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強國中 106 學年度 健康與體育領域 八年級 領域不及格補考 題庫
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題－健康教育方面：
1. （D ）下列關於常見的懷孕症狀，何者正確？ (A)懷孕
初期，體溫略為偏低 (B)發生孕吐的主因是吃到不
衛生的食物 (C)因胎兒壓迫輸尿管，所以出現頻尿
症狀 (D)因荷爾蒙影響，會出現便秘現象。
2. （D

3. （D

）下列關於早產兒之敘述： (甲)懷孕二十～三十六
週分娩之胎兒 (乙)出生體重低於 1,500 公克為極低
體重早產兒 (丙)早產為導致新生兒死亡的主要原
因 (丁)早產兒可能會出現各種慢性的健康問題。請
問：正確的有幾項？ (A)一項 (B)兩項 (C)三項
(D)四項。
）下列有關驗孕試紙的敘述，何者正確？ (A)驗孕
試紙絕對不會檢測錯誤 (B)驗孕試紙藥局買不到，
一定要到診所購買 (C)剛發生性行為，以驗孕試紙
立即可檢驗出是否懷孕 (D)驗孕試紙是檢測尿液
中的胎盤荷爾蒙，當激素到達一定的濃度時，即可
從尿液中檢驗出來。

13. （D ）下列何者不是懷孕可能產生的症狀？ (A)腳部浮
腫 (B)噁心、反胃 (C)頻尿與便祕 (D)體溫變
低、怕冷。
14. （A

）小康在整理懷孕症狀筆記時發現，他有兩格忘記
填：「懷孕後期，因缺乏『甲』容易引起小腿抽筋；
孕婦膚色變深，易出現『乙』。」請你協助他完成
筆記內容： (A)甲：鈣質 (B)甲：鐵質 (C)乙：
抬頭紋 (D)乙：魚尾紋。

15. （D ）下列有關唐氏症的敘述，何者錯誤？ (A)唐氏症
是一種染色體異常疾病 (B)在懷孕時若進行特定檢
查，就可以及早診斷出來 (C)唐氏兒會有斜眼、眼
距寬耳朵小、智能與生長遲緩特徵 (D)是由於孕婦
感染德國麻疹，胎兒受到感染而產生的疾病。
16. （A

）下列關於人類的受孕方式何者正確？ (A)可以分
成自然受孕、人工受孕與試管嬰兒三種方式 (B)人
工受孕為體外受精，在將受精卵植回母體 (C)試管
嬰兒雖透過人工方式，但仍屬於體內受精 (D)透過
於體外形成受精卵的受孕方式屬於卵生。

）下列關於「胎兒超音波檢查」之敘述，何者正確？
(A)屬於非侵入性的檢查方式 (B)可篩檢出 50%的
胎兒構造異常疾病 (C)為無法判斷胎兒性別的檢查
方式 (D)可以用於診斷胎兒智力。

17. （D

）(甲)智力；(乙)聽力；(丙)視力；(丁)代謝異常疾病。
請問：胎兒超音波檢查可檢驗上述幾項之異常？
(A)4 項 (B)三項 (C)一項 (D)零項。

5. （A

）關於人類受精卵著床位置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於子宮內膜著床發育 (B)不同受精方式的著床位置
皆不同 (C)若為體外受精則於子宮頸著床 (D)因
科技進步可依母體狀況挑選著床位置。

18. （A ）為保障新生兒健康，下列何項法律規定新生兒出生
滿四十八小時後，必須進行新生兒篩檢？ (A)優生
保健法
(B)人工生殖法 (C)癌症防治法 (D)兒
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

6. （B

）下列關於異卵雙胞胎之敘述，何者正確？ (A)異
卵雙胞胎之性別一定不相同 (B)為兩個精子分別與
兩個成熟卵子結合 (C)於輸卵管發育成胎兒 (D)
受精卵於早期分裂時即分開。

19. （A

）第幾孕期時，胎兒已完全成形？ (A)第一孕期
第二孕期 (C)第三孕期 (D)第四孕期。

20. （C

）關於孕婦體重控制之敘述，下列何者最為正確？
(A)孕婦體重過輕時，易出現妊娠糖尿病等疾病 (B)
孕婦體重過重是因為過度吸收胎兒養分，易導致胎
兒營養不良 (C)懷孕時，體重過重或過輕時需諮詢
醫師與營養師 (D)懷孕時，增加之體重以越接近胎
兒體重為原則。

