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強國民中學 8年級  健康與體育科 補考題庫   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 是非題 

1.(   )傷患是一個 5 歲的孩童，且沒有呼吸心跳，此時應先打 119，再施行 CPR2 分鐘。 

2.(   )傷患昏厥清醒恢復知覺後就算是脫離險境，不需要再送醫診治。 

3. (   )復甦姿勢的使用時機是傷患，沒有呼吸、沒有心跳，且昏迷不醒時。 

4.(   )心肺復甦術的演練非常重要，一定需要實際對真人演練，才能熟悉急救步驟。 

5.(   )在急救呼吸正常、一般非中暑昏厥的傷患時，首先需將傷患移至陰涼處，並將頭部墊高，以保持傷者血液流通順暢。 

6.(   )CPR 操作步驟中的「壓額舉頷法」，是為了要維持傷患的呼吸循環。 

7.(   )因男女授受不親，故心肺復甦術僅適用於同性別的人施行。 

8.(   )在急救時，除非現象有危險存在，否則最好不要移動傷患。 

9. (   )進行心肺復甦術時，讓傷患平躺且頭部不可高於身體。 

10. (   )急救並非僅限於警察或醫護人員，一般人就算無法親自給予急救也可以立即打 119 求救。 

11.(   )進行 CPR 急救時，若施救者擔心唾液或口腔傷口而造成疾病傳染，可使用甦醒袋面罩，或不進行口對口人工呼吸，只

實施胸外按壓。 

12.(   )小傑 於升旗時中暑而暈倒，此時應立刻將他移至陰涼處，讓他平躺，抬高腳部，並解開其頭頸部的束縛物。 

13.（  ）吸菸會刺激腎上腺素分泌，使得心跳加快、血管收縮、血壓上升。 

14.（  ）適量的飲酒能促進血液循環。 

15.（  ）FM2 為一種強力安眠藥，因使用後會引起嗜睡、注意力無法集中等現象，所以被歸類為「中樞神經迷幻劑」。 

16.（  ）吸菸會導致癌症已是不爭的事實，而菸品中最主要的致癌物是尼古丁。 

17.（  ）絨毛是附著在氣管上幫助排除人體吸入的灰塵、有害物質等的組織。 

18.（  ）服用藥物後，若感覺身體不適，還是必須把它吃完，因為我們不可以養成浪費的習慣。 

19.（  ）如果因正確用藥，而造成不可預期的嚴重傷害，可以向 財團法人藥害救濟基金會 申訴。 

20.（  ）長期嚼食檳榔可能會導致口腔粘膜纖維化。 

21.（  ）服用藥物時，可以隨便以果汁、茶、或咖啡來配用。 

22.（  ）酒精對人體中樞神經具有興奮作用，會影響思考、情緒及行為。 

23.（  ）領取藥物後，我們必須先仔細閱讀藥袋上的用藥資訊以及使用方式。 

24.（  ）吸食毒品雖然沒有法律責任，但只要販售毒品就是非法的。 

25.（  ）肝臟可以代謝酒精，但過度的飲酒，會使肝臟負荷沉重，而造成傷害。 

26.（  ）臺灣 的口腔癌患者中，八成以上有嚼檳榔的習慣，若同時有吸菸、飲酒習慣者，得到口腔癌的危險性更高。 

27.（  ）菸當中的菸焦油成分，是一種致癌物質。 

28.（  ）我國女性癌症死因第一位是肺癌，主要是因為吸菸所導致的。 

29.（  ）感冒時可以不用看醫師，隨便拿其他家人的成藥來吃就好。 

30.（  ）處方藥需由醫師診斷，開立處方箋後，由藥事人員調劑，再交給病患使用，因此一定比指示藥和成藥安全，且沒有副

作用。 

31.（  ）大多數的吸菸者都是從青少年時期開始學吸菸的。 

32.（  ）比賽時，為了贏得好成績，我們可以適時服用藥物來輔助。 

二、 單一選擇題 

1.(   )一旦開始進行 CPR 之後，則應於何時才能停止？ (Ａ)約 30 分鐘後 (Ｂ)當患者恢復自然呼吸 (Ｃ)當家屬放棄時 

