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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為了解果瓜實蠅的防治問題乃針對中部地區的專業農民、農會指
導員以及農藥零售業者進行問卷調查，問卷總計發出 2075 份，回收
之有效問卷合計 1124 份，總回收率 54.2％。專業農民、農會指導員
和農藥零售業者的回收率分別為 51.7％、53.0％和 65.6％。問卷調查
能同時正確辨認三種常見果實蠅類成蟲及雄成的比例，結果顯示，農
藥零售業者在三種身份成員群中，能正確選擇的比例為最高，但正確
率仍只達 11.1％，其次是農會指導員，正確率為 8.1％，農民最低，
為 7.6％。在單選那一種現行的誘殺防治方法防治果瓜實蠅最好，結
果顯示，專業農民、農會指導員或農藥零售業者均以選擇「雄性成蟲
誘引劑（甲基丁香油或克蠅）」的比例為最高分別為 56.5％、59.4％、
36.4％，其他的誘殺防治方法選項中，「果汁」選項在專業農民的選
擇佔 15.0％，而農會指導員和農藥零售業者選擇該選項的比率卻是最
低，分別只有 0.8％及 1.8％，認知有相當差異。
「黃色粘板」選項，
農會指導員和農藥零售業者選擇的比率分別為 25.2％及 29.3％，而專
業農民僅有 12.5％。

關鍵字：東方果實蠅、 防治。

前 言
東方果實蠅(Bactrocera dorsalis)又名果實蠅、果蠅、柑果蠅，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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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時代稱為蜜柑小實蠅，是台灣園藝作物果實相當重要之害蟲。在台
灣全島均有分佈，甚至在海拔 1900 公尺以上的梨山果園及高地，仍
可發現此蟲之出沒為害。據記載，全世界之寄主植物多達 38 科 150
餘種，台灣能為害的寄主種類共有 32 科 89 種，其中 29 種為非經濟
栽培的寄主植物。由於果實蠅的寄主植物繁多，各種植物之果實生產
期又不一致，極易在四季氣候適宜的台灣環境中終年不斷發生，以致
從事防治工作必須持續以恆不能間斷，再加上果實蠅的飛行能力及繁
殖力又特別強，更使防除工作顯得困難重重。
東方果實蠅的防治問題，長久以來不僅是果農的切身之痛，同時
也困擾著政府機關和研究單位，特別是台灣作物栽植期重壘連續，要
讓果實蠅不發生為害的確相當困難。既然果實蠅的發生是不可避免
的，當然就必須要有因應之道，就事實而言，各農政單位及研究人員，
無不利用非常有限的經費，努力從事防治策略的研發，根據劉玉章
（2002）報告顯示，自 1911 年至 2001 年，90 年間臺灣共計發表了
261 篇研究報告，如再加上 2001 年至 2011 年又發表了 46 篇研究報
告，臺灣總計在 100 年間共發表了 307 篇研究報告，超越任何一種病
蟲害的研究，重視程度可見一班。細數目前已推廣應用的方法（如甲
基丁香油、水解蛋白質、糖蜜、不孕性雄成蟲釋放、套袋等等），可
以發現防治果實蠅的方法非常之多，而且是明顯的多於其他病蟲害的
防治策略。防治措施既是如此之多，那又為何會讓人難以應付而頭疼
不己呢？癥結問題到底是在那裡呢？而在探討果實蠅發生猖獗的原
因時，常會再針對已開發的農業生產（栽培管理）技術、生態、東方
果實蠅之生物特性以及防治措施的應用技術等問題進行研判，而忽略
了這些防治措施，農民的是否能接受、應用。因此本文乃針對中部地
區（苗栗縣、臺中市、彰化縣以及南投縣）的農民、農會指導員和農
藥零售業者（農藥行）進行果瓜實蠅相關問題問卷調查的結果，提出
另類思考，期能在未來果瓜實蠅的防治上，略費棉薄之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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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與討論
本次問卷調查總計發出 2075 份，回收 1124 份有效問卷，總回收
率為 54.2％。其中農民、農會指導員和農藥零售業者的回收率分別為
51.7％、53.0％和 65.6％。結果顯示，如圖一。

65.6

70
60

53.0

51.7

50
40
30
20
10
0

農民

農會指導員

農藥零售業者

圖一、果瓜實蠅相關問題問卷調查回收率
Figure 1. Recycling ratio of fruit fly related questionnaires
圖二是調查專業農民、農會指導員和農藥零售業者在三種常見
果實蠅類成蟲圖片中，同時能正確辨認那個是東方果實蠅、那個是瓜
實蠅以及那個是雄成蟲的比例情形。結果顯示，農藥零售業者在三種
身份成員群中，能正確選擇的比例為最高，正確率達 11.1％，其次是
農會指導員，正確率達 8.1％，農民的正確度為最低，僅有 7.6％。但
也由此看來，不論是專業農民、指導農民的農會指導員、甚至是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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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資材的農藥零售業者能「對症（正確辨識害蟲種類）」的比例偏
低。如果再把沒有回收的問卷（私下探詢結果，沒交回問卷者大多是
對害蟲辨別有問題的人）加入，能同時正確辨認那個是東方果實蠅、
那個是瓜實蠅以及那個是雄成蟲的比例幾可折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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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農民、農會指導員和農藥零售業者同時正確辨認東方果
實蠅、瓜實蠅及雄成蟲的比例。
Figure 2. Ratio of farmers, instructors and pesticide retailers that could
recognize gender of fruit fly correctly.
另探詢現行的誘殺防治方法中，專業農民、農會指導員和農藥
零售業者認為那一種防治果瓜實蠅最好，結果顯示，不論是專業農
民、農會指導員或農藥零售業者均一致認為「雄性成蟲誘引劑（甲基
丁香油或克蠅）」的防治果瓜實蠅最好，可見專業農民、農會指導員
和農藥零售業者對雄性成蟲誘引劑（甲基丁香油或克蠅）的防治效果
最有信心。其他誘殺防治方法的選擇，專業農民認為「果汁」防治效
果是最好的佔 15.0％，而農會指導員和農藥零售業者卻同時認為「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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汁」的防治效果最好的選擇比率最低（分別是 0.8％及 1.8％）
，認知
情形相當兩極。農會指導員和農藥零售業者反而同時認為「黃色粘板」
的防治效果是最佳的佔 25.2％及 29.3％。另農藥零售業者認為「水解
蛋白質」的防治效果是最好的佔 22.7％，但專業農民和農會指導員卻
只有 6.9％及 8.2％選擇，如表一。

