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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名稱：    ○○學年度第○學期  體育(108 課綱)科   命題老師： 

 

______年______班 學號：______ 姓名：__________         得分：__________ 

 

一、單選題 

(  ) 1. 混合雙打的組合特性 (A)一般是採女前男後的雙打站位 (B)女子球員須具備良好的網

前與防守能力 (C)而男子球員則須有一流的殺球與平抽球能力 (D)以上皆是。 

《答案》D(P.147) 

《難易度》易   

(  ) 2. 籃球比賽中，包夾防守分為幾種？ 

(A) 2 (B) 3 (C) 4 (D) 5  

《答案》B(P.43) 

《解析》包夾防守可以分為「盯人的包夾防守」與「區域的包夾防守」。 

《難易度》易   

(  ) 3. 羽球擊球方式可以分為 (A) 正手殺球 (B) 正手挑球 (C) 反手挑球 (D) 以上

皆是。 

《答案》D(P.140) 

《難易度》易   

(  ) 4. 起跑出發後，為了取得較佳的位置，應在最短的時間內進行加速跑，下列何者為加速跑

的動作？ 

(A)步幅由小變大 (B)步幅由大變小 (C)保持一定步頻 (D)以上皆非 

《答案》A (P.85) 

《解析》加速跑的過程中，步幅由小變大，步頻持續加快，速度由靜止持續加速。 

《難易度》易   

(  ) 5. 在羽球比賽中，下列哪一種情形不能跳起來擊球？ (A) 殺球 (B) 發球 (C) 挑球 (D) 

切球。 

《答案》B(P.155) 

《解析》發球時，發球者與接球者皆不能兩腳離地。 

《難易度》易   

(  ) 6. 女性若軀體上半身比較肥胖，則易增加罹患哪些疾病的風險？ 

(A)血癌 (B)高血壓 (C)肺腺癌 (D)乳癌與子宮癌 

《答案》D(P.13) 

《解析》女性若軀體上半身比較肥胖，則易增加罹患乳癌與子宮癌的風險。 

《難易度》易   

(  ) 7. 欲訓練跑者的肌耐力與心肺耐力，使用器械輔助練習時，應持續多久為宜？ 

(A) 30 分鐘 (B)45 分鐘 (C)60 分鐘 (D)90 分鐘 

《答案》A(P.93) 

《解析》器械輔助練習-利用跑步機與飛輪（固定式腳踏車）持續運動 30 分鐘以鍛鍊肌耐力與心

肺耐力。 

《難易度》易   

(  ) 8. 身體組成指的是身體內脂肪與非脂肪在體重所佔的比例，其中體內脂肪分為幾類？ 

(A)4 (B)3 (C)2 (D)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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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P.12) 

《解析》體內脂肪則分為必須體脂肪與儲存性脂肪兩類。 

《難易度》易   

(  ) 9. 籃球比賽中，球場上常見的包夾防守發生的地方有哪些？ 

(A)球場的兩邊 45˚ (B)兩邊底角 (C)過半場的角落 (D)以上皆是  

《答案》D(P.44) 

《解析》球場的兩邊45˚、兩邊底角、過半場的角落是常見的包夾防守發生的地方，又被稱為包夾

防守的陷阱。 

《難易度》易   

(  ) 10. 正手殺球的引拍動作，應迅速的移動到球落下的位置，將 (A)持拍手手肘上提 (B)持

拍手手腕舉高 (C)持拍手手腕放低 (D)持拍手放在額頭 ，前臂後引成拉弓狀。 

《答案》A(P.140) 

《解析》正手殺球的引拍動作，應將持拍手手肘上提。 

《難易度》易   

(  ) 11. 羽球擊球接觸到場邊的甚麼物體就是是違規 (A) 屋頂 (B) 天花板 (B) 邊牆等 

(D) 以上皆是。 

《答案》D(P.149) 

《難易度》易   

(  ) 12. 男子雙打的組合特性，當 2 人選擇前後站位時較利於 (A)攻擊 (B)防守 (C)攻守兼備 

(D)站位。 

《答案》A(P.147) 

《難易度》易   

(  ) 13. 下列何者為羽球的基本動作中最具攻擊威力的擊球法？ 

(A)切球 (B)挑球 (C)殺球 (D)高遠球。 

《答案》C 

《難易度》易   

(  ) 14. 籃球運動中，訓練包夾防守前，可以訓練什麼項目來增加球員輪轉的能力？  

(A)卡位練習 (B)投籃練習 (C)少守多的練習 (D)二打一的練習。 

《答案》C 

《難易度》易   

(  ) 15. 籃球比賽中，球員採用包夾防守時的主要目的為何？ 

(A)產生轉換快攻 (B)製造對手失誤 (C)以上皆是 (D)以上皆非  

《答案》C(P.44) 

《解析》包夾防守主要有幾個目的，首先是製造對手的失誤，透過 2 個人對持球者的包夾，使其產

生失誤而完成防守。再者，包夾防守除了讓對手產生失誤外，也有另一目的，那就是透過

包夾防守後對手的失誤產生攻守轉換的機會。 

《難易度》易   

(  ) 16. 腰臀圍比如何計算？ 

(A)腰圍長度除以臀圍長度 (B)臀圍長度除以腰圍長度 (C)腰圍長度除以臀圍長度的

平方 (D)以上皆非 

《答案》A(P.13) 

《解析》腰臀圍比是指將腰圍長度除以臀圍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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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易度》易   

(  ) 17. 籃球比賽中，所謂的區域的包夾防守是指，防守方一開始以區域的方式防守，等到對手

進入包夾陷阱後再發動包夾。是指哪一種包夾防守？ 

(A)盯人包夾防守 (B)區域的包夾防守 (C)以上皆是 (D)以上皆非  

《答案》B(P.43) 

《解析》所謂的區域的包夾防守是指，防守方一開始以區域的方式防守，等到對手進入包夾陷阱後

再發動包夾。 

《難易度》易   

(  ) 18. 羽球的高度約在球員頭頂前方多少距離高時，即可實施羽球之扣殺動作？ (A)0.5m 

(B)1m (C)1.5m (D)2m。 

《答案》B(P.155) 

《難易度》易   

(  ) 19. 歸屬於腹部肥胖者，男、女性腰圍大小為何？ 

(A)80cm/80cm (B)85cm/75cm (C)90cm/80cm (D)85cm/80cm 

《答案》C(P.13) 

《難易度》易   

(  ) 20. 籃球比賽中，球員在不確定是否能夠抄到球的情況下，就以賭博的心態上前抄球或撲

球，造成了沒抄到球就馬上被開後門得分的情況。稱為？ 

(A)保守式抄球 (B)攻擊式抄球 (C)原則式抄球 (D)賭博式抄球  

《答案》D(P.44) 

《解析》所謂的賭博式抄球，是指球員在不確定是否能夠抄到球的情況下，就以賭博的心態上前抄

球或撲球，造成了沒抄到球就馬上被開後門得分的情況。 

《難易度》易   

(  ) 21. 籃球比賽中，現代籃球強調的是不斷用速度快速推進與大量的外線投射。故近幾年籃球

場上進攻端明顯的變化為何？ 

(A)速度 (B)外線 (C)速度與外線 (D)包夾防守  

《答案》C(P.45) 