21. （B

）下列關於第一孕期之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
大約是懷孕三個月以內 (B)可透過超音波看到胎兒
的心跳 (C)可補充富含葉酸食物協助胎兒肌肉發育
(D)胎兒仍在發育中尚未成形。

22. （D

）孕婦補充富含葉酸的食物，可以協助胎兒什麼系統
的發育？ (A)呼吸 (B)生殖 (C)循環 (D)神經。

）下列關於第二孕期之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
懷孕第三至七個月 (B)胎兒迅速成長的時期 (C)
此時期胎兒才完全成形 (D)胎兒開始可以聽到外
界聲音。

23. （A

）關於懷孕時，孕婦體溫變化之敘述何者正確？ (A)
體溫偏低，需注意保暖 (B)體溫偏高，可穿透氣衣
物 (C)體溫與一般人無異常 (D)體溫偏低，過低時
需盡速就醫。

）下列關於第三孕期之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
懷孕七個月以上 (B)胎兒開始活動筋骨出現「胎動」
現象 (C)開始可以透過超音波觀察胎兒心跳 (D)
可多補充鐵質避免孕婦抽筋。

24. （C

）一般來說，懷孕期從最後一次月經來潮算起，到分
娩需要大約幾週？ (A)28 週 (B)32 週 (C)40 週
(D)45 週。

4. （A

7. （B

）關於驗孕試紙的敘述，何者正確？ (A)若驗孕試
紙呈現陽性反應，即代表懷孕 (B)市售驗孕試紙需
通過衛生福利部檢驗 (C)受精卵形成時即可使用驗
孕試紙確認是否懷孕 (D)月經有無即為懷孕

8. （D

）用於判斷懷孕與否，驗孕試紙主要是檢驗女性什麼
物質的濃度？ (A)尿液 (B)血液 (C)唾液 (D)
荷爾蒙。

9. （C

）有些孕婦因胎兒罹患遺傳性疾病的風險較高，為了
解胎兒是否有染色體異常，會於懷孕中期進行何種
檢查？ (A)超音波檢查 (B)3D 超音波檢查 (C)
羊膜腔穿刺檢查 (D)孕期血液、尿液檢查。

10. （D
11. （B

12. （C

）第幾孕期時，開始要準備分娩？ (A)第一孕期
第二孕期 (C)第三孕期 (D)第四孕期。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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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25. （B

）所謂「胎教」指放優美的音樂給胎兒聽或者時常與
胎兒多說話。請問：胎教活動於哪一孕期開始執行
較合理？ (A)第一孕期 (B)第二孕期 (C)第三孕
期 (D)第四孕期。

