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岐阜県博物館所蔵環境庁第3回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査時

（1984）の陸産及び淡水産貝類標本日録

宮　崎　　　惇

ACatalogueoftheLandSnailsand血eshwaterShells

OftheGIruPrefecturalMuseum，

BasedontheResearchConductedbytheEnvironmental

AgencyfbrtheThirdEnvironmentProtectionProgramin1984

JunMIYAZAKI

この標本は環境庁が実施した第3回自然環境保全基礎調査中，動植物分布調査（全種調査）の一環として，陸産及

び淡水産貝類について，岐阜県下の小中学校の協力を得て収集し，その全種を担当委員の筆者が報告し，岐阜県博物

館へ収蔵されたものである。
この成果は「動植物分布調査報告喜一動物分布把握に向けての第1回報告一陸産及び淡水産貝類」として1988年環

境庁から発表された。（併記した学名中，［※印］は本書使用のもの。）

本日録の学名と配列は肥後俊一・後藤芳央（1993）「日本及び周辺地域産軟体動物総目録」と湊宏（1988）「日本陸

産貝類総目録」を参考にした。

採集者の次の（数字）は岐阜県博物館の登録番号で，GPM－1984－という接頭記号を略したものである。なお総
ての標本が1984（昭和59）年中に岐阜県下より採集されたものであるため，年と県名は省略した。

採集地，採集月日，採集者，登録番号の順に記載されている。

目　録

ClassGASTROPODA　腹足網

OrderARCHAEOGASTROPODA　原始腹足目

FamilyHELICINIDAE　ヤマキサゴ科

1．ヤマキサゴ　Waldemariajqponica（A．ADAMS，1861）

揖斐郡久瀬村津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324），大垣市赤坂町金生山　9月2日　宮崎惇（325）

OrderMESOGASTROPODA　中腹足日

FamilyCYCLOPHORIDAE　ヤマタニシ科

2．ヤマタニシ　CyclやhorusheTkloIsiMARTENS，1860

郡上郡大和町口大間見　7月6日　日置麻里ほか（296），揖斐郡久瀬村津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

（294），池田町下八幡　6月28日　新川理映（295），池田町片山［山麓］　9月20日　宮崎惇（293）

FamilyPUPINIDAE　アズキガイ科

3．アズキガイ　P叫，inellan的（SowERBY，1864）

大垣市赤坂町金生山　9月2日　宮崎惇（318）

FamilyDIPLOMMATINIDAE　ゴマガイ科

4．イブキゴマガイ　D互，lommatinalabiosalabiosaMAR鴨NS，1877

大垣市赤坂町金生山　9月2日　宮崎惇（330）

FamilyVIVIPARIIDAE　タニシ科

5．マルタニシ　Cセ）angqPaludinachinensislaeta（V．MAR雌NS，1860）

吉城郡上宝村本郷　7月16日　荻野浩司（627），河合村角川宮下　7月18白　岩垣道明（619），高山市江

名子町　9月12日　上野一樹（600），同上　住英年（602），郡上郡白鳥町石徹白下在所10月10日　久保

田忍（623），恵那郡福岡町下野乗組　7月　鎌田りな（626），西尾えりか（630），可児郡御嵩町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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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2日　小笠原由佳（621），御嵩町井尻　可児城二（601），加茂郡八百津町福地　7月17日　後藤邦彰

（608），美濃加茂市山之上町中之番　7月17日　長谷川英子ほか（604），同上　笹前守ほか（610），同

山之上町本地　7月17日　吉文勝人（606），同山之上町上野　7月17日　大野康弘ほか（611），同山之上

町田畑　7月18日　片桐政利・教泰（612），同山之上町西洞　7月17日　佐藤春行ほか（624），同山之上

町佐口　7月16日　小藤一美（629），同大田町深田　7月20日　太田小学校児童某（628），武儀郡武儀町

中之保乙亀　7月13日　村瀬博文（616），山県郡美山町出戸　7月15日　藤田淳志（622），美山町日永

7月18日　田中伸裕（634），高富町高富　9月24日　松沢美加（620），高富町高木・鳥羽川　9月24日

鷲見高志（625），高富町山本町　9月23日　村瀬範彰（633），岐阜市木田木田小学校横［水路］　7月6

日　森康太郎（632），本巣郡巣南町居倉　7月20日　堤幸司（609），揖斐郡揖斐川町北方・揖斐川　9月

20日　横山亮道（607），揖斐川町北方四区　9月11日　折戸利恵（613），大野町相羽　9月10日　岩原豊

（605），池田町片山北　7月16日　増田健一（614），大垣市領下町　7月15日　田中美智子（618），同

領下町と三屋町の境［川］　7月15日　日高功夫（631），不破郡垂井町栗原　多賀中生（603），関ケ原町

今須　9月28日　中村広思（615），海津郡海津町帆引新田帆引池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617）

6．才オタニシ　Cやang‘Paludinajqponica（V．MARTENS，1860）

吉城郡上宝村一重ケ根　9月12日　原田昌子（653），大野郡荘川村新渕　7月18日　山本勇夫（640），郡

上郡白鳥町向小駄良　7月17日　佐藤英昭（636），白鳥町牧松　7月13日　山内望美・岩田恒星（652），

恵那郡坂下町中外戸　7月9日　小西まいね（635），坂下町南部　7月9日　林ゆきみ・油田あきみ（63

8），福岡町下野馬場上　7月　原智嗣（637），同上　原英嗣（655），中津川市川上　7月15日　川上小

学校児童某（658），瑞浪市小田10月10日　溝口智也・深谷直人（639，647，656），加茂郡白川町

黒川柿反中10月5日　藤井助太郎（645），美濃市大矢田10月7日　石原昌夫（643），山県郡美山町日

永　7月18日　田中伸裕（646，650），揖斐郡揖斐川町揖斐川　9月20日　横山亮道（657），不破郡関

ケ原町今須10月24日　宮崎惇（641），養老郡上石津町三ツ里　7月29日　多良小学校児童某（654），養

老町高田島田　7月　松本幸隆（642），海津郡海津町沼新田シシ池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648）海

津町福江義呂池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649），海津町油島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651），南濃町

