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曾文農工 107學年度第一學期體育科   體育常識題庫                 

田徑篇： 

(A) 1.國際標準競賽場地為 400公尺，其測量方式為？ (A)第一道次內緣外 30公分處  (B)跑道區最內緣 (C) 跑道區 

  最外緣  (D)跑道區中間繞一圈所得之距離。 

(B) 2.田徑在 400公尺跨欄項目，其欄間距為  (A)20公尺  (B)35公尺  (C)40公尺 (D)30公尺。 

(B) 3.背向式跳高著墊時，應以身體何部位著墊？  (A)臀部  (B)背部  (C)腹部  (D)四肢。 

(C) 4.400公尺接力賽跑中，第 3棒傳給地 4棒時，棒子脫落，此時地 4棒最好是  (A)自行拾起  (B)換棒子  (C)等 

      第 3棒拾起重新接棒 (D)沒有限制。 

(C) 5.800公尺徑賽，何時可以開始跑內圈  (A)跑出第二彎道 (B)跑到一半  (C)進入第一直道  (D)最後一個直道。 

(A) 6.徑賽短距離起跑時，規則規定採用方式為  (A)蹲踞式  (B)自由式  (C)站立式  (D)三點蹲伏式。 

(B) 7.下列何者不屬於短距離徑賽項目？  （A）400公尺  (B)800公尺  (C)100公尺  (D)200公尺。 

(C) 8.徑賽長距離起跑時，選手都會採用  (A)蹲踞式  (B)自由式  (C)站立式  (D)三點蹲伏式。 

(C) 9.短距離跑衝線時，須以身體何部位抵達終點線內緣之垂直面？  (A)手  (B)腳  (C)軀幹  (D)頭。 

(B)10.下列何者為徑賽項目？  (A)跳遠 (B)200公尺  (C)標槍  (D)跳高。 

(C)11.正式國際比賽，跑道應有幾道次？  (A)6個 (B)7個  (C)8個  (D)9個。 

(B)12.跳高比賽成績以何者為單位？  (A)公厘 (B)公分  (C)英吋  (D)英呎。 

(B)13.推鉛球投擲圈前方有一凸起圓弧狀固定物，稱為  (A)腳踏板 (B)抵趾板  (C)邊界板  (D)起跳板。 

 

