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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旨

高山市奥飛騨温泉郷神坂右俣谷・左俣谷の林道沿い付近において、2015年10月から2017年11月にかけて蛾類分布調査を行

ない，今回判明した26科812種を報告する．

はじめに

岐阜県内の蛾類分布調査は古くより行われているが詳細

な分布状況はまだ充分に把握されていない．特に冷温帯か

ら亜高山帯にかけての地域は大半が国有林で道路も林道が

主体になっている（遠藤ら，2014：岐阜県の蛾を調べる会，

2013など）．

今回，高山市奥飛騨温泉郷神坂右俣谷・左俣谷の林道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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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付近において2015年10月から2017年11月にかけて蛾類分

布調査を行った．この地域はこれまで散発的に調査が行わ

れたのみで，積雪期を除いて原則として月に一度継続的な

調査・記録が行われたのは初めてである．今回判明した26

科812種を報告する．

なお本調査は，飛騨森林管理署の大林許可（28飛管第236

号），（28飛管第1183号）を得て行っ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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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1．調査地の概要．1：右俣谷穂高平シラカバ林，2：右俣谷白出沢出合付近，3：左俣谷ワサビ平ブナ林，

4：左俣谷二号堰堤付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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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査地の概要

右俣谷・左俣谷は蒲田川（栃尾で高原用に合流，富山県

で神通川）の支流で源流部は北アルプスの笠ヶ岳，槍ヶ岳，

穂高岳に囲まれた地域である．この地域はまた登山者には

北アルプスの岐阜県側登山口としてよく知られている．

調査は各々の谷の出合から，右俣谷では白出沢出合まで，

左俣谷では小池新道入り口の二号堰堤までの林道周辺で行

われた．植生の垂直分布は一般に標高1500m前後までは冷

温帯林，それ以上は亜高山帯針葉樹林となるが，各々の谷の

状況はかなり異なる．右俣谷の入り口から穂高平まではブ

ナを中心とした落葉広葉樹林であるがハルニレ・トチノキ

などの多湿を好む樹種がかなり見られる．穂高平周辺はス

キー場跡地で草原が拡がり，夏季にはウシの放牧が行われ

ており周辺の林はシラカンパを中心として所々にカラマツ

などの植林が見られる（図1－1）．柳谷周辺ではブナを中心と

した林が見られるが林道周辺は植林地が多い．白出沢周辺

では亜高山帯針葉樹林となり，シラビソ・トウヒなどの林

となる（図1－2）．左俣谷の入り口からワサビ平までは谷が

深くお助け風穴付近ではハクサンシヤクナゲなどの亜高山

帯植物が見られる，ワサビ平周辺はブナ，ミズナラなどの高

木の下層にハイイヌツゲ・エゾユズリハ・オオバクロモジ

などの日本海側多雪気候に特徴的な植物が多くみられる

（図1－3）．わさび平上部から二号堰堤までは雪崩が多く発

弱 輩 

：ン∴ ����

生するようでダケカンバなどの低木林となっている（図1－

4）．

調査方法

調査地は，林道沿いに地形・植生の特徴を参考に右俣左

俣谷ともそれぞれ3地域計6地域を選んだ（図2）．

調査時期は冬期に林道が根雪で入山できないため車両が

通行可能な5月から11月に毎月1回実施し，調査は2015年に

1回，2016年7回，2017年7回行った．

採集調査はカーテン法，ボックス法，糖蜜法および歩行し

ながら捕虫網で行った．カーテン法はそれぞれ約高さ2－1．5

mx幅2－1．5mの直方形（図3－1），底辺3．5mX高さ1．9m

の三角形あるいは幅1．6mX高さ1．8mの4面十字立体型の

白布（図3－2）に100－200Wの水銀灯2－4灯，ブラックライ

ト蛍光灯20Wを適宜使用した．日没から夜明けに点灯しそ

の間随時採集した．11月は20時頃に飛来がほとんど無いこ

とを確認して採集時間を短縮した．ボックス法は6Wの捕虫

器用蛍光ランプと6Vのバッテリーを用いた小型ロビンソ

ントラップを使用し，日没前から夜明けすぎまで点灯し朝

に回収した（図3－3，4）．今回使用した小型ロビンソント

ラップによる採集（遠藤・大和田，2014）は，カーテン法

の補足（調査地点の増加），カーテンが設置しにくい狭い林

内や道路際での設置が可能で，カーテン法で行われる調査

図2．高山市奥飛騨温泉郷神坂右俣谷“左俣谷の調査地点。国土地理院地図（電子国土Web）を加工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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図3．トラップの設置状況，1：カーテントラップ，

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右俣谷白出沢出合付近），4

員の見つけ採りでは無く，飛来した蛾が全量トラップに入

るなどの特徴があり，本調査においても活用した．糖蜜法は

リンゴジュースと黒糖またはビールで調整し，ガードレー

ルや常緑植物の葉などに日没頃噴霧し20時頃まで見回り採

集した．

調査日には2－4人がカーテントラップを2－4基と，小型ロ

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を1－5基配置した（図2の○印）．今回の

延べカーテントラップの設置は40ヶ所，小型ロビンソント

ラップが40ヶ所であった．

調査で得られた標本は展麹標本あるいは三角紙標本に

し，一部は交尾器を切除し，検鏡した．同定は，岸田（201

la），岸田（2011b），広瀬ら（2013），那須ら（2013）などで行

った．標本は筆者らの手元と岐阜県博物館に保管した．

結果

本調査で812種が記録された（目録は末尾に付録として

記した）．カーテン法では710種，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

では505種が，それぞれ記録されたが，その中で小型ロビン

ソントラップだけで記録されたものは100種あり全体の12％

に達した．

ミクロ・マクロに分けると，ミクロでは115種が記録され

ミクロ全体の28％の32種が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だけで

記録された．マクロでは698種が記録され，そのうちの68種

が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で記録されておりマクロ全体の

10％でしかなかった．これはカーテン法において調査員がマ

クロを中心に採集しておりミクロの採集には見落としがあ

ったものと推測される．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では見落

とし等の採りこぼしはなく，飛来したすべての蛾が記録さ

れることとなり，このような結果となった．この小型ロビ

ンソントラップだけで記録された種には，県内初記録種，注

目すべき種が含まれており活用は一定の成果となった．

注目すべき種類

今回の調査で得られた蛾類の中で，注目すべき種類につ

いて述べた。各種の分布及び寄主植物の記述は，特記しな

い場合，岸田（201la），岸田（2011b），広瀬ら（2013），那須

ら（2013）に基づいた．

サクラスガ　やOnOmeutaI・¢遼emia Meyrick　本種は北海

道，本州に産する．本調査で右俣林道穂高平小屋にて7月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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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面十字立体型カーテントラップ飛来状況，3：中

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左俣谷ワサビ平ブナ林）．

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で得られた．岐阜県初記録となる

（図4－1）．

マユミオオスガ　TZlOnOmeutaiokyoneuusMatsumura　本

種は本州，九州に産する．寄主植物はマユミ．本調査では

右俣林道柳谷出合で9月に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で得ら

れた．岐阜県初記録となる（図4－2）．

ウツギアミメハマキ　AcleIiserSuCana（Kennel）本種は

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に産する．本調査では右俣林道柳

谷出合で5月に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で得られた．岐阜

県初記録となる（図4－3）．

ウスジロハマキ　AcLeriskTgiana（Clerck）本種は北海道，

本州，四国に産し，ダケカンバを食する山地性の種である．

本調査では左俣林道下抜戸沢出合にて10月に得られた．岐

阜県初記録となる（図4－4）．

フタテンアカオビマダラメイガ　anobathrad・icohreud

Inoue　本種は本州，四国，沖縄の平地，低山地に産する．県

内では美濃地方で記録されている（遠藤ら，2014）．本調査

では左俣林道柳谷出合で8月に記録された．飛騨地方では初

記録（図4－5）．

ミヤマウスギンツトガ　Grambus hachimanuziensis Okan0

本種は本州の中部地方以東に産し，日本固有種．県内で

は乗鞍岳（船越，1998）で記録されている．本調査で右俣

林道柳谷出合8月，左俣林道下抜戸沢出合9月に記録された．

県内2例目となる（図4－6）．

オオヒシモンツトガ　Cd妬面a munroeeud Bleszynski　本

種は本州中部地方の山岳地帯に固有の種で，飛騨地方では

飛騨市国府町（船越，1992），高山市一ノ宮町（高井，2004）

に記録がある．本調査では左俣林道下抜戸沢出合で9月に記

録された（図4－7）．

チヤモンノメイガ　脇astigmanLks毎mata極（Wileman）

本種は北海道から九州まで産するが少ない種で，中部地

方では山地に限られている．本調査では右俣林道白出沢出

合，穂高平小屋で7月，左俣林道ワサビ平で8月に得られ

た．岐阜県では初記録（図4－8）．

ヒメナカジロトガリバ　TtTgarialancYei（Graeser）本種と

ナカジロトガリバは井上（1982）によって分割されたが，

大きさと斑紋，交尾器についてもコメントはあるが明確な

区別点は示されなかった．LaszlOら（2007）のモノグラフ

では2種問の交雑の可能性にまで言及しているが，結局区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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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来なかったとして従来通り1種とされた．中島（2011）は

別種説を採用し2種を図示（岸田，2011a）しているのでそれ

に従った．なお，図版1－007－3は♀と表示されているが，触

角と腹部の形状から♂と判定される（図5－1）．

ウスチャオビフタオ　Llvsaehriawihmani（West）2013年6

月11日に石川県白山市西山（標高850m）で1♀が採集され，

暫定的にフィリピンから記載された種に同定され，記録さ

れた（富沢・大和田，2014）．飛来種であろうとされたが，

同様の時期に2頭目が採れたので，本州中部に定着している

可能性が出てきた．雄の採集が待たれる（図5－2）．

ダイセンハグルマユダシヤク　Syn略ia ddisenensLs Sato＆

Masui　本種は2012年に新種（Sato＆Masui，2012）として記

載され，それ以降の発見は無かったが，岐阜県内の5地点と

長野県1地点が宮野により記録された（宮野，2014）．そ

の中で近似種との形態的相違を指摘し，各地の標本の再検

討を促している．本調査において左俣林道ワサビ平で7月

に記録された（図5－3）．

ハスオビカバユダシヤク　meuddやihlteSObliquizona（Inoue）

本種は本州中部地方の山地に産し，日本固有種である．県

内では高山市朝日町胡桃島，同奥飛騨温泉郷中尾・平湯・

安房平，同高根町日和田（遠藤ら，2014）で記録されている．

本調査では右俣林道白出沢出合，柳谷橋で9月に小型ロビ

ンソントラップで採集された（図5－4）．

シラユキナミシヤク　PahJeO〝VTSGs mabiudfia（Poujade）

本種は関東地方・中部地方では山地に産するが非常に少

ない種であり，県内においても高山市岩井町日影平に1例の

記録（笠井，2013）だけである．本調査では左俣林道笠新

道口にて8月に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で2雄が記録され

た．県内2例日となる（図5－5）．

クロモンミヤマナミシヤク　Xdnthorhoejluciuau maueoh

Inoue　本種は北海道大雪山，本州中部地方山地の高山帯

から亜高山帯に産する高山蛾である．県内では西穂高山荘

2360m（井上ら，1959），双六岳2700m（中島ら，2000）から

記録されている．本調査では右俣林道柳谷出合1420mで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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に新鮮な個体を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で採集した．これ

は本州では低標高地での記録となる（図5－6）．

キジマソトグロナミシヤク　Eum広　〝耽りau」妙r伸a幼

（Hnbner）　本種は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に産するが，分

布は局地的で少ない種である．県内では飛騨地方で3か所

と中津川市（遠藤ら，2004）で記録されている．本調査では

左俣林道ワサビ平で7月，右俣林道白出沢出合で8月に記録

された（図5－7）．

ネアカナカジロナミシヤク　Pmlub棚bvma covuSSarium

（ObeHh龍0　本種は北海道，本州，四国に産し，中部地方

では亜高山帯で記録されるが少ない．県内では高山市平湯

（遠藤，1976）で記録されている．

本調査では左俣林道ワサビ平で，9月に小型ロビンソン

トラップにて記録された．県内2例目となる（図5－8）．

ミヤマクロオビナミシヤク　m・aethera anomaLd（Inoue）

本種は本州中部山地に産するが少ない．県内では高山市

丹生川町で記録されている（田中，1968）．本調査では右俣

林道白出沢出合で5月，6月，7月，左俣林道2号堰堤で10月

に記録された．県内2例日となる（図5－9）．

ヤハズナミシヤク　Gagiめdbs sLZgiua幼aLb〝ua（Prout）

本種は北海道，本州に産し，本州では山間地で得られて

いる．県内ではすでに左俣林道ワサビ平（岡田，1965）で記

録されており，本調査で記録した左俣林道2号堰堤は同地

域での2例目となる．8月に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に入っ

た．県内唯一の産地となる（図5－10）．

コクシエグリシャチホコ　0くわn10Sia marumoiInoue　本種

は本州の中部から関東にかけた山地帯1500mから2000mに産

し，食餌植物となるミヤマハンノキ，ダケカンバの植生域

に一致する．本調査では右俣林道白出沢出合で5月に記録

した（図5－11）．

ゴマダラシャチホコ　PぬめeoslaurLPuSOb確mtus（Wileman

＆　South）　本種はシャチホコガ科の中で唯一針葉樹のモ

ミを食することが知られており，分布は本州の関東地方以

西，四国，九州に局地的である．県内では飛騨市深洞湿原（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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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藤　弘志・笠井　初志・宮崎　弘規・大和田　守・説田　健一

野，2013），高山市日影平他8か所，関市で2か所（遠藤ら，201

4）と広く記録され，モミの分布とよく一致する．本調査では

右俣林道白出沢出合7月，柳谷橋8月，左俣林道お助け風穴7

月，ワサビ平で8月に記録された（図5－12）．

アマギシャチホコ　EriodbniaamlZgisana（Marumo）

本種は日本固有種で，本州，四国，九州では熊本県に産す

る．県内産地は飛騨市，高山市，郡上市，中津川市，本巣市（遠

藤他，2014）で，ブナの自生地と一致する．本調査では柳谷

出合にて5月に記録された（図5－13）．

ブナアオシャチホコ　SynOpistLs－punClateud（Motschulsky）

本種は北海道南部から本州，四国，九州に産し，ブナ・イ

ヌブナを食する日本固有種である．県内では広く分布して

いる．本調査においても右俣林道柳谷から白出沢のブナ林，

左俣林道ワサビ平付近のブナ林で5月，6月に記録されてい

る（図5－14）．

オレクギリンガ　PbrhyhphiLaceAsiana（Staudinger）

本種は本州で局地的に産し，稀な種である．県内では白川

村，高山市奥飛騨温泉郷，同朝日町胡桃島，同高根町野麦・

日和田，下呂市小坂町（遠藤ら，2014）で記録されている．本

調査では左俣林道ワサビ平で7月，笠新道口では8月に設置

した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に1♂4♀が記録された（図5

－15）．

アサマキシタバαwcala sblαkeriStaudinger　本種は北海

道，本州，四国，九州に産する．県内では美濃地方には広く

分布するが，飛騨地方では高山市丹生川町の1例だけである

（遠藤ら，2014）．本調査では左俣林道下抜戸沢出合で6月に

記録した（図5－16），

ガマキンウワバ　AutqgrLPha gamma（Linnaeus）本種は

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に産する．県内では岐阜市（岐阜蛾

調会，2013）で記録されている．本調査では左俣林道2号堰

堤で8月に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で得られた．県内2例日

となる（図5－17）．

アルプスキンウワバ　鵬r¢ha othhnguiilかWOnis

Matsumura　本種は高山蛾として乗鞍岳をはじめ御岳，双

六岳，白山で記録されている．食草はコケモモ，ガンコウラ

ンが知られ，7月から8月に発生する．秋には低いところで記

録される事が知られ，県内では平湯大滝（田部，1989）に記録

がある．本調査では左俣谷のワサビ平（1400m），下抜戸沢出

合（1470m）で8月に1♂，9月に5♂，10月1♀が記録された（図

5－18）．

ミヤマゴマキリガ　Feralia∴Sauberi（GI・aeSer）　本種は本

州中部地方の山地，富士山に産し，カラマツを食餌植物とし

ている．県内では高山市朝日町胡桃島，同奥飛騨温泉郷一重

ケ根・平湯，同高根町留之原・野麦，中津川市神坂（遠藤ら，

2014）で記録されている．本調査では右俣林道白田沢出合・

柳谷出合・穂高平小屋で5月から7月に記録された（図5－

19）．

ホソバミドリヨトウ　EtpLe＊idiaa′略uStaYoshimot0　本種

は北海道，本州，四国，九州に産する．1970年代では記録は

少なかったが，近年になり各地で得られるようになった．

県内においても全県下32か所（遠藤ら，2014）で記録されて

いる．本調査においても右俣林道で12か所，左俣林道で7か

所から記録された．2016年の発生期は6月から7月と9月から

10月に限られ，年2化があきらかであった．ただ2017年に

は6月17日に右俣林道白出沢出合付近で記録されただけで，

その年はどの調査地点においても記録できなかった（図5－

20）．

ミヤマチャイロヨトウ　MetMPamea heくわni takanensis

（Marumo）　本種は北海道，本州では山地帯に分布する．県

内では白川村大白川，飛騨市天生峠，高山市奥飛騨温泉郷平

湯・安房峠・神坂，同高根町日和田，同丹生川町乗鞍岳（遠

藤ら，2014）で記録されている．本調査では左俣林道のワサ

ビ平で7月に1♂，2号堰堤に設置した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

プでは8♂が記録された（図5－21）．

ツチイロキリガ　AgrochohI Tuq，eCuLa（Lederer）本種は

東北地方の岩手・青森のほかは中部地方の飛騨山脈周辺に

限られて産する．県内では高山市高根町野麦峠，奥飛騨温

泉郷の平湯，栃尾（遠藤ら，2014）で記録されている．本調査

では右俣林道白出沢出合，ネポリ谷出合西，左俣林道2号

堰堤にて記録された（図5－22）．

フタスジキリガ　EnaIgia．伽vala Wileman＆West　本種

はブナの固有種として知られ，ブナの分布域と産地は一致

する。本調査では左俣林道ワサビ平周辺に広がるブナ林で

7月に記録された（図5－23）．

キイロトガリヨトウ　BrachLranmia zeh帥a（Lederer）

本種は北海道，本州の東北地方，中部地方に分布し，本州

では稀少種とされている．左俣林道下抜戸沢出合で7月に

記録された（図5－24）．

クロヨトウ　n）na mOrt〟a（Staudinger）本種は本州の関

東及び中部から局地的に記録されている．県内では西穂高

岳，平湯，のほか大白川，郡上市高鷲町，大和町に記録がある

（遠藤ら，2014）．本調査では左俣林道2号堰堤付近に仕掛け

た小型ロビンソントラップで得られた（図5－25）．

ムラサキヨトウLacanobiacon毎ua（Denis＆ScIli鵬rmnller）

本種は北海道から本州中部地方にかけて産する．県内で

は高山市日影平，高山市奥飛騨温泉郷平湯安房平で3例の

記録がある．本調査では左俣林道下抜戸沢出合西で6月に

記録された．県内4例日となる（図5－26）．

クモマウスグロヤガEuxoaochr・qgaS細rrossica（Staudinger）

本種は北海道，本州の東北地方，関東地方，中部地方の山

地に産する．県内では白川村大白川，乗鞍岳，高山市奥飛

騨温泉郷（平湯，栃尾，鍋平）等の山地で記録されている（遠

藤ら，2014）．本調査では右俣林道白出沢出合で2016年9月，

2017年9月に記録された（図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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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市奥飛騨温泉郷神坂右俣谷・左俣谷の蛾類

ナカトビヤガ　CheISOGsctpreajLPOnica（Wamecke）

本種は本州中部地方の高原に産し，昼間に訪花する事が

知られている．県内では弓折岳，双六岳，乗鞍岳（遠藤ら，

2014）等の山岳地帯で記録されている．本調査では右俣林

道白出沢出合で8月に記録された（図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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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uenee（Geometridae，Ennominae）n・OmJapan．TheJtpan

Heterocerists′burnal265：365－368．

田部達也，1989，高山蛾の低標高地での採集例．啓蟄7（20）：

18

高井　泰，2004，宮村産無脊椎動物目録（鱗週目）宮村史

85－126

田中　蕃，1968，旗鉾で採集した高山蛾2種．佳香蝶19

（73）：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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フタオガDsaethriawikmani（West）．蛾類通信27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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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録（目録と採集記録）

掲載順，種名は岸田（2011a），岸田（2011b），広瀬ら（2013），

那須ら（2013）に準拠した．標準図鑑発刊後に訂正された種

表1科名と確認種数

名の採集記録は，地域名，雌雄頭数，採集日の順に記述し

た．採集日付はトラップを掛けた翌日におよんだ場合は煩

雑さを避けるために前日の日付に統一した．

科名　　　　　　　　　　　種数　　　　　　　　　　　科名　　　　　　　　　　　種数

YPONOMEUTIDAE　スガ科

YPSOLOPHIDAE　クチブサガ科

DEPRESSARIIDAE　ヒラタマルハキバガ科

PELEOPODIDAE　エグリキバガ科

LIh仏CODIDAE　イラガ科

TORTRICIDAE　ハマキガ科

CARPOSINIDAE　シンクイガ科

THYRIDIDAE　マドガ科

PYRALIDAE　メイガ科

CRAMBIDAE　ツトガ科

DREPANIDAE　カギバガ科

EPICOPEIIDAE　アゲハモドキガ科

URANIIDAE　ツバメガ科

4　　　GEOMETRIDAE　シヤクガ科

l LASIOCAMPIDAE　カレハガ科

2　　　EUPTEROTIDAE　オビガ科

I BOMBYCIDAE　カイコガ科

7　　　SATURNIIDAE　ヤママユガ科

40　　BRA剛AEIDAE　イボタガ科

1　　SPHINGIDAE　スズメガ科

l NOTODONTIDAE　シャチホコガ科

13　　LYMANTRIIDAE　ドクガ科

45　　ARCTIIDAE　ヒトリガ科

32　　MICRONOCTUIDAE　アツバモドキガ科

I NOLIDAE　コブガ科

4　　　NOCTUIDAE　ヤガ科

246

10

1

1

5

1

15

71

13

25

1

11

260

計　　　　　　　　　　　　　　　　　　　　　　　　812

YPONOMEUTOIDEA　スガ上科

YPONOMEUTIDAE　スガ科

Yponomeutinae　スガ亜科

1．やonomeutal繭iaMeyrick　サクラスガ

穂高小屋：1♀，10－VII－2016．

2．】匂onomeuぬめkyot？euuSMatsumura　マユミオオス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3．】匂onomeutaosa展eMoriuti　マユミハイスガ

柳谷出合：1♀，14－IX－2017．

4．IZmotZZeuあelH拗Zagulajev　ツリバナスガ

穂高小屋：1♂，24・IX－2016．

YPSOLOPHIDAE　クチブサガ科

1．】雅aa脆isttrああ（Issiki）ギンスジクチブサガ

穂高小屋：1♂，24－IX－2016．

GELECHIOIDEA　キバガ上科

DEPRESSARIIDAE　ヒラタマルハキバガ科

1．地軸1霧0ahsseLkZCaradja　オオクロミヤクマル

ハキバガ

柳谷出合：1♂，26－Ⅹ－2016．

2．Lml霧tacitlImaMeyrick　マエジロヒラタマル

ハキバガ

柳谷出合：1♂，24－IX－2016．

PELEOPODIDAE　エグリキバガ科

1．Aα霧emaLgineLkZ（Donovan）オオェグリキバガ

柳谷出合：1♀，24－IX－2016．

ZYGAENOIDEA　マダラガ上科

LIMACODIDAE　イラガ科

1．舶HOhsacba嵐eHSisMatsumura　ビロードマダラ

イラガ

下抜戸谷出合：1♂，17－VII－2017．

2．施（並船型p虜餌α水場a（Imue）クロマダライラ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17－VII－2017．

3．地軸B巾krクロフテングイラガ

ワサビ平：2♂♂，17－VII－2017．

4．1祐1姫Sα砿沼Butler　アカイラガ

ワサビ平：2♂♂，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7－VII－2017．

5．AzM頓虎n自由のberth竜）ムラサキイラガ

ワサビ平：4♂♂，17－VII－2017．

6．AzLS頓hq娼血窟Inoue　ウスムラサキイラ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

7．Hm．SahhltLki（Staudinger）クロシタアオイラガ

穂高小屋：1♂，10－VII－2016；　白田沢出合：1♂，

17－VII－2017．1♂，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　ワサビ平：3♂♂，11－V1－2016．2

♂♂3♀♀，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2♂♂，

11－VI－2016．3♂♂，17－VII”2017．

TORTRICOIDEA　ハマキガ上科

TORTRICIDAE　ハマキガ科

Tortricinae　ハマキガ亜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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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AckLrisbhnくね（Yasuda）ツマグロギンハマキ

白田沢出合：1♀，24－IX－2016．

2．Ackbtねnあia（Razowski）ニセウンモンキハマキ

柳谷出合：2♂♂，19－VIII－2017．1♀，14－IX－2017．

3．Achおa旋alplLhna（Christoph）チャマダラハマキ

下抜戸谷出合：1♂，25－Ⅹ－2017．

4．Aぬおph畑Olana（Walsingham）フタスジクリイ

ロハマキ

下抜戸谷出合：2♂♂，25－Ⅹ－2017．

5．AcゐIおsubmat脇Ha（F出血ev）ミヤマミダレモンハマキ

柳谷出合：1♂3♀♀，26－Ⅹ－2016．1♀，17－V－2017．1

♀，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26－Ⅹ－2016．2

♂♂，25°Ⅹ“2017；下抜戸谷出合：6♂♂1♀，

25°Ⅹ－2017．

6．Ackrispal拐dbeana（Walsingham）ツマモンエグリ

ハマキ

柳谷出合：1♀，26－Ⅹ－2016；　ワサビ平：1♀，

26－Ⅹ・2016．

7．Ackm鍛emhscens（Walsingham）キボシエグリハ

マキ

柳谷出合：1♀，26－Ⅹ－2016；白出沢出合：1♂，

24－IX－2016．

8．Aみisemalganaemal詔Ha（Fabricius）ェグリハマキ

穂高小屋：7♀♀，24－IX・2016；柳谷出合：1♂，

14－IX－2017．

9．Ackmexsu鍛na（Kennel）ウツギアミメハマキ

柳谷出合：1♀，17－Ⅴ－2017．

10．A硫phantastitaRazowski＆Yasuda　アカネハ

マキ

柳谷出合：1♀，26－Ⅹ－2016．

11．Acぬ1isaestuosaYasuda　ホノホハマキ

ワサビ平：1♀，26－Ⅹ－2016．

12．AchriSnig五昭dix（Fmpjev）ネグロハマキ

下抜戸谷出合：3♂♂，25－Ⅹ－2017．

13．Aeゐtおhponka（Wahingham）ナカジロハマキ

ワサビ平：1♀，14－IX－2017．

14．Acねzis頓m（Clerck）ウスジロハマキ

下抜戸谷出合：1♂，25－Ⅹ－2017．

15．AckzisamLl馴2Sis（Caradja）オオウスアオハマキ

柳谷出合：1♀，26－Ⅹ－2016．

16．Achtお」餓め7台高Obraztsov　コウスアオハマキ

柳谷出合：1♂，26－Ⅹ－2016．

17．Ackzおpk傷め（Meyrick）チャモンシロハマキ

柳谷出合：1♀，26－Ⅹ－2016．

18．GnolismoneIuameSOめma（Yasuda）トビモンハマキ

穂高小屋：1♂，10－VII－2016．

19．G：卿Sienochozそね（DiakonoH）ホシオビハマキ

ワサビ平：1♂，11－VIII－2016．

20．RヲeutねuRiV敬mitruhlis（Meyrick）ハイジロハマキ

柳谷出合：1♂，17－Ⅴ－2017．1♀，17－VI－2017．

21．AnカをsauくねxRazowski　アトキハマキ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22．Ald房iLmmtana（Christoph）オオアトキハマキ

