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65 號

29

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對田間瓜實蠅 

（Bactrocera cucurbitae）之誘引效果比較 1

陳昇寬 2

摘　　要

陳昇寬。2014。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對田間瓜實蠅（Bactrocera cucurbitae）之誘引效

果比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65：29-37。
本研究首次發現瓜實蠅（Bactrocera cucurbitae）在不同環境背景下對顏色之感受性不

同。在萊豆田及絲瓜田的試驗中發現，於棚架內遮蔭環境下，以藍色黏紙對瓜實蠅的誘引效

果明顯優於黃色黏紙，且所誘得之雌蟲較雄蟲為多。但在隧道式洋香瓜田的試驗中，於開放

式光照充足環境下，以黃色黏紙對瓜實蠅的誘引效果較藍色黏紙為佳。初步推測可能在光照

不同的環境下，黏紙反射出的光譜或強度不同，影響瓜實蠅對顏色的感受性。藍色黏紙捲成

圓筒狀或對摺成平板型所誘得之瓜實蠅蟲數無顯著差異。單張黏紙面積及 2 張黏紙面積所誘

得之瓜實蠅蟲數也無顯著差異。從藍色黏紙在絲瓜園所誘得之瓜實蠅數量變動情形，可看出

在 7 ～ 9 月期間，於 7 月 25 日達高峰後開始下降，9 ～ 12 月期間，雌蟲大約於種植後一個

月數量開始增加，而雄蟲則再晚雌蟲一個月才開始出現。密度消退時，以雄蟲密度先降，雌

蟲在瓜園之活動期較長。雌蟲在瓜園之早出現及晚消退，應與在瓜園之產卵行為有關。

現有技術： 目前應用瓜實蠅防治上之誘引資材，包括黏紙、誘引器、黏蟲噴膠等，均

以黃色為主。

創新內容： 本研究首次發現瓜實蠅在不同環境背景下對顏色之感受性不同。於棚架內

強遮蔭環境下，以藍色黏紙對瓜實蠅的誘引效果明顯優於黃色黏紙。

對產業影響： 使用正確的顏色來誘引瓜實蠅，可提升誘殺效果，降低田間瓜實蠅密度，

減少瓜實受害，增加產量，提升農民的收益。

關鍵字：黃色黏紙、藍色黏紙、瓜實蠅、誘引

接受日期：2014 年 10 月 2 日

1.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報告第 437 號。

2.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臺南區農業改良場助理研究員。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65 號

30

前　　言

瓜實蠅（Bactrocera cucurbitae（Coquillett））屬於雙翅目（Diptera）果實蠅科（Tephritidae），

主要為害葫蘆科及茄科作物，葫蘆科包括絲瓜、胡瓜、苦瓜、南瓜、洋香瓜等多種作物。由

於成蟲飛翔能力強，移動性高，防治困難，常造成瓜類果實嚴重受害，為瓜農最重視之重要

害蟲。

不同昆蟲對顏色之偏好性不同，因此顏色也常被利用來做為誘引害蟲之元素。有關果實

蠅科害蟲對顏色之偏好性研究相當多，不同的果實蠅種類喜好不同的顏色，搭配不同形狀誘

引器結果可能不同，另外結合視覺及嗅覺效果可提升誘引力。Robinson and Hooper（1989）
彙整多篇報告，指出在小型到中型（4 × 5 cm 至 30 × 40 cm）的平板或 X 型板之誘引資材，

以黃色對多種果實蠅科昆蟲最有誘引效力 (13)，其中包括蘋果果實蠅（Rhagoletis pomonella）
(12)、南美果實蠅（Anastrepha fraterculus）(9) 及瓜實蠅等。Cytrynowicz 等人（1982）的研究

