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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冊  CHAPTER3  競爭類型運動－陣地攻守性球類運動 籃球三人小組戰術 

是非題 

1.題目編號：02519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執行小組攻防戰術，進攻方球員傳球後，積極移位能夠造成防守方莫大的困擾。 

答案：○ 

解析：P.41 

2.題目編號：02520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的小組戰術，傳球後，利用空手切入與進攻輪轉能夠製造許多空檔投籃的機會。 

答案：○ 

解析：P.41 

3.題目編號：02521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執行小組攻防戰術，擋人掩護時，擋人者應重心放低，雙手保護身體，避免被衝

撞受傷，掩護時須隨時根據對手行進路線，再跟進移動。 

答案：╳ 

解析：掩護站定位後不可移動，以免被判阻擋犯規。P.47 

4.題目編號：02522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三人小組進攻在組織配合時，可透過各種不同的傳球、走位與擋人掩護來創造

許多空檔投籃的機會。 

答案：○ 

解析：P.40 

5.題目編號：02523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對持球者擋人掩護的進攻組合，又稱為 Pick and roll，是一種得分效率極高的兩人

小組進攻搭配。 

答案：○ 

解析：P.42 

6.題目編號：02524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做空手切入時，若往無球邊移動，要先將防守者的身體重心往球的反方向帶，再

改變節奏加速往有球邊與籃框的方向做切入。 

答案：○ 

解析：P.41 

7.題目編號：02525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做空手切入，身體應側轉身面對球，並將較遠於籃框的手舉起，引導持球者往前

傳球。 

答案：╳ 

解析：將較接近籃框的手舉起，引導持球者往前傳球。P.41 

8.題目編號：02526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執行三人小組戰術，須注意所有過程不可背對球，眼睛須全程注視持球隊友。 

答案：○ 

解析：P.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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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題目編號：02527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執行 Pick and roll 戰術，對進攻方有相當大的威脅。 

答案：╳ 

解析：Pick and roll是兩人小組進攻搭配，對防守方有相當大的威脅。P.42 

10.題目編號：02528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執行 Pick and roll 戰術，持球者利用隊友的擋人與「擦肩而過」切入，接近籃框

尋找出手投籃的機會，擋人時，兩者之間不可有空隙，以免防守者從中阻斷進攻路線。 

答案：○ 

解析：P.44 

11.題目編號：02529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小組戰術，擋人掩護時，雙腳打開正對於防守者身體正面，站定位不可移動。 

答案：╳ 

解析：擋人掩護時，雙腳打開垂直於防守者身體側面。P.44 

12.題目編號：02530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小組戰術，擋人者確實擋完人後，要積極對球展開跟進與卡位要球。 

答案：○ 

解析：P.53 

13.題目編號：02531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擋人者尚未就定位，持球者卻過早運球切入，造成擋人者移動身體去阻擋防守

者所造成犯規，稱為推人犯規。 

答案：╳ 

解析：阻擋犯規。P.54 

14.題目編號：02532   難易度：中   出處：補充題 

（ ）籃球運動，三人小組進攻組合戰術僅能運用在盯人防守，不適合於區域防守。 

答案：╳ 

解析：在盯人防守或區域防守時均可應用。 

15.題目編號：02533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籃球三人小組戰術，對無持球者的擋人是一種主動積極的防守組合，通常用在阻擋主力球

員接球機會。 

答案：╳ 

解析：對無持球者的擋人是一種主動積極的進攻組合，通常用在為主力球員製造接球機會，而擋

人者也可在擋完人後，伺機尋找空檔接球進攻。P.46 

16.題目編號：02534   難易度：中   出處：補充題 

（ ）籃球比賽時，擋人者未確實站位，可能會被裁判判定「防守阻擋犯規」。 

答案：╳ 

解析：擋人時確實站位不可移動，否則容易被裁判判決「進攻阻擋犯規」。P.53 

17.題目編號：02535   難易度：易   出處：補充題 

（ ）籃球比賽對無持球者的擋人也是一種主動積極的進攻組合，通常用在為主力球員製造接球

機會，而擋人者也可以在擋完人後，伺機尋找空擋接球進攻。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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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P.46 

