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lⅡⅢEiBCもRe �4 �2 �27（1） �0，5 �94 �‾写0 �51 

刀五ⅢEiBCもRe �4 �2 �27（2） �0⊃4 �69 �59 �45・ 

JlEⅡⅠⅡiBCI瓜e �4 �11 �7（1） �0，4 �80 �69 �34 

刀五ⅠⅢIi］∋CもRe �4 �2伊 �14（1） �0，5－ �128 �111 �82・ 

刀ⅡⅡIHiBCもRe �4 �20 �46（1） �0，5 �108 �93 �63 

∬ⅡⅡIHiBCもRe �4 �24 �7（1） �0，4 �103 �90 �62 

刀ⅡⅡIEiBCもRe �4 �25 �13（1） �0，7 �129 �112 �73 

刀五ⅡIHiBCもRe �4 �25 �4（1） �0，4 �73 �63 �44 

血ⅡIHiBCもRe �4 �25 �4（2） �0，2 �50 �43 �27 

刀五ⅠⅡHiBCもRe �4 �25 �9（1） �0っ7 �208 �182 �150 

刀HIⅡEiBCもRe �4 �44 �6（1）■ �0，3 �44 �38■ �20 

刀ⅢⅡⅠHiBCもRe �4 �45 �14（1） �0，6 �143 �124 �69 

刀ⅡⅠⅡHiBCもRe �4 �45 �25（1） �0フ6 �1■07 �91 �49 

刀五ⅠⅡHiBCもRe �4 �47・ �4（1） �1 �208 �178 �113 

几ⅢIHiBCもRe �4 �51 �18（1） �0，6 �144 �124 �89 

肋Ⅰ］工由BCもRe �4 �51 �24（1） �0，5 �103 �89 �61 

BcbOrOⅡOJIicH叩TByナ ����8，8 �1875 �1618 �1081 

・BopoBe �4 �8 �10（1） �0，9 �211 �184 �109 

BopoBe・ �4 �29 �13（3） �0，2 �64 �57′ �32 

BopoBe �4 �33 �14（8） �0，7 �183 �162 �84 

石opoBe �4 �33 �16（1） �0，5 �116 �101 �・60 

－EopoBe �4 �34 �40（1） �0フ8 �194 �167 �87 

‾BopoBe �4 �39 �24（1） �0，5 �159 �141 �85 

BopoBe �4． �40 �17（1） �0，8 �136 �118 �¢7 

BcI，OrOⅡOJIicHI叫TBy ����4，4 �1063 �930 �524 

rop叩0工ⅠもKe �4 �4 �36（1） �0，2 �30 �27 �18 

rop0月0恥Re �4 �25 �44（1） �0，2 �105 �93 �62 

ropo群）叩Re �4 �2も �46（1） �0，4 �101 �90 �63 

rop叩0ⅠⅠもⅩ？ �4 �29 �16（1） �0，9 �250 �218 �114 

rop叩0叩Re �4 �41 �36（5） �0，8 �192 �168 �、90 

rop叩こ011もEe �．4 �41 �36（7） �0，8 �249 �217 �1°22 

rop0月011もRe �4 �43 �12（1） �0，5 �132 �114 �28． 

rop叩0叩Re �4 �43 �12（2） �0，3 �69 �59■ �12 

ropo刀こ011もRe �14 �43 �16（1） �0，2 �21 �19 �4 

rop叩OqもRe �4 �47 �1（1）． �0，9 �244 �213 �149 

rop叩こ0叩RP �4 �4写 �35（？） �0，8 �200 �175 �72 

rop0月OqもRe �4 �50 �1（2）・ �0，8 �203 �182 �1■08 

BcI，OrOⅡOJIkHⅡqTI主y ����6，8 �・1796 �1575 �842 

Tpo兄HiBCBX早 �4 �6 �7（4） �0，7 �＿203 �177 �如 

Tpo兄EiBCもRe �4 �7 �16（2） �0，6 �203 �178 �129 

Tpo皿iBCもEe �4 �9† �3（4） �0，8 �．153　－ �130 �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