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菸品訊息屬性對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的影響-以內外控及成癮性為調節

效果 
壹、摘要 

根據醫學報告指出，吸菸可能會導致心臟病等重大疾病，為有效防治菸害，

維護國民健康並提昇生活居住品質，政府除致力於菸害防治的宣導外，行政院衛

生署於 98 年 1 月 11 日頒訂新制菸害防治法，新法除針對菸品管理與福利捐做出

更明確的規定外，亦強制規範未滿 18 歳的青少年及孕婦不得吸菸，顯見菸害已成

為不容忽視的課題。基於上述，本研究想探究「有關菸品的各種屬性訊息與大學

生吸菸行為態度的關聯性」，遂提出三項研究目的：1.分析菸品訊息屬性對大學生

吸菸行為態度的影響 2.探討內外控人格特質與菸品訊息屬性之交互作用是否會影

響大學生對吸菸行為的態度 3.解析成癮性對菸品訊息屬性與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

之間關係的調節效果。為達成上述目的，本研究將同時採取實驗設計法與問卷調

查法進行樣本資料的蒐集，並透過變異數分析(ANOVA)等統計分析方法解析數據

資料的意涵。透過本研究實證結果，可預期獲得以下結果：1.可清楚了解菸品訊息

屬性對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的影響 2.可進一步分析內外控人格特質對於菸品訊息

屬性與吸菸行為態度的調節效果 3.成癮性對菸品訊息屬性與吸菸行為態度的調節

效果。最後在實務的應用方面，本研究希望能利用上述的研究成果，對政府及大

學現階段的戒菸宣導政策提出更具說服力的建議。 

關鍵字：菸品訊息屬性、吸菸行為態度、內外控人格特質、成癮性 

 

貳、研究動機與研究問題 
一、研究動機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局(CDC)指出，如果現階段青少年吸菸的潮流持續下去，今

日的孩童中將約有 250 萬未來將會死於菸草相關疾病。調查顯示，即使在積極的

努力，全球吸菸人口已經成功下降至全人口的 25%，但自 90 年代開始，青少年使

用菸草的情況卻有增加的趨勢(CDC, 1995)。反菸倡導者指證菸草公司將行銷目標

鎖定至 18-25 歲的青少年，並於酒吧及俱樂部等青年聚集的場所定點行銷，都是吸

菸率增加的原因。由於美國政府的反菸立場，亞太地區就成為美國菸品傾銷的新

市場，兒童、婦女、青少年都可能成為菸害受害者；根據統計，日本 18-24 歲青少

年吸菸的比例，自 80 年代以來持續升高；而我國自 1987 年洋菸進口後，各種菸

品促銷刺激頻繁，帶動青少年吸菸風潮。上述的現象已受到世界衛生組織的重視，

並認為 18-24 歲青少年吸菸人口的增加趨勢，有可能是整個亞洲即將面臨的問題

(CDC, 2002)。不僅如此，亞洲各國也積極關注國內人口吸菸的問題，特別是青少

年的吸菸問題，如 1989 年成立的亞太地區拒菸協會，即是為結合亞洲地區跨國力

量共同防治菸害而努力。而台灣的青少年吸菸問題研究雖已持續多年，但綜觀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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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青少年吸菸行為的相關研究發現，現階段國內較缺乏針對大學生吸菸行為的相