18.題目編號：02536   難易度：易   出處：補充題 

（ ）籃球比賽時，應該盡量用墊步的方式接球或運球停球。 

答案：○ 

19.題目編號：02537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中，擋人掩護時的站位可以視防守者的位置移動。 

答案：╳ 

解析：掩護站定位後不可移動。P.44 

20.題目編號：02538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時，在三分線頂端的隊友離開時，空手的球員應該儘速補位到三分線頂端。 

答案：○ 

解析：P.42 

21.題目編號：02539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空手切入時，要舉起手示意隊友傳球方向。 

答案：○ 

解析：P.41 

22.題目編號：02540   難易度：易   出處：補充題 

（ ）籃球比賽中，無持球時，要站在原地等待隊友傳球過來。 

答案：╳ 

選擇題 

1.題目編號：03013   難易度：難   出處：課本 

（   ）籃球執行 Pick and roll 戰術，持球者利用隊友的擋人與「擦肩而過」切入，接近籃框尋找

出手投籃的機會，擋人時，兩者之間不可有空隙，是何緣故？ (A)為確保傳球穩固，避免失手 

(B)為守住區域防守位置 (C)以免防守者從中阻斷進攻路線 (D)為製造短暫空檔以利直接出手投

籃機會。 

答案：C 

解析：P.44 

2.題目編號：03014   難易度：中   出處：補充題 

（   ）籃球運動，在持球時隨時保持能夠投籃、傳球及運球的狀態的動作是？ (A)三角步伐 

(B)墊步停球或接球 (C)壓縮動位接球 (D)三種威脅動作。 

答案：D 

3.題目編號：03015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三人小組戰術，成員傳球後，應該如何製造空檔投籃的機會？甲.積極移位、乙.空手

切入、丙.進攻輪轉 (A)甲 (B)甲乙 (C)乙丙 (D)甲乙丙。 

答案：D 

解析：P.41-42 

4.題目編號：03016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三人小組戰術，成員空手切入時，身體側轉身面對球，此時應如何引導持球者傳球？ 

(A)較接近籃框的手舉起 (B)以聲音誘導 (C)伸出離籃框較遠的手 (D)雙手上舉。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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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P.41 

5.題目編號：03017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三人小組戰術，以下進攻方的動作敘述何者有誤？ (A)以改變方向、節奏擺脫防守

者 (B)所有過程不可背對球 (C)唯空手切入時，身體可背對球 (D)眼睛須全程注視持球隊友。 

答案：C 

解析：P.41-42 

6.題目編號：03018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對於籃球運動，對持球者擋人的進攻組合敘述，以下何者有誤？ (A)又稱為 Pick and roll 

(B)是一種得分效率極高的兩人小組進攻搭配 (C)對進攻方有相當大威脅的防守戰術 (D)擋人掩

護時，擋人者重心應放低。 

答案：C 

解析：P.42 

7.題目編號：03019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擋人掩護時的動作，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A)擋人者重心應放低 (B)雙腳