白出沢出合：4♂♂，10－VII－2016；下抜戸谷出合：

1♂，14－IX－2017．

23．Akq棚j鍛na（Limaeus）マツアトキハマキ

ワサビ平：1♂，11－VIII－2016．

24．AnhをsltibhFalkovitsh　ムラサキカクモンハマキ

穂高小屋：1♂，10－VI1－2016．

25．ALでカを5品swcupzで溜naWalsingham　ミダレカクモ

ンハマキ

穂高小屋：1♂，10－VII－2016．

26．鋤ohmo嵐asaez壷立am（Herrich・Scha鮎r）カラ

マツイトヒキハマキ

目出沢出合：2♂♂1♀，10－VII－2016．

27．鋤okmalhliakw（Walsingham）アミメキハマキ

ワサビ平：1♂，11・VIII－2016．

28．RmゐmiScIhnamomeana（Treitschke）アカトビハ

マキ

柳谷出合：1♂，19－VIII－2017．1♂，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29．PmゐmisのZyあna（Fabricius）ウスアミメトビハマキ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30．1をn虎mismon血婦kinaYasuda　ヤマトビハマキ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31．鋤（ねmismuscLthna（Hubner）ハイトビスジハマキ

ワサビ平：1♂，17－VII－2017．

32．＾bocIwtiShcemata（Yasuda）ウストビモンハマキ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33．AbotabptLsh窟iana（Christoph）フタモンコハマキ

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0lethreutinae　ヒメハマキガ亜科

1．H費昭l姦2ana（Ragonot）シラフオオヒメハマキ

穂高小屋：1♂，10－VI1－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

2．OhthreutaspLyeZanapZ：，敬語na（Walsingham）キス

ジオビヒメハマキ

穂高小屋：2♂♂，10－VII－2016；　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

3．Ohthleute51220虎mia（Falkovitsh）ナツハゼヒメハ

マキ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4．軸ot1台ms由仁Vana（Christoph）セクロモンヒメハ

マキ

柳谷出合：1♂，24－IX－2016．1♀，26－Ⅹ－2016；

下抜戸谷出合：1♀，25－Ⅹ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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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勧otkiteneZanauSSZItit冶Kuznetzov　ハンノメム

シガ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6．勿垂加ezlaCaemkumanaKawabe　クロモンミズア

オヒメハマキ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7，a′dltij年pOlJet7SLSKawabe　シロアシヨツメモンヒメ

ハマキ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CARPOSINIDAE　シンクイガ科

1．Hをtαpm棚HaOCH1畔㌍aLかmaSα砿毎puHCtata

Matsumura　クロボシシロオオシンクイ

ワサビ平：2♂♂，11－VIII－2016．

THYRIDOIDEA　マドガ上科

THYRIDIDAE　マドガ科

Siculodinae　マダラマドガ亜科

1．抽ibmauFeuSButler　ハスオビマドガ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ワサビ平：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4♂♂，17－VII－2017．

PYRALOIDEA　メイガ上科

PYRALIDAE　メイガ科

Pyralinae　シマメイガ亜科

1．Hatt拙めα挽曙脚耽焔Inoue　オオバシマメイガ

白出沢出合：1♂，24－IX・2016．

2．Orth鈍塘産ghucLhaHs（Linnaeus）フタスジシマメ

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Epipaschiinae　フトメイガ亜科

1．TtLmkp殖312137儲CenS（Warren）クロフトメイガ

柳谷出合：2♂♂，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4－IX－2017．

Phycitinae　マダラメイガ亜科

1．AcrobasisencaustellaRagonot　ウスアカマダラメ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2．amobathlatZ：鋤Inoue　フタテンアカオビマダ

ラメ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3．CdmesQphtbalmitelki（Christoph）ウスアカモ

ンクロマダラメイガ

ワサビ平：1♂，11－VIII－2016．1♀，17・VII－2017．

4．（ねztmpesn　で〕HneateLkiShibuya　スジグロマダラ

メイガ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5．0融okpisizl危usia（Ragonot）シロスジクロマダラメ

イガ

ワサビ平：1♂，17－VII－2017．

6．鉱，iamikaゐLkz（Ragonot）ミカドマダラメ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7．molワ℃tt砿abit｝teLkZ（Denis＆Schi能rmuller）マツノ

マダラメイガ

白田沢出合：1♂，19－VIII－2017．

8．の㈱居α地（ZeⅡer）シモフリマダラメイガ

穂高小屋：48♂♂2♀♀，10－VII－2016．

9．1をtagtmlbtねsn4moneuus（Ragonot）トビスジマダラ

メイガ

柳谷出合：1♂10♀♀，14－IX－2017；　白出沢出合：

2♂♂，14－IX－2017；ワサビ平：2♂♂2♀♀，

11－VIII－2016．1♀，3－Ⅹ－2016．2♂♂1♀，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14－IX－2017．

10．EtITq克eLVtねsobα尭aeRoesler　シロマダラメイガ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CRAMBIDAE　ツトガ科

Crambinae　ツトガ亜科

1．α互跨OteuChibdmmma（Zeller）ウスクロスジツ

トガ

穂高小屋：2♂♂1♀，10－VII－2016．

2．a鍛mbushatカimaHiaiansiSOkano　ミヤマウスギン

ツト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4－IX・2017．

3．（方ttptr：ibpeLml去az（Petersen）“ヒシモンツトガ

穂高小屋：1♂，10－VII－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

4．〔為ttptn云mumveeLhBleszynski　オオヒシモンツトガ

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5．1場l枕TambuSS出自ぬ祝勝（hech）クロスジツトガ

柳谷出合：1♂，14－IX－2017；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1♂，10－VII－2016；　ワサビ平：1♀，

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6．P　少tesomateLkl（Leech）ナガハマットガ

柳谷出合：1♂，24－IX－2016．

Scopariinae　ヤマメイガ亜科

1．鋤al姦αuZg衡iahSWalker　ホソバヤマメイガ

柳谷出合：1♂，24－IX－2016；下抜戸谷出合：l♂，

14－IX－2017，

2．Etzd〕niatrImcm（Stainton）ヒラノヤマメイガ

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Pyraustinae　ノメイガ亜科

1．TbmthSquamaevenozahs（Walker）セスジノメイガ

穂高小屋：2♂♂，10－VII－2016；　ワサビ平：1♂，

11・VIII－2016．

2．TtmHSquamaObhdtIiHneaHs（Inoue）ヒメセスジ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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メ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

3．aiwbo砂督heieL柳alisgensanalお（South）キホソ

ノメ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4．a収め04修1yClel五ZaButler　カギバノメイガ

白田沢出合：1♀，10－VII－2016；　ワサビ平：1♂，

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1♂，17－VII－2017．1

♂，19－VIII－2017．

5．akvboみSameaHS（Leech）キベリハネボソノメイガ

ワサビ平：1♂，17－VII－2017．

6．Et瓦nephehhnceaHshonshuensisMunroe＆

Mutuura　キイロノメイガ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7．R汀aiahnlaussと濫kZ1お（Bremer）フチグロノメイガ

柳谷出合：1♀，19－Ⅵ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4－IX－2017．

8，mmiahniaiaIlVanenSissasakHInoue　キイロフチ

グロノメ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ワサビ平：1♂1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2♂♂，19－VIII－2017．

9．lbratahntactthzaHsamtLZ敬重Sis（RomanoH）オオフ

チグロノメイガ

ワサビ平：2♀♀，19－VIII－2017．

10．（方mpめmastirhiSbonaHs（Walkei）ハナダカノメイガ

白出沢出合：1♀，24－IX－2016．

11．助almOlZpantbetaia（Butler）クロオビノメイガ

白田沢出合：2♀♀，3－Ⅹ－2016．

12．軸ohthaleCIn昭hs（Fabricius）シロオビノメイガ

穂高小屋：3♂♂1♀，24－IX－2016；柳谷出合：3

♂♂，24－IX－2016．1♂1♀，19－VIII－2017．2♂♂，

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24－IX－2016．1♀，

26・Ⅹ・2016．1♂，17－VI・2017．5♂♂1♀，19－VIII－2017；

お助け風穴：1♂，24－IX－2016；　ワサビ平：3♀♀，

24－IX－2016．1♂，3－Ⅹ一2016．1♀，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2♀♀，19－VII1－2017．1♀，

14－IX－2017．

13．ノ無職虎脇HemO脇Ls（Scopoli）ウスムラサキノメイガ

柳谷出合：1♂，17－Ⅴ・2017．

14．助quihqueh12eaiaHering　マタスジノメイガ

白田沢出合：1♂，17－VI・2017．

15．a2aF庇bαVCLsmet加ajお（Guenee）コブノメ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ワサビ平：1♀，

3－Ⅹ・2016．

16．胸anoCねsstz霧tusstr霧tus（Butler）クロスジノメ

イガ

ワサビ平：1♂，17－VII－2017．

17．OmlbdastnおtLibEs（Bremer）シロアシクロノメイガ

柳谷出合：1♂，17－V－2017．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11－VIII－2016．7♂♂6♀♀，

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18．0m元）あintHstitコCtuS（Warren）トガリシロアシクロ

ノメイガ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ワサビ平：1♂，

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7♂♂7♀♀，

19－VIII－2017．

19．0m元）あHOCねSCeHS（Moore）キパラノメイガ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20．勧めの〔ねspl元CをalおLeech　オオキノメイガ

白出沢出合：2♂♂，26－Ⅹ－2016．

21．屈的似売買出産彫拉買WakeI）タイワンウスキノメイガ

白出沢出合：1♀，26－Ⅹ一2016．

22．1為轍2P少瑠thaians（M00re）シロハラノメイガ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23．amC媒融儲punCtZhalお（Guenee）モモノゴマダラ

ノメ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24．鋤teHsのmalgZhaHS（Leech）クロへリノメイガ

ワサビ平：1♂，17－VII－2017．

25．Ttgabot nlSOのhleaぬlisYamanaka　ウンモンシロ

ノメイガ

ワサビ平：1♀，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7－VII－2017．

26．Zを互融nkzwtmctahs（Bre；mer）マエアカスカシノ

メイガ

穂高小屋：1♂，28－V－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1♂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

1♂，26－Ⅹ－2016．2♂♂，17・VI－2017．3♂♂，

17－VII－2017．1♂1♀，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

1♂，11－VI－2016；　ワサビ平：1♂，11－VI－2016．

1♂，11・VIII－2016．1♂，3－Ⅹ－2016．3♂♂1♀，

17－VII－2017．2♂♂，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

106♂♂147♀♀，19－VIII－2017．1♂，14－IX－2017．

27．D唾舟anitZindh姑（Saunders）ワタヘリクロノメイガ

白出沢出合：1♀，24－IX－2016．

28．gでぬHmapα軍）eCtajお（Walker）ツゲノメ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29．乃k甥quath壷IaCILkZHs（Bremer＆Grey）ヨツボ

シノメイガ

柳谷出合：1♂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

♂，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3♂♂2♀♀，

19－VIII－2017．

30，肋ru（娼V訪昭ia（Fabricius）マメノメイガ

穂高小屋：3♂♂1♀，24－IX－2016；柳谷出合：1

♂，24－IX2016；　白出沢出合：1♂，24－IX－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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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Ⅹ－2016．2♂♂，26－Ⅹ－2016；お助け風穴：2

♀♀，24－IX－2016；ワサビ平：3♀♀，24°IX－2016．1

♂，3－Ⅹ－2016．

31．HをLPe頓mmah沼mLsak（Walke土）クロオビクロ

ノメイガ

お助け風穴：1♂，3－Ⅹ－2016．

32．HaLpe頓mmamagmum（Butler）キモンウスグロ

ノメイガ

柳谷出合：1♂1♀，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

1♂2♀♀，19－VIII－2017．

33．哩Itasl必alis（Warren）シュモンノメイガ

穂高小屋：1♂，10－VII・2016．

34．UZねanebIIhあhsInoue，Yamanaka＆Sasaki　ウス

グロルリノメイガ

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35．Udt沼uりXthaHsInoue，Yamanaka＆Sasaki　ヒメ

ルリノメイガ

柳谷出合：1♀，14－IX－2017．

36．Udt治Sl蜜maiaIおsl蜜matahs（Wileman）チャモン

ノメイガ

穂高小屋：1♂，10－VII－2016；　白出沢出合：1♂1

♀，10－VII・2016；　ワサビ平：2♂♂，11－VIII－2016．

37．と肱諸般（L敏光ID　ウスマルモンノメイガ

柳谷出合：1♂，14－IX－2017．

DREPANOIDEA　カギバガ上科

DREPANIDAE　カギバガ科

Drepaninae　カギバガ亜科

1．ル触ob重婚isacuminaぬ（Leech）オガサワラカギバ

白出沢出合：2♂♂，10－VII－2016；　ワサビ平：4

♂♂，11－VI－2016．3♂♂2♀♀，17－VII－2017．

2．PseuあnamparvzLkZ（Leech）ヒメハイイロカギバ

穂高小屋：2♂♂，28－Ⅴ－2016；柳谷出合：2♂♂1

♀，17－VI－2017．1♀，19－VIII－2017．1♂，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2♀♀，11－VII1－2016；お助け風

穴：1♀，11－VI－2016；　ワサビ平：2♂♂1♀，

11－VI－2016．1♂，11－VIII－2016．7♂♂2♀♀，

19－VII1－2017；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3．NmbtJ捌nk鳴ZLs地産（Staudinger）ェゾカギバ

穂高小屋：1♂1♀，28－Ⅴ－2016；柳谷出合：4♂

♂1♀，17－VI“2017．1♂2♀♀，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11－VII1－2016．1♂，24－IX－2016．1

♀，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ワサビ平：3♂♂1♀，11－V1－2016．6♂♂1♀，

11－ⅥⅡ－2016．4♂♂，17－ⅥI－2017．1♂，14°Ⅸ“2017；

下抜戸谷出合：2♂♂1♀，19－VIII－2017．

4．紡bz拐halpagttht淀昭0鍛（Inoue）ウスオビカギバ

穂高小屋：5♂♂，28－Ⅴ－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1♂1♀，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

1♂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ワサビ平：2♂♂，11－VI－2016．1♂，

11－VIII－2016．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2♀♀，19－VIII－2017．

5．Dztpzmaatr暇tlthacutaButler　オビカギバ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4♂♂，

17－VI－2017．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

♂1♀，10－VII－2016．2♂♂，17°V1－2017．2♂♂，

17・VII－2017．1♀，19－ⅥII－2017；お助け風穴：4

♂♂，11°VI－2016．1♂，11－VIII－2016；ワサビ平：

2♂♂，11－V1－2016．3♂♂6♀♀，11・VIII－2016．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4♂♂2♀♀，

19－VIII－2017．1♀，14－IX－2017．

6．（右胸alZapalねoh（Motschulsky）ウスイロカギバ

柳谷出合：1♂，17－VI－2017．1♀，19・ⅥII－2017；

白田沢出合：1♂，3－Ⅹ－2015．1♂，10－VII－2016．1

♂，11－VIII－2016；ワサビ平：1♂1♀，11－VIII－2016．

7．Ditngtma庇gv（Butler）フタテンシロカギバ

穂高小屋：1♀，10・VII－2016．

8．a必abz凌Xa自abzaxataButler　マダラカギバ

ワサビ平：1♂，17－VII－2017．

9．AIZZa自sL頑slPeZim（ButleI）ヒトツメカギバ

目出沢出合：1♂，11－VIII－2016．2♂♂，24－IX“2016；

ワサビ平：1♂1♀，11－VIII－2016．2♂♂，

24－IX－2016．2♀♀，3－Ⅹ一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4－IX－2017．

10．Onalねpttk舟1垂esButler　アシベニカギバ

柳谷出合：1♂，24－IX－2016．1♂1♀，19－VIII－2017．1

♂，14－IX－2017；白出沢出合：2♂♂，10－VII－2016．

1♀，24－IX－2016．1♀，17－VII－2017．2♀♀，

19－VIII－2017．2♂♂，14－IX－2017；　ワサビ平：3

♂♂2♀♀，11－VIII－2016．2♂♂，24－IX－2016．1♂4

♀♀，17－VII・2017．2♀♀，19－VIII－2017．2♂♂，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4

♂♂4♀♀，19－VIII・2017．2♂♂1♀，14－IX－2017．

Cyclidiinae　オオカギバガ亜科

1．aて：脇subs毎mal砿nigzaMaiaWarren　オオカギ

ノ＼

ワサビ平：1♀，11－VI－2016．

Thyatirinaeトガリバガ亜科

1．7卑yathabatisbatLs（Linnaeus）モントガリバ

白田沢出合：1♀，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

♂，17－VI－2017；　ワサビ平：1♂，11－VI・2016．

2．娩αVth昭出場助成ね飯高ぬ（Butler）キマダラトガ

リバ

柳谷出合：1♂，17－VII－2017．1♂1♀，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2♂♂，10－VII－2016．1♂，11－VIII－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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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17－VII－2017．2♂♂，19－VIII“2017；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ワサビ平：2♂♂1

♀，11－VI“2016．2♂♂3♀♀，11－VIII－2016．8♂♂，

17－VII－2017．1♂，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Ⅵ－2016．1♀，11－VIII“2016．4♂♂5♀♀，

19°VIII－2017．

3．Mbt70既往apL：ア料（Butler）ウスベニトガリバ

柳谷出合：1♂，17－Ⅴ・2017．1♂，19－VIII－2017；下

抜戸谷出合：1♂，17－VII－2017．

4．1：ぬ加科囲ediackma12nI（Graeser）ウスベニアヤトガ

リバ

柳谷出合：1♂，17－Ⅵ－2017．1♂，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2♀♀，10－VII－2016．1♀，

11・VIII－2016．1♂，17－VI－2017．7♂♂，17－VII－2017．3

♂♂3♀♀，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2♂♂，

11－VI－2016；ワサビ平：3♂♂，11－VI－2016．2♀

♀，11－VIII－2016．2♂♂2♀♀，17－VII－2017．4♂

♂，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2♂♂，

11－VI－2016．1♀，10－VII－2016．3♂♂，11－VIII－2016．12

♂♂5♀♀，19－VIII－2017．2♂♂，14－IX－2017．

5．H読靴的meP房めidas（ねzaso胸es（Butler）アヤトガ

リバ

白出沢出合：1♂，17－VI－2017．3♂♂，19－VIII－2017；

お助け風穴：2♂♂，11－VI－2016；　ワサビ平：1♂，

11・VI－2016．1♂，11－VIII－2016．2♂♂，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1♂，19－VIII－2017．

1♂，14－IX－2017．

6．1：あbmジmeG拐tfma函Wemy　オオアヤトガリバ

ワサビ平：1♂，11－VI－2016．

7．α心1て雅Chadtlphlis（Linnaeus）フタテントガリバ

穂高小屋：1♂1♀，10°VII－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　白田沢出合：1♂1♀，

10－VII－2016．11♂♂9♀♀，17－VII－2017；お助け

風穴：4♂♂1♀，11－VI－2016；ワサビ平：1♂，

11－VI－2016．1♂，11－VIII－2016．2♂♂，17－VI1－2017．

8．Tt・沈eeLkzbtnttLt楯a（HtibneI）ヒトテントガリバ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　白出沢出合：6♂♂11♀♀，

10－VII・2016．1♀，11°VIII－2016．2♂♂，17－VI－2017．3

♂♂4♀♀，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1♀，

11－VI－2016．1♂，17－VI－2017；　ワサビ平：23♂

♂1♀，11－Ⅵ－2016．1♂，11・VIII－2016．1♂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2♂♂2♀♀，

11・VI－2016．1♀，11－VIII－2016．1♂1♀，17－VII－2017．

9．TbtheaamplぬiaamphtZia（Butler）オオバトガリバ

白出沢出合：4♂♂，17－VII－2017；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　ワサビ平：1♂，11－VI－2016．5

♂♂2♀♀，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

♀，11－VI－2016．

10．Tttheaa）nSimilおconsimiLお（Warren）オオマエペ

ニトガリバ

柳谷出合：2♂♂，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

♀，19－VIII・2017；ワサビ平：1♀，11－VIII－2016．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

4♂♂2♀♀，19－VIII－2017．

11．Ntma紺VあSuZILkねna（Matsumura）ナカジロトガ

リバ

白出沢出合：2♂♂，3－Ⅹ・2015；下抜戸谷出合：1

♂，14－IX－2017．

12．＾ちmaoeLlOiaianα料（Graesei）ヒメナカジロトガリバ

白田沢出合：1♀，3－Ⅹ・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I－2016．

13．Zを1部ngeStiSa脇Suzuki　ウスジロトガリバ

柳谷出合：5♂♂1♀，17－VI－2017；白出沢出合：

2♂♂，17・VI－2017；ワサビ平：10♂♂6♀♀，

11－VI2016．4♂♂，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

3♂♂，11－VI－2016．1♂，11－VIII－2016．2♂♂，

17－VII－2017．

14．Zを去年OSeSおalgenteC函iaalgente¢ida（Oberthtir）

ギンモントガリバ

穂高小屋：1♂，28－Ⅴ－2016；白田沢出合：2♂♂，

17－VII－2017；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ワサビ平：2♂♂1♀，17－VI1－2017．

15．Mmzq頼aStisbasaIおbasaHs（Wileman）ネグロトガ

リバ

穂高小屋：3♂♂，28－Ⅴ－2016；柳谷出合：10♂

♂，17－VI－2017．1♂，17－VI1－2017；　白出沢出合：

1♂，28－Ⅴ－2016．2♂♂，10－VII“2016．1♂，

17－VI－2017．7♂♂8♀♀，17－VII－2017；お助け風

穴：1♂1♀，11－VI－2016．1♂，17－VI－2017；　ワ

サビ平：2♂♂，11－VI－2016．2♂♂2♀♀，

17－VI1－2017．

16．姉estisnikkoensis（Matsumura）ニッコウトガ

リバ

穂高小屋：1♂，24－IX－2016；　ワサビ平：2♂♂，

3－Ⅹ－2016．1♂1♀，14－IX－2017．

17．位〕eSttSnigZtZPu12CtatapeZu：nalaInoue　ウスム

ラサキトガリバ

柳谷出合：1♂，24－IX－2016；白田沢出合：1♂4

♀♀，24－IX－2016．3♀♀，3－Ⅹ－2016；お助け風穴：

1♂，24－IX－2016；　ワサビ平：1♂1♀，24－IX－2016．

1♂，3・Ⅹ－2016．1♂，14－IX・2017．

18．＾boあYuma tamamtkiIMatsumura　タマヌキトガ

リバ

柳谷出合：4♂♂2♀♀，17－V－2017．

19．Ab（Pb鍛antbetmis（Butler）マユミトガリバ

15



遠藤　弘志・笠井　初志・宮崎　弘規・大和田　守・説田　健一

柳谷出合：1♂，17－Ⅴ－2017．

20．MaSq）SaSiisuIJthsa（Wileman）ナミスジトガリバ

ワサビ平：2♂♂，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2

♂♂，11－VI－2016．1♂，17－VII－2017．

21．度仁PS舗tiszLmbnma（Wileman）タケウチトガリバ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2

♂♂1♀，11・Ⅵ－2016；　ワサビ平：14♂♂1♀，

11－VI－2016．1♀，11－VIII－2016．3♂♂4♀♀，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3♀♀，11－VI－2016．1

♂，17－VII－2017．

EPICOPEIIDAE　アゲハモドキガ科

1．PミナノChos的PhibmehnalgltiButler　キンモンガ

ワサビ平：1♂，17－VII－2017．

GEOMETROIDEA　シヤクガ上科

URANIIDAE　ツバメガ科

Epipleminae　フタオガ亜科

1．′鞠a′′S砂場（Butler）クロフタオ

穂高小屋：2♀♀，10－VII－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　目出沢出合：1♀，10－VII－2016；

ワサビ平：4♂♂8♀♀，17－VII－2017；下抜戸谷

出合：1♂，11－VI－2016．1♂1♀，11－VIII－2016．4

♂♂1♀，17－VII－2017．

2．PJ獅aethl衰zmozn（Butler）クロホシフタオ

ワサビ平：1♀，11－VIII－2016．4♀♀，17－VII－2017．1

♂1♀，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

3．Pyseaethl霧I融manI（West）ウスチャオビフタオ

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

4．atzpkmaQJ傷mana（Matsumura）カバイロフタオ

柳谷出合：2♂♂，26－Ⅹ－2016．1♂，17－Ⅴ－2017；

白出沢出合：2♀♀，26－Ⅹ－2016；ワサビ平：1♀，

14－IX－2017．

GEOMETRIDAE　シヤクガ科

Ennominae　エダシヤク亜科

1．Abz記XaSgZl0度SlLk71ああaanSpmで樋iaButler　スグリシ

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白出沢出合：1♂，

28－V－2016．5♂♂2♀♀，10－VII－2016．2♂♂，

17－VII－2017；お助け風穴：4♂♂，10－VII－2016；

ワサビ平：1♂，10－VII－2016．1♂1♀，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0－VI1－2016．

2．ALmxasSyl昭tam壷viateWehm　キタマダラエダシ

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ワサビ平：1♂，

11－VIII－2016．

3．Abzaxasnk舟otZ．めibWehrli　ヒメマダラエダ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28－Ⅴ－2016．

4．LomaSpihsmalginata（Linnaeus）シロオビヒメエダ

シヤク

穂高小屋：3♂♂，28°Ⅴ－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白田沢出合：2♂♂1♀，10－VII－2016．