(Ｄ)警察人員到了現場。 

2.(   )進行心肺復甦術的過程中，須不斷檢查患者有無呼吸、咳嗽、身體翻轉現象，是為了確定什麼？ (Ａ)反射動作 (Ｂ

)意識狀態 (Ｃ)腦死程度 (Ｄ)哽塞程度。 

3.(   )若同時遇到下列傷患，則應對何人先施行急救？ (Ａ)肋骨骨折 (Ｂ)腳踝扭傷 (Ｃ)中暑 (Ｄ)動脈出血。 

4.(   )請問下列何者為應施以急救的對象？ (Ａ)中毒者 (Ｂ)昏厥者 (Ｃ)大量失血者 (Ｄ)以上皆是。 

5.(   )腦部缺氧超過幾分鐘容易造成腦死？ (Ａ) 3 分鐘 (Ｂ) 5 分鐘 (Ｃ) 7 分鐘 (Ｄ) 10 分鐘。 

6.(   )請問心肺復甦術中的「維持循環」，所按壓患者的部位為何？ (Ａ)胸骨 (Ｂ)顱骨 (Ｃ)鎖骨 (Ｄ)股骨。 

7.(   )傷患昏厥時，若呼吸困難，應將其維持何種姿勢？ (Ａ)復甦姿勢 (Ｂ)趴臥姿勢 (Ｃ)環抱姿勢 (Ｄ)半坐臥姿勢

。 

8.(   )進行心肺復甦術時，應該注意的事項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Ａ)心臟按壓時掌根勿置於劍突，以免壓迫肝臟 (Ｂ)手

指要翹起，以免壓斷肋骨 (Ｃ)吹氣時要平穩規律，不能中斷 (Ｄ)傷患平躺時頭部要墊高，以免腦充血。 

9.(   )請問心肺復甦術中的「維持呼吸」，當中的吹氣速度應保持每秒幾次的速度，連吹兩口氣？ (Ａ) 1 次╱秒 (Ｂ) 2 

次╱秒 (Ｃ) 3 次╱秒 (Ｄ) 4 次╱秒。 

10.(   )下列哪一項急救措施是正確的？ (Ａ)傷患體溫下降時需保暖 (Ｂ)昏迷傷患需補充水分 (Ｃ)誤食農藥者要催吐 (

Ｄ)要自行拔起插入體內的利器。 

11.(   )操作心肺復甦術時，為何不可將掌根置於「劍突」處？ (Ａ)可能導致心臟破裂 (Ｂ)可能造成肝臟破裂 (Ｃ)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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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心律不整 (Ｄ)會影響呼吸道暢通。 

12. (   )一人徒手對成人傷患進行「CPR」急救技術時，下列頻率何者正確？ (Ａ)按壓 30 下、吹 2 口氣，共進行 5 個循環（

約 2 分鐘） (Ｂ)按壓 30 下、吹 10 口氣，共進行 3 個循環（約 2 分鐘） (Ｃ)按壓 15 下、吹 4 口氣，共進行 3 個

循環（約 2 分鐘） (Ｄ)按壓 15 下、吹 2 口氣，共進行 5 個循環（約 2 分鐘）。 

13.(   )請問心肺復甦術中的「維持呼吸」當中，病患若有呼吸時，應使病患保持何種姿勢？ (Ａ)復甦姿勢 (Ｂ)趴臥姿勢 

(Ｃ)環抱姿勢 (Ｄ)半坐臥姿勢。 

14.(   )請問心肺復甦術英文簡稱為何？ (Ａ) CPP (Ｂ) CRP (Ｃ) CPR (Ｄ) RCP。 

15.（  ）下列何者不是檳榔的主要成分？ (Ａ)石灰 (Ｂ)檳榔素 (Ｃ)檳榔鹼 (Ｄ)檳榔酸。 

16.（  ）酒精在人體內的代謝速率是有限的，因此飲酒過量對身體將造成一定的危害，請問下列哪一項「並非」過量飲酒的傷

害？ (Ａ)肝癌 (Ｂ)口腔黏膜纖維化 (Ｃ)胃潰瘍 (Ｄ)心臟病。 

17.（  ）飲酒對人體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 (Ａ)適量飲酒會阻礙血液循環 (Ｂ)酒對中樞神經具有興奮的作用 (Ｃ)長期

