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p摘cbKe �4 �28 �14（7） ��0，2 �33 �29 �12 

ra刀pはcbKe �4 �28 �16 ��0，9 �147 �128 �29 

ra几p摘cbKe �4 �28 �19 ��0，3 �50 �44 �10 

ra刀i鮎bKe �4 �62 �2＿ ��＿　0，＄ �123 �1ほ �31 

ra几p摘cbKe �‾4 �．－■＿73．‾． �lP（2）■－■．・ ��■■■■0，9・∴ �．13■0－ �11・5 �22 

ra刀p摘cbKe �■4＿－† �・75■r �－．37（4）■1 ��－　0，写＿‾‾‘ �l‾．16■■ �10i �24　■ 

r叩画抽舶 �4 �75 �37（2） ��0，3 �62 �54 �19 

ra爪ロはcbKe �4 �75 �37（3） ��0，3 �48 �42 �13 

Pa30M � � � ��9J �1475 �1308 �340 

BoBqel払Ke �4 �2‾ �15（2） ��0，9 �100 �＄7 �42 

・Bo8Wl鴎Ke �4■．、 �7㌦－ �1（1－） ��－0三5 �＿59 �51・ �30 

Bo81euわKe �■‾‾　■■4　■ �二．71■ �r草（2） ��．Oi3二二 �．37 �■32　二＿・ �二14＿ 

Bo即代叫＝托 �■4‾ �■7 �、2（3） ��■　0，4 �49 �42 �14 

Boilel仏Ke �4 �12 �23 ��0，3 �41 �35 �18 

Bo8161払Ke �4 �22 �．14 ��9，2 �18 �15 �5 

Bo8qel払Ke �4 �23 �32（1） ��0，9 �113 �98 �24 

．BoBqel払Kq＿ �4■＿■‾ �鱒二 �2＿＿ ��0，3 �．36 �31 �17．＿ 

Bo81el仏Ke �■　4‾・■ �■・・27二 �・．：7 � �10，4二・ �43 �37 �7■ 

808qUuK6 �・4■・－ �30 � � �＿　■0，2■■ �－．3°5 �30 �lr5 

808161仏Ke �4＿ �30 �10（2） ��0，3 �43 �38 �11 

Bo811el払Ke �4 �30 �15 ��‾　0，4 �47 �41 �15 

Bo81el払Ke �4 �30 �21 ��0，4 �60 �52 �23 

80別働や眠 �4．． �4＿1 �1 �） �0，5 �68 �59 �40 

Bo8Wu■Ke �す　■－．－ �・1■42＿・ �・‾■■2 �・）・ �－■卵‾ �．■97 �さ5 �17 

Bo81柁l山鹿 �・一一4∴1 �∫＿■42． �．■　3 �） �＿・．．0，1．＿・． �二　■21 �15　‾・ �4■■■－ 

Bo粥el払K¢ �4 �42‾■ �・36（2） ��0，‘ �86 �76 �35 

808qel仏Xe �4 �42 �3‡ ��0，5 �＄5 �74 �33 

Boが雄心日代 �4 �57 �8 ��0，6 �65 �57 �24 

8081e払Ke �4 �62 �1 ��0，8 �41 �35 �8 

．■BoMel払Ke �－4‾j �＿64 �13（3） ��0．6 �84．・・ �73 �14 

Pa30M・ � � � ��■　■iO．・ �－1228・‾－■． �10‘3－　‾ �■・■410　二 

C04はHi8CbKe �・4■■ �2 �2呵3） ��0，5－－ �‘9 �61 �29　■ 

Co中州i8CbKe �4 �2 �39‾ ��0，9 �132 �114 �55 

Col州iBCbKe �4 �3 �30 ��0，4 �89 �79 �41 

CoかHi8CbKe �4 �6 �19（1） ��0，3 �43 �38 �20 

Co伽Hi8CbKe �4∴－．・ �12．， �・■10（1） ��0，6■■ �77 �71 �16 

Cp伽Hi8Cb竺 �4　‾・■ �13 �二・粥（l）r ��叫■一一 �lI5．＝ �、岬 �．49 

Co41川iBCbKe �■■‘‾4■　■■． �13 �li・ ��Oj‾．■ �26■　‾ �23■‾ �9■‾ 

Cl坤川i8CbKモ �4 �13 �l（3） ��0，4 �‡3 �74 �41 

Co中…iBCbKe �4 �1g �15 ��0，6 �126 �113 �25 

CoO川i8CbKe �4 �19 �32 ��0，6 �113 �101 �17 

Co小雨…購 �4 �45 � � �0，6 �124 �111 �85 

r且30M � � � � �．■‾－5，71・ �－997 �．8，3 �387 

H・職印叫鱒肌購 �4　＿■ �－111．9 �・■l∴ ��－．．0，5－，．■＿ �．72　■r �‾■．69．‾・ �二22・ 

IH均鱒皿即肌此 �4 �20・ �25（5） ��0，3■ �25 �21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