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避cbOrOH0血cH叩TBy ����6，9 �1173 �1022 �593 6 

ny6etIHiBCもKe �4 �1 �25（3） �0，3 �40 �34 

ny6etIHiBCもRe �4　ll ��38（1） �0，5 �65 � � 54 �4 

恥6円HiBCもRe � � � � � 3 �10 �27（1） �0，2 �41 �36 �16 

殉76円HiBCもKe 月y6円HiBCBRe ny6eTIHiBCもRe 功76etIHiBCもEe �3 �11 �5（1）‾ �0，6 �104 �89 �26 

4 �15 �17（7） �0，2 �39 �34 �20 

4 �18 �1（1） �0っ1 �24 �22 �9 

4 �18 �24（2） �0，2 �48 �42 �24 

恥6eTIHiBCもRe ny6etIHiBCBKe 鞠76elIHiBCBRe 刀y6etIHiBCもRe 恥6elIHiBCもRe 恥6etIHiBCBRe 恥6etI血BCBRe �4 �32 �3（1） �0，3 �60 �52 �38 

4 �32 �44（1） �0，3 �59 �51 �37 

4 �42 �15（5） �0，3 �68 �60 �35 

4 �42 �17（1） �0，6 �88 �79 �50 

4 �42　17（2） ��0，3 �65 �58 �37 

4 �42 �21（1） �0，2 �49　　　　43 ��．34 

4 �55 �18（1） �0，1 �34 �30 �18 

恥6elI扇BCもRe ny6eT王HiBCもKe 恥6円HiBCもRe ny6etIHiBCbRe �4 �61 �22（2） �0，4 �90 �78 �58 

4 �64 �4（2） �0，2 �49 �43 �33 

4 �70 �38（2） �0，5 �81 �73 �5才 

3 �83 �5（1） �0，2 �34 �30 �14 

騰76el王dBCBRe �3 �83 �18（2） �0，2 �31 � � 27 �21 

BcbOrOⅡOJlicIⅢ叫TBy ����5，7 �1069 �935 �532 31 

CTaPOBHXiBCもRe �4 �1 �25（1） �0，4 �61 �52 

CTaPOBHXiBCもKe �3 �12 �72（1） �0，3 �58 � � 
53 �29 

CTaPOBHXiBCもKe �2 �19 �51（1） �0，3 �60 �58 �32 

CTaPOBHXiBCもRe �4 �20 �17（1） �0，3 �58 �52 �35 

CTaPOBⅡXiBCもKe CTaPOBI王XiBCBRe �4 �29 �18（1） �0，7 �167 �145 �68 

4 �32■ �1（1） �0，2 �37 �32 �21・ 

CTapOBIⅨiBCもKe �4 �40 �15（1） �0，4 �107 �96 �62 

CTaPOBHXiBCもKe CTaPOB旺XiBCBB：e CTaPOBHXiBCBRe �4 �40 �21（1） �0，2 �58 �5q　．．33 

4 �40 �64（1） �0，4 �86 �75 �49 

4 �41 �34（1） �0，3 �68 �59 �41 

CTaPOE旺ⅩiBCLKe �4 �46 �17（2） �0，2 �58 �50 �35 

CTaPOBHXiBCもRe �4 �47 �29（1） �0，3 �74 
64 �42 

CTaPOBHXiBCもRe CTaPOBHXiBCもRe CTaPOBHXiBCもKel �4 �48 �17（2） �0，3 �54 �47 �33 

4 �67 �12（1） �0，2 �80 �71 �42 

4 �67 �12（2） �0，3 �82 �72 �40 

丑cbOrOHOJ－icH叩TBy ����4，8 �1108 �976 �593 

CBOMaI（lBCもRe �4 �23 �22（1） �0，3 �111 �97 �63 

CBOMaKiBCもB：e �4 �31 �1（2） �0，3 �97 �85 �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