表一、現行果、瓜實蠅誘殺防治方法認知調查結果
Table 1. Fruit fly lure-and-kill controlling strategy recognition survey
農民

農會指導員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農藥零售業

合計

者
人數 百分比

人數 百分比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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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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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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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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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

1

0.8

4

1.8

111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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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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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51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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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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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12

5.3

49

4.6

5

88

12.5

31

25.2

66

29.3

185

17.5

6

35

5.0

0

0

10

4.4

45

4.3

註：a

1、甲基丁香油（或克蠅）
；2、果汁；3、水解蛋白質；4、
黑糖水；5、黃色粘板；6、其他

談到病蟲害的防治，事實上很簡單，因為只要兩句話而已，一
句「對症」，一句「下葯」即可。問題是能「對對症」、「下對葯」了
嗎？現階段果瓜實蠅的防治策略是所有病蟲害中最多的一個，歷年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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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的經費和人力也是有過之而無不及，可是使農政單位困擾以及農
民煩憂的，仍是果瓜實蠅。當然，防治方法多，同時也表示各個方法
一定都具備有成功的「條件」(優點)和失效的「理由」(缺點)，否則，
一個方法即可解決的事，農政單位不需也不會浪費公帑及人力再法研
發另一個新方法。而由臺中場的問卷調查報告可知，農民對其農作物
所發生的害蟲種類辨識並不一定很清楚，因此就「對症」而言，己失
「成功防治」的前因，防治問題難免會一再的存在是可以理解，以本
次的問卷調查中農友所提問題為例，即可看出此問題的嚴重性。這位
農友認為誘殺盒的確可以誘殺大量害蟲，可是如果只有這園區有放置
誘殺盒而附近的農田均未放置誘殺盒，會吸引更大量的果實蠅飛來，
而讓有放置誘殺盒園區之作物受害更嚴重？再進一步了解，原來該農
友栽種絲瓜約 3 分地，其在田間四處懸掛近百個誘殺盒，誘殺盒內放
政府所提供的蜂仔片進行誘殺，雖然每個誘殺盒均能誘殺蟲數非常
多，但是絲瓜卻受瓜實蠅非常嚴重的為害。再深入了解，發現此問題
普通存在，絕大多數農友、農會指導員和農藥零售業者也都是認為，
如果只有這園區有放置誘殺盒而附近的農田均未放置誘殺盒，會吸引
更大量的果實蠅飛來，而讓有放置誘殺盒園區之作物受害更嚴重。農
友、農會指導員和農藥零售業者有如此誤解，當然就是出在對症身
上，因為他們都只知水果及瓜果都受「蜂仔」為害，而不清楚水果及
瓜果的「蜂仔」分別是東方果實蠅及瓜實蠅，其雄性誘引劑是不相同
的（甲基丁香油是東方果實蠅的雄性誘引劑、克蠅是瓜實蠅的雄性誘
引劑）
，該農友用的是東方果實蠅的雄性誘引劑（甲基丁香油）
，只誘
殺東方果實蠅，為害絲瓜是瓜實蠅，由此完全忽略了瓜實蠅的為害，
以致得到錯誤的結果及經驗，起因正是選錯防治措施防治非主要害
羞，雖然在表一結果中顯示，在所有現行的誘殺防治方法中，專業農
民、農會指導員和農藥零售業者對雄性成蟲誘引劑（甲基丁香油或克
蠅）的防治效果是最有信心，相比對下顯現出極大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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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知，政府單位及專家學者所試驗的研究報告或研究成果能
否被農民接受應用需有兩個關鍵，一是農民能真正清楚有效的「認知」
果實蠅種類；另一個是需要有「信心」的去執行政府單位及專家學者
所推薦的防治措施。因此，除政府及相關研究單位繼續研發、努力突
破外，更需農民加強防治觀念與防治技巧，以及全力配合政府及相關
研究單位的防治措施，方能戰勝頑強的果實蠅，保障農產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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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problems of fruit fly control, we held a survey
for farmers, instructors and pesticide retailers. We sent 2,075
questionnaires and recycled 1,124. The questionnaires recycling ratio was
51.7% of farmers, 53.0% of instructors and 65.6% of pesticide retailers.
This survey would like to know whether these people could recognize
three common fruit fly species and its gender correctly. The result shows
the highest correct rate was 11.1% of pesticide retailers, remaining were
8.1% of instructors and 7.6% of farmers. In single-choice test of which is
the best fruit fly controlling method in lure-and-kill strategy, we found
more participants chose “male attractant”. The ratio of farmers,
instructors and pesticide retailer were 56.5%, 59.4% and 36.4%
separately. Results of lure-and-kill control options show a considerable
gap between cognizance of these people. “Juice” was chosen by 15.0%,
0.8%, 1.8% separately. “Yellow sticky paper” was chosen by 12.5%,
25.2%, and 29.3% respectively.

Key words： oriental fruit fly,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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