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rl’′　CbKe ���2 �18（5） �0，6 �125 �107 �45 

rr　cbKe ���2 �18（6） �1，0 �175 �150 �47 

′11 �と匹埜旦－ CbKe ��6 �6 �0，4 �87 �76 �38 

〝‾q■WJF ���12 �36 �0，1 �14 �12 �0 

T　cblくe ���12 �42（2） �0，4 �58 �49 �9 

T′　CbKe ���17 �28 �0，3 �77 �69 �20 

YpCbKe ��20 �5 �0，6 �149 �131 �44 ＿．．L l′pCblくe ��23 �15（1） �0，5 �68 �58 �11 

YPCblくe ��23 �15（2） �0，2 �25 �22 �l 

とPCblくe ��23 �7（） �0，5 �103　－ �90 �21 

津Cl，Ke ��24 �69（1） �0，3 �65 �56 �17 
′′　Cblくe ��24 �69（2） 46 �0，6 �118 �102 �20 

l′■l �l（e �62 ��0，1 �27 �2二i �4 

＿y l’ �Ke �63 �27 �0，3 �111 �98 �48 

blくぐ �◆扇‾■汀■ �38 �0，3 �40 �34 �旦＿＿ 
rl、′ ��Ke �63 �39 �0，2 �18 �15 �1 

rl’′　CbKe　　　　　72 ����1（2） �0，3 �54 �46 �13 

BcbOrOnOJlicHlluTBy �����6，9 �1365 �1183 �358 

P打llH ��CbKe �14 �5 �0，3 �101 �91 �52 

P �1、日 �bKe �14 �30 �0，1 �20 �18 �101 
＋、＋＋＋卜 lJ �1、日 �bKe �14 �31 �0，3 �46 �41 �19 

TH �bKe �14 �38（2） �0，2 �21 �18 �l 

P �TH �bKe �14 �44（1） �0，4 �50 �43 �6 ‾‾‾‾一一「■ii �H �Cblくe �14 �44（2） �0，4 �39 �33 �8 

P �H �‾Cblくe �30 �13 �0，4 �25 �21 �6 

11 �CbKe �3q 19 �15 �0，2 �47 �41 �10 

「11lt �Cl）Ke ��璽20（1） 　31 �0，7 �102 �87 �12 

111 �、blくe �41 ��0，4 �48 �40 �3 

l｝ �■l「H �－blくe �44 �12 �0，4 �47 �41 �19 

守 P �rrH �’blくe �44 �24 �0，2 �39 �34 �8 

111 �Cblくe �45 �65 �0；1 �17 �14 �1 

l｝打rH ��CbKe �46 �6 �0，3 �62 �53 �10 

TH �‾Cblくe �46 �20 �0，3 �、33 �29 �9 

Pa �TH �■CbKe �47 �27 �0，2 �31 �28 �6 

1｝a1、日 ��Cblくe �47 �32 �0，2 �29 �25 �一「 J 

lTH �CbKe �47　　　38 ��0，2 �39 �34 �6 
ト � �CbOrO �OJlicHltllTBy ��5，3 �796 �691 �189 

11‾i‘‾云 �11 �CbKe �7　　　　　30 ��0，4 �75 �63 �18 

毒llelO ��CbKe �9 �26（l） �0，2 �36 �30 �6 

IlleA0 ��pCbKe �9 �26（2） �0，7 �136 �117 �24 

llle且p ��里CbKe �15 �3（3） �0，7 �130 �112 �34 

11ぐ．・l ��Cblくe �15 �3（4） 8 �0，1 �13 �11 �0 

日日＿e jllle �川P r■－11） �pClllくe �15 ��0，3 �43 �38 �5 

pCbKe �1三 �20 �0，5 �88 �77 �37 

日毎 �1い �1Cblくe �15 �27 �0，2 �26 �22 �5 

l＿u �‾　0 �刃匹blくe �丁も �19（3） �0，4 �125 �110 �59 

「両 �封聖 �PCbKe �22 �11 �0，2 �30 �26 �10 

m．埋里塑 illle哩0 ��Cblくe �22 �14 �0，3 �56 �48 �9 

rlpCbKe �27 �17（1） �0，4 �99 �85 �32 

．II桓哩 ��！二．！p雪ヤ些－ �27 �17（2） �0，1 �、27 �23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