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6 �41 �0，3 �8C326日 �87　　　43 ��39 �4 

39 �7（2） �0，】 �10C3 �68 �30 �26 �7 

39 �7（3） �0，1 �10C3 �68 �26 �22 �5 

49 �21 �0，9 �10C3 �84 �145 �128 �30 

51 �37 �0，6 �9C316円 �84 �91 �81 �31 

54 �30 �1，0 �10C3 �72 �170 �148 �38 

Pa30M： � � �6，9 � � �1239 �1089 �262 

noBOPCbKe �24 �26（l） �1，0 �10C3 �62 �256 �227 �88 

■ �24 �26（2） �0，3 �10C3 �62 �104 �93 �43 27 �l �0，2 �8C326n �54 �35 �31 �12 

28 �25（l） �0，6 �10C3＋Bn �65 �139 �122 �48 

28 �25（2） �0，9 �10C3＋Bn �65 �234 �207 �74 

30 �22 �0，7 �10C3 �59 �125 �106 �36 

31 �9 �0，5 �10C3 �65 �143 �127 �65 

31 �Ⅰ6（l） �0，9 �10C3 �65 �135 �118 �42 

31 �16（2） �0，8 �10C3 �65 �169 �149 �86 

32 �6 �0，2 �10C3＋Bn �60 �63 �55 �20 

32 �9 �0，3 �10C3 �60 �59 �52 �26 

35 �41 �0，3 �8C316日lBJM �52 �33 �23 �9 

37 �6 �0，9 �6C32Brll‾BJILl10C �82 �142 �124 �51 

37 �14 �0，9 �7C336n �62 �175 �■154 �62 

37 �15 �0，6 �46n2BJH1月320cIC3 �87 �91 �81 �36 

38 �12 �0，8 �10C3＋月3十Bn＋Oc �65 �149 �130 �54 

39 �27 �0，4 �10C3 �47 �75 �64 �33 

40 �7（5） �0，7 �10C3 �55 �168 �146 �75 

Pa30M： � � �11，0 � � �2295 �2009 �860 

Ⅰ；axiBCbKe �18 �2K �0，5 �10C3＋Bn �66 �101 �87 �18 

19 �2二～ �0，4 �10C3 �71 �84 �73 �13 

19 �24 �0，6 �10C3 �57 �125 �110 �22 

21 �19 �0，6 �10C3＋Bn �86 �98 �88 �23 

23 �19（l） �0，4 �10C3 �65 �84 �73 �14 

23 �19（2） �0，6 �10C3 �65 �118 �102 �22 

26 �16 �0，5 �10C3＋Bn �81 �131 �117 �34 

27 �6 �0，4 �10C3＋Bn �44 �67 �58 �10 

27 �24 �0，2 �10C3 �71 �51 �45 �12 

29 �48 �0，5 �10C3 �60 �68 �59 �13 

32 �19 �0，4 �9C316∩ �76 �134 �・117 �18 

34 �5 �0，3 �10C3 �63 �57 �50 �15 

35 �26（1上 �0，3 �10C3 �86 �78 �69 �22 

35 �26（2） �0，7 �10C3 �86 �188 �166 �40 

41 �42 �0，3 �10C3 �66 �90 �79 �17 

42 �34 �0，2 �10C3 �86 �40 �35 �8 

49 �29 �0，2 �10C3 �63 �47 �40 �10 

49 �36 �0，5 �9C316日 �57 �81 �69 �10 

53 �17 �1，0 �10C3＋Bn �60 �96 �82 �13 

58 �l �0，4 �10C3＋6日 �66 �86 �76 �23 

Pa30M： � � �9，0 � � �1824 �1510 �357 

Bo」1．－BoJIHHCbKe �60 �9（1） �0，7 �10C3 �60 �156 �135 �43 

60 �9（2） �0，4 �10C3 �60 �120 �104 �37 

74 �6 �0，9 �10C3 �67 �129 �111 �23 

Pa30M： � � �1，8 � � �405 �350 �103 

8CbOrO： � � �欄一・1■ � �F6798 ��5705 �17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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