾悝廒㕭忲⎰ἄ炻ℙ⎴攳㉻ẍ楁㷗䇚㭵㷗䘬悝廒㕭

忲ⶪ⟜ˤ� 

��≈⻢ಯᶨ䦳⣂䪁ರ㕭忲䶂嶗倗⎰⭋⁛㍐⺋ˤ� 
��㍐≽Ⱦ��� ⮷㗪ὧ⇑䯥嫱ȿ㒜⯽军⺋㜙ℐ䚩炻≈⾓⬴

ㆸὧ⇑䯥嫱䭉䎮䲣䴙㍸⋯ⶍἄˤ�

炷 Ḽ炸䈑㳩冯㚫 ⯽⎰ἄ � 

��Ὣ忚ℑ⛘䓑㍃忳廠炻㥳⺢⣂⺷倗忳䵚䴉橼䲣ˤ≈⾓ℑ
⛘䈑㳩ᾉ〗䲣䴙⮵㍍炻姕䩳ℑ⛘䈑㳩ẩ㤕ᾉ〗䲣䴙⸛⎘炻㍐

≽㔜⎰ℑ⛘↮㔋䘬䈑㳩ẩ㤕屯㸸ˤ� 

��⬴┬䱝㷗䈑㳩䘤⯽Ṍ㳩㨇⇞炻㶙⊾䈑㳩⎰ἄ䞼䨞ˤ溻
⊝⺋㜙䈑㳩㤕䓴⍫冯䫔ᶱ⯲ಯṆ㳚䈑㳩⍲凒忳㚫嬘ರˤ� 
��䘤㎖⇵㴟䀋ᾅ䦭㷗⋨㚵⊁冯⮵㍍楁㷗ἄ䓐炻㍊妶䯉⊾

㩊槿㩊䕓㧉⺷炻Ὣ 忚梇⑩屧㖻ὧ⇑⊾䘬⎗埴㕡㟰炻⊭ ㊔⺢䩳

⮵忂忶⇵㴟䀋ᾅ䦭㷗⋨↮㈡ὃㅱ楁㷗ⶪ⟜䘬⅟ⅵ倱栆䓋  

⑩炻⮎㕥普ᷕ㩊䕓ˣ↮㈡復屐䘬㕘㧉⺷ˤ� 

��⬴┬ὃ㷗㳣尔暣⫸俛㧁㧁嬀䭉䎮ⶍἄ炻攳⯽ὃ㷗㳣䈃
暣⫸俛㧁㧁嬀䭉䎮䞼䨞ˤ㥳⺢➢㕤 5),' ㈨埻䘬⛘䎮㧁嬀㚵
⊁䲣䴙ˤ攳⯽ὃ㷗梇⑩ 5),' ㈨埻ㅱ䓐夷䭬⍲㧁㸾䞼䨞ˤ�

炷 ℕ炸㔯 ⊾∝シ ⍲ⶍ㤕姕妰 � 

��≈⻢㺼喅㤕⎰ἄ炻㏕⺢⸛⎘Ὣ忚ℑ⛘喅埻䭨⍲㔯 ⧃䭨

䚖屯妲Ṍ㳩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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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䞼䨞ℙ⎴⺢䩳ಯ䱝㷗㔯⊾∝シ䥹㈨ẩ㤕䚖抬ರ炻溻⊝㤕
䓴⇑䓐檀㕘㈨埻䞼䘤㔯⊾∝シ㕘䓋⑩㕘枭䚖ˤ� 
��溻⊝㷗䓋䱝婆䇰㛔⼙䇯㚜⾓㌟㕡ὧ⛘忚ℍ⺋㜙䚩 ⶪ

