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徴徴 徴徴 徴徴 徴徴         徴3 徴3 徴3 徴3 

 常増     常3居員格末居員居居居      明員3格扶員居居居         徴常末員居居居    常徴扶員末居3員居居居     常常業員業徴業員格常扶       扶員末末3員常格明

 常増     常徴扶員格末扶員居居居      明員3格扶員居居居         徴常末員居居居    常常格員末居末員居居居     常常扶員搬末末員常居3       扶員常徴業員格業末

 常増     常徴徴員業搬業員居居居      明員3格扶員居居居         徴常末員居居居    常常明員末業徴員居居居     常常徴員明明3員扶常搬       扶員常徴格員搬格搬

 常増       常員業搬徴員居居居      常員格搬扶員扶居居          業末員明居居

 徴増      3業員末常常員居居居     3業員末常居員扶居居             明居居

 3増      3明員明末明員居居居     3徴員格明常員末3搬       3員格常扶員徴明搬

 扶増      常居員業扶明員居居居     常居員業扶扶員業明明           常員居3扶

 業増         常常明員居居居         末業員3居居          3明員末居居

常常増         明格搬員居居居        搬徴常員居居3         常明3員業業末

常徴増       扶員常居業員居居居      扶員常居明員搬搬業           徴員扶扶常

常3増      徴常員徴末居員居居居     徴常員徴明扶員搬業扶           搬員扶居明

常扶増         扶扶業員居居居        扶扶3員扶業業           搬員搬居常

常格増         格扶業員居居居        格扶末員業搬業           常員居扶常

常業増          徴業員居居居         徴業員居居居               居

居常一般事務費　　　　     徴業員常扶明員3常扶

常       常員格搬扶員扶居居

      常員格搬扶員扶居居

      常員格搬扶員扶居居

業          末業員3居居

         扶扶員常居居

         扶扶員常居居

         3常員業居居

          3員3居居

常常         搬徴常員居居3

        搬居徴員格搬業

         常格員常扶扶

常徴       扶員常居明員搬搬業

      3員居常搬員搬3搬

      3員居常搬員搬3搬

      常員居業常員居徴扶

        末常扶員徴業扶

        3末明員末3居

常3      徴常員徴明扶員搬業扶

        3常搬員居居居

        3常搬員居居居

     常業員徴常業員3業扶

     常3員末業搬員居搬搬

      搬員扶徴扶員33業

      常員末3居員徴居居

      常員末3居員徴居居

常扶         扶扶3員扶業業

        扶扶3員扶業業

        扶扶3員扶業業

 常増   常増



                                                                                    

                

                

            

            
                    

                

                                        

                  

        徴扶 徴扶 徴扶 徴扶         徴搬 徴搬 徴搬 徴搬 

常格         格扶末員業搬業

          末員業搬業

        格扶居員居居居

常業

         徴業員居居居

         徴業員居居居

         徴徴員居居居

          末員居居居

末業職員給与関係経費　     格3員搬常末員常居常

徴      3業員末常居員扶居居

     3業員末常居員扶居居

3      3徴員格明常員末3搬

      常員居3明員居居居

      徴員常業搬員明徴扶

        搬扶居員居居居

          徴員常居居

      業員格3格員搬居3

      扶員搬末明員搬業格

        扶居常員業搬居

        3徴扶員居居居

        業常搬員居居居

      業員末徴業員居扶格

      3員3居徴員業常徴

扶      常居員業扶扶員業明明

     常居員業扶扶員業明明

        徴常末員居居居

 徴増       常員業常搬員居居居       常員業常搬員居居居       常員業常3員明格格           常員3常徴

常業増       常員業常搬員居居居      常員業常3員明格格           常員3常徴

居常国保連合会負担金　      常員業常3員明格格

常業

      常員業常3員明格格

      常員業常3員明格格

      常員業常3員明格格

 徴増       扶員業常居員居居居       扶員業常居員居居居       扶員扶業常員末常末         扶常格員徴格3

 常増   常増



                                                                                    

                

                

            

            
                    

                

                                        

                  