津屋かぶら池10月7日　近藤正臣（644）

7．ヒメタニシ　Sinotaiahistrica（GoULD，1859）［S．quadnuahistrica　※］

吉城郡上宝村平湯　9月9日　岩田良子・田中進（541），瑞浪市小田10月11日　横井康真（570），可児

市下意土・今広・可児川12月22日　浅野晋一郎ほか（550），可児市今渡木曽川河岸12月22日　浅野晋一

郎ほか（563），美濃加茂市山之上町佐口・本地川　7月17日　小藤一美（567），同市下米田町西脇深渡深

渡川　9月12日　渡辺文代・裁千鶴（592），同市加茂野町鷹の巣・蜂屋川　8月12日　東山照（514），山

県郡高富町東深瀬・向塚・鳥羽川　9月25日　村瀬周二（580），高富町東深瀬・枝北　9月25日　市野真

（589），高富町山本町　9月23日　村瀬範彰（597），高富町高木町　9月24日　鷲見高志（548），高富

町浦町　9月24日　信田友子（546），高富町森　9月24日　林達矢（588），高富町石畑・石田川　9月24

日　鷲見和美（517），同上　松沢美加（576），高富町南町　9月24日　丹羽貴子（536），同上鷲見和

美（599），高富町北町上・新川　9月24日　辻清一郎（543），高富町北町鳥羽川左岸　9月20日宮崎惇

（585），高富町梅原・高田・山ケ崎　9月24日　矢崎聡子（575），岐阜市北野東［水田・用水］7月20日

矢島明ほか（539），岐阜市北一色　7月28日　堀江卓久（593），岐阜市野一色2丁目　7月15日　細江陽

子（542），岐阜市水海道2丁目11月3日　宮崎惇（577），岐阜市木田・木田小学校前どぶ川　7月23日

近藤義博（581），岐阜市西木田　7月10日　山田雅俊（540），岐阜市南鏡島　7月20臼　井奈美俊正（5

03），同上　梅田美谷（504），同上，服部真弓（505，524，534），同上　堀寛（502，529，

574），岐阜市日置江l丁目　7月　多田茂樹（596），各務原市新生町1丁目　7月10日　千石稔（516），

羽島郡岐南町三宅・悪水路　7月30日　水野恭子（538），岐南町三宅・羽島用水路［分水路］　7月27，30

日　大橋千枝子（526，583），岐南町野中・中部用水路　7月27日　大橋千枝子（562），岐南町野中・

羽島用水路［分水路］　7月30日　大橋千枝子（58

3），笠松町米野2番地地区排水路10月14日

笠松町米野高瀬・排水路　9月2日　宮崎惇（57

），笠松町江川地先・木曽川北派川河原・造成地
8月31日　宮崎惇（558），笠松町無動寺地先・木曽川北派川河原・トンボ池　大橋宏之（523），笠松町相

生町木曽川入江10月13日　宮崎惇（528），笠松町北及・第一紡績工場北［溝］　9月5日　宮崎惇（58

2），柳津町丸尾・柳津小学校裏11月23日　宮崎惇（569），羽島市大浦地先・木曽川河原の池10月7日

宮崎惇（595），羽島市三ツ柳地先・濃飛大橋下流・木曽川河原　［池］10月7日　宮崎惇（594），羽島

市桑原午南地先・木曽川馬飼大橋下流10月7日　宮崎惇（518），本巣郡糸貫町上保　7月9日　青木夕

子・福井香（553），糸貫町石原　7月9日　中島恵美ほか（568），糸貫町高砂　7月9日　川端考二（5

35），糸貫町仏生寺　7月9日　木村幸司（532，551），糸貫町三橋　7月9日　尾崎賢治（531），

糸貫町随原　9月19日　松久孝志（547），巣南町唐栗［水路］　7月20日　佐藤かおり（552，591），

巣南町居倉・河原［排水路］　7月20日　熊崎美穂（549），巣南町居倉　7月19白　河崎真由美（545），

巣南町居倉　7月21日　小川幸子（554），巣南町居倉　7月20日　矢野哲夫（560），巣南町居倉　7月29

惇崎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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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西野隆典（557），巣南町大月　7月20日　川瀬ともひろ（590），巣南町森　7月19日　興儀良博（5

19），巣南町森　7月20日　岡部真理子（571），巣南町森　7月20日　川口みき（522，564），巣南

町十七条　9月30日　椙浦守（584），揖斐郡大野町相羽　9月10白　井亦緑（556），大垣市曽根町［小川］

7月15日　田口美穂（533），大垣市楽田町3丁目［小用水路］　7月18日　大橋徹也（566），同楽田町8

丁目　7月18日　久富寛（537），同楽田町7丁目　7月16日　野田由紀子（527），大垣市久瀬川町6［溝］

7月30日　富田寮生（561），同久瀬川町2［池］　7月30日　近藤一智（587），大垣市中野町　7月16日

大薮龍洋（579），大垣市青柳町3［用水路］　7月30日　吉田佳宏（565），大垣市領家町と三屋町境［川］

7月15日　日高功夫（544），安八郡安八町森部地先・長良川河原排水路　8月29日　宮崎惇（578），安八

町氷取・中須川　7月30日　大平邦男（521），海溝部海津町柳港・田外の池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5

12），海津町志津・津屋川　7月29日　河村恒雄ほか（513），海津町本阿弥新田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

（506），海津町福江・義呂池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507），海津町深浜・大江川　7月24日　河村恒

雄ほか（510），海津町宣野・宣野池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511），海津町沼新田シシ池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520），海津町石亀・大江川　7月24日　河村・水野（508），海津町内野　8月29日　宮崎

惇（555），海津郡内記・大江川　8月29日　宮崎惇（572），海津町油島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50

9），海津町油島［排水路］　8月29日　宮崎惇（530），海津町油島千本松原・長良川　7月24日　河村恒雄

ほか（515），海津町油島千本松原・揖斐川　8月29日　宮崎惇（598），南濃町津屋　7月30日　下多度小

学校児童某（559）

FamilyAMPULLARIIDAEリンゴガイ科

8．スクミリンゴガイ　Pomaceacanaliculata（LAMARCK，1819）［通称　ジャンボタニシ］

羽島郡笠松町北及［羽島用水路］10月2日　森秀男（660），笠松町北及［水路］　8月13日　棚橋繁夫

（659）

FamilyBITHYNIIDAE　エゾマメタニシ科

9．マメタニシ　PaI的ssarulusmanchouricusjqponicus（PILSBRY，1901）［p．m．※］

海津郡海津町沼新田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447）

FamilyASSIMINEIDAE　カワザンショウガイ科

10．カワザンショウガイ　Assimineajaponicav．MARTENS，1877［A．lu．tea　※］

海津郡海津町油島・千本松原・揖斐川　8月29日　宮崎惇（459）

FamilyPLEUROCERIDAE　カワニナ科

11．カワニナ　Semisulcoやimlibertina（GoULD，1859）

吉城郡上宝村平湯　9月9日　岩田良子・田中進（731），上宝村相当　9月11日　柏木守・新井実（707），

神岡町船津・西ケ丘町　9月20日　上島隆生（768），神岡町下之本　7月19目　上家雄二（779），神岡町

和佐府　7月19日　岡田寿雄（788），同上　7月15日　吉田幸弘（797），河合村角川・宮下　7月26白

岩垣道明（785），河合村稲越・脇谷　7月3日　脇田美和子（724），大野郡丹生川村旗鉾　7月10日　前

田鮎美・大家亜紀子（748），荘川村中畑　7月15日　山本勇夫（697），荘川村新渕　7月25日　斉藤俊信

（817），宮村山下　9月12日　森本寿幸（767），朝日村大広・飛騨川上流　9月12日　森本寿幸（751），

高山市下之切町［沼］　7月25日　尾関昭賢（752），高山市千鳥町　9月10日　和田宗也（802），高山市

新宮町・川上川　7月25日　尾関昭賢（744），郡上郡高鷲村西洞　8月4日　土屋勝ほか（754），白鳥町

石徹白・上在所10月21日　桜井晋（801），白鳥町石徹白・西在所［池］10月10日　上村樹一（781），

白鳥町有徹白・西在所10月21日　上村功一（794），白鳥町有徹白・下在所10月21日堀内正・久保田忍

（799），白鳥町白鳥　7月18日　曽我具章（816），白鳥町牛道・六の里　7月18日　服部たかし（789），

白鳥町為真　7月19日　山根慎吾（795），白鳥町向小駄良　7月17日　曽我亜紀（732），白鳥町野添・牧

土　7月　山内豊美（699），白鳥町越佐　7月17日　伴留美子（739），明宝村奥住　7月17日　石田純子

（749），大和町口大間見　7月6日　青木悦子ほか（721），大和町下方湯7月6日　稲葉恵美ほか（72

3），美並村大原　7月7日　田代有樹（778），同上　石田尚樹（740），同上　7月8日　和田めぐみ

（688），同上　角文音（746），恵那郡坂下町中外戸　7月9日　小西まいね（790），福岡町下野・馬場
上　7月　原英嗣（756），福岡町下野・八伏　7月　大山幸子（762），中津川市川上　7月15日　川上小