發現，黃色長方形誘引器對地中海果實蠅（Ceratitis capitata）誘引效果最好，但球型誘引

器則以紅色及黑色最好 (9)。呂（1997）在不同顏色之誘蟲色片對瓜實蠅雌蟲誘捕率之比較試

驗中指出，不論是在產卵前期、盛期及末期，黃色在 8 種試驗顏色中誘捕率都是最高的 (1)。

Pinero 等人在 2006 年的試驗結果，以黃色、白色及橙色之球型誘引器對瓜實蠅雌蟲之誘引

效果最好，並指出結合嗅覺及視覺的誘引效果比各自單獨使用來得好 (11)。Drew 等人（2003）
的試驗結果顯示，在番石榴樹下，以直徑 5 公分的藍色或白色球型誘蟲器對 Bactrocera 
tryoni 的誘引效果最好，但在煙草田裡，對 Bactrocera cacuminata 的誘引效果則以直徑 1.5
公分的黃色或橙色球型誘蟲器較好 (10)。Stark 及 Vargas（1992）以甲基丁香油配合不同顏色

之誘蟲器測試東方果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雄蟲對顏色之偏好試驗，結果以白色及黃色

誘得之蟲數最多 (14)。張（1994）指出食物引誘劑附加黃色黏紙後可增加對瓜實蠅之誘殺效

果 (8)。何等人（2003）的試驗結果顯示，在絲瓜園內設置番石榴之網袋包外套黃色黏紙，能

大量誘殺瓜實蠅，並降低果實受害率 (2)。

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為田間農民常使用來黏著或監測害蟲用。2013 年在萊豆田以黏紙

進行小型昆蟲發生密度調查時，意外發現藍色黏紙上黏著之瓜實蠅蟲數高於黃色黏紙者。為

確認在棚架栽培之遮蔭環境下瓜實蠅是否確實較喜歡藍色，於萊豆田及絲瓜田進行多次黃色

黏紙及藍色黏紙之誘引比較試驗，同時以隧道式洋香瓜田的試驗結果作為不同光照環境下之

比較。目前瓜實蠅之誘蟲器都以黃色為主 (4, 7)，甚至黏蟲噴膠也都添加黃色顏料 (5, 6)，然而從

本研究之初步結果，應用在棚架式栽培之瓜園時可能應該以藍色為主。因此本研究希望確認

在棚架式栽培下的瓜園內，瓜實蠅對顏色之偏好性，可供未來誘蟲資材顏色選擇之參考。

材料方法

一、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對瓜實蠅之誘引試驗

(一) 取一張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高冠牌，高冠企業股份有限公司出品，面積 21.5 cm × 
15.0 cm，反射光譜如附錄 1）捲成圓筒狀，以鐵絲一端穿過其上緣之孔洞固定，另

一端懸掛固定於田區棚架上，距離棚架約 30 公分左右，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交錯

設置，二黏紙間至少距離 5 公尺以上，每次各設置 4 張。回收時攤平，其上覆蓋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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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塑膠紙，攜回實驗室計算其上誘得之瓜實蠅雌成蟲及雄成蟲數目。

