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月06pe且CbKe �4 �50 �20（3） �0，3 �68 �61 �41 

刀06peHCbEe �4 �55 �27（4） �0，2 �43 �＿　38 �26 

BcbOrOnOJ1－8y： � � � �1，7 �442 �390 �27‘ 

KapⅡH血BCbEe �4 �11 �23（1） �0，6 �126 �115 �36 

Ra匹m血CもRe �4 �37 �17（1） �0，6 �36 �31 �4 

Ⅹ叩mmi8CもXe（C） �4 �5 �24（1） �0，5 �110 �96 �41 

Ⅹ叩Ⅲ耶iBCもRe（C） �4 �15 �4（1） �0，6 �142 �130 �45 

BcbOrOnO』ト8y： � � � �2，3 �414 �372 �126 

ぬiT叫Ee �2 �11 �14（1） �0，4 �80 �75 �37 

KdT叩Re �2 �11 �14（2） �0，4 �84 �79 �35 

K血丁叩Re �2 �17 �12（1） �0，1 �35 �30 �12 

Ⅹ血丁旺IpXe �2 �17 �17（3） �0，4 �68 �59 �15 

K血で叩Re �2 �22 �1（7） �0，2 �34 �29 �17 

K血で旺恥Ke �4 �35 �15（2） �0，4 �88 �76 �50 

mIiTH坤Ee �4 �43 �9（2） �0，9 �135 �118 �66 

Ⅹ血TmlbRe �4 �50 �9（1） �0，3 �75 �65 �23 

K血で叫もEe �4 �59 �33（2） �0，3 �59 �52 �31 

甘cbOrOnOJ1－8y： � � � �3，4 �‘58 �583 �28‘ 

H卸iBCもEe �4 �56 �9（1） �0，4 �85 �74 �49 

H）偵HiBCbXe �＿4 �5S �12（1） �0，6 �101 �90 �43 

Hy法HiBCbXe �4 �62 �1（16） �0，7 �117 �99 �26 

取払OrOⅢ0月ト8y： � � � �1，7 �303 �2‘3 �118 

miBHe且CbRe �4 �7 �10（3） �0，4 �86 �77 �50 

nHiBHeHCもXe �4 �9 �11（2） �0，4 �76 �72 �36 

miBHeIICもRe �4 �13 �36（1） �0，4 �83 �75 �45 

miBEeECbXe �4 �12 �59（2） �0，5 �62 �55 �35 

miもEeHCbXe �4 �23 �14（1） �0，4 �75 �67 �41 

nⅢi8EeHCbEe �4 �29 �31（6） �0，5 �70 �62 �37 

HHiBHeECもRe �4 �37 �26（2） �0，5 �106 �97 �45 

miBHeHCもRe �4 �38 �14（1） �0，2 �41 �37 �18 

口元iB比eHCもEe �4 �44 �6（5） �0，2 �25 �22 �13 

miもHeHCもRe �4 �44 �5（3） �0，1 �19． �17 �9 

nHi苛性甜Gb濫e �4 �44 �4（3） �0，5 �78 �69 �46 

独仏OrOmOJ1－もy： � � � �4，1 �721 �‘50 �375． 

CoⅡⅠ椚HeHCbEe �4 �4 �19（1） �0，4 �96 �86 �53 

CoEme∬CbRe �4 �24 �3（5） �0，3 �50 �44 �27， 

CoⅡⅠ椚He打CもRe �4 �28 �19（2） �0，3 �92 �83 �43 

Cou椚He∬CもRe �4 �29 �20（1） �0，3 �47 �41 �25 

軌払OrOnOJ1－もy： � � � �1，3 �285 �254 �148 

Pa30MmO月Ⅲ � � � �22，0 �4413 �391， �2087 

3py6a血Ai月見HX班3a血cHm

yKpalH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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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J108HHHJIICHH『刑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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