⟜ˤ㓗㊩冱彎⼙⯽ x ⓮㤕惵⮵Ṍ㳩㳣≽䫱炻Ὣ 忚ℑ⛘∝シ

䓋㤕⎰ἄ䘤⯽ˤ� 

��㍊䳊⺢䩳䱝㷗ⶍ㤕姕妰Ṣㇵˣⶪ⟜ˣᾉ〗Ṍ㳩⋼ἄ㨇
⇞炻Ὣ 忚䱝㷗ⶍ㤕姕妰屯㸸⛐䱝㷗ⶍ㤕姕妰崘ᶲ⮵㍍ ʕ ㍐

≽楁㷗冯䎈ᶱ奺姕妰䓋㤕⎰ἄ炻㍐⺋楁㷗ⶍ㤕姕妰㚵⊁炻㍐

≽楁㷗ⶍ㤕姕妰㨇㥳 x ⶍ㤕姕妰ⷓ冯⺋㜙墥忈ẩ㤕⮵㍍ ʕ 溻

⊝⍲Ὣ忚㤕䓴Ḻ䚠⍫冯䱝㷗ℑ⛘攳⯽䘬ⶍ㤕姕妰㍐⺋Ṍ㳩

㳣≽ˤ�

炷 ʟ 炸 ⮰㤕㚵 ⊁⎰ἄ � 
��ℙ⎴句⮎ಯ⭡姙㊩㚱ᷕ⚳姣ℴ㚫妰ⷓ⋼㚫朆➟㤕㚫⒉

屯㟤䘬楁㷗㚫妰ⷓ℔㚫㚫⒉㑼ả⺋㜙䚩㚫妰ⷓḳ⊁䘬朆

➟㤕⎰⣍Ṣ�吋ḳ烊⭡ 姙楁㷗➟㤕㚫妰ⷓㆸ䇚⺋㜙䚩㚫妰ⷓḳ
⊁䘬朆ⷠ楸⎰⣍Ṣರ㓧䫾炻ℙ⎴䇕⍾⚳⭞㚱斄悐攨㓧䫾㓗
㊩ˤ� 

��䇕⍾忚ᶨ㬍旵Ỷ⺋㜙䚩㱽⼳㚵⊁㤕ⶪ⟜Ⅾℍ攨㩣炻溻
⊝㓗㊩⺋㜙⼳ⷓḳ⊁⇘楁㷗姕䩳↮㓗㨇㥳 ʕ 㓗㊩䱝㷗⼳

ⷓ≈⻢ℏ⛘ẩ㤕⠫⢾ᶲⶪ x ㈽屯屧㖻 x 䞍嬀䓋㪲ᾅ嬟 x ẩ㤕

圵屯䫱㱽⼳㚵⊁⎰ἄ ʕ ℙ⎴䇕⍾⚳⭞㈡Ⅾ⺋㜙⃰埴⃰娎姕䩳

䱝㷗⼳ⷓḳ⊁⎰⣍✳倗䆇⮎㕥シ夳炻 ⃩ 姙楁㷗⼳ⷓḳ⊁

冯⺋㜙⼳ⷓḳ⊁ẍ⋼嬘㕡⺷炻䓙⺋㜙⼳ⷓḳ⊁⎹楁㷗⼳

ⷓḳ⊁楸䱝ẋ堐㨇㥳㳦楸ℏ⛘⼳ⷓ㑼ảℏ⛘㱽⼳栏⓷炻⎰ 

ἄ㈧彎ℏ⛘㱽⼳ḳ⊁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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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妶楁㷗ẚ塩㨇㥳⛐⇵㴟姕䩳↮㓗㨇㥳᷎㍸ὃ㚵⊁䘬
⎗埴⿏ ʕ 䇕⍾⃩姙楁㷗㱽⼳⮰㤕Ṣ⒉⍫冯㶙㷗⎰ἄ⺢䩳㱽⼳