2♂♂，17－VI－2017．1♂2♀♀，17－VII・2017；お

助け風穴：1♂，11・VI－2016．1♂，10－VII－2016．1

♂，17－VI－2017；ワサビ平：4♂♂1♀，11－VI－2016．

2♂♂3♀♀，17－VII－2017．

5．L改め元帥朋1姦h∝h　シロスジヒメユ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2♂♂，

17－VI－2017；白田沢出合：1♂，17－VI－2017；お

助け風穴：1♂，11－VI－2016．1♂，17・VI－2017；

ワサビ平：1♂，11－VI－2016．2♂♂，10－VII－2016．2

♂♂，17－VII－2017．

6．M頑iapImCiaia（Warren）ホシスジシロ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9－ⅥII－2017．

7．M頑iaaIZgehtaalZgt鼓沼Butlerクロミスジシロエ

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1♂，14－IX－2017．

8．Tをen毎ikzmib（Oberthur）ミスジシ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3♂♂1♀，10－VII－2016；柳谷出合：1

♂1♀，19－VII1－2017；白田沢出合：4♂♂2♀♀，

10－VII－2016．21♂♂2♀♀，17－VII－2017．2♀♀，

19－VII1－2017；ワサビ平：1♀，11－VIII－2016．4

♂♂2♀♀，17－VII－2017．1♀，19－VIII－2017．1♀，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7♂♂16♀♀，

19－VIII－2017．

9．Lom喝7独宛asinZPhtd軸（Butler）クロズウ

ス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3♂♂5

♀♀，14°IX－2017；白出沢出合：1♂6♀♀，

14－IX－2017；ワサビ平：2♀♀，14°IX－2017；下

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10．LomQgZqPhabi肋aCILkZtaSubnotaぬ（Warren）フタ

ホシシ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　ワサビ平：1♀，

11－VI－2016．

11．Lom幽atemeza自（Denis＆Schi鵬rmtiller）バ

ラシ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1♀，

24－IX－2016．2♀♀，17－VI“2017．1♂，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17－VI－2017；お助け風穴：2♂

♂1♀，11・VI－2016．1♀，10－VII－2016；ワサビ平：

2♂♂9♀♀，11－VI－2016．1♀，17－VII－2017．

12．〔なbeLainsI1ki自Inoue　ミスジコナフ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　白田沢出合：1♂，

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11－VI－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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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VII－2016；　ワサビ平：1♂，11－VI－2016．1♀，

17－VII－2017．

13．くねbezaplmS（Butler）コスジシロ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I・2017．1♀，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2♀♀，10－VII・2016．3♂♂2♀♀，

17・VII・2017．

14．（ねbezag7おeoHmbatagTおeoHmbata（Oberthtir）ア

トグロアミメエ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1♀，17－ⅥI－2017．

15．P出rab年ptaaethα珪ia（Graeser）フタスジウスキエ

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V－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　ワサビ平：2♂♂，11－VI－2016．

16．R淵佃ptackuism（Butler）ウスアオ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

17－VI－2017．

17．PSeu軸emagnal霧（Wileman）ニッコウキエダ

シヤク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1♂，

3－Ⅹ－2016；　ワサビ平：1♂1♀，24－IX－2016．

18．Euchlist phlbcILmuhiacLtmuhia（Christoph）ウ

スオビヒメ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3

♂♂1♀，17－VII－2017；　ワサビ平：4♂♂，

11－VI－2016．2♂♂1♀，17－VII－2017．

19，鋤eg露ha（鬼Ssahadzssa（Butler）ハグルマエダシ

ヤク

穂高小屋：3♀♀，10－VII－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1♀，10－VII“2016；

ワサビ平：1♂1♀，11－VIII－2016．1♂，17－VII－2017．

20♂♂30♀♀，19－Ⅵ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0－VII－2016．26♂♂54♀♀，19－VIII・2017．

20．鋤eg転idinosawana（Matsumura）マルハグルマ

エ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1♂，17－VII－2017．

21．鋤eg珪ehigenenSisSato＆Masui　ダイセンハグル

マエ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1♂，17－VII－2017．

22．上狛4，枚0魚心脱毛瀞あ（h∞D　ツマ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1♀，17－VII－2017；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1♂，10－VII－2016．1

♀，11・VIII“2016；ワサビ平：9♂♂1♀，11－VI－2016．

1♂2♀♀，11・VIII－2016．1♀，14－IX－2017；下抜

戸谷出合：1♂2♀♀，19－VII1－2017．

23．胸筋1霧si㌢231姦signal霧（Hubner）シナノオェダ

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24．0をV肋a（椴1霧nozmatapDXimal霧（Leech）ウスキオ

エダ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25．脇00eFOteSaluk潟1霧（hech）クロフキ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9°VIII－2017；ワサビ平：5♂♂1

♀，11－VIII－2016．1♂，19－VIII－2017．

26．BIPaltLSVf獅iaHsI衝iaHsStaudinger　へリグロエダ

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

27．D鋤otぬse克gatZSekmnS（Butler）クロフシロエ

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1♀，17－VII・2017．

28．Mをiabz批aSpauC壷IaCZLhiaInoue　ウスゴマダラエ

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26・Ⅹ－2016；お助け風穴：1♂，

3－Ⅹ－2016；下抜戸谷出合：1♂，25－Ⅹ－2017．

29．脆iabLa椴SCkd鍛Butler　オオシロ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2♀♀，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1

♂，11－VIII－2016；　ワサビ平：1♂，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2♀♀，19－VIII－2017．

30．AI融aHHa∠i必0maCl昆け霧hech　シロホシ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V－2016；お助け風穴：2♂♂，

11－VI－2016．1♂，17－VI－2017；　ワサビ平：1♂，

28－V－2016．1♂2♀♀，11－VI－2016．

31．Al融almatetZ元a（Butler）’キジマ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一2016；柳谷出合：3♂♂1

♀，17－Ⅴ－2017．6♂♂1♀，17－VI－2017；　白出沢出

合：1♀，28－Ⅴ－2016；お助け風穴：1♂2♀♀，

11－VI－2016．3♀♀，17－VI－2017；　ワサビ平：2♂

♂，28－Ⅴ－2016．11♂♂8♀♀，11－VI－2016．

32．An枕almamehnal霧Gatema（Butler）キシタエダ

シヤク

柳谷出合：2♀♀，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3

♂♂3♀♀，10－VII－2016．1♀，11－VIII－2016．1♂2

♀♀，19－ⅥII－2017；お助け風穴：1♂，11－ⅥII－2016；

ワサビ平：2♂♂4♀♀，11－VIII・2016．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3♂♂8♀♀，

19－VIII－2017．

33．Al融aHHagaS（舟kel地元gast心ke地元

（Motschulsky）ヒョウモン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2♀♀，19－ⅥII－2017；白出沢出合：2

♂♂，14－IX－2017；ワサビ平：7♂♂1♀，

11－VIII－2016．2♀♀，19－VIII－2017．1♀，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18♂♂13♀♀，19－VIII－2017．1♂，

14・IX－2017．

34．AkisalZダ【施（Butler）ナカウスエダシヤ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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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谷出合：2♂♂，24－IX－2016．1♀，17°Ⅴ－2017；

白出沢出合：6♂♂，11－VIII－2016．1♂，24－IX－2016．1

♂5♀♀，3°Ⅹ－2016；ワサビ平：3♂♂2♀♀，

3－Ⅹ－2016；下抜戸谷出合：3♂♂1♀，19－VIII－2017．

35．Ahisme（妨施Inoue　ヒメナカウス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6♂♂26♀♀，24－IX－2016；柳谷出合：

18♂♂42♀♀，24－IX－2016．1♂1♀，26－Ⅹ－2016．2

♂♂，19－VIII－2017．20♂♂82♀♀，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26－Ⅹ－2016．4♂♂，19・VIII－2017．

124♂♂283♀♀，14－IX“2017；　ワサビ平：1♂，

11－VIII“2016．2♀♀，3－Ⅹ一2016．1♂4♀♀，

14－IX－2017．1♂，25－Ⅹ・2017；下抜戸谷出合：7

♀♀，14－IX－2017．

36．A速力出自me屋H伽0自Pm巾　コケエダ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1♂，11－VIII－2016．1

♂，14・IX“2017．

37．A宛gH：胆励霧（L芙℃h）オオナカホシエダシヤク

白田沢出合：6♂♂1♀，10－VII－2016．1♂，

17－VII－2017；　ワサビ平：1♂，17－VII“2017．

38．Akspkata（Butler）シロシタオビ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1♀，3－Ⅹ－2016；柳

谷出合：4♀♀，19－VIII－2017．16♂♂5♀♀，

14－IX－2017；　白田沢出合：3♂♂，10－VII－2016．1

♂3♀♀，11°VII1－2016．1♀，3－Ⅹ－2016．4♀♀，

19－VIII－2017．1♂4♀♀，14－IX－2017；お助け風

穴：2♂♂3♀♀，11－VIII－2016；　ワサビ平：1♂，

10－VII－2016．27♂♂10♀♀，11－VIII－2016．1♂，

17－VII－2017．7♂♂2♀♀，19－VIII－2017．3♀♀，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2♂♂，10－VII－2016．

26♂♂9♀♀，19－VIII“2017．1♂1♀，14・IX“2017．

39．Akおex血2Cあ1嘉日脚OeS自（Butle重）イツスジェダシヤク

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40．｝もeu虎淵ああ肋ゐ（Pmut）ウスバ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11♂♂17

♀♀，17－Ⅴ－2017；お助け風穴：1♀，11－VI－2016．1

♂，17－Ⅴ－2017．

41．PseutねLannisamp位）eZmis（Inoue）ウスバシロエダ

シヤク

柳谷出合：7♂♂2♀♀，17－Ⅴ－2017；お助け風穴：

2♂♂，17－Ⅴ－2017．

42．R出腕函鈍産湖（B巾kr）フタヤマ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2♀♀，19－VII1－2017；　白出沢出合：3

♂♂，10－VII－2016；ワサビ平：1♂，19－VI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4♀♀，19－VIII－2017．

43．Ramobzti＝medlbdI読沼Inoue　ナカジロネグロエダシ

ヤク

穂高小屋：1♂，3－Ⅹ－2015；　白田沢出合：4♂♂，

3－Ⅹ－2016；　ワサビ平：1♂，24－IX“2016．

44．AnaboaLmjbaeくねmeassa（Prout）マルバトビスジェ

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2♂♂，19－VIII－2017；柳谷出合：3♂

♂，24°IX－2016．3♂♂2♀♀，19－VIII－2017；白

出沢出合：1♂，11－VIII－2016．1♂，14－IX－2017；

ワサビ平：1♂，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7

♂♂4♀♀，19－VIII－2017．

45．G壷弛め嵐飯岡加∽1霧（hech）フタキスジェダシ

ヤク

柳谷出合：1♂，24－IX－2016；白出沢出合：1♂，

3－Ⅹ－2015；　ワサビ平：1♂，3－Ⅹ－2016．

46．4両腰元肋0鍛（B巾lebクロクモ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2♂♂2♀♀，19－VIII・2017；白出沢出

合：5♂♂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

10－V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47．胸tenklめeata（Clerck）マツオオ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1♂♂，10－VII－2016．1♂，19－VIII－2017；

柳谷出合：2♂♂，17－V－2017．1♂4♀♀，

19°VIII－2017．1♂，14－IX－2017；白出沢出合：5

♂♂5♀♀，10－VII－2016．1♂3♀♀，11－VIII－2016．15

♂♂12♀♀，17－VII－2017．1♂10♀♀，19－VIII－2017．

1♂1♀，14－IX－2017；お助け風穴：4♂♂，

10－VII－2016；　ワサビ平：1♂，11－Ⅵ－2016．2♂♂，

10－ⅥI－2016．1♂2♀♀，11－VIII－2016．4♂♂1♀，

19－VIII－2017．3♂♂，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

1♂，17－VII－2017．25♂♂22♀♀，19－VIII－2017．1

♂1♀，14－IX－2017．

48．CねoLainsoHta（Butler）ルリモン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I－2017；白田沢出合：1♀，

17－VI－2017；お助け風穴：1♀，11－VI－2016；ワ

サビ平：2♂♂，11－VI－2016．

49．（姓ozakuaphaeak，u函aea（Butler）シロテンエ

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2♂♂2♀♀，17－Ⅴ一2017．

50．alS出石stをIあ1姦LajIu勿鵬nSお（B町k）セブトエ

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　ワサビ平：2♂♂，11－VI－2016．1♂，

17－VII－2017．

51．位毎aあまekPmut　ウストビスジェ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3♂♂1♀，28－Ⅴ－2016；　ワサビ平：3

♂♂，11－VI－2016．

52．E帥函α徴）tLSCl心j霧（Denis＆Schi飴rmtlller）フ

トフタオビェ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3－Ⅹ－2016．1♂4♀♀，17－Ⅴ一2017．1

♂2♀♀，17－VI－2017；　白出沢出合：2♂♂，

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7♂♂1♀，

17－VI－2017；ワサビ平：2♂♂，11－V1－2016．1♀，

18



高山市奥飛騨温泉郷神坂右俣谷・左俣谷の蛾類

24－IX“2016．1♂，25－Ⅹ－2017．

53．励毎sp．スギノキエ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1♂，11－VI－2016．

54．H脚OmeCismbozal霧幽S（Butlei）ハミスジ

エダ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10－VII－2016．1♀，19－VIII－2017；

ワサビ平：3♂♂2♀♀，17－VII－2017；下抜戸谷

出合：1♂，10－VII－2016．1♂，17－VII－2017．

55．Lbpomec料hnitaza（Butler）オオバナミガタエダシ

ヤク

柳谷出合：3♂♂2♀♀，19－VIII“2017；ワサビ平：

3♂♂，11－VIII－2016．3♂♂，19－VIII“2017．

56．物eCお搬（Butler）ナカシロオビェダ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20♂♂，10－VI1－2016．3♂♂，

17・VII“2017；　ワサビ平：2♂♂，17－VII－2017．

57．H函omecispmctinaLSα融あ（Butler）ウスバ

ミスジェ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1♂，

17－Ⅴ－2017；白田沢出合：1♂，10－VII－2016；お

助け風穴：3♂♂，11－VI－2016；　ワサビ平：3♂♂

2♀♀，11－VI－2016．1♂，17－VII－2017．

58．（ね胸aomatal霧（Leech）ソトシロオビ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3♂♂，10－VII“2016；白出沢出合：1

♂，10－ⅥI－2016．3♂♂，17－VII－2017；お助け風

穴：1♀，11－VI－2016．1♂，10・VII－2016；　ワサビ

平：2♂♂1♀，11－VI－2016．1♂，17－VII－2017．1

♂，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7－VII－2017．

59．M産舶鍛施a亮ImO鍛1霧允mOS日成函（hech）クロオ

オモン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4－IX－2017．

60．1ちmtたlisaoonsonan函（Hubner）シナトビスジェダ

シヤク

穂高小屋：3♀♀，28－V－2016；白出沢出合：2♀

♀，17－VI－2017；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ワサビ平：1♂，11°V1－2016．

61．17btezalmhcaSをuncial霧（Leech）マエモンキエダ

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4♂♂2♀♀，10－VII－2016；お助け

風穴：2♀♀，10－VI1－2016．

62．1班nezvth，？おsiiZeal亮∋nOC布地kinS（Butler）ウスグ

ロナミエ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1♀，11－VI－2016．

63．儲iob揖al潟palVuhl霧（Leech）ハラゲチビエダシ

ヤク

柳谷出合：1♀，19・VII1－2017．

64．Aetbalmai細obiliS（Butler）ハンノトビスジェダシ

ヤク

穂高小屋：1♂1♀，28－Ⅴ－2016．2♀♀，10－VII“2016；

柳谷出合：2♀♀，17－VI－2017；白出沢出合：1♀，

28－V－2016．4♂♂3♀♀，10－VI1－2016．1♂1♀，

17－VI－2017；お助け風穴：3♂♂3♀♀，

11－VI－2016；ワサビ平：1♂1♀，11－VI・2016．

65．P出場C毎S壷土居1霧hpα2売場Sato　シロモンキエダ

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

66．Abaciscusa梗unciata（Inoue）シロテントビスジェ

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1♂1♀，11－VI－2016．1♂，3－Ⅹ－2016．1

♀，17－VII－2017．

67．あ12由wskぬpseutた幼鳥ぬSato　キタウンモンエダシ

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

68．1：物thon（婚ematendiI20531霧（Bremer）リンゴツノエ

ダ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7－VII－2017；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　ワサビ平：2♂♂，17－VII－2017．1

♂，19－VIII－2017．

69．1硯thot70Semaihvenuslal霧ihvenustal霧（Leech）

トビネオオ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

70．Am鋤ibitZSueta（Butler）チャマダラエ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2♂♂，11－VIII“2016．4♂♂1♀，

19－VIII－2017．1♂1♀，14－IX二2017；下抜戸谷出

合：2♂♂1♀，19－VIII－2017．

71．DlI助尭agitaiaaghta（Butler）ヒロオビエダシ

ヤク

穂高小屋：1♂，3－Ⅹ一2015．1♂，19－VIII－2017；

柳谷出合：2♂♂1♀，19－VIII－2017；　ワサビ平：7

♂♂，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2♂♂，

19－VIII－2017．

72．物omiaanomaL∋（Butler）ツマキウスグロエダシ

ヤク

柳谷出合：1♂3♀♀，19－VIII－2017．2♂♂6♀♀，

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11－VIII－2016．1

♀，19－VIII－2017．2♂♂5♀♀，14°IX－2017；　ワ

サビ平：1♂1♀，11・VIII－2016．3♂♂3♀♀，

19°VIII－2017．4♂♂3♀♀，14－IX・2017；下抜戸

谷出合：3♂♂1♀，19°VIII－2017．2♂♂，14－IX－2017．

73．炭坑momibpal穏SIhuo鍛Inoue　コツマキウスグロエ

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3

♂♂8♀♀，10－VII・2016．1♂，11－VIII－2016．2♀

♀，17－VII－2017；お助け風穴：1♂，10－VII－2016；

ワサビ平：1♂，10－VII－2016．1♀，11－VIII－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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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抜戸谷出合：4♂♂5♀♀，19－VIII－2017．

74．Lal敬aHl壷oL融閣mmal霧（Wehrli）ウスオビフユ

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26－Ⅹ－2016．

75．EtannLsgo肱iDjakonov　チヤバネフユ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26－Ⅹ－2016；　ワサビ平：3♂♂，

10－XI－2017；下抜戸谷出合：6♂♂，25－Ⅹ－2017．

76．EtanlあgZ細nteaInoue　オオチャバネフユ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2♂♂，26－Ⅹ－2016．

77．L埋葬1霧l敬eCuH虎1砿（Leech）シロトゲェ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Ⅴ－2017．

78．Apo（坑maj喝hnsk1霧（Graeser）オカモトトゲェダ

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Ⅴ一2017．

79．M箸abああHl九mα辺I姦（hech）チヤ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26－Ⅹ－2016；白田沢出合：1♂，

26－Ⅹ一2016．

80．Bおionbetl砿1霧palγaLeech　オオシモフリエダシ

ヤク

柳谷出合：3♂♂，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2

♂♂，10－VII・2016．4♂♂，17°VII－2017．1♂2♀♀，

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1♀，11－VI－2016；

ワサビ平：1♀，11－VI“2016．2♂♂，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81．B虎ritm‖りbustltmZVblLStumButler　トビモンオオエ

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2♂♂，17－V－2017．

82．AIZmitasIpeLanSSupetanS（Butler）ウスイロオオ

エ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1♂，17－VII－2017．

83．La．朔baHikkotzis（ButleI）ニッコウ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2♂♂1

♀，17－V－2017；お助け風穴：1♂，17－Ⅴ－2017．

84．〔わbtoispezmal霧zLSSIH壷msiSBang－Haas　カバェダ

シヤク

穂高小屋：1♂，3－Ⅹ－2016；柳谷出合：1♂，

3－Ⅹ・2016．7♂♂，26－Ⅹ－2016．1♂，25－Ⅹ“2017；

白出沢出合：3♂♂，3－Ⅹ－2015．1♂，3－Ⅹ－2016．1

♂，26－Ⅹ－2016；　ワサビ平：1♂，3－Ⅹ－2016．1♀，

26－Ⅹ－2016．6♂♂，25－Ⅹ－2017；下抜戸谷出合：5

♂♂，25－Ⅹ“2017．

85．Desa21で加shZPhxsihzpkButler　ハスオビエダシ

ヤク

柳谷出合：7♂♂，17－V－2017．

86．I鶴manあniiobeI（Nitobe）ニトベェダシヤク

下抜戸谷出合：1♂，25－Ⅹ－2017．

87．Rあnα霧1坤沼all名相hProut　ヒロバトガリ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5♂♂，17－Ⅴ－2017．

88．AIZi好VtZapZmal霧tmbaぬProut　スモモエダ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ワサビ平：1♂，

10－VII“2016．1♂，17－VII－2017．

89．Al掬3Lmanb五＄palSaButler　ゴマフ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4♂♂1♀，10－VII－2016；白田沢出合：9

♂♂2♀♀，10－VII－2016．4♂♂1♀，17－VII・2017；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2♂♂，10－VII－2016；

ワサビ平：4♂♂，17・VII－2017．

90．BiZitzaexal霧Walker　ツマトビキ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I－2017．

91．E職偶発map胎tあ1霧（hech）オイワケキエ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1♀，14－IX－2017．

92．胞cpLLtaSeniHs（ButleI）ウスクモ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1♂，19－VIII－2017；柳

谷出合：2♂♂1♀，17－VI－2017．2♀♀，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1♂，3－Ⅹ－2016．1♂，17－VI－2017．

93．胸¢hn‡hamial’（Inoue）ハルタウスクモ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Ⅴ－2017．

94．鋤iocholinaal叫克iゐ＄昭1霧（Oberthtir）ヒゲマダ

ラ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3♂♂1♀，17－V－2017；お助け風穴：2

♂♂，17－V－2017，

95．PselZt鬼紺地taSObhd11120Iコa（Inoue）ハスオビカバェ

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4－IX－2017；　白出沢出合：3♂♂，

14－IX－2017．

96．PsJmbuethgmI（九ngeler）クロモンキリバェダシ

ヤク

柳谷出合：1♂，17－V－2017．

97．助boalmhtasubcuneataInoue　ミスジキリバェ

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2♂♂，11－VI－2016．

98．倒克ok潟alでIlOSa（Butler）サラサ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II－2017；白出沢出合：2♂

♂1♀，10－VII・2016．3♂♂3♀♀，17－VII－2017；

お助け風穴：2♂♂，11－VI－2016；　ワサビ平：3♂

♂，11－VI－2016．2♂♂，17－VII－2017．

99．Hvteostretzhkt出（Butler）シロモンク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8♂♂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

1♂，10－VII－2016．2♂♂，11－VIII－2016；　ワサビ

平：1♂，10－VII－2016．1♂，11－VIII－2016．1♂，

17－VII－2017．

100．HvteastnmLtlpLt娼Wileman　モンキク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3♂♂，19－VIII－2017；柳谷出合：1♂2

♀♀，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2♀♀，

11－VIII－2016；ワサビ平：3♂♂1♀，11－ⅥII－2016．

101．AbthomIZaGmnOSa（Butler）マエキトビエ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1♂2♀♀，11－VI－2016．1♂11－VIII－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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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102．E7momasnepho毎Prout　キリバェ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2♂♂，3－Ⅹ－2016．2♂♂，19－VIII－2017；

柳谷出合：9♂♂，24・IX－2016；　白田沢出合：7♂

♂，3－Ⅹ－2015．2♂♂1♀，24－IX－2016．3♂♂，

14－IX－2017；　ワサビ平：9♂♂，24－IX－2016．2♂

♂，3・Ⅹ－2016．1♂，19－VIII－2017．3♂♂，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2♂♂，14－IX－2017．

103．0dbzltQPeLabぬめiahamiaI（Inoue）ウスグロノ

コバェ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2♂♂2♀♀，17－VI－2017；白出沢出合：

3♀♀，10－VII－2016．1♀，17－VI－2017．4♂♂2♀

♀，17－VII－2017；お助け風穴：4♂♂，11－VI・2016；

ワサビ平：1♂，28－Ⅴ－2016．2♂♂2♀♀，11－V1－2016．

104．OdtmtやeLaal九鬼aj亮ね（Butler）ェグリヅマエダ

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1♂，

26・Ⅹ－2016．2♀♀，17－Ⅴ－2017．1♂1♀，17－VI－2017；

白出沢出合：2♂♂，3－Ⅹ－2016．1♀，26－Ⅹ－2016．1

♀，17－VI－2017．

105．のわI2ttPeLaatmta（Prout）キイロエグリヅマエダ

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10－VII－2016，1♂1♀，

17・VII－2017．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1♂，10－VII－2016．1

♀，17－VII－2017．2♀♀，19－VIII－2017．

106．AαVdtmtiskotshubebSheHuzhko　ヒメノコメエダ

シヤク

柳谷出合：1♂，24－IX・2016；ワサビ平：2♂♂，

24－IX－2016．

107．Xatvtねsan）OnOtal霧albonotal珪（Bremer）モンシ

ロツマキリ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　ワサビ平：1♂1♀，11－VI－2016．1

♀，17－VII－2017．

108．XazvdaSm危scental霧（Motschulsky）ミスジツマ

キリ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V“2016；柳谷出合：4♀♀，

17・VI－2017；白出沢出合：1♀，17－VI－2017；お

助け風穴：3♂♂，11－VI－2016；ワサビ平：2♀♀，

11・VI・2016．

109．勿tZCLithb esia（鷲a（Butler）キマダラツマキリエダ

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1♀，19－VI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110．E寂料hi去mehl血●Djakonov　ミミモン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I－2017．

111．αりe妬oLakmt細osal霧kn函osal霧（Leech）

テンモンチビ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　ワサビ平：4♂♂3

♀♀，11－VI－2016．

112．脇Sα也tkmaIcech　ハガタムラサキ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17－VI－2017；お助け風穴：2

♂♂，11－VI－2016；ワサビ平：5♂♂1♀，11－VI－2016．

113．飽miaadusial霧Leech　ウスムラサ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2♂♂，28－Ⅴ－2016；柳谷出合：2♂♂2

♀♀，17－VI－2017；お助け風穴：8♂♂1♀，

11・VI・2016．2♂♂，17－VI－2017；　ワサビ平：3♂

♂，11－Ⅵ一2016．

114．搬ietralmal霧（Huhagel）ムラサ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2♂♂，28－V－2016．2♂♂，19－VIII－2017；

柳谷出合：2♂♂，17－Ⅴ一2017．1♂，19－VIII－2017；

目出沢出合：1♂，10－VII“2016．1♂1♀，11－VIII・2016．

1♂1♀，17－VI－2017．1♀，19－VIII・2017；お助け

風穴：1♂，17・VI－2017；　ワサビ平：3♂♂，

11－VI－2016．28♂♂2♀♀，11・VIII－2016．1♂，

19－VIII－2017．1♂，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5

♂♂2♀♀，19－VIII－2017．

115．Apeil場阜〉頑1霧（Linnaeus）イチモジェダシヤク

白田沢出合：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17－VII－2017．

116．Agameuspal・昭dSiallS（Warren）コガタイチモジ

エダシャク

ワサビ平：1♂1♀，24－IX－2016．

117．G21aeuSlm亮mdusmiiandits（Butler）ナシモンエ

ダ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2♂♂，10－VII－2016．

118．G貧暇euS阜peCL砿1おMoore　キバラ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2♂♂，19－VIII－2017；柳谷出合：2♂