26. （A

）第幾孕期時，開始可以透過超音波觀察到胎兒的心
跳？ (A)第一孕期 (B)第二孕期 (C)第三孕期
(D)第四孕期。

27. （B

）若要避免孕婦出現貧血現象，應該要建議她多食用
富含什麼物質的食物？ (A)鈣質 (B)鐵質 (C)礦
物質 (D)纖維素。

28. （A

）(甲)肝臟 (乙)紅肉 (丙)蛋黃 (丁)深色蔬菜 (戊)
全穀類。請問：上述食物中，有幾項富含鐵質？ (A)
五項 (B)四項 (C)三項 (D)兩項。

29. （D

）若要避免孕婦發生便秘或痔瘡的現象，請問你會建
議於懷孕期間多補充富含什麼物質的食物？ (A)
鈣質 (B)鐵質 (C)礦物質 (D)纖維素。

30. （D

31. （C

32. （C

33. （B

34. （B

）下列關於孕婦用藥安全之敘述，何者正確？ (A)
美國 FDA 將懷孕期間用藥分成三級 (B)成藥較為
安全，懷孕期間仍可自行服用 (C)中藥較為天然可
以自行服用 (D)藥物可能導致胎兒畸形。
）由於藥物可能會影響胎兒，因此懷孕期間用藥分成
五級，分別為 A、B、C、D、X 級，哪幾級是孕婦
可以安全使用的藥物？ (A)X 級 (B)C、D 級
(C)A、B 級 (D)藥物全部不能使用。
）下列關於分娩之敘述，何者較為正確？ (A)分娩
指受精至胎兒離開母體的過程 (B)可以分成自然
產、人工產與剖腹產，三種方式 (C)孕婦預產期約
懷孕 38～42 週 (D)自然產完全優於非自然的分娩
方式。
）(甲)胎位不正 (乙)難產 (丙)多胞胎 (丁)算命需
求 (戊)罹患疾病。請問：上述之五項狀況中，共有
幾項會建議採用剖腹產的分娩方式？ (A)五項
(B)四項 (C)三項 (D)二項。
）關於唐氏症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由病毒引
起之傳染性疾病 (B)半數唐氏症兒童於五歲前死亡
(C)具有眼距窄、耳朵小之外觀 (D)可於懷孕時藉超
音波檢查確認。

35. （C

）關於德國麻疹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為染
色體異常疾病 (B)可於懷孕時施打疫苗治療症狀
(C)若孕婦感染德國麻疹會使胎兒生長遲緩 (D)可
透過羊膜穿刺檢查確認。

36. （C

）下列有關新生命產生的敘述，何者正確？ (A)懷
孕 37 週分娩的胎兒，稱為早產兒 (B)自然受孕的方
式中，精子和卵子在子宮結合成受精卵 (C)無論何
種受孕方式，受精卵都必須在母體子宮內膜著床
(D)「試管嬰兒」是指將精液取出後，篩選出活力較
好的精子並濃縮後，再用導管送入子宮內，以協助
受孕。

37. （D

）下列關於「婚前健康檢查」之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若即將結婚之雙方已確實瞭解彼此，可毋須接受
婚前健康檢查 (B)婚前健康檢查以遺傳諮詢為主
(C)母親需於懷孕前進行唐氏症抗體檢查 (D)檢查
項目包含性傳染病檢驗。

38. （A ）下列有關孕期與胎兒的生長情形的敘述，何者正
確？ (A)胎兒要看到性別，第一孕期就可以觀察到
了 (B)第一孕期的胎兒有聽力，可聽見外面的聲音
(C)第三孕期準備分娩的胎兒大多是頭部朝上的姿勢
(D)在第二孕期才能從超音波檢查中觀察到胎兒的
心跳。
39. （D

）關於優生保健服務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共可分成四類的優生保健服務 (B)胎兒超音波檢查
僅適用於「嬰幼兒健康服務」 (C)遺傳諮詢僅適用
於「婚前健康檢查」 (D)由衛生福利部制定之優生
保健法規範。

40. （B

）下列關於「羊膜穿刺」之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
屬於高度安全的檢查技術 (B)適用於第一孕期時檢
查 (C)主要目的為確認胎兒是否罹患德國麻疹
(D)建議所有孕婦至少需接受一次的羊膜穿刺。

41. （D ）下列關於慢性病之敘述：(甲)可能具有傳染性 (乙)
多數屬於非傳染性疾病 (丙)多數慢性疾病只能被
控制，無法被根治 (丁)為國人十大死因之大宗。請
問：正確的有幾項？ (A)一項 (B)兩項 (C)三項
(D)四項
42. （D ）因高血壓有年輕化的趨勢，為預防日後帶來的各種
相關併發症，應早日養成何種習慣？ (A)吸菸酗酒
(B)少動多吃 (C)高脂高鹽 (D)定期檢查。
43. （A ）在日本，慢性疾病又稱為「生活習慣病」，其主要
原因為？ (A)因罹患原因與不健康之生活習慣相
關 (B)因發病過於頻繁與一般生活習慣相同 (C)
因就像生活習慣般，一旦養成後就難以更改 (D)因
如同生活習慣，慢性病也有好有壞。
44. （D ）高血壓會引起下列哪些併發症？ (甲)肺炎 (乙)
癌症 (丙)冠心病 (丁)腦中風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丙丁。
45. （C

