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Po3日H・tiBCl，Ke �39 �37（2） �0，2 �24 �21 �5 

23 ��■　42 �9（3） �0、3 �．60 �52 �16 

24 ��43 �l（14） �0，1 �8 �7 �3 

BcbOrOnOJIicHl叫TBy ����8 �1104 �968 �328 

25 �Kylく几HHCbKe �18 �16（7） �0，4 �49 �42 �29 

26 ��18 �16（8） �0，7 �136 �118 �68 

27 ��46 �13（9） �0，7 �65 �56 �36 

28 ��46 �14（8） �0，5 �70 �60 �44 

29 ��46 �14（9） �0，3 �65 �56 �28 

BcbOrOnOJIicHItllTBy ����2，6 �385 �332 �205 

30 �　　　●ヽ■ qopTOpl－tCl＞Ke �l �15（l） �0，3 �54 �47 �20 

31 ��3 �7（り �0，4 �59 �52 �26 

32 ��4 �9（り �0，2 �36 �32 �13 

33 ��4 �ll（2） �0，9 �108 �94 �46 

34 ��4 �23（3） �0，3 �24 �20 �3 

35 ��5 �33（4） �0、6 �50 �42 �7 

36 ��11 �5（12） �0，8 �116 �100 �58 

37 ��12 �26（l） �0，7 �132 �117 �49 

38 ��14 �13（2） �0，2 �73 �64 �35 

39 ��14 �35（り �0，2 �21 �18 �4 

40 ��20 �9（1） �0，3 �85 �77 �31 

41 ��21 �13（り �0，4 �72 �63 �24 

42 ��23 �5（2） �0，9 �267 �235 �108 

43 ��23 �17（5） �0，6 �51 �44 �27 

44 ��23 �23（2） �0，2 �24 �20 �4 

45 ��23 �29（l） �0，6 �58 �50 �13 

46 ��26 �3（2） �0，2 �35 �31 �17 

47 ��27 �12（lD �0，9 �123 �108 �51 

48 ��27 �26（7） �0，2 �48 �42 �19 

49 ��30 �2（6） �0，1 �2ウ �24 �ll 

50 ��30 �5（7） �0，4 �54 �48 �15 

51 ��34 �28（1） �0，6 �46 �39 �6 

52 ��35 �7（l） �0，5 �35 �29 �1 

53 ��35 �10（l） �0，1 �20 �17 �12 

54 ��43 �7（8） �0，5 �51 �45 �17、■ 

55 ��43 �18（1） �0，4 �60 �53 �18 

56 ��48 �11（2） �0，6 �66 �5S �18 

57 ��57 �3（3） �0，4 �37 �32 �12 

58 ��57 �5（1） �0，7 �50 �44 �17 

59 ��57 �12（3） �0，5 �37 �32 �11 

60 ��57 �17（4） �0，9 �81 �71 �26 

BcbOrO110JlicHHllTRy ����14，6 �2000 �1748 �719 

61 �KyJIHKOBHllbKe �1 �33（1） �0，2 �45 �39 �15 

62 ��1 �36（3） �0，5 �90 �79 �35 

63 ��2 �35（2） �0，8 �96 �82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