(二) 萊豆田試驗：分別於 2013 年 1 ～ 2 月及 2013 年 12 月～ 2014 年 2 月二段期間各進

行四次試驗，試驗田位於嘉義縣中埔鄉之二處萊豆田（以 A 區及 B 區分別），於棚

架上已覆滿葉子開始進行試驗，每次試驗設置黏紙後約 14 天回收。

(三) 絲瓜田試驗：分別於 2013年 7～ 8月及 2013年 11～ 12月二段期間各進行四次試驗，

試驗田位於雲林縣斗六市之絲瓜田，於棚架上已覆滿葉子開始進行試驗，每次試驗

設置黏紙後約 7 天回收。

(四) 洋香瓜田試驗：於 2014 年 4 月期間進行四次試驗，試驗田位於臺南市安南區、七

股區及東山區之隧道式洋香瓜田，黏紙懸掛於塑膠布隧道內支架上，距離支架約

30 公分左右，於結瓜後開始進行試驗，每次試驗設置黏紙後約 7 天回收。

二、不同形狀及面積之藍色黏紙對瓜實蠅之誘引試驗

以藍色黏紙進行不同形狀及面積對瓜實蠅之誘引試驗，試驗田位於雲林縣斗六市之

絲瓜園，試驗時間為 2014 年 5 月。處理組包括 1. 將一張藍色黏紙捲成圓筒狀。2. 將一

張藍色黏紙對摺後以訂書針固定。3. 取二張藍色黏紙，黏膠面均向外並以訂書針固定在

一起，此處理代表 2 倍面積。將上述黏紙同時以鐵絲固定在棚架內，處理間相距 5 公尺

以上，設置後約 7 天回收，攜回實驗室計算每張黏紙所誘得之瓜實蠅成蟲數，共進行 4
重複。

三、以黏紙調查絲瓜園內瓜實蠅之變動情形

於 2013 年 7 月至 12 月期間（約於 9 月 10 日重新種植）以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進

行絲瓜園內瓜實蠅之動態調查，試驗田位於雲林縣斗六市。每張黏紙捲成圓筒狀，以鐵

絲懸掛於絲瓜棚架內，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交錯設置，二黏紙間至少距離 5 公尺以上，

每次各設置 4 張。每隔約 7 天回收，攜回實驗室計算其上誘得之瓜實蠅雌成蟲及雄成蟲

數目。

結果與討論

一、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黏對瓜實蠅之誘引試驗

(一) 萊豆田試驗

2013 年 1 ～ 2 月在嘉義縣中埔鄉萊豆田進行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對瓜實蠅之

誘引效果試驗，結果如表 1 及表 2。不論是中埔 A 區還是中埔 B 區，藍色黏紙所誘

得之瓜實蠅蟲數均明顯高於黃色黏紙。在 A 區平均每張藍色黏紙所誘得之雌蟲數較

雄蟲數為多，相差 7.8 隻，而在 B 區則以雄蟲數誘得較多，但與雌蟲數相近，二者

相差僅 1.3 隻。

於 2013 年 12 月～ 2014 年 2 月再進行一次試驗，以確定是否藍色黏紙對瓜實

蠅之誘引效果是否真的優於黃色黏紙，試驗結果如表 3 及表 4。二區結果仍然是以

藍色黏紙所誘得之蟲數較黃色黏紙為多。且 A、B 二區藍色黏紙所誘得之雌蟲數均

較雄蟲為多，平均相差 7.0 隻及 22.4 隻 / 張。

在萊豆田進行之 4 次試驗結果顯示，在萊豆棚架遮蔭的情況下，藍色黏紙對瓜

實蠅之誘引力確實高於黃色黏紙，且在園內誘得之雌蟲數較雄蟲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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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3 年 1 ～ 2 月中埔萊豆 A 區黃色黏紙與藍色黏紙對瓜實蠅之誘引效果

Table 1. The trapping efficacy of yellow and blue sticky papers to melon fly in Jungpu lima bean 
field A from Jan. to Feb. 2014

處理
mean ± SD ( 隻 )

總數 雄蟲 雌蟲

黃色黏紙 0.3 ± 0.5 0.4 ± 0.6 0.1 ± 0.3 
藍色黏紙 29.2 ± 39.8 25.3 ± 35.6 33.1 ± 44.5

表 2. 2013 年 1 ～ 2 月中埔萊豆 B 區黃色黏紙與藍色黏紙對瓜實蠅之誘引效果

Table 2. The trapping efficacy of yellow and blue sticky papers to melon fly in Jungpu lima bean 
field B from Jan. to Feb. 2014

處理
mean ± SD ( 隻 )