        徴明 徴明 徴明 徴明         徴末 徴末 徴末 徴末 

 常増       扶員業常居員居居居       扶員業常居員居居居       扶員扶業常員末常末         扶常格員徴格3

 常増       徴員3扶3員居居居      徴員徴明常員明居居          格常員扶居居

 業増          徴搬員居居居         徴徴員常居居           徴員業居居

常常増         末居末員居居居        明明常員扶常明          扶搬員搬格扶

常徴増       常員扶末格員居居居      常員常業常員居明常         徴格明員業3業

常3増         3搬末員居居居        3搬搬員搬扶居           常員扶明居

居常国民健康保険税賦課

徴収経費　　　　　      扶員扶業常員末常末

常       徴員徴明常員明居居

      徴員徴明常員明居居

      徴員徴明常員明居居

業          徴徴員常居居

         徴徴員常居居

         徴徴員常居居

常常         明明常員扶常明

         33員居末搬

        明徴格員3扶常

常徴       常員常業常員居明常

      常員常業常員居明常

      常員常業常員居明常

常3         3搬搬員搬扶居

        3搬搬員搬扶居

        常居居員格居居

        徴搬扶員末扶居

 3増         扶常業員居居居         扶常業員居居居         常業扶員徴扶扶         徴徴扶員末搬明

 常増         扶常業員居居居         扶常業員居居居         常業扶員徴扶扶         徴徴扶員末搬明

 常増         3居常員居居居        常常業員居居居         常格徴員居居居

 業増          扶常員居居居         常常員明居居          徴業員扶居居

常常増          3業員居居居         3末員33扶           常員明明明

常業増          3格員居居居         徴明員3常居          常常員明業居

居常国民健康保険運営協

議会経費　　　　　        常業扶員徴扶扶

常         常常業員居居居

        常常業員居居居

        常常業員居居居

業          常常員明居居

          末員徴居居

          末員徴居居

          扶員扶居居

常常          3末員33扶

         3末員33扶

常業

         徴明員3常居

         徴明員3常居

         徴明員3常居

 常増   徴増



                                                                                    

                

                

            

            
                    

                

                                        

                  

        徴格 徴格 徴格 徴格         徴業 徴業 徴業 徴業 

 扶増         明明末員居居居         明明末員居居居         明明明員末搬居             徴搬居

 常増         明明末員居居居         明明末員居居居         明明明員末搬居             徴搬居

常常増         明明末員居居居        明明明員末搬居             徴搬居

居常国民健康保険趣旨普

及費　　　　　　　        明明明員末搬居

常常         明明明員末搬居

        明明明員末搬居

 徴増   3員徴格常員3末格員居居居    常明3員扶居居員居居居   3員扶扶扶員末末格員居居居   3員3常業員常格居員居業明     常徴搬員搬業末員業居扶

 常増   徴員業徴末員業徴徴員居居居    常3常員徴徴末員居居居   3員居搬業員常扶業員居居居   徴員業搬業員扶業末員居常末      業業員明搬常員業格3

 常増   徴員搬扶業員常3格員居居居    常明常員明扶末員居居居   徴員末常居員末格搬員居居居   徴員明扶居員3常搬員末徴搬      末居員扶明業員徴末搬

常業増   徴員末常居員末格搬員居居居  徴員明扶居員3常搬員末徴搬      末居員扶明業員徴末搬

居常一般被保険者療養給

付費　　　　　　　  徴員明扶居員3常搬員末徴搬

常業

  徴員明扶居員3常搬員末徴搬

  徴員明扶居員3常搬員末徴搬

  徴員明扶居員3常搬員末徴搬

 徴増     3徴搬員末徴3員居居居     3徴員常末3員居居居     徴業3員搬搬居員居居居     徴明業員徴扶明員業扶業      徴扶員3居3員居搬常

常業増     徴業3員搬搬居員居居居    徴明業員徴扶明員業扶業      徴扶員3居3員居搬常

居常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

給付費　　　　　　    徴明業員徴扶明員業扶業

常業

    徴明業員徴扶明員業扶業

    徴明業員徴扶明員業扶業

    徴明業員徴扶明員業扶業

 3増      3末員常末常員居居居      常員末搬3員居居居      3格員業徴扶員居居居      3明員扶格明員明3明       徴員扶3末員3明扶