学校児童某（814），可児市今渡・木曽川河岸12月22日　浅野晋一郎ほか（728），可児郡御嵩町井尻　7

月15日　山田典子（687），御嵩町宿　7月10日　山口雅央（780），御嵩町平　7月12日　小笠原由佳（7

50），加茂郡白川町黒川・柿反中10月5日　藤井助太郎（725），川辺町下川辺上・西の川　9月24日

木下新吾（741），八百津町福地　7月16日　辻陽介（776），八百津町福地・才勝川　7月17日　辻康宏

（813），同上　7月6日　今井誠治（714），美濃加茂市山之上町西洞［水田］　7月17日　佐藤春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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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智浩（726），同山之上町田畑　7月17日　片桐教泰・政利（690），美濃市立花・佐千坂　8月10日　山

口貴久子（695），同立花・三ツ屋・長良川鉄橋下　8月27日吉田知史（793），武儀郡武儀町中之保・多々

羅　7月4日　長谷部亮二（735），同上　7月5日　美濃羽淳二（771），山県郡美山町出戸　7月15日

高井文雄（710），美山町葛原・山戸・葛原川　7月6日三原隆雄（786），美山町日永　7月18日　田中伸

裕（782），高富町高木洞　9月24日　沢田香月（737），高富町石田町石畑・石田川　9月24日　松沢美加

（812），高富町北町鳥羽川左岸　9月20日　宮崎惇（758），岐阜市北野東　7月28日　矢島明ほか（77

5），岐阜市大洞1丁目山田川11月18日　坂田祐子（764），岐阜市大洞3丁目　8月5日　字野元章（74

5），岐阜市芥見・山田川　7月20日　芥見小学校児童某（727），岐阜市日野・長良川左岸11月3日　宮崎

治郎（769），岐阜市忠節橋左岸・長良川7月30日　織田桂子（815），岐阜市長良・グランドホテル南西・

長良川右岸11月1日　宮崎惇（763），岐阜市鏡岩・水源地北・金華山北［水路］10月23日　宮崎惇
13），岐阜市元浜町［水路］10月6日　宮崎惇（804），岐阜市西木田・いの川　7月20日　高井俊則

72），各務原市緑苑・大安寺川上流　7月　丹羽啓二（705），羽島郡笠松町江川地先・木曽川北派川河原・

造成池　8月31日　宮崎惇（692），羽島市桑原午南地先・馬飼大橋下流・木曽川河原10月7日　宮崎惇

（733），本巣郡根尾村樽見11月7日注崎隆策（686），糸貫町高砂　7月9日　後鳥竹彦ほか（806），

糸貫町末広　7月9日　河村信之（773），糸貫町随原　9月19日　松久孝志（708），糸貫町春近　7月9

日　内藤清子（704），糸貫町三橋　7月9日　村瀬智昭（720），糸貫町上保　7月9日　大熊昭哲・広瀬

真文（809），巣南町居倉　7月20日　川瀬友久（796），同上　7月19日　江崎真由美（701），巣南町

森　7月19日　奥儀良博（743），同上　7月20日　川口みき（777），巣南町唐粟　7月20日　佐藤かおり

（810），揖斐郡久瀬村津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717），谷汲村深坂・江川　7月11日　谷汲小

学校動植物クラブ員某（691），揖斐川町北方五区　9月12日　多賀浩司（738），大野町相羽　9月10臼

井亦緑（766），池田町片山北　7月16日　増田健一（800），大垣市市橋おく川　9月2日　宮崎惇（75

3），大垣市曽根町7月15日　中野彰子（734），大垣市北方町［川］　7月14日　三浦美加（719），不破

郡垂井町宮代10月2日　河合好輝（715），垂井町栗原　9月30日　多賀中生（757），関ケ原町今須　7

月16日　中村広思（730），同上10月24日　宮崎惇（818），関ケ原町今須・平ケ谷・中狭川10月24日

宮崎惇（808），関ケ原町東町［小川］　7月28日　桐山まゆみ（787），養老郡上石津町奥　7月27日　多

良小学校児童某（698），上石津町三ツ里・松の木　7月27日　多良小学校児童某（711），上石津町宮　7

月27日　多良小学校児童某（689），上石津町上原　7月27日　多良小学校児童某（729），養老町高田・島

田9月30日　松本幸隆（759），安八郡安八町氷取・中須川　7月30日　大平邦男（803），海津郡南濃町志

津・津屋川　7月29日　河村恒雄ほか（703）

12．チリメンカワニナ　SemisulcoやimreinianaBROT，1877［S．libertinareiniana　※］

吉城郡上宝村田頃家　9月13日　田中貴之（682），郡上郡白鳥町牛道野添　7月7日　大原こなみ（774），

可児市今渡・木曽川河岸12月22日　浅野晋一郎ほか（679），美濃市立花・佐千坂　8月10日　山口貴久子

（694），山県郡高富町北町鳥羽川　9月24日　田中隆次（677，696），同上　9月27日　各務香（67

1），同上　9月20日　宮崎惇（680），高富町北町上・新川　9月24日　辻浩一郎（681），高富町有田町

石畑・石田川　9月24日　鷲見和美（685），同上　松沢美加（811），高富町高木洞　9月24日　沢田香月

（736），高富町高木町鳥羽川　9月24日　鷲見高志（747），高富町浦町　9月24日　信田友子（663），

高富町南町　9月24日　鷲見和美（684），高富町西深瀬・伊田河鳥羽川　9月25日　林仁美（683），高富

町梅原・高田・山ケ崎　9月24日　矢崎聡子（702），岐阜市北野東　7月28日　矢島明ほか（675，69

3），岐阜市長良・グランドホテル南西・長良川11月1日　宮崎惇（718），岐阜市日野長良川左岸11月3

日　宮崎治郎（770），岐阜市忠節橋左岸・長良川　7月30日　織田桂子（760），岐阜市鏡岩・水源地北・

金華山北［水路］10月23日　宮崎惇（712），岐阜市元浜町［水路］10月6日　宮崎惇（700，805），

各務原市新生町l丁目　7月10日　大塚えみ・千穂（674，742），羽島郡岐南町平島［羽島用水分水路］
7月30日　大橋千枝子（668），川島町笠田・木曽川本流　8月30日　宮崎惇（672），笠松町無動寺地先・

木曽川北派川河原・トンボ池　8月3日　大塚宏之（784），同上10月13日　宮崎惇（678），笠松町江川

地先・木曽川北派川河原・造成池10月7日　宮崎惇（664，706），羽島市大浦地先・木曽川河原［池］
10月7日　宮崎惇（662），羽島市三ツ柳地先・濃尾大橋下流・木曽川河原［池］　宮崎惇（676），本巣郡