飲酒不會有上癮的顧慮 (Ｄ)孕婦飲酒可能導致胎兒畸型。 

18.（  ）下列哪一種是使用安非他命後，人體會產生的現象？ (Ａ)食慾大振、胃口變大 (Ｂ)睡眠品質變好 (Ｃ)情緒安定

且愉快 (Ｄ)血壓升高、心跳加速。 

19.（  ）下列何者非尼古丁的作用？ (Ａ)心跳加速 (Ｂ)血壓上升 (Ｃ)呼吸變慢 (Ｄ)產生依賴。 

20.（  ）下列何者不是長期喝酒後，對人體的影響？ (Ａ)胎兒酒精症候群 (Ｂ)肝硬化 (Ｃ)肺氣腫 (Ｄ)高血壓。 

21.（  ）有關成癮藥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 K 他命會導致血壓上升 (Ｂ)嗎啡在醫療上用於止痛 (Ｃ)大麻會造成

幻覺 (Ｄ)以上皆是。 

22.（  ）根據法律規定菸酒不得販賣給幾歲以下之青少年？ (Ａ) 12 歲 (Ｂ) 14 歲 (Ｃ) 18 歲 (Ｄ) 20 歲。 

23.（  ）國際性運動比賽常在賽前對選手進行尿液檢查，其目的是為了檢查什麼？ (Ａ)身體素質是否符合參加比賽的資格 

(Ｂ)是否服用運動禁藥 (Ｃ)用來分派適合的比賽等級 (Ｄ)對於比賽壓力的承受度。 

24.（  ）有關口腔病變的前兆，下列何者錯誤？ (Ａ)口腔黏膜粗糙變白 (Ｂ)舌頭麻痺無味覺 (Ｃ)口腔內不明腫塊 (Ｄ)

口腔黏膜久破不癒。 

25.（  ）每年的七月在 福隆 皆會舉辦貢寮海洋音樂祭，下列何種成癮藥物常在音樂祭的活動中被濫用？ (Ａ) FM2 (Ｂ)海洛

因 (Ｃ)搖頭丸 (Ｄ)大麻。 

26.（  ）長期嚼檳榔會帶來哪些健康及社會問題？甲、外銷他國促進經濟發展。乙、導致口腔癌。丙、亂吐檳榔汁有礙觀瞻。

丁、造成牙周病。戊、種植檳榔破壞水土保持。 (Ａ)甲乙丙丁戊 (Ｂ)甲乙丙丁 (Ｃ)乙丙丁戊  

(Ｄ)甲乙丙戊。 

三、 填充題 

1.【    】是指當人遭受意外或突發疾病時，所給予的臨時緊急救護措施。 

2.施行心肺復甦術時若需暢通呼吸道，則可採用【    】。 

3.胸部按壓與人工呼吸的比例為【    】，若急救者未受訓練，人工呼吸不純熟、不敢做，則做連續的【    】。若 

CPR 做到一半，傷患恢復呼吸、心跳，但仍昏迷不醒，則可將傷患擺成【    】姿勢。 

4.心肺復甦術是指口對口【    】和胸外【    】合併使用的急救技術，簡稱【    】。 

5.進行胸部按壓時，掌根不能置於【    】處，以免造成肝臟破裂；手指也不能直接緊貼壓在胸部上，否則可能造成 

【    】斷裂。 

6.CPR 急救流程可簡化為五步驟，請寫出口訣：叫→叫→【    】→【    】→【    】。 

7.當進行心臟按摩時，掌根勿置於【    】上以免造成肝臟破裂。 

8.檳榔所含的【    】與【    】是致癌物質，加上石灰等添加物，長期咀嚼容易罹患牙周病與【    】。

                

 

