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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5學年度第二學期嘉華中學(高中部)體育科考試題庫 
一、單一選擇題 

(Ｄ)01.0關於接力賽跑的規則，下列何者正確？ 

(Ａ)在接力區域前就可先接棒 (Ｂ)傳棒者未將棒子順利交出而掉棒時，視為犯規 (Ｃ

)掉棒時不可由傳棒者去撿棒子，接棒者才可撿 (Ｄ)第一棒選手握接力棒；準備起跑時

，棒子超出起跑線的部分不可觸及地面。 

(Ｄ)02.0排球運動中，低手傳球常常使用在下列何種情況？ 

(Ａ)發球時 (Ｂ)扣球時 (Ｃ)攻擊時 (Ｄ)接發球或扣球時。 

(Ｂ)03.0如圖，哪個選項是籃板上最容易投進球的反彈點？ 

(Ａ)丁處的角為圓心，15 公分半徑的四分之一圓區域 (Ｂ)甲處的角為圓心，10 公分半

徑的四分之一圓區域 (Ｃ)乙處的角為圓心，10 公分半徑的四分之一圓區域 (Ｄ)丙處

的角為圓心，15 公分半徑的四分之一圓區域 

 

 (Ｃ)04.0「當所愛的人有困難時，能提供協助」這是佛洛姆認為的哪一項「愛的特質」？ 

(Ａ)奉獻 (Ｂ)犧牲 (Ｃ)責任 (Ｄ)了解。 

 (Ａ)05.0以下有關扣球時手腕下壓角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是根據與球網的距離遠近及扣球力量大小而決定 (Ｂ)當擊球點離球網愈遠，則手

腕下壓角度愈大 (Ｃ)當擊球點離球網愈近，則手腕下壓角度愈小 (Ｄ)當擊球點離球

網愈近，則手腕下壓動作要更慢才能將球有效擊入對方。 

 (Ｂ)06.0在正規的排球比賽中，一隊上場的球員應有幾人？ 

(Ａ) 5 人 (Ｂ) 6 人 (Ｃ) 10 人 (Ｄ) 8 人。 

 (Ａ)07.0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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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08.0下列何種動作在排球規則中是攻擊無效的？ 

(Ａ)自由防守球員衝至前區，以低手傳球給隊友攻擊 (Ｂ)攻擊落地後，選手的手順勢

觸到網 (Ｃ)扣球時，起跳太早，扣擊落空但球被頭頂過去 (Ｄ)選手攻擊後落地，腳

掌
3

1
超越中線。 

 (Ｃ)09.0擦板投籃的進球率要高，是要瞄準籃板上的哪一個地方？ 

(Ａ)紅長方形的正中間 (Ｂ)紅長方形的下緣邊線 (Ｃ)紅長方形的右上角 (Ｄ)紅長

方形的左下角。 

 (Ｂ)10.0足球比賽中最基本的戰略是和隊友迅速成為什麼形狀？ 

(Ａ)一直線 (Ｂ)三角形 (Ｃ)四邊形 (Ｄ)圓形。 

 (Ｄ)11.0投出籃球後要注意下列哪一個事項？ 

(Ａ)身體要往右邊傾斜 (Ｂ)球的飛行軌跡要低於籃框 (Ｃ)球的飛行形式要保持直線 

(Ｄ)雙手手腕要下壓。 

 (Ａ)12.0請問在足球比賽中，下列何種狀況頇判「間接自由球」？ 

(Ａ)守門員在禁區內拖延時間 (Ｂ)向對方球員吐口水 (Ｃ)蓄意毆打對方球員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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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絆倒對方球員。 

 (Ａ)13.0下列何者是最快速的一種起跑方式？ 

(Ａ)蹲踞式起跑 (Ｂ)站立式起跑 (Ｃ)坐姿起跑 (Ｄ)俯臥起跑。 

 (Ｂ)14.0有關排球低手傳球的要領，下列何者正確？ 

(Ａ)預備時雙腳應併攏 (Ｂ)預備時雙腳彎曲成半蹲狀，身體重心微前傾 (Ｃ)擊球時

，手腕下壓使手臂彎曲 (Ｄ)擊球時，身體重心保持不變。 

 (Ａ)15.0籃球運動的發明者是誰？ 

(Ａ)奈‧史密斯 (Ｂ)比爾‧丹尼 (Ｃ)麥可‧喬丹 (Ｄ)喬‧約翰。 

 (Ｃ)16.0一般扣球的助跑時機是在什麼時候？ 

(Ａ)舉球員欲傳球的瞬間 (Ｂ)舉球員傳球前 (Ｃ)舉球員傳球後 (Ｄ)扣球時。 

 (Ｄ)17.0以下何種情況屬於「攔網犯規」？ 

(Ａ)球員在標竿的外側，越過球往觸球 (Ｂ)球因攔網而出界 (Ｃ)攔截對方球員的發

球 (Ｄ)以上皆是。 

 (Ａ)18.0家庭中成員經常爭吵、衝突的原因，下列何者為非？ 

(Ａ)家庭是單親或不完全者 (Ｂ)為了家事分配不均，彼此推託 (Ｃ)青春期青少年，

與父母關係漸行漸遠，轉而投向同儕的懷抱 (Ｄ)沒有讓各自的感受，恰當地讓對方知

道。 

 (Ａ)19.0下列哪一種發球方式較具侵略性、攻擊性的？ 

(Ａ)跳躍發球 (Ｂ)低手發球 (Ｃ)高手發球 (Ｄ)胸前發球。 

 (Ｂ)20.0有關足球各位置的職責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後衛：攻擊進球得分 (Ｂ)中鋒：可截斷球轉守為攻 (Ｃ)前鋒：破壞、瓦解攻擊

