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06peIICもRe �4 �2 �50（3） �0，3 �62 �57 �27 

刀06peⅡCもEe �4’ �5 �13（7） �0，3 �58 �52 �27 

其06peECもXe �4 �11 �28（5） �0，3 �79 �70 �40 

書06peHCもRe �4 �14 �19ロ） �0，4 �115 �103 �65 

月06pg旺CもXe �4 �35 �12（2） �0，2 �51 �45 �29 

月06pe‡ICもRe �4 �50 �39（1） �0，3 �59 �52 �30 

刀06peECもKe �4 �54 �21（8） �0，2 �44 �39 �21 

只06peECもRe �4， �59 �9（4） �0，2 �44 �39 �24 

丑仏OrOⅡ0皿ic∬且叩y三 � � � �ユ，7 �656 �5＄4 �342 

K叩皿JIiBCもEe（C） �4 �2 �6（4） �0フ6 �139 �122 �83 

Ⅹ叩ⅡH刀iBCもRe（C） �4 �5 �43（1） �0，2 �40 �35 �11 

Ⅹ叩ⅠⅢⅡiBCもⅩ亘C） �4 �8 �20（10） �0，5 �86 �76 �35 

Ⅹ叩血CもⅩ亘C） �4 �S �21（9） �0，4 �67 �59 �23 

Ⅹ叩Ⅲ血丑CもRe（C） �4 �15 �20（1） �0，5 �118 �103 �61 

乱払OrOⅡOJ五CEE叫TBy： � � � �2，2 �450 �395 �213 

KdTⅢ碑Re �2 �8 �10（2） �0，7 �129 �120 �59 

肋間Re �2 �17 �18（1） �0，4 �79 �69 �53 

肋間Ee �4 �29 �31（4） �0，3 �71 �62 �33 

Ⅹ元で叩Re �4 �30 �17（コ） �0，4 �ユ04 �92 �49 

肋間Re �4 �37 �5（5） �0，3 �80 �69 �45 

Ⅹ血畔Re �4 �39 �10（2） �0，3 �57 �49 �33 

文通TⅢ払Re �4 �45 �1（13） �0，4 �66 �57 �41 

Ⅹ元間耳e �4 �45 �1（14） �0，2 �39 �34 �2才 

ⅩJ血Ⅲ碑Ⅹe �4 �46 �5（3） �0，5 �107 �94 �56 

Ⅹ元TIⅡゆRe �4 �60 �12（2） �0，8 �178 �157 �94 

取払OrO】江0元細江叩y： � � � �4，3 �910 �803 �485 

蜘iBCbXB �4 �34 �9（4） �0，5 �82 �71 �46 

Ⅰ坤iBCもEe �4 �37 �12（1） �0，3 �79 �69 �37 

瑚ⅠIiB払Re �4 �37 �14（1） �0，3 �102 �90 �60 

H画血cbXe �4 �39 �6（6） �0，4 �77 �66 �39 

瑚血B払Ⅹe �4 �42 �25（4） �0っ4 �101 �86 �34 

坤iBGもXe �4 �48 �23（12） �0，3 �52 �45 �36 

鞠蝕血GもⅩe �4 �49 �27（2） �0，5 �86 �74 �51 

Ⅰ事態IiBCもRe �4 �54 �22（2） �0，5 �122 �108 �52 

Hy孟扇BCもRe �4 �54 �36（4） �0っ8 �178 �156 �117 

蜘bcもRe �4 �58 �1（1） �0，4 �62 �54■ �43 

BcbOrOⅡOJ血Ⅱ耳叩y； � � � �4，4 �941 �819、 �515・‾ 

IIHiBHeECbEe �4 �3 �43（1） �0，3 �48 �42 �26 

Ⅰ血iBHeECもEe �4 �7 �19（4） �0，5 �96 �85 �53 

HEiBEeHCもXe �4 �13 �10（2） �0，3 �50　一ノ �43・ �26 

miBEeECもⅩe �4 �13 �49（3） �0，2 �34 �30 �19 

IIHiBEeECもEe �4 �23 �27（6） �0，4 �59 �52 �32 

nEi五五eECもEe �4 �27 �10（1）－ �0，5 �73 �65 �34 

HEiBEeHCもXe �4 �27 �15（3） �0，3 �‘44 �39 �24 

miBEeECもXe �4 �29 �31（5） �0，3 �52 �47 �22 

Ⅰ］虫hEeIIOもEe �4 �3g �2（3） �0，4 �57 �51 �．25 

miBEeECもRe �4 �44 �18（1） �0，6 �53－ �46 �28 

口虫iB王IeIICもEe �4 �44 �18（2） �0，5 �7牛‾ �65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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