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號 科別 中文名 常用名 學　名 備　註

1 鐵色絨弄蝶 鐵色絨毛弄蝶 Hasora badra

2 臺灣瑟弄蝶 大黑星弄蝶 Seseria formosana 特有種

3 白裙弄蝶 白裙弄蝶 Tagiades cohaerens

4 玉帶弄蝶 玉帶弄蝶 Daimio tethys niitakana

5 白弄蝶 白弄蝶 Abraximorpha davidii ermasis

6 黃星弄蝶 狹翅黃星弄蝶 Ampittia virgata myakei

7 昏列弄蝶 黃斑小褐弄蝶 Halpe gamma

8 袖弄蝶 黑弄蝶 Notocrypta curvifascia

9 薑弄蝶 大白紋弄蝶 Udaspes folus

10 黑星弄蝶 黑星弄蝶 Suastus gremius

11 黃斑弄蝶 臺灣黃斑弄蝶 Potanthus confucius angustatus

12 寬邊橙斑弄蝶 竹紅弄蝶 Telicota ohara formosana

13 竹橙斑弄蝶 埔里紅弄蝶 Telicota bambusae horisha

14 小稻弄蝶 姬單帶弄蝶 Parnara bada

15 禾弄蝶 臺灣單帶弄蝶 Borbo cinnara

16 黯弄蝶 黑紋弄蝶 Caltoris cahira austeni

17 長尾麝鳳蝶 臺灣麝香鳳蝶 Byasa impediens febanus

18 青鳳蝶 青帶鳳蝶 Graphium sarpedon connectens

19 花鳳蝶 無尾鳳蝶 Papilio demoleus

20 玉帶鳳蝶 玉帶鳳蝶 Papilio polytes polytes

21 黑鳳蝶 黑鳳蝶 Papilio protenor protenor

22 無尾白紋鳳蝶 無尾白紋鳳蝶 Papilio castor formosanus

23 臺灣鳳蝶 臺灣鳳蝶 Papilio thaiwanus 特有種

24 大鳳蝶 大鳳蝶 Papilio memnon heronus

25 翠鳳蝶 烏鴉鳳蝶 Papilio bianor thrasymedes

26 琉璃翠鳳蝶 大琉璃紋鳳蝶 Papilio paris nakaharai

27 白粉蝶 紋白蝶 Pieris rapae crucivora

28 緣點白粉蝶 臺灣紋白蝶 Pieris canidia

29 異色尖粉蝶 臺灣粉蝶 Appias lyncida eleonora

30 纖粉蝶 黑點粉蝶 Leptosia nina niobe

31 橙端粉蝶 端紅蝶 Hebomoia glaucippe formosana

32 遷粉蝶 銀紋淡黃蝶 Catopsilia pomona

33 淡色黃蝶 淡色黃蝶 Eurema andersoni godana

34 黃蝶 荷氏黃蝶 Eurema hecabe

35 亮色黃蝶 臺灣黃蝶 Eurema blanda arsakia

36 紫日灰蝶 紅邊黃小灰蝶 Heliophorus ila matsumurae

37 玳灰蝶 恆春小灰蝶 Deudorix epijarbas menesicles

38 小鑽灰蝶 姬三尾小灰蝶 Horaga albimacula triumphalis

39 波灰蝶 姬波紋小灰蝶 Prosotas nora formosana

40 雅波灰蝶 琉璃波紋小灰蝶 Jamides bochus formosanus

41 淡青雅波灰蝶 白波紋小灰蝶 Jamides alecto dromicus

42 藍灰蝶 沖繩小灰蝶 Zizeeria maha okinawana

43 黑點灰蝶 姬黑星小灰蝶 Neopithecops zalm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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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黑星灰蝶 臺灣黑星小灰蝶 Megisba malaya sikkima