♂，24－IX－2016．5♂♂，19－VIII－2017．2♂♂，

14－IX－2017；　白出沢出合：3♂♂，11－VIII－2016．2

♀♀，24－IX－2016．1♂，3－Ⅹ－2016．2♂♂，19－VIII－2017．

1♂，14－IX－2017；　ワサビ平：6♂♂，11－VIII・2016，

1♀，24－IX－2016．1♂1♀，19－VII1－2017．2♂♂l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2♂♂1♀，

19－VIII－2017，1♂2♀♀，14－IX－2017．

119．Eh毎tねsabjt？Ciaa毎cla（Butler）ツマキリエ

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I－2017；お助け風穴：2♂♂，

11－VI－2016．2♂♂，17－VI－2017．

120．EhdzppbdasitZditthal霧（Bremer）モミジツマキ

リユ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3♂♂1♀，17－VI－2017；お助け風穴：

1♂，11－VI－2016．1♂1♀，17－VI－2017；　ワサビ

平：7♂♂4♀♀，11・VI－2016．1♂，11－VIII－2016．1

♂l♀，17・VII・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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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Ehdtppbくねsckでum銑xaInoue　ツツジツマキリエ

ダシヤク

お助け風穴：5♂♂，11－VI・2016．

122．PkZgV Stねkzbml霧（Linnaeus）ナカキ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4♂♂，28－Ⅴ－2016；柳谷出合：3♂♂，

17－VI－2017；白田沢出合：1♀，17－VI－2017；お

助け風穴：1♂，11－VI－2016；ワサビ平：1♀，

11－VI－2016．1♂，11－VIII－2016．

123．1地gvdzSpuh敬椴1霧j＊αZk窟（Butler）コナフキエ

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I－2017；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1♀，17－VII－2017；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ワサビ平：1♂1♀，11－VI“2016．1

♀，11－Ⅵ：II－2016．1♀，17－VII－2017．

124．Sakmit＊e昭tZeSmS（Butler）フタテン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2♀♀，17－VI－2017．2♂♂，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17－VII－2017．

125．鋤iSad陀tZal霧（Hubner）アトボシ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I－2017；　ワサビ平：1♀，

11－VI－2016．

126．Ht？teZ硯astuna（Butler）ベニスジェダシヤク

白田沢出合：1♀，17－VII“2017．

127．Lb印西0厳証左悌aぬ（Scopoli）シダェ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一2016．

128．的etadt・biLis（Butler）ツマトビシロ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2♀♀，17－VI－2017．1♀，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1♂，10－VII“2016．2♀♀，

17－VII－2017；お助け風穴：1♂1♀，11－VI－2016．1

♀，17－VI－2017；ワサビ平：1♂1♀，28・Ⅴ－2016．7

♂♂5♀♀，11－V1－2016．1♂，11－VIII－2016．1♀，

17－VII－2017．3♂♂2♀♀，19－VIII－2017；下抜戸

谷出合：1♂，10－VII－2016．3♂♂4♀♀，

19－VIII－2017．1♂，14－IX“2017．

129．a妙mit沼py扇（Butler）ウコン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9－Ⅵ：II－2017．

130．OzLt坪）ietyxnIveaButler　ウスキツバメエダ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26－Ⅹ－2016．

131．0lu都）ietyxllamluaIInoue　ノムラツバメエ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2♂♂2

♀♀，19－VIII－2017．1♂1♀，14－IX－2017；　ワサ

ビ平：1♂2♀♀，11－VIII“2016．

132．0【〟協克ezyxobtlLSLt娼utkl（Warren）コガタツバメエ

ダシヤク

穂高小屋：4♂♂1♀，10－VI1－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2♂♂，10－VII－2016；

ワサビ平：1♂，17－VII・2017．

133．0uzapietyxsubputZCぬ1霧Leech　ヒメツバメエダ

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柳谷出合：1♂，

17－VII－2017．

134．01淵piezyxmac重出utki1霧（Motschulsky）シロツ

バメエダシヤク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2♀

♀，11－VIII－2016；ワサビ平：1♂，11－VIII－2016．

135．71姦雄脚Zetお（Butler）トラフツバメエダ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5♂♂2♀♀，10－VII－2016．2♂♂，

19－VIII－2017；ワサビ平：1♀，11－VIII－2016．

AIsophilinae　フユシヤク亜科

1．4鋤ikzJ牽）αemSis（Warren）シロオビフユシャク

ワサビ平：2♂♂，10－XI－2017；下抜戸谷出合：2

♂♂，25－Ⅹ－2017．

2．hlmZbmembzanaf霧（Christoph）クロテンフユ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XI－2017；ワサビ平：11♂♂，

10－XI－2017．

3．，hJ批nおasahit2aIInoue　フタスジフユシャク

ワサビ平：13♂♂，10－XI－2017．

4．hLtmisntmosa（Inoue）ウスモンフユシャク

ワサビ平：2♂♂，10－XI－2017．

Geometrinae　アオシヤク亜科

1．PaChisぬsttpezans（Butler）オオアヤシヤク

穂高小屋：1♀，19－VII1－2017；柳谷出合：1♂，

19－VIII－2017．

2．Dint鼓娼レiteSCenS（Butler）ウスアオ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V“2016．1♂，10－VI1－2016；

柳谷出合：2♂♂，17－VI－2017‘；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1♂，17－V1－2017．1♂，17－VII・2017；

お助け風穴：6♂♂，11－VI－2016．2♂♂，17－Ⅵ－2017；

ワサビ平：6♂♂，11－VI－2016．3♂♂，11－VIII－2016．1

♂，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3．AzlaCimaIZllLStnSamtLSmButler　アトへリアオシヤク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2♂

♂，10－VII－2016．1♀，11－VIII”2016．1♂，17”VII－2017．

1♀，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11－VIII－2016；

ワサビ平：2♂♂，11－VIII－2016．1♂，

17－VII－2017．

4．Gdometr槙p卑PmbI2al霧subzaua（Prout）オオシロオ

ビアオシヤク

穂高小屋：4♂♂，10－VII－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3♂♂，10－VII－2016．1

♀，11－VIII－2016．2♂♂，19－VIII－2017；お助け風

穴：1♂，10－ⅥI－2016；ワサビ平：1♂，10－VII－2016．

2♂♂1♀，11”VIII・2016．1♂，17－VII“2017．1♂，

19・VIII“2017．

5．Geomettadit・CkmalmIGraeser　カギシロスジアオシ

ャク

ワサビ平：1♂，17－VII－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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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a勅ZZettaと担uαmあMenetries　コシロオビアオシャク

ワサビ平：2♂♂，17－VII－2017．

7．M xxa虎　＋嵐00詑ms（Inoue）ズグロツバメアオシヤク

白田沢出合：2♂♂，10－VII－2016．

8．amibaenaiizgZaia（Wileman）カラフトウスアオシ

ヤク

穂高小屋：1♂，10－VI1－2016；　白出沢出合：3♂

♂，10－VII“2016．13♂♂，17－VII－2017；お助け風

穴：3♂♂，10－VII－2016；　ワサビ平：2♂♂，

17－VII－2017．

9．amのioゐsubtiL転1珪砂鱒pha（Butler）コヨツメア

オシヤク

穂高小屋：1♀，24－IX－2016．

Sterrhinae　ヒメシヤク亜科

1．鋤ILhapitをunctata（Christoph）クロテンシロヒ

メ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2．1あea1割721蕊治（Wileman）ホソスジキヒメ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

3．1あ蝕bisehia（HumageD　ウスキヒメシヤク

柳谷出合：2♀♀，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

♂1♀，10－V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4・IX－2017．

4．1あeaemLSaj霧（Christoph）モンウスキヒメ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

I．arentiinae　ナミシヤク亜科

1．Apkcezapetekganspezeh者aZZS（Warreh）ツマアカ

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9♂♂4♀♀，14－IX－2017；　白田沢出

合：2♂♂，11－VIII－2016．2♀♀，19－VIII－2017．46

♂♂5♀♀，14－IX－2017；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1♂1♀，24－IX－2016；　ワサビ平：2

♂♂，11－VIII－2016．2♂♂，14－IX－2017；下抜戸

谷出合：3♂♂，19－VIII－2017．5♂♂2♀♀，14－IX－2017．

2．物¢ieIyXhemana（Butler）シタコバネ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Ⅴ－2017．

3．ThtめくPiezyX近郷OLaiaInoue　ハイイロコバネナミシ

ヤク

柳谷出合：1♀，17－Ⅴ－2017．

4．醜くPietyxmiracILkZInoue　ウスミドリコバネナミ

シヤク

柳谷出合：2♀♀，17－Ⅴ一2017；　白田沢出合：1♂，

17－VI・2017．

5．物QPteL：財muSCigeza（Butler）オピコバネナミシ

ヤク

柳谷出合：2♂♂，17－Ⅴ－2017．1♀，17－Ⅵ－2017；

白田沢出合：1♀，17－VI－2017．

6．Tmq）tetyXu摂【〃五娼（Wehrli）マダラコバネナミシ

ヤク

柳谷出合：3♀♀，17－Ⅴ・2017．1♀，17－VI－2017；

お助け風穴：1♂，17°Ⅴ－2017．

7．m融qpteLyXuStaia（Christoph）クロオビシロナミシ

ヤク

柳谷出合：1♂1♀，17－Ⅴ－2017；白出沢出合：1

♂，17－VI2017．

8．硯（PteI：IⅨaImkiLL由Inoue　ホソクロオビシロナミ

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Ⅴ－2017．

9．Ebak互）tαyXVO肱ms（Butler）ウスベニスジナミシ

ヤク

柳谷出合：1♂，17・Ⅴ－2017；下抜戸谷出合：3♂

♂1♀，14－IX－2017．

10．＾なxidl LmaClLhta（Butler）ゴマダラシロナミシャク

ワサビ平：2♂♂，17－VII－2017．

11．Tmobaptn去e粘eCuta（Felder＆Rogenho危r）シ

ロオビクロ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3♂♂，17－VI－2017．1♂2♀♀，

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2♀♀，10・VII・2016．

1♂，11－VIII－2016．2♂♂，17－VI・2017；ワサビ平：

2♀♀，11－VII1－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7°VI－2017．

12．m売出odazitZ血（九manIZIl貧t脆scibl霧Matsumura

シラフシロオビナミシャク

ワサビ平：2♂♂，11・VI－2016．

13．軸tz霧til竜kaitmima（Butler）シロホソオビクロ

ナミ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7－VII“2017；　ワサビ平：1♂，

17－VII－2017．

14．HtrteZPPh毎IiLS鍛Gtf湖（Butler）ウスクモナミシ

ャク

ワサビ平：3♂♂，11－V1－2016．5♂♂，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1－2017．

15．Him如重婚pa塩cens（Warren）ミツボシナミシ

ヤク

柳谷出合：1♂1♀，17－V1－2017；　ワサビ平：1♀，

17－VII－2017．

16．Lqk熔勧aiet2eLa自Christoph　アオナミシャク

ワサビ平：2♂♂，17－VII－2017．

17．微細擾beLkibeLkZ（Butlei）ホソバナミシヤク

白田沢出合：1♂，10－VII－2016；　ワサビ平：2♂

♂，17－VII－2017．1♂，19－VII1－2017．

18．L左heoIZyStismabL物1霧（Poujade）シラユキナミシ

ャク

ワサビ平：2♂♂，19－VIII－2017．

19．ETabitaallbm．諸btlaalねm融（Oberthtir）キリ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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ネホソ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3♂♂，17－Ⅴ－2017；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ワサビ平：4♂♂5♀♀，11・VI－2016．

1♀，11－ⅥII－2016．

20．XiZnthozカoeHuctuatama脇Inoue　クロモンミヤ

マ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14－IX－2017．

21，XZmihohoeabzax壷aabTaX1品a（Butler）キアシシロ

ナミ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2♂♂4♀♀，10－ⅥI－2016；　ワサビ

平：2♂♂4♀♀，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9－VIII－2017．

22．Xmthohoeda121をostme（加naInoue　アカマダラシ

マナミシャク

ワサビ平：1♂，11－Ⅵ－2016．

23．Xmthoz五oetねS唐17aialeCtantemet琵ma（Wehrli）

トビスジコナミシヤク

白田沢出合：1♀，11－VIII－2016；　ワサビ平：1♂，

11－VI－2016．

24．XanthoL五oepl呼7mで0名ScLbInoue　ナカクロオビナ

ミ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25．E帰C殖aas頻出gT記tJhalお（Butler）キンオビ

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V－2016；柳谷出合：1♂1♀，

17－VI－2017；白田沢出合：1♂2♀♀，10－VII－2016；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ワサビ平：3♂♂

2♀♀，17－VII－2017．

26．EぬchppLaesleCenSInoue　ヒメキンオビ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3♂♂，28－Ⅴ－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28－Ⅴ－2016．1♂，

11－VIII－2016．1♀，3・Ⅹ－2016．1♂，17－VI－2017．1

♂，19－VII1－2017；お助け風穴：1♂，17－VI－2017；

ワサビ平：2♀♀，11－Ⅵ－2016．2♂♂2♀♀，

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2♀♀，19－ⅥII－2017．

27．1thbt印bl霧e閥IJeSCenS（Staudinger）ナカモンキナ

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2017．

28．物en3品娼taneX詭scl由ta（Butler）ヤナギナ

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4♂♂，10－VII－2016；　白出沢出合：4

♀♀，14－IX－2017；お助け風穴：3♂♂，

10°VII“2016．6♂♂，11－VIII－2016；　ワサビ平：2

♀♀，11－VIII－2016．4♀♀，14－IX－2017；下抜戸

谷出合：2♂♂，10－VII－2016．6♂♂1♀，

19－VIII－2017．3♀♀，14・IX－2017．

29．捗enal互pluV霧iaihsLthiaInoue　ヒロオビナ

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2♀♀，17－VI－2017；白出沢出合：

1♀，17－Ⅵ－2017．2♀♀，17－VII－2017；お助け風

穴：2♂♂3♀♀，11－VI－2016；ワサビ平：1♀，

11－VI－2016．1♂，17°VII－2017．

30．RheILmeipteZahe（Biehecate（Butler）サカハチクロ

ナミシャク

ワサビ平：1♂，11－VI－2016．

31．Hoiasa？taSkzattt始毎ta（Bremer）ネグロウスベ

ニ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2♂♂，

24－IX－2016．1♂，17－VI・2017；白出沢出合：1♀，

17－VI－2017．1♂，17－VII－2017；お助け風穴：3♂

♂，11－VI－2016．2♂♂，17－VI－2017；　ワサビ平：1

♂，28－V－2016．9♂♂2♀♀，11－VI－2016．8♂♂3

♀♀，3－Ⅹ－2016．1♂，17－VII－2017．

32，1禍otoscoねSIを1uatVkns（Butler）オオネグロウスベ

ニ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2♂♂1♀，3－Ⅹ一2015．5♂♂，3－Ⅹ一2016；

柳谷出合：5♂♂，24－IX－2016．8♂♂2♀♀，

3－Ⅹ－2016．2♂♂4♀♀，26－Ⅹ－2016．1♂3♀♀，

17－V－2017．1♀，25－Ⅹ－2017；　白出沢出合：1♂2

♀♀，3－Ⅹ－2015．1♂，28－V－2016．3♂♂，3－Ⅹ－2016．1

♀，26－Ⅹ－2016；お助け風穴：1♂，24・IX－2016．2

♂♂，3－Ⅹ－2016；ワサビ平：1♂3♀♀，11－VI－2016．

8♂♂，24－IX－2016．1♂1♀，3－Ⅹ一2016；下抜戸

谷出合：1♂1♀，25－Ⅹ－2017．

33．物ometIぬpuHCtI五al親Ha17apL舶Ct五重al邸Hal霧

（Leech）テンヅマ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34．（霧mkil克iSe昭naSCellS（Butler）マルモンシロナミ

シヤク

柳谷出合：1♀，19－VII1－2017；　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

35．筋n独macIlhiaSwiIhoe　オオナミ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ワサビ平：1♂，

11－VI－2016，1♂，17－VII－2017．

36．（霧11くね1誼sphα紘（Butler）キベリシロ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2♂♂，19－VIII－2017．1♂1♀，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I－2016．1♂，14－IX－2017．

37．（話nt鬼mお1枕読めオkechI（Inoue）ツマキシロナミ

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7－VII－2017．

38．（話n（あ1菰iZ；靖enI（Bremer）キマダラオオ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24－IX－2016．

39，EiLJ鴎hisk地謡（Bremer）ウストビモン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柳谷出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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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X・2016；　ワサビ平：1♀，24－IX2016．1♀，

17－ⅥI－2017．

40．HLHmisaml枚genata（Bremer）ヨコジマ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2♀♀，

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11－VIII－2016；

ワサビ平：1♂3♀♀，11－VIII・2016．1♂，19－VIII－2017．

41．EtLh碗iSPVrtPataS喝Zianil（Prout）キジマソトグロ

ナミ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1－VIII・2016；ワサビ平：3♂

♂3♀♀，17－VII－2017．

42．LaLmteIyXmitma（Butler）アトクロナミシャク

ワサビ平：2♂♂，19－VIII－2017．

43．LamteりⅨ0毎iaMetca挽　チビアトクロナ

ミ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7°VII－2017；ワサビ平：1♂1

♀，11－VI－2016．1♂，11－VIII－2016．1♂，17－VII－2017．1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44・E姫bl呼，eZaumbmsal霧ILmbmsal屈（Motschulsky）

オオハガタナミ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4－IX－2017；ワサビ平：1♂，

11－VIII・2016．

45．魔物的ezapIy敬子（Butler）ソトキ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24・IX－2016；白出沢出合：1♂，

24－IX・2016；　ワサビ平：1♂1♀，24－IX－2016．1

♀，14－IX－2017．

46．及LSttVmaaeZWa（Butler）ミヤマアミメ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V2016；柳谷出合：1♂，

24－IX－2016．2♂♂，17－VI－2017；　白出沢出合：2

♂♂4♀♀，10－VII－2016．1♀，11－VIII－2016．1♂，

17－VI－2017；お助け風穴：5♂♂，11－VI－2016．1

♂，11・VIII－2016．8♂♂，17－VI・2017；ワサビ平：

1♂，28－Ⅴ－2016．3♂♂3♀♀，11°VI－2016．1♂1

♀，11－VIII－2016．1♀，17－ⅥI－2017；下抜戸谷出

合：1♂，10－VII－2016．

47．。孜zstznmamehn（舟oLt潟makZnくれOLit冷（Butler）ハガ

タ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2♂♂1♀，28－V－2016；柳谷出合：1

♂1♀，19－VII1－2017；白田沢出合：1♂1♀，

10・VII－2016．2♀♀，11－VIII－2016．1♀，19－VIII－2017；

お助け風穴：3♂♂，11－VI－2016．1♂，17－VI－2017；

ワサビ平：3♂♂，11－VI－2016．4♀♀，11－VIII－2016．2

♂♂1♀，19－Ⅵ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0－VII－2016．7♂♂，19－VIII－2017．

48．物0ゐ9鋤でC魚で姦（hech）キホソスジ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1♂，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

♂，10－VI1－2016．1♀，17°VI－2017；お助け風穴：

1♀，11－VI－2016；ワサビ平：3♂♂3♀♀，

11－VI－2016．1♂，17－ⅥI－2017．1♀，14－IX－2017．

49．Sibatanibmactata（Felder＆Rogenho危r）ビロード

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2♂♂1♀，17－VI－2017；お助け風穴：

1♀，24－IX－2016；ワサビ平：1♂，3・Ⅹ－2016．

50．捗mbi：加aぬj＊onjあInoue　トビモンシロ

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4♂♂，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5

♂♂，11－VIII－2016．1♀，24－IX－2016．2♂♂，

19－VIII－2017．2♀♀，14－IX“2017；　ワサビ平：1

♂，11－VIII－2016．1♂，19－VII1－2017．

51．PVSStttmaa五eLeaiajWonk潟Heydemann　フタテ

ンナカジロ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26－Ⅹ－2016；白出沢出合：1♀，

24－IX－2016．1♂，3－Ⅹ“2016．

52．P咋StrtmaiTZntSCataeZtg涛剛鍛Inoue　ウスキナカジ

ロ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2♂♂，3－Ⅹ－2015；　白出沢出合：1♂1

♀，3－Ⅹ－2015．1♂，28－Ⅴ－2016．8♂♂，11－VIII－2016．1

♀，26－Ⅹ一2016；　ワサビ平：1♂，11－VI－2016．1

♂，26－Ⅹ－2016，1♂，14－IX－2017．1♀，25－Ⅹ－2017．

53．PvSStLtmaCttZaぬnJをwonis（Matsumura）ツマキナ

カジロ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2♂♂5♀♀，17－V・2017．1♂，17－VI－2017；

白田沢出合：7♂♂2♀♀，3－Ⅹ－2015，1♂，

17－VI－2017；　ワサビ平：1♂，24“IX－2016．1♂1

♀，3－Ⅹ－2016．1♂，17－VII－2017．4♀♀，25－Ⅹ－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4♂♂5♀♀，

25－Ⅹ一2017．

54．DvSStmma妨Heydemann　マエキナカジロナミ

シャク

ワサビ平：2♂♂，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3

♂♂，25－Ⅹ－2017．

55．ZをLadJ替StltmaCOmSSal霧（Oberthur）ネアカナカ

ジロナミシャク

ワサビ平：1♀，24－IX“2016．

56．HaethezapLae危cia（Prout）オオクロオビ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1♂1♀，28－Ⅴ・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　白田沢出合：1♂2♀♀，28－Ⅴ－2016．1

♀，17－VI－2017；お助け風穴：3♀♀，17－VI－2017．

57．PtaetheLaanOmaL？（Inoue）ミヤマクロオビナミシ

ヤク

白出沢出合：1♀，28－Ⅴ－2016．1♀，17－VI－2017．2

♂♂2♀♀，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25－Ⅹ“2017．

58．馳etaamiS（Butlei）クロオビ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3♀♀，3－Ⅹ－2015；柳谷出合：4♂♂3

♀♀，24－IX－2016．1♂，14－IX－2017；目出沢出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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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IX－2016．8♀♀，3－Ⅹ一2016．

59．PaLuZh姐ezla∴aboLkZ（Inoue）ウスクロオビナミ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4♀♀，3－Ⅹ一2015．

60．1：ねtemthezaquadi働履（Prout）モトクロオビナミ

シヤク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61．Lねitm幼ezapasianZあ（Wileman）シロシタトビイ

ロナミシャク

ワサビ平：1♀，3－Ⅹ－2016．

62．のettzE克tezabz・ILLmeaNakajima　ナミスジフユナミ

シャク

ワサビ平：1♂，26°Ⅹ－2016．6♂♂，10－H－2017．

63．のez融teLaα窮scあInoue　ヒメクロオビフユナ

ミシャク

ワサビ平：4♂♂，26－Ⅹ－2016．

64．位九五あautlImHaぬautlL肋Ha（B尊め　アキ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4♂♂，3－Ⅹ－2015；柳谷出合：3♂♂，

3－Ⅹ－2016．32♂♂6♀♀，26－Ⅹ一2016．1♀，25－Ⅹ－2017；

白出沢出合：1♂，3－Ⅹ－2015．1♀，24－IX－2016．6

♂♂2♀♀，3－Ⅹ一2016．4♂♂3♀♀，26－Ⅹ一2016．1

♂1♀，25－Ⅹ－2017；　ワサビ平：4♂♂，3－Ⅹ－2016．1

♂1♀，26・Ⅹ－2016．1♂3♀♀，25－Ⅹ一2017；下抜

戸谷出合：3♂♂4♀♀，25－Ⅹ－2017．

65．姉vit軸ItZPl〟槌CenS（Prout）ミドリアキナ

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26－Ⅹ－2016；下抜戸谷出合：1♂，

25－Ⅹ－2017．

66．N〕thQPOZirziia．me視eaia（Prout）ナカオビアキナ

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26－Ⅹ－2016．1♂，25－Ⅹ－2017；白

出沢出合：1♂，25－Ⅹ一2017；　ワサビ平：2♂♂，

25－Ⅹ－2017；下抜戸谷出合：4♂♂，25－Ⅹ－2017．

67．鋤ianeadaGita自（Pungeler）シロオビマルバナミ

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　ワサビ平：1♂，17－VII－2017．

68．1をnusあく娼mbl五沼Curtis　ミヤマ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I－2017．1♀，19－VIII－2017．1

♀，14－IX－2017；　白田沢出合：3♂♂，10－VII“2016．

1♂，17－VII－2017．1♀，14－IX－2017；　ワサビ平：6

♂♂，17－VI1－2017；下抜戸谷出合：2♀♀，

19－VIII－2017．

69．潅musL去hl霧重傷1樋（Prout）クロスジカバイロナミシ

ヤク

柳谷出合：3♀♀，19°VII1－2017；　白田沢出合：1

♀，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ワサビ平：3♂♂，17－VII－2017．1♂，19－VIII－2017．

70．脆HIIS姦bゐmek（Cuhis）キモンハイイロ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

71．脆nusiasemistr蜜atael陣沼Inoue　マエモンハイ

イロ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Ⅴ－2017．

72．脆nusあphasma（Butler）ナナスジ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26－Ⅹ一2016；白出沢出合：1♂，

3°Ⅹ－2015．1♂，26°Ⅹ－2016．

73．Hvth也ぬ夢枕融（Denis＆Schi飴rmtlller）キスジ

ハイイロナミシヤク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ワサビ平：2♂♂，

17－VI1－2017．

74．碑sh垂yam（Matsumura）チビヒメナミシヤク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

75．碑ikimm00hl霧（Huhagel）キヒメ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1♂1♀，

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1♀，10－VII－2016．1

♀，17－VI－2017．2♀♀，17－VII－2017；お助け風穴：1

♂，11°V1－2016；ワサビ平：3♂♂1♀，11－VI－2016．

4♂♂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7－VII“2017．

76．E抗力oecanebtLkZ自（Scopoli）ハンノナミシヤク

白田沢出合：1♂，17－V1－2017．1♂，17－VII－2017；

ワサビ平：1♂1♀，17－VII－2017．

77．As銃enaIfyZZZphaeaia（Staudinger）ムスジシロナミ

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Ⅴ－2017∴

78．Astbenahamad：昭SInoue　マンサクシロ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I－2017．

