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opTeJriCもKe �49 �8（1） �077 �114 �100 �16 

KopTeJIicもKe �49 �20（1） �0フ7 �200 �174 �74 

員430財 � � �745 �j〃g �32乃 �JAZ♂ 

HocTyHe刀もCbXe �2 �43（1） �0フ9 �96 �84 �10 

rIocTyHeJIもCもKe �2 �43．（2） �0，7 �107 �93 �20 

mcTyHe皿CBRe �3 �23（2） �0フ2 �19 �16 �1 

nocTyⅡe皿CもKe �3 �24（2） �0，3 �28 �23 �0 

IlocTyrIeJH＞CもRe �3 �28（1） �0，8 �65 �55 �3 

HocTyHe丑もCもXe �6 �35（1） �0，4 �56 �48 �9 

nocTyHe皿CもKe �7 �27（1） �0フ3 �74 �67 �18 

nocTyne皿CBRe �9 �1（1） �0⊃2 �39 �34 �8 

nocTyrIeJIt＞CもKe �10 �8（2） �0言 �26 �24 �4 

HocTyHe皿もCbXe �10 �44（1） �0，6 �123 �109 �28 

nocTyne爪もCもEe �10 �44（2） �0，4 �113 �109 �30 

nocTyHejTbCもKe �10 �20（1） �0，3 �66 �58 �16 

HocTyHe皿CもXe �19 �14（1） �0，6 �89 �79 �33 

且43α打 � � �ろβ �タ♂J �7タタ �Jgβ 

ⅩHpH電iBCもKe �6 �10（1） �0っ6 �137 �124 �16 

ⅩHp椚iBCもKe �11 �7（1） �0っ4 �155 �138 �61 

ⅩHpH彗iBCもXe �16 �18（2） �0，5 �129 �111 �65 

ⅩHp耶血CもRe �16 �18（3） �0フ6 �143 �123 �24 

ⅩHp椚：iBCbRe �16 �20（6） �0，2 �66 �57 �22 

ⅩHpH電iBCもRe �16 �28（1） �0，6 �234 �205 �113 

ⅩHp椚iBCもRe �20 �18（1） �0，3 �80 �68 �27 

ⅩHp耶血CもXe �21 �10（5） �0，4 �101 �87 �55 

避こHpHqiBCbKe �22 �7（1） �0，3 �47 �39 �8 

ⅩHp肝IiBCbKe �28 �2（4） �0，8 �299 �262 �192 

ⅩHpH扇BCもRe �29 �5（2） �0，3 �76 �68 �21 

Ⅹ叩椚iBCもXe �33 �18 �0，6 �224 �202 �98 

ⅩHp椚iBCbXe �39 �17（1） �0，5 �126 �109 �43 

ⅩHp椚iBCもXe �40 �21（2） �0，5 �128 �113 �67 

ⅩHp椚iBCもRe �49 �40（2） �0，5 �96 �81 �7 

ⅩHp耶血CもRe �49 �40（3） �0，5 �111 �94 �8 

ⅩHp肝IiBCもKe �52 �32（1） �0フ3 �40 �34 �2 

ⅩHp胴iBCbXe �59 �26（1） �0フ4 �128 �115 �75 

ⅩHpH電iBCもXe �60 �28 �0，3 �20 �17 �3 

ⅩHp椚iBCもRe �65 �1 �0フ6 �159 �146 �80 

ⅩHp耶血cBKe �65 �4（1） �0，3 �42 �36 �10 

ⅩHp椚iBCbRe �66 �19（11） �0，2 �64 �56 �17 

馳p椚iBCもEe �67 �3（9） �0，6 �213 �186 �42 

ⅩHp椚：iBCbXe �67 �3（10） �0，2 �53 �47 �7 

ⅩHp耶血cbKe �67 �22（9） �0⊃3 �125 �109 �27 

勘Ip隅iBCbRe �67 �22（10） �0，7 �203 �177 �68 

ⅩHp椚iBCbXe �67 �22（11） �0，5 �199 �173 �53 

ⅩHp耶：iBCもEe �67 �22（12） �0，5 �203 �177 �47 

且430灯 � � �埼∫ �jdβJ �．375才 �J25g 

rip間Re �6 �7（1） �0フ9 �174 �155 �58 

rip耶Re �7 �2（3） �0フ8 �166 �148 �75 

rip江叩Xe �7 �10（3） �0，6 �．109 �94 �25 

rip社町Ke �7 �10（4） �0，9 �184 �159 �56 

rip叩Ee �9 �4（1） �0，8 �219 �195 �74 

ripH御Ke �9 �30（2） �0，6 �15S �140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