）下列關於癌症之敘述，何者正確？ (A)又稱為「隱
形殺手」 (B)曾多年位居於國人十大死因之首 (C)
可能發生於人體各個部位 (D)致病因與遺傳最為
相關。

46. （C

）因人類乳突病毒(HPV)感染，容易罹患下列選項中
哪一癌症？(A)皮膚癌 (B)肺癌 (C)子宮頸癌 (D)
肝癌。

47. （C

）下列何者不是造成慢性病病患人數增加的因素？
(A)經常吃速食 (B)吸菸人口增多 (C)喜歡參加戶
外活動 (D)久坐不動的生活習慣。

48. （D ）(甲)不正常的出血且傷口難癒合 (乙)身體出現不
正常的硬塊 (丙)大小便的習慣改變 (丁)吞嚥困難
或消化不良 (戊)痣或疣形狀改變。請問：上述項目
中，共有幾項為常見的癌症訊號？ (A)二項 (B)
三項 (C)四項 (D)五項。
49. （D ）阿康於健康教育筆記中，寫下不同癌症與其致癌因
素之配對「(甲)肺癌──吸菸；(乙)肝癌──C 型肝
炎；(丙)子宮頸癌──人類乳突病毒；(丁)結腸、直
腸癌──高脂肪飲食。」請問：關於筆記內容之敘
述，何者最為正確？ (A)配對完全正確 (B)配對完
全錯誤 (C)子宮頸癌與病毒無關 (D)肝癌應與 B
型肝炎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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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C

）心血管疾病與人體哪項系統功能異常最為相關？
(A)神經 (B)呼吸 (C)循環 (D)免疫。

51. （D

）下列有關癌症的敘述，何者正確？ (A)成因與病
毒無關 (B)初期症狀明顯易辨 (C)一旦罹患便無
存活可能 (D)攝食蔬果、多運動有助於防範。

52. （A

）我國成人血壓標準與定義是由衛生福利部中哪一單
位負責制定？ (A)國民健康署 (B)醫事處 (C)疾
病管制署 (D)全民健康保險署。

53. （D

）請問血壓值之常見單位為？ (A)收縮壓與舒張壓
單位不同 (B)cm-Hg (C)μm-Hg (D)mm-Hg。

54. （C

）下列關於「收縮壓」的定義，何者最為正確？ (A)
為血液流經動脈產生之血壓 (B)為血液流經靜脈產
生之血壓 (C)為心臟收縮時產生之血壓 (D)為心
臟舒張時產生之血壓。

55. （A

56. （D

）下列關於「血壓」之定義，何者最為正確？ (A)
血液流經動脈，對血管壁造成之壓力 (B)血液流經
靜脈，對血管壁造成之壓力 (C)血液流經微血管，
對血管壁造成之壓力 (D)血液流經所有血管，對血
管壁造成之壓力。
）下列關於「舒張壓」的定義，何者最為正確？ (A)
為血液流經動脈產生之血壓 (B)為血液流經靜脈產
生之血壓 (C)為心臟收縮時產生之血壓 (D)為心
臟舒張時產生之血壓。

57. （B ）下列各物質：(甲)尼古丁 (乙)蛋白質 (丙)膽固
醇。請問：共有幾項物質會使血管變窄、缺乏彈性？
(A)三項 (B)兩項 (C)一項 (D)零項。
58. （D

）政府推行「六分鐘護一生」是為了預防何種癌症？
(A)胃癌 (B)肺癌 (C)大腸癌 (D)子宮頸癌。

65. （A ）下列有關預防心血管疾病的方法，何者正確？ (A)
養成規律運動的習慣 (B)多飲酒以加速血液循環
(C)做好體重控制，BMI 值應該低於 15 (D)為了維
持身體活動，要多攝取高熱量飲食。
66. （B ）為什麼建議高血壓患者需減少鈉的攝取量？ (A)
因鈉會降低降血壓藥物之藥效 (B)因鈉會使血壓上
升 (C)因鈉加上降血壓藥物，會使血壓急遽下降
(D)因鈉會降低高血壓患者的免疫力。
67. （D ）長期喜歡吃高脂肪、高熱量的食物及缺乏運動的生
活型態，容易出現下列哪些慢性病？ (甲)SARS
(乙)冠心病 (丙)高血壓 (丁)禽流感 (A)甲乙
(B)甲丙 (C)甲丁(D)乙丙。
68. （C

）康康的父親罹患高血壓，醫師建議康康爸爸可多吃
香蕉，請問是基於什麼原因呢？ (A)因慢性病患者
身體虛弱，可藉香蕉補充能量 (B)因香蕉能提升降
血壓藥物之藥效 (C)因香蕉富含鉀，能中和體內多
餘的鈉 (D)因香蕉富含鈉，能中和體內多餘的鉀。

