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op0月0IlbKe �38 �28（1） �0，9 �288 �252 �90 � 

rop0月0IlbEe �41 �36（1） �0，8 �231 �201 �106 � 

rop0月01lbEe �46 �6（5） �0，4 �119 �104 �42 � 

ropoA0IlbRe �46 �（6） �0，8 �233 �202 �85 � 

rop0月0IlbRe �46 �6（9） �0，7 �191 �167 �74 � 

rop0月0IlbKe �54 �5（2） �0，2 �42 �37 �12 � 

ropo刀．0IlbRe �54 �51（1） �0，2 �90 �80 �1年 � 

BcbOrO： � � �5，8 �1598 �1394 �518 � 

Tpo兄HiBCもXe �10 �11（1） �1 �270 �236 �137 � 

Tpo兄HiBCt，Ke �10 �13（1） �0，5 �94 �81 �33 � 

Tpo刃HiBChKe �15 �16（1） �0，7 �154 �134 �61 � 

Tpo兄HiBChRe �23 �11（1） �0，7 �141 �121 �31 � 

TpogHiBCbKe �23 �5（1） �0，7 �137 �118 �30 � 

Tpo兄HiBCbKe �24 �38（1） �0，4 �129 �112 �53 � 

Tpo珊iBChKe �24 �40（2） �0，5 �118 �102 �41 � 

Tpo兄HiBChXe �34 �2（1） �1 �167 �143 �49 � 

Tpo兄HiBCbRe �34 �5（3） �0，5 �78 �67 �28 � 

Tpo兄HiBCもKe �34 �5（5） �0，6 �109 �94 �29 � 

TpoSIHiBCLKe �41 �7（4） �1 �202 �174 �79 � 

TpoSmiBChXe �45 �2（2） �0，8 �60 �51 �10 � 

BcI，OrO： � � �8，4 �1659 �1433 �581 � 

HoBOpy月CbKe �9 �51（1） �0，7 �134 �116 �41 � 

HoBOpyJICbXe �13 �56（1） �0，3 �75 �64 �25 � 

HoBOpy月CbRe �20 �34（1） �0，5 �101 �90 �23 � 

HoBOpy乃CbXe �20 �35（1） �0，5 �77 �67 �20 � 

HoBOpy只CbKe �22 �50（1） �0，6 �140 �122 �49 � 

HoBOPynChKe �22 �50（3） �0，8 �186 �161 �50 � 

HoBOpy刀CもKe �24 �6（7） �0，7 �118 �102 �43 � 

HoBOpy月CbKe �25 �11（1） �0，9 �193 �166 �64 � 

HoBOpyヱICbKe �30 �60（1） �0，8 �173 �150 �48 � 

HoBOpy月CbKe �31 �52（3） �0，6 �100 �86 �29 � 

HoBOpyJlCbKe �32 �5（2） �0，7 �117 �103 �46 � 

HoBOpy皿CbXe �32 �5（4） �0，4 �62 �54 �16 � 

HoBOpy月CbXe �32 �50（1） �0，8 �115 �100 �24 � 

HoBOpy刀．CbKe �38 �13（1） �0，3 �65 �56 �20 � 

HoBOpyヱICbXe �38 �16（1） �0，3 �63 �55 �13 � 

HoBOpy皿CbKe �39 �5（2） �0，5 �69 �59 �11 � 

HoBOpy月CbKe �40 �3（3） �1 �154 �133 �44 � 

HoBOpy月CbKe �46 �47（1） �0，5 �122 �106 �62 � 

BcbOrO： � � �10，9 �誓諺て．．13嵐■ご租ム �も、＿1790 �628 � 

Pa30M： � � �55，5　‾ �‘㌔物療説 �成増309 �3．6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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