關研究，以致於對於大學生吸菸行為的了解相對不足，因此，本研究認為解析大

學生吸菸行為形成的脈絡為何，是菸害防治宣導急需探究的課題，此乃本研究主

要的動機之一。 

  雖然政府為減低菸害對國民健康的負面影響，投入大量的菸害防治經費，例

如，溫宜芳(2004)指出，在眾多菸害防治宣導中，以電視宣導廣告最高，其次為宣

導海報、手冊、電視新聞報導、報紙宣導廣告、報紙新聞報導、雜誌宣導廣告。

可惜的是，截至目前為止，針對各項媒體與訊息類型成效進行的研究中，仍相對

缺乏系統性的實證探討。此外，在眾多菸害防治的菸品反行銷訊息外中，許多電

影及電視節目因劇情所需，仍有許多明星演員吸菸的畫面，而此一正向的菸品訊

息屬性則有可能導致青少年(大學生)認同與模仿。基於上述，令人好奇的是，不同

的菸品訊息屬性對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是否有不同的影響，亦即在菸害防治宣導

訊息與電視電影正向訊息的影響下（國家衛生研究院電子報，2004、2008），本研

究想進一步分析正負向菸品訊息屬性與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的關聯性，此乃本研

究的研究動機之二。 

  其次，近幾年來，個體的性格特質對其行為的影響，一直受到相當程度的重

視（沈其泰、黃敏萍、鄭伯壎，民 93）。至於性格特質在研究脈絡中究竟該扮演何

種角色？則無定論，全憑研究者的動機而定。不過，Amir (1969)指出，組織成員

的性格特質應該扮演調節的角色。此外，Skarlicki, Folger & Tesluk (1999)也認為，

性格特質會形塑個體面對外在環境時的行為反應。因此，適合採取調節變項的角

度來進行分析。因此，本研究認為內外控人格特質會調節菸品訊息屬性對大學生

吸菸行為的能度的影響。根據 Hines 的後涉分析研究發現，雖然大學生可以藉由學

習與教育產生改變，然而，大學生的人格特質相對較穩定而不容易改變的，其中

尤以內外控人特質，更是不易改變！因此，內外控人格特質確實會個體對現實現

狀的解讀，進而影響其態度與行為。過去許多研究中顯示內外控人格特質扮演著

對行為有舉足輕重的地位，況且如果缺乏情境因素的暸解，則無法清楚的了解菸

品訊息屬性對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的影響。故由人格特質中內外控性格的角度切

入，探討其對吸菸行為態度的效果，是別具意義且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

此乃本研究的第三動機。 

  菸害與毒品一樣會令人成癮，靠意志力或決心難以自拔，而且它的成癮度有

時比毒品有過之而無不及。所以世界各國已將吸菸成癮界定為「慢性成癮性疾

病」，吸菸成癮者則為慢性病患（國家衛生研究院電子報，2005）。Agrawal 等人的

研究即指出，初次吸菸及飲酒的年齡越低，在未來繼續使用非法藥物、涉及健康

危害行為或物質成癮的機會也較高。由此可以了解到目前吸菸年齡如果持續下降

而無改善，則將是導致吸菸行為增加而不易改善（成癮性）的主因。然而，戒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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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導影片所要傳達的訊息是要讓吸菸者知道吸菸的後果和其嚴重性，其目的無非