69. （B ）下列關於「心絞痛」之成因，何者正確？ (A)因
血壓過低所導致 (B)因心肌缺氧引發胸部絞痛 (C)
因血栓堵塞狹小血管 (D)因過量服用降血壓藥物。
70. （C

）下列關於「心肌梗塞」之成因，何者正確？ (A)
因血壓過低所導致 (B)因心肌缺氧引發胸部絞痛
(C)因血栓堵塞狹小血管 (D)因過量服用降血壓藥
物。

71. （D ）下列關於腦中風之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發
病原因與病毒感染相關 (B)氣溫差異與腦中風發生
機率無關 (C)因血栓阻塞肢體末端細小微血管而導
致 (D)引發之症狀可能為暫時性或永久性。
72. （C

）腦中風之黃金時間是？ (A)發病三分鐘內 (B)發
病三十分鐘內 (C)發病三小時內 (D)發病三十小
時內。

59. （D

）負責供給心臟養分與氧氣的是哪一條血管？ (A)
大動脈 (B)肺動脈 (C)肺靜脈 (D)冠狀動脈。

60. （C

）下述症狀：(甲)頭暈 (乙)耳鳴 (丙)神經麻痺 (丁)
心跳過慢 (戊)肩頸痠痛 (己)視力模糊。請問：共
有幾項為高血壓之症狀？ (A)零項 (B)兩項 (C)
四項 (D)六項。

73. （A ）下述症狀：(甲)眼神呆滯 (乙)口齒不清 (丙)劇烈
頭痛 (丁)失去平衡 (戊)眩暈。請問：共有幾項為
腦中風發病之前兆？ (A)五項 (B)四項 (C)二項
(D)一項。

61. （A

）下列關於高血壓之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A)又
稱為「隱形殺手」 (B)為人體免疫系統功能異常所
出現之慢性病 (C)與高油脂飲食相關，和情緒較無
關聯 (D)若血壓控制不佳，將易導致靜脈硬化。

74. （C

62. （B ）為何高血壓會有「隱形殺手」之稱號？ (A)因其
不會立即導致死亡 (B)因其初期症狀不明顯 (C)
因其不會對人體造成傷害 (D)高血壓病並未有此
稱號。
63. （B ）下列有關預防慢性病的敘述，何者正確？ (A)從
老年期開始做好保健工作 (B)從年輕時就應做好預
防保健工作 (C)一旦罹病，馬上實施預防保健工作
(D)生死有命、富貴在天，預防保健是多餘的工作。
64. （B ）下列各項食物：(甲)花椰菜 (乙)大白菜 (丙)胡蘿
蔔 (丁)地瓜葉。請問：有幾項屬於十字花科蔬果？
(A)四項 (B)三項 (C)兩項 (D)一項。

）下列有關防癌與護心行動規律運動的敘述，何者正
確？ (A)每日運動至少二十分鐘 (B)每週只要運
動一次即可 (C)規律運動可促進血液循環與新陳代
謝 (D)可降低心肌與血管彈性，減少血液阻塞。

二、選擇題－體育方面：
1. （A ）有下列何種習慣的人，較不容易罹患心血管方面的
疾病？ (A)長期規律運動 (B)久坐辦公桌前 (C)
時時心情不佳 (D)天天晚睡早起。
2. （B ）下列哪一項不是運動可以帶來的好處？ (A)改善
血壓過高、血脂質過多及動脈硬化的症狀 (B)增加
心理壓力與焦慮，讓上課時精神緊繃，能夠更專心
(C)降低糖尿病患者對胰島素或口服降血糖藥的需求
量，有效減少併發症發生 (D)鍛鍊肌力與肌耐力，
增加骨質密度、預防駝背、骨盆前傾、脊柱側彎、
下背痛與骨質疏鬆症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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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D ）已有研究報告指出規律運動對健康促進的正面影響
有哪些？ (甲)降低肺癌的發生率 (乙)延長壽命，
降低死亡率 (丙)增進心理健康、心情愉悅 (丁)提
高生活品質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4. （A