常業増      3格員業徴扶員居居居     3明員扶格明員明3明       徴員扶3末員3明扶

居常一般被保険者療養費     3明員扶格明員明3明

常業

     3明員扶格明員明3明

     3明員扶格明員明3明

     3明員扶格明員明3明

 扶増       扶員格明搬員居居居       扶員格明搬員居居居       徴員扶格徴員33格       徴員3格徴員明明徴

常業増       扶員格明搬員居居居      徴員扶格徴員33格       徴員3格徴員明明徴

居常退職被保険者等療養

費　　　　　　　　      徴員扶格徴員33格

常業

      徴員扶格徴員33格

      徴員扶格徴員33格

      徴員扶格徴員33格

 常増   扶増



                                                                                    

                

                

            

            
                    

                

                                        

                  

        3居 3居 3居 3居         3常 3常 3常 3常 

 搬増      常常員居徴搬員居居居      常常員居徴搬員居居居      常居員業明搬員3明業          搬業員明3常

常徴増      常常員居徴搬員居居居     常居員業明搬員3明業          搬業員明3常

居常審査支払手数料　　     常居員業明搬員3明業

常徴      常居員業明搬員3明業

     常居員業明搬員3明業

     常居員業明搬員3明業

 徴増     3常搬員明3業員居居居     3徴員常末3員居居居     3扶末員格常徴員居居居     3徴業員徴格居員徴明業      常格員搬3常員末3常

 常増     徴末3員明扶常員居居居     3徴員常末3員居居居     3居搬員格常扶員居居居     徴業徴員居格搬員居末徴      常3員末徴格員業徴格

常業増     3居搬員格常扶員居居居    徴業徴員居格搬員居末徴      常3員末徴格員業徴格

居常一般被保険者高額療

養費　　　　　　　    徴業徴員居格搬員居末徴

常業

    徴業徴員居格搬員居末徴

    徴業徴員居格搬員居末徴

    徴業徴員居格搬員居末徴

 徴増      扶居員業格搬員居居居      扶居員業格搬員居居居      3末員常居業員末格業       3員格末搬員徴常常

常業増      扶居員業格搬員居居居     3末員常居業員末格業       3員格末搬員徴常常

居常退職被保険者等高額

療養費　　　　　　     3末員常居業員末格業

常業

     3末員常居業員末格業

     3末員常居業員末格業

     3末員常居業員末格業

 3増         明格搬員居居居         明格搬員居居居          格搬員扶居格         搬業業員搬業徴

常業増         明格搬員居居居         格搬員扶居格         搬業業員搬業徴

居常一般被保険者高額介

護合算療養費　　　         格搬員扶居格

常業

         格搬員扶居格

         格搬員扶居格

         格搬員扶居格

 扶増         3徴格員居居居         3徴格員居居居               居         3徴格員居居居

常業増         3徴格員居居居              居         3徴格員居居居

 3増         徴居居員居居居         徴居居員居居居               居         徴居居員居居居

 徴増   常増



                                                                                    

                

                

            

            
                    

                

                                        

                  

        3徴 3徴 3徴 3徴         33 33 33 33 

 常増         常居居員居居居         常居居員居居居               居         常居居員居居居

常業増         常居居員居居居              居         常居居員居居居

 徴増         常居居員居居居         常居居員居居居               居         常居居員居居居

常業増         常居居員居居居              居         常居居員居居居

 扶増      33員明常末員居居居      33員明常末員居居居      徴明員格居徴員格常居       明員格常扶員常業居

 常増      33員明居居員居居居      33員明居居員居居居      徴明員末業居員居居居       明員格常居員居居居

常業増      33員明居居員居居居     徴明員末業居員居居居       明員格常居員居居居

居常出産育児一時金　　     徴明員末業居員居居居

常業

     徴明員末業居員居居居

     徴明員末業居員居居居

     徴明員末業居員居居居

 徴増          常末員居居居          常末員居居居          常徴員格常居           扶員常業居

常徴増          常末員居居居         常徴員格常居           扶員常業居

居常支払手数料　　　　         常徴員格常居

常徴          常徴員格常居

         常徴員格常居

         常徴員格常居

 搬増       扶員居居居員居居居       扶員居居居員居居居       3員明居居員居居居         扶居居員居居居

 常増       扶員居居居員居居居       扶員居居居員居居居       3員明居居員居居居         扶居居員居居居

常業増       扶員居居居員居居居      3員明居居員居居居         扶居居員居居居

居常葬祭費　　　　　　      3員明居居員居居居

常業

      3員明居居員居居居

      3員明居居員居居居

      3員明居居員居居居

 3増     末33員居格居員居居居     末居員格常明員居居居     格居3員格業明員居居居     格居3員格業扶員末徴搬           常員徴末搬