巣南町居倉　7月20日　堤幸司（670），同上　矢野哲夫（798），同上　7月30日　松井美歌・来聴（79

1，807），巣南町唐栗　7月20日　佐藤かおり（765），巣南町十七条　9月30日　椙浦守（792），大

垣市曽根町　7月16日　林佳子子（783），同上　円徳寺北［川］　7月15日田口美穂（722），大垣市久瀬

川町2　7月30日　近藤一智（709），海津郡海津町油島・千本松原・長良川　8月29日　宮崎惇（666），

同上　8月29日　宮崎惇（669），同上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761），海津町油島・千本松原・揖斐川

8月29日　宮崎惇（667），海津町駒ケ江・長良川　宮崎惇（665，716），南濃町津屋　7月30日　下多

度小学校児童某（755），不明（673）
13．クログカワニナ　SemisulcoやirakuwdaiKAJIYAMA＆HABE，1961

羽島郡笠松町江川地先・木曽川北派川河原・造成池10月7日　宮崎惇（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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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BASOMMATOPHORA　基眼目

FamilyLYMNAEIDAE　モノアラガイ科

14．ヒメモノアラガイ　Aust7Vpやleaollula（GoULD，1859）

吉城郡上宝村神坂蒲田・蒲田川河原［水溜まり］　8月26日　宮崎惇（422），上宝村一重ケ根　9月10日

中島忍（433），高山市新宮町［水田］　7月25日　尾関昭賢（431），可児郡御嵩町上之郷・津橋　7月12

日　小笠原由紀（423），美濃加茂市山之上町中之番　7月17日　長谷川英子（426），岐阜市大洞3丁目

8月5日　字野元章（429），岐阜市鏡島・長瀬　7月20日　堀寛（427，432），岐阜市西鏡島・東川原

畑　7月20日　大宮なぎさ（424，428），同上　佃文恵（421，425），羽島郡岐南町伏屋・中部排水

路　7月30日　大橋千枝子（430），揖斐郡大野町相羽　9月10日　岩原浩義（419），海津郡海津町柳港・

田外の池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420）

15．モノアラガイ　Rad枕jqponicaJAY，1857［R．auriculariajqponica　※］

吉城郡上宝村平場　9月9日　岩田良子・田中進（438），山県郡高富町高富　9月24日　松沢美加（440），

高富町石畑・石田川　9月24日　鷲見和美（437），羽島郡笠松町江川地先・木曽川北派川川原・造成池10

月7日　宮崎惇（436，453），笠松町無動寺地先・木曽川北派川河原・トンボ池10月13日　宮崎惇（4

34），同上　8月3日　大橋宏之（439），笠松町長池・松枝小学校［側溝］10月6日　宮崎惇（435）

FamilyPHYSIDAE　サカマキガイ科

16．サカマキガイ　PhysaacutaDRAPARNAUD，1805

吉城郡上宝村相当　9月11日　柏木守・新井実（485），上宝村一重ケ根　9月10日　中嶋忍（486），上宝

村村上　9月13日　本田哲彦（487），上宝村平場　9月9日　岩田良子・田中進（489），神岡町殿　7月

17日　神岡小学校4年1組児童某（441），同上　山下征孝（444），高山市八日町［水田］　7月25日　尾

関昭賢（491），郡上郡白鳥町有徹白・五在の池10月21日　石徹白澤美（481），瑞浪市小田10月10日

溝口智也・深谷直人（496），瑞浪市土岐町益見　9月30日　中島悟（493），可児市下恵土・今広・可児川
12月22日　浅野晋一郎ほか（465），可児市今渡・木曽川河岸12月22日　浅野晋一郎ほか（490），美濃加

茂市田之上町本地　7月17日　古文勝人（497），美濃市大矢田11月17日　武藤勝美（495），美濃市立花

三ツ屋　8月27日　桜井俊介（482），山県郡高富町高富　9月24日　松沢美加（484），高富町有田町石

畑・石田川　9月24日　松沢美加（483），岐阜市西鏡島・束川原畑　7月20日　大宮なぎさ（464，46

7），岐阜市鏡島・菖蒲池　7月20日　野村容子（460，466），岐阜市北野東　7月20日　矢島明（479），

岐阜市大洞3丁目　8月5日　字野元章（475），岐阜市北一色　7月28日　堀江卓久（463），岐阜市水海

道2丁目11月3日　宮崎惇（462），岐阜市加納・加納西小学校西の清水川支流　7月18日　日比野健三ほ

か（470），羽島郡岐南町三宅・羽島用水路　7月30日　大橋千枝子（469），岐南町伏屋・中部排水路［分

水路］　7月30日　大橋千枝子（477），岐南町印食　8月23日　宮崎惇（494），川島町河田・川島小学校

内噴水池　9月18日　川瀬秀則・野田澤（473），川島町渡・木曽川南派川河原　9月4日　野田教子・川瀬

じゅん子（472），川島町小網・木曽川河原［小池］　9月3日　河合綾子（474），笠松町無動寺地先・木

曽川北派川河原・トンボ池10月13日　宮崎惇（461），笠松町長池・松枝小学校［側溝］10月6日　宮崎

惇（468），笠松町北及・第1紡績工場北［溝］　9月5日　宮崎惇（471），笠松町門間10月29日　近藤

紳司（480），本巣郡根尾村樽見11月7日　江崎隆策（478），巣南町居合7月21日　洞口陽子（492），

巣南町田之上　7月26日　松井未穂（476），不破郡関ケ原町中山　7月28日　桐山まゆみ（488），海津郡

海津町本阿弥新田・中江川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442），海津町福江・義呂池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

か（443）

FamilyPLANORBIDAE　ヒラマキガイ科

17．ヒラマキミズマイマイ　GylauluschinensisやirillusGoULD，1859

岐阜市真砂町5丁目　7月30日　田村秀喜（498），羽島郡笠松町米野［ハス鉢内］　9月24日　宮崎惇（5

01），本巣郡根尾村樽見11月7日　江崎隆策（500），不破郡関ケ原町今須・平ケ谷［ハス田］10月24日

宮崎惇（499）

FamilyANCYLIDAE　カワコザラガイ科　［FERRISSIIDEA※］

18．カワコザラガイ　LaevqpeXn毎）Onica（KuRODA，1947）［petlanの，lusn毎，Onica※］

羽島郡笠松町長池・松枝小学校［噴水池］10月4日　宮崎惇（4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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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STYLOMMATOPHORA　柄眼目

FamilyENIDAE　キセルガイモドキ科

19．キセルガイモドキ　Mil・usreinianus（KoBELT，1875）

揖斐郡久瀬村津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328）
20．フトキセルガイモドキ　Mirusjqponicusjqponicus（MoELLENDORH，1885）

揖斐郡池田町片山［山麓］　9月2日　宮崎惇（329）

FamilyCLAUSILIDAE　キセルガイ科

21．ハゲギセルガイ　Pinguゆhaedusaattrilaattrita（BoEITIGER，1877）

中津川市川上　7月25日　川上小学校児童某（332）

22．ミカドギセルガイ　Tymnnqphaedusamikado（PILSBRY，1900）

揖斐郡池田町片山［山麓］　9月2日　宮崎惇（323），大垣市赤坂町金生山　9月2日　宮崎惇（322）

23．トノサマギセルガイ　Mundi）haedusaducalis（KoBELT，1876）

中津川市川上　7月15日　川上小学校児童某（313）

24．オオギセルガイ（マルテンスギセルガイ）Magalやhaedusamartensi（MAR鴨NS，1860）

可児郡御嵩町上之郷・津橋　7月9日　伊佐清里恵（316）
25．ナミキセルガイ　Stereやhaedusajqponicajqponica（CROSSE，1871）

