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ⅩHp椚iBCもRe �22 �7（2） �0，3 �117 �102 �61 

馳p椚iBCもXe �66 �4（4） �0，6 �195 �170 �124 

ⅩHp椚iBCもRe �66 �21 �0，4 �80・ �70 �42 

ⅩHp椚hcもRe �67 �3（11） �0，8 �鱒5 �231 �108 

XHp鮮血CもKe �67 �3（12） �0，7 �273 �237 �135 

ⅩHp椚iBCもRe �67 �3（13） �0，3 �83 �72 �33 

朗30〃 � � �ろ∫ �JJ4才 �タタ占 �∫房 

rip叩Ee �17 �28（1） �0，5 �73 �63 �22 

ripHⅢ払Re �17 �29（4） �0，9 �89 �74 �24 

rip叩Ke �17 �29（5） �0，5 �56 �47 �16 

rip間Ke �26 �23（1） �0，6 �56 �47 �5 

rip間Ke �27 �29（1） �0，9 �132 �112 �39 

ripH叩Ke �51 �22（1） �0，2 �50 �42 �17 

ripIf叫もKe �51 �22（2） �0，5 �78 �67 �25 

ripH江恥Re �59 �35（2） �0，9 �170 �147 �52 

ripⅡⅢ華瓜e �64 �10（1） �0フ6 �57 �47 �10 

rip間Ke �64 �23（1） �0，6 �57 �48 �12 

ripH耶Xe �66 �36（1） �0，7 �93 �79 �28 

rip叩Re �66 �44 �0っ4 �45 �38 �3 

rip叩Ee �68 �17（1） �0，3 �47 �41 �12 

ripHⅢ華Xe �69 �21（1） �0，4 �70 �60 �9 

rip規準Ke �69 �27（1） �0，2 �23 �20 �4 

ripE托恥Re �69 �29（1） �0，2 �58 �50 �28 

npH‡Ⅱ払Re �69 �32（2） �0，2 �42 �36 �7 

rip叩Re �71 �7（1） �0，5 �86 �74 �24 

rip叩Re �71 �9（1） �0，7 �107 �93 �19 

rip間Ee �23 �15（1） �0，2 �24 �20 �0■ 

ripm嘩Re �71 �23（1） �0，9 �102 �87 �24 

．ripH恥Ke �71 �23（2） �0，8 �110 �94 �24 

rip湖畔Ee �72 �33（1） �0，5 �30 �26 �5 

ripHHqもRe �79 �40（1） �0，5 �100 �86 �23 

員43α打 � � �Jろ7 �7755 �74クβ �4才2 

3a60∬OmiBCもRe �47 �19（1） �0フ7 �76 �65 �6、 

3a60JIOTTiBCもEe �54 �9（1） �0，8 �54 �45 �5 

3a60ⅡOTTiBCもKe �56 �3（1） �0，3 �80 �69 �3．5． 

3a60JIOTdBCもEe �56 �18（1） �0，5 �194 �172 �93 

3a60JIOTTiBqもRe �56 �32（1） �0，4 �80 �70 �47 

3a60jlOTTiBCもRe �57 �11（1） �0，4 �167 �151 �86 

3a60JlOTTiBCもEe �58 �55（1） �0，2 �65 �56 �34 

3a60JIOTiBCもRe �66 �9（1）・ �0，2 �38 �33 �8 

3a60JIOTTiBCもEe �66 �26（1） �0，4 �86 �75 �32 

3a60∬OTTiBCもRe �68 �30 �0，4 �116 �104 �43 

3a60JIdTTiBCもEe �83 �34（1） �0フ7 �194 �170 �96 

3a60JIOTdBCもRe �84 �30（1） �0，6 �161 �144 �34 

3a．60几OTTi丑CもRe �85 �21（1） �0，5 �107 �95 �24 
‾　3a6叩OTTi丑CもEe �92 �2（1） �0，6 �36 �．・‾3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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