總數 雄蟲 雌蟲

黃色黏紙 3.8 ± 5.0 5.0 ± 5.5 2.7 ± 4.3 
藍色黏紙 79.8 ± 47.5 80.4 ± 53.0 79.1 ± 43.0

表 3. 2013 年 12 月～ 2014 年 2 月中埔萊豆 A 區黃色黏紙與藍色黏紙對瓜實蠅之誘引效果

Table 3. The trapping efficacy of yellow and blue sticky papers to melon fly in Jungpu lima bean 
field A from Dec. 2013 to Feb. 2014

處理
mean ± SD ( 隻 )

總數 雄蟲 雌蟲

黃色黏紙 0.4 ± 0.7 0.6 ± 0.9 0.2 ± 0.4
藍色黏紙 10.8 ± 13.0 9.3 ± 12.0 12.3 ± 14.3

表 4. 2013 年 12 月～ 2014 年 2 月中埔萊豆 B 區黃色黏紙與藍色黏紙對瓜實蠅之誘引效果

Table 4. The trapping efficacy of yellow and blue sticky papers to melon fly in Jungpu lima bean 
field B from Dec. 2013 to Feb. 2014

處理
mean ± SD ( 隻 )

總數 雄蟲 雌蟲

黃色黏紙 5.0 ± 6.8 6.3 ± 8.4 3.8 ± 4.8
藍色黏紙 70.3 ± 38.8 59.4 ± 28.0 81.8 ± 45.7

(二) 絲瓜田試驗

雖然在萊豆田的試驗以藍色黏紙對瓜實蠅之誘引效果較佳，但在絲瓜園內是否

也呈現相同效果？ 2013 年 7 ～ 8 月於雲林縣斗六市絲瓜園進行測試，結果如表 5。
本次試驗結果同樣以藍色黏紙誘得之蟲數較黃色黏紙為多。藍色黏紙誘得之雌蟲數

較雄蟲多 11.3 隻 / 張。

同樣試驗於 2013 年 11 ～ 12 月再進行一次，結果如表 6。試驗結果仍然以藍色

黏紙誘得較多瓜實蠅，且平均每張藍色黏紙誘得之雌蟲數較雄蟲多 11.4 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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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3 年 7 ～ 8 月斗六絲瓜田黃色黏紙與藍色黏紙對瓜實蠅之誘引效果

Table 5. The trapping efficacy of yellow and blue sticky papers to melon fly in Douliou loofah 
field from Jul. to Aug. 2013

處理
mean ± SD ( 隻 )

總數 雄蟲 雌蟲

黃色黏紙 1.7 ± 2.0 2.6 ± 2.4 0.8 ± 0.9
藍色黏紙 21.7 ± 12.9 16.0 ± 11.1 27.3 ± 12.3

表 6. 2013 年 11 ～ 12 月斗六區黃色黏紙與藍色黏紙對瓜實蠅之誘引效果

Table 6. The trapping efficacy of yellow and blue sticky papers to melon fly in Douliou loofah 
field from Nov. to Dec. 2013

處理
mean ± SD ( 隻 )

總數 雄蟲 雌蟲

黃色黏紙 0.2 ± 0.4 0.3 ± 0.4 0.2 ± 0.4
藍色黏紙 15.6 ± 13.7 9.9 ± 9.9 21.3 ± 14.9

(三) 洋香瓜田試驗

於臺南市隧道式洋香瓜田內設置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調查對瓜實蠅之誘引效

果，結果如表 7。在隧道式洋香瓜田中以黃色黏紙誘引瓜實蠅之效果優於藍色黏紙。

黃色黏紙誘得之雄蟲數目較雌蟲為多，平均每張黏紙多誘得雄蟲 3.5 隻。

表 7. 2014 年 4 月黃色黏紙與藍色黏紙於臺南市洋香瓜田對瓜實蠅之誘引效果

Table 7. The trapping efficacy of yellow and blue sticky papers to melon fly in Tainan cantaloupe 
field on Apr. 2014

處理
mean ± SD ( 隻 )