揖斐郡久瀬村津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305），大垣市赤坂町金生山　9月2日　宮崎惇（306）
26．ナミコギセルガイ　EIPhaedusataulau（BOETTGER，1877）

岐阜市本郷町5丁目　7月30日　坂口聡（288），羽島郡笠松町相生町10月13日　宮崎惇（284），笠松町

北及・児神社　9月10日　宮崎惇（286），不破郡垂井町栗原　9月30日　多賀中生（283），養老郡養老町

別庄　9月28日　佐々木勝（285），海津郡平田町須脇　8月29日　宮崎惇（287）

FamilySUBULINIDAE　オカクチキレガイ科（オカチョウジガイ科）

27．トクサオカチョウジガイ　PaItPeaSaChtainaceum（PFEIF旺R，1846）［AllqpeaSjavanicum※］

美濃市立花・海上　8月27日　古川元巳（320）

28．ホソ才力チョウジガイ　Allqpeaspylgula（ScHMAC隅R＆BoETTGER，1891）

岐阜市本郷町2丁目本郷公園　7月30日　坂口聡（333）

29．オカチョウジガイ　AlltやeaSClavulinumkyo10enSe（PILSBRY＆HIRASE，1904）

武儀郡武芸川町跡部・川北11月4日　武藤勝美（315），岐阜市鏡島・東川原畑　8月20日　西田貴子（314）

FamilyDISCIDAE　バツラマイマイ科

30．バツラマイマイ　Discuspauper（GoULD，1859）

郡上郡白鳥町有徹白・西在所10月21日　上村尚樹（326）

FamilySUCCINEIDAE　オカモノアラガイ科

31．オカモノアラガイ　SuccinealautaGoULD，1859

海津郡海津町福江・義呂池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445），海津町油島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446）

FamilyHELICARIONIDAE　ベッコウマイマイ科

32．ハリマキビガイ　Parakaliellaharimensis（PILSBRY，1901）

大野郡宮村・宮中学校周辺　9月26日　森本寿幸ほか（331）

33．ウラジロベッコウマイマイ　Urazi7DChlamysdbenilzii（REINHARDT，1877）

高山市城山公園　8月25日　宮崎惇（246），羽島郡笠松町米野　7月29日　宮崎惇（245），揖斐郡池田町

片山［山麓］　9月2日　宮崎惇（248），大垣市赤坂町金生山　9月1日　宮崎惇（247）

FanhlyZONITIDAE　コハクガイ科

34．コハクガイ　ZmitoidesarbolleuS（SAY，1816）

羽島郡笠松町北及　9月5日　宮崎惇（312）

FamilyLIMACIDAE　コウラナメクジ科

35．チヤコウラナメクジ　LimaxmaTginatusMULLER，1774　《液浸標本か

吉城邪神同町夕陽ケ丘　7月17日　君田裕美（99），神岡町坂富　7月16日　倉田大陸（101），郡上郡白鳥

町向小駄良　7月19日　羽生秀光（83），美濃市加治屋町10月23日　後藤知恵（89），岐阜市粟野　9月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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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宮崎登美（80），岐阜市本郷公園　7月30日　江崎健市・坂口聡（82），岐阜市西島　7月16日　大洞真

紀（84），各務原市緑苑・北1丁目　7月31日　丹羽啓一（79），各務原市松ヶ丘6丁目10月12日本庄喜美

代（98），各務原市つつじヶ丘5丁目10月12日　山崎こずえ（92），各務原市雲雀町　9月28日小野木敦子

（95），羽島郡岐南町若宮地10月15日　杉江田会（81），岐南町薬師寺10月21日　中川ともみ（85，8

6），同上　竹下美樹（93），川島町11月1日　川島中学校生徒某（87），同上　伊藤真伸（88），笠松町

米野5番地区10月28日　樋口高広（100），笠松町西中野10月28日　中島まきつぐ（90），同上10月26

白　坂俊和（97），笠松町長池・松枝小学校12月8日　宮崎惇（91），笠松町南栄町12月12日　広江華寛

（96），不破郡垂井町ユニチカ社宅　9月28日　三島規秀（94）

36．ノナメクジ　Derocemsvarians（A．ADAMS，1868）　《液浸標本〉

羽島郡岐南町野中・東小学校10月25日　伏屋ゆきこ・渡辺あやこ（68），岐南町三宅10月27日　二川ひろ

み（69）

FamilyCAMAENIDAE　ナンバンマイマイ科（ニッポンマイマイ科）

37．コペソマイマイ　SatsumamyomphalalnyOmPhala（MARTENS，1865）

大野郡宮村山下地区10月7日　三宅幸雄（298），瑞浪市上平町10月5日　岩垣貴代（299），美濃市大

矢田10月17日　梅村英司・辻敦史（300），不破郡関ケ原町今須・青少年自然の家　9月28日　中村広思

（297）

38．コシダカコペソマイマイ　SatsumafLSCa（GUDE，1900）

揖斐郡久瀬村澤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319）
39．カドバリニッポンマイマイ　Sa融umajqponicacarinata（PILSBRY＆GULICK，1902）

吉城郡上宝村新穂高ロープウェー駅前　8月26日　宮崎惇（282），郡上郡白鳥町那留　7月21日　那留小学

校児童某（280），大和町下万場　7月6日　桑田賢二（273），恵那郡福岡町下野本郷　7月　田口早由美

（281），山県郡美山町日永　7月17日　松井寿光（276），揖斐郡久瀬村津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

某（275），池田町下八幡　6月28日　新川理映（278），池田町片山［山麓］　9月2日　宮崎惇（274），

大垣市南市橋・杭瀬川左岸・おく川右岸　9月2日　宮崎惇（277），養老郡上石津町宮　7月27日　多良小

学校児童某（279）
40．ヤマタカマイマイ　SalsulnaptZpillybmis（KOBELT，1875）

山県郡美山町船越　7月15日　久保正彦（309），揖斐郡久瀬村津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310）

FamilyBRADYBAENIDAE　オナジマイマイ科

41．コオオペソマイマイ　AegistapIVbaminula（PILSBRY，1901）

揖斐郡久瀬村澤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321）

42．オオケマイマイ　Aegistavulgivagavulgivaga（ScHMACKER＆BoETTGER，1890）

吉城郡上宝村神坂・蒲田温泉　8月26日　宮崎惇（256），河合村角川ニッ谷口　7月24日　岩垣道明（25

2），大野郡荘川村黒谷　7月15日　佐々木由紀（254），宮村・宮中学校周辺　9月26日　森本寿幸ほか（2

55），高山市城山公園　8月25日　宮崎惇（251，253），本巣郡根尾村樽見11月7日　江崎隆策（25

0），揖斐郡久瀬村澤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249）

43．エンドウマイマイ　TTish（Plitacommodaendo（PILSBRY＆HIRASE，1904）

羽島郡笠松町米野　9月24日　宮崎惇（327・渡部忠重博士同定）

44．ヒルケンドルフマイマイ　TTishQPliiahilgeruあがhikenくわdi（KoBELT，1879）

揖斐郡久瀬村澤汲　8月10日　久瀬村中学校生徒某（304），池田町片山［山麓］　9月2日　宮崎惇（30

1），大垣市赤坂町金生山　9月2日　宮崎惇（302，303）

45．クロイワマイマイ　EuhadmsenckenbeTgianasenckenbeTgiana（KoBELT，1875）

吉城郡河合村稲越・山王　7月17日　前田裕美（231），河合相棒上　7月11日　政井めぐみ（232），同上

7月13日　北川真美（236），河合村稲越・寺村　7月18日　松井芳嗣（235），郡上郡白鳥町向小駄良　7

月16日　戸川淳（233），明宝村気良　8月25日　宮崎惇（234），岐阜市下尻毛　7月10日　梶尾智子（2

41・ミノマイマイ型），岐阜市北柿ケ瀬　7月9日　谷藤美子（244・ミノマイマイ型），本巣郡糸貫町席田

7月15日　席田小学校児童某（237，292・ミノマイマイ型），巣南町居倉　7月21日　川瀬ともひろ（2

42，ミノマイマイ型），巣南町田之上　7月26日　松井未穂（240，ミノマイマイ型），揖斐郡久瀬村澤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230），大野町相羽　9月10日　長沼幸一（239・ミノマイマイ型），同上