打開垂直於防守者身體側面 (C)雙手保護身體，避免被衝撞受傷 (D)跟著對手隨時保持移動定

位以達較佳掩護效果。 

答案：D 

解析：站定位後不可移動。P.44 

8.題目編號：03020   難易度：中   出處：補充題 

（   ）籃球比賽，一節內一隊球員犯規總合達幾次時，球隊進入犯規罰則階段？ (A)4 次 (B)5

次 (C)6 次 (D)7 次。 

答案：A 

9.題目編號：03021   難易度：中   出處：補充題 

（   ）籃球比賽，球隊進入犯規罰則階段，其後球員對不是正在投籃動作的球員侵人犯規，罰則

是？ (A)判罰球 1 次 (B)判罰球 2 次 (C)判被犯規隊得球權 (D)判罰球 3 次。 

答案：B 

10.題目編號：03022   難易度：易   出處：補充題 

（   ）籃球比賽的阻擋犯規，在規則上屬於？甲.侵人犯規、乙.技術犯規、丙.違反運動道德的犯

規 (A)甲 (B)甲乙 (C)乙丙 (D)甲乙丙。 

答案：D 

11.題目編號：03023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因為擋人發生阻擋犯規，裁判的手勢是？ (A)進攻方犯規手勢 (B)違反運動

道德的犯規手勢 (C)奪權犯規手勢 (D)技術犯規手勢。 

答案：A 

解析：P.54 

12.題目編號：03024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進攻方犯規的裁判手勢動作是？ (A)握拳舉雙臂 (B)握拳交叉揮動 (C)握

拳伸臂指向犯規球隊本籃 (D)雙手插腰。 

答案：C 

解析：P.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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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題目編號：03025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當持球受到防守壓迫時，應以什麼動作，來保護球及突破第一線防守？ (A)

雙手抱球在胸前 (B)三角步伐 (C)向後運球 (D)胯下運球。 

答案：B 

解析：P.44 

14.題目編號：03026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無持球擋人掩護時，擋人時要確實站位不可移動，否則容易被裁判判決？ 

(A)走步 (B)非法掩護 (C)推人 (D)進攻阻擋犯規。 

答案：D 

解析：P.47 

15.題目編號：03027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無持球擋人掩護時，擋人者雙手應？ (A)往上高舉避免被判犯規 (B)置於身

體前方，以免受衝撞受傷 (C)打開側平舉幫忙擴大阻擋範圍 (D)置於身體後方。 

答案：B 

解析：P.47 

16.題目編號：03028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1891 年 James Naismith 發明籃球至今已有百年的歷史，當年草創時期僅有幾條規則？ 

(A)10 條 (B)13 條 (C)17 條 (D)21 條。 

答案：B 

解析：P.53 

17.題目編號：03029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發明至今已有百年的歷史，其規則歷經百年不斷的修改演變而成為現今的幾條規則？ 

(A)36 條 (B)40 條 (C)43 條 (D)50 條。 

答案：D 

解析：P.53 

18.題目編號：03030   難易度：難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在空檔出現時，以墊步做為接球或停球的動作，原因為何？ (A)才能有重心

與力量接續之後的進攻動作 (B)比較不易被裁判判決違例 (C)以達到進攻傳導球的聯結 (D)才

能使攻勢流暢。 

答案：A 

解析：P.53 

19.題目編號：03031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進攻時之擋人配合，擋人較容易發生之犯規為何？  (A)進攻阻擋犯規 (B)

推人犯規 (C)非法掩護 (D)違反運動道德。 

答案：A 

解析：P.54 

20.題目編號：03032   難易度：易   出處：補充題 

（   ）籃球運動，持球者對防守隊的三種威脅不包含？ (A)運球 (B)傳球 (C)投籃 (D)請求

暫停。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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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題目編號：03033   難易度：難   出處：課本 

（   ）籃球運動，做擋人掩護，易遭裁判判決進攻阻擋犯規的原因是？ (A)擋人者尚未就定

位，持球者卻過早運球切入 (B)隊友欲前來做持球擋人，持球者卻將球傳給隊友 (C)擋人者未

對球展開跟進及卡位要球 (D)跑動時沒有注意球的位置。 

答案：A 

解析：P.54 

22.題目編號：03034   難易度：難   出處：補充題 

（   ）籃球比賽，球員與對手發生不合法的身體接觸或違反運動道德的違規行為，即為犯規。若

一球員犯規的總次數達幾次，即被犯滿下場？ (A)3 (B)4 (C)5 (D)6。 

答案：C 

23.題目編號：03035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已有百年歷史的籃球運動，規則的訂定及經過不斷修改演變是為了？甲.讓所有參與比賽