 常増     末33員居格居員居居居     末居員格常明員居居居     格居3員格業明員居居居     格居3員格業扶員末徴搬           常員徴末搬

 徴増   3増



                                                                                    

                

                

            

            
                    

                

                                        

                  

        3扶 3扶 3扶 3扶         3搬 3搬 3搬 3搬 

 常増     末33員居徴搬員居居居     末居員格居格員居居居     格居3員格33員居居居     格居3員格3徴員搬居末             扶業3

常業増     格居3員格33員居居居    格居3員格3徴員搬居末             扶業3

居常後期高齢者支援金　    格居3員格3徴員搬居末

常業

    格居3員格3徴員搬居末

    格居3員格3徴員搬居末

    格居3員格3徴員搬居末

 徴増          搬搬員居居居          格員居居居          明3員居居居          明徴員徴常格             末格徴

常業増          明3員居居居         明徴員徴常格             末格徴

居常後期高齢者関係事務

費拠出金　　　　　         明徴員徴常格

常業

         明徴員徴常格

         明徴員徴常格

         明徴員徴常格

 扶増         業末扶員居居居        常常徴員居居居         格明徴員居居居         格明居員搬明居           常員扶扶居

 常増         業末扶員居居居        常常徴員居居居         格明徴員居居居         格明居員搬明居           常員扶扶居

 常増         業常業員居居居        常徴居員居居居         末業業員居居居         末業格員3扶徴             明搬格

常業増         末業業員居居居        末業格員3扶徴             明搬格

居常前期高齢者納付金　        末業格員3扶徴

常業

        末業格員3扶徴

        末業格員3扶徴

        末業格員3扶徴

 徴増          搬搬員居居居          格員居居居          明3員居居居          明徴員徴常格             末格徴

常業増          明3員居居居         明徴員徴常格             末格徴

居常前期高齢者関係事務

費拠出金　　　　　         明徴員徴常格

常業

         明徴員徴常格

         明徴員徴常格

         明徴員徴常格

 搬増          徴業員居居居          3員居居居          徴明員居居居          徴搬員徴3業             末明常

 3増   常増



                                                                                    

                

                

            

            
                    

                

                                        

                  

        3明 3明 3明 3明         3末 3末 3末 3末 

 常増          徴業員居居居          3員居居居          徴明員居居居          徴搬員徴3業             末明常

 常増          徴業員居居居          3員居居居          徴明員居居居          徴搬員徴3業             末明常

常業増          徴明員居居居         徴搬員徴3業             末明常

居常老人保健事務費拠出

金　　　　　　　　         徴搬員徴3業

常業

         徴搬員徴3業

         徴搬員徴3業

         徴搬員徴3業

 明増     3常格員末搬居員居居居     常明員常明徴員居居居     33扶員業常徴員居居居     33扶員業常常員常居3             格業末

 常増     3常格員末搬居員居居居     常明員常明徴員居居居     33扶員業常徴員居居居     33扶員業常常員常居3             格業末

 常増     3常格員末搬居員居居居     常明員常明徴員居居居     33扶員業常徴員居居居     33扶員業常常員常居3             格業末

常業増     33扶員業常徴員居居居    33扶員業常常員常居3             格業末

居常介護納付金　　　　    33扶員業常常員常居3

常業

    33扶員業常常員常居3

    33扶員業常常員常居3

    33扶員業常常員常居3

 末増     搬扶格員徴3常員居居居     明徴員徴徴常員居居居     扶格明員居常居員居居居     扶格明員居居明員末扶3           3員徴搬末

 常増     搬扶格員徴3常員居居居     明徴員徴徴常員居居居     扶格明員居常居員居居居     扶格明員居居明員末扶3           3員徴搬末

 常増     常徴3員徴居業員居居居     常搬員格徴搬員居居居     常居末員3格扶員居居居     常居末員3格3員搬格明             扶常扶