籃球篇： 

(B)14.國際籃球規則，一場球賽時間為幾分鐘  (A)32分鐘  (B)40分鐘  (C)48分鐘  (D)56分鐘。 

(D)15.國際籃球規則，一場球賽採幾節制  (A)一節 (B)二節  (C)三節  (D)四節。 

(B)16.國際籃球規則，每次延長賽時間為幾分鐘？ (A)3分鐘 (B)5分鐘  (C)10分鐘  (D)15分鐘。 

(C)17.籃球比賽中，上半場結束時，中場休息時間為  (A)5分鐘 (B)10分鐘  (C)15分鐘  (D)20分鐘。 

(D)18.籃球比賽，球員可以換人時機為？  (A)控球隊請求換人 (B)任一隊犯規時 (C)球員受傷時  (D)以上皆是。 

(B)19.籃球比賽中，強迫推開或企圖推開對手的身體接觸，稱為  (A)撞人犯規  (B)推人犯規  (C)違例 (D) 不判罰。 

(C)20.籃球兩次運球是屬於何種規則？ (A)犯規 (B)技術犯規 (C)違例 (D)以上皆非 。 

(B)21.籃球比賽，發界外球入場球直接打在籃板上時  (A)比賽繼續 (B)違例 (C)犯規  (D)以上皆非。 

(C)22.籃球比賽，裁判判決雙方犯規，應執行  (A)雙方都罰球 (B)跳球 (C)罰則抵銷原控球隊的球權  (D)犯規不算。 

(B)23.籃球比賽，違例的罰則是 (A)罰球 (B)喪失球權 (C)對方得分  (D)登記 1次犯規。 

(B)24.籃球球員用腳故意踢球，應判 (A)犯規 (B)違例 (C)暫停  (D)扣分。 

(A)25.國際籃球規則，一次暫停時間為多久？  (A)1分鐘 (B)30秒 (C)20秒  (D)2分鐘。 

(C)26.國際籃球規則，球員個人犯規累計達幾次必須取消比賽資格？ (A)3次 (B)4次 (C)5次 (D)6次。 

(B)27.籃球比賽，發邊線球幾秒內要完成？  (A)3秒 (B)5秒 (C)8秒 (D)24秒。 

(D)28.下列何者屬於籃球比賽中觸犯違反運動道德犯規的規定？  (A)為了取得求的控制權，先刻意將對方推開後以獲 

      得球權 (B)對未持球的對方球員進行身體上刻意的侵人犯規 (C) 為阻止對方防守我方球員，刻意以出腳勾纏對 

      方使之跌倒 (D)以上皆是。 

  

排球篇： 

(C)29.排球運動是起源於西元 (A) 1910 年 (B)1900 年 (C) 1895 年 (D)1891 年。 

(D)30.在排球比賽中，何者可以不用輪流發球？ (A)前排球員 (B)後排球員 (C)舉球員 (D)自由球員。 



(B)31.排球後排球員攻擊起跳時，單足（雙足）踏在 攻擊線時應算 (A)不犯規 (B)犯規  (C)二者皆是  (D)警告 。 

(D)32.排球比賽時，裁判鳴笛指示發球後，發球員必須在 (A)2  (B)5  (C)3  (D)8 秒鐘 內將球發出 。 

(C)33.排球擊球時，球擊中球柱落入對方場內，應判 (A)己方得分 (B)不算，重來 (C)對方得分 (D)警告 。 

(D)34.排球比賽，一場的時間限制為  (A)1小時 (B)1小時 30分 (C)2小時  (D)沒有限制。 

(D)35.關於排球的接發球動作， (A)限用低手接球 (B)限用高手接球 (C)可用膝蓋以上任何部位接球  (D)可用身體 

      任何部位接球。 

(B)36.排球發球時，球觸碰到標誌竿而繼續進入對區，則 (A)不是故意的就沒關係 (B)發球失誤 (C)不算，重發 (D) 

      己方得一分。 

(D)37.下列哪一個排球攔網動作違規？ (A)惡意拉網 (B)後排球員攔網 (C)妨礙對手殺球動作 (D)以上皆是。 

 

羽球篇： 

(A)38.在羽球正式的比賽中，每局分數為  (A)21 分  (B)15 分  (C)11 分 (D)25 分。 

(A)39.羽球比賽進行中，若球體破散分離，此時應  (A)重新發球  (B)擊破者失分  (C)繼續比賽  (D)猜拳決定。 

(B)40.最新規則規定羽球發球時，發球點不得高於  (A)110  (B)115  (C)120  (D)125 公分。 

(C)41.羽球比賽中，當發球方得分為多少時，發球員需站在左發球區？  (A)4 分  (B) 0 分  (C)1 分 (D)沒有規定。 

(B)42.在男子羽球正式比賽中，雙方各獲 20「平分」時，需連續贏幾分才獲勝？  (A)4 分 (B) 2 分 (C)3 分 (D)5 分。 

(C)43.羽球比賽是採用哪一類型得分制度？  (A)接發球得分制  (B)發球權得分至  (C)落地贏球得分制。 

(B)44.羽球比賽，如接球員未準備好，發球員即發球，應判  (A)繼續比賽 (B)重新發球  (C) 發球失誤。 

(C)45.羽球比賽，當比數 20:20時須連續贏 2分才獲勝，但最多打到 (A)25 分 (B)28 分  (C)30 分 。 

 