79．Asthenao（舟zi危S鋤を1霧Leech　フタマタシロナミシ

ャク

ワサビ平：1♀，17－VII－2017．

80．Asthenasachamensis（Matsumura）カラフトシロ

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1♀，10°VII－2016；柳谷出合：1♀，

24－IX・2016；白田沢出合：5♀♀，10－VII“2016．

81．As娩eHaOCめmaclI届先函hech　キマダラシロナミシ

ヤク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82．PSeutねsl毎TanitZLh危ctaia（Christoph）キイロナミ

シヤク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1♀，

28－V－2016．2♂♂3♀♀，10°VII－2016．1♂，

17－Ⅵ－2017．1♂1♀，17－ⅥI・2017．2♀♀，19－ⅥII“2017；

お助け風穴：2♂♂，11－VI－2016；ワサビ平：5♂♂

2♀♀，11－VI－2016．1♀，11－VIII・2016．1♂1♀，

17－VII－2017．2♂♂1♀，19－VIII－2017；下坂戸谷

出合：3♂♂2♀♀，19－VIII－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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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Lacinbdas細めu餌ttZitmsisProut　セジロナミ

シヤク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2

♀♀，19－VII1－2017；下抜戸谷出合：3♂♂，

19－VIII－2017．

84．肋1ianitZSaX鍛（Wileman）ヒメカバスジ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1♂1♀，24－IX－2016；柳谷出合：1♂，

24－IX－2016．2♂♂，19－VIII－2017．5♂♂2♀♀，

14－IX－2017；白出沢出合：1♂，24－IX－2016．1♂1

♀，19°VIII－2017．40♂♂46♀♀，14－IX－2017；

お助け風穴：2♂♂，10－VII－2016；　ワサビ平：2

♂♂，11－VII1－2016．2♂♂1♀，24－IX－2016．17♂

♂，19－VIII－2017．16♂♂7♀♀，14－IX“2017；下

抜戸谷出合：9♂♂1♀，19－VIII－2017．4♂♂2♀

♀，14－IX－2017．

85．m勿1iamb謝I永由（Butler）コカバスジ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3－Ⅹ－2016；　白出沢出合：1♀，

28°Ⅴ－2016．1♀，3－Ⅹ－2016．1♀，17－VI－2017．

86．Mlianitzminimata（Staudinger）キオビカバスジ

ナミシヤク

穂高小屋：2♂♂，10－VII－2016．

87．的わあssagIuaiaamza（Prout）ヤハズナミシ

ヤク

下抜戸谷出合：2♂♂1♀，19°Ⅵ11－2017．

88．EttpJ融ecLichI舶Inoue　モンウスカバ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3♂♂2♀♀，17－Ⅴ－2017．

89，及pl舶ecitza型pk脇iapryeLitZnをLeech　ウストビナ

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14－IX－2017．

90．」眈zpl舶eα去actaeaぬpLaenubikZiaInoue　ウラモン

カバ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1♂，17－VI－2017．1♂，14－IX－2017．

91．」軌四伽etお元やa高めVdhts　ミヤマカバナミシャク

ワサビ平：1♀，17－VII－2017．

92．Etm協ecぬく鬼emibnataDietze　ナカグロチビナミシ

ヤク

柳谷出合：l♂1♀，17－Ⅴ－2017．1♀，17－VI－2017；

白田沢出合：2♀♀，17－VI“2017．

93．PaSをh．肱は測壷Sa（Butler）ソトシロオビナミシヤク

柳谷出合：2♀♀，24－IX－2016；　白出沢出合：1♂，

26°Ⅹ－2016．

94．Mahnthiapt10aaLkZiainqIL読ata（Butle土）ナカジロ

ナミシャク

ワサビ平：1♀，11－VIII－2016．

IASIOCAMPOIDEA　カレハガ上科

IASIOCAMPIDAE　カレハガ科

Gastropachinae　ホシカレハ亜科

1．（遡S的acbaα料重出HsSheljuzhko　カレハガ

ワサビ平：1♂，17－VII－2017．

2．a榔Ottmebbl克2atakamILkztI（Matsumura）タカ

ムクカレハ

柳谷出合：4♂♂，17－VI－2017；白出沢出合：2♂

♂，28－Ⅴ－2016．1♂，10－ⅥI－2016．11♂♂，17－VI－2017；

お助け風穴：3♂♂，11－VI－2016；ワサビ平：5♂

♂，11－VI－2016．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

1♂，11－V1－2016．

3．Etztblixpoiaioz砿bezgmanI（Bryk）ヨシカレハ

目出沢出合：2♂♂，10－VII－2016．2♂♂，

11－VIII－2016．4♂♂，17－VII－2017．

Lasiocampinae　マツカレハ亜科

1．戌maあ斗嘗bzeyI胎nisbtervlVeLZis（Butler）ギンモン

カレハ

白出沢出合：1♂，10・VI1－2016．1♂，17－V1－2017；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ワサビ平：3♂♂，

11－VI－2016．4♂♂，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

1♂，11－VI－2016．

2．AmLZilゐsubpI埋潤でaSubpILZPlma（Butler）スカシ

カレハ

柳谷出合：3♂♂，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5

♂♂，11－VIII－2016．1♂，17－VII－2017．5♂♂，

19－VIII－2017；　ワサビ平：1♂，11－VIII－2016．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

3．0九mestigpz・【mIhponetZSisTamsリンゴカレハ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2♂

♂，11－Ⅵ：II－2016．1♂，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

1♂，10－VII－2016．1♂，11－VIII－2016；ワサビ平：

1♂，11－VIII－2016．

4．Dendh抗mus阜PeCtabihS（Butler）マツカレハ

白出沢出合：5♂♂，17－VII－2017．

5．DetZdlVHm鵬SupetanS（Butler）ツガカレハ

白出沢出合：2♂♂，10－VII－2016．2♂♂，11－VII1－2016．

1♂1♀，19－VIII－2017．

6．Tをkaneami昭出Wileman　ミヤケカレハ

白出沢出合：7♂♂，10－VII－2016．3♂♂1♀，

11－VIII－2016．3♂♂，17°VII－2017．4♂♂，19－VIII

－2017；　ワサビ平：1♂，11－VIII・2016．

7．脇mpa自由mukzHMatsumura　ウスズミカレハ

柳谷出合：1♂，26－Ⅹ“2016．5♂♂，25－Ⅹ－2017；

白田沢出合：1♂2♀♀，26－Ⅹ－2016．16♂♂，

25－Ⅹ“2017；ワサビ平：1♂，25・Ⅹ－2017；下抜戸

谷出合：19♂♂，25－Ⅹ－2017．

BOMBYCOIDEA　カイコガ上科

EUPTEROTIDAE　オビガ科

1．Aphaaequahs（Felder）オビ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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ワサビ平：1♂，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4♂

♂，14・IX－2017．

BOMBYCIDAE　カイコガ科

1．ObeL勃uα壷屋頓（Butler）オオクワゴモドキ

柳谷出合：1♂，17－VI－2017；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　ワサビ平：1♂，11－VI－2016．

SATURNIIDAE　ヤママユガ科

Saturniinae　ヤママユガ亜科

1．StitZLmiaJmas高（Butlei）ヒメヤママユ

穂高小屋：6♂♂2♀♀，3－Ⅹ－2015．8♂♂1♀，

24－Ⅸ－2016．21♂♂2♀♀，3－Ⅹ－2016．1♂，19－ⅥⅡ一2017；

柳谷出合：42♂♂4♀♀，24－IX－2016．15♂♂，

3－Ⅹ－2016．1♂，26－Ⅹ－2016．1♂，14－IX－2017；　白

出沢出合：5♂♂1♀，3－Ⅹ－2015．6♂♂2♀♀，

24－IX・2016．1♂，3－Ⅹ－2016．1♂，26－Ⅹ－2016．1♂1

♀，14－IX－2017；お助け風穴：5♂♂，24－IX－2016．3

♂♂，3－Ⅹ－2016；ワサビ平：49♂♂3♀♀，

24・IX－2016．1♀，3－Ⅹ－2016．2♂♂2♀♀，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1♂，25－Ⅹ・2017．

2．度ゴt批切出hpα2元潟房oH長沼（Moore）クスサン

白田沢出合：1♂，3－Ⅹ－2015．

3．RhodhZiajallko融janko融（Oberthtir）クロウ

スタビガ

穂高小屋：1♂，3－X－2015．1♂，24・IX－2016．2♂

♂，3－Ⅹ－2016；柳谷出合：5♂♂，24°IX－2016．1

♂，3・Ⅹ－2016；白出沢出合：1♂，3－Ⅹ－2015．1♂，

24－IX－2016；お助け風穴：1♂，24－IX－2016．

4．ActあsaJ覧maa嵐a（Butler）オオミズアオ

穂高小屋：5♂♂，28－Ⅴ－2016；柳谷出合：2♂♂，

17－VI－2017；お助け風穴：2♂♂，11－VI－2016；

ワサビ平：16♂♂，11－VI－2016．2♂♂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2♂♂，11－VI－2016．1

♂，17－VII－2017．

AgHnae　エゾヨツメ亜科

1．4g妨hpouかあhech　エゾヨツメ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2♂♂，

17－Ⅴ－2017．2♂♂，17－VI－2017；　白出沢出合：2

♂♂，28－Ⅴ一2016．1♂1♀，17－VI－2017；お助け風

穴：1♂，11－VI－2016．3♂♂，17－VI－2017；　ワサ

ビ平：1♂1♀，28－Ⅴ－2016．4♂♂，11－VI－2016；

下抜戸谷出合：4♂♂，11－VI－2016．

BRAHMAEIDAE　イボタガ科

1．」弦巻ihmaeajapOZZ砿Butler　イボタガ

柳谷出合：1♀，17－Ⅴ一2017；白田沢出合：2♂♂，

17－VI－2017．

SPHINGIDAE　スズメガ科

Sphinginae　スズメガ亜科

1．AgrIusのnVd粛（Linnaeus）ェビガラスズメ

白出沢出合：1♂，24・IX－2016．

2．鋤inxαmStZibぬButler　コエビガラスズメ

ワサビ平：1♂，11－VI－2016．

3．鋤itZX‘姑蜘銘ea勧ea（Butler）クロスズメ

穂高小屋：1♂，10－VII－2016．

4．1蕎mtzvchrvsaHsconsimiLおRothschild＆Jordan　ク

ロテンケンモンスズメ

柳谷出合：3♂♂，17－VI“2017；白出沢出合：1♂，

17－VI“2017；お助け風穴：1♂，11－VI－2016．2♂

♂，17－VI－2017；　ワサビ平：6♂♂，11－VI－2016．1

♂，11・VIII－2016．3♂♂，17－VII－2017；下抜戸谷

出合：5♂♂，11－VI－2016．1♂，17－VII－2017．

5，DoMinatanα料Staudinger　サザナミスズメ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6．DonmexaclaStaudinger　ヒメサザナミスズメ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

Smerinthinae　ウチスズメ亜科

1．施rzLmbagaschkewitst舟iIechephm（Boisduval）

モモスズメ

穂高小屋：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1♀，17－VII－2017．

2．脇mmbajをHko肋SkH（Oberthur）ヒメクチバスズメ

穂高小屋：1♂，28－V－2016．1♂，10－VII－2016；

柳谷出合：2♂♂，17：vI・2017．1♂，17－VII－2017；

白出沢出合：2♂♂，10－VII－2016．1♂，17－VII－2017；

お助け風穴：2♂♂，11－VI－2016．3♂♂，17－VI・2017；

ワサビ平：3♂♂，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1－VI－2016．

3，雌maschl恵Itz［宛I（Staudinger）ヒサゴスズメ

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

4．C坑始mbl互xla出1読oI必gab摺eBIyk　ウンモンスズメ

ワサビ平：2♂♂，17－VI1－2017．

5．LaothoeamzLZmSiSaLZmenSis（Staudinger）ノコギ

リスズメ

穂高小屋：1♂，28－Ⅴ－2016；お助け風穴：2♂♂，

11－VI－2016．1♂，10－VII－2016；　ワサビ平：2♂♂，

11－VI－2016．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0－VI1－2016．

6．mし輝itzg霧dissimiLisdissimiHs（Bremei）ェゾス

ズメ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ワサビ平：2♂

♂，11－VI－2016．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

1♀，17－VI1－2017．

Macroglossinae　ホウジャク亜科

1．Aα奴肋αプX朋g沼（Moore）ハネナガブドウスズ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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穂高小屋：2♂♂，28－V－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白出沢出合：1♂，11－VIII－2016．1

♂，17－VI－2017；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2．mα函umpym五aStLttaButler　ホシホウジャク

ワサビ平：1♂，17－VII－2017．

3．娩α函lImSZZgaButlerクロホウジャク

柳谷出合：1♂，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

17－V1－2017；下抜戸谷出合：1♂，17－VI1－2017．

NOCTUOIDEA　ヤガ上科

NOTODONTIDAE　シャチホコガ科

Pygaerinae　ツマアカシャチホコ亜科

1．alezaanachorelaa12aChozetaDenis＆

Schi能∋rmuller　ツマアカシ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1♂，19－VIII－2017．

2．α〕SteZaa〟705igmacILZ血hLtkErscho鯖　ニセツマア

カシャチホコ

穂高小屋：2♂♂，28－V－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　白田沢出合：1♂，10－VII－2016．2♂

♂，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2♂♂，11－VI－2016．

1♂，11－VIII－2016；　ワサビ平：6♂♂，11－VI－2016．

6♂♂，11－VIII－2016．3♂♂，17－VII－2017；下抜

戸谷出合：3♂♂，11－VI－2016．6♂♂，11－VIII－2016．2

♀♀，19－VIII－2017．

3．M産tmehkphatztgbdvあ（Graeser）ヒナシヤチホコ

柳谷出合：1♂，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VI－2016．

4．amocklStemtkZlOmibL・zlm（Bremer）クワゴモドキシ

ャチホコ

白田沢出合：1♂，17－VI－2017；　ワサビ平：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0－VII“2016．

Notodontinae　ウチキシャチホコ亜科

1．RtmLhbLtru坤ishnig敢為（Butler）ホシナカグロモク

メシャチホコ

穂高小屋：3♂♂，28－Ⅴ一2016；柳谷出合：4♂♂，

17－VI・2017；白出沢出合：1♂，28－V－2016．2♂

♂，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2♀♀，

11・VI・2016；　ワサビ平：8♂♂，11－VI－2016．2♂

♂2♀♀，17－ⅥI－2017；下抜戸谷出合：2♂♂，

11－VI－2016．

2．RmI砿嵐lLゐ繊巧g損高揚（Moore）ナカグロモクメシ

ャチホコ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3

♂♂，11・VI－2016．

3．Halm砿lLmbmsaginkkl坊Schintlmeister　ギンシ

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1♂，11－VI－2016．2♂♂，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

4．GlLtphisLbααlalaczenaia（Esper）コフタオビシャチ

ホコ

穂高小屋：1♂，28・V－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17－VI－2017；

お助け風穴：3♂♂，17－VI－2017；　ワサビ平：4♂

♂，11－VIII－2016．1♂，19°VII1－2017；下抜戸谷出

合：1♂，11－VI－2016．3♂♂，11－VIII－2016．2♂

♂，19－VIII－2017，

5．馳IVbusia（Matsumura）ェグリシャチホコ

穂高小屋：4♂♂，28－V・2016；柳谷出合：3♂♂，

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28－Ⅴ一2016．1♂，

10－VI1－2016．2♂♂1♀，11－VIII－2016．2♂♂，

17－VI－2017．2♂♂1♀，19－VIII－2017；ワサビ平：

6♂♂1♀，11－VI－2016．2♂♂，17－VII・2017．1♀，

14－IX－2017．

6．地加jazoensisO4atsumura）ェゾェグリ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1♀，24・IX－2016．3♂♂，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17－VII－2017．1♀，19－VIII－2017；

お助け風穴：1♂，17－VI－2017．

7．P必）thnho錆eI（Graeser）スジェグリシ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1♂，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VI－2016．

8．PtLR〕あI20kanoI（Inoue）クロエグリシャチホコ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1♂，17－VI－2017．

9．h如mit娩出cucuhts（Bang－Haas）ウスヅマシ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2♂♂，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VI－2016．

10．（話瑠al毎siscLma（Wileman）アカシ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1♂，11－VIII－2016．1♂，17－VII－2017．1

♂，19－VIII－2017．

11．0（めntosibsit・VerSLIJapOnibtbMatsumura　シーベル

ス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17♂♂6♀♀，17－V－2017．1♂，

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28－Ⅴ一2016；お

助け風穴：9♂♂1♀，17－Ⅴ－2017；下抜戸谷出合：

1♂，11－Ⅵ一2016．

12．OdbniaS五marumoIInoue　コクシエグリシャチホコ

白出沢出合：3♂♂，28－V－2016．

13．Leuooねniabltm（Denis＆Schi髄もrmtiller）モ

ンキシロシャチホコ

穂高小屋：5♂♂，28－Ⅴ－2016；柳谷出合：7♂♂，

17－VI－2017；　白出沢出合：2♂♂，10－VII－2016．1

♂，17－VI－2017．1♂，17－VII－2017；お助け風穴：

7♂♂，11－VI－2016．2♂♂，17－VI－2017；　ワサビ

平：1♂，28－Ⅴ－2016．4♂♂2♀♀，11－VI－2016．1

♂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3♂♂，

11－VI－2016．

14．mmelでPtetyXmit鍛Cltk楯a（Staudinger）キエグリ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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ヤチホコ

穂高小屋：2♂♂，3°Ⅹ－2016；柳谷出合：22♂♂，

24－IX－2016．7♂♂4♀♀，3－Ⅹ－2016；白田沢出合：

2♀♀，3－Ⅹ－2015．2♂♂，24－IX－2016．4♂♂7♀

♀，3－Ⅹ一2016；ワサビ平：4♂♂，24－IX－2016．2

♂♂2♀♀，3－Ⅹ－2016．

15．鋤ozajazv朗Sisjtl20enSis（Matsumura）ェゾク

シヒゲ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1♂，26－Ⅹ－2016．

16．鋤otanohL賂e（Matsumura）クシヒゲシャチホコ

穂高小屋：1♂，10－XI－2017；柳谷出合：47♂♂1

♀，26－Ⅹ－2016；　白田沢出合：1♂，26°Ⅹ－2016；

ワサビ平：17♂♂，26－Ⅹ一2016．3♂♂，10－X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25－Ⅹ・2017．

17．2をmpgapamagna（Butler）アオバシャチホコ

穂高小屋：1♂，28－V－2016；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　ワサビ平：2♂♂，11－VIII－2016．3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2♂♂，

11°VIII－2016．

18．HIa鳥lOd）HtamaHセガmaHk房（hech）オオトビモ

ン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3♂♂，24－IX－2016；白田沢出合：5♂♂，

3－Ⅹ－2015．6♂♂，24－IX－2016．2♂♂，14－IX－2017；

ワサビ平：1♂，24－IX－2016．3♂♂，3－Ⅹ“2016；下

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19．＆娼ia嵐jazoetZS．bWileman＆South　エゾギンモン

シ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3♂♂，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7・VII－2017．

20．劫ata五台dIvesdlvesOberthtir　ギンモンシ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1♂，17－VI1－2017．

21．箪）aiaLをくわezでitsIGraeser　ウスイロギンモンシャチ

ホコ

ワサビ平：2♂♂，17－VII・2017．

22．FtLSapteZyXht放出I（Oberthur）シロスジェグリシャ

チホコ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　ワサビ平：9♂♂，11－VI－2016．1♂，

11－ⅥII－2016．4♂♂，17－VI1－2017．

23．HagaptetJⅨadmit拐biLis（Staudingei）ハガタエグリ

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4♂♂，17－VII－2017．4♂♂，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4♂♂，11－VIII－2016．

6♂♂，17－VII－2017．5♂♂，19－VIII－2017；　ワサ

ビ平：1♂，11－VI－2016．1♂，11－VIII・2016．9♂

♂，17－VII－2017．1♂，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

合：2♂♂，11－VI－2016．1♂，11－VIII・2016．6♂

♂，19－VIII－2017．

24．E物l必（BremeI）シロテン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2♂♂，17－Ⅴ－2017．2♂♂，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28－Ⅴ一2016．2♂♂，10・VII－2016．2

♂♂，17°VI－2017．1♂，17－VII2017；お助け風穴：

2♂♂，11－VI－2016．1♂，17－VI－2017；ワサビ平：

6♂♂，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2♂♂，

11－VI－2016．

25．掬0（わtZtaα71舶HsButler　カバイロモクメシャチ

ホコ

白出沢出合：1♂，19－VIII－2017；ワサビ平：2♂

♂1♀，11－VIII－2016．1♂，14－IX－2017；下抜戸

谷出合：2♂♂，19－VII1－2017．1♂，14－IX－2017．

26．H互頼めnlを45抑鍛Matsu皿nura　スジモクメシ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1♂，19－VIII－2017．

27．＾転bわal舶Butler　ナカスジシャチホコ

目出沢出合：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

♂，11－V1－2016；　ワサビ平：3♂♂，11・VI－2016．1

♂，11－VIII－2016．4♂♂，17－VII－2017；下抜戸谷

出合：1♂，11・VIII－2016．

28．Natitesbigems喝iiSchintlmeister　シロスジシャチ

ホコ

穂高小屋：1♂，28－V－2016．

29．Abiodtm自aMitwta（Matsumura）マエジロシャチ

ホコ

ワサビ平：4♂♂，17－VII－2017．

30．N〕iotねniasl蜜matit娼Matsumuraトビスジシャチ

ホコ

穂高小屋：1♂，28－Ⅴ一2016；柳谷出合：6♂♂，

17－V1－2017．1♀，19－VIII－2017；　目出沢出合：2

♂♂，17－VI－2017．2♂♂，19－VIII“2017；お助け

風穴：1♂，11－VI－2016．1♂，11－VIII－2016；　ワ

サビ平：1♂，28－V－2016．4♂♂，11－VI－2016．6♂

♂2♀♀，11－VIII－2016．2♂♂1♀，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3♂♂，11－VI－2016．4♂♂，

11－VIII－2016．5♂♂，19－VIII－2017．

31．AbtodtmtadtmbowskiIOberthtir　ウチキ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1♂1♀，17－VI－2017．3♂♂，19－VII1－2017；

目出沢出合：1♂，10－VII－2016．1♂，17－VI－2017．1

♂，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ワサビ平：2♂♂，11－VI－2016．2♂♂，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2♂♂，11－VI－2016．2♂♂，

19－VIII－2017．

32．N）tOtねniatot・VaSttgItaniIMatsumuraトビマダラ

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1♂，17－VI－2017；白出沢出合：2♂♂2

♀♀，11－VIII－2016．1♂，17－VI・2017；　ワサビ平：

5♂♂1♀，11°VI－2016．2♂♂1♀，11・VIII－2016．1

♂，17－ⅥI－2017；下抜戸谷出合：8♂♂，11－VI－20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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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VIII－2016．2♂♂，19－VIII－2017．

33．Pheasibl壷2aSa允sita九miSMatsumura　シロジマシ

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1♂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3

♂♂，28－Ⅴ－2016．1♀，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

1♂，11－VI“2016；　ワサビ平：1♂，11－VI－2016．1

♂，11－VIII“2016；　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I・2016．

34．∴親ach．函circ11mSα垂ia（Butler）ニッコウシヤチホコ

穂高小屋：5♂♂，28－Ⅴ－2016；柳谷出合：8♂♂1

♀，17－VI－2017；白田沢出合：1♂，28－Ⅴ－2016．1

♂1♀，10－VII－2016．8♂♂，17・VII－2017；お助

け風穴：2♂♂，11－VI－2016；ワサビ平：6♂♂，

11°VI・2016．5♂♂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

合：23♂♂，11°VI－2016．

35．a2ethodbt2tagr鳩eSCenSgZTSeSCenSStaudinger　バ

イバラシロシャチホコ

穂高小屋：8♂♂，28－Ⅴ－2016；柳谷出合：9♂♂，

17－VI－2017．6♂♂，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1

♂，11－Ⅵ：II－2016．1♂，17－VI－2017；お助け風穴：

5♂♂，11－VI－2016．2♂♂，17－VI－2017；　ワサビ

平：4♂♂，11－VI－2016．4♂♂，11－VIII－2016．6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3♂♂，

11－VI－2016．3♂♂，11－VIII－2016．1♂，14－IX－2017．

36．（九ethotカt71才japαZItaSugi　シロシャチホコ

穂高小屋：1♂，28－Ⅴ一2016；白田沢出合：1♂，

10・VII－2016．1♂，11－VIII－2016；　ワサビ平：2♂

♂，11－VI－2016．4♂♂，17－VII－2017．

37．SぬlmZPuS衛pe膳imiLめButler　シャチホコガ

柳谷出合：1♂，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

28－Ⅴ・2016．1♂，10－VII－2016．1♂，17－VI－2017．1

♂，17－VII－2017；お助け風穴：2♂♂，11－VI－2016；

ワサビ平：2♂♂，11－VI－2016．3♂♂，11－VIII－2016．2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

2♂♂，11－VIII－2016．

38．HheasiaILrtZPuSObHtemtus（Wileman＆South）

ゴマダラ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1♀，19－ⅥII”2017；白出沢出合：1♂，

10°VI1－2016；お助け風穴：1♂，10－VII－2016．1

♂，11、VIII“2016；ワサビ平：1♂，11－VIII－2016；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Heterocampinae

トビモンシャチホコ亜科

1．N難めmonltZdahb（Leech）フタジマネグロシャチホ

お助け風穴：1♂，11－V1－2016；　ワサビ平：2♂♂，

11－V1－2016．2♂♂，17－VII－2017．

2．HLGmioI21bllZhozZLtaWHemah）オオネグロシャチホコ

白出沢出合：1♂2♀♀，24ニIX－2016．

3．FmiotZLbαジPeteα脇）ete（Bremef）ホソバシャチホコ

白出沢出合：2♂♂，10－VI1－2016．1♂1♀，

17－VII－2017；お助け風穴：3♂♂，11－VI－2016；

ワサビ平：3♂♂，11°VI－2016．4♂♂1♀，17－VI1－2017．

4．九m22偶Vdnapa鰯（Butlei）ウスキシ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1♂1♀，11－VI－2016．1♂，17－VII・2017．

5．TbLお顔L血糊a鍛（hech）トリゲキ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2♂♂，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

17－VI1－2017；　ワサビ平：1♂1♀，11－VI“2016．

6．DtymαIiatわあnああisenensisMatsumura　トビ

モンシャチホコ

穂高小屋：5♂♂，28－Ⅴ一2016；柳谷出合：6♂♂，

17－V1－2017；　白田沢出合：1♂，28－Ⅴ－2016．4♂

♂，17－VI－2017；お助け風穴：5♂♂，11－VI－2016．2

♂♂，17－VI－2017；ワサビ平：11♂♂2♀♀，

11－VI－2016．2♂♂，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

22♂♂，11－VI－2016．

7．Dtymomaj袖OnIta（Wileman）コトビモンシャチホコ

白出沢出合：4♂♂，10－VI1－2016．2♂♂，

19－VIII－2017；　ワサビ平：1♂1♀，11－VIII－2016．5

♂♂，17・VII－2017．

8．Hah椴Ik湘umkuのくね賜kuco加（Staudinger）ツマ

ジロシャチホコ

白出沢出合：1♂，17－VII・2017；お助け風穴：2

♂♂，11－VI－2016．1♂，17－VI－2017；　ワサビ平：2

♂♂，11・VI－2016．2♂♂，17－VII・2017．

9．Tを」ああHtaiakamtLkuIMatsumura　タカムクシャチ

ホコ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28－Ⅴ・2016．1♂，11・VI－2016．4♂♂1♀，