常業増     常居末員3格扶員居居居    常居末員3格3員搬格明             扶常扶

居常高額医療費共同事業

拠出金　　　　　　    常居末員3格3員搬格明

常業

    常居末員3格3員搬格明

    常居末員3格3員搬格明

    常居末員3格3員搬格明

 徴増     扶徴搬員居常格員居居居     扶明員3業明員居居居     3末格員明徴徴員居居居     3末格員明徴常員常格格             格常徴居常保険財政共同安定化

事業拠出金　　　　    3末格員明徴常員常格格

常業

    3末格員明徴常員常格格

    3末格員明徴常員常格格

 搬増   常増



                                                                                    

                

                

            

            
                    

                

                                        

                  

        3格 3格 3格 3格         3業 3業 3業 3業 

常業増     3末格員明徴徴員居居居    3末格員明徴常員常格格             格常徴

    3末格員明徴常員常格格

 3増           扶員居居居           扶員居居居           常員業明業           徴員居3常

常業増           扶員居居居          常員業明業           徴員居3常

居常その他共同事業事務

費拠出金　　　　　          常員業明業

常業

          常員業明業

          常員業明業

          常員業明業

 格増      搬末員業3末員居居居      搬員常格居員居居居      搬徴員末搬末員居居居      搬居員末徴末員業業3       徴員居徴業員居居末

 常増      常3員明搬常員居居居        明3徴員居居居      常扶員徴格3員居居居      常3員末明常員業格徴         搬徴常員居常格

 常増         扶格3員居居居         扶格3員居居居         扶居常員業搬扶          格常員居扶明

常常増         扶搬末員居居居        3格3員格搬居          末3員常搬居

常徴増          徴明員居居居         常格員常居扶           末員格業明

居常保健衛生普及費　　        扶居常員業搬扶

常常         3格3員格搬居

        3格3員格搬居

常徴          常格員常居扶

         常格員常居扶

         常格員常居扶

 徴増      常3員常明格員居居居        明3徴員居居居      常3員格居居員居居居      常3員3明居員居徴格         扶3業員業末徴

常常増           扶員居居居          3員搬格常             扶常業

常徴増       常員格業居員居居居      常員末業末員末搬格          業徴員徴扶徴

常3増      常常員業居明員居居居     常常員搬搬格員明格業         3扶末員3常常

居常疾病予防費　　　　     常3員3明居員居徴格

常常           3員搬格常

          3員搬格常

常徴       常員末業末員末搬格

      常員末業末員末搬格

      常員末業末員末搬格

常3      常常員搬搬格員明格業

        扶格居員格格業

        扶格居員格格業

     常常員居末末員格居居

      格員搬居居員扶居居

      徴員搬末末員扶居居

 徴増      扶扶員徴格明員居居居      搬員格常徴員居居居      3格員扶末扶員居居居      3明員業明明員居常常       常員搬居末員業格業

 末増   常増



                                                                                    

                

                

            

            
                    

                

                                        

                  

        扶居 扶居 扶居 扶居         扶常 扶常 扶常 扶常 

 常増      扶扶員徴格明員居居居      搬員格常徴員居居居      3格員扶末扶員居居居      3明員業明明員居常常       常員搬居末員業格業

 常増               居              居               居

 末増               居              居               居

 業増          常明員居居居          常員常居居          常扶員業居居

常常増         明居3員居居居        常搬搬員格末業         扶扶末員常徴常

常徴増       徴員徴搬扶員居居居      常員末徴徴員居格格         搬3常員業常徴

常3増      3扶員業搬扶員居居居     3扶員搬扶徴員業明業         扶常常員居3常

常扶増          徴末員居居居         徴3員徴搬搬           3員末扶搬

常業増         明徴居員居居居        搬徴居員末徴居          業業員徴格居

居常特定健康診査・特定

保健指導　　　　　     3明員業明明員居常常

業           常員常居居

          常員常居居

常常         常搬搬員格末業

         業明員居徴業

         搬業員格搬居

常徴       常員末徴徴員居格格

      常員3居3員業末居

        業末常員33居

        33徴員明扶居

        扶常格員常常格

        扶常格員常常格

常3      3扶員搬扶徴員業明業

        明扶居員徴業居

        明扶居員徴業居

     33員業居徴員明末業

     33員業居徴員明末業

常扶          徴3員徴搬搬

         徴3員徴搬搬

         徴3員徴搬搬

常業

        搬徴居員末徴居

        搬徴居員末徴居

        搬徴居員末徴居

 業増          徴明員居居居           格員居居居         3扶員居居居          33員3格格             明常徴

