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ipH町Xe �9 �30（3） �0，9 �309 �276 �125 

ripE肛耶e �9 �34（1） �0，6 �118 �102 �31 

rip耶Ke �14 �34（1） �0，4 �147 �130 �60 

ripH叩Xe �14 �36（1） �0，5 �159 �140 �55 

ripH旺恥Ke �17 �11（4） �・0，4 �86 �76 �13 

rip間Xe �20 �36（1） �0，9 �222 �195 �78 

rip町Ke �24 �21（1） �0，7 �240 �213 �82 

ripHm払Re �24 �36（2） �0，3 �121 �108 �44 

rip壬印Xe �24 �38（1） �0，4 �92 �81 �26 

ripHⅢ払Ke �25 �3（1） �0，4 �95 �84 �18 

rip叩Re �27 �23（1） �0，1 �20 �17 �1 

rip叩Re �27 �24（1） �0，2 �43 �37 �12 

ripHH叩Xe �27 �24（2） �0，3 �47 �41 �12 

rip間Ke �33 �39（2） �0，5 �80 �67 �17 

rip王Ⅰ叩Ke �40 �5（1） �0っ4 �66 �56 �21 

ripH町Re �41 �13（1） �0，5 �145 �126 �18 

ripHHqもXe �41 �49（1） �0，6 �103 �90 �31 

ripH江匝Ke �42 �25（1） �0，3 �33 �27 �4 

rip叩Re �42 �25（2） �0，5 �53 �44 �8 

ril〕H恥Xe �47 �26（1） �0，8 �91 �77 �22 

rip叩Xe �47 �33（2） �0フ8・ �203 �180 �100 

ripH町もRe �51 �11（1） �0フ2 �18 �15 �0 

rip耶Ke �57 �21（1） �0，6 �108 �94 �19 

ripH肛匹Ke �59 �35（1） �0，6 �109 �・92 �24 

ripH町Ee �60 �12（1） �0，9 �187 �168 �75 

ripH叩Ee �63 �11（1） �0，3 �62 �54 �15 

ripⅢ叫もKe �68 �27（1） �0⊃5 �63 �5．5 �10 

ripHI町bXe �68 �3（4） �0，9 �110 �93 �13 

ripHⅡ恥Xe �68 �・3（5） �0，4 �57 �48 �6 

ripH町Xe �66 �32（2） �0⊃6 �92 �78 �12 

rip社町もRe �66 �32（1） �0，8 �131 �112 �20 

ripHm固くe �68 �26（1） �0っ8 �84 �73 �14 

ripH町Re �69 �18（1） �0っ5 �71 �62 �10 

ripⅡⅢ華厳e �72 �14（1） �0フ8 �247 �219 �、76 

PA別封首 � � �2ろ〃 �4822 �4古57 �j42タ 

3a60JIOTTiBCbKe �50 �35（1） �0フ3 �65 �57 �28 

3a60JIOmiBCbRe �50 �41（1） �0。3 �34 �29 �10 

3a60JIOTTiBCbKe �51 �40 �0，8 �344 �307 �189 

3a60∬OTTiBCもRe �51 �41（1） �0，5 �134 �117 �39 

3a60JIOT玉BCもKe �51 �41（2） �0，6 �184 �162 �69 

3a60JIOTTiBCLKe �52 �19（1） �0，2 �37 �32 �14 

3a60JIOTTiBCbRe �52 �20（1） �0フ2 �49 �43 �23 

3a60JIOmiBCもRe �53 �24（3） �0，9 �354 �315 �210 

3a60JIOTTiBCもRe �55 �3（1） �0，4 �100 �88 �46 

3a60jlOTTiBCもKe �55 �5（2） �0っ5 �152 �134 �88 

3a60JIOTri】∋CもKe �56 �39（1） �0，3 �84 �75 �16 

3a60JIOTiBCもKe �56 �43（2） �0，8 �234 �208 �73 

3a60JIOTTiBCbXe �56 �45（4） �0，6 �149 �131 �49 

3a60JIOTTiBCもXe �56 �46（3） �0フ3 �89 �80 �13 

3a60JIOTTiBCもRe �56 �46（2） �0フ8 �245 �217 �78 

3a60JIOTTiBCもKe �61 �35（1） �0っ4 �83 �72 �20 

3a60JIOTTiBC王，Ke �62 �49（2） �0，7 �213・ �188 �125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