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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霄

，你無人f午，系統

, {墓教晃於各單省對台灣各士也區的

中 O 其中最早的報告，或許

是黑盟總米的調衰，黑白(1939)曾經報導

了蘇機離的六種法螺，黑冊(1941)的

。共惚，金子

(1943 ' 19缸， 194結)、陳(1960) 、林(1974)

、施(1975) 、構(19月， 1980) 、賴(1979) 、

譚(19帥， 1986)荐的講查報告中，

黑間(1位1)所胡:十四種法蟬的範

, {堇i報(1960)增加…幸好紀錄輔而已。

東北角、 、蘭輯、小硫

中有組諾諾在賴(1987 ' 1988)所著的具

頹矗譜之中。 f呈鼎記載的種轍，均不卡分

完全。根據作者的調查，

，今以本文報告之，以供

本報告佳話以下數f閻部分:

額分。(二)台灣接法鏢科貝頓一覽表 O 卡)台

瓏地、

:記主義蟬的 4種法螺之形態、

，立17.附彩色照片 O 個)討論

統，主要能攝Abbott

& Dance(1982)及 Beu(1985) ;觀的鑑定

，除參考上述文難以外，還發參考Eisen輛

berg (1981), Hinton( 1972), Springsteen 

& Leobrera(1986) ，波部、奧谷(197日L投

標井( 1986)嚀。員類中文名稱， I徐依照貝

，其餘種靜、

參考賴(1987 ' 198發)。

二、法螺科簡介

，有些j去

螺非常;大妞，可當號角，有些法蟬色彩瑰

麗，

自 顯 O

根讓比較傳統的分擻，如Cernohor

sky(1978)或標并(1986) , 1.去螺和!離於睦見

綱、品銷盟繭的中腹足間(間的。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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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opoda) 。但若參考Lindner (1975) ，則

被改屬於單心耳目(Monotocaria) 。若依

據Abbott & Dance (1982) ，則歸類於新

進腹足目 (Caenogastropoda)中。可見關

於腹足綱的分類，目前學者的意見還不十

分一致。

中腹足額共包含十八個超科，法螺超

科通常被排列在其中的最後一個超科。與

法螺科血緣最近的是蛙螺科，法螺超科只

包合法螺科和蛙螺科二科。台灣產的蛙螺

科，作者已發表於本刊的前一卷，詳見賴

(1987) 。

法螺科的科名，長久以來，全世界的

學者都一致使用 Family Cymatiidae 

Iredale , 1913 '但是近年來， Beu(1985) 

主張改用 Ranellidae Gray, 1854 '此項

倡議是否為多數學者所同意，目前尚不得

而知。

法螺類的貝殼，多星紡捶形，殼質堅

厚，殼上常有各種螺肋、縱肋、縱脹肋和

突瘤，有時有最皮及最毛，最口呈卵形或

橄欖形，殼口緣及殼口內面常有美麗的色

澤和陶質光澤，內外唇多肥厚，軸唇上和

外唇內側常有觸紋和齒列，最口具有前水

管溝而沒有後水管溝，因此很容易和具有

後水管溝的蛙螺類區別。有些種類，前水

管溝很長，有點類似骨螺。口蓋為角質，

樹葉形而呈濃褐色。

法螺類多棲息在岩礁性的淺海底，特

別喜歡出沒在珊瑚礁之間，棲息在泥砂海

底的法螺種類很少，已知有翼法螺(Bi一

ρlex)及網目法螺(Fusitriton)等棲於深海

的泥砂底。

法螺類為肉食'1主動物，喜歡捕食各種

棘皮動物(如海星)等。齒吉為紐古型

(Taenioglossan Radula) 。法螺類為雌雄

異體，行體內受精。幼體在發育過程中，

有很長的游泳期，有的長達三個月，因此

有些法螺在海洋中的分布很廣。

法螺類多分布於熱帶暖海，尤以西太

平洋和印度洋，種類較多，溫帶、寒帶及

大西洋海域，種類較少。地中海只產五種

法螺。

根據Eeu(1985) ，全世界現生的法螺

類，已知共有三亞科十三屬一百四十三種

(或亞種) 。根據作者的調查，台灣近海

產有九屬四十種，佔全世界種類的28% 0 

三、台灣產法螺科貝類一覽表

A List of Triton Shells from Taiwan 

Family Cymatiidae 二 Ranellidae

法螺科

Subfamily Ranellinae翼法螺亞科

Genus Fusitriton網目法螺屬

1. F. galea Kuroda & Habe 

網目法螺

Genus Gyrineum斑馬翼法螺屬

2. G. gyrinum (Linnaeus) 

斑馬翼法螺

3. G. roseum (Reeve)玫瑰翼法螺

4.G. 戶的illum (Broderip) 