11－VIII－2016．2♂♂，17－VI1－2017；下抜戸谷出合：

1♂，11－VIII－2016．

10．軸otoめntanLmOSaMatsumura　ウスグロシャチ

ホコ

柳谷出合：2♂♂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

1♂，11－VIII“2016．1♂，19－VIII－2017．1♀，

14－IX“2017；　ワサビ平：1♂，10－VII－2016．1♀，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3♂♂5♀♀，

11－VIII－2016．

11．Pb孤SLtPSistitzeztiaC元er梯（Butler）スズキシャチ

ホコ

柳谷出合：3♂♂，17・VI－2017；白出沢出合：3♂

♂，17－VI－2017．1♂，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3

♂♂，11－VI－2016．2♂♂，17°VI－2017；ワサビ平：

1♂，11－VI－2016．7♂♂，17－VII－2017．

12．f祝e彷互）SisoH閥Cea（Matsumura）ウグイスシャチ

ホコ

柳谷出合：3♂♂，17－VI－2017；お助け風穴：1♂，

31



遠藤　弘志・笠井　初志・宮崎　弘規・大和田　守・説田　健一

11－VI－2016．2♂♂，17－VI－2017；　ワサビ平：34

♂♂，11－VI－2016．2♂♂，10－VII－2016．1♂，

11－VIII“2016．5♂♂，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

16♂♂，11－VI－2016．

13．位）Odmial壷∽ia（Oberthth・）ヤスジシャチホコ

穂高小屋：1♂，28－Ⅴ一2016；柳谷出合：3♂♂，

17－V－2017．1♂1♀，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

♂，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11－V1－2016；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

14．ShakaatLVV訪iatusatrvTdttatus（Bremer）クビワシ

ヤチホコ

白出沢出合：1♂，11－VIII－2016．1♂，17－VII－2017；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1♂，10－VII－2016；

ワサビ平：1♂，11－VI－2016．2♂♂，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15．，5tmHmぬbik）ba（Oberthiir）カエデ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l♂，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11－Ⅵ一2016．2♂

♂，10－VII－2016；　ワサビ平：4♂♂，11－VI－2016．1

♀，11－VIII－2016．10♂♂，17－VII－2017．

16．Pter肪tOmag蜜mt元umStaudinger　オオエグリシ

ャチホコ

白出沢出合：1♂，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9－VIII・2017．

17．協ie秒XVelutiTZa（Oberthur）タテスジシャチホコ

穂高小屋：5♂♂，28－Ⅴ一2016；柳谷出合：6♂♂1

♀，17一VI－2017；お助け風穴：2♂♂，11－VI－2016．4

♂♂，17－VI－2017；ワサビ平：10♂♂1♀，11－VI－2016．

3♂♂，11－VIII－2016．2♂♂，17－VII－2017；下抜

戸谷出合：13♂♂，11－VI－2016．

18．馳gzgant∽Butler　ナカキ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

17－VII－2017．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11－VI－2016．2♂♂，11－VIII“2016．4♂♂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2♂♂，11－ⅥII－2016．

2♂♂，19－VIII－2017．

19．P出品水泡ObeI融ueIイobez勃uezI（Staudinger）ルリモ

ンシ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2♂♂，11・VI“2016．

20．胸臆zotzmああ（Matsumura）マルモンシャチホコ

白出沢出合：3♂♂，10－VII－2016；　ワサビ平：4

♂♂，11－VI－2016．2♂♂，10－VII－2016．1♂1♀，

11°VIII－2016．9♂♂，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

1♂，11－Ⅵ－2016．

21．脇ahtma（Staudinger）ニトベシ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1♂，11－VI－2016．

22．地般gTaaSeI亨gz館eSeIi（Staudinger）イシダシャ

チホコ

白曲沢出合：1♀，19－VIII－2017，

23．鵬aLit高諦ia（Wileman）アカネシャチホコ

お助け風穴：l♂，11－VI－2016；ワサビ平：1♂，

11－VI－2016．

24．Erわdbntaamagisana（Marumo）アマギシャチホコ

柳谷出合：19♂♂1♀，17－Ⅴ－2017．

25．M互ahLagZiseagTiseaButler　ハイイロシャチ

ホコ

柳谷出合：10♂♂2♀♀，17－VI－2017；白田沢出

合：1♂，17－VII－2017；お助け風穴：2♂♂1♀，

11－VI－2016；ワサビ平：1♂，11－VI－2016．4♂♂，

11－VIII－2016．1♂1♀，17－VII－2017．5♂♂，

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2♂♂1♀，11－VI－2016．

1♂，19－VIII－2017．

26．ELtha型pSOnlをαisiaia（Butler）セダカシ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1♀，17－VII－2017．

27．EzhalZPSOnitZ坤kz2tm鬼（Oberthtir）アオセダカシ

ャチホコ

お助け風穴：2♂♂，11－VI－2016；ワサビ平：1♂，

11・VI－2016．

28．鋤bpistおpunctateLk7（Motschulsky）ブナアオシ

ャチホコ

穂高小屋：4♂♂，28－V－2016；柳谷出合：2♂♂，

17－Ⅴ－2017．14♂♂2♀♀，17－VI－2017；お助け風

穴：1♂，11－VI－2016．5♂♂，17－VI－2017；ワサ

ビ平：49♂♂2♀♀，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

39♂♂3♀♀，11－VI－2016．

29．幼少pistispIyt元（Leech）プライヤアオシャチホコ

ワサビ平：1♂，11－VI－2016．

IJYMANTRIIDAE　ドクガ科

1．（法mieamalgmiaぬ（Butler）スギドクガ

白田沢出合：10♂♂，10－VII－2016；お助け風穴：

1♂，11－VI－2016．

2．Cをmteampseutねbit・tiSpseu（ねbねtiSButlerリンゴ

ドクガ

穂高小屋：5♂♂，28－Ⅴ－2016；柳谷出合：1♂，

17－Ⅴ－2017．6♂♂，17－VI－2017；白出沢出合：1

♂，28－Ⅴ－2016．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9

♂♂1♀，11－VI－2016．2♂♂，17－VI－2017；ワサ

ビ平：3♂♂，28－V－2016．2♂♂2♀♀，11－VI－2016．1

♂4♀♀，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

19－VIII－2017．

3．くねLueamltmlLhtahmLhぬ（Butler）アカヒゲドクガ

柳谷出合：2♂♂，17－VI－2017；白出沢出合：2♂

♂，10－VII－2016；　ワサビ平：1♂，11－VI－2016．

4．α娩IaのtZhmcia（Wileman）スズキドクガ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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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施aezLLydke（Butler）ブドウドクガ

柳谷出合：1♀，14－IX－2017；　ワサビ平：1♀，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6．AroiomiSImbTumuSSILZkumBytinski“Salz　エルモ

ンドクガ

ワサビ平：1♂，17－VII－2017．

7．Ariomis（血統ibense（Matsumura）ヒメシロドクガ

白出沢出合：1♀，3－Ⅹ・2015；　ワサビ平：1♀，

11・ⅥII－2016．1♂，19“VII1－2017．

8．TtpomesohaSjZmasiI（Butler）ニワトコドクガ

ワサビ平：1♂，24－IX－2016．1♂，3－Ⅹ“2016．

9．1走uamaSa」転istめH（Matsumura）ヤナギドクガ

穂高小屋：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

10・VI1－2016；　ワサビ平：2♂♂，17－VII－2017．

10．L〉mantmbmozlaCha（Linnaeus）ノンネマイマイ

柳谷出合：2♂♂2♀♀，19－VIII－2017；　白出沢出

合：1♂，11－VII1－2016．1♂，24－IX－2016．2♀♀，

19・VIII－2017；　ワサビ平：1♂，19－VIII“2017．1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11．N諺mibstauditZgeZi（Leech）フタホシドクガ

柳谷出合：3♂♂1♀，19－VIII－2017．

12．R融ugapをetita（Oberthur）キドクガ

穂高小屋：2♂♂，10－VII－2016；　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7♂♂，17－VII－2017；お助け風穴：

1♂，10°VI1－2016；　ワサビ平：2♂♂1♀，

17－VII・2017．

13．鋤mgehussimiLあ（Fuessly）モンシロドクガ

穂高小屋：1♂，10－VII－2016；柳谷出合：2♀♀，

19－VIII－2017．

ARCTIIDAE　ヒトリガ科

Lithosiinae　コケガ亜科

1．EZhmavetzLSiaa印ta（Butler）キシタホソバ

穂高小屋：1♂4♀♀，10－VII－2016；白出沢出合：

1♀，24・IX・2016；お助け風穴：1♂，10・VII－2016；

ワサビ平：1♀，17°VII－2017．

2．EIhmaokanoIInoue　ミヤマキベリホソバ

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3．弛at重職hnapal乍獅CenS（Butler）ムジホソバ

柳谷出合：2♂♂1♀，19－VIII－2017．1♀，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4♀♀，10－VII－2016．1♂，

24・IX－2016；　ワサビ平：1♂2♀♀，11－VIII－2016．

2♂♂2♀♀，3－Ⅹ－2016；下抜戸谷出合：2♀♀，

17－VII“2017．1♂1♀，14－IX－2017．

4．E碇majapOnit沼JWonit窟（Leech）キマエホソバ

ワサビ平：1♀，17－VI1－2017．

5．LbbtmaαiL爛ia（Staudinger）ヒメキホソバ

柳谷出合：1♀，17－VI－2017．1♀，19・VIII－2017；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ワサビ平：1♀，

3・Ⅹ－2016；下抜戸谷出合：2♀♀，19－VIII－2017．

6．Ghoz砿αlLHtoitksButler　キマエクロホソバ

白出沢出合：1♂1♀，17－VI－2017；下抜戸谷出合：

2♀♀，19－VIII－2017．

7．Gbα砿gdnteagを紬tea（Oberthur）キベリネズミ

ホソバ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2♀♀，

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ワサビ平：1♂，3－Ⅹ－2016．1♂，17－VI1－2017；下

抜戸谷出合：1♂1♀，17－VII－2017．5♂♂3♀♀，

19－VIII－2017．

8．L融（娼Lbquadia（Linnaeus）ヨツボシホソバ

白出沢出合：1♂1♀，3－Ⅹ－2015．1♂1♀，

10－VII－2016．1♀，24－IX“2016．7♂♂3♀♀，

19°VIII－2017；ワサビ平：2♂♂2♀♀，11－VIII－2016；

下抜戸谷出合：14♂♂5♀♀，19－VIII－2017．

9．g猛nahamaぬhamata（Walker）アカスジシロコケガ

ワサビ平：1♂，11－VIII－2016．1♂，19－VI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10．Aemeneahal震i（Lederer）ホシオビコケ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2♂

♂，17－VII－2017；　ワサビ平：1♂，11－VIII－2016．5

♂♂，19－VIII－2017．

11．舶naema t但tZai31倍nataButler　オオペニヘリコ

ケガ

柳谷出合：1♂2♀♀，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

1♂，10－VII・2016．1♀，11－VIII・2016．1♀，

19－ⅥII－2017；お助け風穴：1♂，11－VIII－2016；

ワサビ平：2♂♂2♀♀，11－VIII－2016．

12．PHikmozaht脆scああInoue＆Kobayashi　チャオビ

チビコケガ

柳谷出合：1♀，24－IX－2016．

13．劫13itZeStr霧tastJ珪ia（Bremer＆Grey）スジベニ

コケガ

ワサビ平：1♂，17－VII－2017．

14．度ilSI五eabezmnsabezmns（Butler）ハガタベニコ

ケガ

白出沢出合：1♀，17－VII－2017；　ワサビ平：1♂，

11－VIII－2016．1♂1♀，17－VII－2017．

15．雌1恵tam＿壷屋talnSal亮iButler　ベニヘリコケ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l♀，

10－V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Arctiinae　ヒトリガ亜科

1．馳地matz℃mtIhheknaDubatolov＆Kishida

ジョウザンヒトリ

白出沢出合：2♂♂，10－VII－2016；　ワサビ平：3

♂♂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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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VII－2017．1♂，19－VIII“2017．

2．鋤aL舶nebLtklSaButler　ベニシタヒトリ

穂高小屋：4♂♂，10・VI1－2016；　白出沢出合：1

♂，17－VI“2017．1♀，19－Ⅵ：II－2017；ワサビ平：1

♂，10－V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10－VII－2016．

3．鞠棚ap棚Cぬ1九m（Stom　アカハラゴマダラヒトリ

穂高小屋：4♂♂，28－V・2016；　ワサビ平：1♂，

11－VI－2016．1♂，17－VII・2017．

4．捗omalubt軸edum（Linnaeus）キハラゴマダラ

ヒトリ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9－VIII－2017．

5．鋤ntあSα霧毎）【舶CtaぬS鍔元的ImCtata

（Motschulsky）スジモンヒトリ

穂高小屋：1♀，10－VII－2016；柳谷出合：2♂♂，

17－Ⅵ－2017．1♀，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1

♂，10－VII“2016．2♂♂，17－VI－2017．20♂♂6♀

♀，17－VII－2017；お助け風穴：2♂♂，11・VI－2016．

5♂♂，17－VI－2017；　ワサビ平：11♂♂1♀，

11・VI－2016．2♂♂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

合：1♂，17－VII－2017．2♂♂，19－VIII－2017．

6．軸tkiZCtialutajapOnZあ（Rothschild）キバネモンヒ

トリ

穂高小屋：1♂，28－Ⅴ－2016；　白田沢出合：1♂，

28－Ⅴ－2016．2♂♂2♀♀，10－VII－2016；お助け風

穴：1♂，11－VI－2016；　ワサビ平：3♂♂，

11－VI－2016．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2

♂♂，10－VII－2016．1♂，14－IX－2017．

7．鋤mあob的lLZizoI2aia（Miyake）フトスジモンヒトリ

白田沢出合：1♂，17－VII－2017；ワサビ平：1♂，

11－VI－2016．3♂♂，17－VII－2017．

8．頓1℃tbkwLSii（Butler）クロフシロヒトリ

お助け風穴：1♂，11－V1－2016；　ワサビ平：1♂，

11－VI“2016．

9．lt型，瑠itZaeqttaLishaeqzLaEs（ButleI）カクモンヒトリ

ワサビ平：1♂，11－VI－2016．

10．h型，瑠頓（Butlei）クワゴマダラヒトリ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MICRONOCTUIDAE　アツバモドキガ科

1．焔肋aCkmSt壷屋sCお虎屋scああSud　ウスオビアツバ

モドキ

穂高小屋：1♂，10－VII－2016．

NOLIDAE　コブガ科

Nolinae　コブガ亜科

1．AbhthlをalaCtal霧（Graeser）コマバシロコブガ

柳谷出合：1♂，17－VI－2017；白出沢出合：1♀，

17－VI・2017；　ワサビ平：1♂，11－VI－2016．

2．jVbkanamI（Inoue）ナミコブガ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Chloephorinaeリンガ亜科

1．L互）姉函k7αIsibna（Staudinger）オレクギリンガ

ワサビ平：1♂，17－VII－2017．1♂5♀♀，

19－VIII－2017．

2．脇〔ね（唾iatZS（Butler）ハネモンリンガ

穂高小屋：1♀，28－V－2016．4♀♀，10－VII－2016；

柳谷出合：1♂2♀♀，17－VI－2017．1♀，

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4♀♀，10・VII－2016．

1♀，17－VI－2017．6♂♂31♀♀，17－VII－2017．1♀，

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1♀，11－VI－2016；

ワサビ平：1♀，11－VI“2016．1♂6♀♀，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1♀，17－VII－2017．

3♀♀，19－VIII－2017．

3．RSeu頓坪窟Sb7aH鵬（Linnaeus）アオスジアオリンガ

穂高小屋：7♀♀，28－V－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白出沢出合：1♀，28－Ⅴ－2016．1♂，

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ワサビ平：1♂4♀♀，11－VI－2016．3♂♂1♀，

17－VI1－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

4．Lbpo∽maOOI2秒kua（Leech）カバイロリンガ

ワサビ平：5♂♂，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2

♀♀，17－ⅥI－2017．

5．蝕sk朋kotS虎ub窃●Obraztsov　クロオビリンガ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ワサビ平：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6．GtrhstooeLaeXuStaButler　アカオビリンガ

柳谷出合：1♂1♀，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1

♀，11－VIII－2016．

7．Alわbtaalgentea（Butler）ギンボシリン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2♂

♂4♀♀，10－ⅥI・2016；ワサビ平：1♀，11－VI－2016．1

♂，17－VI1－2017．

8．（おbahalgenぬiaButler　ハイイロリンガ

白出沢出合：1♂，26－Ⅹ－2016．

Bleninae　キノカワガ亜科

1．BねnitZaSeneX（Butler）キノカワガ

白出沢出合：1♂，26－Ⅹ－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V1－2016．

NOCTUIDAE　ヤガ科

Boletobiinae　ムラサキアツバ亜科

1．Dkmeaα℃maぬ（Butler）ムラサキアツバ

ワサビ平：1♂，11－VI－2016．

2．Dbmeajを12kowskH（Oberthur）マエヘリモンアツバ

下抜戸谷出合：1♂，17・VI1－2017．

3．RhasahihzF潟faiaWalker　マエテンアツ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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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出沢出合：1♀，26－Ⅹ－2016．確定　Noctuidae

（subfamilyuncertain）亜科

1．N娼ChmstitzbをImCtaSugi　フタテンチビアツバ

穂高小屋：1♂，10－VII－2016．Eublemminae　ベニ

コヤガ亜科

1．働Z垂）alute鳥scibEs（Leech）キスジコ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2．m2iiPabimaclthぬ（Staudinger）シラホシコヤガ

穂高小屋：1♂，10－VII－2016．

3．Lhkmtis砂mlphuh（Rebel）ベニエグリコヤガ

白出沢出合：1♂，24－IX－2016．

4．Ozuzamita（Butler）アトキスジクルマコヤガ

柳谷出合：1♀，17－Ⅴ－2017．

5．Tiおatek獅emOLluaHs（Denis＆Schi餓ermtiller）シロ

オビクルマコヤガ

下抜戸谷出合：1♀，11”ⅥI1－2016．

Hypeninae　アツバ亜科

1．出血勝れmbiSaCutLmHampson　テングアツバ

白出沢出合：1♀，17・VI－2017．

2．H脚etlalMVbasc亮ぬHstねhiaStaudinger　フタオビア

ツバ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2♂

♂，11－VIII－2016．1♀，14－IX－2017；ワサビ平：1

♀，11°VII1－2016．1♀，17－VII－2017．1♀，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11－VIII－2016．2♂♂4♀

♀，19－VIII－2017．2♀♀，14－IX－2017．

3．物enaint撮娼ia嵐Walker　トビモンアツバ

白出沢出合：1♂，26－Ⅹ一2016．

4．物enatzお出HsI．ederer　ミツボシアツバ

柳谷出合：1♂，17－Ⅴ一2017．1♂，17－VI－2017．1♂，

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11－VIII－2016．

5．H脚etZanaZTaiaJLsWalker　ムラサキミツボシアツバ

柳谷出合：1♀，17－VI－2017．

6．脇0ゐ読asemLi〟旧めSud　ミヤマソトジロアツバ

白田沢出合：1♂1♀，10°VII“2016．

7．劫mobchalれu毎Ta胎（Butler）アイモンアツバ

白出沢出合：1♂1♀，10°VII・2016；ワサビ平：1

♀，11－V1－2016．2♂♂2♀♀，17－VII・2017．

8．劫mokchapeL函∽（Leech）ウスヅマアツバ

ワサビ平：2♀♀，11－VI－2016．

Aventiinae　カギアツバ亜科

1．捗cidramankyZ’（Leech）マンレイツマキリアツバ

穂高小屋：1♂，10－VII－2016；柳谷出合：2♀♀，

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2♂♂1♀，10－VII－2016；

お助け風穴：1♀，10－VII－2016；　ワサビ平：1♀，

11・VIII・2016．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7－VII－2017．2♀♀，19－VIII－2017．

2．Amph毎amphhcla（Butler）シロテンツマキリ

アツバ

ワサビ平：1♀，11－VI－2016．1♀，17－VII－2017．

3．L（Zt舟omiLia勉l細（Warren）ミカドアツバ

柳谷出合：1♀，19－VIII－2017；ワサビ平：2♂♂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

4．鎚（ね由れ必範彫“盤‰鍛Su由　ウスマダラアツバ

柳谷出合：1♂，17－V－2017．

Pangraptinae　ツマキリアツバ亜科

1．1を12grtZpiapαilLZbans（Walker）ウンモンツマキリア

ツバ

白田沢出合：1♀，10－VII－2016．

2．1を喝碑pぬum虎搬（hech）シロモンツマキリアツバ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2♂

♂，10－VII－2016；　ワサビ平：1♂，17－VII－2017．

3．mlZgZapiavasat儲（Butler）ミツボシツマキリアツバ

ワサビ平：1♂1♀，17－VII－2017．

Herminiinae　クルマアツバ亜科

1．1あdtmnkiitZαガZgZ・uenS（Butler）ハナマガリアツバ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

2．1をmct；ぬxaMit20出自（Butler）シロモンアツバ

穂高小屋：2♂♂，10－VII－2016；　白出沢出合：1

♂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2♂♂，

11－VI・2016；　ワサビ平：4♂♂，11・V1－2016．1♂，

10－VII－2016．1♂5♀♀，17－VII－2017．3♂♂，

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5♂♂2♀♀，

11－VI－2016．1♂1♀，17－VII－2017．

3．Hl窟CO居X名sa由必（hech）オビアツバ

穂高小屋：1♂，10－VII－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2♂♂5♀♀，

10－VII－2016；　ワサビ平：1♂，10－VI1－2016；下

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

4．1dtをquadZ窟（Graeser）キモンクロアツバ

下抜戸谷出合：2♀♀，11－VII1－2016．

5．11幽dasmozひSa（Butler）ヒロオビウスグロアツバ

柳谷出合：1♂1♀，17－V－2017．2♂♂2♀♀，

17－V1－2017．1♂1♀，19－VII1－2017；白出沢出合：

6♂♂7♀♀，17－VI－2017；お助け風穴：1♂1♀，

11－VI－2016；　ワサビ平：1♂1♀，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26♂♂13♀♀，11－VI－2016．3♂♂4

♀♀，17－VII・2017．

6．H融tbあkI地HsGuenee　ソトウスグロアツバ

白出沢出合：1♂，24－IX－2016；下抜戸谷出合：2

♂♂2♀♀，17・VII－2017．

7．BぇzilIhbis転出（Staudinge土）フタスジアツバ

穂高小屋：2♀♀，10－VII－2016；白出沢出合：1

♂3♀♀，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

10－VII－2016；　ワサビ平：1♂，11－VI－20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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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VII－2017．

8．成呼旋法12如ona（Butler）オオアカマエアツバ

白出沢出合：1♂，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VI“2016．1♀，17－VII－2017．

9，Sitm摘議席all融omaProut　ニセアカマエアツバ

白田沢出合：1♀，26－Ⅹ－2016．

10．Masqplわttaepおek由（Butler）ツマオビアツバ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2♂

♂1♀，10－VII－2016．1♀，11－VIII・2016；　ワサビ

平：2♂♂，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1－2016．

11．MasQPbctzahlをcinaButler　ウスイロアツバ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1♀，17－VII－2017．

12．TTau鴎nlmOSa（Butler）ウスグロアツバ

穂高小屋：1♂，10－VII・2016；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17－VII－2017．

13．Tt宙tsch血dii∋Su嬢e肱i（Sugi）ヒメツマオビア

ツバ

穂高小屋：1♂，10－VII－2016．

14．AdtmC永由sn？tktthtis（Leech）アミメアツバ

柳谷出合：1♂1♀，19－VII1－2017；下抜戸谷出合：

3♂♂，11－VIII－2016．1♂，17－VII－2017．

15．HarminiagTおeaHs（Denis＆Schi飴rmiiller）クロ

スジアツバ

ワサビ平：1♂，11－VI－2016．

16．HeImitlあial料zha」お（Knoch）トビスジアツバ

穂高小屋：1♂，10－VII－2016．

17．HaTmihiadbh治Butler　フシキアツバ

下抜戸谷出合：l♂，17－VII－2017．

Calpinae　エグリバ亜科

1．a雷bpt7％高okkaltkI（Wileman）キタェグリバ

ワサビ平：1♂，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I－2016．1♀，19－VIII・2017．

2．OtlaeSZaeXCaVaia（Butler）アカエグリバ

柳谷出合：1♂，19－VII1－2017；白出沢出合：1♂1

♀，26－Ⅹ一2016．

3．EtId？C壷Iaみmm鵬（Guenee）アケビコノハ

白曲沢出合：1♂，26－Ⅹ・2016．

4．H脚OCahda紘略あ（Fabricius）ムーアキシタクチバ

白田沢出合：2♀♀，26－Ⅹ“2016．

5．a棚tPbikZ勉昭勉va（Fabricius）ワタアカキリバ

白出沢出合：1♂1♀，26°Ⅹ－2016．

6．StohptezyxHbatnk（Linnaeus）ハガタキリバ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1♂，19－VIII－2017；

お助け風穴：1♂，10－ⅥI－2016．1♂，17－V“2017．2

♂♂，17－VI－2017；　ワサビ平：1♂，17－VII－2017．1

♂，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7－ⅥI－2017．

7．D血LZmma細onensWalker　ウスヅマクチバ

ワサビ平：1♀，11－VI－2016．

Catocalinae　シタバガ亜科

1．α地GaxiiZIja狐mSiSMatsumura　ムラサキシタバ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1♂，

3－Ⅹ一2015．1♀，24－IX－2016．

2．（ねtocaL∋hl椴Bremer　オオシロシタバ

柳谷出合：3♂♂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

1♂，24－IX－2016．2♂♂，19－VIII・2017．

3．くねioaz属17upぬnozawaeMatsumura　エゾベニシタバ

ワサビ平：2♂♂，14－IX－2017．

4．（方to（沼Liek｝ClねzalmulmaButler Jへニシタバ

柳谷出合：1♂，24－IX－2016．1♂，19－VIII－2017．2

♂♂，14－IX－2017；　ワサビ平：1♂，11－VIII－2016．2

♂♂，24－IX－2016，2♂♂，14－IX－2017；下抜戸谷

出合：1♂，14－IX－2017．

5．Cあtot沼hdLthBremer　オニーミニシタバ

柳谷出合：3♂♂3♀♀，19－VIII－2017．

6．〔ねto（泡hnIveanIveaButler　シロシタバ

柳谷出合：1♂，14－IX－2017；　ワサビ平：1♂，

24－IX－2016；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7．t tocahxal堆PeOkItsILhimenomikotoIshizuka　ワ

