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apacHHCbB：e �4 �59 �24（4） �0，3 �40 �35 �27 

K叩aCⅡHCbRe �4 �60 �8（4） �0，5 �67 �57 �22 

Pa30M： � � � �13，5 �1476 �1288 �562 

KyMHHCもXe �4 �4 �33（1） �0，9 �170 �152 �18 

K）Ⅷ刀HHCもRe �4 �4 �37（1） �0，3 �58 �51 �12 

KyM由CもRe �4 �5 �48（1） �0，5 �97 �87 �23 

KyK∬HHCbEe �4 �7 �32（1） �0，8 �182 �160 �19 

KyR∬KECもKe �4 �7 �28（1） �0，4 �91 �80 �17 

K）砿∬HHCBEe �4 �8 �19（1） �0，5 �103 �89 �43 

KpCはHHCもRe �4 �8 �21（1） �0言 �16 �14 �5 

均瓜ⅧHCもKe �J ヰ �8 �22（1） �0，1 �25 �22 �9 

KyR∬EHCもke �4 �22 �6（3） �P耳 �46 �■40 �16 

．KyK几H＿HCもRe �4 �22 �6（1） �0，6 �52 �45■ �23・ 

Kyx∬HHCもRe �4 �22 �6（2） �0⊃7 �36　■ �31 �‘1甘 

Ky太刀耳HCbKe �4 �22 �6（4） �0，2 �25 �22 �11 

．Pa30M： � � � �5，5 �901 �r793 �206 

MaEeBI町もKe �4 �6 �■11（1） �0；9 �1ユ4 �99 �51 

MaEeB町もRe �4 �7 �12（1） �0，9 �134■ �弓17 �67 

MaHeBI叫もRe �4 �■16 �7（1－） �0フ1 �15 �■ユ3 �6 

MaHeBH叩iXe �‘4 �16 �鋸1） �亘二 �28 �24 �12 

MaHeBH印iXe �4 �17 �1（1） �′■0，7 �如 �r　86■ �37 

Maa申申Ⅱ叩Re �4 �22 �13（2） �0，ウ �95 �82r■■ �55 

MaHeBII恥Re �4■‘ �22 �13（1） �▼．0⊃8 �109 �94 �■6P 
■MaEe由qbEe �4　■ �23 �16（1） �0，8　■ �‾74 �日64㌔ �36 

MaHeBHqbke �4 �23 �16（2） �0，6 �64 �■55 �28 

MaHeBHqもRe �4　■ �24 �18（1） �0，5 �■　52‾ �45 �24■ 

MaHeBHqもRe �4 �26 �29（1） �0，5 �75 �66 �36 

MaHeBⅡ巧もRe �4 �34 �3（1） �0，7 �69 �59 �23 

MaHe別配雄雌e �4 �34 �‾11（1） �■0，4 �50 �44 �21 

MaHeBHqもRe �4 �39 �4（2） �0∑6 �108　‾ �■　94 �46 

Ma‡IeBImbXe �4 �39 �4（3）■‘ �10，8 �■101 �88 �44 

MaHeBHqもRe �4 �39■ �5（1） �0，9 �101 �188 �39 

MaEeBI叫もEe �4 �39 �5（2） �0，6 �55 �47 �25 

MaHeBH叩iRe �4 �43 �18（1） �‾　0よ6　■ �75 �65 �31．■ 

MZ由eBHqbRe �4 �47 �18（4） �0，6 �1＿15 �11＿0 �60 

MaHeBHqもRe �4 �45 �16（1） �0⊃1 �18 �16 �7 

MaI王eI主HqbK早 �4 �49 �．2（1） �0；8 �80 �70 �35 

・Pa30M：： � � � �12，8 �1630 �1426 �743 

H．qepBHqaH �4 �2 �19（1） �0，5 �35 �30 �■4・ 

H．qepBHqaH �4 �2 �28（1） �0二3 �20 �17 �0 

H月epBHqaH �4 �6 �4（1） �0二2 �15 �13 �5 

H．qepBK町鱒 �4 �6 �19（1） �10，5 �42 �3．6 �11 

H．qepBHqaH �4 �1＿6 �35（1） �0，9 �109 �95 �44 

H月epBHqaH �4 �16 �55（1） �0，9 �108 �104 �39 

丘qepBFqaH �4 �17 �30（1） �0，3 �28 �24 �．7 

旺月ep元町弧 �4 �17 �30（2） �0，5 �48 �41 �1■0 

H．qepBIIqaH �4 �18 �19（1） �0，3 �26 �22 �9 

H月epBHqaH �4 �22 �1（1） �0，4 �41 �35 �8 

H．qepBEqaH �4 �2ま �1頼） �0っ4 �46 �39 �7 

H．■qepBEqaH �4 �24 �28（1‾） �0，6 �72 �62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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