《解析》隨著科技進展與訓練的多元化，現代籃球的變革實在可以用「巨變」來形容。有別於過去

的傳統中鋒打法，現代籃球強調的是不斷得用速度快速推進與大量的外線投射。速度與外

線，是近幾年籃球場上進攻端明顯的變化。 

《難易度》易   

(  ) 22. 籃球比賽中，遇到包夾時，運球者做出in-side-out的動作欺騙防守者，使其誤以為運球者

要做出換手運球的動作而做出錯誤的防守分工。運球者須看準防守者錯誤的瞬間，馬上

以同一隻手運球直線加速逃離包夾陷阱。是哪一種突破包夾防守的運球技巧？ 

(A) in-side-out運球突破 (B)急停加速直線運球突破 (C)轉身迴繞式運球突破 (D)以

上皆是  

《答案》A (P.32) 

《解析》遇到包夾時，運球者做出 in-side-out 的動作欺騙防守者，使其誤以為運球者要做出換手運

球的動作而做出錯誤的防守分工。運球者須看準防守者錯誤的瞬間，馬上以同一隻手運球

直線加速逃離包夾陷阱。 

《難易度》易   

(  ) 23. 跑者實施高地訓練時，通常如何選擇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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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海拔 2000 公尺以下 (B)海拔 2600 公尺以下 (C)海拔 2000～2600 公尺 (D)海拔

2000～3000 公尺以上 

《答案》C(P.91) 

《解析》高地訓練：選擇海拔高度 2000 ～ 2600m 之間的高地， 讓身體處於氧壓較低的情況下，

讓運動變得更加困難，用以增進心肺耐力。 

《難易度》易   

(  ) 24. 羽球運動比賽雙打項目是 (A) 男子雙打 (B) 女子雙打與 (C) 混合雙打 (D) 

以上皆是。 

《答案》D(P.138) 

《難易度》易   

(  ) 25. 我們可以利用哪些方法來簡單評估自己的身體組成： 

(A)身體質量指數 (B)腰圍 (C)腰臀圍比 (D)以上皆是 

《答案》D(P.12) 

《解析》我們可以試著利用、和腰臀圍比 3 種方法來簡單評估自己的身體組成。 

《難易度》易   

(  ) 26. 美國運動醫學學會提出理想控制體重的方法為營養且合理的飲食控制，搭配耐力型的運

動，其合理範圍是每週減輕的體重應為何？ 

(A)1kg 之內 (B)1kg 之上 (C)2kg 之內 (D)2kg 之上 

《答案》A(P.16) 

《解析》美國運動醫學學會提出理想控制體重的方法為營養且合理的飲食控制，搭配耐力型的運

動，其合理範圍是每週減輕的體重應在 1kg 之內。 

《難易度》易   

(  ) 27. 男子雙打的組合特性，當 2 人選擇輪轉補位時較利於 (A)攻擊 (B)防守 (C)攻守兼備 

(D)站位。 

《答案》C(P.147) 

《難易度》易   

(  ) 28. 籃球比賽中，防守隊一開始以人盯人的方式防守，等到對手進入防守方設定的包夾陷阱

區域時再發動包夾。是指哪一種包夾防守？ 

(A)盯人包夾防守 (B)區域的包夾防守 (C)以上皆是 (D)以上皆非  

《答案》A(P.43) 

《解析》所謂的盯人包夾防守，是指防守隊一開始以人盯人的方式防守，等到對手進入防守方設定

的包夾陷阱區域時再發動包夾。 

《難易度》易   

(  ) 29. 下列何者為中距離跑的比賽項目？ 

(A)400m (B)800m (C)200m (D)5000m。 

《答案》B 

《難易度》易   

(  ) 30. 男子雙打的組合特性，當 2 人選擇分兩邊站時較利於 (A)攻擊 (B)防守 (C)攻守兼備 

(D)站位。 

《答案》B(P.147) 

《難易度》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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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1. 羽球基本動作中最具攻擊威力的擊球法是？ (A) 切球 (B) 挑球 (C) 殺球 (D) 高

遠球。 

《答案》C(P.155) 

《難易度》易   

(  ) 32. 為了達到有效的減重效果且將可能的風險降到最低，在進行體重控制時，須把握下列幾

項運動的原則： 

(A)選擇可以自我調整運動強度和持續時間的運動 (B)設計循序漸進的運動計畫 (C)

盡量選擇全身性的運動 (D)以上皆是 

《答案》D(P.17) 

《解析》為了達到有效的減重效果且將可能的風險降到最低，在進行體重控制時，須把握下列幾項

運動的原則：盡量選擇全身性的運動、選擇可以自我調整運動強度和持續時間的運動、設

計循序漸進的運動計畫、分次累積減肥運動的效果。 

《難易度》易   

(  ) 33. 在執行殺球技巧時，不是球掛網，就是直接殺到底線外出界，他應如何修正？ 

(A)試著將手肘往上抬，超越肩膀，殺球時手肘的高度不低於網子 (B)不過度用力，利用

手腕力量控制球的方向 (C)提高擊球點，讓擊球角度變大 (D) 以上皆是。 

《答案》D(P.154) 

《難易度》中   

(  ) 34. 目前已並列為代謝症候群的診斷標準為： 

(A)血壓高 (B)三酸甘油酯高 (C)腹部肥胖 (D)以上皆是 

《答案》D(P.13) 

《解析》腹部肥胖和血壓高、飯前血糖高、三酸甘油酯高、高密度膽固醇偏低等，目前已並列為代

謝症候群的診斷標準。 

《難易度》中   

(  ) 35. 排球運動時，快攻依不同的攻擊位置區分為幾種？ 

(A)4 (B)5 (C)6 (D)7  

《答案》C (P.52) 

《解析》快攻依不同的攻擊位置區分為：在舉球員前面起跳的 A 式快攻和 B 式快攻，和在舉球員

背後起跳的 C 式快攻和 D 式快攻，以及時間差攻擊、空間差等攻擊方式。 

《難易度》中   

(  ) 36. 排球運動時，除發球和攔網外，所有直接將球擊向對方場地的動作，稱為？ 

(A)攔網攻擊 (B)保守攻擊 (C)進攻性擊球 (D)以上皆非 

《答案》C(P.64) 

《解析》除發球和攔網外，所有直接將球擊向對方場地的動作，皆被視為進攻性擊球。 

《難易度》中   

(  ) 37. 羽球女子雙打的組合特性 (A)不重防守 (B)一般側重攻守並重 (C)側重防守 (D)只

需攻擊。 

《答案》B(P.147) 

《解析》羽球女子雙打的組合特性，一般側重攻守並重，因此穩定度與補位的默契是不可或缺的要

素。 

《難易度》中   

(  ) 38. 跑步時衝線的方法較常採用的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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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直接衝過終點線 (B)舉臂挺胸式 (C)擺臂挺胸直衝式 (D)以上皆是 

《答案》D(P.88) 

《解析》衝線的方法較常採用的有 3 種，以直接衝過終點線的直衝式最適合一般初學者，800m 選

手較多採用擺臂挺胸直衝式，而 1500m 以上項目的選手則較常採用舉臂挺胸式。 

《難易度》中   

(  ) 39. 有關排球虛攻球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先假裝長扣球 (B)擊球的後下方或側後下方 (C)將球輕輕吊過網至對方場區 (D)