紫端翼法蟬、

Genus Biplex翼法輝、屬

5. B. perca (Perry)翼法螺

6. B. ρulchra (Gray)小翼法螺

Subfamily Cymatiinae梭法螺亞科

Genus Charonia大法螺屬

7. Ch. tritonis (Linnaeus)大法螺

8. Ch. sauliae (Reeve) 白;去自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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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us Cymatium梭法螺屬 小

9. Cy. (Lotoγ ia) lotoγ ium (Linnaeus) 27. 乙~y. u玄妙的)rubeculum (Linnaeus) 

象鼻;去報

10. Cy.(L)grandimaculatzon (Reeve) 

11. Cy. (Ranulαria) pyrum (Linnaeus) 

大象;去螺

12. (按. (R.) sarcostomum (Reeve) 

肉唇象法螺

13.ι;y. (R.) sinense (1至eeve)

中華象;去螺

14. Cy. (R.) encausticum (Reeve) 

鳥頭象法童車

15. Cy. (反) testudinarium (Adam話&

i諂§丘.Cy. (R丘.) gu叫tμt似zμω4衍f，r彷i仿u綁 (Roedi泊ng凶) 

玉女象;去螺

17. Cy. (R.) caudatum (Gmelin) 

深溝象法螺

18.Cy. 阱.)的ile (Reeve)秀英象法螺

19.Cy. (R.) dunkeri (Lischke) 

丹氏象法螺

20. Cy. (Reticutriton) pfeifferia 

21. Cy. (Gulturnium) ηlunclnum 

(Roedìng)紅口

22. Cy. (Monoplex) Pileωre (Linnaeus) 

毛;去生累

23. Cy. (M.) αquatile (Reeve) 

矮毛法螺

斜.Cy. (M.) nicobaricum (I至oedìng)

金口法蟬

25. Cy. (.41.) partheno戶eum echo Kur

oda & 

26.Cy. (M.) mundum (Gould) 

詣。〈示'. (5.) hψaticum (Roeding) 

29. Cy. (5.) flav仰的m (Roeding) 

30. Cy. (Turritriton) vespaceum 

(Lamarck)灰法螺

31. Cy. (T.) tenuiliratum (Lischke) 

32.Cy. (土)是iiensis (Sowerby) 

33. Cy. (T.) comptum (A.Adams) 

剝削 Cy. (T.) labiosum (Wood) 

Genus 

35.L cauda仰的melin)轉法皇軍

Genus 

36. 位 succincta (Lìnnaeus)燈籠法螺

Genus 

37. S. semitor的 Kuroda & Habe 

Subfamily Distorsioninae拇法螺亞科

Genus Distorsio tH.法螺屬

38.D. an削(LìnnaeusH丑法螺

39.D. reticula的 (Linnaeus)毛捏法蠶

的.D. perdistorta Fulton 

語、台灣產法鑄耗體實實

Family Cymatiídae Iredale, 1913 

二 Ranellidae Gray, 1翁54 in Beu, 1985 

翼法螺亞科Subfamily Ranellinae Gr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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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是

稱自法螺麗Genus FusitTÏton Cossmann, 

1903 

1.網自法麟、民叫triton galωKuroda & 

Habe, 1961 

有微弱的縱蜓的，排列不十分整齊

，激素有縱助及較弱的螺防，形成調狀

雕刻和驅車安勢，殼表乳梅色，

皮及觀怠，殼最約8c郎，設立;垃咐

殼口;有唇上Jj有一臨。產於台灣東北外

，棲於1果海細偕燼。

豆灑娃騁灑法螺屬Ge凹nu闊S 仗W川z1州t衍ez

18約07 口 AρO叫II扣正O仿y汙)n終雲孔Mont吋for叫t. 1810 

2.薩馬翼法蝶Gyrineum gyrinum (Lin

naeus, 1758) ( 

織接由整齊排列在貝殼左右兩側，

背勝兩嚮稍肩，各螺層有錯狀縱肋及濃

褐色轎i幣，

殼長的2.5cm

淺海岩礁底 C

灣北海岸，

PLjT況dpole Triton 0 

3.坎現黨法螺Gyríneum roseu慨 (Reeve ，

18是 4)

