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體育大學九十九學年度教育學程甄試考試試題
體育概論

(本試題共 4 頁)

※ 注意：１.答案一律寫在答案卷上，否則不予計分。
２.請核對試卷、准考證號碼與座位號碼三者是否相符。
３.試卷『彌封處』不得污損、破壞。
４.行動電話或呼叫器等通訊器材不得隨身攜帶，並且關機。

【本試題總計 100 分】
1. 下列何者不是行政院體育委員會的業務？(A)運動教育發展
培訓 (C)社會體育 (D)國際競技運動。

(B)菁英選手

2. 「中華民國體育運動總會」屬於哪一類體育運動組織？(A)非營利組織
政府組織 (C)商業組織 (D)學術組織。

(B)

3. 100年全國大專校院運動會舉辦的大學為 (A)中正大學 (B)中興大學 (C)中
原大學 (D)中央大學。
4. 運動行銷中之4P，哪一個 P 最重要？ (A)產品(Production) (B)通路(Place)
(C)價格(Price) (D)促銷(Promotion)。
5. 運動管理SWOT分析的 ” W ” 是 (A)武器 (B)劣勢 (C)福利 (D)平衡。
6. 由學校提供空間給企業興建運動設施，並簽訂契約授權經營一定年限後，再
將該設施之所有權移回學校，此種經營模式為（A）BOT （B）OTB （C）
BTO （D）OBT。
7. 楊傳廣在1960年羅馬奧運會田徑十項運動的名次為 (A)第一名 (B)第二名
(C)第三名 (D)第四名。
8. 2010亞洲運動會的舉辦城市為 (A)蘇州 (B)杭州 (C)廣州 (D)福州。
9. 2012奧林匹克運動會舉辦的城市為 (A)巴黎 (B)倫敦 (C)羅馬 (D)柏林。
10. 企業化經營奧林匹克運動會始於 (A) 1980年莫斯科奧運會 (B) 1984年洛杉
磯奧運會 (C) 1988年漢城奧運會 (D)1992年巴塞隆納奧運會。
11. 第一屆現代奧林匹克運動會的舉辦城市為 (A)雅典 (B)巴黎 (C)羅馬 (D)倫
敦。
12. 單循環比賽，10 隊參賽，場次應為 (A) 9 場 (B) 18 場 (C)45 場 (D)46 場。
13. 雙淘汰比賽，8 隊參賽，場次應為 (A) 13 場 (B) 14 場 (C)15 場 (D)16 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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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籌辦運動賽會包含：1.公佈競賽規程 2.成立籌備委員會 3.抽籤 4.編印秩序
冊 5.接受報名等工作；其順序為 (A)12345 (B)21453 (C)13254 (D)21534。
15. 中華奧會英文名稱為？ (A) National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B)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C) Chinese Taipei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D)以上皆非。
16. 何種運動訓練方法是以增強全身耐力與速度性耐力為目標 (A)間歇訓練法
(B)循環訓練法 (C)反覆訓練法 (D)丘陵訓練法。
17. 下列何者不是肌肉收縮的三種基本方式之一？ (A)等長收縮(isometric
contraction) (B)向心收縮(concentric contraction) (C)等張收縮(isotonic
contraction) (D)等速收縮(isokinetic contraction)。
18. 對於運動員的水分補充，何者正確？ (A)少量多次飲水
(C)賽前應限制飲水 (D)不流汗也應補充運動飲料。

(B)口渴再喝水

19. 改善關節柔軟性，宜從事下列何者運動？ (A) 伸展操 (B) 重量訓練 (C)球
類運動 (D)有氧運動。
20. 教育部推廣「體適能三三三」，當中的要素不包含 (A)運動種類 (B)運動頻
率 (C)運動強度 (D)運動時間。
21. 下列哪一個項目不是現行國民中學體適能檢測項目？ (A)100 公尺跑 (B)立
定跳遠 (C)坐姿體前彎 (D)一分鐘屈膝仰臥起坐。
22. 400 公尺比賽選手跑到終點，無法立即停止是因下列何者定律？(A)慣性定
理 (B)重力定律 (C)反作用力定律 (D)平衡定律。
23. 下列哪種阻力影響游泳前進的速度？（A）正面阻力 （B）表面阻力 （C）
波浪阻力 （D）以上皆是。
24. 摩斯登 (Mosston) 的教學光譜提出十一種體育教學方法，係以下列哪一種考
量為依據？(A)動作溝通 (B)決策 (C)內容進展 (D)回饋提供。
25. 面對學生能力的個別差異，達成讓每個學生都能參與運動的理想，可用下列
哪一方式處理？ (A) 融合式教學法 (B) 同質分組教學法 (C) 場地教學法
(D) 命令式教學法。
26. Pedagogy 是指？ (A)研究法