以上皆是。 

《答案》D 

《難易度》中   

(  ) 40. 一般來說，西洋梨體型的身材是指軀體上半身比較肥胖，身體脂肪主要堆積在哪裡？ 

(A)腰部 (B)臀腿 (C)腹部 (D)臀部與大腿 

《答案》D(P.13) 

《解析》若軀體上半身比較肥胖，身體脂肪主要堆積在腹部（蘋果體型），比起脂肪堆積在臀部與

大腿者（西洋梨體型）者，罹患高血壓的比率較高。 

《難易度》中   

(  ) 41. 欲利用跳繩訓練跑者的肌耐力，以每分鐘 90 下的速度，應持續多久？ 

(A)1~2 分鐘 (B) 3~5 分鐘 (C) 6~8 分鐘 (D)越久越好 

《答案》B(P.93) 

《解析》跳繩練習-單人原地跳繩（ 圖 5-12）， 以每分鐘 80 ～ 100 下之速度，持續時間 3 ～ 5 分

鐘。 

《難易度》中   

(  ) 42. 中距離跑800m比賽之搶道旗高度為多少公尺？ 

(A)1.0m (B)1.2m(C)1.5m (D)2.0m。 

《答案》C 

《難易度》中   

(  ) 43. 身體組成指的是身體內脂肪與非脂肪在體重所佔的比例，其中非脂肪由什麼組織組合而

成？ 

(A)身體其他非脂肪組織 (B)骨骼 (C)肌肉 (D)以上皆是 

《答案》D(P.12) 

《難易度》中   

(  ) 44. 籃球比賽中，盯人的包夾防守面積可分為幾種？ 

(A) 2 (B) 3 (C) 4 (D) 5  

《答案》C(P.45) 

《解析》盯人的包夾防守又可以按防守面積分為全場、3/4 場、半場與 1/4 場的盯人包夾防守。 

《難易度》中   

(  ) 45. 籃球運動中，下列哪些防守可以加上包夾的動作，變成一種包夾防守？  

(A)半場盯人防守 (B)全場3-2區域防守 (C)半場3-2防守 (D)以上皆可。 

《答案》D 

《難易度》中   

(  ) 46. 18 歲以上成年人若想評估個人體態是否肥胖，宜測量個人的哪個部位為參考基準？ 

(A)腰圍 (B)臀圍 (C)頭圍 (D)大腿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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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P.13) 

《解析》腰圍大小能反映腹部皮下脂肪及內臟脂肪的儲存量，為一般 18 歲以上成年人評估腹部肥

胖的基準。 

《難易度》中   

(  ) 47. 雙打的戰術運用，若 2 名對手的技術水準高低不一時 (A)可集中攻勢於 1 名對手隊員 

(B)集中攻勢攻擊 2 名隊員 (C)正常防守即可 (D)不需急於攻擊。 

《答案》A(P.146) 

《解析》若 2 名對手的技術水準高低不一時，可集中攻勢於 1 名隊員（攻人戰術），以達集中優勢

火力殲滅對手的作用。 

《難易度》中   

(  ) 48. 終點衝刺是運動員到達終點前的加速度，此時除了要有堅強的意志力外，也要有奮戰到

底的精神。以中距離跑者而言，適當的終點衝刺距離應為何？ 

(A)50 公尺 (B)100 公尺 (C)150 公尺 (D)200 公尺 

《答案》B(P.88) 

《解析》中距離跑至終點前約 100m，長距離跑至終點前 100～200m，會加快速度進行終點衝刺跑，

將所剩的體力發揮殆盡，爭取較佳之成績表現。 

《難易度》中   

(  ) 49. 關於羽球殺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擊球時拍面呈正面狀 (B)擊球點位於額頭前上方 (C)擊球時施轉成側身狀 (D)擊

球時身體呈正面狀。 

《答案》D 

《難易度》中   

(  ) 50. 羽球在比賽中因為殺球導致球拍線斷了，此時該如何判定？ (A)比賽暫停，等換好球拍

後重新發球開始，但己方須被扣 1 分 (B)比賽暫停，等換好球拍後重新發球開始 (C)

比賽繼續，直到球落地產生分數 (D)比賽結束，對方得 1 分。 

《答案》C(P.154) 

《難易度》中   

(  ) 51. 排球運動時，在舉球員背後起跳的快攻方式稱為？ 

(A)C 式快攻和 D 式快攻 (B)A 式快攻和 B 式快攻 (C)時間差攻擊 (D)空間差攻擊  

《答案》A (P.52) 

《解析》快攻依不同的攻擊位置區分為：在舉球員前面起跳的 A 式快攻和 B 式快攻，和在舉球員

背後起跳的 C 式快攻和 D 式快攻， 

《難易度》中   

(  ) 52. 籃球運動中，下面何者不是常見的包夾陷阱？  

(A)球場兩邊45˚ (B)弧頂 (C)兩邊底角 (D)球剛過半場的角落。 

《答案》B 

《難易度》中   

(  ) 53. 排球運動中，快攻攔網時，多採下列哪一種方式跳躍？ 

(A)淺蹲急跳 (B)淺蹲慢跳 (C)深蹲急跳 (D)深蹲慢跳。 

《答案》A 

《難易度》中   

(  ) 54. 中距離跑時，起跑出發後為了取得較佳的位置，應在最短的時間內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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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減速跑 (B)終點衝刺跑 (C)加速跑 (D)中間跑。 

《答案》C 

《難易度》中   

(  ) 55. 法特雷克訓練時常利用哪些地形？ 

(A)丘陵地 (B)山坡地 (C)階梯 (D)以上皆是 

《答案》D(P.91) 

《解析》法特雷克訓練（Fartlek Training）是一種在野外進行，富含「遊戲性」的訓練方法。利用

林間、山坡、丘陵地、上下坡路段、階梯等高高低低的地勢，不間斷的速度變化跑，過程

中或跑或跳，忽快忽慢。讓學習者能夠在各種地形狀態的考驗下，心理上較不容易感覺疲

憊之訓練法。 

《難易度》中   

(  ) 56. 當肥胖者減少多少體重，就可以降低罹患心血管疾病、高血壓、高膽固醇以及糖尿病等

慢性疾病所帶來的風險？ 

(A)1~2%以上 (B)2~3%以上 (C)5~6%以上 (D)4%以上 

《答案》B(P.12) 

《難易度》中   

(  ) 57. 一般來說，蘋果體型的身材是指軀體上半身比較肥胖，身體脂肪主要堆積在哪裡？ 

(A)腰部 (B)大腿 (C)腹部 (D)臀部 

《答案》C(P.13) 