㞍㖶㨇⇞炻䇚⇵㴟⎰ἄ⋨⓮ḳ㳣≽㍸ὃ楁㷗㱽⼳䘬㞍㖶㚵 

⊁ˤ�

ᶱˣ墥忈㤕⍲䥹㈨∝㕘�
炷ᶨ炸ℙ⎴㓗㊩⮎㕥䱝㷗倗⎰屯≑埴≽炻忚ᶨ㬍㒜⣏ 

����⸜⹎倗⎰屯≑枭䚖柀➇炻⏠⺽ℑ⛘㚜⣂䓋⬠䞼䓴⍫冯 ʕ � 

炷Ḵ炸惵⎰⚳⭞䥹㈨悐䧵㤝攳⯽ಯ⛐⺋㜙䚩姕䩳朊⎹楁㷗
䘬⚳⭞䳂䥹㈨ㆸ㝄⬝⊾➢⛘炻Ὣ 忚楁㷗䞼䘤ㆸ㝄⛐⺋㜙䚩⮎

䎦䓋㤕⊾ರⶍἄˤ�
炷ᶱ炸䱝㷗ℙ⎴⇞妪ⶍἄ䚖㧁⮎㕥㕡㟰炻㍐≽⮎㕥

Ⱦ楁㷗ȹ䎈ᶱ奺䥹㈨∝㕘崘ȿ⎰ἄ妰∫ˤ�
炷⚃炸⣏≃㍐忚楁㷗䥹㈨⚺冯⺋㜙䚩ἃⰙⶪ⋿㴟⋨⎰

ἄ炻≈⻢䥹䞼姕㕥㚵⊁屯㸸䘬⎰ἄℙṓ炻㓗㊩⺋㜙檀㕘

⚺⋨ˣ⮰㤕捖冯楁㷗䞼䘤ᷕ⽫⍲℞Ṿ䥹䞼㨇㥳⎰ἄˤ�

炷Ḽ炸两临彎⤥ಯᷕ⚳≈ⶍ屧㖻䓋⑩⌂奥㚫ರ炻䇚⛐䱝䘬
㷗屯≈ⶍ屧㖻ẩ㤕䓋⑩忚ℍ⚳ℏⶪ⟜㍸ὃ⸛⎘ ʕ 暁㕡㚱斄悐

攨埴㤕䳬䷼ℙ⎴≈⻢≈ⶍ屧㖻㓧䫾䘬⭋⁛炻⺽⮶⛐䱝䘬㷗

屯≈ⶍ屧㖻ẩ㤕≈⻢䞼䘤 x ∝䩳⑩䇴炻⮎ 䎦廱✳⋯䳂 ʕ 楁㷗

䈡⋨㓧⹄两临忂忶⎬枭屯≑妰∫炻⊭㊔⋩€⮰枭➢慹炻㓗㊩

楁㷗ẩ㤕⛐ℏ⛘䘤⯽⑩䇴ˣ㉻⯽ℏ扟廱✳⋯䳂ˤ�

⚃ˣ⚳晃⊾䆇⓮䑘⠫�
炷 ʝ 炸 ⎋Ⱡ⺢姕冯忂斄䚋䭉 � 
��㷗㕡两临㒜⯽ℏ⛘㕭⭊ H�忻㚵⊁炻㍸⋯䭉⇞䪁忂斄㓰

䌯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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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ℙ⎴㍸檀㶙⛛䀋⎋Ⱡ忂斄㓰䌯ˤ惵⎰㷗㕡⡆≈Ṣ⒉ᶲ
ⲿˣ䞼䨞㍐⺋ H�忂忻怑䓐䭬⚵ x ⡆攳㞍槿忂忻䫱㍒㕥炻䱝㕡

䚠ㅱ⡆攳㕭㩊忂忻䔷⮶Ṣ㳩炻 Ὣ 忚暁㕡⎋Ⱡ忂斄㓰䌯➢㛔ᾅ 

㊩ᶨ农ˤ� 

��咖⠀�楁⚺⚵⎋Ⱡ⸜ℏ攳ⶍ⺢姕炻攳⯽㷗䎈㽛⣏㧳⎋Ⱡ
姕伖䞼䨞炻 ⤥⺋㶙㷗檀忇揝嶗⎋Ⱡ枭䚖䘬⇵㛇㸾⁁ⶍἄ �ʕ 
��两临攳⯽Ⱦ╖ᶨ䨿⎋ȿ忂斄㧉⺷䞼䨞炻㍐忚䱝㷗 ⎋Ⱡ

㞍槿悐攨ᷳ攻⮎㕥忂斄㞍槿䳸㝄⍫侫Ḻ娵烊㍊妶楁㷗㴟斄ಯ ⣂
㧉⺷倗忳廱忳屐䈑ὧ⇑妰∫ರ冯ℏ⛘㴟斄ಯ嶐⠫⾓忇忂斄ರ䲣
䴙䘬⮵㍍炻ẍಯ嶐⠫ᶨ挾炻↮㭝䚋䭉ರ䇚⍇⇯炻⇑䓐⎴ᶨ暣⫸
挾䚋䭉廱忳屐䈑炻䷖䞕忶斄㗪攻炻㍸檀䈑㳩忂斄㓰䌯ˤ� 
��ℙ⎴ ⤥ᶨ㫉⿏冐㗪Ἦ⼨䱝㷗⮷㰥干⮎㕥ⶍἄ炻䧵㤝