是要讓吸菸者可以自我省思吸菸行為是否有存在的價值，不過，令人好奇的是，

成癮性是否會干擾菸品訊息屬性對吸菸行為態度的影響，這是值得進一步探討

的。葉明義、陳志賢(1998)指出，個體對廣告訊息認知與接收廣告訊息後認知的改

變只有在高涉入情況下呈正向相關，意指在高產品涉入下，消費者對相關的廣告

接收能力較高，然而，此一現象是否也適用具有成癮性(高涉入)者對菸品訊息屬性

具有較高的敏感度，而對其行為產較顯著的影響？是值得進一步探討的，亦即，

本研究擬以成癮性作為調節變項，以檢測菸品訊息屬性對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的

調節效果，此乃本研究第四個研究動機。 

二、研究問題 

歸納以上研究動機，本研究想在探討的具體問題如下： 

一、探討菸品訊息屬性對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的影響。 

二、解析內外控人格特質對菸品訊息屬性與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的調節效果。 

三、檢測成癮性對菸品訊息屬性與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之間關係的調節效果。 

 
參、文獻回顧和探討 

為解析菸品訊息屬性與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的關聯性，及分析內外控性格特

質與成癮性對菸品訊息屬性與大學生吸於行為態度的調節效果，本節將就菸品訊

息屬性、吸菸行為態度、內外控人格特質及成癮性等相關之理論與實證結果，進

行探討。 

一、菸品訊息屬性 

  溫宜芳(2004)指出在各種與菸品有關的訊息中，以電視媒體最多(83.1%)，其次

是宣導海報等平面媒體。基於此，本研究以動態媒體(電視、電影)作為中介媒體。

不同訊息屬性確實會使閱聽人產生不同態度，林玉芳（2004）針對大學生及受勒

戒人士對反毒廣告效果的研究中指出理性訴求優於感性訴求。涂克明（2005）在

大學生對機車廣告態度研究中發現，因為消費者購買產品時以產品的功能為主，

因此理性訴求較感性訴求來得有用。李坤遠（1996）的研究發現，如果廣告主的

可信度高時，感性訴求效果較好；當廣告主可信度低時，理性訴求的效果則反而

優於感性訴求。吳建宗（2001）在核能發電的宣導廣告研究中指出，恐懼訴求相

較於理性及感性訴求較能使大眾記憶深刻。上述，廣告訴求最常被討論的就是理

性、感性、恐懼等三種，其影響結果也不盡相同。影響訴求效果的因素有不同代

言人、不同產品屬性與不同閱聽人，因此何種訴求才是最好的方式，難有一致的

看法。本研究係探討訊息屬性對吸菸態度的影響，這三種訴求方式與內外控人格

特質以及有無成癮性該如何搭配才可以得到最佳的廣告表現手法。 

  綜歸以上，菸品訊息屬性具有說服的效果，然而宣導廣告中訊息最終提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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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論可以加強論點的強度，並有加深閱聽人對於訊息的印象和記憶，且可以傳達

出訊息所要傳達的真正論點和目的。 

基於此，本研究將以三種訊息屬性呈現，分別是威嚇型、理性型、煽動型： 

（1）威嚇型：亦是恐懼訴求。雖然無論是國內或國外的健康宣導訊息中，頻 

頻可見恐懼訴求的使用，包括吸菸行為後果與吸食二手菸呼籲在內。然而這些恐

懼訴求效應的設計，似乎皆立足於閱聽人對訊息內容的威脅程度（即自覺嚴重性

與自覺罹患性）以及自覺效能。Boster & Mongeau（1984）、Monahan（1995）與

Sutton（1982）分別進行的分析則顯示：恐懼訴求具有穩定的說服效果，一致認為

受眾所感知的恐懼與態度、受眾所感知的恐懼與行為之間 彼此相關，恐懼訴求與

說服間呈現複雜的關係。 

（2）理性型：理性訴求的重點在告知閱聽人產品能產生廣告所訴求的利益。 

Berkman &Gilson(1984)的定義，理性訴求以功利性作取向，例如，以專家學者(醫

生)的身份，提出菸害的具體統計，使閱聽人得以獲得權威數據進行理性判斷。 

（3）煽動型：亦即感性訴求。Flora & Maibach（1990）則指出：當正面情感 

與能令人引起好感的議題結合在一起，或是在受眾對議題並非高涉入的情況下，

最易增強受眾對於訊息的記憶。近來的研究卻發現：不論受眾對議題或訊息主題

涉入感有多深，使用正面情感的訊息能轉變態度（Petty, Schuman, Richman,& 

Strathman, 1993），亦即，本研究想探究在許多電視、電影中，經常出現的吸菸的

劇情是否會正向地影響青少年(大學生)對吸菸行為的態度。 

二、內外控人格特質 

  D’lntino, Goldsby, Houghton, and Neck(2007)指出內外控人格特質是人們相信

他們可以控制在生活中所經歷的事件與結果。「內控者(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或

internals)」相信個人的表現可以經由自己的控制且在過程中做控制。換言之，「外

控者(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或 externals)」相信他們只能稍微對事件結果做控制，

而主要控制結果的因素是其他外在環境因素，這也就是內外控人格特質包含內在

與外在兩方面，外控型人格表示個人的行為改變發生是因為強大外力干預、介入

及外部環境造成的原因與控制，例如：雙親、同儕等，這樣人格特質的人被稱為

外控型(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另有些人認為事件的原因和控制歸於自己的力

量，這樣人格特質的人則被稱為內控型(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Roberts, Lapidus, & 