《解析》若軀體上半身比較肥胖，身體脂肪主要堆積在腹部（蘋果體型），比起脂肪堆積在臀部與

大腿者（西洋梨體型）者，罹患高血壓的比率較高。 

《難易度》中   

(  ) 58. 在羽球比賽中，下列哪一種情形不能跳起來擊球？ 

(A)殺球 (B)發球 (C)挑球 (D)切球。 

《答案》B 

《難易度》中   

(  ) 59. 籃球運動中，使用包夾防守時，當包夾發生後，防守方的下一個任務是什麼？ 

(A)輪轉 (B)還原 (C)卡位搶籃板 (D)賭博式抄球。 

《答案》A 

《難易度》中   

(  ) 60. 中距離跑時，至終點前100m，會加快速度進行 

(A)減速跑 (B)終點衝刺跑 (C)加速跑 (D)中間跑。 

《答案》B 

《難易度》中   

(  ) 61. 女子雙打的組合特性，女子球員擊球力道 (A)很強 (B)一般較弱 (C)因人而異 (D)

沒有差別。 

《答案》B(P.147) 

《解析》女子雙打的組合特性，女子球員擊球力道一般較弱。 

《難易度》中   

(  ) 62. 排球比賽實施虛攻球時，以哪個部位擊球較佳？ 

(A)拳頭 (B)掌心 (C)掌根 (D)手指。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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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易度》中   

(  ) 63. 籃球比賽中，何謂成功的包夾防守？ 

(A)抄球成功 (B)延遲進攻時間 (C)給予壓力造成失誤 (D)以上皆是  

《答案》D(P.43) 

《解析》成功的包夾防守不一定要將球抄截，有時候如果能夠延遲進攻者的攻擊時間，也算是成功

的包夾防守。因此透過不斷地包夾、輪轉、還原來讓進攻者產生壓力，使其失誤或倉促出

手即可。 

《難易度》中   

(  ) 64. 有關排球快攻攔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須判斷對方傳球方向 (B)須掌握起跳時間 (C)須對準攻擊者的正面攻擊角度 (D)

以上皆是。 

《答案》D 

《難易度》中   

(  ) 65. 關於羽球殺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擊球時拍面呈正面狀 (B)擊球點位於額頭

前上方 (C)擊球時施轉成側身狀 (D)擊球時身體呈正面狀。 

《答案》D(P.155) 

《解析》殺球擊球預備動作時，身體呈側身。 

《難易度》中   

(  ) 66. 籃球比賽中，常見的突破包夾防守的運球技巧有哪幾種？ 

(A) in-side-out 運球突破 (B)急停加速直線運球突破 (D)以上皆是 (D)以上皆非  

《答案》C (P.32) 

《解析》常見的突破包夾防守的運球技巧大致有以下 3 種：急停加速直線運球突破、in-side-out 運

球突破、轉身迴繞式運球突破。 

《難易度》中   

(  ) 67. 下列何者非中長距離跑中間跑之呼吸方式？ 

(A)「吸─吸，呼─呼」 (B)「吸─吸─呼，吸─吸─呼」 (C)「吸─呼，吸─呼」 (D)

「吸─吸─吸，呼─呼─呼」。 

《答案》D 

《難易度》中   

(  ) 68. 排球比賽發球時，若有球員站位未按輪轉順序，會被判為輪轉錯誤，以下處置方式何者

正確？ 

(A)待記錄員確定錯誤開始發生的時間，犯規球隊在錯誤期間所得的分數，一律取消，但

其對隊所得的分數則予保留。 

(B)如果輪轉錯誤犯規是在完整 1 球後，經確認該球一開始即是輪轉錯誤，則不管該球結

果為何，對隊球隊只會得到 1 分 

(C)如果無法確定錯誤開始發生的時間，則不取消任何分數，只判對隊得 1 分及發球權 

(D)以上皆是 

《答案》D(P.64) 

《解析》比賽時發生輪轉錯誤，怎麼處理？ 

發球時，若有球員站位未按輪轉順序，會被判為輪轉錯誤，處置如下： 

1. 記錄員以蜂鳴器停止比賽，對隊獲得 1 分及發球權。 

2. 如果輪轉錯誤犯規是在完整 1 球後，經確認該球一開始即是輪轉錯誤，則不管該球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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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為何，對隊球隊只會得到 1 分。 

3. 輪轉順序錯誤的隊伍，須更正正確順序。 

4. 待記錄員確定錯誤開始發生的時間，犯規球隊在錯誤期間所得的分數，一律取消，但

其對隊所得的分數則予保留。 

5. 如果無法確定錯誤開始發生的時間，則不取消任何分數，只判對隊得 1 分及發球權。 

《難易度》中   

(  ) 69. 排球運動時，在舉球員前面起跳的快攻方式稱為？ 

(A)C 式快攻和 D 式快攻 (B)A 式快攻和 B 式快攻 (C)時間差攻擊 (D)空間差攻擊  

《答案》B (P.52) 

《解析》快攻依不同的攻擊位置區分為：在舉球員前面起跳的 A 式快攻和 B 式快攻，和在舉球員

背後起跳的 C 式快攻和 D 式快攻， 

《難易度》中   

(  ) 70. 下列何者不是衛福部國健署所提出的健康生活模式口號之一？ 

(A) 聰明吃 (B) 快樂動 (C) 天天量體重 (D)一起來運動。 

《答案》D 

《難易度》中   

(  ) 71. 羽球的高度約在球員頭頂前方多少距離高時，即可實施羽球之扣殺動作？ 

(A)0.5m (B)1m (C)1.5m (D)2m。 

《答案》A 

《難易度》中   

(  ) 72. 籃球運動中，下列何者不是包夾防守的目的？  

(A)製造對手失誤 (B)打亂對手進攻節奏 (C)製造三分空檔 (D)製造攻守轉換機會。 

《答案》C 

《難易度》中   

(  ) 73. 採取低碳水化合物與高蛋白質飲食計畫的減重方式，可能會使身體產生什麼樣的變化？ 

(A)口臭及疲勞易怒 (B)排便順暢 (C)精神飽滿 (D)幫助身體補充許多有益的營養素

。 

《答案》A 

《難易度》中   

(  ) 74. 籃球比賽中，雖然包夾防守的積極目的是讓對手產生失誤，但事實上如果一味的追求讓

對手產生失誤，而忽略了基本的防守原則，可能會做出包夾防守的禁忌動作為何？ 

(A)保守式抄球 (B)攻擊式抄球 (C)原則式抄球 (D)賭博式抄球  

《答案》D(P.44) 

《解析》雖然包夾防守的積極目的是讓對手產生失誤，但事實上如果一味的追求讓對手產生失誤，

而忽略了基本的防守原則，不斷地做出「賭博式抄球」的動作，那可是包夾防守的大忌。 

《難易度》中   

(  ) 75. 排球A式快攻時，快攻手與舉球員大約距離多遠？ 

(A)2～3m (B)1.5～2m (C)1～1.5m (D)1m以內。 

《答案》D 

《難易度》中   

(  ) 76. 肥胖會增加下列何種疾病的危險性？ 

(A)糖尿病 (B)心臟病 (C)高血壓 (D)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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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難易度》中   

(  ) 77. 下列何者是國人肥胖率日益上升的原因？ 

(A)活動量降低 (B)攝取過多高熱量食物 (C)含糖飲料攝取過多 (D)以上皆是  

《答案》D 

《難易度》中   

(  ) 78. 採取少吃不運動的減肥方式，導致身體基礎代謝降低，一旦恢復正常食量後又復胖，體

脂肪百分率也跟著不斷提升，讓減重越來越難。以上敘述稱為什麼效應？ 

(A)橄欖球 (B)溜溜球 (C)乒乓球 (D)以上皆非 

《答案》B(P.14) 

