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演講意見回應 

 

學生姓名: 梁家源 學號: 80043004S 

 

週次: 9 日期: 2016/04/22 

 

演講題目: A review of clearwing moths in the tribe Synanthedonini, with descriptions 

of six new species from Taiwan 

 

廖培鈞 老師 

 

建議 1. Phylogeny的部分很有趣，建議仔細比對型態與演化上的關係，檢視型態

的相似性/差異性是否與phylogeny的歸群一致。(能否探討特徵轉變or趨同演化) 

回應: 很謝謝老師的建議，但由於此類群有許多的樣本不易收集，本研究中的

phylogeny tree 是一個初步的結果，後續會再增加研究樣本，再進一步探討型態

的差異是否為特徵轉變或趨同演化。 

 

郭奇芊 老師 

 

建議 1. Can use pointer to explain in more depth the figures (e.g. distributional map & 

phylogeny tree). 

回應: 很謝謝老師的建議。  

 

建議 2. Need more practice in presenting. overall good. 

回應: 很謝謝老師的建議， 我會多加練習。 

 

同學問題 

 

問題 P. dortmundi物種南北極端分布，如何解釋? 

回應: 本物種目前的採集紀錄較少，目前只於北部的大尖山和南部的小鬼湖林道

有確切的採集紀錄，在台灣本島其他地區並無採集紀錄。經由形態和分子數據

檢測南北為同種，因此本研究推測本種應該為在全島中海拔地區應該都會有分

布，可能是因為族群數量較少加上採集不易，所以導致其他中海拔地區無採集

紀錄。 

 

問題 幼蟲在野外不是住在癒傷組織裡嗎?人工飼養下他們住在哪? 

回應: 幼蟲於野外為鑽蛀於植物組織中，以洞穴口的植物癒傷組織為食。在人工

飼養下，幼蟲會直接鑽於人工飼料中並取食人工飼料。 

 

問題 在跑phylogeny tree時，使用的是mitochondria還是nuclear gene？兩種樹的結

果是一致的嗎? 

回應:本研究的物種目前核基因的序列資料是較缺乏的，所以現階段只利用粒線

體基因來做系統發生樹。 

問題 每隻蛾介紹的投影片上的地圖與海拔高度未做解說。 



回應:口頭報告中由於時間的問題，所以無法詳細介紹。以下投影片為例，該物

種幼生期以特定的殼斗科果實為食，其專一性高，所以分布的樣點與幼生期寄

主分布的位子有相對的關係。 

 
  

問題 Outline上有提到飼養，但內容只有focus在成蟲型態分類上。 

回應: 本研究之所以有提到飼養，是因為透翅蛾物種的幼生期飼養不易，故在過

去的採集幾乎都以費洛蒙收集成蟲，並無幼生期的飼養紀錄。本次報告由於時

間的關係，所以內容主軸為成蟲的分類議題，關於幼生期的飼養無法進一步詳

細說明。 

 

問題 Artificial diets = natural host plants ? 

回應:本研究會依各種物種的幼生期寄主植物來調配人工飼料。 

 

問題 P. weiyui 只有採集到一種性別? 

回應:是。本種目前只有採集到雄性樣本，雌性樣本目前並未有採集到。 

 

問題 並用分子系統分類與傳統分類的原因？如果兩者有衝突，你會認為會是哪

幾個問題？ 

回應:本研究會先以傳統的型態分類做為主軸，加入分子序列資料是希望可以輔

助傳統的型態分類，若兩者之間有相衝突的話，還是會以傳統的型態分類為主，

因為現階段所使用的分子序列資料只是部分的片段資料，並非完整的全基因組，

所以解釋的程度相對較有限。 

 

同學建議 

 

建議 解說圖表時可以用pointer指頭影片，不然有點不知道學長說的差異在哪裡。 

回應:謝謝建議。 

 



建議 分類可以利用表格方式呈現 

回應:謝謝建議。 

 

建議 材料方法可以多加一些圖片或示意圖，比較容易理解過程eg. 養幼蟲的環境。 

回應:謝謝建議。 

 

建議 8種的特徵比較可以有一個獨立的表，更容易知道分別的不同。 

回應:謝謝建議。下為台灣產Synanthedonini族8物種之檢索表： 

Key to the species of the tribe Synanthedonini of Taiwan 

1. Large specie, body length greater than 14 mm, forewing length greater than 11 

mm……………………………………………….................................….I. gryphus 

Small specie, body length less than 11.5 mm, forewing length less than 10 

mm……………………………………………………………………….………....2 

2. Abdomen with more than 4 yellow stripes, length of tegumen-uncus 2.3−3.1X 

saccus; scopula long, equal to length of tegumen-uncus…………………………...3 

Abdomen with less than 3 yellow stripes, length of tegumen-uncus 4.0−4.9X 

saccus; scopula short, about 3/4X length of tegumen-uncus…………….…………5 

3. Forewing yellow proximally, exterior transparent area broad, outer margin 

convex……………………………………...…...………………..…..P. formosicola 

Forewing black proximally; exterior transparent area narrow, outer margin truncate 

or nearly truncate.…………………………………………………………………..4 

4. M2 in forewing exterior transparent area approximately 1/2 length of M2 in apical 

area………………………………………………………………...…. P. dortmundi 

M2 in forewing exterior transparent area approximately 1/4 length of M2 in apical 

area…………………………………………………………..……...…..… P. weiyui 

5. Brown scalings present along hindwing termen; larva as borer in acorn, feeding on 

kernel………………………………………...……...…………...….. K. glansvorax 

Hindwing thoroughly transparent; larva as borer in stem, feeding on callus 

tissue…………………………………………………..……………..……………..6 

6. Body mostly black with blue sheen, abdomen with white stripes……....S. ceraunus 

Body mostly without blue sheen, abdomen with yellow stripes...............................7 

7. Abdomen tergite 4 with a broad yellow stripe; gnathos duplex..............S. auritincta 

Abdomen tergite 4 with a narrow yellow stripe; gnathos simple…….…..S. phoen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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