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體育大學111 學年度師資職前教育甄試考試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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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汚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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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計 100 分 (測驗題 50 題，每題 2 分)
（

）1.下列何者不是遊戲的要素？ (A)自由性 (B)日常性 (C)時空限制性 (D)樂趣性。

（

）2. NOC 是指？ (A)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 (B)各洲奧林匹克委員會 (C)國家奧林匹克委
員會 (D)國家奧運代表隊。

（

）3.下列何者不是學校體育實施的主要範圍？(A)校際競賽 (B)運動團隊訓練 (C)體育課
(D)運動教練培訓。

（

）4.在體育領域中 movement 是？(A)動作 (B)運動 (C)比賽 (D)遊戲。

（

）5.下列何者不是健康體適能的因子？ (A)肌肉適能 (B)關節適能 (C)協調適能 (D)心肺
適能。

（

）6 .全身型雙能骨密 X 光機可用來測驗下列哪一種項目？ (A)肌力 (B)心肺耐力 (C)柔
軟度 (D)體脂肪。

（

）7.以跑完或走完 1600 公尺的時間，可用來測驗下列哪一種項目？ (A)肌力 (B)心肺耐
力 (C)柔軟度 (D)體脂肪。

（

）8.古代奧運在哪一年開始舉辦的？ (A)西元前 776 年 (B)西元 1900 年 (C)西元 1896 年
(D)西元 776 年。

（

）9.下列哪一個是現代奧運最新的格言？(A)更快 (B)更高 (C)更強 (D)更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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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有關古代奧運對於運動員參賽條件的敘述，下列何者為非？(A) 參賽選手必須為純
正的希臘人，且父母必須是希臘血統 (B)必須有超過三位以上的裁判員證明其已有
三個月以上的訓練(C)必須經醫師檢驗，證明其體格健全 (D) 在道德上或政治上必
須無缺點，沒有不良紀錄。

（

）11.下列哪一項運動是現代夏季奧運創辦至今的比賽項目？ (A)田徑 (B)馬術 (C)跳水
(D)曲棍球。

（

）12.下列何者不是運動自然科學領域的學科？ (A)運動心理學 (B)運動教育學 (C)運動
生理學 (D)運動生物力學。

（

）13.研究健身中心消費者的使用滿意度是屬於哪個領域的研究？ (A)運動心理學 (B)運
動管理學 (C)運動社會學 (D)運動教育學。

（

）14.下列哪一組的任務不是辦理運動賽事時必要的工作？(A)競賽 (B)場地器材 (C)醫護
(D)公關。

（

）15.台北市體育總會是哪一類組織？ (A)政府部門 (B)商業部門 (C)非營利部門 (D)都
不是。

（

）16.馬拉松比賽的距離是 (A)42.190 公里 (B)42.195 公里 (C)42.290 公里 (D)42.295 公
里。

（

）17.下列哪些政府機關主管民眾休閒運動的場地或設施？ (A)體育 (B)觀光 (C)農業 (D)
以上皆是。

（

）18.下列何者不是運動訓練的原則？ (A)超負荷原則 (B)特殊性原則 (C)舒適性原則 (D)
漸進性原則。

（

）19.下列哪個教學模式不在 Mosston 的教學光譜之內？ (A)理解式 (B)創造式 (C)互惠
式 (D)命令式。

（

）20.目前，桃園市學校體育業務的主管單位是哪個？ (A)體育局 (B)教育局 (C)桃園市
體育總會 (D)桃園市中小學體育促進會。

（

）21.下列何者為熱衰竭（Heat Exhaust）症狀？ (A)血壓下降 (B)皮膚濕冷 (C)頭昏 (D)
以上皆是。

（

）22. recreation 和下列哪個名詞最接近？(A) leisure (B)sport (C)exercise (D)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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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ACSM 是下列哪個組織的英文簡稱？ (A)美國運動醫學會 (B)美國運動委員會 (C)
美國肌力體能協會 (D)美國運動體適能協會。

（

）24.下列有關熱身和緩和運動的敘述，何者為非？ (A)運動前熱身可以增加身體的肌肉
溫度 (B)運動前熱身可以避免在運動中，發生肌肉和關節的傷害 (C)緩和運動應漸
進式的緩和運動強度，使身體內各個機能慢慢適應 (D)緩和運動等到心跳率降至每
分鐘 150 次以下，即可停止活動。