モンキシタバ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1♀，

19－VIII－2017．

8．a‡870貧b（宏翁thZiLめ（mSSl読2ibSBremer　エゾシロシタバ

柳谷出合：1♂，24－IX－2016．9♂♂4♀♀，

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1♀，24－IX－2016．1

♂1♀，19－VIII－2017；ワサビ平：1♀，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19－VIII－2017．

9．（ねioeahstzeckeLtStaudinger　アサマキシタバ

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

10．〔をtoα31anubihButler　ゴマシオキシタバ

柳谷出合：2♂♂，24－IX－2016、14♂♂13♀♀，

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2♀♀，11－VIII－2016，3

♀♀，24－IX－2016．7♂♂7♀♀，19－VIII－2017；

ワサビ平：5♂♂1♀，11－VIII－2016．3♀♀，

24－IX・2016．4♂♂2♀♀，3－Ⅹ－2016．2♀♀，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2♂♂8♀♀，

11－VIII－2016．21♂♂11♀♀，19・VIII・2017．1♂3

♀♀，14－IX－2017．

11．aitOC為htmneXaButler　ヨシノキシタバ

柳谷出合：4♀♀，19－VIII－2017，

12．（方ioazhpalahFelder＆Rogemofar　キシタバ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13．（ねtoaZhjbz23SilButler　ジョナスキシタバ

白出沢出合：1♂，24－IX－2016．

14．（乃rysαithmmamatILm（Bremer＆Grey）カクモ

ンキシタ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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ワサビ平：1♂，11－VI－2016．

15．．EZでbeibumbzt鳩aButler　モンムラサキクチバ

ワサビ平：1♀，11－VIII－2016．2♀♀，17°VII－2017．

16．AlttmaLh）taia（Fabricius）ツキワクチバ

白田沢出合：1♂，26－Ⅹ一2016；ワサビ平：1♀，

3－Ⅹ－2016．

17．鋤oLdaspああ（Butler）シラフクチバ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10－VII－2016．

18．鋤0諸asHmt始ZLS（Butler）クロシラフクチバ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

19．鋤OitkBhezt弛Lk詣（Butler）アヤシラフクチバ

柳谷出合：2♀♀，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2

♀♀，11－VIII－2016；ワサビ平：3♂♂1♀，

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1♀，11－VIII－2016．

20．勧pezmno諸esastnと7eta（Butler）シロテンクチバ

穂高小屋：2♀♀，28－V－2016；柳谷出合：2♂♂1

♀，17－VI－2017；　白出沢出合：1♂1♀，28－Ⅴ－2016．

2♀♀，17°VI・2017；お助け風穴：8♂♂1♀，

11－V1－2016．2♂♂，17－VI－2017；　ワサビ平：2♂

♂2♀♀，28－V－2016．6♂♂12♀♀，11－VI－2016．

21．1万ddahluciLki（Butler）ハガタクチバ

白田沢出合：1♂，26－Ⅹ－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4・IX・2017．

Plusiinae　キンウワバ亜科

1．Tn朋n¢Ius詣intezmixia（Warren）キクキンウワバ

穂高小屋：1♀，3－Ⅹ－2016；　白田沢出合：1♂，

24－IX・2016；　ワサビ平：1♂1♀，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0－VII・2016．

2．αemplusiban鵬ttl函ia（Bremer＆Grey）ェゾギク

キンウワバ

柳谷出合：1♀，3－Ⅹ－2016；　白田沢出合：1♂2♀

♀，24－IX－2016．1♀，3－Ⅹ－2016．7♂♂2♀♀，

26・Ⅹ・2016．1♀，19－VIII－2017；ワサビ平：5♂♂1

♀，3－Ⅹ－2016．

3．AcanthQpllLSitiai坤ala（Staudinger）ミツモンキンウ

ワバ

白田沢出合：1♂，26－Ⅹ－2016．1♂，19－VIII－2017．

4．A（別融印Iusあ元鬼瓦のd（Du魚の　ニシキキンウワバ

白田沢出合：1♂，26“Ⅹ－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9・VIII－2017．

5．（娩1ySO虎ixiseIわsoma（Doubleday）イチジクキンウ

ワバ

柳谷出合：1♂1♀，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1

♂1♀，24－IX－2016．1♂，3－Ⅹ－2016．1♂3♀♀，

26－Ⅹ一2016．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17・VII・2017．

6．AnaLkレ魂hebeiaia（Butler）モモイロキンウワバ

白出沢出合：1♀，24－IX－2016．

7．鋤1坤］usLbmtihms（Walker）ギンスジキンウ

ワバ

白出沢出合：1♂，11－VIII－2016；ワサビ平：1♂1

♀，3－Ⅹ・2016．

8．AnioczLねoLabczp鹿（Oberthtir）ギンボシキンウワバ

柳谷出合：2♀♀，17－VI－2017．2♂♂，19－VIII－2017．1

♂，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3－Ⅹ－2016．1

♀，17－VI－2017．1♂1♀，14－IX－2017；お助け風穴：

1♂，11－VI－2016；ワサビ平：1♂，11－Ⅵ－2016．1♂，

11－VIII－2016．1♂，24－IX－2016．4♂♂，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4♂♂，14・IX－2017．

9．DitzchtysLbkoIlha（Oberthui）マガリキンウワバ

柳谷出合：2♂♂3♀♀，19－VIII－2017；　白田沢出

合：1♀，11－VIII－2016．2♀♀，19－VIII－2017；

ワサビ平：1♂，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2

♂♂，19－VIII－2017．1♂，14－IX－2017．

10．Dあchly柳aWtidRonkay，Ronkay＆Behounek　ニ

セマガリキンウワバ

柳谷出合：1♂1♀，19－VIII－2017；　ワサビ平：2

♂♂，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2♂♂1♀，

11°VII1－2016．

11．Dあchly鼠kiStmO（血y料S（Warren）オオヒサゴキン

ウワバ

柳谷出合：1♂1♀，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4

♂♂，11－VIII－2016．3♀♀，19－VIII－2017．3♂♂，

14－IX－2017；ワサビ平：11♂♂1♀，11－VIII－2016．

1♂，19－VIII－2017．2♂♂，14・IX－2017；下抜戸谷

出合：1♂，10－VII－2016．3♂♂2♀♀，11－VIII－2016．

29♂♂6♀♀，19－VIII－2017．3♂♂1♀，14－IX－2017．

12．鋤Iy鼠あaumia（Staudinger）アカキンウワバ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

19－VIII－2017；　ワサビ平：1♂，11－VIII－2016；

下抜戸谷出合：3♂♂，19－VIII－2017．

13．Au勃agamma（Limaeus）ガマキンウワバ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14．Au勧an細a（Walker）タマナギンウワバ

ワサビ平：1♀，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2

♂♂，14－IX－2017．

15．Au勃aam111五娼（Staudinger）オオムラサキキ

ンウワバ

白出沢出合：1♂，19・VIII－2017．1♂，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2♂♂，11－VIII－2016．1♂，

14－IX－2017．

16．Au勃abumetit娼（Staudinger）ムラサキキンウ

ワバ

白田沢出合：1♂1♀，11－VIII－2016．1♂，

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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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鋤aotiohIZgILilIリオwontSMatsumura　アル

プスギンウワバ

ワサビ平：1♀，3・Ⅹ－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I－2016．5♂♂，14－IX－2017．

18．鋤aampez融Ronkay，Ronkay，

Behounek＆Mikkola　キシタギンウワバ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Eustrotiinae　スジコヤガ亜科

1．克復ぬt沈abeLkZ（StaudingeI）ソトムラサキコヤガ

柳谷出合：1♀，17－Ⅴ－2017．

2．DeJtt活enemorum（Oberthtlr）マダラコヤガ

柳谷出合：1♂，17－Ⅴ－2017．

3．HvtotねItotepygalga（Huhagel）シロフコヤガ

白出沢出合：4♂♂1♀，10－VII－2016；ワサビ平：

3♀♀，11－VIII－2016．1♂，17°VII－2017；下抜戸

谷出合：2♂♂，11－VI－2016．1♂，11°VIII－2016．2

♂♂，17－VII－2017．

4．Pz10tOdt班otebz・unnea（Leech）トビモンコヤガ

白田沢出合：5♂♂1♀，10－VII－2016；ワサビ平：

1♀，17°VII－2017．

5．梅屋ka（Butler）スジシロコヤガ

柳谷出合：2♀♀，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2

♂♂，10－VII－2016；ワサビ平：1♀，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

6．勧gammlSma（Staudinger）キモンコヤガ

穂高小屋：1♂，10－VII・2016；　ワサビ平：1♂1

♀，17－VII－2017．

7．娩senex（Butler）クロモンコヤガ

穂高小屋：1♂，10－VII－2016；白田沢出合：1♀，

10－VII－2016．

8．E幽S鵬危itmI（Butler）シロモンコヤガ

穂高小屋：1♂2♀♀，10°ⅥI－2016．

9．鋤mhamouzt・lIh（Graeser）ウスアオモンコヤガ

柳谷出合：1♂，17－Ⅴ・2017；ワサビ平：2♂♂，

17－VII－2017．

10．物e船出のあ勉垂？【棚Cia（hech）モンキコヤガ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

Bagisarinae　アオイガ亜科

1．軸移Zhtas壷批ita（Menetries）マルモンシロガ

柳谷出合：2♂♂，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

♀，17－VII－2017．2♀♀，19－ⅥII－2017；ワサビ平：

1♀，11－VIII－2016．1♂1♀，17－VII－2017；下抜

戸谷出合：1♂，11－VIII－2016．1♀，17－VII－2017．4

♂♂14♀♀，19－VIII・2017．

Aediinae　ナカジロシタバ亜科

1．aリノめtzixaめonoiaia（Staudinger）ネグロヨトウ

穂高小屋：1♂，28－Ⅴ・2016；お助け風穴：4♂♂，

10－VII－2016；　ワサビ平：3♂♂，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2♂♂，17－VII－2017．

2．αリノionixsuba〟70nOtataSugi　ホソバネグロヨトウ

穂高小屋：1♂，28・Ⅴ・2016．

Pantheinae　ウスJ－リケンモン亜科

1．AtlCteOOerlh（Guenee）フクラスズメ

白出沢出合：1♂，26－Ⅹ－2016．

2．AnaαVnkぬnz紘（Butler）ウスベリケンモン

穂高小屋：1♂，10－VII－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2♂♂，17－VII－2017；白出沢出合：3

♂♂1♀，10－VII－2016．1♀，17－VII－2017；お助

け風穴：2♂♂，11－VI－2016；　ワサビ平：3♂♂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

1♀，17・VII－2017．1♀，19－VIII“2017．

3．AnaαりZZkiaca嬉itZea（Butler）コウスベリケンモン

ワサビ平：1♂，11－VI－2016．

4．TZZmbamplILmbea（Butler）ナマリケンモン

白田沢出合：4♂♂2♀♀，10－VII－2016；　ワサビ

平：1♀，17－VI1－2017．

5．Th融oseaaitZu（Wileman）ニセキバラケンモン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I－2016．

6．舶osealu（施（Linnaeus）キタキバラケンモン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6♂♂2

♀♀，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4♂♂3♀♀，

19－VIII－2017；　ワサビ平：2♂♂1♀，17・VII－2017．

1♂，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

1♂，17－VII・2017．1♂2♀♀〝，19－VIII・2017．

7．Rmth蝕WenObih（Esper）カラフトゴマケンモン

白出沢出合：1♂1♀，10・VI1－2016；　ワサビ平：l

♀，17・VII－2017．

8．a〕hxashjazoensis（Matsumura）ネグロケンモン

穂高小屋：2♂♂，28－Ⅴ－2016；柳谷出合：4♂♂，

17－VI－2017；白出沢出合：1♂，28－V－2016．1♂，

17－VI－2017；ワサビ平：1♂，11－VI－2016；下抜

戸谷出合：1♂，17－VII－2017．

9．（カk∽SiaILmbmsa（Wileman）ヒメネグロケンモン

穂高小屋：2♂♂，28－Ⅴ－2016．Acronictinae　ケン

モンヤガ亜科

1．搬LhsnIveah（MotschJsky）アオケンモン

白曲沢出合：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1♂，10－VII－2016；　ワサビ平：2

♂♂，17・VII－2017．

2．Mbmaa如Itm（Osbeck）ゴマケンモン

お助け風穴：2♂♂，11・VI－2016；　ワサビ平：5♂

♂，11－VI－2016．1♂2♀♀，17－VII・2017；下抜戸

谷出合：1♀，17－VII・2017．

3．脇makol続0筋（B吋k）キクビゴマケンモン

ワサビ平：1♂，17－VII－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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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Nacnamahchiiis（Oberthur）ニッコウアオケンモン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11・VIII“2016．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I・2016．1♂3♀♀，19－VIII“2017．

5．栃mas移出nil（Nagano）スギタニアオケンモン

白田沢出合：1♀，17－VII・2017；　ワサビ平：1♂，

17・Ⅵ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

6．HIHisimemnamalmOZataHampson　スギタニゴマ

ケンモン

柳谷出合：1♀，19－VII1－2017；　白田沢出合：1♂，

10・ⅥI・2016．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3♂♂，19－VIII－2017．

7．AamkぬvltbLha如く労協LklStaudinger　シロケンモン

穂高小屋：1♂，28－Ⅴ一2016．

8．AcmtJkiamか2T（Bremer）オオケンモン

柳谷出合：2♂♂，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

♀，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7－ⅥI－2017．1

♂，19°ⅥII－2017．

9．Aαmkiacu印is（Hubner）オオホソバケンモン

ワサビ平：1♂，17－VII－2017．

10．AαVnibtaahI（Linnaeus）ハンノケンモン

白田沢出合：1♂，17－VI－2017；　ワサビ平：1♂，

11－VI－2016．1♂3♀♀，17－VII－2017；下抜戸谷出

合：2♂♂，11－VI－2016．

11．Aαりnjdammit：is（Linnaeus）ナシケンモン

白出沢出合：1♀，17－VII－2017；　ワサビ平：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1

♂，10－VII－2016．1♀，11－VIII－2016．1♂，

19－VIII－2017．

12．aan互phota蜘ttI（Denis＆Schi餓∋rmtlller）イボ

タケンモン

穂高小屋：5♂♂，28－Ⅴ－2016；柳谷出合：1♂2

♀♀，17－VI－2017．1♀，19－VIII－2017；　白出沢出

合：2♂♂，11－VIII－2016．1♂，17－VI－2017．1♀，

17・VII－2017．2♀♀，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5

♂♂，11－VI－2016；　ワサビ平：2♂♂2♀♀，

11・VI－2016．3♂♂4♀♀，11－VIII－2016．1♂2♀

♀，17－VII－2017．3♀♀，19－VIII－2017；下抜戸谷

出合：2♂♂1♀，11°VI－2016．3♂♂2♀♀，

11－VIII・2016．1♂，17－VII－2017．26♂♂14♀♀，

19－VIII－2017．2♀♀，14－IX－2017．

13．a省tZ喧otapzae（地m（Graeser）ニッコウケンモン

白出沢出合：3♂♂，10－VII－2016．1♂，11－VIII－2016．

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11－VI－2016．4

♂♂1♀，11－VII1－2016．2♂♂1♀，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11－VIII－2016．2♂♂，

17・VII－2017．7♂♂4♀♀，19－VIII－2017．

14．a椴nわtl咋iajbnko醗LkiI（Oberthur）クロフケンモン

白田沢出合：2♂♂，17・VII－2017；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1♂，10－Ⅵ：I－2016；ワサビ平：1

♂，11－VI－2016．2♀♀，17－VII－2017；下抜戸谷出

合：1♂，11－VI－2016．1♀，17－VII－2017．

Cuculmnae　セダカモクメ亜科

1．azclLLHtimaCltklSaStaudinger　ハイイロセダカモクメ

ワサビ平：2♂♂，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4－IX－2017．

2．atctL〟kzlucHim（Denis＆Schi飴rmuller）ミヤマセ

ダカモクメ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Amphipyrinae　カラスヨトウ亜科

1．A型舟血，禍P，mmmt，ayamaSwinhoe　シマカラスヨ

トウ

穂高小屋：1♂1♀，3－Ⅹ一2016；柳谷出合：3♂♂，

24－IX－2016．4♂♂，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1

♂，11－VIII－2016．1♂3♀♀，24・IX－2016．1♀，

3－Ⅹ－2016．1♂，19－VIII・2017；　ワサビ平：2♂♂1

♀，11－VIII－2016．5♂♂1♀，24－IX－2016；下抜

戸谷出合：1♂，11－VIII・2016．4♀♀，19・VIII－2017．

2．A型m血酵？eZ融aButler　オオウスヅマカラスヨトウ

柳谷出合：2♂♂1♀，19－VIII－2017．1♀，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11－VIII－2016．1♀，19－VIII－2017；

ワサビ平：4♂♂，11－VIII－2016．2♂♂，19－VI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2♂♂1♀，11－VIII－2016．2♀♀，

19－VII1－2017．

3．A埋九五I糊SChlαICkHMenetries　ツマジロカラスヨ

トウ

柳谷出合：1♂2♀♀，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

1♀，11－VIII－2016．1♂1♀，19・VIII－2017；お

助け風穴：1♀，3－Ⅹ一2016；　ワサビ平：5♂♂1♀，

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1♀，

11－VIII－2016．2♂♂8♀♀，19－VIII－2017．1♂，

14・IX－2017．

Psaphidinae　モクメキリガ亜科

1．」較館（九頓alZubecILksaJeZOetZSLSMatsumura　エ

ゾモクメキリガ

柳谷出合：5♂♂，17－Ⅴ－2017．

2．M函nephl珪C五IettlaCItZetea（Butler）ハイイロハガ

タヨトウ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1♀，

3－Ⅹ－2016；白田沢出合：1♀，3・Ⅹ・2015．

3．Mtganephmtiαiensa（Butler）ミドリハガタヨトウ

白田沢出合：1♂，3・Ⅹ・2015．

4．脆雇読必It函Ha卸店IId脇（Sugi）シロモンアカ

ガネヨトウ

穂高小屋：2♂♂，28・V－2016；柳谷出合：4♂♂1

♀，17－Ⅴ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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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Lなseotカaetalindts（Leech）ケンモンミドリキリガ

穂高小屋：1♂，3－Ⅹ－2015．1♂，3－Ⅹ－2016；柳谷

出合：7♂♂，24°IX－2016．2♂♂，3－Ⅹ－2016；お

助け風穴：1♂，3－Ⅹ－2016；　ワサビ平：23♂♂，

24－IX－2016．3♂♂1♀，3－Ⅹ－2016．

6．舶五台saubαI（Graeser）ミヤマゴマキリガ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1♂，

17－VI－2017；白出沢出合：1♂，28－Ⅴ一2016．2♀

♀，10－VII2016．5♂♂4♀♀，17－VI－2017．1♂，

17－VII・2017．

Heliothinae　タバコガ亜科

1．H証tvレ敬paalm砧朔almigt朔（Hubner）オオタバ

コガ

下抜戸谷出合：1♂，3－Ⅹ－2016．1♂，19－ⅥII－2017．

Condicinae　ヒメヨトウ亜科

1．（bndita胸aSa（Leech）マエテンヨトウ

柳谷出合：2♂♂，26－Ⅹ－2016；　白出沢出合：6♂

♂，26－Ⅹ－2016；　ワサビ平：1♂，11－VIII－2016．

2．H呼施療（Hampson）シロテンクロヨトウ

白田沢出合：1♀，10－VII－2016；　ワサビ平：1♂，

10－VII－2016．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VI－2016．1♀，11－VIII－2016．1♂1♀，

17－VII－2017．

3．Hりme毎）勝助高地（hech）キクビヒメヨトウ

白出沢出合：2♂♂1♀，10－VII－2016．1♀，

17－VII－2017；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Eriopinae　ツマキリヨトウ亜科

1．（霧捗trあ1儲近地Walker　マダラツマキリヨトウ

柳谷出合：1♂，19－VII1－2017；　白出沢出合：2♂

♂，10－VII－2016；　ワサビ平：1♂，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2♂♂，11－VI－2016．1♂，17－VII－2017．

Bryophilinae　キノコヨトウ亜科

1．助oibmehchRm（Staudinger）マルモンキノコ

ヨトウ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1♀，

11－VII1－2016；　ワサビ平：2♂♂，11・VIII－2016；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

2．Stenokbaji∋12kowskiI（Oberthtir）シロスジキノコヨ

トウ

柳谷出合：1♂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I－2016．

Xyleninae　キリガ亜科

1．▲劫0函temhtILZa（Fabricius）ハスモンヨトウ

柳谷出合：1♀，26－Ⅹ－2016；　白出沢出合：1♂，

3－Ⅹ－2016．1♂1♀，26－Ⅹ－2016；　ワサビ平：1♂，

3－Ⅹ－2016．

2．Athel aa槻ata（Oberthur）シロテンウスグロヨ

トウ

白田沢出合：1♀，10－VII－2016；ワサビ平：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3．Athetissielkiia（Moore）ヒメサビスジヨトウ

白出沢出合：1♀，3－Ⅹ・2016．1♂，26－Ⅹ－2016．

4．Athetis．也2eOSa（Moore）シロモンオビヨトウ

穂高小屋：1♂，28－Ⅴ－2016．1♂，10－VII－2016；

ワサビ平：1♂，10－VII－2016．

5．鋤aenQPSお1ucI施Butler　シロホシキシタヨトウ

穂高小屋：2♂♂，24－IX“2016；柳谷出合：1♀，

24－IX－2016．7♀♀，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

♂2♀♀，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9－ⅥII・2017．3♀♀，14－IX－2017．

6．碑aeH毎j詔。enSおSu紅　エゾキシタヨトウ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2♂♂，

24－IX・2016．4♂♂1♀，19－VIII－2017；　白出沢出

合：1♀，3・Ⅹ－2015．6♀♀，24－IX－2016；　ワサビ

平：2♀♀，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9－VIII－2017．2♂♂，14－IX－2017．

7．碑aen（PSisc元ettPSCenSButler　ウスキシタヨトウ

穂高小屋：1♂1♀，24－IX－2016；柳谷出合：4♂

♂7♀♀，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

19－VIII－2017；ワサビ平：2♂♂1♀，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3♂♂2♀♀，

19－VIII－2017．1♂1♀，14・IX－2017．

8．碑aen（頑p（始t必閥（Ieech）ナカジロキシタヨトウ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1♂1

♀，24－IX－2016．1♂，19－VIII－2017．1♀，14－IX・2017．

9．m鍛CheaめkiazlSis（Butler）ハガタアオヨトウ

白出沢出合：1♂，17－VI－2017．1♀，17－VII・2017；

お助け風穴：3♂♂1♀，11－VI－2016；　ワサビ平：

1♂，11－VI－2016．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

合：1♂，11－VIII－2016．2♀♀，17－VII－2017．4♀

♀，19－VIII－2017．1♂，14－IX・2017．

10．a〕h（娼脆a脇Sugi　ソトシロフヨトウ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

11．Actzhotibpob7VthzZ（Clerck）ヒメモクメヨトウ

白出沢出合：1♂，19－VIII－2017．

12．EtpkxLblucbam（Linnaeus）アカガネヨトウ

ワサビ平：1♂，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VI－2016．

13．EtphxLtZktmaepkxklBryk　ムラサキアカガネヨトウ

目出沢出合：1♂1♀，10－VII・2016．1♂，17－VI・2017；

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ワサビ平：1♂，

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1♀，17－VII－2017．

14．1硯鋤ozaiuustttBia（Graeser）シラオビアカガネ

ヨト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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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谷出合：3♂♂，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3

♂♂1♀，10・VII－2016．2♂♂，17－VII－2017．4♀♀，

19－VIII－2017；　ワサビ平：1♂，11－VIII－2016．2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ⅥII“2016．

3♂♂4♀♀，19－VIII－2017．

15．鋤otaauLeqpunCta（Hampson）モンキアカ

ガネヨトウ

柳谷出合：1♂，17－VI－2017．1♀，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11－VIII－2016；　ワサビ平：2♂

♂，11“VII1－2016．4♂♂，17－VII－2017；下抜戸谷

出合：1♀，17－VII－2017．1♀，19－VIII－2017．

16．Em協oLabeatzixButler　キグチヨトウ

穂高小屋：3♂♂，10－VII－2016；白出沢出合：1

♂，17－VII－2017；お助け風穴：2♂♂，11－VI－2016．

1♂，10－VII－2016；ワサビ平：2♂♂1♀，

11・VI－2016．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Ⅵ－2016．1♂，10・VII・2016．1♀，17－VII“2017．

17．及碑a柳StaYoshimoto　ホソバミドリヨトウ

穂高小屋：1♂，10－VII－2016．1♂，24－IX－2016；柳

谷出合：1♀，24－IX－2016．3♂♂，17－VI－2017；白

田沢出合：9♂♂4♀♀，24－IX－2016．3♂♂5♀♀，

3－Ⅹ－2016．1♀，26－Ⅹ－2016．4♂♂，17・VI－2017；ワ

サビ平：14♂♂3♀♀，11－VI－2016．4♂♂2♀♀，

3・Ⅹ・2016；下抜戸谷出合：4♂♂，11－VI－2016．

18．αIand訪abe必（Butler）コゴマヨトウ

柳谷出合：1♂，24－IX－2016．1♀，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1♂，11－VIII－2016．2♂♂，19－VIII－2017．

19．Xmotrachea12如01211娼Kishida＆Yoshimoto　シロ

フアオヨトウ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ワサビ平：1♂，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17－VII－2017．

20．R Lmnahetel竜tms（Oberthur）アオアカガネヨトウ

柳谷出合：3♂♂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

2♂♂2♀♀，11－VIII－2016．2♂♂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I－2016．1♀，17－VII－2017．

21．ApameaαetZaia（Humagel）カドモンヨトウ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4♀

♀，11－VIII－2016．1♀，19－VIII－2017；　ワサビ平：

2♀♀，11－VIII－2016．2♀♀，14°IX－2017；下抜

戸谷出合：1♀，10・VII－2016．1♀，11－VIII－2016．3

♂♂4♀♀，19－VIII“2017．1♂1♀，14・IX－2017．

22．AI相meaStr霧iaHaruta　スジアカヨトウ

柳谷出合：1♂3♀♀，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

l♂3♀♀，11－VIII－2016．3♂♂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ⅥII－2016．4♂♂3♀♀，19－VIII－2017．

23．4pam鍛aqltikzdbαtr）a12S（Staudinger）アカモク

メヨトウ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1♀，

11－VIII－2016．1♀，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

♂，11－VIII－2016；ワサビ平：1♀，11－VIII－2016；

下抜戸谷出合：1♂1♀，11－VIII－2016．3♂♂9♀

♀，19－VIII“2017．1♂，14－IX“2017．

24．4p俊meah友好ああhie五あ（Huhagel）オオアカヨトウ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3♂