⋼婧妋⅛㚱斄⎋Ⱡ忂斄⓷柴炻⬴┬⎬枭ⶍἄ⬱㌺ˤ� 

��㔯拎㷉⎋Ⱡ㕭㩊⟜⛘㓡忈ⶍ䦳⸜ℏ⬴ⶍ᷎㈽ℍἧ䓐炻
 ⤥㔯拎㷉⎋Ⱡ⭊忳《⽑⮵⢾攳㓦⇵䘬⎬枭㸾⁁ⶍἄ炻暁㕡

ℙ⎴⬴ㆸ㔯拎㷉⎋Ⱡ《⽑攳㓦⼴忶⠫⭊忳干廃䘬䎕㫉⬱㌺

䫱⓷柴ˤ� 

��两临㓗㊩嶐⠫⬠䪍㟉㚵⊁炻䇚Ỷ漉⬠䪍㍸ὃ㚜≈ὧ
⇑忂斄㡅ẞˤ� 

��⬴┬⎋Ⱡㅱ⿍嗽䎮㨇⇞ˤᾖ妪˪䱝㷗映嶗⎋Ⱡ䎦⟜䨩 

䘤ḳẞ忂⟙嗽䎮㨇⇞˫炻㟡㒂ᶵ⎴⎋Ⱡ栆✳⇞妪⮰攨䘬ㅱ⿍ 

㕡㟰⍲䳘⇯ˤ� 

��ℙ⎴㍐忚⺋ⶆ⽆⊾Ṇ忳㚫楔埻㭼岥⟜棐岥⼴⇑䓐ⶍ
ἄ炻㍊妶⽆⊾䃉䕓⋨䵕嬟 x ⺋ⶆ楁㷗楔㚫楔⋡忳≽妻䶜⟜䘬

㩊䕓䚋䭉ˣ楁㷗楔⋡ὧ㌟忂斄⍲㩊槿㩊䕓㧉⺷䫱㓧䫾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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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炻㓗㊩楔埻忳≽ḳ㤕䘤⯽ˤ�

炷 Ḵ炸暣 ⫸⓮⊁⎰ἄ � 
��⛐䱝㷗暣⫸䯥⎵嫱㚠Ḻ娵ⷠ夷⊾ᶳ炻ℙ⎴≈⾓㍐忚暣

⫸䯥⎵Ḻ娵嫱㚠⛐䱝㷗暣⫸⓮⊁䘬ㅱ䓐炻 㒜⣏ℑ⛘ⶪ㮹ẩ 

㤕⮵Ḻ娵嫱㚠䘬娵䞍ἧ䓐ˤ⺋㜙㍐≽ಯ䱝㷗䵚ᶲ屧㖻ὧ⇑ 

⊾ರ⸛⎘⺢姕炻䇚䱝㷗ℑ⛘䓐㇞㍸ὃ⬱ℐ䘬暣⫸⓮⊁㚵⊁烊惵
⎰⺋㜙䚩Ⱦ䵚ᶲ彎ḳ⣏⺛ȿ炻⺢姕Ⱦ䱝㷗䵚ᶲ㚵⊁冒䓙彎ȿ

⸛⎘炻㍐忚㴱㷗㚵⊁ḳ枭⮎埴䵚ᶲ彎䎮ˤ� 
��冱彎䱝㷗暚妰䬿䓋㤕⎰ἄ婾⡯炻䳬䷼ಯ 䱝㷗暚妰䬿㚵⊁

㧁㸾⮰⭞⥼⒉㚫ರ㚫嬘炻䌯⃰㍊䳊攳⯽䚠斄㧁㸾䘬䞼䨞ˤ�
炷 ɵ 炸䞍嬀䓋㪲 ᾅ嬟 � 
��⬴┬䱝㷗ᾅ嬟䞍嬀䓋㪲⎰ἄ⮰屔⮷䳬㨇⇞炻≈⻢ℑ⛘

䞍嬀䓋㪲⋼ἄ ʕ ㍐≽䱝㷗䞍嬀䓋㪲屧㖻炻∝忈䞍嬀䓋㪲屧㖻

䘤⯽㡅ẞˤ� 

��≈⻢ℑ⛘⓮㧁⑩䇴㕡朊⎰ἄ炻Ὣ忚➟㱽ⶍἄṌ㳩ˤ�
炷 ⚃炸屧㖻㈽屯 Ὣ忚 � 
��倗⎰冱彎䱝㷗䴻㾇㈨埻屧㖻⎰ἄṌ㳩㚫炻Ὣ忚屧㖻㈽

屯⎰ἄṌ㳩ˤ� 
��䘤㎖楁㷗⚳晃慹圵 x 屧㖻 x 凒忳ᷕ⽫⃒⊊ἄ䓐炻㍐≽⺋㜙

ẩ㤕⇑䓐楁㷗Ⱦ崘↢⍣ȿ炻ℙ⎴㉻⯽㴟⢾ⶪ⟜ˤ� 

��ℙ⎴⛐䱝冱彎⎬栆㈽屯㍐⺋㳣≽ˤ⻢⊾Ṣㇵ➡梲⎰
ἄ炻两临彎⤥ಯ⺋㜙ẩ㤕崜㷗䘤⯽檀䳂➡妻䎕ರˤ� 

��䱝㷗ℑ⛘ℙ⎴⛐㴟⢾㍐ṳ楁㷗冯䎈ᶱ奺倗⎰䆇⓮⃒ 

⊊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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Ḽˣ⃒岒䓇㳣⚰�
炷 ʝ 炸䓇ン⺢姕 䑘 ⠫ᾅ嬟 � 
��㍉⍾㚱㓰䘬䵄⎰旚㱣㍒㕥炻㓡┬䎈㰇ᶱ奺㳚⋨➇䨢㯋