松浦園子（243，ミノマイマイ型），大垣市赤坂町金生山　9月2日　宮崎惇（238・ミノマイマイ型）

46．キューl）キマイマイ（イセノナミマイマイ型）EuhadmeoagulickiPILSBRY，1928

郡上郡白鳥町野添　7月17日　山内哲也（141），白鳥町越佐　7月18日　野田和宏（108），大和町口大間

見　7月10日　吉田時行ほか（110），美並村大原　7月8日　小林範久（154），恵那郡福岡町下野東組

7月　西尾えりか（112），福岡町下野八伏　7月　大山幸子（113），福岡町下野本郷　7月　深谷裕二



68 宮　崎　　　惇

（140），同上　深谷俊幸（142），同上　交告豊（152），福岡町下野・田代　7月　平井つとむ

福岡町下野・馬場　7月　志津巨人（144），同上　原智嗣（145，289），同上　西尾美紀

5）

岩村町冨田10月2日　樋田久喜（153），瑞浪市土岐町益見　9月30日　中島悟（159），瑞浪市小田10

月11日　横井康真（157），加茂郡白川町河岐・小原三10月5日　今井千夏（102），八百津町福地・押上

7月11日　館林洋和（148），美濃加茂市山之上町本地　7月16日　久美子・由佳ほか（107），同上　7月

16日　吉文勝人（149），美濃加茂市田之上町上野　7月18日　小藤智恵（143），同市山之上町中之番　7

月17日　長谷川英子ほか（147），同上　笹前守ほか（150），同上　7月16日　笹前守ほか（151），美

濃加茂市大田町太田小学校　7月20日　太田小学校児童某（160），同市太田町栄7月20日　太田小学校児童

某（146），美濃市大矢田10月4日　佐藤守仁（103），同上　野口弘（156），美濃市大矢田・昭和中

学校校庭11月15日　武藤勝美（106），美濃市横越・長良川岸10月9日後藤博（104），武儀郡武儀町中

之保・温井　7月5日　長屋とよ美（111），武芸川町跡部川北10月10日　武藤勝美（105），岐阜市芥見

7月20日　芥見小学校児童某（129，138），岐阜市長森本町　7月15日　棚橋美白（117，118），岐

阜市野一色4丁目　7月18日　熊谷薫（120），岐阜市蔵前　9月30日　向井成子（135），岐阜市江口　7

月16日　古田なみ子（128），岐阜市真砂町4丁目　7月30日　森元祐介（121），岐阜市島　7月16日　島

小学校児童某（132），岐阜市束島　7月16日　鈴木尚美（122，136），各務原市那加・前野町2丁目

8月5日　字野元章（139），同市坂井町2丁目10月5日　安積理恵（134），同市那加・雲雀町10月1

日　宮崎惇（130），羽島郡岐南町野中・束小学校校門北　7月31日　大橋千枝子（172），川島町松原　9

月14日　山内崇弘（163），笠松町米野　9月18日　宮崎惇（166），同上10月21日　宮崎惇（168），

笠松町米野・堤外新田［杉林］10月22日　宮崎惇（170），笠松町円城寺　8月3日　大橋宏之（164），

笠松町田代　9月2日　後藤浩二（162），笠松町北及・児神社　9月10日　宮崎惇（171），本巣郡糸貫町

上保・弥勒寺　7月15日　大熊昭哲（127），糸貫町席田　7月15日　席田小学校児童某（116），糸貫町身

延　9月19日　一色小学校職員某（114），巣南町森　7月20日　斎藤浩幸（126），巣南町十七条　9月30

日　椙浦守（125），揖斐郡久瀬村澤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290），谷汲村深坂　7月11日　谷

汲小学校動植物クラブ員某（124），揖斐川町北方3区　9月19日　横山亮道（133），大野町相羽　9月10

日　岩原圭子（119），同上　浅野美由紀（131），池田町下八幡　6月28日　新川理映（311），池田町

片山［山麓］　9月2日　宮崎惇（123），大垣市南市橋・おく川右岸　9月2日　宮崎惇（115），同上杭

瀬川左岸　9月2日　宮崎惇（167），大垣市中川町　7月14日　尾上仁（161），大垣市中川町［神社］

7月13日　谷口靖人（165），同上　7月16日　松本平（169），養老郡上石津町多良　7月27日　多良小学

校児童某（137），安八町北今ケ渕　7月20日　大平邦男（109）

47．コガネマイマイ　Euhad7tZSanddisandai（KOBELT，1879）

不破郡垂井町栗原　9月30日　多賀中生（308），養老郡養老町高田・城前町10月3日　松本幸隆（307）
48．クチベニマイマイ　Euhadmamaliae（KOBELT，1875）

郡上郡白鳥町為真　7月18日　上杉泰弘（228），白鳥町那脅　7月21日　那留小学校児童某（225），大和

町下万場　7月6日　桑田俊也ほか（223），大和町口大間見　大野成道ほか（222），恵那郡福岡町下野本

郷　7月　田口かおり（224），福岡町下野東組　7月　西尾えりか（221），岩村町富田10月2日樋田久

喜（220），加茂郡川辺町大北　7月15日　中島陽輔（229），岐阜市真砂町4丁目　7月30日　森元祐介

（227），揖斐郡谷汲村深坂　7月11日　谷汲小学校動植物クラブ員某（226）
49．ミヤマヒダ）マキマイマイ　Euhadmscaevolascaevola（MARTENS，1877）

揖斐郡久瀬村澤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317）

50．オナジマイマイ　Braめ，baenasimilaris（F RUssAC，1831）

高山市新宮町　7月25日　尾関昭賢（257），高山市片野町6　9月19日　塚中道蔵（271），郡上郡美並村

上田　7月7日　牛丸ミサ（259），恵那郡坂下町矢渕　7月10日　安江まゆみ（258），美濃市立花・海上

8月27日　市原広貴（270），美濃市立花・立花小学校［校庭］　8月27日　古田由香里（261），同上　古

田暁洋（260），美濃加茂市大田町　7月20日　太田小学校児童某（263），岐阜市芥見　7月　芥見小学校

児童某（269，変形種），岐阜市長良・グランドホテル南西・長良川右岸［階段］11月1日　宮崎惇（26
2），岐阜市近島　7月16日　市原泉（272），各務原市蘇原三柿野10月5日　林富美子（267），同市蘇