的球員能夠公平的競爭、乙.確保球員的安全、丙.提升比賽的觀賞性 (A)甲乙 (B)甲丙 (C)乙

丙 (D)甲乙丙。 

答案：D 

解析：P.63 

24.題目編號：03036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籃球的擋切戰術（Pick and roll）是一種？ (A)團隊防守戰術 (B)兩人小組進攻搭配 

(C)區域防守戰術 (D)盯人防守戰術。 

答案：B 

解析：P.42 

25.題目編號：03037   難易度：易   出處：補充題 

（   ）NBA 美國職籃，季後總決賽都在每年的幾月舉辦？ (A)二月 (B)三月 (C)五月 (D)六

月。 

答案：D 

26.題目編號：03038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中，下列哪一個動作不是隊友有前來擋人的意圖？ (A)隊友往自己的方向跑來 

(B)隊友空手切入 (C)隊友手指向自己的背後 (D)隊友與自己眼神接觸。 

答案：B 

解析：P.46-47 

27.題目編號：03039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時，如何確認隊友有傳球意圖？ (A)眼神接觸 (B)不斷運球 (C)背對籃框 

(D)持球瞄籃。 

答案：A 

解析：P.53 

28.題目編號：03040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時，持球等待被擋的人應用什麼方式保護球？ (A)運球 (B)投籃 (C)三角步

伐 (D)傳球。 

答案：C 

解析：P.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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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題目編號：03041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籃球比賽小組配合時，擋完人之後應該做出什麼動作？ (A)原地不動 (B)遠離有球邊 

(C)對球展開卡位要球 (D)往中圈移動。 

答案：C 

解析：P.53 

30.題目編號：03042   難易度：中   出處：補充題 

（   ）籃球比賽小組配合進攻時的輪轉補位有什麼作用？ (A)讓對手眼花撩亂 (B)為主力球員

擋人 (C)聯結進攻的傳球路線 (D)空手切入。 

答案：C 

問答題 

1.題目編號：02663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請問籃球比賽中為何要積極動位壓縮接球？ 

答案：1.往籃框移動防守者必須縮小防守範圍，否則可以開後門在接近籃框的位置有接球進攻的

機會。 

2.防守範圍縮小後才有好的接球機會與有利的進攻位置。 

解析：P.53 

2.題目編號：02664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請問籃球比賽時執行擋人動作者，擋完人後要做什麼？ 

答案：1.跟隨並對球展開卡位要球，準備搶進攻籃板或接球進攻。 

2.趁防守錯位時接球進攻。 

3.擋人者有積極接球的動作與觀念的話，會造成防守很大的麻煩，對進攻是相當有利的。 

解析：P.53 

 

第二冊  CHAPTER4 競爭類型運動—網／牆性球類運動 排球舉球 

是非題 

1.題目編號：02541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在排球比賽中，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防守球，皆是直接傳向舉球員，再經由舉球員的轉

手改變成為攻擊對方的扣球。 

答案：○ 

解析：P.60 

2.題目編號：02542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排球舉球就是舉球者站在球網邊，利用球網的左右空間，做出前後方向、高低弧度的舉

球，其目的就是讓己方的扣球攻擊者能順利展開攻擊對方。 

答案：○ 

解析：P.61 

3.題目編號：02543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排球舉球者的身體要素，必須保有良好的柔軟性、敏捷性以及快速的步伐移動。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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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P.61 

4.題目編號：02544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排球向前舉球的動作，其優點就是在舉球瞬間，欲舉出球的方向不易事先被對方的攔網者