Chonko, 1997)。因此，陳正男與丁學勤(民 91)認為，內控者比較自動、自主及積極，

外控者比較依賴、聽天由命及消極。Kren(1992)認為在企業員工中，內控者相信成

功來自於努力工作且失敗是個人的責任；外控者不相信成功或失敗和能力或努力

有關(Marks, 1998)。 

三、成癮性 

本研究認為成癮性係指受試者對菸品的依附傾向。成癮性是否會影響大學生



5 

對菸品訊息的接受度，進而影響其吸菸行為態度，是本研究關心的方向。根據

Korgaonkar 及 Moschis(1982)研究指出，當消費者在閱讀產品相關訊息之後， 不

同的產品涉入程度與態度改變的關係。所得到的研究結論為消費者對高涉入產品

的態度比較不容易受到傳播訊息（ 廣告） 的影響而改變。 

  成癮的理論一般可分為「生理」、「心理」、及「社會」等三方面來討論，

生理上指的是神經生物學者認為濫用藥物之所以會引起快感，就是因為藥物會增

強腦部報償系統的活性。報償系統是一個由神經細胞（神經元）構成的複雜迴路，

刺激這個系統會讓我們感到快樂，並會鼓勵重複那些帶來快感的活動，藥物控制

大腦的報償系統，使得同樣劑量的藥物會變得比較沒有作用。當報償系統受到抑

制，未用藥時，人則會變得消沉，無法享受原先用藥時所進行活動的快感，這也

是成癮者依賴藥物的原因（引自Nestler & Malenka，黃榮棋譯，2004）。 

四、吸菸行為的態度 

吸菸形為的態度是指受試者對吸菸行為的總體評價，例如，八成八(87.9%)的

受訪者同意吸菸會使牙齒發黃變黑；另約六成六(66.5%)同意香菸廣告刻意塑造吸

菸的正面形象；六成(59.9%)不同意吸菸能使我保持苗條身材；六成一(61%)不同意

吸菸能使我看起來更成熟；但僅二成一(20.2%)不同意，四成同意(39.5%)吸菸能使

我更有魅力；最後有不到一成(7.7%)的受訪者同意吸菸能消除緊張。 

在吸菸權利的考量態度部分，高達九成二(92.2%)受訪者同意餐廳應全面禁

菸；八成三(82.9%)同意禁菸雖可能損及人們的部分權利，卻可有效增進全體人民

健康；不過也有七成七(76.8%)受訪者同意吸菸是個人的權利；有四成六(45.7%)同

意吸菸會遭受異樣的眼光，但僅四成四(44.3%)受訪者同意不吸菸二手菸是大眾權

利；一成七(16.7%)同意吸菸對其他人有害。  

  在環境菸害的態度，九成二(91.8%)受訪者認為大學生吸菸情形很嚴重；六成

三(62.5%)同意，政府應加強宣導菸害教育；在對宣導的勸阻效果的評價方面，四

成八(47.5%)同意宣導對自己有勸阻效果，近三成(29.3%)同意宣導對他人有勸阻效

果。在預防意向的態度方面，近八成的受訪者，同意未來一年(79.2%)、五年內不

會吸菸(78.2%)。 

五、訊息屬性對吸菸行為的態度 

  目前電子媒體資訊於我們生活周遭中最頻繁的，然而廣告是其中一種表現方

式，然而不同的廣告會造成不同的效果。根據一項即將刊於七月號的美國公共衛

生期刊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中新研究結果顯示，在螢幕上吸煙

的明星的影迷，比那些螢幕上沒抽煙的演員的影迷，較容易開始養成吸煙的習慣

（Jennifer Warne，2005）。由此可知訊息如果是煽動型的，將會影響接收者被感化

受影響，進而有模仿的行為出現。Boster & Mongeau（1984）、Monahan（1995）

與 Sutton（1982）分別進行的分析則顯示：恐懼訴求具有穩定的說服效果，一致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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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受眾所感知的恐懼與態度、受眾所感知的恐懼與行為之間 彼此相關，恐懼訴求

