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ⅠⅡIhcもRe �4 �35 �22 �0，6 �178 �160 �48 

ⅠⅠⅡbcもRe �4 �37 �35 �0，8 �205 �178 �68 

ⅠⅠⅡbcbRe �3 �42 �14 �1 �25＄ �233 �97 

IlⅢiBCbKe �31 �43 �14（1） �0，9 �141 �123 �58 

ⅠⅡIbcbXe �3 �43 �14（2） �0，8 �133 �116 �49 

ⅠⅠⅡbcbRe �3 �43 �14（3） �0，6 �117 �102 �34 

ⅠⅡIiBCbKe �3 �43 �14（4） �0，7 �13＄ �121 �32 

ⅠⅠⅡiBCbRe �3 �42 �21（1） �0，8－ �161 �142 �34 

ⅠⅠⅡbcbXe �3 �42 �21（2） �0，9 �169 �149 �39 

Ⅰ止IiBCbKe �3 �42 �23 �0，9 �201 �178 �44 

ⅠⅠⅡiBCbEe �3 �43 �14（5） �0，9 �207 �182 �40 

ⅠⅠⅡiBCbRe �3 �43 �14（6） �0，7 �138 �121 �63 

Ⅰ止IiBCbKe �3 �45 �7（1） �0，7 �129 �113 �59 

ⅠⅠEiBCbKe �3 �45 �34 �0，4 �136 �121 �1g 

Ⅰ皿iBbbk占 �3 �45 �35（6） �1 �250 �220 �74 

ⅠⅡIiBCもKe �3 �45 �35（7） �0，9 �230 �202 �S5 

BtbOrO � � � �17，‘ �3925 �3463 �1275 

ycT岬もKe �4 �1 �1（9） �0，4 �145 �130 �72 

y叩bRe �4 �3 �1（1） �0，5 �134 �120 �72 

y叩bXe �4 �5 �21（2） �0，2 �107 �95 �3S 

y叩bRe �4 �5 �21（3） �0，2 �75 �66 �19 

ycT叩bKe �4ノ �6 �4（1） �0，3 �107 �98 �46 

ycT岬bRe �4 �9 �6（3） �0，4 �154 �135 �75 

ycT岬もRe �4 �21 �5 �0，4 �111 �100 �49 

y叩bKe �4 �21 �14（5） �0，6 �167 �152 �81 

ycT岬もEe �4 �21 �33（2） �0，4 �121 �109 �59 

BtbOrO � � � �3，4 �1121 �1005 �511 

口山川iBCbRe �2 �9 �30（1） �0，7 �161 �141 �30 

n細山iBeもKe �4 �28 �45 �0，5 �45 �39 �12 

naR几iBCbE8 �4 �28 �51 �0，3 �46 �40 �7 

naMiBCもEe �4 �34 �17（3） �0，6 �186 �168 �97 

naMiBCbKe �4 �34 �17（4） �0，6 �191 �172 �川8 

naMiBCbKe �4 �43 �9（4） �0，5 �164 �145 �53 

naR几bcbRe �4 �43 �13（3） �0，＄ �257 �229 �140 

naMiBCbEe �4 �43 �13（4） �0，7 �215 �190 �126 

BebOrO � � � �4，7 �1265 �1124 �573 

CTeHXapHtliJIChKe �4 �20 �19 �0，5 �148 �132 �40 

CTemⅨapHliBCbEe �4 �35 �39 �0，5 �138 �122 �82 

CTeIⅨ叩椚iBCbXe �4 �35 �55 �0，4 �116 �103 �64 

CTeHXapHtIiBCもKe �4 �35 �57 �0，3 �93 �82 �43 

CTeHXapHliBCbKe �2 �45 �15 �0，6 �252 �220 �125 

CTe血ap帥i8CbⅨ8 �4 �48 �16（4） �0，9 �161 �142 �67 

丸正oilO � � � �3才 �908 �801 �421 

P830MⅡ〇一叩1ⅧMr ����40，1 �10773 �，545 �3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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