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刀丑山HiBCI，Ke �18 �4（1） �0，7 �72 �62 �16 � 

刀HuHiBCI，Re �18 �4（2） �0，3 �28 �24 �7 � 

刀HlⅡHiBCbXe �20 �46（1） �0，2 �57 �49 �12 � 
■刀丑山HiBCI，Ke �20 �46（2） �0，4 �77 �66 �27 � 

刀丑山HiBCbXe �21 �7（1） �0，3 �51 �45 �7 � 

几皿miBCbKe �32 �19（1） �0，4 �48 �41 �2 � 

刀五山HiBCbKe �32 �24（1） �0，3 �51 �44 �5 � 

刀HuHiBCI，Ke �40 �5（1） �0，5 �55 �47 �3 � 

刀HⅢHiBCbXe �41 �20（l） �0，6 �96 �83 �12 � 

刀HuHiBCbKe �41 �20（2） �0，7 �73 �63 �7 � 

刀HUHiBCI，Ke �44 �′　6（1） �・ノ　0，8 �62 �53 �6 � 

刀五ⅠEHiBCI，Re �45 �12（1） �0，1 �ィ　24 �21 �6 � 

刀H山HiBCI，Xe �51 �41（1） �0，7 �59 �51 �6 � 

BcbOrO： � � �・9，4・ �1221 �1051 �・177 � 

60pOBe �3 �20（1） �0，4 �83 �71 �・・2 � 

1BopoBe �－26 �17（1） �0，4 �135 �119 �39 � 

60pOBe �26－ �17・（2） �r　O，3 �69 �61 �18 � 

・60pOBe �－　26 �17（3） �0；5 �122 �108 �14 � 

60pOBe �41 �27（1） �0，4 �95 �82 �0 � 

BebOrO： � � �2　■ �■　504 �441 �73 � 

ropo加恥Ke �49 �1‘2（1）■ �■‾0，ウ �169 �147 �64 � 

ropoA011もKe �52 �14（1） �0，3． �100 �90 �14 � 

ropoA0恥Re �52 �14（2） �0，6 �116 �104 �16 � 

rop0月0IlbXe �52 �14（3） �0，5 �117 �105 �25 � 

rop0月0IlbRe �57 �5（1） �0，5 �152 �133 �60 � 

ropoAOllもⅨe �57 �5（2） �0，6 �147 �130 �60 � 

rop明0IlbKe �57 �5（3） �0，5 �14．5 �129 �51 � 

ropoヱ10恥Ke �59 �18（1） �0，3 �84 �73 �35 � 

BcbOrO： � � �4‾‾ �1030 �，11 �325 � 

H如OpyEChKe �14 �39（1） �0，3　‾ �57 �50 �19 � 

HoBOpyACbKe �15 �17（・1） �．0，5 �123 �106 �48 � 

HoBOpyJ【CbKe �24 �19（l） �、0，4 �，61 �52 �20 � 

HoBOpyAChKe �24 �6（4） �0，7 �164 �141 �59 � 

HoBOpy且CbXe �24 �6（5） �0，4 �63 �54 �11 � 

HoBOpy月CbXe �32 �4（l） �0，2 �45 �40 �7 � 

HoBOp）ⅥCbKe �32 �5（1う �0，3． �83 �71 �23 � 

HoBOpy几CbKe �32 �25（1） �0，3 �73 �62 �18 � 

HoBOpyJtChKe �32 �33（9） �0，3 �60 �52 �20 � 
rBeもoro： Pa30M： � � �3，4 �729 �628 �±25 � 

25，7 �5066 �4412 �14畠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