與說服間呈現複雜的關係。由上述部分則可以推論出： 

H1：菸品訊息屬性對吸菸行為態度具有影響力 

H1a：威嚇型的訊息對吸菸行為態度具有負面影響效果 

H1b：理性型的訊息對吸菸行為態度具有負面影響效果 

H1c：煽情型的訊息對吸菸行為態度具有正向影響效果 

六、內外控人格特質與訊息屬性、吸菸行為態度的關係 

  內外控(locus of control)是一種穩定的人格特質。每個人對行為導致強化的期

望不同，有些人將事件的原因和控制歸於自己的力量，這些人被稱為「內控者 

(internal locus of control 或 internals) 」；而有一些人則認為事件的原因和控制是歸

於外部的環境，例如：命運和運氣，這些人被稱為「外控者 (external locus of control 

或 externals) 」(Roberts, et al.,1997)。內控者相信成功來自於努力工作，而失敗是

個人的責任；外控者則不信成功或失敗和個人能力或努力有關(Kren, 1992)。由此

可知內控型的人可以不必用嚇阻的方式，即可以有所改變的信念；而外控型的人

則認為自己沒有改變能力，所以必須靠外界的威嚇才能達到效果，由上述可以提

出以下假設： 

H2：內外控人格特質對菸品訊息屬性與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的關係具有調節效果 

H2a：就內控型的人，理性型的訊息對吸菸行為態度的負向影響高於威嚇型 

H2b：就外控型的人，威嚇型的訊息對吸菸行為態度的負向影響高於理性型。 

H2c：就外控型的人，煽動型訊息對其吸菸行為態度的正向影響高於內控型的人。 

七、成癮性與訊息屬性、吸菸行為的態度關係 

  根據上一個變項「內外控人格特質」，由上述可以知道外控型人格易受外在事

件進而改進或是達成某些事情，如果遇及困難，則會向外尋求解決方法，如吸菸。

然而吸菸成癮者（外控者向外尋求方法已解除痛苦），將會對吸菸相關議題有較多

的關心和注意，所以根據此部份得知有成癮性者亦受到外界的威嚇因而漸進式的

改變。然而無成癮性者，對於較中庸不偏向某一方的理性型來說較易被吸引，而

對於威嚇型是較沒有感覺的。然而，歪控人人格易受外在事物影響自己內在本生

的想法或是行為等，所以可知煽動型是會讓有成癮性者或有模仿的行為出現。綜

合上述可以得到以下假設： 

H3：成癮性對菸品訊息屬性與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的關係具有調節效果 

H3a：就有成癮性者，威嚇型的訊息對吸菸行為態度的負向影響高於理性型 

H3b：就無成癮性者，理性型的訊息對吸菸行為態度的負向影響高於威嚇型 

H3c：就有成癮性者，煽動型訊息對其吸菸行為態度的正向影響高於無成癮性者。 

肆、研究方法與步驟 
一、研究架構 



7 

 

 

 

 

 

 

 

 

 

 