《解析》溜溜球效應（Yo-yo effect）是指採取少吃不運動的減肥方式，導致身體基礎代謝降低，一

旦恢復正常食量後又復胖，如此惡性循環下，體重像溜溜球一樣忽高忽低，體脂肪百分率

也跟著不斷提升，讓減重越來越難。 

《難易度》中   

(  ) 79. 關於羽球反拍挑球練習的敘述，下列何者為是？ 

(A)左拍面由下往上揮拍 (B)食指放置拍柄上 (C)手腕不須用力 (D)擊球點在後方。 

《答案》C 

《難易度》中   

(  ) 80. 正手殺球的引拍動作 (A)雙腳前後分立 (B) 側身左肩朝向球網 (C) 重心放在後

腳 (D) 以上皆是。 

《答案》D(P.140) 

《難易度》中   

(  ) 81. 排球比賽發球時，若有球員站位未按輪轉順序，會被判為輪轉錯誤，以下處置方式何者

正確？ 

(A)待記錄員確定錯誤開始發生的時間，犯規球隊在錯誤期間所得的分數，一律取消，但

其對隊所得的分數則予保留。 

(B)如果輪轉錯誤犯規是在完整 1 球後，經確認該球一開始即是輪轉錯誤，則不管該球結

果為何，對隊球隊只會得到 1 分。 

(C)輪轉順序錯誤的隊伍，須更正正確順序。 

(D)以上皆是 

《答案》D(P.64) 

《解析》比賽時發生輪轉錯誤，怎麼處理？ 

發球時，若有球員站位未按輪轉順序，會被判為輪轉錯誤，處置如下： 

1. 記錄員以蜂鳴器停止比賽，對隊獲得 1 分及發球權。 

2. 如果輪轉錯誤犯規是在完整 1 球後，經確認該球一開始即是輪轉錯誤，則不管該球結

果為何，對隊球隊只會得到 1 分。 

3. 輪轉順序錯誤的隊伍，須更正正確順序。 

4. 待記錄員確定錯誤開始發生的時間，犯規球隊在錯誤期間所得的分數，一律取消，但

其對隊所得的分數則予保留。 

5. 如果無法確定錯誤開始發生的時間，則不取消任何分數，只判對隊得 1 分及發球權。 

《難易度》中   

(  ) 82. 籃球比賽中，區域的包夾防守面積可分為幾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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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 (B) 3 (C) 4 (D) 5  

《答案》D(P.45) 

《解析》區域的包夾防守則比較多元，除了全場、3/4 場、半場、1/4 場之分外，也可以用站位的

陣型來區分，例如常見的 1211、221、131、32……等，都是以區域的站位，誘導對手進

入陷阱區內包夾的防守形態。 

《難易度》中   

(  ) 83. 排球比賽發球時，若有球員站位未按輪轉順序，會被判為輪轉錯誤，以下處置方式何者

正確？ 

(A)記錄員以蜂鳴器停止比賽，對隊獲得 1 分及發球權 (B)如果輪轉錯誤犯規是在完整

1 球後，經確認該球一開始即是輪轉錯誤，則不管該球結果為何，對隊球隊只會得到 1

分。 (C)輪轉順序錯誤的隊伍，須更正正確順序。 (D)以上皆是  

《答案》D(P.64) 

《解析》比賽時發生輪轉錯誤，怎麼處理？ 

發球時，若有球員站位未按輪轉順序，會被判為輪轉錯誤，處置如下： 

1. 記錄員以蜂鳴器停止比賽，對隊獲得 1 分及發球權。 

2. 如果輪轉錯誤犯規是在完整 1 球後，經確認該球一開始即是輪轉錯誤，則不管該球結

果為何，對隊球隊只會得到 1 分。 

3. 輪轉順序錯誤的隊伍，須更正正確順序。 

4. 待記錄員確定錯誤開始發生的時間，犯規球隊在錯誤期間所得的分數，一律取消，但

其對隊所得的分數則予保留。 

5. 如果無法確定錯誤開始發生的時間，則不取消任何分數，只判對隊得 1 分及發球權。 

《難易度》中   

(  ) 84. 欲訓練跑者的肌耐力與心肺耐力，加強原地擺臂練習，應持續多久？ 

(A)1~2 分鐘 (B) 3~5 分鐘 (C) 4~6 分鐘 (D)越久越好 

《答案》C(P.93) 

《解析》原地擺臂練習-左、右手各持裝有沙子之寶特瓶，前後腳以弓箭步站立，原地擺臂練習（ 圖

5-11）， 持續時間 4 ～ 6 分鐘。 

《難易度》中   

(  ) 85. 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遺傳是肥胖形成的原因之一 (B)睡眠不足對控制體重呈現負相關 (C)成年後基礎

代謝率會隨年齡增加而增加 (D)中、高強度的有氧運動能提升運動後的安靜代謝率。 

《答案》C 

《難易度》中   

(  ) 86. 中間跑的動作是跑者以穩定的步幅和步頻，維持固定速度的一種跑姿，身體前傾角度不

宜過大，長距離跑者的身體角度應約為多少？ 

(A) 10°～15° (B) 8°～10° (C) 10°～12° (D) 7°～15° 

《答案》B (P.86) 

《解析》身體角度：身體些微前傾，若身體前傾角度過大，會造成背部肌肉的負擔而消耗過多的體

力，同時也會影響到前擺腿向前的高度及減短步幅和步速變慢。身體前傾體角中距離跑約

10°～15°，長距離跑約 8°～10°。 

《難易度》難   

(  ) 87. 10.在激烈的排球比賽中，當對方攻擊手扣球能力強時，需要採取防守補位隊形戰術以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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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或削弱對方的攻擊能力，此時，所採用第二道防線為？ 

(A)多人攔網 (B)前排補位防守 (C)後排補位防守 (D)以上皆非  

《答案》C(P.60) 

《解析》在激烈的排球比賽中，當對方攻擊手扣球能力強時，需要採取防守補位隊形戰術以攔阻或

削弱對方的攻擊能力，第一道防線主要為雙人攔網，第二道防線為後排補位防守，並注意

虛攻球。 

《難易度》難   

(  ) 88. 9.在激烈的排球比賽中，當對方攻擊手扣球能力強時，需要採取防守補位隊形戰術以攔

阻或削弱對方的攻擊能力，此時，所採用第一道防線為？ 

(A)單人攔網 (B)雙人攔網 (C)三人攔網 (D)以上皆非  

《答案》B(P.60) 

《解析》在激烈的排球比賽中，當對方攻擊手扣球能力強時，需要採取防守補位隊形戰術以攔阻或

削弱對方的攻擊能力，第一道防線主要為雙人攔網，第二道防線為後排補位防守，並注意

虛攻球。 

《難易度》難   

(  ) 89. 中長跑比賽時，鳴槍開始後，為了取得有利的位置，選手會在最短的時間內進行加速跑，

下列何者為致勝關鍵？ 

(A)中間跑的配速 (B)加速跑的配速 (C)彎道跑的配速 (D)終點衝刺跑的配速 

《答案》A(P.97) 