所預測。 

答案：╳ 

解析：向上舉球。P.61 

5.題目編號：02545   難易度：難   出處：課本 

（ ）排球向前舉球動作，因舉出的球較靠近身體，不需很大的動力推動，且要在舉球瞬間不被

對方的攔網者掌握，動作宜小，所以僅以手指的彈力推球。 

答案：╳ 

解析：向前舉球非僅以手指的彈力來推球，而是必須加上手臂的推力，手腕的力量以及腰部的伸

展力和腳掌作用於地面的蹬力來相互配合。P.62 

6.題目編號：02546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排球後排球員作後排攻擊，其躍起扣球時，依比賽規則規定，其必須在攻擊線之後起跳，

並不得在前區的空間擊球。 

答案：╳ 

解析：在後排位置者，其躍起扣球時，依比賽規則規定，其必須在攻擊線之後起跳，但可以跳在

前區的空間擊球。P.65 

7.題目編號：02547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排球快攻舉球中困難度最高的是 C 式舉球。 

答案：╳ 

解析：D式舉球是快攻舉球中困難度最高的舉球法。P.67 

8.題目編號：02548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排球舉球，一般而言，讓扣球者好打的球，就是舉球者舉出的球，在快速飛出之後，飛行

一段距離，到達扣球者躍起扣球的點，會有突然失速而垂直落下的感覺。 

答案：○ 

解析：P.72 

9.題目編號：02549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排球比賽時，自由球員不得發球、攔網，但可以試圖攔網只要不接觸到球。 

答案：╳ 

解析：自由球員不得發球、攔網或試圖攔網。P.75 

10.題目編號：02550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排球比賽時，如果自由球員，被驅逐或取消資格，必須立即更換該球隊第二名自由球員，

如果該球隊只有一名自由球員時，則有權利重新指定一名自由球員。 

答案：○ 

解析：P.75 

11.題目編號：02551   難易度：難   出處：補充題 

（ ）排球比賽中，具有牽制與欺敵效果的舉球方式為向上舉球。 

答案：╳ 

解析：向後舉球才具有牽制與欺敵效果。P.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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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題目編號：02552   難易度：易   出處：補充題 

（ ）隨著球技的進步而衍生出的後排舉球，如今已是排球場上不可或缺的一項攻擊技術。 

答案：○ 

解析：P.65 

13.題目編號：02553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球隊若採用二位舉球員的戰術，其在前排的舉球員還需肩負著快攻的攻擊任務。 

答案：○ 

解析：P.68 

14.題目編號：02554   難易度：易   出處：補充題 

（ ）排球的舉球和傳球動作，大致相同，其共同點皆是將球傳向某個目標點。 

答案：○ 

15.題目編號：02555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排球比賽時，擔任球隊裡的自由球員，其和隊友交換次數不限，交換時機隨時皆可替換。 

答案：╳ 

解析：必須在經過一次死球後，始得交換。P.75 

16.題目編號：02556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排球舉球時，兩手肘部位必須低於肩部位置。 

答案：╳ 

解析：手肘須高過肩部位置。P.74 

17.題目編號：02557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排球的 C 式快攻舉球方法，是舉球者將球向前推舉，讓快攻者快速躍起的攻擊方式。 

答案：╳ 

解析：向後推舉。P.67 

選擇題 

1.題目編號：03043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在國際排壇上的一句名言，「好的□□，猶如是上場比賽中的教練一般，其可以一面比

賽，一面指揮隊友作戰。」空格處指的應該是？ (A)隊長 (B)自由球員 (C)舉球員 (D)主攻

手。 

答案：C 

解析：P.60 

2.題目編號：03044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在排球賽進行中，好的舉球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請問下列何種舉球方式有誤？ (A)向

後舉球 (B)向上舉球 (C)側旋球 (D)修正球。 

答案：C 

解析：P.61 

3.題目編號：03045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排球在舉球瞬間，欲舉出球的方向不易事先被對方的攔網者所預測的是哪種類型？ (A)

向上舉球 (B)向前舉球 (C)向後舉球 (D)跳躍舉球。 

答案：A 

解析：P.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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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題目編號：03046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排球快攻舉球，其中困難度最高的舉球法是？ (A)A 式舉球 (B)B 式舉球 (C)C 式舉球 

