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63HpCbKe �4 �68 �20（9） �0，S �109 �95 �38 

B－063HpCbEe �4 �68 �20（10） �0，4 �44 �38 �12 

馳払OrOnO皿ic打∬lげBy： � � � �9，4 �1804 �1573 �52‘ 

BH月epTCbRe �4 �6 �7（2）－ �0，9 �154 �136 �98 

BH月epTCもEe �4 �15 �23（8） �0，6 �131 �119 �73 

B鞘epTCbEe �4 �16 �33（3） �09 �162 �146 �106 

B町IepTCbEe �4 �23 �4（1） �7 09 �201 �181 �131 

B耶epT℃bEe �4 �27 �42（l） �7 0，9 �201 �lS4 �121 

軌払OrOmO皿icⅡⅢ叫TBy： � �4，2 ���84， �7‘6 �52， 

刀06p紺CもRe �4 �2 �50（2） �0，4 �85 �76 �49 

月06peHCbEe �4 �8 �36（19） �0，4 �67 �59 �37 

只06peHCbRe �4 �14 �19（5） �0，3 �65 �57 �36 

刀06p班CもRe �4 �33 �4（1） �0，2 �41 �36 �25 

刀06p餌CもXe �4 �35 �12（1） �0，2 �60 �53 �32 

月06peECbXe �4 �39 �2（l） �0，2 �41 �36 �15 

刀06peItCbRe �4 �46 �55（2） �0，1 �24 �21 �11 

刀06peHCbRe �4 �48 �7（2） �0，3 �78 �69 �42 

月06peHCもRe �4 �51 �50（2） �0，3 �70 �61 �42 

月06peHCbEe �4 �57 �31（9） �0，3 �53 �46 �26 

軌払OrOIIOJlicHH叫TBy： � � � �2，7 �584 �514 �315 

鮎叩ⅢiBCbRe（CT．） �4 �2 �25（6） �0，6 �136 �119 �67 

Ⅹ卿即iBCbRe（CT．） �4 �4 �16（2） �0，6 �125 �108 �47 

Ⅹ叩nmi8CもRe（CT．） �4 �13 �12 �0，2 �25 �22 �3 

Ⅹ叩ⅢⅣIiBCもRe（CTJ �4 �13 �19（1） �0，5 �102 �90 �46 

ⅩapnH几iBChKe（CT．） �4 �16 �1（2） �0，4 �76 �66 �32 

K叩mmiBCもRe（CT．） �4 �16 �1（3） �0，9 �132 �115 �40 

K叩n打IiBCbRe（CT．） �4 �16 �5（6） �0，9 �122 �107 �50 

Rap皿∬iBCもRe（CT．） �4 �16 �32（3） �0，8 �16S �146 �59 

BcbOrOnO皿ic仕甘qTBy： � � � �4，9 �88‘ �773 �344 

mIiT塔恥Re �2 �12 �2（1） �0，4 �66 �57 �30 

K元Tm恥Re �2 �15 �17（1） �0，6 �144 �130 �65 

ⅩJIiT牙叩Re �4 �22 �l（6） �0，2 �49 �42 �31 

Ⅹ血丁叩Ee �4 �26 �11（3） �0，2 �45 �39 �19 

K汀iTH叩Re �4 �26 �16（5） �0，4 �105 �91 �61 

ⅩhiTH叩Ee �4 �29 �2（3） �0，3 �71 �62 �39 

E刀iT叫もRe �4 �33 �21（2） �0，3 �80 �70＿ �40 

EhiT叩Re �4 �34 �1（2） �0，4 �62 �54 �27 

Ⅹ∬iT耳叫もRe �4 �34 �1（3） �0，8 �157 �136 �81 

Ⅹ元で打叩Re �4 �39 �34（1） �0，2 �78 �68 �49 

K血TH叩Re �4 �45 �5（6） �0，6 �160 �140 �100 

miTH叩Xe �4 �51 �19（2） �0，3 �47 �41 �24 

K血丁叩Re �4 �51 �20（1） �0，2 �51 �44 �20 

K血で叩Ee �4 �61 �1（4） �0，5 �79 �68 �32 

Bct＞OrOnO皿icHHqTもy： � � � �5，4 �‘11，4 �1042 �‘18 

Hy鎮Hi且CbRe �3 �22 �42（1） �0，2 �26 �22 �10 

Hy最HiBCbXe �4 �22 �44（2） �0，2 �37－ �31 �13 

Hy蕗HiBCbRe �4 �23 �25（1） �0，3 �40　－ �3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