殼形想{仗?拍攝而略小，

狀躍到高有規則的樂粒，其殼皇淡紅色

，較長的2cm 0 產於台灣北海岸、 ;J、琉

球總投綠島，接於淺;每岩機峙。英文科

Rosy Gyre Triton 0 

是.紫端 Gyrineum pusillum 

(Broderip, 1833) 

館形額i以前二種， 1及非常小妞，殼

，各螺層有粉紅但楠帶，

殼鹿三之水管里粉紅位或紫紅色，

1cm 0 、東海岸、

及小琉球l興等地。 叫 Purple Gyre 

Triton 0 

蠶;去螺屬Genus Bi:ρlex Perry. 1811 

有些學者將本屬鈕，企於白Jnnezün屬

中，或將它列為亞騙，見

Beu(1985) 。

5. 翼法餵β'iplex 仰的z (Perry. 1811) 

頁殼淡褐色，

館有黨狀或翼狀的提級助，各螺層有蜈

助手口呆~位狀縱豆豆，殼日內自位， ;三大管路

長，口聽黨講f笠，殼長的8cm 0 

灣東北外海及台灣海臉，棲於j梁海砂j還

C 英;文 PLjMaple Leaf Triton 0 

6. 小轉法蟬Biplα 戶ulchra (Gray in 

Sowerby, 1836) (屬6)

民報報{民諮韓罵較小型，縱跟前的

輔料較尖銳，殼義的照粒較均勻，水管，

，接口較小， O 產於

台灣東跪拜海及台灣海u庚，

底。 B. aculea仰的chepma口， 1909)及

B. microstoma(Fulto泣， 1930)均為其與

，英文叫 Spined M仰le Leaf 

Triton 0 

接 i去螺臨科 Subfamily Cymatimae 

Iredale, 1913 

大法螺屢Genus C加ronia GisteI. 1848 

7. 大法輝、Charonia tritonis (Linnaeus, 

1758) ( 

，生累塔尖，

樹葉形，貝

褐但斑紋，畫畫口 白梧闊的斑馬

紋， ，親口內

，總脹肋間寫約成120臆

殼長約33公分。 還在於台灣東北角、

、讀嶼、綠島、小琉球嶼及澎禪讓

，種於淺海岩支援燼。否定文 PLj Trum-

pet Triton 0 



8. Charonia sauliae (Reeve, 1844) 

般大型而呈乳白色，常有淡褐色

犬，內唇上方有…錯，外醫有

，最表:當總螺訪友聽瘤，

。產於

i彭湖

、恆春半島、

'棲於淺

、綠島及

O 英文叫

Saul、 Triton 0 

按法螺鵬 Genus Cymatium Roeding, 

1798 

象算法鑼單單龍Subgenus Lotoria 1三mer

son & 0泊， 1963

9. 主義轉法麟、 Cymatium (Lotori，α) lotor

ium (Linnaeus, 1758) (關1l~12)

，有發i蠢的粗梅和緩接

駒，縱膜肋上有黑褚色盟，聽口白色，

向i里另有蠢藹，

，水管溝幸會長， 3公分。

岩礁底。 叫Black

10 

spotted Triton 0 

法蝶。叫ati紛紛 (Lotoria) 

grandimaculatum 很eev兮， 18哇哇) (屬

9也 10)

殼類似箭種，也殼上的粗瘤較弱

及數口內唇上沛的照塊斑

較大，水管i潛較直，設長的10公分。麗

。英

文叫Large-spotted Triton 0 

象法總聽麗 Subgenus RaJ似的rza

Schumacher, 1817 

11. Cymatium (Rαnulari的

pyrum (Linnaeus, 1758) 

前撞，但其

室，灣的法樣 111 

'縱脹肋上及接口賄關沒有黑色主霍

爾唇有白色盤穗，水管釋手會短，

1公分。室主於台灣北吾吾及東北部

，棲於淺海岩褲、膛。英文I1.L! Pear

Triton 0 

12. 肉勝數法螺 Cymatium (Ranulaη:'a) 

sarcostomum (Reeve , 18位) (輯工5)