二、實驗設計 

  本研究設計採用 3（威嚇型、理性型、煽動型）×2（內控型、外控型）及 3（威

嚇型、理性型、煽動型）×2（有成癮、無成癮）的混合實驗設計。其中「戒菸廣

告訊息屬性」採受試者間設計，亦是部分受試者將會隨機分配觀看威嚇型、理性

型或煽動型三種的任一部影片，而「內外控人格特質」及「成癮性」採受試者內

設計，也就是受試者會有內控人格特質或是外控人格特質，以及有成癮性或無成

癮性的個人因素。請受試者觀看三部分別大約五分鐘的戒菸宣導影片，每看完一

段隨即填答問卷！ 

三、自變項操弄與因變項衡量 

(一)自變項操弄 

  本研究小組將剪接拍攝一段有關吸菸相關廣告小短片，分別是「威嚇型」、「理

性型」、「煽動型」，總共拍攝三部影片。內容如下： 

－威嚇型：將會在影片中完全呈現吸菸的負向訊息。影片一開始，將會呈現死於

吸菸人口的數據以及從衛生署網站以及書籍上找其吸菸者的口腔和肺部等器官潰

爛的圖片。另外，Discovery 有錄製＂沉迷成癮＂，介紹成癮性所帶來的後果等。 

－理性型：將請銘傳大學某駐診醫師為主軸，以醫師的身分述說吸菸行為對人體

傷害的嚴重性，並且加以宣導吸菸行為的不必要。 

－煽動型：有研究顯示平均每部電影菸品訊息露出次數高達 12.55 次，（功夫）、（航

海王）、（色戒）分列本年度熱門電影菸品訊息露出次數的第一、二、三名。電影

出現菸品訊息的次數是電視節目或新聞內容的 20-26 倍之多（健康九九衛生教育

網）。所以此部分我們將會以電影色戒的情節做為主軸，我們將會剪接電影中吸菸

者的帥氣模樣給受試群觀看。影片拍攝完畢後會先進行效度檢測，例如，詢問受

試者在觀看完影片後的感受，「此影片讓你感受到威嚇害怕？」、「此影片讓你感受

是理性？」、「此影片讓你感到煽動的?」、「此影片讓你感到有趣的?」，此四題以李

戒菸廣告訊息屬性 

●威嚇型 

●理性型 

●煽動型 

吸菸行為態度 

內外控人格特質 

●內控型 

●外控型 

成癮性 

●有成癮 

●無成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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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特的六點尺度衡量受試者對影片的評分，以作為檢測「菸品訊息屬性」是否操

弄成功的資訊。 

(二)因變項衡量 

  每位受試者將會受測兩次且於不同時間分別填寫Ａ卷與Ｂ卷兩份問卷。請受

試者觀看影片後進行問卷填答，第一次為控制組前測階段，將會給予受試者觀看

與吸菸毫無相關的影片(例如卡通影片)，並僅在影片後加註「吸菸有害健康的警

語」，看完後立即填寫Ａ份問卷，首先，測量受試者測量內外人格特質，本研究將

採用「Rotter 內／外控人格量表」；其次，將會詢問有無成癮性，內容如下：「我從

未吸煙」、「我嘗試吸菸」（只曾經嘗試過幾次菸，但陷在已不在吸煙）、「我偶而吸

菸」（只現在偶爾吸菸，並非每天吸菸）、「我經常吸煙」（指幾乎每天吸菸）。 

   第三，則是探討受試者對吸菸行為的態度。題目包涵「我認為吸菸是有害

身體健康的」、「我認為吸菸是一種長大的表現」、「我認為吸菸會使我人際關係受

到威脅」、「我認為吸菸會提升自我吸引力」、「我認為吸菸將會讓地球受污染」.......

等 10 題均利用李克特 6 點尺度衡量受試者對吸菸行為態度的評價。並隔兩週後，

受試者將會隨機分配觀看威嚇型、理性型或煽動型三種的任一部影片，影片設計

皆約略 5 分鐘，看完後則立即填答Ｂ問卷，此份問卷內容是對吸菸行為的態度（內

容與Ａ問卷此部份相同)進行施測。 

 (三)資料收集與分析方法 

   本研究預計至少抽樣 300 位現任的大學生進行施測。資料回收首先會以目視法

檢測剔除無效問卷，並進行編碼以利統計軟體進行分析。資料分析首先以Ｔ檢定

檢測實驗操弄是否成功；其次則以變異數分析來檢定廣告訊息屬性對吸菸行為態

度之影響，以及內外控人格特質的不同與是否成癮性是否會對廣告訊型屬性與吸

菸行為態度產生干擾作用，當廣告訊息屬性與內外控人格特質與成癮性對吸菸行

為態度交互作用顯著時，則再進行單純主要效果的檢定。 

 
伍、預期結果 
  本研究主要目的是分別探討菸品訊息屬性對大學生吸菸行為態度的影響及內

外控人格特質以及有無成癮性對廣告訊息屬性與吸菸行為態度關係的調節效果，

所以在理論發展上的價值就在於了解受試者在觀看廣告訊息過程中，個人的內外

控人格特質以及有無成癮性對受試者觀看廣告訊息屬性與吸菸行為態度關係的調

節，亦即探討「廣告訊息屬性的不同會受到內外控人格特質或有無成癮性的調節

進行影響其對吸菸行為的影響」的論點是否成立。本研究預期研究結果可以提供

衛生署在往後設計戒菸宣導影片上的參考，了解不同人格特質以及有無成癮性對

接收哪屬性的廣告訊息屬性會對吸菸行為態度產生高度的改變，並且可以考慮此

部份而計劃出有效的戒菸宣導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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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需要指導老師指導的項目 
 
一、請老師指導文獻蒐集以及研讀整理的要領 

二、請老師指導實驗器材製作以及問卷設計的要領 

三、請老師指導如何抽樣的樣本比較具有代表性 

四、請老師指導問卷資料編碼的技巧 

五、請老師指導統計軟體操作與統計報表的解釋 

六、請老師指導研究報告撰寫的寫作要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