《解析》中長跑比賽時，選手會先在起跑線後方，調整呼吸、情緒、自我勉勵與聚精會神的準備。

比賽鳴槍開始後，為了取得有利的位置及怕被包夾在人群之中，無法自由配速，選手會在

最短的時間內進行加速跑。而後中間跑的配速更是致勝關鍵。 

《難易度》難   

(  ) 90. 快攻手在攻擊區往舉球員背後助跑起跳，在舉球員背後進行擊球，距離約 1m 內，當接

發球後，舉球員背向等球的快攻手，並將球送入正在等待的快攻手手中，快攻手快速揮

臂，在最高點擊球。是排球轉播賽中哪一項術語？ 

(A)A 式快攻 (B)B 式快攻 (C)C 式快攻 (D)D 式快攻 

《答案》C(P.65) 

《解析》快攻手在攻擊區往舉球員背後助跑起跳，在舉球員背後進行擊球，距離約 1m 內，當接

發球後，舉球員背向等球的快攻手，並將球送入正在等待的快攻手手中，快攻手快速揮臂，

在最高點擊球。 

《難易度》難   

(  ) 91. 快攻手從攻擊區助跑起跳，距離舉球員約 1m 外。當接發球後，快攻手研判球速及高度，

再選擇起跳點，舉球員舉球幾乎與球網平行，高度約在沿著網上 0.3m 處，快攻手快速

揮臂，在最高點擊球。是排球轉播賽中哪一項術語？ 

(A)A 式快攻 (B)B 式快攻 (C)C 式快攻 (D)D 式快攻 

《答案》B(P.65) 

《解析》快攻手從攻擊區助跑起跳，距離舉球員約 1m 外。當接發球後，快攻手研判球速及高度，

再選擇起跳點，舉球員舉球幾乎與球網平行，高度約在沿著網上 0.3m 處，快攻手快速揮

臂，在最高點擊球。 

《難易度》難   

(  ) 92. 如何計算自己的標準體位的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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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身高(m)除以體重(kg)的平方 (B)體重(kg)除以身高(cm)的平方 (C)體重(kg)除以身

高(m)的平方 (D) 體重(kg)乘以身高(m)的平方 

《答案》C(P.12) 

《難易度》難   

(  ) 93. 哪一種排球快攻方式擊球時，舉球員將球舉出後，隨即以手掌擊球，手腕扭壓。擊球時

出手要快，而不是重？ 

(A)A 式快攻 (B)B 式快攻 (C)C 式快攻 (D)D 式快攻  

《答案》B(P.54) 

《解析》B 式快攻擊球時，舉球員將球舉出後，隨即以手掌擊球，手腕扭壓。擊球時出手要快，而

不是重。 

《難易度》難   

(  ) 94. 攻擊位置在距離舉球員後方約 1m 外，當接發球後，快攻手助跑切入攻擊區起跳，舉球

員向背後舉球，球沿著球網平行飛行，高度約在沿網上 0.3m 處，快攻手快速揮臂，在

最高點擊球。是排球轉播賽中哪一項術語？ 

(A)A 式快攻 (B)B 式快攻 (C)C 式快攻 (D)D 式快攻 

《答案》D(P.65) 

《解析》攻擊位置在距離舉球員後方約 1m 外，當接發球後，快攻手助跑切入攻擊區起跳，舉球

員向背後舉球，球沿著球網平行飛行，高度約在沿網上 0.3m 處，快攻手快速揮臂，在最

高點擊球。 

《難易度》難   

(  ) 95. 籃球比賽中，包夾防守的發生，基本上有 3 個步驟，分別是為何？ 

(A)輪轉、包夾、抄球或還原 (B)包夾、輪轉、抄球或還原 (C)輪轉、抄球、包夾 (D)

還原、包夾、輪轉  

《答案》B(P.36) 

《解析》包夾防守的發生，基本上有 3 個步驟，分別是「包夾」、「輪轉」、「抄球或還原」。 

《難易度》難   

(  ) 96. 排球快攻攔網時，觀察對方舉球員的舉球方向，及攻擊者的跑動方向、時間、起跳位置，

來掌握起跳時間，準備起跳。是指哪個步驟？ 

(A)預備 (B)起跳 (C)判斷+移動 (D)攔網 

《答案》C(P.56) 

《解析》排球快攻攔網時，判斷+移動是指觀察對方舉球員的舉球方向，及攻擊者的跑動方向、時

間、起跳位置，來掌握起跳時間，準備起跳。 

《難易度》難   

(  ) 97. 發生哪種運動傷害時的處理方式為休息、冰敷及減少運動量，並視受傷情況配合口服消

炎藥物、物理治療及拉筋伸展運動？ 

(A)脛骨炎 (B)脛骨疼痛 (C)跟腱炎 (D)肌腱炎 

《答案》C(P.95) 

《解析》跟腱炎的處理方式：除了休息、冰敷及減少運動量外，視受傷情況配合口服消炎藥物、物

理治療及拉筋伸展運動。 

《難易度》難   

(  ) 98. 成年後，基礎代謝率會隨年齡增加而降低，男性每隔 10 年約降低多少？因此需要靠運

動來提升基礎代謝率，以降低肥胖的發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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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 (B)2％ (C)3％ (D)4％  

《答案》B(P.14) 

《解析》成年後，基礎代謝率會隨年齡增加而降低，意即個體的基本能量消耗會逐年降低，男性每

隔 10 年約降低 2％，女性每隔 10 年約下降 3％，因此需要靠運動來提升基礎代謝率，以

降低肥胖的發生率。 

《難易度》難   

(  ) 99. 國民健康署建議成人（18 歲以上）標準體位的身體質量指數（Body Mass Index；BMI） 

的範圍為何？ 

(A) 18.5 ≤ BMI ≤ 24 (B) 18.5 ≤ BMI ﹤24 (C) 18 ≤ BMI ﹤24 (D) 18.5 ﹤BMI ﹤24 

《答案》B(P.12) 

《難易度》難   

(  ) 100. 人體脂肪細胞增殖期間為哪些時期？若在這 3 個脂肪細胞快速生長時期過度的餵食，

會使脂肪細胞數目增加，且一旦增加就不會消失。 

(A)青春期 (B)1 歲前 (C)出生前 3 個月 (D)以上皆是 

《答案》D(P.14) 

《解析》人體脂肪細胞增殖期間為出生前 3 個月、1 歲前以及青春期。若在這 3 個脂肪細胞快速生

長時期過度的餵食，會使脂肪細胞數目增加，且一旦增加就不會消失。 

《難易度》難   

(  ) 101. 排球運動時，後排球員進攻性擊球的限制為何？ 

(A)可在任何高度完成進攻性擊球，但觸球必須在本方場區空間 (B)在前區以後，可從

任何高度完成進攻性擊球，但起跳時，腳不得踏及或踏越攻擊線。擊球後，可以落在

前區內 (C)當對方的發球仍在前區上方，且完全高於球網上沿時，不得完成進攻性擊

球 (D)沒有限制 

《答案》B(P.64) 

《解析》進攻性擊球的限制 

後排球員： 

(A)在前區以後，可從任何高度完成進攻性擊球，但起跳時，腳不得踏及或踏越攻擊線。

擊球後，可以落在前區內。 

(B)可在前區內完成進攻性擊球動作，但觸球時，球必須有部分低於球網上沿。 

《難易度》難   

(  ) 102. 長距離跑在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時以往返 7～24 次運動場的快慢順序來決定勝負。演