貝殼薰褐色，

, 1黨助和鍵訪構成結擻， 淡肉色

'水管溝很鈍，縱瞬即明顯

灣東海岸，

只11 Yellow句 lip

Triton 0 

13划中華發鶴說，蟬 Cymatium (Ranularia) 

sinense (Reeve, 18哇哇) (鱷 17)

與殼絡íJ;{前撞， í設較小型，螺塔稽

，結瘤幸自弱，設口乳白的，殼長約5

O 灑於澎湖畫畫品，機於棧海岩褲、

日.L! Chinese Triton 

Cvmatium (Ranularia) en

causticum (Reeve, 18遲遲}

殼與海唇象:去螺摺似，. í鼠輝是力較

白色'

，殼長約6公升。 j擎於台灣

北部海域及小琉球嶼，樺於、溫海對礁底

。

Cymatium (Ra去zularia) tes

tudinari紡織 (A. Adams & Reeve, 

1850) 

般與中華象法螺相似'

，螺塔楠、尖'

，般長約8公分，

自

C 

16. 玉女議活螺 Cymatium (Ranularia) 

gUttUlηium (Roeding , 1798) (鷗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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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設類似鳥頭象法螺，但螺塔稍高

，水管溝較長，殼口常呈美麗的橙紅色

或乳黃色，殼長約8公分。產於澎湖畫

島，棲於淺海岩礁底。英文叫 Long-

neck Triton 。

17. 深溝象法螺 Cymatium (Ranularia) 

caudatum (Gme1in, 1791) (圖21)

貝殼類似前種，乳白色，殼口白色

，最大的特徵是縫合溝很深，殼長約

6.5公分。產於台灣東岸及恆春半島，

棲於淺海珊瑚砂底。英文叫Bent-neck

Triton 。

18. 秀美象法螺 Cymatium (Raunularia) 

exile (Reeve , 1844) (圖20)

貝殼類似玉女象法螺，但較小型，

螺塔稍低，白色而有褐色斑，殼口白色

，殼長約4公分。產於澎湖辜島，棲於

淺海岩礁底。英文叫S1ender Triton 。

19. 丹氏象法螺 Cylηatium (Ranularia) 

dunkeri (Lischke , 1868) (圖22)

貝殼穎似大象法螺而呈黃褐色，比

較小型，殼口白色，內唇上方有褐色斑

，殼長約10公分。產於台灣北部海域及

澎湖辜島，棲於淺海岩礁底。英文叫

Dunker's Triton 。

菲氏瘦法螺E屬Subgenus Reticutriton 

Habe & Kosuge , 1966 

20. 菲氏瘦法螺 Cymatium (Reticutriton) 

ρifeifferia (Reeve, 1844) (圖23)

貝殼密佈螺肋和縱肋，構成網狀雕

刻，螺塔高，縫合深，縱脹肋發達，水

管溝略長，殼長約10公分。產於恆半島

，棲於淺海泥砂底。英文叫 Pfeiffer's

Hairy Triton 。

紅口法螺E 屬 Subgenus Gutturnium 

扎1oerch， 1852 

21.紅口法螺 Cymatium (Gutturnium) 

muricinum (Roeding, 1798) (圖24)

貝設灰白色，多結瘤，螺塔較低，

殼口內深紅色，殼口周緣有發達的白色

滑層，水管溝稍短，殼長約5公分。產

於台灣東海岸、恆春半島及澎湖辜島，

棲於淺海岩礁底。英文叫 Short-neck

Triton 。

毛法螺E屬Subgenus Monoρlex Perry , 

1811 

22. 毛法螺 Cymatium (Monoρ lex) 

ρileare(Linnaeus ， 1758) (圖26)

貝殼紡種形，灰褐色而有殼皮和數

毛，殼口橙紅色，而內外唇有白色齒列

，水管溝短，接長約9公分。產於台灣

北海岸、東海岸、恆春半島、蘭嶼、綠

島、小琉球嶼及澎湖薑島，棲於淺海岩

礁底。英文叫Common Hairy Triton. 