 常増          徴明員居居居           格員居居居         3扶員居居居          33員3格格             明常徴

 常増          徴明員居居居           格員居居居         3扶員居居居          33員3格格             明常徴

徴搬増          3扶員居居居         33員3格格             明常徴

居常支払準備基金積立金         33員3格格

徴搬          33員3格格

         33員3格格

          格員居居居

 格増   徴増



                                                                                    

                

                

            

            
                    

                

                                        

                  

        扶徴 扶徴 扶徴 扶徴         扶3 扶3 扶3 扶3 

常居増       搬員末業3員居居居     格居員搬徴居員居居居      格明員3常3員居居居      格搬員常居扶員末常常       常員徴居格員徴格業

 常増       搬員居末徴員居居居     格居員搬徴居員居居居      格搬員搬業徴員居居居      格扶員搬常扶員徴明3       常員居末末員末3末

 常増       扶員搬居居員居居居         3搬業員居居居      扶員常扶常員居居居       3員扶徴末員扶搬居         末常3員搬搬居

徴3増       扶員常扶常員居居居      3員扶徴末員扶搬居         末常3員搬搬居

居常一般被保険者保険税

還付金　　　　　　      3員扶徴末員扶搬居

徴3

      3員扶徴末員扶搬居

      3員扶徴末員扶搬居

      3員扶徴末員扶搬居

 徴増         搬居居員居居居         搬居居員居居居         常搬業員末居居         3扶居員3居居

徴3増         搬居居員居居居        常搬業員末居居         3扶居員3居居

居常退職被保険者等保険

税還付金　　　　　        常搬業員末居居

徴3

        常搬業員末居居

        常搬業員末居居

        常搬業員末居居

 3増          搬居員居居居         3搬業員居居居        扶居業員居居居         扶居3員扶居居           搬員明居居

徴3増         扶居業員居居居        扶居3員扶居居           搬員明居居

居常一般被保険者還付加

算金　　　　　　　        扶居3員扶居居

徴3

        扶居3員扶居居

        扶居3員扶居居

        扶居3員扶居居

 扶増          徴居員居居居          徴居員居居居           3員常居居          常明員業居居

徴3増          徴居員居居居          3員常居居          常明員業居居

居常退職被保険者等還付

加算金　　　　　　          3員常居居

徴3

          3員常居居

          3員常居居

          3員常居居

 搬増           徴員居居居     格居員搬徴居員居居居      格居員搬徴徴員居居居      格居員搬徴居員明常3           常員3格末居常国庫支出金等償還金     格居員搬徴居員明常3

徴3

     格居員搬徴居員明常3

常居増   常増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扶         扶搬 扶搬 扶搬 扶搬 

徴3増      格居員搬徴徴員居居居     格居員搬徴居員明常3           常員3格末      格居員搬徴居員明常3

     明搬員格徴3員居3徴

     常扶員明業末員搬格常

 徴増         末徴常員居居居         末徴常員居居居         搬業居員扶扶格         常3居員搬搬徴

 常増         末徴常員居居居         末徴常員居居居         搬業居員扶扶格         常3居員搬搬徴

常業増         末徴常員居居居        搬業居員扶扶格         常3居員搬搬徴

居常指定公費支出金　　        搬業居員扶扶格

常業

        搬業居員扶扶格

        搬業居員扶扶格

        搬業居員扶扶格

常常増      徴居員居居居員居居居         徴徴搬員居居居     常業員末末搬員居居居               居      常業員末末搬員居居居

 常増      徴居員居居居員居居居         徴徴搬員居居居     常業員末末搬員居居居               居      常業員末末搬員居居居

 常増      徴居員居居居員居居居         徴徴搬員居居居     常業員末末搬員居居居               居      常業員末末搬員居居居         徴常末員居居居

          格員居居居

  搬員居業末員居明格員居居居    徴搬明員業業格員居居居   搬員3搬扶員居明明員居居居   搬員徴居居員明末扶員3末徴     常搬3員3業常員明徴格

常居増   常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