♂，11－VIII－2016．3♂♂，19－VIII－2017，4♂♂1♀，

14－IX－2017；お助け風穴：3♀♀，11－VIII－2016；

ワサビ平：4♂♂3♀♀，11°VIII－2016．2♂♂1♀，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1♀，11－VIII－2016．

13♂♂14♀♀，19・VIII－2017．4♂♂3♀♀，

14－IX－2017．

25．4型im∽La鱒棒0扉Su吐　ネスジシラクモヨトウ

穂高小屋：4♂♂5♀♀，10－VII－2016；　白田沢出

合：8♂♂8♀♀，10－VII－2016．2♂♂，17°VII－2017；

ワサビ平：4♂♂，17－VI1－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1－VIII－2016．1♂1♀，17・VII－2017．

26．4patneacommixta（Butler）ヒメハガタヨトウ

下抜戸谷出合：2♂♂，11－VIII－2016，

27．Leu（謂pameaaSkohhS（Oberthur）コマエアカシロヨ

トウ

白出沢出合：2♂♂1♀，19－VIII－2017；ワサビ平：

1♂1♀，11－VIII－2016．2♂♂1♀，17－V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1♂，17－VII－2017．

12♂♂6♀♀，19－VIII－2017．

28．Mas年pameaの12αLmaiaHeinicke　ホシミミヨトウ

穂高小屋：1♀，10－VII－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1♂，24－IX－2016；

ワサビ平：1♀，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I－2016．

29．鋤oI砿1憐）etIta（Butler）サッポロチャイロヨトウ

白田沢出合：1♂，3－Ⅹ－2015．

30．Bt努apameahe血Itakanensis（Marumo）ミヤマチ

ャイロヨトウ

ワサビ平：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8

♂♂，19－VIII－2017．

31．BhmbzLS如i鳥vukTalis（Butler）ハジマヨトウ

柳谷出合：3♂♂4♀♀，19－VIII－2017；　白出沢出

合：4♂♂，11－VIII－2016．2♂♂，19－VIII－2017；

ワサビ平：1♂，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2

♂♂1♀，11－VIII－2016．4♀♀，19－VIII－2017．

32．Attachean諒ms（Butler）ギシギシヨトウ

お助け風穴：1♀，10－VII－2016．

33．17）′dJ賜eCibpetasIiiSamIHenSisStaudinger　フキヨ

トウ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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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IX－2016；　ワサビ平：1♀，14－IX－2017．

34．A型mをoeaILSS！ttねt2Sis（Petersen）ショウブヨトウ

ワサビ平：2♂♂，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

10♂♂，11－VIII“2016．

35．鋤a銃（Butler）ゴボウトガリヨトウ

穂高小屋：1♂，24－IX－2016；白出沢出合：1♂，

14－IX－2017；お助け風穴：1♂，24－IX－2016；　ワ

サビ平：1♂，24－IX－2016；下抜戸谷出合：1♂，

3－Ⅹ・2016．

36．助めゐ5繭（L敏光h）プライヤオビキリガ

穂高小屋：1♀，24－IX－2016；　白曲沢出合：2♂♂，

24－IX－2016；　ワサビ平：1♀，3－Ⅹ－2016．1♂，

14－IX－2017．

37．LI沈pF脆meのnSOCia（Borkhausen）シロクビキリガ

柳谷出合：1♂，17－Ⅴ－2017；　白出沢出合：1♀，

26－Ⅹ－2016；お助け風穴：1♀，17－V1－2017；下

抜戸谷出合：1♀，11－VI－2016．1♂，25－Ⅹ－2017．

38．LIthαmanePlumbeaHs（Matsumura）モンハイイロ

キリガ

柳谷出合：1♂1♀，17－Ⅴ－2017；　ワサビ平：2♂

♂，14－IX－2017．

39．LIthQphanesocLa（Hufnagel）ナカグロホソキリガ

柳谷出合：1♂，17－V－2017；　白田沢出合：1♀，

17－VI－2017；下抜戸谷出合：2♂♂1♀，11・VI－2016．

1♂，25－Ⅹ－2017．

40．LIthCPhanel物OlaHreblay＆Ronkay　アメイロホ

ソキリガ

白出沢出合：1♂1♀，26－Ⅹ－2016；　ワサビ平：1

♀，11－VI－2016．

41．」孜ps必bolitS血ISugi　カバイロミツボシキリガ

白田沢出合：1♂，26－Ⅹ－2016．

42．Ttmitzgheapaci銑aSugi　エグリキリガ

柳谷出合：1♂，17－V－2017；白田沢出合：1♂，

24－IX－2016．1♂，3－Ⅹ－2016；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

43．Sttg加12ibchmSugi　ヤマノモンキリガ

柳谷出合：1♂1♀，26－Ⅹ一2016；白出沢出合：3

♂♂1♀，26－Ⅹ－2016；下抜戸谷出合：2♂♂2♀

♀，25－Ⅹ－2017．

44．AgZVd（あvlLbecuh（I．ederer）ツチイロキリガ

柳谷出合：1♂，24－IX－2016；　白出沢出合：3♂♂，

24－IX－2016．1♂，3－Ⅹ－2016．1♀，26－Ⅹ－2016；下

抜戸谷出合：1♂，3“Ⅹ－2016．

45．a耽おt船舶t読αISugi　テンスジキリガ

穂高小屋：3♀♀，10－XI－2017；柳谷出合：2♂♂

1♀，26－Ⅹ－2016．2♂♂1♀，17”Ⅴ－2017；　白田沢

出合：1♂，28－Ⅴ－2016．1♂1♀，3－Ⅹ“2016．1♂4

♀♀，26・Ⅹ－2016；　ワサビ平：1♂，3－X－2016．2

♂♂，25・Ⅹ－2017．3♂♂4♀♀，10－XI－2017；下抜

戸谷出合：1♂，25－Ⅹ－2017．

46．amistzaa梗mcta（Leech）ホシオビキリガ

穂高小屋：9♂♂7♀♀，10－XI－2017；白出沢出合：

1♀，26－Ⅹ－2016；　ワサビ平：1♂，25－Ⅹ－2017．8

♂♂4♀♀，10－XI－2017．

47．Xmthia頓ta（Esper）キイロキリガ

白出沢出合：2♂♂，3－Ⅹ－2015．5♂♂，24－IX－2016．6

♂♂，3－Ⅹ－2016．1♀，26－Ⅹ－2016；ワサビ平：1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2♂♂，3－Ⅹ－2016．1

♂，14－IX－2017．

48．T班ceajをponagv（Wileman＆West）ェゾキイロキ

リガ

穂高小屋：1♀，3－Ⅹ－2016；白出沢出合：2♂♂，

3－Ⅹ－2015．

49．TtRmeゐ12あia（Leech）キトガリキリガ

柳谷出合：2♀♀，26－Ⅹ－2016；白出沢出合：4♂

♂2♀♀，3－Ⅹ－2015．2♂♂，24－IX－2016．3♂♂2

♀♀，3－Ⅹ－2016．1♂2♀♀，26－Ⅹ－2016；ワサビ平：

2♂♂，3－Ⅹ－2016．2♂♂，25－Ⅹ－2017．1♀，

10－XI－2017；下抜戸谷出合：3♂♂，25－Ⅹ－2017．

50．TthziadIl敬g朗S（Butler）ノコメトガリキリガ

柳谷出合：1♂，24－IX・2016；白出沢出合：1♀，

3－Ⅹ－2015．1♂，24－IX－2016．1♂1♀，3・Ⅹ－2016．

51．AntIvak料地acuh（Graeser）アオバハガタヨ

トウ

穂高小屋：2♂♂，3－Ⅹ一2016●；柳谷出合：4♂♂3

♀♀，24－IX－2016．1♂1♀，3・Ⅹ－2016．1♀，26－Ⅹ－2016；

白出沢出合：3♂♂4♀♀，3－Ⅹ一2015．5♀♀，

24－IX・2016．2♂♂4♀♀，3－Ⅹ・2016．2♀♀，26－Ⅹ－2016；

ワサビ平：1♂，24・IX－2016，1♂1♀，3－Ⅹ－2016．1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3－Ⅹ－2016．

52．a〕Sm姦un肋（Staudinger）ミヤマキリガ

穂高小屋：4♂♂1♀，24－IX－2016；柳谷出合：2

♂♂6♀♀，24－IX－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I“2016．5♂♂6♀♀，19－VIII－2017．

53．a柳ZZiba（カatinaButler　シマキリガ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1－2016．

54．am出社函zLa（ButleI）イタヤキリガ

穂高小屋：1♂1♀，24－IX－2016．2♀♀，3－Ⅹ－2016；

柳谷出合：2♀♀，24・IX“2016．1♂2♀♀，

3・Ⅹ－2016．4♂♂1♀，19・VIII－2017．1♀，14－IX－2017；

白出沢出合：2♂♂，10－VI1－2016．3♂♂1♀，

11－VIII－2016．1♂8♀♀，24－IX－2016．1♂2♀♀，

3－Ⅹ－2016．3♂♂1♀，19－VIII－2017．1♀，14－IX－2017；

ワサビ平：1♂4♀♀，11－VIII－2016．6♀♀，

24－IX－2016．1♀，3－Ⅹ－2016．1♂1♀，19°VIII－2017．3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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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VIII－2016．23♂♂11♀♀，19－VIII・2017．1♂1

♀，14－IX－2017．

55．a柳mbmotぬzata（Staudinger）キシタキリガ

白出沢出合：1♂，11－VIII－2016．1♀，19－VIII－2017．

56．Dihozphitr娼mia閥1垂ga庖（Oberthur）マダラキボ

シキリガ

白出沢出合：1♀，11－VII1－2016．1♀，19－VIII－2017．

57．軸ozphaletIISa（Linnaeus）ヤナギキリガ

穂高小屋：1♀，24－IX－2016；　白出沢出合：2♀♀，

24－IX－2016；お助け風穴：1♂，11－VIII－2016；

ワサビ平：1♂，24－IX－2016．1♀，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2♂♂，11－VIII－2016．1♂，

14－IX・2017．

58．施αPhasubtusa（Denis＆SchifEtrmuller）ドロ

キリガ

白田沢出合：1♂2♀♀，11－VIII－2016；下抜戸谷

出合：1♂，11－VIII－2016．

59．EhalgZtZpa天沼Cea（Esper）ウスシタキリガ

穂高小屋：1♂，11－VIII－2016；柳谷出合：4♂♂2

♀♀，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4♀♀，

24－IX－2016．3♀♀，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2♂♂，11－VIII・2016．

1♀，19－VIII－2017．2♂♂1♀，14－IX－2017．

60．Ehajg霧勉閥taWileman＆West　フタスジキリガ

ワサビ平：1♀，10－VII－2016．6♂♂9♀♀，

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0♂♂2♀♀，

17・VII－2017．

61．（娩asm，読0あaめozZLitms（BremeI）ハルタギンガ

白出沢出合：1♀，24－IX－2016．

62．αIa鮒コムコ0ゐsuHをuHCt鵬Sugi　ヒメギンガ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1♂，

24・IX・2016；白出沢出合：1♀，24－IX－2016；ワ

サビ平：1♂1♀，11－ⅥII・2016．1♀，3－Ⅹ一2016．

63．αIaSmit20あnet・tnhguS（Butler）ウラギン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11－VIII－2016．1♂，17－VII－2017；下抜戸谷出合：3

♂♂3♀♀，11－VIII－2016．

64．（masmjhαねscibb（Staudinge王）ウススジギンガ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

65．BrachIⅨanthitZ2eb妨（Lederer）キイロトガリヨ

トウ

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66．MhIbiypemekinαめnta（Hampson）オオハガタヨトウ

白出沢出合：1♂1♀，24－IX－2016．1♀，3－Ⅹ－2016．1

♀，14－IX－2017；お助け風穴：1♀，3－Ⅹ”2016；

ワサビ平：1♀，10－VII“2016．1♂，14－IX－2017；

下抜戸谷出合：4♂♂1♀，14－IX－2017．

67．MZI砂ypebatbensis（Lutzau）ミヤマハガタヨトウ

白出沢出合：1♀，11－VIII－2016；　ワサビ平：1♂，

1　1－VIII－2016．

Hadeninae　ヨトウガ亜科

1．蜘saxea（Leech）ケンモンキリガ

柳谷出合：8♂♂8♀♀，17－Ⅴ－2017．1♂2♀♀，

17－VI“2017；白出沢出合：2♀♀，28・V－2016．1

♂2♀♀，17－VI・2017；お助け風穴：1♂，

17－V－2017；ワサビ平：1♀，11－VI－2016；下抜

戸谷出合：2♀♀，11－VI－2016．

2．Ibnolおjaponit沼Draudt　マツキリガ

穂高小屋：1♂1♀，28－Ⅴ－2016；柳谷出合：3♂

♂，17－Ⅴ－2017；白出沢出合：1♀，28－Ⅴ－2016．2

♂♂1♀，17－Ⅵ“2017；お助け風穴：1♂，17－Ⅴ－2017．

3．0あゆabl砿azml珪eaIml霧e（Oberthtir）キンイ

ロキリガ

穂高小屋：1♀，28－Ⅴ一2016；柳谷出合：1♀，

17－Ⅴ－2017．1♀，17－VI－2017；お助け風穴：1♀，

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1♂1♀，11－VI・2016．

4．醜ahoeneIPtlngeler　スギタニキリガ

柳谷出合：20♂♂2♀♀，17－V－2017．1♀，

17－VII－2017；白出沢出合：1♂2♀♀，17－VI－2017；

お助け風穴：2♂♂，17－Ⅴ－2017．

5．AzlOZ挽oamlmあmmあ（Denis＆Schi飴rmtlⅡeI）ス

モモキリガ

柳谷出合：1♂，17－V－2017．

6．AnoL融∽3秒匂mnお（Matsumura）ホソバキリガ

柳谷出合：4♂♂1♀，17－V－2017．

7．0！融asitlihα加をinα移nItaSugi　ミヤマカバキリガ

柳谷出合：10♂♂1♀，17－Ⅴ－2017；　白田沢出合：

1♀，17－VI・2017；　ワサビ平：1♂，28－V－2016．

8．0rthosibeva12証左（Butler）カバキリガ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18♂♂2

♀♀，17－V－2017．

9．Or碗asklaq昭menSis（Matsumura）アオヤマキリガ

柳谷出合：33♂♂，17－Ⅴ－2017．

10．Or椀osLtZHmbataHmbata（Butler）シロヘリキリガ

柳谷出合：2♂♂，17－Ⅴ一2017．

11．01就osiaodidsa（Butler）チャイロキリガ

柳谷出合：2♀♀，17－V－2017．1♀，17－VI－2017．

12．0rthasitzαmibrtoiac（嵐tota（F址pjev）ゴマフキ

リガ

柳谷出合：2♂♂1♀，17－V－2017．

13．Or融彷Lbgothit窟jt・勿enSis（Matsumura）カシワキ

リガ

柳谷出合：1♂2♀♀，17－Ⅴ－2017．

14．Or舶osibcam47emiS（Butler）アカバキリガ

穂高小屋：1♂，28－V－2016；柳谷出合：2♂♂，

17－Ⅴ一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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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励めneb！血sa（Huhagel）オオシラホシヨトウ

ワサビ平：1♂，17－VII・2017．1♀，14－IX－2017；下

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1♀，19－VIII－2017．

16．肱gobtzth（Oberthtir）オオシモフリヨトウ

柳谷出合：2♂♂，19－ⅥII－2017；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1♂，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

合：1♂，11－VIII－2016．3♂♂5♀♀，19・VIII－2017．

17．R〕hbmoIlua（Staudinger）クロヨトウ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1－2017．

18．MehmhmpαSI鍛1霧e（Linnaeus）シラホシヨトウ

ワサビ平：1♂，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7－VII“2017．1♂，19－VIII－2017．

19．MehnchmpostaMaSugi　アトジロシラホシヨトウ

柳谷出合：1♂，17－Ⅴ－2017．

20．Lacanobiaのnlをua（Denis＆Schi触rmtlller）ムラ

サキヨトウ

下抜戸谷出合：3♂♂，11－VI－2016．

21．LaeanobiaのntZaStata（Bryk）ミヤマヨトウ

穂高小屋：1♀，28－V－2016；お助け風穴：2♂♂，

11－VI－2016．2♂♂，17－VI－2017；ワサビ平：2♀

♀，17－VII－2017．1♀，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

合：1♂，17－VII－2017．1♂，19－VIII－2017．

22．DLtb，eStZadtssecia（Walker）キミヤクヨトウ

下抜戸谷出合：1♀，14－IX－2017．

23．HokmiseL施bzHZea（Hampson）フタスジヨトウ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白田沢出合：1♂1

♀，10－VII・2016．1♂，17－VI－2017，1♂，17－VII－2017．1

♀，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11－VI－2016．

24．M舶iimagZandおButler　オオフタオビキヨ　トウ

穂高小屋：2♂♂，10－VII－2016．

25．MV放imnadレ敬gtmSml碑重SButler　ナガフタオ

ビキヨトウ

穂高小屋：17♂♂1♀，10－VII－2016；お助け風穴：

1♂，11－VI－2016；　ワサビ平：1♂，11－VI－2016．

1♀，11－VIII－2016．3♂♂，17－VII－2017；下抜戸

谷出合：1♀，19－VIII－2017．

26，硯immconbeLa（Denis＆Schi鮎rmuller）シロ

テンキヨトウ

柳谷出合：1♂，19－VIII－2017；　ワサビ平：1♀，

11－VIII－2016；下抜戸谷出合：3♂♂，

19－VIII－2017．

27．硯itZmala（娩出（Bremer）フタテンキヨトウ

穂高小屋：1♀，10－VII－2016；白出沢出合：1♂，

10－VII・2016；ワサビ平：1♂，17－VII－2017；下

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4♀♀，19－VIII－2017．

28．M舶mnaikil′aStをma（Bremer）マダラキヨ　トウ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下抜戸谷出合：1

♂，11－VI－2016．1♀，17－VII－2017．

Noctuinae　モンヤガ亜科

1．肋masau（亮i（Hiibner）ニセタマナヤガ

下抜戸谷出合：1♀，19－VIII－2017．

2．AciebLtZpZa∞LLZmnS（StaudingeI）オオホソアオバヤガ

白出沢出合：1♀，14－IX－2017．

3．AMocastattTと叩glLkl1お（Moore）コキマエヤガ

白出沢出合：1♀，3－Ⅹ－2016．

4．EzL糊aSIbizita（Boisduval）ウスグロヤガ

白出沢出合：1♂2♀♀，24－IX－2016．

5．E訪鵬OChl甥Sterl肪Sita（Staudinger）クモマウス

グロヤガ

白出沢出合：1♂1♀，24－IX・2016．1♂，14－IX－2017．

6．44gvl農高sIihm（Ht血agel）タマナ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1♀，

19－VIII－2017；下抜戸谷出合：15♂♂11♀♀，

19－VII1－2017．

7．4頑pulはis（Linnaeus）モクメヤガ

下抜戸谷出合：2♂♂，19－VIII－2017．

8．HarmonassaalでmaSa（Butler）ホシボシャガ

穂高小屋：1♀，24－IX－2016；柳谷出合：1♀，

19－VIII－2017；　白出沢出合：1♀，10－VII－2016．1

♂，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l♀，10－VII－2016；

ワサビ平：1♂，11－ⅥII・2016；下抜戸谷出合：6

♂♂2♀♀，19－VIII－2017．

9．HazmtmaSSaCeCLhtiButler　クロクモヤガ

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

10．（娩etsotLSczmj知onki（Warnecke）ナカトビヤガ

白田沢出合：1♂，11－VIII－2016．

11．軸aeblislucensButler　シロオビハイイロヤガ

白田沢出合：1♂2♀♀，14－IX－2017．

12．S壷et御地ebbal宙ia（Graeser）ウスイロカバスジ

ヤガ

柳谷出合：1♀，19－VIII－2017．1♂1♀，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2♀♀，10－VII－2016．1♂1♀，

11－ⅥII・2016．1♂，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

♂，10－VII－2016；ワサビ平：4♀♀，11－VIII・2016．1

♂1♀，19－VIII－2017．2♀♀，14－IX－2017；下抜

戸谷出合：4♂♂3♀♀，11－VIII－2016．28♂♂65

♀♀，19”VIII－2017．4♀♀，14－IX－2017．

13．Dあzski（転731∽（Butler）コウスチャヤガ

穂高小屋：1♂，28・Ⅴ－2016；柳谷出合：1♂1♀，

24－IX－2016．1♀，17・Ⅴ－2017；白出沢出合：1♂2

♀♀，24°IX－2016．2♂♂，3－Ⅹ－2016．1♂2♀♀，

26°Ⅹ－2016；ワサビ平：1♀，11・VI“2016．1♀，

26－Ⅹ－2016．1♂，25－Ⅹ－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VI－2016．2♂♂1♀，19－VIII－2017．

14．DLbl欝ぬn互ponit冶Ogata　ヤマトウスチャヤガ

白田沢出合：2♂♂，11－VIII－2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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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VIII“2017．1♂1♀，14－IX－2017；　ワサビ平：2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ⅥII・2016，6♂♂4♀♀，19－VIII－2017．

15．DialS1台canaSCenS（Butler）オオバコヤガ

穂高小屋：2♂♂，28－Ⅴ－2016；柳谷出合：1♂，

14°IX－2017；　白出沢出合：1♀，28－Ⅴ－2016．1♂，

10°ⅥI・2016．1♀，19－VIII－2017；お助け風穴：1

♂2♀♀，11”VI－2016；ワサビ平：1♂1♀，

11・VI・2016；下抜戸谷出合：1♀，25－Ⅹ－2017．

16．D産出高畑耽梅津刑所産BIyk　ミヤマアカヤガ

柳谷出合：1♂1♀，19－VIII－2017．2♂♂，14－IX－2017；

白出沢出合：4♂♂2♀♀，10－ⅥI－2016．8♂♂2

♀♀，19－VIII－2017．1♀，14・IX－2017；ワサビ平：

1♂，17－VII－2017．2♂♂1♀，19－VIII－2017；下

抜戸谷出合：1♂1♀，11・VIII・2016．61♂♂75♀

♀，19－VIII－2017．1♂1♀，14－IX－2017．

17．DialSItZtねwIizI（Graeser）モンキヤガ

柳谷出合：5♂♂1♀，19－VIII－2017；白出沢出合：

2♂♂2♀♀，10－VII－2016．1♂，17・VII－2017．3

♀♀，19・VIII－2017．1♀，14－IX－2017；ワサビ平：

1♂，11・VIII－2016．1♂，17－VII－2017．1♂，

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3♂♂，11－VIII－2016．

16♂♂20♀♀，19－VIII－2017．1♂，14－IX－2017．

18．DiblSIをpaeiGtaBoursin　アカフヤガ

穂高小屋：1♂，28－Ⅴ－2016．1♂，24－IX－2016．5♂

♂，3－Ⅹ－2016；柳谷出合：4♂♂，24－IX－2016．2

♂♂2♀♀，3－Ⅹ－2016．2♂♂4♀♀，17－V－2017．3

♂♂，17－VI－2017．1♂，14－IX－2017；白出沢出合：

1♂2♀♀，3－X－2015．1♂，28－Ⅴ・2016．6♂♂2♀

♀，24－IX－2016．4♂♂2♀♀，3－Ⅹ－2016．2♂♂，

26－Ⅹ－2016．1♂，17－VI－2017．1♀，14－IX－2017；

お助け風穴：2♀♀，11－VI－2016．1♂，17－VI・2017；

ワサビ平：5♂♂2♀♀，28－Ⅴ－2016．2♂♂，

11・Ⅵ－2016．3♂♂，24－IX－2016．5♂♂7♀♀，

3°Ⅹ－2016．2♂♂，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

♂3♀♀，11－VI－2016．1♀，3－Ⅹ“2016．1♂，

19°ⅥII－2017．4♂♂2♀♀，14－IX－2017．

19．XastLtibaたiabit由（Butler）キミミヤガ

白出沢出合：1♂，19－VIII－2017．

20．Xastib胸ezIlLm（Denis＆Schi鵬rmuller）タン

ポヤガ

穂高小屋：1♂1♀，10－VII・2016；　白田沢出合：1

♀，19－VII1－2017；ワサビ平：2♂♂，11－VIII“2016；

下抜戸谷出合：1♀，11－VIII－2016．4♂♂，

19－VIII－2017，

21．X努tibcmbTILmCTnigTum（Linnaeus）シロモンヤガ

穂高小屋：3♂♂，28－V－2016；白出沢出合：1♂，

3－Ⅹ－2016．1♀，26－Ⅹ－2016．1♂，19－VIII・2017；

お助け風穴：2♀♀，11－VI－2016；ワサビ平：2♂

♂，28－V－2016．1♀，11－VI－2016．1♂，3－Ⅹ－2016；

下抜戸谷出合：1♂，11－VI－2016．2♂♂6♀♀，

19－VIII－2017，

22．XastLbeL孜mascems（Butler）キシタミドリヤガ

穂高小屋：1♂，3－Ⅹ－2016；柳谷出合：3♂♂，

24－IX－2016；白出沢出合：1♂1♀，11－VIII－2016．

1♂，24－IX－2016．1♂，19－VIII－2017．3♂♂，

14－IX－2017；　ワサビ平：2♂♂，11－VIII－2016．1

♀，3－Ⅹ－2016．1♀，14－IX－2017；下抜戸谷出合：1

♀，11－VIII－2016．4♂♂2♀♀，19－VIII－2017．1♂，

14－IX－2017．

23．AmpkcioitkspI場SiTIa（Denis＆Schimirmuller）ア

オバヤガ

柳谷出合：2♂♂，19・VIII－2017；白田沢出合：2

♂♂，10－VII－2016．4♂♂1♀，11－VIII－2016．2♂

♂1♀，19－VIII－2017；ワサビ平：4♂♂1♀，

11－VIII－2016．1♂，17－VII・2017．1♀，19－VIII－2017；

下抜戸谷出合：3♂♂1♀，11－VIII－2016．1♂，

17－VII－2017．25♂♂42♀♀，19－VIII－2017．

24．AnaI近ctohhg竜／enS（Butler）オオアオバヤガ

柳谷出合：1♂1♀，19－VII1－2017．1♂，14－IX－2017；

白田沢出合：4♂♂1♀，10－VII－2016．1♀，

24－IX－2016．4♂♂2♀♀，19－VIII－2017；　ワサビ

平：12♂♂，11－VIII－2016．1♀，17－VII－2017．2

♂♂，19－VIII－2017．1♀，14－IX－2017；下抜戸谷

出合：1♀，11－VIII－2016．1♂1♀，17－VII－2017．24

♂♂37♀♀，19－VIII－2017．1♂，14－IX－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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