變至今，長距離跑的比賽項目發展為幾項？ 

(A) 2000公尺及5000公尺 (B) 5000公尺及10000公尺 (C) 600公尺及1500公尺 (D) 

800 公尺及 1500 公尺 

《答案》B(P.96) 

《解析》長距離跑起源於西元前 720 年的第 15 屆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當時的比賽是以往返跑 7

～24 次運動場的快慢順序來決定勝負。而目前中長距離跑包括 5000m 和 10000m 兩項。 

《難易度》難   

(  ) 103. 快攻手從攻擊區助跑靠近球網，與舉球員距離約 1m 內。當接發球後，快攻手助跑直

接切入攻擊區先行起跳等球，舉球員將球舉至跳在空中等待的快攻手手中，快攻手快

速揮臂擊球。攻擊手須在還沒舉球前就要先助跑。是排球轉播賽中哪一項術語？ 

(A)A 式快攻 (B)B 式快攻 (C)C 式快攻 (D)D 式快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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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P.65) 

《解析》快攻手從攻擊區助跑靠近球網，與舉球員距離約 1m 內。當接發球後，快攻手助跑直接

切入攻擊區先行起跳等球，舉球員將球舉至跳在空中等待的快攻手手中，快攻手快速揮臂

擊球。攻擊手須在還沒舉球前就要先助跑。 

《難易度》難   

(  ) 104. 脛前疼痛是中長跑常見的運動傷害，會造成脛骨內側邊緣的疼痛，碰觸疼痛的部位會

有劇痛感。其疼痛範圍大約多少公分？ 

(A) 3~5 (B) 5~7 (C) 7~9 (D) 10~15 

《答案》D(P.95) 

《解析》脛前疼痛是中長跑常見的運動傷害，長時間跑步、跑步上坡或穿著不適合的鞋子從事運動， 

都容易造成脛骨內側邊緣的疼痛， 疼痛範圍（ 圖 5-15） 大約 10 ～15cm，碰觸疼痛的

部位會有劇痛感。疼痛感可能於運動後產生，也可能在運動過程中即感覺到刺痛或抽痛。 

《難易度》難   

(  ) 105. 籃球比賽中，遇到包夾時，運球者先以假裝停止前進的急停動作欺騙防守者，使其誤

以為運球者要收球而鬆懈。運球者須看準防守者鬆懈的瞬間，馬上以同一隻手運球直

線加速逃離包夾陷阱。是哪一種突破包夾防守的運球技巧？ 

(A) in-side-out 運球突破 (B)急停加速直線運球突破 (C)轉身迴繞式運球突破 (D)以

上皆是  

《答案》B (P.32) 

《解析》{急停加速直線運球突破}（圖 2-2 ）遇到包夾時，運球者先以假裝停止前進的急停動作

欺騙防守者，使其誤以為運球者要收球而鬆懈。運球者須看準防守者鬆懈的瞬間，馬上以

同一隻手運球直線加速逃離包夾陷阱。 

《難易度》難   

(  ) 106. 妹妹腰臀圍比為 0.89，哥哥腰臀圍比為 0.91，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妹妹腰臀部位脂肪過多 (B)妹妹腰臀部位脂肪過少 (C)哥哥腰臀部位脂肪過多 

(D)以上皆非 

《答案》A(P.13) 

《解析》男性腰臀圍比到達或高於 0.92、女性腰臀圍比到達或高於 0.88，代表個體這個部位的脂肪

過多。 

《難易度》難   

(  ) 107. 終點衝刺是運動員到達終點前的加速度，此時除了要有堅強的意志力外，也要有奮戰

到底的精神。以中距離跑者而言，適當的終點衝刺距離應為何？ 

(A)50 公尺 (B)50～100 公尺 (C)100～150 公尺 (D)100～200 公尺 

《答案》D(P.88) 

《解析》中距離跑至終點前約 100m，長距離跑至終點前 100～200m，會加快速度進行終點衝刺跑，

將所剩的體力發揮殆盡，爭取較佳之成績表現。 

《難易度》難   

(  ) 108. 增進中長距離跑的成績表現的方法有哪些？ 

(A)快走 (B)沙地訓練 (C)布雷克訓練 (D)以上皆非 

《答案》D(P.91) 

《解析》增進中長距離跑的成績表現：持續跑訓練/間歇訓練/法特雷克訓練。 

《難易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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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09. 成年後，基礎代謝率會隨年齡增加而降低，女性每隔 10 年約降低多少？因此需要靠運

動來提升基礎代謝率，以降低肥胖的發生率。 

(A) 1％(B)2％ (C)3％ (D)4％ 

《答案》C(P.14) 

《解析》成年後，基礎代謝率會隨年齡增加而降低，意即個體的基本能量消耗會逐年降低，男性每

隔 10 年約降低 2％，女性每隔 10 年約下降 3％，因此需要靠運動來提升基礎代謝率，以

降低肥胖的發生率。 

《難易度》難   

(  ) 110. 籃球比賽中，如果包夾成功，持球者在 2 個包夾的防守球員干擾下將球以軟弱的拋物

線方式傳出，輪轉補位的防守者可進行抄球的動作，將在空中的球抄截，獲得進攻的

球權。是指包夾防守的哪個步驟？ 

(A)站位 (B)包夾 (C)輪轉 (D)抄球  

《答案》D(P.36) 

《解析》{抄球}（圖 2-13）如果包夾成功，持球者在 2 個包夾的防守球員干擾下將球以軟弱的拋

物線方式傳出，輪轉補位的防守者可進行抄球的動作，將在空中的球抄截，獲得進攻的球

權。 

《難易度》難   

(  ) 111. 羽球混合雙打一女一男組合， (A)需有單打的體能的球員 (B)需有雙打威力的球員 

(C)需有單打的體能與雙打威力的球員 (D)只要兩人同意即可，體力不重要。 

《答案》C(P.147) 

《解析》羽球混合雙打一女一男組合，需有單打的體能與雙打威力的球員。 

《難易度》難   

(  ) 112. 籃球比賽中，包夾發生時，在弱邊的防守者不再只是防守自己的球員，而是迅速向球

邊輪轉補位，找到 1 個可以同時守住未持球 2 個進攻者的位置。是指包夾防守的哪個

步驟？ 

(A)站位 (B)包夾 (C)輪轉 (D)抄球  

《答案》C(P.37) 

《解析》{輪轉}（圖 2-12）包夾發生時，在弱邊的防守者不再只是防守自己的球員，而是迅速向

球邊輪轉補位，找到 1 個可以同時守住未持球 2 個進攻者的位置。 

《難易度》難   

(  ) 113. 羽球殺球的重力扣殺，必須在從容擊球時才能使用這個殺球方式，是因為 (A)藉由快

速扭腰擺動軀幹 (B)在擊球時運用所有的力量用力加壓 (D)由於殺球後容易失去重

心 (D) 以上皆是。 

《答案》D(P.149) 