9.酒對【    】有抑制作用，會影響思考、行為及運動神經協調。 

10.在成癮藥物的特性中，藥癮者須不斷增加藥物使用量，才能產生初次使用的效果，稱為【    】。 

11.含類固醇成分的眼藥水，可能導致一些病毒性的眼疾惡化，長期使用還可能引發【    】。 

12.臺灣 的藥品分為三級：【    】、【    】、【    】。 

13.運動員最常使用的禁藥是【    】，它是一種會刺激肌肉成長的男性賀爾蒙。 

14.止痛藥的五要原則乃是指【    】、【    】、【    】、【    】、【    】。 

15.以下是成癮藥物的種類名稱，請依照分類填入正確的代號 

 (甲)大麻、(乙)嗎啡、(丙) FM2、(丁)安非他命、(戊)海洛英、(已) K他命、(庚)搖腳丸、(辛)古柯鹼、(壬)搖頭丸 

成癮藥物種類 成癮藥物名稱 

(１)中樞神經興奮劑 【    】、【    】、【    】 

(２)中樞神經抑制劑 
【    】、【    】、【    】、 

【    】 

(３)中樞神經迷幻劑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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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強國中國民中學 8年級 體育科 題庫   年   班  座號：     姓名：         
四、 單一選擇題 
1. (   )以 2010 年新制，籃框距離三分線為幾公尺？ (Ａ) 6.75 公尺 (Ｂ) 7.25 公尺 (Ｃ) 7.75 公尺 (Ｄ) 6.25 公尺。 
答案：(Ａ) 
2.  (   )以推或撞到對手軀幹為哪種籃球犯規動作？ (Ａ)阻擋 (Ｂ)撞人 (Ｃ)雙方犯規 (Ｄ)技術犯規。 
答案：(Ｂ) 
3.  (   )正規籃球比賽時間結束時，若兩隊比數相同應進行每次幾分鐘的延長賽，直到分出勝負為止？ (Ａ) 3 分鐘 (Ｂ

) 5 分鐘 (Ｃ) 10 分鐘 (Ｄ) 12 分鐘。 
答案：(Ｂ) 
4.  (   )在正規的籃球比賽中，一共分為幾節？ (Ａ) 1 節 (Ｂ) 2 節 (Ｃ) 3 節 (Ｄ) 4 節。 
答案：(Ｄ) 
5.  (   )當你投籃時，若發現球連籃框都碰不著稱為什麼球？ (Ａ)空心球 (Ｂ)籃板球 (Ｃ)籃外空心球 (Ｄ)三分球

。 
答案：(Ｃ) 
6.  (   )一般球員違例是指在有防守球員下，持球球員幾秒內未有傳、投等動作？ (Ａ) 5 秒 (Ｂ) 10 秒 (Ｃ) 15 秒 (

Ｄ) 20 秒。 
答案：(Ａ) 
7.  (   )排球賽中，共有幾位選手上場比賽？ (Ａ) 3 人 (Ｂ) 4 人 (Ｃ) 5 人 (Ｄ) 6 人。 
答案：(Ｄ) 
8.  (   )排球比賽中，攔網是重要工作；請問誰可進行攔網？ (Ａ)前排球員 (Ｂ)隊長 (Ｃ)自由球員 (Ｄ)比賽球員

皆可。 
答案：(Ａ) 
9.  (   )排球比賽中，發球時，球被允許拋起或離手幾次？ (Ａ)一次 (Ｂ)兩次 (Ｃ)三次 (Ｄ)沒有次數限制。 
答案：(Ａ) 
10.  (   )排球發球時，球觸及球網上緣後，落入對隊區之地面，此時 (Ａ)犯規，球不可觸網 (Ｂ)得分 (Ｃ)重新發球 

(Ｄ)得分，但警告一次。 
答案：(Ｂ) 
11.  (   )在排球比賽時，為了避免隊友在接球時互相碰撞應該用什麼方法來處理？ (Ａ)趕快走開避免撞傷 (Ｂ)出聲提