(D)D 式舉球。 

答案：D 

解析：P.67 

5.題目編號：03047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在國際排壇上，快攻舉球的基本型，分 A 式、B 式、C 式和 D 式等四種舉球形式，其中

舉球者在前排，面向 4 號位，將球舉在自己的前面約一公尺的距離位置，指的是哪一種？ (A)A

式 (B)B 式 (C)C 式 (D)D 式。 

答案：A 

解析：P.66 

6.題目編號：03048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在國際排壇上，快攻舉球的基本型，分 A 式、B 式、C 式和 D 式等四種舉球形式，其中

舉球者在前排，面向 4 號位，將球舉在自己的前面約二公尺的距離位置，指的是哪一種？ (A)A

式 (B)B 式 (C)C 式 (D)D 式。 

答案：B 

解析：P.66 

7.題目編號：03049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排球一般的快攻舉球，球點的高度約在球網上方？ (A)三十公分 (B)四十公分 (C)五

十公分 (D)六十至八十公分。 

答案：C 

解析：P.65 

8.題目編號：03050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排球 D 式快攻舉球，由於球體飛行長達二至三公尺的流線型距離，不僅在舉球動作上有

點困難和扣球者在搭配上亦不容易。因此，在實際的操作上，會修正球點高度，提高至球網上

方？ (A)三十公分 (B)四十公分 (C)五十公分 (D)六十至八十公分。 

答案：D 

解析：P.67 

9.題目編號：03051   難易度：難   出處：課本 

（   ）排球哪一種快攻舉球，如果快攻者是左撇手時，更能發揮攻擊威力？ (A)A 式舉球 

(B)B 式舉球 (C)C 式舉球 (D)D 式舉球。 

答案：C 

解析：P.67 

10.題目編號：03052   難易度：難   出處：課本 

（   ）如圖示，排球採用二位舉球者的團隊戰術時，在 6 號位置的後排舉球者正確的發球站位是

圖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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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 (B)B (C)C (D)D。 

答案：B 

解析：P.70 

11.題目編號：03053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排球向前舉球，推進球的動力來源是下列何者？(甲)手指的彈力；(乙)手臂的推力；(丙)手

腕的力量；(丁)腰部的伸展力；(戊)腳掌作用於地面的蹬力。 (A)甲 (B)甲乙丙 (C)乙丙丁戊 

(D)甲乙丙丁戊。 

答案：D 

解析：P.62 

12.題目編號：03054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排球後排攻擊，以下敘述何者為非？ (A)隨著球技的進步而衍生出的後排攻擊，是當今

排球場上不可或缺的一項攻擊方式 (B)後排舉球技術的優劣，關係著後排攻擊的威力 (C)在後

排位置者進行攻擊，必須在攻擊線之後起跳 (D)後排球員攻擊起跳後，落地時不得進入前區。 

答案：D 

解析：P.65 

13.題目編號：03055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排球快攻，在舉球者的背後發動，球點位於舉球者後方約一公尺的距離位置，高度在球網

上方約五十公分左右的是？ (A)A 式快攻 (B)B 式快攻 (C)C 式快攻 (D)D 式快攻。 

答案：C 

解析：P.67 

14.題目編號：03056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排球快攻，在舉球者的背後發動，球點位於舉球者後方約 2~3 公尺的距離位置，高度在

球網上方約 60~80 公分左右的是？ (A)A 式快攻 (B)B 式快攻 (C)C 式快攻 (D)D 式快攻。 

答案：D 

解析：P.67 

15.題目編號：03057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以下有關排球舉球之動作敘述，何者有誤？ (A)左右手的手指自然張開，且舉起的高度