23 矮毛法螺 Cymatium (Monoρlex) 

aquatile (Reeve, 1844) (圖27)

貝殼類似前種，但稍短而肥，黃褐

色，殼皮及殼毛較不發達，殼口黃色，

殼口緣有淡白色齒列，水管溝更短，殼

長約6公分。產於台灣北海岸、東海岸

、恆春半島、蘭嶼、綠島、小琉球嶼及

澎湖畫畫島，棲於淺海岩礁底。英文叫

Aquati1e Hairy Triton 。

24. 金口法螺 Cymatium (Monoρlex) 

的cobaricum (Roeding, 1798) (圍28)

貝殼額似前種，但呈灰褐色，結瘤

較發達，縱肋及縱脹肋上常有黑褐色細

橫紋，殼口金黃色，殼口緣有白齒，殼

長約7公分。產於恆春半島、蘭嶼、綠

島，棲於淺海岩礁底。英文叫Go1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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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uth Triton 0 C. chlorostoma 

(Lamarck)是異名 C

心Imatium (A1o衍。ρlex) 戶a'rth

G附加州m echo Kuroda & Habe in 

Kir刻.1961 (圖29)

、 ij~ß半形，

錯，縱膜不發達，

。

口

26.小白法輝Cynz耐心的 (l11onoPI的) mun

dum (Gould , 1849) (闢37)

接類{以毛法螺，但小型，螺肋

C 英文IJl.jClear Triton 0 

美法鄉間驕Subgenus Septa Perry, 1810 

27 艷紅去是法蟬 CymaNum (S吵的)

rubeculum (Linnaeus, 1758) 

色，

'縱接肪上有自轍，親口內自

白色齒持及紅色小慨，水

，接畏約是公分。

、值春半島、蘭織、

小琉球嶼及澎湖噩島，

。 1恥)r1Jl忱。bin Redbreast Triton 0 

28. 章的英法蟬 Cymatium (S，吵的) he

paticum (I至oeding， 1798) ( 

較頗似品種， {旦監欖補位，螺肋

，縱是長拉上留

日內岱悅，殼口緣撞紅罷 1(Ü有

O 產於在

、恆春半島、蘭嶼、

文PLjLiver岫colored Triton 0 

、小瓏

O 英

29. 金帶英法螺 Cymatium 戶的)

flaveolu糾 (Roeding， 1798) (關36)

，但路鐘，

講色， ，外唇緣至全您有自

，接長約哇.b位分。

發現於台灣北部海域，

O 英文r1LjGolden-band Tríton 0 

友法攤頭鸝Sub伊nus Turuitriton Dall , 

190是

30. 灰法讓 Cymatium (Turrilriton) l吟

5戶。cωm (Lamarcl屯. 1822) 

，紡種形，

殼一毛，投日內灰色，種口緯

有齒列，外層爾列較弱，

長約4手之分 O 灣東北部悔城'

，英文叫Dwarf Haíry 

Tríton, C. 的ersites(Reeve)是

。

31.痺毛法螺心，例僻的的 (Tunitrito的

tenuiliratum (Lischke, 1873) 

般為較輝長的紡種形，

Triton 0 

32. 紀伊

殼淡灰褐色，

白色，殼口

G 產於台

C 英文 PLj Thin-lined 

Cylηatium (Tunitriton) 

kiiensis (Sowerby , 1915) ( 

，淡褐色，

具有較粗的縱助和較姻的螺助，親口白

色，外嚼的聽到較粒，

。產於台灣東花部海域友

，華蓋章?淺海至深海裝韓、路。

文叫Kii Triton 0 



114 車員景陽

33. 多采手法蟬 Cymatium ( Tur叫triton) 異名。

comptum (A. Adams, 185是)

如小盟和瘦長的話報彤，

，色彩變異多，

白色，殼口肘

不同的小齒，雖背面有粗燭 ， ñ-...... “約3.

7公分 G 連接於台灣海峽淺海暉 C

34. 單韓請綠 Cymatium ( Turrìtrìton) 

labiosum (W ood, 1828) (麗蓮的

長約2

嶼，

，堅厚，粗控'

，水管溝短，

O 產於恆春半島及小硫球

海岩礁底。英文叫Wide-

lipped Triton <> 

籍法輾轉Genus Linatella Gray, 1857 

35. 籍法螺 L的atella cauda級 (Gmeli泣，

1791) ( 

肥短，有點顯似鵬聽

Tonna) ， 有螺肋及褐i5f貨幣，皺口

色，然勝不在美厚，水管溝妞'

，鞭長的5公分。

艘，橫加鐘海龍沙底 O 英文;在~Girdled

Triton, L. cingulata (Lamarc神及L.