）宣和從今天開始決定減重，於是立下每日運動三十
分鐘的新目標。請問：以下哪一種運動可消耗的熱
量最高？ (A)蛙泳 (B)打網球 (C)騎自行車 (D)
跳有氧舞蹈。

5. （C

）想要有個健康的身體，延緩慢性疾病的發生，每天
至少應該累積多長時間的身體活動？ (A)十分鐘
(B)二十分鐘 (C)三十分鐘 (D)一小時。

6. （A

）年輕時，體力好、速度快，可以選擇下列何種類型
的運動？ (A)爆發性的運動 (B)社交性的運動
(C)低強度的運動 (D)康樂性的運動。

7. （C

8. （C

）下列哪些是選擇運動項目時的原則？ (甲)個人興
趣 (乙)流行與否 (丙)尋找同伴 (丁)外在環境
(戊)個人體適能 (A)甲乙丙丁 (B)甲乙丁戊 (C)
甲丙丁戊 (D)乙丙丁戊。
）下列哪一項不屬於單獨一人可以從事的運動項目？
(A)慢跑 (B)走步道 (C)三對三鬥牛 (D)居家有
氧運動。

9. （B ）若不喜歡運動時與他人身體接觸，可以選擇以下何
種運動？ (A)籃球 (B)羽球 (C)土風舞 (D)國
際標準舞。
10. （C

18. （A ）排球運動中，最具威脅性與攻擊性的動作是什麼？
(A)扣球 (B)發球 (C)低手傳球 (D)高手傳球。
19. （D ）下列有關排球規則的規定，何者錯誤？ (A)後排
球員在後區空間內，可在任何高度完成攻擊 (B)後
排球員跑到前排區域做扣球動作稱為「越位攻擊」
(C)前排球員在自己的場地空間內，可在任何高度完
成攻擊 (D)後排球員想要攻擊，在起跳擊球時，絕
對不能踩到或越過中線，否則就造成越位攻擊犯規。
20. （D ）羽球是一項相當劇烈的運動，經常有急停與快速起
動的動作，所以在運動前確實做好哪個部分的暖
身，才不會造成運動傷害？ (A)頭部 (B)上肢 (C)
腰部 (D)下肢。
21. （A ）羽球比賽結束時，無論勝負，都應該與誰握手表達
謝意？ (A)裁判 (B)對手 (C)教練 (D)球迷。
22. （B ）羽球單打比賽中，獲勝一球即增加得分一分，由先
得幾分的一方獲勝一局？ (A)15 (B)21 (C)25
(D)28。
23. （A ）羽球單打比賽中，當發球員該局得分為零分或偶數
時，發球員及接發球員須站於球場何處？ (A)右發
球區發球及接發球 (B)左發球區發球及接發球 (C)
右發球區發球及左發球區接發球 (D)左發球區發
球及右發球區接發球。
24. （C

）下列有關反拍發短球的敘述，何者錯誤？ (A)主
要使用於雙打比賽 (B)更具有攻擊性與隱蔽性 (C)
比正拍發短球的節奏略慢 (D)右手執拍時，左手持
球，將球置於腰部以下。

）年齡稍長後，基於生活作息不同及環境變遷因素，
可選擇下列何種作為終生運動項目？ (A)籃球
(B)足球 (C)游泳 (D)攀岩。

25. （B ）羽球發球時，持球手應將球至於何處？ (A)腰部
以上 (B)腰部以下 (C)胸部以上 (D)胸部以下。

11. （C

）進行居家健身運動時，若家中沒有啞鈴時，可以利
用何者來替代較佳？ (A)水桶 (B)碗盤 (C)寶特
瓶 (D)晒衣架。

26. （B ）羽球單打比賽中，當發球員須站於左發球區發球
時，表示發球員該局得分為何？ (A)偶數 (B)奇數
(C)零 (D)無法判斷。

12. （D

）臀部扭轉運動時，身體仰躺，將球夾於雙膝中央，
屈膝應呈幾度？ (A)30 (B)45 (C)60 (D)90。

13. （A

）下列有關排球場地的敘述，何者錯誤？ (A)球場
長 10 公尺，寬 18 公尺 (B)中線與攻擊線之間的距
離為 3 公尺 (C)攻擊線與中線之間的區塊為「前排
攻擊／防守區」 (D)攻擊線與場地端線之間的區塊
為「後排攻擊／防守區」。

