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 � �3 �4 �5 �6． �7 

yrJIiBCもRe． �22 � �2（1） �0，9 �146 �－127 �50 

yrJIiBCもRe， �22 � �2（2） �0，9 �212 �182 �78 

yrJIiBCもRe �裏 � �3 �0，2 �42 �‾37 �18 

ymiBCBRe �33 � �・4 �0，4 �132 �二・118 �65 

yrJIiBCもRe　■・ �39 ��5 �0，6 �169 �■149 �87 

yr∬iBCもRe　L： �39 ��6 �0，1 �41 �＿　36 �9 

yrJIiBCもRe �39 � �7 �0，7 �・・203 �1，180 �66 

yrJIiBCもEe �39 � �23（1） �0，6 �175 �喜154 �79 

yrJIiBCもKe �39 � �23（2） �0，7 �208 �∴・184 �75 

yrJIiBCもRe �39 � �49 �0，4 �115 �∴101 �59 

yrJIiBCもRe　■ �39 ��52 �0，3 �79 �二‾‾三．69 �39 

yr血BCもKe �40 ��14 �0，4 �131 �■‾115 �47 

ymiBCもRe �40 � �17 �0，4 �85 �＿　75 �27・ 

yrJIiBCもRe �40 ��26 �0，6 �176 �－154 �71 

yrJdBCもRe �40　∫ ��27（1） �0，7 �195 �■172 �102 

ymiBCもRe、 �40 � �27（2） �0，8 �229 �－：203 �92 
■yr正BCBKe �44 ��15 �0，5 �136 �119 �60 

Pa30MⅢOJlicH耳叩1By � �� �12，8 �3336 �2935 �1371 

KaⅡ【iBCBXe �2 ��7（1） �0，6 �160 �．．140 �84 

KaIⅡiBCBEe �2 ��7（2） �0，4 �95 �83 �49 

Ka工ⅡiBCもRe �2 ��7（3） �0，1 �46 �41 �15 

KaェⅡiBCもRe �2 ��7（4） �0，2 �34 �．．30 �10 

RaⅢiBCもRe �2 ��16 �0，5 �148 �13．1 �30 

KaIⅡiBCもRe �5 ��9 �0，6 �141 �125 �44 

Ka工ⅡiBCbKe �6 ��1（1） �0，6 �160 �141 �52 

KaIⅡiBCもRe �6 ��1（2） �0，5 �151 �∴133 �51 

・KaⅢiBCもRe �7 ��14（1） �0，2 �66 �∴59 �16 

KaⅡ［iBCもRe■ �．7 ��14（2） �0，7 �207 �∴1畠6 �102 

Ka二血BCもRe �7 ��20 �0，5 �135 �12・2 �53 

Ka二ⅢiBCもRe �9 ��11 �0，2 �56 �48 �12 

KaⅡ［iBCもRe �45 ��7 �0，7 �190 �168 �71 

KaⅢiBCもRe �45． ��8（4） �0，5 �165 �r145 �61 

KaⅢiBCもRe・ �45 ��8（5） �0，7 �■167 �146■ �74 

KaIⅡiBCもRe �45 ��8（6） �0，4 �150 �・132 �44 

KaェⅡiBCBRe �46 ��3 �0，6 �175 �154 �、83 

KaIⅡiBCもRe �46 ��4 �0，5 �159 �141 �51 

Ka工ⅡiBCもEe �52 ��8（1） �0，6 �227 �205 �69 

KaIⅡiBCBRe �52 ��8（2） �0，2 �67° �．60 �18 

KaⅢiBCもRe �57 ��9（1） �0，9 �243 �21・3 �108 

KmiBCもRe �57 ��9（2） �0，9 �237 �？P8 �112 

KaIⅡiBCbEe・ �57 ��14（3） �0，8 �182 �160 �65 

Pa30MIioJiicHI叫TBy � �� �11，9 �3361 �2971 �1274 

Pa刀OBH竜BCもRe �1 ��7 �0，5 �149 �133－ �74 

Pa月OB椚iBCもRe �1‾ ��8 �0，3 �84． �76 �27 

Pa只OBImiBCもEe �3 ��23 �0，3 �67 �．60 �24 

Pa刀0別円通CもEe �3 ��31一 �0，2 �52 �二二45 �7 

Pa月0お肌iBCもRe �5 ��5 �0言 �51● �．45 �30 

Pa月OBH壷BCもRe �5 ��19（4） �0言 �47 �．41 �16 

Pa月OBHqiBCもRe �‾7■ ��28 �0，3 �75 �．66 �37 

Pa只OBEqiBCもEe �7 ��33 �0，4 �118 �．．102 �53 

Pa月OBH壷BCもRe �8 ��27（2） �0，4 �146 �1．130 �81 

Pa刀OBImiBCもRe �8 ��43（2） �0，3 �114 �102 �54 

Pa郎）B椚iBCもRe �8 ��．43（3）　　　0，3 ��111 �98 �5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