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 �qopTOpH益cI＞Ke �30 �38（3） �0っ7 �118 �106 �36 

2．1 ��31 �1（1） �0，2 �33 �29 �14 

22 ��31 �5（4） �0，4 �57 �50 �28 

23 ��32 �39（1） �0，3 �81 �7ま �35 

24 ��35 �19（1） �0，9 �118 �102 �38 

25 ��35 �23（2） �0，3 �58 �50 �24 

26 ��35 �24（■1） �0，4 �52 �46 �22 

27 ��36 �21（1） �0，9 �268 �243 �78 

28 ��38 �12（2） �d，2 �38 �33 �20 

29 ��39 �2（3） �0，4 �63 �55 �28 

30 ��39 �11（6） �0，2 �23 �20 �8 

31 ��39 �11（7） �0⊃6 �89 �78 �29 

32 ��41 �21（2） �0，5 �109 �96 �40 

33 ��43 �7（6） �0，2 �44 �39 �16 

34 ��43 �22（2） �0一，2 �47 �41 �19 

35 ��45 �15（3） �0，4 �62 �55 �25 

36 ��48 �3（1） �0，1 �34 �30 �10 

37 ��48 �9（1） �0っ2 �43 �37 �12 

3衰 ��48 �16（2） �0，2 �67 �60 �23 

39 ��48 �28（5） �0，2 �49 �43 �17 

40 ��48 �34（1） �0，2 �69 �61 �29 

41 ��48 �39（1） �0，2 �24 �20 �6 

42 ��57 �17（3） �0，4 �57 �50 �12 

BcbOrOHOJlicHHqTBy ����17，3 �3219 �2842 �1121 

43 �RyIくⅢHHCI＞Ke �30 �34（1） �0，3 �75 �66 �25 

44 ��31 �23（1） �0，2 �35 �31 �3 

45 ��31 �27（2） �0，4 �88 �78 �20 

46 ��31 �43（1） �0，2 �27 �23 �4 

47 ��31 �47（1） �0，4 �66 �59 �29 

48 ��42 �15（7） �0，3 �89 �79 �21 

49 ��46 �13（7） �0）9 �128 �111 �25 

50 ��46 �14（5） �0っ8 �123 �107 �22 

51 ��47 �10（2） �0，6 �95 �83 �16 

52 ��47 �22（1） �0，4 �68 �58 �6 

53 ��52 �13（5） �0，3 �占2 �56 �16 

54 ��52 �13（6） �0，3 �59 �51 �18 

55 ��52 �13（7） �0，8 �212 �184 �81 

56 ��52 �35（1） �0，1 �26 �22 �6 

57 ��52 �3占（2） �0，3 �101 �90 �40 

58 ��52 �36（4） �0，4 �74 �占6 �17 

59 ��58 �14（2） �0っ7 �218 �189 �52 

60 ��59 �9（2） �0，4 �119 �105 �48 

61 ��59 �9（3） �0フ3 �65 �57 �23 

62 ��59 �10（1） �0，7 �167 �142 �30 

63 ��59 �10（2） �0っ8 �199 �171 �38 

64 ��59 �10（3） �0，8 �188 �161 �36 

65 ��59 �14（1） �0，4 �65 �57 �25 

66 ��59 �20（1） �0，7 �120 �105 �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