27. （D ）下列有關合球運動的敘述，何者錯誤？ (A)特色
是男女混合 (B)合球運動中，男性、女性都是要角
(C)強調男女互助合作，不允許單打獨鬥 (D)合球比
賽的防守位置，一定要交由身材高大的人擔當。

14. （C

）排球場地內，從中線開始算至 3 公尺的距離，畫上
一條線，稱為下列何者？ (A)前排線 (B)後排線
(C)攻擊線 (D)發球線。

15. （B ）下列有關原地扣球的要領，何者錯誤？ (A)扣球
當下，手腕要用力向下甩動 (B)拋球後，身體重心
要由前向後移動 (C)擊球時，要將球拋在頭頂前方
45 度角 (D)拋球後，應等球落下至擊球手高舉的最
高點時擊球。
16. （D

17. （A

）依排球則規定，排球比賽中，球可觸及球員身體哪
些部位？ (甲)頭 (乙)腳 (丙)胸 (A)甲乙 (B)
甲丙 (C)乙丙 (D)甲乙丙。
）根據排球規則規定：後排球員跑到前排區域做扣球
動作為下列何者？ (A)越位攻擊 (B)合法攻擊
(C)輪轉錯誤 (D)越區擊球。

28. （D ）下列有關合球運動防守位置的敘述，何者正確？
(A)防守者需比進攻者接近球場中間 (B)防守者面
向進攻者時，不可露出防守意圖 (C)防守者與進攻
者之間需有一個手掌的距離 (D)合球規則有特殊
的防守位置，進攻者必須擺脫防守者，取得自由位
置才能出手投球。
29. （B ）隊友因為接獲你的傳球而得分，此次傳球可稱為下
列何者？ (A)快攻 (B)助攻 (C)妙傳 (D)猛攻。
30. （C

）單手肩上傳球的傳球方式，與何種球類運動類似？
(A)足球 (B)桌球 (C)棒球 (D)排球。

31. （C

）單手側身傳球時，持球位置需高於何處？
部 (B)腹部 (C)肘關節 (D)肩關節。

(A)腰

32. （A ）籃球的右手單手側身傳球動作，傳球前將球移至身
體的哪一方？ (A)右側方 (B)左側方 (C)前方
(D)上方。
33. （B ）籃球比賽中，當進攻方發邊線球時，必須在幾秒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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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將球傳給隊友？ (A)三秒
(D)十秒。
34. （D

35. （C

36. （D

37. （A

38. （C

(B)五秒

呼 (乙)二吸一呼 (丙)一吸二呼 (丁)一吸一呼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C)七秒

）籃球的單手肩上傳球通常是進行下列何種距離傳球
所使用？ (A)近身時 (B)短距離 (C)中距離 (D)
長距離。
）練習單手地板傳球時，球反彈的位置大約距離接球
者多遠？ (A)五分之一處 (B)四分之一處 (C)三
分之一處 (D)二分之一處。
）下列何者是進行籃球比賽所必備的基本能力？
(甲)快速的衝刺 (乙)敏捷性 (丙)跳躍能力 (A)
甲乙 (B)甲丙 (C)乙丙 (D)甲乙丙。
）籃球比賽中，要成就一次優異的助攻表現，下列哪
一項技術必須下苦功訓練？ (A)傳球 (B)運球
(C)防守 (D)罰球。
）下列有關急性運動傷害的處理順序，何者正確？
(甲)休息 (乙)冰敷 (丙)保護受傷部位 (丁)抬高
(戊)壓迫 (A)甲乙丙丁戊 (B)乙戊甲丁丙 (C)丙
甲乙戊丁 (D)丁戊甲乙丙。

41. （A

42. （C

52. （C

）目前的跳遠世界紀錄保持人是哪位？ (A)貝蒙
(B)乃慧芳 (C)鮑威爾 (D)佛斯貝利。

53. （D ）下列練習跳遠前的事前準備，何者錯誤？ (A)充
分暖身 (B)把沙坑挖鬆 (C)助跑道整理平整 (D)
把海綿護墊安置緊密。
54. （D ）背向式跳高的助跑大約需要幾步？ (A)一～五步
(B)三～七步 (C)五～九步 (D)七～十一步。