足球篇： 

(B)46.足球球員在場內未得到裁判員許可故意離開比賽場地，會被判  (A)紅牌  (B)黃牌  (C)白牌  (D)橘牌。 

(D)47.足球守門員在禁區內拿到球，必須在幾秒內把球處理掉？ (A)3 秒 (B)5 秒  (C)10 秒 (D)6 秒。 

(B)48.足球比賽中，最後一位防守員是  (A)前鋒  (B)守門員  (C)中鋒  (D)後衛。 

(C)49.足球比賽中，球員用手故意破壞對方的進球或明顯的進球得分機會（不包括守門員在己方自由球區內）被裁判舉   

       (A)橘牌  (B)藍牌  (C)紅牌 (D)綠牌 。 

(C)50.足球比賽時，每隊上場球員不可多於  (A)9  (B)10  (C)11  (D)12 人。 

(A)51.足球比賽時，每隊上場球員不可少於  (A)7  (B)8  (C)9  (D)10 人。 

(B)52.足球比賽上、下半場時間各為  (A)40 分鐘  (B)45 分鐘  (C)50 分鐘 (D)60 分鐘。 

(D)53.足球比賽中，球員有何項犯規行為時，應判由對方罰一直接自由球？ (A)拉住對方球員 (B)故意用手觸球   

      (C)向對方球員吐口水 (D)以上皆是。 

(D)54.足球比賽場地應為  (A)梯形 (B)正方形  (C)三角形  (D)長方形。 

 

桌球篇： 

(A)55.桌球比賽時，每一球員每發幾球即應換人發球？  (A)2 次  (B)5 次  (C)10 次  (D)不限。 

(B)56.桌球比賽中，當打到 Deuce時，要連贏幾分才算贏得該局或盤？  (A)1 分  (B)2 分  (C)3 分  (D)4 分。 

(A)57.桌球比賽中，當打到 Deuce時，雙方球員發球應各發  (A)1 球  (B)2 球  (C)3 球 (D)4 球。 

(A)58.桌球發球時，應以手將球接近垂直向上拋起，至少離非執拍手 (A)16  (B)10  (C)5 (D)8  公分。 

(C)59.桌球發球觸網且落入有效區時，應判  (A)有效球 (B)失分  (C)重發 (D)得分。 

(D)60.桌球比賽，發球規則何者為是？  (A)垂直上拋 16 公分 (B)須等下降時才能擊球  (C)擊球點應在求桌端線後方  

      (D)以上皆是。 

(B)61.桌球發球時，若接發球員尚未準備接球，此時應判  (A)得分  (B)重發  (C)警告一次 (D)失分。 



(B)62.桌球比賽時，雙方球員 (A)皆可越網擊球 (B)皆不可越網擊球  (C)發球方可以越網擊球 (D) 以上皆非。 

(C)63.桌球單打比賽，發球方應先從那一邊場區發球？ (A)左邊  (B)右邊  (C)皆可 (D) 沒有規定。 

(D)64.桌球比賽發球規則，下列何者為是？  (A)球置於手掌新讓對手看到球體 (B)不可喊聲或大聲踱步  (C)遵從裁 

      判指示後發球 (D)以上皆是。 

(C)65.當桌球比賽雙方比分 10:10平手時，稱為 (A)Game  (B)Love  (C)Deuce  (D)Ball。 

(A)66.當桌球比賽雙方比分 10:10平手時，每人應輪發  (A)1  (B)2  (C)3  (D)4 次球。 

(D)67.桌球比賽時，發球觸及球網，球落入有效區域得重新發球，最多可重發幾次？ (A)1 次  (B)5 次  (C)10 次 (D) 

      不限定。 

 

