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7 �4（8） �0，6 �・133 �118 �61 

37 �4（9）＿ �0主5 �83 �73 �37 

37 �4（10） �1，0 �188 �167 �95 

37° �4（11） �0，5 �158 �140 �82 

40 �20（3） �0，5 �100 �89 �38 

41 �3（4） �0，7 �146 �127 �82 

41 �3（5） �0，8 �144 �124 �69 

56 �17（2） �0，2 �52． �45 �13＿ 

56 �4（1） �0，8 �156 �138 �50 
■61 �3（11） �0，5 �70 �60 �15 

62 �1（12） �0，2 �29■ �25 �8 

BchOrOIIOJlicHI叩TBy： � � �10，3 �2■069 �1811 �924． 

ⅠIHiBHeIICbKe �1 �40（1） �0よ6 �118 �■104 �57‾■ 

3 �26（3） �0，2 �40 �34 �14 

5㌔ �11（1） �0，3 �64 �57 �25． 

5 �28（4） �0，3 �r52 �45 �21 

5 �28（5） �0，2 �33 �29＿ �14 

6． �60（4） �0，3 �67 �59 �33 

6 �60（5） �0，1 �26 �23 �13 

7 �24（1） �0っ3 �42 �37 �16． 

7 �29（1） �0，2 �36 �33 �18 

8 �30（3） �0，7 �123 �107 �54 

8 �51（2） �0，5 �82 �72 �40 

13 �30（1） �0，乏 �31 �27 �15 

19■■ �23（1） �0っ6 �101 �90 �46 

21 �6（3）・ �0，1 �・21 �18 �7‾ 

22 �22（2） �0，2 �47 �41 �20・ 

28 �16（6） �0，2 �30 �27 �16 

28 �17（2） �0）3 �36° �33 �15 

29㌔ �31（4） �0，4 �48 �43 �21 

31 �28（1） �0，3 �．46 �41 �20 

32 �2（4） �0，3 �■61 �53 �24 

44 �28（4） �0，5 �89 �781 �－38 

BcbOrOnOJlicHHIITBy： � � �6，8 �1193■ �1051 �1527 

CoIHHqHeHCbKe �2 �31（3） �0，2 �37 �33 �12 

3 �25（4） �0，4■ �104　■ �．93 �36 

3 �33（2） �0，3 �83 �73 �．23 

5 �5（3） �0，4 �80 �71 �27 

5 �5（4） �0っ3 �54 �47 �．18 

6 �1（2） �0，1 �12 �10 �5 

6 �1（3） �0，1 �17 �15 �6 

6 �・7（3） �0，1 �26 �23 �10 

6 �9（3） �0，2・ �38 �33 �16 

7 �12（10） �・0，1 �28・ �25 �13 

7 �12（11） �0；3 �68 �早9 �20 

15 �20（1） �0，6 �170 �149 �75 

16 �1（9） �0フ2 �28 �25■■ �111 

16■ �25（3） �0，5 �86 �75 �41 

17 �6（3） �0，3 �52 �45 �15 

17 �6（4） �0，2 �36 �31 �6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