56. （C

）急性運動傷害可以採用 PRICE 的原則處理，其中
的 P 代表的意思為何？ (A)壓迫 (B)抬高 (C)休
息 (D)保護
）下列哪些屬於急性運動傷害？ (甲)拉傷 (乙)扭
傷 (丙)挫傷 (丁)骨折 (戊)脫臼 (己)開口創傷
(庚)習慣性脫臼 (A)甲乙丙丁戊己 (B)乙丙丁戊
己庚 (C)甲丙丁戊己庚 (D)甲乙丙戊己庚。
）下列哪些屬於慢性運動傷害？ (甲)關節炎 (乙)
腱鞘炎 (丙)熱衰竭 (丁)疲勞性骨折 (戊)習慣性
脫臼 (己)肘關節肌腱炎 (A)甲乙丙丁戊 (B)甲
乙丙丁己 (C)甲乙丁戊己 (D)乙丙丁戊己。

43. （C

）下列哪一個關節是人體最常見的扭傷部位？ (A)
髖關節 (B)肩關節 (C)踝關節 (D)膝關節。

44. （A

）下列何者不是熱中暑患者會出現的症狀？ (A)大
量流汗 (B)皮膚乾熱 (C)心跳又強又快 (D)體溫
高達 40℃以上。

45. （D

）運動時應適時補充水分和鹽分，以免發生下列何種
情形？ (A)腱鞘炎 (B)肌腱炎 (C)滑囊炎 (D)
熱傷害。

46. （A

）下列有關有氧運動的敘述，何者錯誤？ (A)只需
要少量氧氣參與 (B)可以達到適合的心跳數 (C)
使用到大肌肉群的運動 (D)運動強度可根據個人
能力自行調整。

47. （D

）登階時，登階腳大腿與小腿的角度應大於多少度？
(A)30 度 (B)B45 度 (C)60 度 (D)90 度。

48. （D

）登階運動，登上階梯後雙眼應該注視何處？
階梯 (B)膝蓋 (C)腳背 (D)前方。

49. （B ）一般來說，慢跑的呼吸方式有哪些？

51. （B ）西元 1991 年，雙雙打破「貝蒙障礙」的運動家是
哪兩位？ (A)乃慧芳與劉易士 (B)鮑威爾與劉易
士 (C)劉易士與楊傳廣 (D)乃慧芳與鮑威爾。

55. （A ）跳遠的空中姿勢不包括下列何者？ (A)駱駝式
(B)蹲踞式 (C)挺身式 (D)剪腳式。

39. （B ）急性運動傷害處理原則中的「抬高」，應讓患者平
躺，將受傷部位抬高到高於人體的哪個位置，以減
輕腫脹及疼痛的現象？ (A)頭部 (B)心臟 (C)腰
部 (D)臀部。
40. （D

50. （D ）一般人安靜時的脈搏大約為一分鐘幾次？ (A)六
十次 (B)六十四次 (C)六十八次 (D)七十二次。

）依田徑規則規定，跳高身體著墊後，應由下列何處
離開護墊？ (A)橫竿底下 (B)橫竿上方 (C)護墊
後方或旁邊 (D)墊子的任一方皆可。

57. （A ）溺水救生過程中，如判斷無法自行施救，應立即撥
打下列哪一個號碼求救？ (A) 119 (B)199
(C)911 (D) 113。
58. （C

）當你發現有人溺水時，下列做法何者錯誤？ (A)
使用器材救生 (B)打求救電話 119 (C)事發突然，
先下水救人要緊 (D)由受過救生訓練的人下水救
人。

59. （D ）溺水事故常是下列哪一項原因所造成？ (甲)疏忽
(乙)不諳水性 (丙)在危險水域從事水上活動 (A)
甲乙 (B)甲丙 (C)乙丙 (D)甲乙丙。
60. （C

）下列哪個水域的浮力較大？
(C)海洋 (D)溫水游泳池。

(A)河川 (B)湖泊

61. （B ）籃球熱身跑跑跑輔助練習中，進行衝刺跑、慢跑、
衝刺跑、慢跑、衝刺跑的交替訓練，不會提升何種
體適能？ (A) 心肺耐力 (B)柔軟度 (C)肌耐力
(D) 速度。

(A)

(甲)二吸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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