總數 雄蟲 雌蟲

黃色黏紙 13.2 ± 16.3 14.9 ± 18.2 11.4 ± 14.6
藍色黏紙 2.4 ± 3.3 3.0 ± 3.8 1.9 ± 2.8

諸多研究報告中報導黃色對瓜實蠅之誘引力最好，然而其研究大都在光照良好

的環境或是樹下，尚未有顏色偏好之相關試驗在完全遮蔭之棚架內進行。在本研究

中，於光照良好的隧道式洋香瓜田之試驗結果，也顯示黃色黏紙誘引效果較藍色黏

紙為好。然而在萊豆及絲瓜棚架的遮蔭環境下，光照明顯不足，結果均以藍色黏紙

之誘引效果較黃色黏紙為佳；推測可能是光線強度改變，影響顏色的反射光譜，進

而造成瓜實蠅對其感受性不同。Wu 等人（2007）指出透過視神經檢測及黏紙誘殺

試驗，UV 及綠色光譜（300 ～ 380 nm 及 500 ～ 570 nm）可以增加對東方果實蠅

之誘引力 (15)。本試驗於棚架遮蔭環境下進行，UV 較低，是否因而影響黏紙對瓜實

蠅之誘引效力，值得再深入研究。

二、不同形狀及面積之藍色黏紙對瓜實蠅之誘引試驗

以不同形狀及面積之藍色黏紙誘引絲瓜園內瓜實蠅之結果如表 8。經分析後，3 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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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間所誘得之蟲數並沒有顯著差異，其中以 2 倍面積平板型所誘得蟲數最多，平均

22.3 隻 / 張。單就一張黏紙製作成不同形狀而言，以平板型所誘得蟲數較多，平均 19.3
隻 / 張。

表 8. 不同形狀及面積之藍色黏紙對瓜實蠅之誘引效果

Table 8. The trapping efficacy of various shapes and size of blue sticky paper to melon fly

mean* ( 隻 ) SD

圓筒型 17.5 13.8

平板型 19.3 6.1

平板型 × 2 22.3 4.4
* 經 anova 分析，p ＝ 0.761（α ＝ 0.05），顯示三處理間無顯著差異。

雖然在田間以圓筒型的設計可以吸引四面八方的瓜實蠅，但是在本試驗中圓筒型黏

著之蟲數並沒有較平板型為多。而當面積增為 2 倍後，所誘蟲數雖然相對增加，但僅增

加 3.0 隻 /7 日。張（1994）在網室內同時進行食物引誘劑附加黃色黏紙不同組合對瓜

實蠅之誘引效果比較，結果以食物引誘劑附加 1 張黃色黏紙效果最好，其次為食物引誘

劑附加 1/2 張黃色黏紙，此二處理的黃色黏紙分別黏得 14.7 隻（1 張黏紙）及 10.0 隻

（1/2 張黏紙）(8)，顯然增加二倍面積所誘得蟲數未呈等比增加，此結果與本研究相似。

陳（1997）指出三種尺寸面積比為 1（21.5 × 7.5 cm）：2（21.5 × 15.0 cm）：4（21.5 × 
30.0 cm）的黃色黏紙，其對東方果實蠅雌、雄蟲之誘捕率並未隨誘捕面積之加倍而加

倍增加，如以單位面積計算，以 21.5 × 15.0 cm 所誘得之蟲數最多，因此如考量成本，

應以 21.5 × 15.0 cm 較符合經濟效益 (8)。就現有使用之藍色黏紙，建議以單張捲成圓筒

型在田間使用，較方便也較符合經濟效益。

三、以黏紙調查絲瓜園內瓜實蠅之變動情形

以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進行絲瓜園內瓜實蠅之動態調查，結果如圖 1。藍色黏紙誘