ρoulsenii (Moerch)均為異名。

燈籠法螺鵬Genus Gelagna Schaufuss , 

1869 '有歧學者將本屬視為鞠法螺屬

(Linatella)的亞屬 c

36. ;噎鑼捨鑽 Gelagna succincta (Lin

naeus, 1758) (屬31)

，褐色而直緝螺館，

難日乳白位，外唇肥厚而有講龍服點，

，各螺層沒有縱服助，

5公分。遲至於台灣北部海域，

對韓、燼。英文如 Lesser Girdled 

Triton G.clandestiη拭Lamarck)是其

牟懂法螺鵬Genus Sassia Bellardi , 1872 

37.半扭法螺Sassia semitorta Kuroda & 

Habe ín Habe , 1961 (麗蓮1)

列，

及台

，淡字是色，是2轎狀離到

口內唇褐位，

O 產於台灣草鞋就外梅

，棲於深海聆聽 C 提了主叫

Tall triton 0 

器法螺謹科Subfamily Di悅。rsioninae

Kuroda, H紋be & ûyama , 1971 

扭法螺鸝Genus Distorsio Roedin豆豆， 1798

38. 扭法螺 Dislorsio anus (Linnaeus, 

1758) 

般各螺層扭曲，有橫肋及縱肋，

，數白面形成板狀，

緣有，許多

C 產於台灣北部梅爐、

及小琉球嶼， 。

英文叫Common Distorsio <> 

39. 毛扭法螺 Disto月io reticu!ata (Lin 

naeus， 17日8) (圖42-43)

其戰各螺層扭曲'

，有聽狀雕刻，

緝的齒狀突起比前繡縮小 G

。產於台

北海域，機於深海岩碟鹿三長砂鸝 O 英文

fJ1j Reticulate Distorsio 0 

品位扭法螺Disto月io ρerdistorta Fulton, 

1938 

乳白色按皮較薄，殼口語較

線的樹粥較粗，殼長約8位分。

, l'色彩

灣海~快，機於深海砂燼。英3近日月 E主ris

tly DistorsÍo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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ÌÏ. 、討論

台灣位於西太平洋的巾央，與?海方的

，及北方的日本琉球蓋島，同

受票機暖流的洗禮，具有許多共同鐘的熱

帶貝韻。雖然遺忘f困地暉，有相似的貝鍋

，海持續境也有悲異，

盟此所產的真 。

日本、

律賓等鄰近地隘的法轍類比較…下:

Taxa lTaiwan 1 J apan 1 Philippines 

Fusitriton 11 species 12 species 
Gyn'ne結ms3sp! 5 sp. 5 sp. 

Biplex 2 sp. 2 sp. 2 sp. 
Cymatit紛紛 24 sp. 
C‘你roma 2 sp. 1 2 sp. 1 sp. 
Liηatella 1 sp. 1 sp. 1 詩p.

Ge!，傅na 1 sp. 1 sp. 1 日p.

Sassia 1 sp 2 sp. 1 sp. 
Disto月i，。 3 sp. 5 sp. 6 sp. 

在上裝的資料中，日本的法關無主要

按部(1961) 、波音吾與與谷(1975)及樓

井(1986)等，而菲律黨的法擺觀主要依接

Sprìngsteen & Leobrera (1986) 。

由上:表可知，這三餾地區的法螺類十

分相似，部仍有若干忌、差興。例如北方系

(約1嚴寒幣)的法嘿，如F如itrito衍，日

本較多，菲禪窺沒有，思台灣譜中。玄之指

南方系(即熱乎譯)的法蟬，如仁vmatz"u側

，則台灣翱菲律草鞋種額較多，而，日本較少

。

Disforsi。在菲律賓或日本

都有至三種以上的紀錯，情台灣欄顯較少，

這或許的於輯查工作不夠用致，將東j這一

。

J;J法螺科來說，台灣與日本的共同種

'佔台灣法曠的82.5% :台灣、

, 1占白灣法

擇的85% 。

十種， 11占台灣法輝的75% @若將來調查得

額的指

1W;-['生會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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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版一 團 1 網目 ;吉姆、 FusitfllOn gθ/ea 