45 靛色琉灰蝶 臺灣琉璃小灰蝶 Acytolepsis puspa myla

46 細邊琉灰蝶 埔里琉璃小灰蝶 Celastrina lavendularis himilcon

47 虎斑蝶 黑脈樺斑蝶 Danaus genutia

48 淡紋青斑蝶 淡紋青斑蝶 Tirumala limniace limniace

49 絹斑蝶 姬小紋青斑蝶 Parantica aglea maghaba

50 斯氏絹斑蝶 小青斑蝶 Parantica swinhoei

51 大絹斑蝶 青斑蝶 Parantica sita niphonica

52 旖斑蝶 琉球青斑蝶 Ideopsis similis

53 異紋紫斑蝶 端紫斑蝶 Euploea mulciber barsine

54 圓翅紫斑蝶 圓翅紫斑蝶 Euploea eunice hobsoni

55 斐豹蛺蝶 黑端豹斑蝶 Argyreus hyperbius

56 黃襟蛺蝶 臺灣黃斑蝶 Cupha erymanthis

57 青眼蛺蝶 孔雀青蛺蝶 Junonia orithya

58 黯眼蛺蝶 黑擬蛺蝶 Junonia iphita

59 枯葉蝶 枯葉蝶 Kallima inachus formosana

60 大紅蛺蝶 紅蛺蝶 Vanessa indica

61 小紅蛺蝶 姬紅蛺蝶 Vanessa cardui

62 黃鉤蛺蝶 黃蛺蝶 Polygonia c-aureum lunulata

63 琉璃蛺蝶 琉璃蛺蝶 Kaniska canace canace

64 散紋盛蛺蝶 黃三線蝶 Symbrenthia lilaea formosanus

65 花豹盛蛺蝶 姬黃三線蝶 Symbrenthia hypselis scatinia

66 雌擬幻蛺蝶 雌紅紫蛺蝶 Hypolimnas misippus

67 幻蛺蝶 琉球紫蛺蝶 Hypolimnas bolina kezia

68 豆環蛺蝶 琉球三線蝶 Neptis hylas luculenta

69 小環蛺蝶 小三線蝶 Neptis sappho formosana

70 細帶環蛺蝶 臺灣三線蝶 Neptis nata lutatia

71 蓬萊環蛺蝶 埔里三線蝶 Neptis taiwana 特有種

72 殘眉線蛺蝶 臺灣星三線蝶 Limenitis sulpitia tricula

73 異紋帶蛺蝶 單帶蛺蝶 Athyma selenophora laela

74 雙色帶蛺蝶 臺灣單帶蛺蝶 Athyma cama zoroastes

75 紫俳蛺蝶 紫單帶蛺蝶 Parasarpa dudu jinamitra

76 網絲蛺蝶 石墻蝶 Cyrestis thyodamas formosana

77 白裳貓蛺蝶 豹紋蝶 Timelaea albescens formosana

78 金鎧蛺蝶 臺灣小紫蛺蝶 Chitoria chrysolora 特有種

79 紅斑脈蛺蝶 紅星斑蛺蝶 Hestina assimilis formosana

80 箭環蝶 環紋蝶 Stichophthalma howqua formosana

81 方環蝶 鳳眼方環蝶 Discophora sondaica tulliana

82 小波眼蝶 小波紋蛇目蝶 Ypthima baldus zodina

83 寶島波眼蝶 大波紋蛇目蝶 Ypthima formosana 特有種

84 密紋波眼蝶 臺灣波紋蛇目蝶 Ypthima multistriata

85 褐翅蔭眼蝶 永澤黃斑蔭蝶 Neope muirheadi nagasawae

86 眉眼蝶 小蛇目蝶 Mycalesis francisca formosana

87 稻眉眼蝶 姬蛇目蝶 Mycalesis gotama nanda

88 切翅眉眼蝶 切翅單環蝶 Mycalesis zonata

89 暮眼蝶 樹蔭蝶 Melanitis leda

90 森林暮眼蝶 黑樹蔭蝶 Melanitis phedima polishana

91 藍紋鋸眼蝶 紫蛇目蝶 Elymnias hypermnestra hai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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