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i且p13もRe �4 �33 �3 ��0，7 �154 �136 �53 

ni属pほもEe �4 �38 �13 ��0，9 �212 �192 �42 

Hi月p13もRe �4 �43 �1（1） ��0，3 �68 �60 �14 

nhp13もRe �4 �43 �1（2） ��0，3 �66 �58 �20 

nhp13もEe �4 �43 �1（3） ��0，7 �218 �192 �51 

口短p13もRe �4 �■43 �1（4） ��0，4 �107 �94 �24 

niAP13もRe �4 �49 �7（1） ��0，3 �126 �111 �49 

ni只p13もRe �4 �49 �7（2） ��0，7 �245 �216 �84 

nhp13もRe �4 �49 �7（3） ��0，7 �251 �221 �98 

ni耳P13もRe �4 �49 �15（1） ��0，8 �129 �113 �30 

niAp13もEe �4 �49 �15（2） ��0，6 �76 �66 �23 

ni其PuもRe �4 �49 �15（3） ��0，6 �62 �54 �22 

BcもOrOⅡ0血CⅡ叩y �����7，0 �1714 �1513 �510 

CTe6∬i丑CもRe �2 �2 �15 ��0，1 �37 �33 �7 

CTe6∬hcもRe �2 �13 �31 ��0，2 �73 �63 �23 

Cre6∬hcもEe �2 �16 �5 ��0，4 �136 �117 �54 

CTe6JIi丑CbRe �2 �20 �6 ��0，3 �116 �100 �36 

me6血CもRe �2 �20 �18 ��0⊃6 �98 �84 �29 

CTe6jli丑CもRe �4 �30 �22 ��0言 �26 �22 �5 

CTe6∬iBCもRe �4 �39 �12 ��0，7 �183 �157 �12 

CTe6刀hcもRe �2 �40 �19 ��0，3 �90 �74 �45 

CTe6ⅡhcもRe �4 �47 �3 ��0，4 �72 �62 �12 

CTe6∬i月CもRe �4 �47 �9 ��0，4 �71 �61 �5 

CTe6JIhcもRe �2 �48 �29 ��0，2 �48 �40 �13 

CTe6刀iBCもRe �4 �49 �73 ��0，3 �59 �50 �10 

CTe6∬iBCもRe �3 �49 �36（1） ��0。5 �172 �146 �59 

CTe6∬i丑CもRe �3 �49 �36（2） ��0，7 �280 �241 �82 

CTe6刀iBCもRe �4 �60 �ユ ��0，5 �112 �96 �22 

BcもOrOIIOJIic耶y �����5，7 �1573 �1346 �414 

noBOpCもEe �4 �43 �14（4） ��0，4 �82 �69 �20 

noBOpCもRe �4 �44 �2 ��0，9 �150 �126 �37 

noBOpCもRe �4 �44 �8 ��0，6 �119 �102 �28 

noBOpCもRe �4 �44 �12 ��0⊃7 �87 �74 �－9 

noBOpCもRe �4 �51 �1 ��0，3 �39 �33 �4 

BcもOrOⅡ0血耶y �����2；9 �477 �404 �98 

roJTO6CもRe �2 �17 ��29（1） �0，3 �60 �58・ �23 

roJIO6CもRe �2 �17 ��29（2） �0，7 �136 �113 �49 

roJIO6CもRe �3 �26 ��9 �0，2 �41 �34 �13 

roJIO6cbRe �4 �26 ��11 �0，9 �181　■ �151 �63 

ro∬06CもRe �4 �30 ��14 �0，5 �90 �74 �35 

roJ106CもRe �2 �48 ��4 �0，4 �83 �69 �29 

roⅡ06CもRe �4 �54 ��22 �0，8 �162 �136 �56　■ 

roJIO6CもRe �4 �59 ��34 �0，1 �20 �17 �6 

roJIO6CもRe �4 �59 � �25 �0，4 �78 �66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