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l �4 �65 �1（1） �0，5 �158 �150 �53 

4 �65 �1（2） �0⊃2 �67 �60 �14 

4 �65 �1（3） �0，3 �67 �64 �15 

4 �65 �1（4） �0，3 �69 �66 �17 

4 �65 �1（5） �0，4 �123 �108 �23 

BcbOrOnOJトBy ����24，8 �5499 �4840 �1084 

noBOpCbKe几－BO �4 �4 �6（3） �0，5 �105 �90 �13 

4 �44 �2 �0，5 �65 �55 �5 

4 �44 �8（1） �0，2 �51 �43 �4 

4 �44 �8（2） �0，3 �45 �38 �4 

4 �45 �27 �0，3 �53 �44 �5 

4 �47 �1 �0，4 �113 �98 �14 

4 �51 �2（7） �0，5 �86 �74 �12 

4 �53 �1 �0，6 �79 �67 �0 

4 �55 �2 �0，5 �66 �57 �9 

4 �57 �6 �0，1 �39 �34 �2 

4 �57 �11 �0，6 �92 �79 �9 

4 �58 �27 �0，3 �51 �45 �5 

4 �54 �8（5） �0，4 �84 �72 �8 

4 �54 �8（6） �0，4 �119 �103 �12 

4 �55 �8（3） �0，4 �95 �82 �9 

4 �55 �8（4） �0，9 �142 �122 �12 

4 �56 �23（3） �0，4 �89 �76 �8 

4 �57 �3 �0，4 �90 �’79 �8 

4 �58 �10（3） �0，4 �114 �99 �12 

4 �58 �24 �0，6 �152 �133 �14 

BcbOrOnO∬－By ����8，7 �1730 �1490 �165 

CTe6JliBCbKe �2 �8 �35 �0，4 �133 �117 �23 

2 �10 �22 �0，8 �126 �107 �23， 

2 �17 �4 �0，2 �57 �50 �7 

2 �17 �8 �0，4 �94 �83 �15 

2 �21 �12 �0，4 �133 �115 �23 

4 �27 �26 �0，1 �30 �25 �7 

4 �30 �22 �0⊃4 �66 �58 �10 

4 �36 �22 �0，2 �52 �45 �7 

4 �28 �3 �0，2 �53 �47 �6 

4 �29 �3 �0，4 �128 �112 �22 

4 �30 �14 �0，5 �68 �64 �8 

4 �31 �15 �0，4 �114 �97 �20 

4 �31 �34 �0，7 �146 �125 �18 

2 �34 �25 �0，4 �71 �51 �10 

4 �36 �28 �0，4 �103 �88 �17 

2 �42 �15 �0，3 �105・ �69 �19 

4 �49 �9 �0，3 �97 �83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