棒球篇： 

(A)68.棒球比賽時，若打擊者擊出界外球，則記為 (A)一好球 (B)一壞球 (C)一出局 (D)不算好壞球。 

(B)69.下列那一個顏色的壘球手套，比賽時禁止使用 (A)橘色 (B)白色  (C)黑色 (D)紅色。 

(A)70.棒球比賽投手投出幾壞球，須保送打擊者上一壘 (A)4  (B)2  (C)3  (D)5。 

(A)71.慢速壘球比賽時，跑壘員何時才可離壘？ (A)打擊者擊中球時 (B)投手投出球時  (C)捕手接住球時 (D)球擊出 

      落地後。 

(A)72.棒球每場正式比賽有幾局？ (A)9 局 (B)8 局 (C)7 局 (D)6 局。 

(B)73.棒球比賽，進攻隊每次由一名擊球員上場打擊，直到 (A)2 人 (B)3 人 (C)4 人 (D)5 人  出局為止。 

(C)74.棒球比賽場地是以什麼形狀所構成？ (A)菱形 (B)方形 (C)扇形 (D)圓形。 

 

網球篇： 

(A)75.下列那一項運動項目是屬於分、(局)及盤來決定勝負？ (A)網球 (B)足球  (C)籃球 (D)高爾夫球。 

(B)76.網球比賽的 0分應如何呼叫？ (A)0  (B)Love  (C)Zero 。 

(B)77.網球比賽若贏一球，則記得分為 (A)10  (B)15  (C)30。 

(C)78.國際的網球比賽，正是用球是什麼顏色？  (A)藍色 (B)綠色 (C)黃色 (D)白色。 

(B)79.網球四大公開賽下列何者為非？  (A)法國公開賽 (B)中國公開賽 (C)美國公開賽 (D)澳洲公開賽。 

(B)80.網球運動起源於下列哪一個國家？  (A)美國 (B)法國  (C)英國 (D)臺灣。 

(A)81.網球比賽時(非發球狀態)，若球觸網落入有效區域時，應判 (A)繼續比賽 (B)重新發球  (C)攻方輸分。 

(B)82.網球比賽中，當打到 Deuce時，要連贏幾分才算贏得該局或盤？ (A)1 分 (B)2 分 (C)3 分。 

(A)83.網球發球時，雙足應 (A)立於端線後方，中央標誌與邊線之間 (B)從遠處助跑發球  (C)於端線上或場內 (D)在 

      邊線外。 

 

游泳篇： 

(A)84.游泳時因雙臂動作像蝴蝶飛舞而得名的是 (A)蝶泳 (B)捷泳 (C)蛙泳 (D)仰泳。 

(C)85.游泳比賽時，跳水出發入水潛泳不得超過 (A)5 公尺 (B)10 公尺 (C)15 公尺 (D)20 公尺。 

(A)86.比賽時不使用跳水方式出發的為 (A)仰式 (B)自由式  (C)蛙式 (D)蝶式。 

(C)87.游泳團體混合是接力項目，出發順序為 (A)蝶仰蛙自 (B)仰蛙自蝶  (C)仰蛙蝶自 (D)蛙仰蝶自。 

(A)88.游泳個人混合式，四種泳式出發順序為 (A)蝶仰蛙自 (B)仰蛙自蝶  (C)仰蛙蝶自 (D)蛙仰蝶自。 

(B)89.仰泳比賽，出發後在水中做仰潛，最慢要在多遠處露出水面？ (A)20 公尺 (B)15 公尺 (C)30 公尺 (D)25 公尺。 

(C)90.游泳過程中拉分道線，將被判 (A)違例 (B)加時 (C)犯規 (D)警告。 

(C)91.游泳比賽中，選手越過水道或妨礙他人時，應 (A)繼續比賽 (B)給予警告 (C)取消資格 (D)加時。 

 

運動傷害篇： 



(D)92.打籃球時不小心手指挫傷(俗稱吃蘿蔔)，該如何處理？ (A)忍痛，等它自然好 (B)剛受傷立即壓揉傷患處 (C) 

       繼續運動，不管它(D)馬上冰敷，嚴重應送醫治療。 

(B)93.當腳扭傷運動傷害發生時，最應先做什麼處理？ (A)不理會 (B)冰敷 (C)熱敷 (D)快速反方向扭回來 。 

(B)94.當運動傷害後從事冰敷時，每次應冰敷多久時間為佳？ (A)5 分鐘 (B)10 分鐘 (C)30 分鐘 (D)越久越好 。 

 