1iJ 2~4 翼法螺 BIρ/ex perca 
團 5~7 小翼法螺 Blp/ex {JU/'ι、17m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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圓版二 團 8~9 斑馬翼法螺 Gyrml:JlItn gvnnllm 
圖1O~11 紫端寞;去螺 GVI川的 11 1/ I !II月圳川}

圍 1 2~ 13 玫瑰寶法螺 Gym的 11 1/ rοSP.lI: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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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版三 圈14 大法螺 Charon川!(/! () / 1/后

圍 1 5 白法憬 。lafDI川州州)()

圓 1 6 紅口法螺 CVlììdr川/川 /J I 11 /11.' 11 11川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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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四 團17 象鼻法螺 Cvmaltum /O lO flum 
面18 黑斑象農法螺 Cvma(/Um grandlmaCu/A lUm 

圍內~20 大象法螺 CvmallUm ρ v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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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版六 圍27 褐宮象;去螺 Cv川nl/ LI!ì7 Iθsiud/lianU177 
團2日 貨氏瘦法螺 C)!!"II <7 UU川 pfelffθf 的
圓的瘦毛法螺 CV17lilí/( 1!1) le叫你刀IU177
圍30 月氏象法螺 Cv川é1{J{/1 1I (/{/oken 

固3 1 中華象:去螺 CVl1Jilr/( 1n 1 SIIIell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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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版t 圖32 紅口法螺 CvmaLium munCinum 

國33 黑齒法螺 Cvmδlium ρar/henopeum eι、!J o

暉拍攝毛法螺 Cvmθ Itum 呵ua l!/e

圍羽 毛法螺 Cvmalillm pll，θare 

~36 紀伊法螺 Cvmalium klle的15

團37 金口法螺 CvrnallUm IIICOUanCum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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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八 圍3羽8~3泊9 艷紅美j法去螺 Cyf川θf叫17 r川川l叫J心/οJ θ叮CIυJμ伽/

圍4叩O~4叩2 金色美;法去螺 Cy叭fη77，1♂M州fυ伙/此tυJ叩ml倪7花丘e叩~p仙仰ρ仰3封M正θ糾圳j川川fυ/川10η7 

固4的3 金早帶育美法蟬 C句ym叭《♂川7刊1ftυJ州In f仰/扣οV阿e仰O叫/力tυJ州f叮mrη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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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版九 圍44 多彩;去螺 Cymalium comρlum 

圍的 小白法螺 Cymalwm mundu川

圖46 灰法螺 Cyma/tum vespaceum 

圓的~49 厚唇法螺 Cymallum /obrosu/1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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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版十 團50~5 1 唱法螺 Lmawlla cau(，灼的

直52 燈籠法螺 Gelagnà SIICC/lJ Cla 

圍53~ 54 半用法螺 5as仰 seml!Orl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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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十一 圓的 IB法螺 D川的rs/O anus 

置自56 自 iB5.去螺 D叫ors/o ρθrd叫υrla

~57~59 毛Hl法螺 D川的rslO rθ I!Cufa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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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amily Cymatiidae of Taiwan 

Kin-yan車Lai

Taiwan Museum 

This paper includes (1) A general introductîon to the family Cymatiid紹， the 
triton shells. (2) A list of triton shells from Taiwan. (3) Forty species belonging 
to three subfamilies and nine genera of Taiw挂nese tritons are reported here. For 
each species , the diagnoses, localities , habit直ts ， note囂， and color photos are pro
vided. (4) A discu鈴ion - the comparison of the triton faunas among T訂閱n ，

Japan and the Philippines is made. 

Taxa Taiwan Japan Philippines 

Fusitriton 1 species 2 species 
Gyrineum 3 sp. 5 sp. 5 sp . 
Biplex 2 sp. 2 sp. 2 sp. 
。Imatium 26 sp. 18 sp. 24 sp. 
。laronia 2 sp. 2 sp. 1 sp. 
Linatella 1 sp. 1 sp. 1 sp. 
Gelagna 1 sp. 1 sp. 1 sp. 
Sassia 1 sp. 2 sp. 1 sp. 
Distorsio 3 sp. 5 sp. 6 s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