醒隊友 (Ｃ)把他推開 (Ｄ)穿戴護肩勇敢救球。 
答案：(Ｂ) 
12.  (   )下列何者不是桌球活動的優點？ (Ａ)不限氣候影響 (Ｂ)所需的場地空間不大 (Ｃ)技術簡單，易學 (Ｄ)較

為安全。 
答案：(Ｃ) 
13.  (   )一般桌球採勝球積分制，勝一球便得一分，先得幾分者為勝？ (Ａ) 11 分 (Ｂ) 13 分 (Ｃ) 15 分 (Ｄ) 21 分

。 
答案：(Ａ) 
14.  (   )有關桌球發球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發球後，球應該直接落在對方球桌上 (Ｂ)發球時，球應靜置於手

掌心且在檯面水平之上 (Ｃ)發球時，應將球旋轉才可以發球 (Ｄ)發球後，球應先在自己的檯面彈跳兩次才能越

過球網。 
答案：(Ｂ) 
15.  (   )發球區位置與單打中規則一樣，即以分數的什麼來決定？ (Ａ)奇數、偶數 (Ｂ)大小、多寡 (Ｃ)領先、落後 

(Ｄ)高、低。 
答案：(Ａ) 
16.  (   )羽球發球時，哪種拿球方式是正確的？ (Ａ)拿球前端 (Ｂ)拿球尾端 (Ｃ)拿球中段 (Ｄ)以上皆可。 
答案：(Ｄ) 
17.  (   )關於羽球的雙打規則，下列哪一項是正確的？ (Ａ)我方得分為雙數時，在右方發球區發球 (Ｂ)發球觸網只能

重新再發球一次 (Ｃ)擊球時腳踩邊線即算出界 (Ｄ)救球時球拍觸網無妨，身體觸網則失分。 
答案：(Ａ) 
18.  (   )下列對於羽球的認識，下列何者錯誤？ (Ａ)是一種球速慢慢的運動 (Ｂ)球拍輕 (Ｃ)老少咸宜 (Ｄ)有世界

性的比賽。 
答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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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羽球發球中哪一種發球的目標是底線，且是高而深遠的球？ (Ａ)高遠球 (Ｂ)短球 (Ｃ)長球 (Ｄ)挑球。 
答案：(Ａ) 
20.  (   )關於羽球的比賽規則，下列何者錯誤？ (Ａ)不論單雙打，每人都不得連擊兩次 (Ｂ)球拍不可過網擊球 (Ｃ)

踩線發球仍為有效發球 (Ｄ)腳不能踏入對方球場中。 
答案：(Ｃ) 
21.  (   )跳遠的目的是下列敘述中的哪一項？ (Ａ)速度快 (Ｂ)將身體移動到最高處 (Ｃ)空中動作的完美無缺 (Ｄ)

身體重心移動到最遠。 
答案：(Ｄ) 
22.  (   )跳遠時助跑的主要目的在於下列哪一項？ (Ａ)控制身體的穩定性 (Ｂ)增加水平速度 (Ｃ)拉長空中停留時間 

(Ｄ)控制肌肉協調能力。 
答案：(Ｂ) 
23.  (   )阿誠 參加跳遠比賽，他在距離起跳板前 20 公分就起跳，落地時從起跳板處丈量為 5.32 公尺，則這一次 阿誠 的跳

遠成績應該記為多少才正確？ (Ａ)不算，應該重跳 (Ｂ) 5.12 公尺 (Ｃ) 5.32 公尺 (Ｄ) 5.52 公尺。 
答案：(Ｃ) 
24.  (   )阿國 參加跳遠，落地時腳跟丈量為 5.22m，但他落地時手指也同時落地，經丈量結果為 5.12m，則這次 阿國 的跳

遠成績應記錄為何？ (Ａ) 5.12m (Ｂ) 5.17m (Ｃ) 5.22m (Ｄ)不予計算。 
答案：(Ａ) 
25.  (   )「貝蒙障礙」是哪種運動裡的專有名詞？ (Ａ)跳高 (Ｂ)舉重 (Ｃ) 100m 短跑 (Ｄ)跳遠。 
答案：(Ｄ) 
26.  (   )關於接飛盤需要掌握的要項，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Ａ)需要準備動作 (Ｂ)決定接飛盤的方式 (Ｃ)預測飛盤