體適能篇： 

(B)95.下列何者為最大心跳率的計算方式？ (A)220-實際體重 (B)220-實際年齡 (C)220+實際體重 (D)220+實際年齡 。 

(A)96.有氧運動為促進心肺功能的方式之一，下列何者不屬於有氧運動？ (A)衝刺跑一百公尺 (B)游泳 30 分鐘 (C) 

     跳繩 10 分鐘 (D)騎 30 分鐘腳踏車。 

(B)97.為了達到運動的有效性，在選擇運動時應考量 (A)小肌肉的全身運動 (B)持續性的運動  (C)不可自行調整的 

      運動強度 (D)身體狀況不好也要運動。 

(B)98.所謂身體組成指的是每個人身體脂肪的 (A)結構 (B)百分比 (C)成長 (D)大小。 

(B)99.伸展運動是增進什麼的有效運動方式？ (A)肌耐力 (B)柔軟度 (C)爆發力 (D)肌力。 

(D)100.運動計畫的擬定必須涵蓋 (A)運動型態 (B)運動強度  (C)運動時間 (D) 以上皆是。 

(D)101.有效率的有氧運動必須具備 (A)大肌肉的全身運動 (B)持續性的運動  (C)低強度 (D) 以上皆是。 

(C)102.何者不在體適能測量範圍內？ (A)柔軟度測量 (B)心肺耐力的測量  (C)競走時間測量 (D) 肌耐力的測量。 

(D)103.運動計畫的擬定必須涵蓋 (A)運動型態 (B)運動強度  (C)運動時間 (D) 以上皆是。 

(D)104.有效率的有氧運動必須具備 (A)大肌肉的全身運動 (B)持續性的運動  (C)低強度 (D) 以上皆是。 

(A)105.慢跑屬於哪一種類型運動？ (A)有氧運動 (B)無氧運動  (C)肌力運動 (D) 重量運動。 

 

常識篇/時事篇：  

(D)106.曾文農工的操場一圈是幾公尺？ (A)150 (B)200 (C)250 (D)300 公尺。 

(D)107.瘋靡全球的世界盃足球賽是每幾年舉辦一次？ (A)每年皆舉辦 (B)兩年 (C)三年 (D)四年 。 

(D)108.運動員崇尚的運動殿堂-奧運比賽是每幾年舉辦一次？ (A)每年皆舉辦 (B)兩年 (C)三年 (D)四年 。 

(C)109.下列何人是國內著名網球選手？ (A)戴資穎 (B)曾雅妮 (C)詹詠然 (D)陳詩欣。 

(A)110.下列何人是國內著名羽球選手？ (A)戴資穎 (B)曾雅妮 (C)詹詠然 (D)陳詩欣。 

(C)111.我國教育部頒布體育節為國曆幾月幾日？ (A)6月 6日 (B)7月 7日 (C)9月 9日  (D)10月 10日。 

(D)112.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於台灣哪一個城市舉辦？ (A)高雄 (B)台南 (C)台中  (D)台北。 

(B)113.台裔籃球選手林書豪目前效力於 NBA哪一隊？ (A)勇士隊 (B)老鷹隊 (C)湖人隊  (D)爵士隊。 

(A)114.MLB是什麼運動職業賽的縮稱？ (A)美國職棒 (B)美國職籃 (C)美國職業足球  (D)美國職業曲棍球。 

(A)115.下列哪一運動項目非曾文農工校代表隊？ (A)羽球 (B)排球 (C)國術  (D)跆拳道。 

(A)116.周天成為我國著名的哪一運動項目選手？ (A)羽球 (B)排球 (C)田徑  (D)桌球。 

(C)117.楊俊瀚為我國著名的哪一運動項目選手？ (A)羽球 (B)排球 (C)田徑  (D)桌球。 

(D)118.有我國田徑最速男之稱的運動員為？ (A)周天成 (B)盧彥勳 (C)鄭兆村  (D)楊俊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