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yK丑班ECもKe KyR汀ⅡHCもEe �4 �14 �17（2） �0，9 �170 �149 �22 

4 �19 �6　■ �0，3 �33 �29 �■6 

K）ⅧIHCもXe �4 �19 �二16 �0，8‾ �174 �153 �11 

KyE刀HHCもRe KyR汀EHCbKe KymHHCもEe �4 �21 �4（1） �0，6 �78 �68 �2 

4 �21 �4（2） �0，2 �28 �24 �1 

4 �21 �35（1） �0，9 �119 �103 �8 

KyR汀KHCbXe �4 �21 �35（2） �0，7 �61 �53 �3 

拘ⅧHECもRe �4 �21 �35（3） �0，9 �77 �67 �3 

帥ⅠmCもEe 蜘ⅠⅢCもEe �4 �21 �35（4） �0，6 �51 �45 �1 

4 �21－ �35（5） �0，5 �41 �r36 �3 

拘mHHCbEe‘ KymImCもRe Kyx几ⅡECもEe Pa30M： �4 �30 �9（1） �0，2 �5台 �51 �28 

4 �30 �9（2） �0，3 �49 �43 �13 

4 �29 �43■ �0，1 �33 �29 �6 

13 �2128 �1871 �lS7 

MaHeB‡江払Ee �4 �17 �34 �0，5 �54 �46 �17 

MaHeBⅢ碑Re MaⅡeB叩Re MaHeB叩Re �4 �22 �2 �0，8 �109 �94 �52 

4 �23 �16（4） �0，8 �208 �187 �64 

4 �28 �1 �0，9 �20g �185 �68 

MaHeBⅡ恥Ee �4 �28 �1（1） �0，8 �215 �192 �32 

MaHeBIⅡ払Xe �4 �28 �1（2） �0，9 �223 �199 �69 

MaIIeB耶Re �4 �36 �36 �0，3 �45 �39 �16 

MaHeBI嘩Ee �4 �37 �18 �0，7 �90 �78 �46 

MaHeち恥Ee �4 �37 �23 �0，6 �75 �65 �33 

MaHeBⅡ旺♭Ee �4 �44 �24（2） �0，5 �122 �107 �71 

MaHeBHIpXe �4 �44 �24（3） �0，9 �′172　r �151 �10 

MaHeBI町bI（e �4 �44 �24（4） �0，7 �126 �110 �66 

MaHeBIⅡPXe �4 �53 �2（10） �0，6 �102 �88 �49 

MaⅡeBⅧ革Re �4 �53 �2（11） �0，7 �103 �9b �55 

MaIIe封Ⅱ匹Ee �4 �53 �2（12） �0，5 �85 �75 �45 

MaHeB叩Re �4 �53 �2（13） �0，4 �105 �93 �53 

MaI‡eBI叩Ee �4 �53 �2（14） �0，7 �83 �72 �41 

MaIIeBI嘩Ee �4 �53 �2（6） �0，8 �142 �124 �85 

MaHeBH埠Re �4 �53 �2（亨） �0■，9 �182 �159 �99 

MaHeBIⅡ匝Ee �4 �53 �2（8） �0，7 �161 �142 �172 

MaHeBI嘩Ee �4 �53 �2（9） �0，6 �126 �109 �72 

Pa30M： � � � �14，3 �2736 �2405 �1115 

H月epBIⅡqaIICもRe �4 �6 �4 �0，2 �36 �32 �10 

H．qepB壬ⅡqaHCもEe �4 �6 �25 �0，4 �43 �37 �10 

H．qepBHmaHCもRe �4 �13 �1 �0，2 �31 �26 �5 

H．qepもⅡ町aHCbEe �4 �14 �1一 �0，2 �15 �13 � 

H．qepBⅡⅡaHCもRe �4 �16 �49 �0，6 �122 �107 �69 

H．qepBⅡ町aHCもEe �4 �20 �25 �0，6 �52 �44 �19 

H．qepBⅡqaHCもRe �4 �20 �26 �0，8 �57 �49 �20 

H．qepBI町aHCbRe �4 �26 �25 �0，4 �45 �39 �18 

H．qepBⅡ叫aHCもEe �4 �26 �32 �0，1 �36 �31 �5 

H．qepBⅢ耳aIICもEe �4 �27 �23 �0，3 �38 �33 �17 

H．qepBHlqaHCbKe �4 �30 �3亭 �0，2 �32． �28 �21 

H．qepBⅡ町aHCもRe �4 �31 �6 �0，3 �31 �27 �11 

H．qepBImaECもEe �14 �32 �20（1） �0，3 �54 �146 �23 

H．qepBm叫aHCbXe �4 �32 �20（2） �0，1 �lS �15 �2 

H月epBIIqaHCもXe・ �4 �32 �21 �0，4 �54 �47 �28 

H．qepBⅧaHCbEe �4 �34 �14 �0，3 �48 �41 �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