（

）25.請問運動傷害處理的 PRICE 原則，其中「I」係指：(A)休息 (B)冰敷 (C)加壓 (D)
抬高。

（

）26.下列哪種比賽，以得分限制比賽之結束？ (A)籃球 (B)手球 (C)羽球 (D)足球。

（

）27.中國哪個朝代開始設置武舉? (A)唐朝 (B)宋朝 (C)明朝 (D)清朝。

（

）28.下列何者不是古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主要項目 (A)賽跑 (B)跳躍 (C)舉重 (D)角力。

（

）29.下列何者不是田徑女子十項全能的比賽項目？ (A)100 公尺 (B)3000 公尺 (C)跳高
(D)鉛球。

（

）30.教育部所推廣的「SH150」最強調下列何者？ (A)運動種類 (B)運動頻率 (C)運動強
度 (D)運動時間。

（

）31.下列何者主有｢青年體操」一書，影響歐洲的體育發展深遠？(A)顧茲姆斯 (B)楊氏 (C)
斯比次 (D)林氏。

（

）32.下列何者是體操頭手倒立的動作要領？
前額著地

（

(B)重心緩緩向前傾

(A)採蹲姿，兩手掌張開與肩同寬撐地，

(C)臀部夾緊、收腹、屈腿

(D)以上皆是。

）33.最早的棒球規則是何人制定的？(A)亞歷山大.卡特萊特 (B)威廉.瓊斯 (C)摩根.威廉
(D)吉米.科林斯。

（

）34.巧固球的發明者是哪一國人士？ (A) 丹麥 (B)瑞典 (C)瑞士 (D)德國。

（

）35.匹克球和下列哪種運動關聯性最低？(A)桌球 (B)羽球 (C)網球 (D)排球。

（

）36.飛盤運動起源於 (A)中國 (B)日本 (C)美國 (D)英國。

（

）37.網球四大公開賽中，哪一個比賽的場地是草地？ (A)溫布敦網球錦標賽 (B)法國網
球公開賽 (C)澳大利亞網球公開賽 (D)美國網球公開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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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排球比賽中，哪一位置球員的替補不列入正常替補次數？(A)隊長 (B)舉球員 (C)
攻擊手 (D)自由球員。

（

）39.在現代夏季奧運，下列哪一種運動職業運動員還不能參賽？ (A)足球 (B)籃球 (C)
拳擊 (D) 網球。

（

）40.首任國際奧會主席是 (A)薩馬蘭奇 (B)維凱拉斯 (C)巴赫 (D)古柏丁。

（

）41.鉛球投擲圈內沿的的直徑是？ (A)2.000M (B)2.135M (C)2.246M (D)2.369M。

（

）42.柔道與下列哪一種運動關聯性最低？ (A)空手道 (B)柔術 (C)克拉術 (D)角力。

（

）43.中國古代的捶丸，類似現代的哪一種運動？ (A)馬球 (B)曲棍球 (C)高爾夫 (D)板
球。

（

）44.我國全大運的主辦單位是？(A)教育部 (B)大專體總 (C)由國內大學輪流 (D)以上均
非。

（

）45.羽球起源於何處？ (A)日本 (B)印度 (C)印尼 (D)馬來西亞。

（

）46.下列哪種運動競賽制度的場次最多？ (A)單淘汰 (B)雙淘汰 (C)單循環 (D)雙循環。

（

）47.排球運動中，在發球或比賽中，球觸網而過，則 (A)對方得分 (B)比賽繼續 (C)重
行發球 (D)犯規。

（

）48.排球比賽中，球員接發球時，移位不及，以腳背將球踢起，裁判如何吹判？(A)失
分 (B)擊球犯規 (C)合法擊球 (D)出局。

（

）49.當籃球球員帶球走步時，應判 (A)違例 (B)犯規 (C)技術犯規 (D)無此規定。

（

）50.籃球運動雙腳同時落地跳停時，可以以何足為中樞足？(A)右腳 (B)左腳 (C)任何一
足皆可 (D)雙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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