引瓜實蠅蟲數明顯高於黃色黏紙。藍色黏紙在田間誘得的雌蟲數均比雄蟲數為高，與先

前試驗中藍色黏紙對雌雄蟲之誘引結果相同。黃色黏紙誘得之蟲數雖然較少，但誘得之

雄蟲數似乎較雌蟲為高，此結果與黃色黏紙在臺南市隧道式洋香瓜田之試驗結果相近。

在 7 月 19 日至 9 月 4 日期間之調查結果可看出，不論是藍色黏紙還是黃色黏紙所誘得

蟲數均在 7 月 25 日達高峰後開始下降，同樣的，藍色黏紙所誘得之雌雄蟲數也都在 7
月 25 日達高峰。在 9 月 18 日至 12 月 4 日期間之調查結果可看出，藍色黏紙所誘得之

雌蟲數約於 10 月 18 日後開始上升，並於 11 月 8 日後快速增加，而雄蟲數則要到 11 月

8 日後才開始上升。

從藍色黏紙所誘得之瓜實蠅蟲數變化來看，在絲瓜園內以雌蟲密度較高，此現象可

能與雌蟲進入瓜園主要為了產卵有關。從 9 月 18 日至 12 月 4 日期間的變動可推測，瓜

實蠅雌成蟲大約在絲瓜種植後一個月開始進入瓜園，此現象應與絲瓜開花結果時間有

關，而雄蟲在瓜園內發生時間則再晚雌蟲一個月。在 7 月 19 日至 9 月 4 日期間，當瓜

實蠅密度在絲瓜園內開始消退時，也是以雄成蟲先消退，雌成蟲在瓜園內活動期間較晚

消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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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絲瓜園內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所誘引瓜實蠅蟲數

Fig. 1. The numbers of melon fly trapped by yellow and blue sticky  
papers in loofah field from Jul. to Dec. 2013

檢討與建議

以往的研究均顯示黃色對瓜實蠅誘引力最佳，因此相關資材如誘引器及黏蟲噴膠均設計

成黃色。然而本研究的初步結果發現在強遮蔭的環境下，則以藍色較黃色為佳。本研究雖然

只比較二種顏色，但顯示在不同的環境下應該使用不同顏色之誘引資材，此研究結果可供未

來開發資材時之參考。目前應用在棚架式栽培之瓜園時，應該以藍色為主而非黃色。另外，

從研究結果顯示，當黏紙面積增加時，所誘得蟲數並沒有成正比增加，因此就現有使用之藍

色黏紙，仍以單張捲成圓筒型在田間使用，較方便也較符合經濟效益。瓜實蠅為害主要是因

雌成蟲在瓜實產卵，造成損害。因此如何有防治雌蟲是瓜實蠅防治上必須突破的重點，本研

究發現瓜實蠅在絲瓜種植後約 1 個月開始進入園區內為害，因此建議園區內之防治應於此時

開始加強。

誌　　謝

本研究所用黏紙之反射光譜由李健先生協助測量，特致謝忱。

引用文獻

1. 呂鳳鳴。1997。瓜實蠅（雙翅目：果實蠅科）產卵之偏好性 (I) 寄主果實與顏色。中華昆

蟲 17：237-243。
2. 何坤耀、洪士程、陳建忠、李後晶。2003。番石榴果實網袋包在絲瓜園誘殺瓜實蠅（雙翅

目：果實蠅科）之效果。中華農業研究 52：85-92。
3. 陳育仁。1997。黃色黏板對東方果實蠅誘捕效果之評估。國立臺灣大學植物病蟲害學研究

所碩士論文 65 頁。



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第 65 號

36

4. 陳昇寬。2012。東方果實蠅及瓜實蠅常見的誘殺技術。臺南區農業專訊 81：5-9。
5. 陳昇寬。2013。黃色黏著資材對東方果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及瓜實蠅（Bactrocera 

cucurbitae）之誘引效果。臺南區農業改良場研究彙報 62：41-49。
6. 黃毓斌。2010。作物蟲害非農藥防治資材─第七章誘引劑，貳、果實蠅與瓜實蠅之誘捕，