原東栄町2丁目　7月　河出綾子（266），同市川崎町l丁目10月5日　野田信治（268），本巣郡根尾村

樽見11月7日　江崎隆策（457），糸貫町上保　7月15日　大熊志保（265），揖斐郡大野町相羽　9月10

日　岩原圭子（264，456）

51．ウスカワマイマイ　AcustadeやeCtaSieboldiana（P旺IF旺R，1850）

大野郡宮村・宮中学校［花壇］10月27日　三宅幸雄（174），宮村・宮中学校周辺　9月26日　森本寿幸ほ

か（177），郡上郡白鳥町石徹白・西在所10月21日　上村功一（179），白鳥町野添　7月16日　山内哲也

（188），白鳥町為真　7月19日　田代直美（173），白鳥町那留　7月21日　那留小学校児童某（180），

白鳥町向小駄良　7月18日　林のりみ（181），白鳥町中西　7月5日　林良（182），八幡町吉野・千虎

8月25日　宮崎惇（175），大和町下万場　7月6日　稲葉恵美ほか（186），美並村上田　7月9日　藤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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俊治（176），同上　7月7日　牛丸ミサ（178），恵那郡坂下町矢渕　7月10日　安江　まゆみ（184），

福岡町曙　7月　天野正信（210），福岡町下野・馬場上　7月　原智嗣（197），瑞浪市小田10月10日

溝口智也・深谷直人（183），瑞浪市土岐町益見　9月30日　中島悟（191），美濃加茂市田之上佐口　7月
17日　小藤一美（202），美濃市横越・長良川畔10月9日　山田政明（200），武儀郡武芸川町跡部川北

10月10日　武藤勝美（203，454），山県郡美山町日永　7月18日　田中伸裕（217），高富町梅原・塚

7月　桐山文彦（291），高富町佐賀　9月24日　各務香（198），高富町蛍ケ丘　9月24日　早川ゆり（2

13），高富町東深瀬　9月24日　市野真（219），岐阜市高田11月3日　宮崎惇（211），岐阜市長森宇

島11月18日　宮崎惇（2，05），岐阜市真砂町4丁目　7月30日　森元祐介（209），岐阜市沖ノ橋4丁目

7月30日　篠田健一（216），岐阜市北島　7月16日　大山絵里（199），岐阜市島　7月16日　島小学校児

童某（218），岐阜市西木田　7月6日　田中恵美（215），岐阜市鏡島・束川原畑　8月20日　西田貴子

（207），同上　佃文恵（214），羽島郡岐南町伏屋北通り　7月30日　河合早苗（208），笠松町米野　8

月12日　宮崎惇（212），笠松町相生町10月13日　宮崎惇（204），笠松町北及・野菜畑10月3日　森秀

男（201），笠松町北及・第一紡績工場北　9月5日　宮崎惇（206），本巣郡根尾村樽見11月7日　江崎

隆策（189），糸貫町上保・山谷　7月18日　福井香（195），糸貫町席田　7月15日　席田小学校児童某

（194），巣南町十七条　9月30日　椙浦守（190），揖斐郡久瀬村澤汲　8月10日　久瀬中学校生徒某（1

85），谷汲村深坂　7月11日　谷汲小学校動植物クラブ員某（187），大野町相羽　9月10日　溝川一美（1

93），大垣市楽田町　7月17日杉原美佐子（192），大垣市南市橋・杭瀬川左岸・おく川右岸　9月2日　宮

崎惇（196），海溝部海津町油島・千本松原　8月29日　宮崎惇（455）

FamilyARIONIDAE　オオコウラナメクジ科

52．オオコウラナメクジ　N躯70narioncarinatusYAMAGUCHI＆HABE，1955《浪漫標本〉

郡上郡大和町下万場　7月6日　桑田俊也ほか（67）

FamilyPHILOMYCIDAE　ナメクジ科

53．ナメクジ　Meghimatiumbilineatum（BENSON，1842）　《液浸標本〉

吉城郡神岡町殿　7月16日　森脇和美（3），同上　7月17日　大阪学（55），大野郡荘川村新渕　7月20日

山本勇夫（61），宮村富中学校［校庭］10月17日　森本寿幸ほか（22），同上　9月26日　森本寿幸ほか

（65），高山市片野町6　9月18日　塚中道蔵（57），郡上郡大和町下万場　7月6日　桑田賢二（42），加

茂郡八百津町福地　7月11日　後藤誠治（4），美濃加茂市田之上町西洞　7月19日　加藤智浩（63），美濃市

大矢田・昭和中学校［校庭］11月5日　武藤勝美（35），美濃市小矢田・中切10月20日　井川保（64），

武儀郡武芸川町跡部・川北10月22日　武藤勝美（50），山県郡高富町梅原・塚　9月24日　桐山文彦（8），

岐阜市蔵前　9月30日　向井成子（33），岐阜市北柿ケ瀬　7月11白　濱嘉裕（38），岐阜市白菊町　7月16

日　大坪洋子（1），岐阜市北島　7月16日　市川雅一（26），同上　武藤祐嗣（43），岐阜市東島　7月16

日　佐々木誠（15），同上　市橋亮（21），岐阜市近島　7月16日　市橋恵（29），岐阜市池之上　7月16目

玉腰順一・陽子（17），同上　浅野佐由里（20），岐阜市西鏡島東川原畑　8月20日　大宮なぎさ（2），同

上　野村容子（18），同上　佃文恵（31），同上　西田貴子（41），羽島郡岐南町江尻10月21日　堀場か

よ（40），岐南町みやまち10月20日　笹崎美恵・山本美枝（37），同上，10月20日　金子太（49），岐南

町川手畑10月21日　久保田きょう子（23），同上，那波順子（47），岐南町三宅南10月27日　山本りょう

（9），岐南町伏屋・白山神社10月25日　用出かおり（53），岐南町石原・瀬10月23日　高橋直之（10），岐

南町平島西10月30日　小島健太郎（39），岐南町野中10月30日　新海武（24），岐南町野中・東小学校

10月25日　大橋千枝子（30），岐南町徳田510月20日　武仲美幸（11），岐南町薬師寺10月22日　高田ひ

ろあき（6），同上10月21日　水嶋さと子（36），川島町河田11月2日青木幸子（16），笠松町米野10

月26日　宮崎惇（19），同上　7月27日　宮崎惇（25），笠松町中野10月23日　大橋宏之（27），同上

稲垣貞義（46），同上　宮崎治郎（51），笠松町田代10月17日　赤塚敏洋（48），同上10月18日　西川

洋治・高谷幸恵（58），笠松町長池10月18日　岡部和宏・駒瀬圭司（34），同上10月17日　鬼束素子（4

4），同上　9月2日　高橋ゆみ子（54），同上［忠魂碑］　9月14日　宮崎惇（62），笠松町北及　9月5

日　高橋幸子（52），同上11月10日　渡辺栄志（56），同上　9月19日　片山大輔（59），同上・児神社

9月10日　宮崎惇（5），本巣郡糸貫町高砂　7月15日　尾崎賢治（66），糸貫町高屋　9月19日　橋本浩二

（12），糸貫町随原　9月19日　松久孝志（13），糸貫町末広　7月15日　石末郁人（14），巣南町十七条

9月30日　椙浦守（60），揖斐郡揖斐川町北方三区　9月19日　横山亮道（7），揖斐川町相羽　9月10日　浅

野美由紀（28），養老郡養老町高田・城前町10月3日松本幸雄（45），海津郡南濃町津屋10月7日　寺倉

房子（32）

54．ヤマナメクジ　MeghimatiumJ毒hsio旅ri（CoLLINGE，1901）《液浸標本〉

吉城郡神岡町船津・栄町　7月26日　山田英功（71），同上　吉田淳（75），神岡町幸土町2　7月18日　高

松悦子（72），神岡町森茂　7月20日　中井紀彦（76），同上　直野俊彦（77），河合村稲越・桂上　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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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　吉本法（73），河合村稲越・寺村　7月16日　吉本法（78），郡上郡白鳥町向小駄良　7月19日羽生秀

