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沌06eⅡIiBCもXe �3 ��52 �23（1） �0，6 �98 �86 �34 

∬Ⅲ6eⅡ【iBCもKe �4 ��31 �10（1） �0，2 �36 �30 �11 

伽6elⅡhcもKe �4 ��36 �12（1） �0，8・ �154 �134 �61 

英和6e血BCもEe �4 ��37 �14（2） �0，8° �102 �88 �39 

刀抑6eⅡ【iBCもRe �4 ��37 �8（1） �071 �29 �25 �13 

∬沿6eⅡ【iBCもRe �4 ��37 �8（2） �0，2 �37 �32 �16 

Jb06eIEiBCもXe �4 ��38 �10（2） �0，6 �71 �60 �21 

加6eⅡIiBCもKe �4 ��42 �14（2） �0，4 �69 �60 �30 

Jl的6eⅡ【iBCもKe �4 ��45 �12 �0，6 �99 �86 �32 

加6eIⅡiBCもKe �4 ��46 �15（3） �0，2 �31 �27 �10 

丑的6eI血bcもRe �4 ��46 �15（2） �0，3 �56 �48 �20 

．丑旧6e王ⅡiBCBRe �4 ��46 �22 �0言 �11 �9 �1 

皿06e血CもXe �4 ��46 �9 �0言 �王2 �10 �4 

JI和6eIⅡiBCもKe �4 ��50 �22（1） �0，4 �57 �52 �10 

刀Ⅲ6eIⅡiBCbXe �4 ��50 �31 �0フ7 �26 �25 � 

刀沿6eIⅡiBCbRe �4 ��52 �16（1） �0，4 �52 �46 �17 

避cbOrOⅡOJIicEEI町By： �����6，5 �940 �＄18 �319 

石HXiBCBKe �4 �4 ��21 �0，6 �115 �99 �77 

B血CもKe �4 �16 ��37 �0フ4 �25 �21 �11 

BHXiBCもRe �4 �17 ��16 �0，4 �42 �35 �20 

芸文XiBCもKe �4 �22 ��1（1） �0，8 �205 �180 �113 

EHXiBCもRe �4 �22 ��1（2） �0フ8 �143 �127 �38 

事ebOrOIIO∬icIIHIげBy： �����3，0 �530 �462 �259 

JI的6つ刃3iBCもRe �4 ��4 �34 �0，7 �118 �102 �45 

刀王06つ月3iBCもRe �4 ��2 �73 �0，3 �44 �38 �27 

JI的67兄3iBCbRe �4 ��5 �16 �0，3 �68 �60 �28 

刀的6）兄3iBCBRe �4 ��2 �27 �0フ3 �37 �32 �14 

JI的6フ兄3iBCBEe �4 ��2 �58 �0，3 �30 �26 �15 

丑cbOrOHO∬ic∬耳町野： �����1，9 �297 �258 �129 

Bepe3椚iBCbKe �4 � �5 �34 �0，8 �88 �75 �21、 

Bepe3椚血CもRe �4 � �6 �41 �0，5 �54 �46 �10 

Bepe3椚iBCもRe �4 � �15 �1 �0，9 �60 �51 �6▲ 

Eepe3好感厄CもRe �4 ��15 �13 �077 �67 �57 �101 

Eepe3ⅠmiBCもKe �4 ��15 �6 �0，7 �69 �59 �9 

Bepe3椚iBCもRe �4 ��15 �8 �0，8 �79 �／■　67． �15 

Bepe3H扇BCもⅩe �4 ��16 �13（2） �0，5 �64 �54 �15 

石野e3椚iBCもXe �4 ��16 �5 �0，6 �48 �41 �5 

Bepe3鮮血CもRe �4 ��19 �57 �0，5 �56 �48 �15 

Bepe3椚iBCもXe �4 ��2S �2（1） �0，9 �101 �88 �14 

Bepe3才可iBCもXe �4 ��28 �2（2） �0，6 �56 �49 �・9 

石野e3Ht中CもRe �4 ��29 �1 �0フ9 �70 �60 �10 

Bepe3HmiBCもEe �4 ��36 �10 �0フ7 �65 �56 �・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