岒慷炻䡢ᾅ⬴ㆸ ���������⸜ⅷ㌺䚖㧁ˤ� 
��两临 ⤥㜙㰇㯜岒ᾅ嬟ˣ䎈㰇㱛⎋㯜岒䭉䎮ⶍἄ炻ℙ

⎴㍐埴㶭㻼䓇䓋ⶍἄˤ� 

��≈⻢䱝㷗怈㲳凡凞㰉㝻㌺㓦㍏⇞䘬Ṍ㳩⎰ἄˤ䚉⾓⬴
ㆸⅷ⮹⣏䎈ᶱ奺㴟➇凡凞㌺㓦䘬婧䞼炻㍸↢℟橼ⅷ㌺㍒㕥炻

⛐ℑ⛘ℙ⎴⮎㕥ˤ� 

��句⮎䱝㷗ㅱ⮵㯋῁嬲⊾⋼嬘炻≈⻢ℑ⛘⛐㍏⇞㹓⭌㯋 

橼㌺㓦⍲怑ㅱ㯋῁嬲⊾㕡朊䘬⎰ἄˤ�

炷 Ḵ炸䣦㚫 ᾅ晄 � 
��≈⻢冯楁㷗慓昊䭉䎮⯨⎰ἄ炻㏕⺢䱝㷗慓䗪㨇㥳 Ṍ㳩

⸛⎘ˤ娎埴⛐㶙⛛ⶪ娎溆慓昊攳⯽楁㷗䕭Ṣ䕭㬟廱ṳ枭䚖⎰

ἄ炻 ᷎ ⭂㛇㩊妶 ʕ 两临攳⯽慓昊䭉䎮 x 䥹㈨Ṍ㳩 x 慓嬟Ṣ⒉

➡妻䫱⎰ἄ ʕ ㍊妶⛐ℏ⛘⯭ỷ䘬楁㷗䕭Ṣ嶐⠫忳復⬱㌺炻ὧ 

⇑⚆㷗⯙慓ˤ� 
��ℙ⎴冱彎㚱斄⹏婯ㆾ䎦⟜㍐ṳ炻⎹楁㷗㤕䓴ṳ䳡⺋㜙

慓䗪㚵⊁㤕㚨㕘䘤⯽ x Ἦ䱝姕伖慓䗪㨇㥳䘬䭉䎮彎㱽⍲夷∫

惵⣿䫱㓧䫾㍒㕥 ʕ ⇞妪℟橼ⶍἄ㊯⺽炻䇚楁㷗㚵⊁㍸ὃ侭Ἦ

䱝䓛婳姕䩳慓䗪㨇㥳㍸ὃ夷䭬㊯⺽ˤ� 

��≈⻢䱝㷗䣦㚫䤷⇑㚵⊁⎰ἄ炻⭂㛇攳⯽Ḻ姒Ṍ㳩 ⍲➡

妻䫱㳣≽炻≈ ⻢㹅忂⋼ἄ ʕ ⺋㜙⇞⭂㍸ὃ⛇⛘⃒よ㡅ẞ炻溻

⊝楁㷗㚵⊁㍸ὃ侭Ἦ䱝冰彎梲侩㨇㥳ˤ� 

��ᶵ㕟⬴┬⁛㝻䕭旚㱣ᾉ〗忂⟙Ṍ㳩倗旚倗㍏㨇⇞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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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䚋㷔⎰ἄ炻ℐ枸嬎㨇⇞炻⮎埴㈨埻屯㸸ℙṓ炻句⮎ ˪䱝