光（74），白鳥町牛道・六の里7月16日　英谷添・順子（70）

CIassBiVALViA　二枚貝網

OrderUNl0NOIDA　イシガイ目

FamilyUNIONIDAE　イシガイ科

55．イシガイ　Uniodbuglasiaen躯，OnenSisv．MARTENS，1877　［ud．※］

山県郡高富町石田町石畑　9月24日　松沢美加（371），同上・石田川　9月24日　鷲見和美（376），岐阜

市北野・石田川　7月28日　矢島明（367），羽島郡笠松町江川地先・木曽川北派川河原の池　8月7日　大

橋宏之（375），羽島市大浦地先・木曽川河原［池］10月7日　宮崎惇（364），羽島市三ツ柳地先・濃尾

大橋下流・木曽川河原［池］　宮崎惇（370），羽島市桑原午南地先・馬飼大橋下流・木曽川河原［池］10月
7日　宮崎惇（365），本巣郡巣南町大月　7月27日　酒井寿恵（373），大垣市曽根町　7月15日　中野彰

子（366），同上　7月21日　田口美穂（368），同上　7月16日　木本佳子子（372），同上　7月17日

柳瀬健司（374），大垣市若森町4　7月30日　中沢信幸（369），安八郡安八町氷取・中須中7月30日　大

平邦男（363），海津郡南濃町志津・津屋川　7月29日　河村恒雄ほか（381）

56．マツカサガイ　hve7Sidensjqponensis（LEA，1859）

大垣市若森町4［用水路］　7月30日　中沢信幸（362）　海溝部南濃町志津・津犀川　7月29日　河村恒雄
ほか（448）

57．トンガリササノハガイ　Lanceolariagmyana（LEA，1834）［L．cuspi’加a※］

山県郡高富町北町鳥羽川左岸　9月20日　宮崎惇（414），岐阜市芥見　7月20日　芥見小学校児童某（41
6），揖斐郡谷汲村深坂・江川　7月11日　谷汲小学校動植物クラブ員某（413），大垣市曽根町　7月17日

柳瀬健司（415），海溝部海津町油島・千本松原・長良川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418），南濃町志津・

津屋川　7月29日　河村恒雄ほか（417）

58．カタハガイ　Pseudodonolniensis（HEIMBURG，1884）

可児郡御嵩町中切　7月3日　丹羽智子（361）

59．ドブガイ　Anodontawoodiana（LEA，1834）

郡上郡白鳥町牛道・中西・上切・牛道川　7月17日　高橋浩司（346），瑞浪市小田10月10日　溝口智也・

深谷直人（339），可児郡御嵩町前沢　7月8日　可児津好（343），加茂郡白川町黒川・柿反中10月5日

藤井助太郎（340），岐阜市芥見小学校より（335［ヌマガイ型］，347），羽島郡笠松町江川地先・木曽

川北派川河原・造成池10月7日　宮崎惇（342，355），同上　木曽川河原［池］　8月7日　大橋宏之

（345，360），羽島市大浦地先・木曽川河原［池］10月7日　宮崎惇（334，337，351），同上

5月28日　宮崎惇（357），羽島市三ツ柳地先・濃尾大橋下流・木曽川河原［池］10月7日　宮崎惇（34

9），羽島市桑原町前野・木曽川　5月30日　串田竜也（354・356），揖斐郡谷汲村深坂・江川　7月11日

谷汲小学校動植物クラブ員某（352），揖斐川町北方・揖斐川　9月20日　横山亮道（341，358［タガ

イ型］），大垣市曽根町　7月17日　柳瀬健司（338），同上　7月15日　中野彰子（350），不破郡関ケ原町

東町［小川］　桐山まゆみ（353），海津郡海津町深浜・大江川　河村恒雄（382［タガイ型］），海津町木

曽川中池　5月29日　広瀬啓司（344，348），海津町油島・千本松原・治水神社南・長良川［池］　8月
29日　宮崎惇（359［タガイ型］），南濃町津屋・かぶら池10月7日近藤正臣（336［ヌマガイ型］）

OrderVENEROiDA　マルスダレガイ目

FamilyCORBICULIDAE　シジミガイ科

60．ヤマトシジミガイ　CorbiculajqponicaPRIME，1864

海津郡海津町油島・千本松原・長良川　8月29日　宮崎惇（411），同上　7月24日　宮崎惇（452），同

上・揖斐川　8月29日　宮崎惇（412），海津町福江・義呂池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449）

61．マシジミガイ　CorbiculaleanaPRIME，1864

吉城郡上宝村田頃家　9月13日　田中貴之（405），上宝村相当　9月11日　柏木守・新井実（386），上宝

村平湯　9月9日　岩田良子・田中進（400），上宝村一重ケ根　9月10日　中嶋忍（385），可児市今渡・

木曽川［河岸］12月22日　浅野晋一郎ほか（404），可児郡御嵩町井尻　7月15日　山田典子（393），加

茂郡川辺町下川辺・上・西の川　9月24日　木下新吾（409），美濃加茂市山之上町佐口　7月10日　小藤一

美（397），同上・本地［水路］　7月17日　吉文勝人（384），岐阜市芥見・山田川　7月20日　芥見小学

校児童某（396），羽島郡岐南町平場・羽島用水路　7月30日　大橋千枝子（390），笠松町江川地先・木曽

川北派川河原・造成池10月7日　宮崎惇（403），羽島市三ツ柳地先・濃尾大橋下流・木曽川河原　［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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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7日　宮崎惇（407），羽島市桑原午南地先・馬飼大橋下流・木曽川10月7日　宮崎惇（410），本巣

郡糸貫町上保・山谷　7月15日　青野美由紀（388），糸貫町石原　7月9日　青野美由紀（387），巣南町

大月　7月20日　川瀬ともひろ（389），同上　7月27日　酒井寿恵（394），揖斐郡池田町片山南　7月17

日　小林幸治（391），大垣市曽根町　7月17日　柳瀬健司（395），同上　7月15日田口美穂（401），

同上　中野彰子（402），同上　7月16日　林佐千子（406），大垣市久瀬川町2　［池］　7月30日　近藤
一智（383），大垣市若森町4［用水路］　7月30日　中沢信幸（399，408），不破郡垂井町栗原　9月

30日　多賀中生（398），海津郡海津町油島・千本松原・治水神社南・長良川　8月29日　宮崎惇（392），

同上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450），南濃町志津津屋川　7月29日　河村恒雄ほか（451）

FamilySPHAERIDAEドブシジミガイ科

62．ドブシジミガイ　やhaeriumlacustlej佃Onicum（WESTERLUND，1883）［S・jqponicum　※］

羽島郡笠松町門間10月7日　近藤紳司（377），笠松町北及・第一紡績工場北［溝］　9月5日　宮崎惇

（378），大垣市楽田町3丁目　7月15日　大橋徹也（379），海津郡海津町本阿弥新田・中江川　7月24日

河村恒雄ほか（380）

総計　28科・62種・818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