一致，兩食指成「八」字形 (B)兩手臂必須高舉，使手肘高過肩部 (C)球必須從額頭前，直直

的舉出 (D)兩腳應站成左、右開立。 

答案：D 

解析：兩腳應成前、後開立。P.61-62 

16.題目編號：03058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有關排球自由球員規則規定，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A)自由球員交換時機，必須在死球

期間，裁判鳴笛發球之前 (B)每局開始比賽前，自由球員不得為先發球員 (C)如果自由球員，

被驅逐或取消資格，必須立即更換該球隊第二名自由球員 (D)如果某隊伍自由球員，被驅逐或取

消資格下場，該球隊已沒有登錄的自由球員時，則位置應空缺不得再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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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該球隊有權利重新指定一名自由球員。P.75 

17.題目編號：03059   難易度：難   出處：課本 

（   ）以下有關排球中自由球員規則之敘述，何者有誤？ (A)自由球員在前區及其延長區域

內，使用高手傳球時，其隊友不得將高於網上端的球，完成攻擊 (B)自由球員在後區，使用高手

傳球時，其隊友不得將高於網上端的球，完成攻擊 (C)自由球員的上下場交換次數不限 (D)自

由球員的上下場交換必須在經過一次死球後，使得交換。 

答案：B 

解析：但自由球員在後區使用高手傳球時，其隊友得任意攻擊。P.75 

18.題目編號：03060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排球自由球員在比賽中的規則規定，每一球隊有權利在球員名單中，指定最多幾名為自由

球員？ (A)1 名 (B)2 名 (C)3 名 (D)無限制。 

答案：B 

解析：P.75 

19.題目編號：03061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有關排球自由球員在比賽中的規則規定，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A)自由球員必須穿著比

賽服，且必須有號碼 (B)自由球員比賽服的主要顏色，必須與其他隊友相同 (C)自由球員可以

和後排的任何一位球員交換 (D)自由球員只能扮演後排球員的角色。 

答案：B 

解析：自由球員比賽服的主要顏色，必須明顯與其他隊友不同。P.75 

20.題目編號：03062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   ）排球自由球員在比賽中的規則規定，以下敘述何者有誤？ (A)不得發球 (B)不得攔網 

(C)可進行試圖攔網但不可觸球 (D)不得將高於網上的球擊向對方。 

答案：C 

解析：P.75 

21.題目編號：03063   難易度：中   出處：補充題 

（   ）在排球比賽中，每一局教練可請求暫停，有幾次？ (A)1 次 (B)2 次 (C)3 次 (D)沒限

制。 

答案：B 

22.題目編號：03064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在排球比賽中，被指為肩負「轉守為攻」的戰術樞紐是誰？ (A)自由球員 (B)主攻手 

(C)舉球手 (D)救球者。 

答案：C 

解析：P.60 

23.題目編號：03065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A 式舉球方法，是指舉球者在前排，將球舉在自己的面前約多少距離位置 ？ (A)1 公尺 

(B)2 公尺 (C)3 公尺 (D)4 公尺。 

答案：A 

解析：P.66 

24.題目編號：03066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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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球比賽中，每一支球隊有權利在球員名單中，指定最多幾名為自由球員？ (A)1 名 

(B)2 名 (C)3 名 (D)不限。 

答案：B 

解析：P.75 

25.題目編號：03067   難易度：易   出處：課本 

（   ）約有百分之八十的排球隊，其隊長職務皆由誰擔任？ (A)主攻手 (B)舉球員 (C)自由

球員 (D)隊中個子最高者 

答案：B 

解析：P.61 

問答題 

1.題目編號：02665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試問排球舉球的種類有哪些？ 

答案：大致可區分為：向上、向前、向後、跳躍、網下和修正球等舉球方式。 

解析：P.61 

2.題目編號：02666   難易度：中   出處：課本 

在國際排壇上，對快攻舉球的基本型是指哪些？ 

答案：快攻舉球的基本型，分為：A 式、B 式、C 式和 D 式等四種舉球形式。 

解析：P.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