㷗㽛ᶱ⛘䨩䘤℔ℙ堃䓇ḳẞㅱ⿍⎰ἄ⋼嬘˫ʕ � 

��≈⻢梇⑩⬱ℐ桐晒䚋㷔ˣ梇㸸⿏䕦䕭䨩䘤ḳẞ䫱 ᾉ〗

㹅忂炻⺢䩳ℐ慵⣏梇⑩⬱ℐḳ㓭ㅱ⿍嗽䎮㨇⇞炻 ㍸檀ℑ⛘ 

ℙ⎴ㅱ⮵梇⑩⬱ℐ桐晒䘬傥≃ˤ� 

��㍐≽⺢䩳⮰⭞Ⰼ朊Ṍ㳩㨇⇞炻≈⻢梇⑩⬱ℐ⽆㤕 Ṣ⒉

➡妻⎰ἄ炻Ὣ 忚ℑ⛘梇⑩⬱ℐ䚋䭉㨇㥳 x 䥹䞼㨇㥳 x 埴㤕⋼

㚫炷⓮㚫炸x 梇⑩ẩ㤕䫱㹅忂倗专炻⡆忚梇⑩⬱ℐ⽆㤕Ṣ⒉

攻䚠Ḻ⬠佺冯Ṍ㳩ˤ�
炷 ɵ 炸 㓧⺢姕 ⍲⍵崘䥩 ⎰ἄ � 
��≈⻢嶐⠫⍵屒⎰ἄ炻⭂㛇冱彎䱝㷗㽛ᾳ㟰⋼㞍ⶍἄ⹏

婯㚫炻㉻⯽㶙⊾ᾳ㟰⋼㞍ⶍἄ炻㍊䳊⬴┬⎰ἄ㨇⇞炻ℙ ⎴

ㇻ㑲枸旚嶐⠫僸㓿䉗伒ˤ� 
��≈⻢ㇻ㑲嶐⠫㯜屐崘䥩㳣≽炻倗⎰攳⯽ㇻ㑲㱣䎮㯜屐

⭊崘䥩⮰枭埴≽炻≈ ⻢㚱斄ね⟙Ṍ㳩冯➟㱽Ḻ≑炻⯙ 㔜橼ね

⅝ἄ↢㓧䫾⿏㊯⮶ˤ� 
炷 ⚃炸ㅱ ⿍䭉䎮 � 
≈⾓䱝㷗ㅱ⿍⸛⎘Ḻ倗Ḻ忂⺢姕ˤℙ⎴䇕⍾⚳⭞㓗㊩⺢ 

䩳䱝㷗ㅱ⿍㓹㎜昲ẵ⛐⋼⎴嗽伖䨩䘤ḳẞ㗪⾓忇忚ℍ⮵㕡廬 

⋨䘬Ⱦ 䵈刚忂忻ȿ ˤ㶙ℍ ㍊妶ㅱ⿍㓹㎜昲ẵㅱ⿍䈑屯䵈刚 

忂忻炻楁㷗㓧⹄梃埴㚵⊁昲梃㨇瑂映⺋㜙䚩ℏ㨇⟜≈㱡㚵⊁

䫱⎰ἄḳ枭ˤ�

ℕˣ㔁做冯Ṣㇵ�
炷ᶨ炸㶙⊾檀䫱㔁做⎰ἄ炻慵溆㓗㊩楁㷗ᷕ㔯⣏⬠炷㶙

⛛炸⺢姕 ʕ 䧵㤝㍐≽楁㷗檀㟉冯⺋㜙檀㟉⛐ṢㇵṌ㳩 x 䥹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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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彎⬠䫱㕡朊䘬⎰ἄ炻㍊妶⃒⊾䱝㷗⎰ἄ彎⬠㓧䫾䑘⠫ˤ�
炷Ḵ炸忚ᶨ㬍⬴┬⺋㜙悐ấ檀䫱昊㟉⍲悐↮℟⁁㡅ẞ䘬