的落點 (Ｄ)判斷飛盤的重量。 
答案：(Ｄ) 
27.  (   )接飛盤時兩手掌上下夾住屬於何種接法？ (Ａ)高手接 (Ｂ)低手接 (Ｃ)夾接 (Ｄ)掌接。 
答案：(Ｃ) 
28.  (   )以下何者不是籃球場上的位置？ (Ａ)控球後衛 (Ｂ)中鋒 (Ｃ)得分後衛 (Ｄ)守門員。 
答案：(Ｄ) 
29.  (   )通常身材不特別高，但速度快，頭腦冷靜，可掌控全隊節奏者，適合打何種位置？ (Ａ)控球後衛 (Ｂ)小前鋒 

(Ｃ)中鋒 (Ｄ)得分後衛。 
答案：(Ａ) 
30.  (   )發球時，以下何種狀況稱為界內球？ (Ａ)球體觸地的部分完全落在界線外 (Ｂ)球觸及場地以外的任何地方 (

Ｃ)球體全部通過網上垂直面 (Ｄ)球觸及標誌竿、繩子、網柱等。 
答案：(Ｃ) 
31.  (   )桌球比賽時，依規定發球必須將球拋高？ (Ａ) 16 公分以上 (Ｂ) 30 公分以上 (Ｃ)在頭部以上 (Ｄ)沒有規

定。 
答案：(Ａ) 
32.  (   )常理而言，正手平擊球可以將桌球推至何處替自己製造得分的機會？ (Ａ)對方的邊線 (Ｂ)對方的底線 (Ｃ)

端線處 (Ｄ)球桌外面。 
答案：(Ｂ) 
33.  (   )羽球單打發球區、接球區位置之決定方式為何？ (Ａ)猜拳決定 (Ｂ)以分數之偶數或單數作為判斷方式 (Ｃ)

抽籤決定 (Ｄ)由各隊自行決定。 
答案：(Ｂ) 
34.  (   )羽球單打比賽，發球者得分為零或偶數時，應站在何處發球？ (Ａ)左發球區 (Ｂ)右發球區 (Ｃ)不限球區 (

Ｄ)中間發球區。 
答案：(Ｂ) 
35.  (   )羽球的計分法是採？ (Ａ)發球者勝得一分 (Ｂ)發球者敗對方得一分 (Ｃ)落地得分制 (Ｄ)以上皆非。 
答案：(Ｃ) 
36.  (   )藉由跳遠運動的練習，可以幫助我們提升速度、彈跳力、身體平衡與肌肉協調的能力，是改善體適能中何者適能

的運動項目之一？ (Ａ)肌肉 (Ｂ)神經 (Ｃ)心臟系統 (Ｄ)呼吸系統。 
答案：(Ａ) 
37.  (   )要準確的接住飛盤，須掌握以下哪些要點？ (Ａ)要有準備動作 (Ｂ)要能判斷飛盤的速度 (Ｃ)要能預測飛盤

落點 (Ｄ)以上皆是。 

 4 



答案：(Ｄ) 
38.  (   )下列哪一種情況不算是犯規？ (Ａ)搶籃板球時拉人或打手 (Ｂ)進攻球員在禁區停留超過三秒 (Ｃ)進攻球隊

在 8 秒鐘的時間內進入前場 (Ｄ)防守者拉扯對方控球球員的衣服。 
答案：(Ｃ) 
39.  (   )反手投擲飛盤時，中指應放在什麼地方？ (Ａ)盤內緣 (Ｂ)盤底 (Ｃ)盤緣 (Ｄ)盤面。 
答案：(Ａ) 
40. (   )關於跳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沙坑應平整、鬆軟才安全 (Ｂ)是一項劇烈的運動 (Ｃ)跳躍後，從著地

區直接折返回助跑道上 (Ｄ)平日多做下肢肌力的訓練有助於跳遠。 
答案：(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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