(B)教學法

(C)訓練法

(D)實証法。

27. 教育部「快活計畫」中，預定 2011 年每校每學年至少實施幾次體適能檢測
(A)1 次 (B)2 次 (C)3 次 (D)4 次。
28. 關於體育成績評量，下列何者不當？ (A)應配合教學目標 (B)應考慮學生個
別差異 (C)應以教師意見為主 (D)應難易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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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教育部為養成學生游泳習慣，提高學生自救與游泳知能，規定國中生畢業前
能游幾公尺，並具有換氣能力？（A）15 公尺（B）20 公尺（C）25 公尺（D）
30 公尺。
30. 處理急性運動傷害，下列何者較不適當？ (A)休息 (B)熱敷
包紮。

(C)抬高 (D)

31. 下列有關救護溺水者方法中何者為錯？ (A)用木板或衣服投予溺者後將其
牽引至岸邊 (B)將竹竿或繩索投至溺水者旁使其握住 (C)從溺者前方游去
並用挽胸運送法救溺 (D)從溺者後方游去並用挽胸運送法救溺。
32. 下列何者不屬於民俗體育？（A）舞龍 （B）溜冰 （C）扯鈴 （D）風箏。
33. 三國時期華佗倡導模仿動物動作的醫療體操為：(A)導引術 (B)八段錦 (C)
五禽戲 (D)五拳。
34. 中國古代的拔河稱為 (A)拔河 (B)拖鉤 (C)扒船 (D)牽毂。
35. 下列何者不是運動倫理學強調的重點 (A)運動偏差行為 (B)運動欣賞 (C)公
平競爭 (D)人性本質。
36. Sport 一詞源自於 (A)美國 (B)法國 (C)德國 (D)英國。
37. 俗稱巨蛋的大型體育館為 (A)Arena (B)Dome (C)Stadium (D)Gymnasium。
38. 下列何者不是健體領域的主題軸 (A)運動參與 (B)群體健康 (C)瞭解自我
(D)安全生活。
39. 2000 年籃球比賽規則修訂，比賽中當一球員在場內獲得活球的控球權後，
該球隊必須在多少時間內投籃 (A)20 秒 (B)22 秒 (C)24 秒 (D)26 秒。
40. 國際排球正式比賽最後一局(第五局)先獲得幾分，並超前對隊 2 分者為勝。
(A)25 分 (B)21 分 (C)11 分 (D)15 分。
41. 下列何者不是田徑女子七項之運動項目 (A)100 跨欄
(D)撐竿跳。

(B)800M

(C)跳遠

42. 游泳比賽中混合接力之泳式順序為： (A)仰、蝶、蛙、自 (B)蛙、仰、蝶、
自 (C)蝶、仰、蛙、自 (D)仰、蛙、蝶、自。
43. 足球比賽，界外球應以何種方式讓球進入場內（A）用腳踢 （B）用頭頂（C）
用雙手擲 （D）用單手滾。
44. 羽球新制規則(每球獲勝的一方得 1 分)，在決勝局，某方先得幾分時雙方選
手換邊 (A) 6 分 (B) 8 分 (C) 11 分 (D) 13 分。
45. 下列有關桌球發球規則何者正確 （A）發球時，球需向上拋起 16 公分以上
（B）擊球點要在桌面以上 （C）擊球點要在端線之後 （D）以上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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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快、慢式壘球最大的區別在於 (A)球的大小 (B)球的軟硬度 (C)球棒重量 (D)
投手投球弧度。
47. 四大網球公開賽中，唯一的紅土球場是 (A)溫布頓網球公開賽 (B)澳洲網球
公開賽 (C)美國網球公開賽 (D)法國網球公開賽。
48. 手球比賽，若有得分機會而受到對方球員加以犯規阻礙者，應判罰（A）5
公尺球 （B）6 公尺球 （C）7 公尺球 （D）8 公尺球。
49. 下列何者不是女子體操的比賽項目？ (A)鞍馬 (B)高低槓 (C)平衡木 (D)地
板。
50. 關於體育學門的描述，下列何者為非 (A)綜合的學問 (B)基礎的學問 (C)應
用的學問 (D)以人為本的學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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