檀䫱借㤕㈨埻昊㟉娎ㆾ冒ᷣ侫㟠㊃㓞楁㷗⬠䓇�ᶵ㕟㒜⣏
⮵㷗㊃䓇夷㧉 ʕ 嶇忚㶙⛛㷗Ṣ⫸⻇⬠㟉炾䎕娎埴妰∫䘬⮎㕥

ね⅝ˤ≈⻢ᷕ⮷⬠ⷓ屯➡妻⎰ἄ炻䘤⯽暁⎹Ṍ㳩ˤ� 

᧤ₘ᧥⺢䩳ℐ䱝㷗㈨ⶍ昊㟉ⷓ屯➡妻Ṍ㳩⎰ἄ攟㓰㨇

⇞ˤ两临彎⤥⺋㜙㈨ⶍ昊㟉㔁ⷓ崜㷗➡妻䎕炻⺽忚楁㷗借㤕

㔁做⃒䥨㔁ⷓ x 借㤕㈨埻㔁做⮰㤕Ṣㇵ x 借㤕➡妻⮰⭞䫱⇘

⺋㜙㈨ⶍ昊㟉ả㔁ㆾ嫃⬠ˤ� 

᧤⥪᧥㍐忚䱝㷗ℑ⛘㟉晃⎰ἄṌ㳩炻≒≃∝忈㡅ẞὫ忚

ℑ⛘昊㟉炷⊭㊔借㤕㔁做昊㟉炸䶈䳸⥲⥡⬠㟉炻⛐⮰㤕姕伖 x

婚䦳攳䘤䫱㕡朊攳⯽Ṍ㳩ˤ� 

᧤℣᧥㍐≽ℑ⛘借㤕➡妻㨇㥳冯ẩ㤕攳⯽➡妻㚵⊁⎰

ἄ炻Ὣ忚ℑ⛘㈨傥Ṣㇵ➡梲⎰ἄˤ㍐≽⺋ⶆˣ楁㷗ˣ㽛攨ˣ

ㆸ悥⚃⛘冱彎❶晃借㤕㈨傥䪞岥炻≈⻢⋨➇㈨傥Ṍ㳩ˤ�

炷ℕ炸㍐忚䱝㷗借㤕傥≃攳䘤姽₡⎰ἄ ʕ 䳸⎰楁㷗䓋㤕

䘤⯽Ṣㇵ暨㯪炻䨑㬍㉻⯽⛐㷗借㤕㈨傥揺⭂夷㧉侫娎ⶍ

䧖ˤ㍐≽⛐↢䇰⌘⇟ˣ㰥干ᾖ䎮ˣ䈑㤕䭉䎮ˣ梲侩嬟䎮䫱 �
ᾳ借㤕攳⯽Ⱦᶨ娎ℑ嫱ȿ攳䘤䞼䨞娎溆炻䧵㤝㍐忚伶⭡

ⷓˣ伶檖ⷓ䘬Ⱦᶨ娎ᶱ嫱ȿ攳䘤䞼䨞ˤ�
炷ᶫ炸ℙ⺢⺋㜙ⶍ㤕姕妰➡妻⬠昊炷楁㷗䞍⮰姕妰⬠昊

⎰ἄ昊㟉炸ʕ ㇻ忈檀䪗ⶍ㤕姕妰Ṣㇵ➡梲姽₡檀䥹㈨枭䚖

姕妰䞼䘤ㅱ䓐䘬ಯℑ檀ರ㟠⽫橼䲣炻⺢姕ⶍ㤕姕妰冯ㆸ㝄廱⊾
℔ℙ㚵⊁⸛⎘炻姕䩳⚳晃姕妰⣏ⷓⶍἄ⭌炻≈ ⻢➡梲℟⁁⚳

晃忂䓐借㤕傥≃䘬檀䪗姕妰Ṣㇵ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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炷ℓ炸忚ᶨ㬍≈⻢⺋ⶆ䱝㷗㽛曺⮹⸜Ṍ㳩㳣≽➢⛘⺢