《解析》羽球殺球的重力扣殺，藉由快速扭腰擺動軀幹，在擊球時運用所有的力量用力加壓，目的

在於給對手致命一擊，由於殺球後容易失去重心，因此必須在能夠從容擊球時方能使用此

殺球方式。 

《難易度》難   

(  ) 114. 中間跑的動作是跑者以穩定的步幅和步頻，維持固定速度的一種跑姿，身體前傾角度

不宜過大，中距離跑者的身體角度應約為多少？ 

(A) 10°～15° (B) 8°～10° (C) 10°～12° (D) 7°～15° 

《答案》A (P.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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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身體角度：身體些微前傾，若身體前傾角度過大，會造成背部肌肉的負擔而消耗過多的體

力，同時也會影響到前擺腿向前的高度及減短步幅和步速變慢。身體前傾體角中距離跑約

10°～15°，長距離跑約 8°～10°。 

《難易度》難   

(  ) 115. 哪一種徑賽項目中，大會主辦單位會依據氣候情況，提供運動員飲水及海綿？ 

(A)1500 公尺 (B)2000 公尺 (C)3600 公尺以上 (D)5000 公尺以上 

《答案》D(P.97) 

《解析》5000m 及 5000m 以上的徑賽項目中， 大會主辦單位會依據氣候情況，提供運動員飲水

及海綿。 

《難易度》難   

(  ) 116. 當跑者訓練時發現走路和跑步等運動時跟腱處疼痛，有可能已經造成哪種運動傷害？ 

(A)脛骨炎 (B)脛骨疼痛 (C)跟腱炎 (D)肌腱炎 

《答案》C(P.95) 

《解析》跟腱炎的症狀為跟腱腫脹、疼痛、發紅與僵硬，走路和跑步等運動時跟腱處疼痛，用手指

按壓跟腱時有壓痛感。 

《難易度》難   

(  ) 117. 籃球比賽中，如果包夾失敗，防守者未能造成持球者傳出軟弱的球，輪轉的球員不要

賭博式抄球，輪轉成為新的一線即可。原本上前包夾的球員則還原去防守輪轉球員原

本的人。是指包夾防守的哪個步驟？ 

(A)站位 (B)包夾 (C)輪轉 (D)還原  

《答案》D (P.38) 

《解析》如果包夾失敗，防守者未能造成持球者傳出軟弱的球，輪轉的球員不要賭博式抄球，輪轉

成為新的一線即可。原本上前包夾的球員則還原去防守輪轉球員原本的人。 

《難易度》難   

(  ) 118. 中長距離跑在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時的賽道為直線跑道，來回一次 400 碼，演變至今，

中距離跑的比賽項目發展為幾項？ 

(A) 2000公尺及5000公尺 (B) 5000公尺及10000公尺 (C) 600公尺及1500公尺 (D) 

800 公尺及 1500 公尺 

《答案》D(P.96) 

《解析》中長距離跑演變至今中距離跑的比賽項目發展為 800m 及 1500m 兩項。 

《難易度》難   

(  ) 119. 籃球比賽中，除了進攻模式的改變外，防守形態的轉變，也是現代籃球一個很重要的

變革。有別於過去比較保守的防守模式，現代籃球非常強調什麼？ 

(A)速度與進攻 (B)速度與外線 (C)壓迫與包夾 (D)防守與進攻  

《答案》C(P.45) 

《解析》除了進攻模式的改變外，防守形態的轉變，也是現代籃球一個很重要的變革。有別於過去

比較保守的防守模式，現代籃球非常強調壓迫與包夾。 

《難易度》難   

(  ) 120. 排球運動時，前排球員進攻性擊球的限制為何？ 

(A)可在任何高度完成進攻性擊球，但觸球必須在本方場區空間 (B)在前區以後，可從

任何高度完成進攻性擊球，但起跳時，腳不得踏及或踏越攻擊線。擊球後，可以落在

前區內 (C)可在前區內完成進攻性擊球動作，但觸球時，球必須有部分低於球網上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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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沒有限制 

《答案》A(P.64) 

《解析》進攻性擊球的限制 

前排球員： 

(A)可在任何高度完成進攻性擊球，但觸球必須在本方場區空間。 

(B)當對方的發球仍在前區上方，且完全高於球網上沿時，不得完成進攻性擊球。 

《難易度》難   

(  ) 121. 哪一種排球快攻方式擊球時，舉球員將球舉給跳在空中等待的快攻手手中，快攻手快

速揮臂擊球。擊球時出手要快，而不是重？ 

(A)A 式快攻 (B)B 式快攻 (C)C 式快攻 (D)D 式快攻  

《答案》A(P.52) 

《解析》A 式快攻擊球時，舉球員將球舉給跳在空中等待的快攻手手中，快攻手快速揮臂擊球。擊

球時出手要快，而不是重。 

《難易度》難   

(  ) 122. 籃球比賽中，遇到包夾時，運球者已轉身換手運球的方式改變行進方向，改以橫向迴

繞的方式繞過原本在側邊的防守者，逃離包夾陷阱。是哪一種突破包夾防守的運球技

巧？ 

(A) in-side-out 運球突破 (B)急停加速直線運球突破 (C)轉身迴繞式運球突破 (D)以

上皆是  

《答案》C (P.32、33) 

《解析》遇到包夾時，運球者已轉身換手運球的方式改變行進方向，改以橫向迴繞的方式繞過原本

在側邊的防守者 B，逃離包夾陷阱。 

《難易度》難   

(  ) 123. 有關田徑比賽中長距離跑的規則，下列何者為非？ 

(A) 800m 比賽起跑時採分道跑 (B) 1500m 以上比賽項目不分道 (C) 800m 比賽至

第一彎道結束後，便可搶跑道 (D) 中長距離跑比賽時，比賽人員可有人陪跑。 

《答案》D(P.97) 

《解析》田徑中長距離跑相關的規則有哪些？ 

1. 800m 比賽起跑時採分道跑，至第一彎道結束後，便可搶跑道。 

2. 800m 在起跑後，彎道接直道處，會畫一條寬 5cm 的搶道線， 並擺放高度不超過 15 公

分的搶道錐， 且在跑道內、外側各設一面至少 1.5m 高的搶道旗以做標幟。 

3. 1500m 以上比賽項目不分道，起跑線為一條寬 5cm 之白線弧形線，起跑後便可搶跑道。 

4. 5000m 及 5000m 以上的徑賽項目中， 大會主辦單位會依據氣候情況，提供運動員飲

水及海綿。 

5. 比賽至最後一圈，裁判會搖鈴以提醒選手及計時裁判。 

6. 中長距離跑比賽時，非比賽人員不可有陪跑之行為。 

《難易度》難   

(  ) 124. 排球快攻攔網時，注視球及攻擊者的姿勢及角度。伸直雙臂順著球網上緣伸到對區上

空，兩臂伸直，兩肩上提，手掌自然張開，觸球時鎖肩、手腕下壓。是指哪個步驟？ 

(A)起跳 (B)判斷+移動 (C)伸臂攔網 (D)落地  

《答案》C(P.56) 

《解析》排球快攻攔網時，伸臂攔網是指注視球及攻擊者的姿勢及角度。伸直雙臂順著球網上緣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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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對區上空，兩臂伸直，兩肩上提，手掌自然張開，觸球時鎖肩、手腕下壓。 

《難易度》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