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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頭血CbEe ��4 �42 �1（5） �0，8 �182 �161 �34 

け6mCbke ��4 �49 �7 �0，7 �195 �174 �62 

馳払OrOⅢ0∬ieⅡ叫TBy �����5，2 �1341 �1192 �3‘， 

M呵Ⅵ椚iBCbRe ��4 �4 �2（2） �0，9　し �292 �255 �96 

M瓜yJIHl �BCbEe �4 �4 �7（7） �0，5 �126 �110 �31 

M叫Ⅵ椚 �BCbEe �4 �4 �7（S） �0，5 �159 �140 �43 

M∬りⅥ椚iBCbXe ��r4 �8 �17 �0，6 �236 �210 �85 

M叫ⅥHl �BCbKe �4 �30 �7 �0，6 �240 �215 �109 

MH呵Ⅵ椚 �CbKe �4 �31 �l �0，4 �17g �159 �67 

M麒呵Ⅵ椚iBCbKe ��2 �34 �63 �0，5 �146 �128 �40 

MH呵Ⅵ椚 �CbKe �4 �51 �7 �0，3 �＄6 �76 �16 

M叩Hl �CbRe �4 �55 �9 �0，5 �202 �179 �54 

M∬呵Ⅵ椚iBCBRe ��2 �56 �14（1） �0，8 �98 �87 �20 

MH呵Ⅵ椚iBCbKe ��2 �56 �14（2） �0，9 �126 �111 �22 

鳳払OrO皿OJlieE叫TBy �����‘，5 �1889 �1670 �583 

ycTⅣIy3bRe ��4 �4 �2 �0，4 �116 �106 �34 

ycTmy3bRe ��4 �5 �10（2） �0，3 �98 �87 �48 

ycT岬もKe ��4 �5 �21（4） �0，5 �124 �107 �50 

ycTⅣIpbRe ��4 �7 �7（1） �0，2 �4＄ �43 �18 

ycT叩bRe ��4 �8 �37（2） �0，6 �255 �233 �107 

ycT叩bKe ��4 �8 �37（3） �0，6 �246 �224 �108 

y叩bEe ��4 �10 �5（4） �0，6 �283 �256 �119 

ycT叩3bKe ��4 �15 �59 �0，7 �229 �206 �104 

ycT叩叩e ��2 �22 �22（1） �0，4 �99 �89 �56 

y岬もⅩ占 ��2 �25 �5（2） �0，5 �lS3 �162 �78 

払払OrOnO∬ieJ叩TBy �����4，8 �1681 �1513 �722 

CTerDKaP刑 �BCbRe �4 �6 �7 �0，5 �73 �63 �28 

CTeHXapHl �BCbEe �4 �9 �10 �0，4 �106 �90 �8 

CTeHX叩椚 �BCbRe �4 �11 �11 �0，3 �51 �44 �16 

CTeHX叩椚 �BCbEe �4 �11 �10 �0，7 �190 �164 �89 

CTemp椚iBCbRe ��4 �31 �29（2） �0，2 �146 �129 �80 

CT6胱岬HliBCbRe ��4 �31 �29（1） �0，4 �179 �161 �87 

CTeHX叩肌iBCbKe ��4 �33 �11 �0，4 �112 �101 �47 

CTeHXap汀qiBCbEe ��4 �34 �3 �0，6 �153 �1331 �86 

CTeHX叩椚iBCbRe ��4 �35 �53（1） �0，6 �120 �10g �49 

CTeiiX叩椚bcbXe ��4 �39 �1 �0，3 �134 �119 �68 

CTempHliRCbRe ��4 �47 �2 �0，4 �167 �146 �83 

CTeⅧ甲HliBCbRe ��4 �48 �21（2） �0，4 �106 �96 �29 

CTeHX叩椚 �BCbKe �4 �4g �23（1） �0，2 �38 �33 �16 

CTeItX叩椚iBCbKe ��2 �50 �15 �0，6 �166 �147 �69 

鳳払OrO皿0鷹血椚叫TBy �����‘ �1741 �1534 �755 

Pa30M皿0皿hⅡp耶MCTBy �����35，7 �10823 �9642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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