姕 x ≈⾓㶙⛛㶙㷗曺⸜∝㕘∝㤕➢⛘⺢姕炻≈ ⻢ℑ⛘曺⸜Ṍ

㳩ˤ�
ᶫˣ慵溆⎰ἄ⋨➇�
炷ᶨ炸㶙ℍ句⮎˪⺋ⶆ⋿㱁㕘⋨䘤⯽夷∫ 炻˫䶐⇞↢⎘

䚠斄惵⣿㓧䫾㍒㕥炻㶙⊾䴻屧ˣ㱽⼳ˣẚ塩婧妋㚵⊁ x 㕭

忲ˣ㔯⊾ˣ㔁做ˣ慓䗪ˣ⺢䭱ˣ䥹㈨ˣ㚫⯽ˣ⮰㤕㚵⊁ˣ㮹

䓇䫱⎰ἄ ʕ ㍊妶⋿㱁⮎㕥 &(3$䵄⎰䣢䭬⋨崟㬍⋨⎰ἄ㕘㧉
⺷炻旵Ỷ楁㷗⮰㤕Ṣ⢓⍲ẩ㤕忚ℍ攨㩣炻᷎徸㬍㍐≽⭡姙楁

㷗㚵⊁㍸ὃ侭⛐⋿㱁䚜㍍㍸ὃ㚵⊁ ʕ ㍐忚⋿㱁㕘⋨⚳晃㔁做

⎰ἄ娎槿⋨ x 䱝㷗㽛䎦ẋ凒忳㚵⊁普倂⋨䱝㷗㽛㔯⊾炷∝

シ炸䓋㤕娎槿⚺⋨䫱枭䚖⺢姕 ʕ 㶙⊾㓡朑炻≒ ≃䆇忈冯楁㷗

㍍年䘬䆇⓮䑘⠫ ʕ ⬴┬䧿㷗⎰ἄ㨇⇞炻屓⽡拗ỵ䘤⯽ x ⃒⊊

Ḻ墄ˣḺ⇑ℙ岷䘬⍇⇯炻⯙句⮎˪⺋ⶆ⋿㱁㕘⋨䘤⯽夷∫˫

㓗㊩㓧䫾䘬䶐⇞ⶍἄᾅ㊩䵲⭮㹅忂炻冱彎䧿㷗⎰ἄ⮰屔⮷䳬

㚫嬘⍲䚠斄⮰柴㚫嬘炻≈⾓䧿㷗⎰ἄ攳䘤⋿㱁ˤ�

炷Ḵ炸ℐ朊句⮎˪⇵㴟㶙㷗䎦ẋ㚵⊁㤕⎰ἄ⋨䷥橼䘤⯽

夷∫ 炻˫䳘⊾屉䦭ˣ慹圵ˣ⺢䭱ˣ㱽⇞ˣṢㇵ䫱惵⣿㓧䫾 ʕ

䞼䨞㍐忚慹圵㓡朑∝㕘枭䚖⛐⇵㴟⃰埴⃰娎炻㍊䳊⺢䩳∝㕘

✳嶐⠫Ṣ㮹⸋Ṍ㖻⸛⎘炻攳⯽屯㛔枭䚖⎗㎃䘬⃰埴娎槿炻

溻⊝⠫ℏ⢾慹圵㨇㥳⛐⇵㴟姕䩳嶐⠫慹圵㤕⊁䷥悐炻䘤⯽冯

㷗㽛⛘⋨䘬嶐⠫慹圵㤕⊁ ʕ ㍊䳊⍾⼿楁㷗ⶍ䦳娊 x 夷 ∫

姕妰 x 㷔慷 x 忈₡䫱➟㤕屯㟤䘬⮰㤕Ṣ⢓炻䚜㍍⛐⇵㴟姣ℴ

➟㤕 ʕ ㍊䳊⃩姙楁㷗⎬栆ⶍ䦳栏⓷℔⎠ⶍ䦳㈧⺢⓮䌐䩳⛐

⇵㴟㈧⺢ⶍ䦳枭䚖 ʕ ㍊䳊⛐⇵㴟䭬⚵ℏ炻⮵楁㷗䌐屯ㆾ冯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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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攳䘤䘬⺢姕枭䚖炻 ⃩ 姙⮎埴楁㷗䘬ⶍ䦳䭉䎮橼⇞ ʕ ⬴

┬㶙㷗⎰ἄ㨇⇞炻⣂ 㷈忻倥⍾楁㷗㤕䓴シ夳炻ℙ ⎴㍐忚⇵㴟

攳䘤⺢姕ˤ�

炷ᶱ炸⺋㜙≈⾓㨓䏜攳䘤⺢姕炻ℐ 朊句⮎˪㨓䏜䷥橼䘤

⯽夷∫ 炻˫䇕⍾⚳⭞㚱斄悐⥼䚉⾓䞼䨞⇞⭂䓋㤕⃒よ䚖抬 

↮䶂䭉䎮忂斄彎㱽䫱⃒よ㓧䫾⮎㕥䳘⇯炻㍐≽⎬枭⃒よ㓧䫾

句 ⮎ˤ⣏≃䘤 ⯽ẹ改㕭忲ˣ⓮ ⊁㚵⊁ˣ慹圵㚵 ⊁ˣ㔯 ⊾∝シ x

ᷕ慓ᾅˣ䥹㔁䞼䘤ˣ檀㕘㈨埻䫱ᶫ⣏䓋㤕ˤ�

炷⚃炸㶙㷗两临䞼䨞句楔㳚㱛⣿⛘⋨攳䘤妰∫⍲㧉⺷炻

䚉⾓㍸↢℟橼⺢嬘ˤ� 

⏺ᇬ⋨➇⎰ἄ夷∫�
㊱䄏˪䑘䎈㰇⎋⭄⯭䀋⋨⺢姕慵溆埴≽妰∫˫䫔ᶨ昶㭝

℔埮娊㓞普䘬シ夳炻䚉⾓⬴ㆸ䞼䨞ᾖ妪ⶍἄ炻℔ⶫᾖ妪⺢

嬘⍲䚠斄℔埮シ夳炻攳⯽䫔Ḵ廒℔埮娊 ʕ 䞼䨞ㆸ㝄ὃ䱝㷗

㽛ᶱ⛘㓧⹄⛐⇞⭂⎬冒夷⭂䫱㕡朊㍸ὃ⍫侫炻ℙ ⎴Ὣ忚䑘䎈

㰇⎋⭄⯭䀋⋨䘬⼊ㆸˤ� 

⃬ᇬ⎰ἄ㨇⇞�
炷ᶨ炸⺋㜙两临⬴┬㍐忚⮎㕥 &(3$⍲⃰埴⃰娎ⶍἄ㨇

⇞炻㍸ὃಯᶨ䪁⺷ರ㚵⊁炻⺢䩳㍐⺋ὧ⇑ˣ㶭㘘䘬ⶪ⟜忚ℍ
䦳⸷炻⋼婧妋⅛㷗⓮⛐⺋㜙䘤⯽㤕⊁㗪忯⇘䘬℟橼⚘暋ˤ�

炷Ḵ炸⺋㜙⬴┬㟮㝞⋼嬘⮎㕥ⶍἄ䜋㞍侫㟠姽₡㨇⇞⍲

侫㟠彎㱽炻≈⻢ⶍἄ䜋Ὣ㩊㞍炻䡢ᾅ⎬枭ⶍἄ句⮎ˤ�

炷ᶱ炸⛐䱝㷗⎰ἄ倗ⷕ㚫嬘㨇⇞ᶳ⺢䩳䱝㷗⍵崘䥩䵲⭮

⎰ἄ㨇⇞炻忂⟙ね⅝炻ℙ⓮⮵䫾炻⼊ㆸ⎰≃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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