二、誘殺器。農試所特刊第 142 號：145-150。
7. 陳健忠、何坤耀、董耀仁。2010 作物蟲害非農藥防治資材─第七章誘引劑，貳、果實蠅

與瓜實蠅之誘捕，一、誘餌。農試所特刊第 142 號：139-144。
8. 張佳燕。1994。食物引誘劑對瓜實蠅之引誘力。國立中興大學昆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66

頁。

9. Cytrynowicz, M., Morgante, J. S., De Souza, H. M. L. 1982. Visual response of south American 
fruit flies, Anastrepha fraterculus and Mediterranean fruit flies, Ceratitis capitata, to colored 
rectangles and spheres. Environment Entomology 11(6): 1202-1210.

10. Drew, R. A. I., Prokopy, R. J., Romig, M. C. 2003. Attraction of fruit flies of the genus 
Bactrocera to colored mimics of host fruit. Entomologia Experimetnalis et Application. 107: 39-45.

11. Pinero, J. C., Jacome, I., Vargas, R., Prokopy, R. J. 2006. Response of female melon fly,  
Bactrocera cucurbitae, to host-associated visual and olfactory stimuli. Entomologia Experiment 
et Applicata 121: 261-269.

12. Prokopy, R. J. 1972. Response of apple maggot to rectangles of different colors and shades. 
Environment Entomology 1(6): 720-726.

13. Robinson, A.S., Hooper, G. 1989. Fruit flies their biology, natural enemies and control. Chapter 
4.2 Response to shape, size and color. Elsevier Science Publishers. P307-324.

14. Stark, J. D., Vargas, R. I. 1992. Differential response of male oriental fruit fly (Diptera: 
Tephritidae) to colored traps baited with methyleugenol. J. Econ. Entomol. 85(3): 808-812.

15. Wu, W. Y., Chen, Y. P., Yang, E. C. 2007. Chromatic cues to trap the oriental fruit fly, 
Bactrocera dorsalis. Journal of Insect Physiology 53: 509-516.

附錄 1. 本試驗黃色黏紙及藍色黏紙經光譜儀分析之反射光譜（光譜儀為 USB4000-VIS-
NIR，光源供應器為 HL-2000 Family，均為 Ocean Optics 產品）

Appendix 1. The reflect spectrum of yellow and blue sticky papers used in this research.
(Spectrometer model: USB4000-VIS-NIR, Light source offer model: HL-2000 Family, 
the products of Ocean Op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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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ing the Trapping Efficacy of Yellow and 

Blue Sticky Papers on Bactrocera cucurbitae1

Chen, S. K.2

Abstract

The present study found that Bactrocera cucurbitae has different sensitivity to colors in 
different environments. In the shaded area under frames of lima bean and loofah, blue sticky paper 
has better luring effect than yellow sticky papers and attracts more females than males. On the 
contrary, in PE sheet-tunnel cantaloupe field, under abundance sun exposure, yellow sticky papers 
are more effective than the blue sticky papers. The preliminary hypothesis is that under different 
quantity of sunlight exposure, the reflected optical spectrum and intensity are different in these two 
conditions. This in turn affects the sensitivity of melon flies to these two traps. However, the shape 
of blue sticky papers (cylinder or folded flat) as well as the square measure (single or double paper 
size) had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luring effect. In terms of the population growth and decline 
in loofah gardens, it was found that from July to September, the population reached maximum 
on July 25th. From Septembers to December, the flies increased one month after the planting took 
place while male emerged later than female. However, the population of male declined earlier 
while female continued to be active in the field for an extended time. It is postulated that the early 
emergence and late decline of female population may be associated with their ovipositing behavior.   

What is already known on this subject?
Current materials utilized in luring Bactrocera cucurbitae such as sticky papers, luring trap 
and glue spray are all in yellow color.
What are the new findings?
Under shadding, blue sticky paper is better than the traditional yellow ones.
What is the expected impact on this field?
Reduce the fruit damage, improve the yield and quality of fruits and thus, farmer’s profit is 
increa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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