者的攻勢 (Ｄ)守門員：防守的第二道防線。 

 (Ｂ)21.0對於沒事先告知而晚歸的建志，哪一種父母的說法，較能讓他接受而改進？ 

(Ａ)你去哪裡？怎麼這麼晚？乾脆別回家了 (Ｂ)你太晚回家囉！父母家人都會擔心，

下次晚歸要先打個電話回家告知 (Ｃ)你又跟志強出去了對不對？就跟你說他不是好學

生，成績又爛，下次又跟他出去，就不准你放學後外出 (Ｄ)現在治安這麼差，你一個

小孩子這麼晚回家，想被綁架啊。 

 (Ｄ)22.0排球的高手發球動作，要注意下列哪一個事項？ 

(Ａ)拋球時球不可高過肩膀 (Ｂ)雙腳要左右開立 (Ｃ)彎曲手臂、用拳頭擊球 (Ｄ)

擊球的中下部。 

 (Ｃ)23.0在足球射門時，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球在頭的下方且眼睛要盯著足球 (Ｂ)踢球之腳踝頇固定 (Ｃ)射球後，要馬上停

止住腳部動作 (Ｄ)射球後，踢球腳要有順勢動作。 

 (Ｄ)24.0在 100 公尺短跑的比賽中，何時才可以減速？ 

(Ａ)起跑時 (Ｂ)跑到 50 公尺處 (Ｃ)終點線前 (Ｄ)做完壓線動作。 

 (Ｂ)25.0關於蹲踞式起跑的動作及規則，下列何者正確？ 

(Ａ)頭不可以超過起跑線 (Ｂ)鳴槍前先起跑者，取消其比賽資格 (Ｃ)起跑出發時，

雙手同時用力蹬出 (Ｄ)起跑瞬間要抬頭，以增加前進力。 

 (Ｄ)26.0下列哪一個方法無法增進接力賽跑的成績？ 

(Ａ)訓練跑者的速度 (Ｂ)隊員間隨時練習及討論 (Ｃ)練習傳接棒動作 (Ｄ)練習時

採個別訓練的方式。 

 (Ｃ)27.0「和自己喜歡的對象交朋友」這個行為在國中階段適不適合，為什麼？ 

(Ａ)不適合，國中階段應該專注於課業，不可分心這方面 (Ｂ)不適合，等上大學以後

，會有比現在更好的對象出現 (Ｃ)適合，結交朋友是一種正常的社會關係，可以學習

如何和朋友建立良好的友誼關係 (Ｄ)適合，成為朋友之後，才能進一步談戀愛，早點

學習男女情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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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Ａ)28.0(甲)持球行進；(乙)跨步；(丙)跳籃，跨步上籃的正確動作順序是為下列何者？ 

(Ａ)甲乙丙 (Ｂ)乙甲丙 (Ｃ)甲丙乙 (Ｄ)乙丙甲。 

 (Ｂ)29.0下列有關青春期心理現象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要求能獨立思考問題 (Ｂ)對同性開始產生好奇 (Ｃ)情緒容易不穩定 (Ｄ)喜歡

跟朋友相處甚於父母。 

 (Ａ)30.0請問哪一種發球的飛行時間短，使對方來不及反應而造成失誤？ 

(Ａ)高手發球 (Ｂ)胸前發球 (Ｃ)低手發球 (Ｄ)跳躍發球。 

 (Ｄ)3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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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32.0在防止對方進攻的過程中，對於掩護者的動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雙腳膝關節放鬆，有利於活動 (Ｂ)出奇不意將手臂推出，碰觸進攻者，做有效防

守 (Ｃ)掩護者可將雙手交叉於小腹下方 (Ｄ)掩護者可將雙手交叉於胸前。 

 (Ｃ)33.0籃球比賽時，哪些時候是用快攻？(甲)端線發球之後；(乙)抄截之後；(丙)第一次罰球

之後；(丁)對方犯規；(戊)防守籃板之後。 

(Ａ)甲乙丙 (Ｂ)乙丁戊 (Ｃ)甲乙戊 (Ｄ)乙丙丁。 

 (Ａ)34.0宜君覺得籃球校隊的某個學長打球很帥，很喜歡他，雖然學長根本不認識她，宜君仍然

每場練習和比賽都賣力的在場邊為他加油，你覺得她對學長的這種感情是？ 

(Ａ)是崇拜 (Ｂ)是戀愛 (Ｃ)是單戀 (Ｄ)是友情。 

 (Ａ)3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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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Ｃ)36.0短距離徑賽到最後的「壓線」動作，是以身體哪一部分到達終點線之垂直面為判定依據

？ 

(Ａ)頭部 (Ｂ)頸部 (Ｃ)軀幹 (Ｄ)四肢。 

 (Ａ)37.0下列何者為籃球比賽中「反守為攻」的時刻？ 

(Ａ)搶得防守籃板球 (Ｂ)投三分線未進 (Ｃ)搶得進攻籃板球 (Ｄ)我方進球。 

 (Ｂ)38.0下列關於空中截球的動作之敘述，何者錯誤？ 

(Ａ)若攔網者身材較矮，可用後仰手腕的方法，將球擋高 (Ｂ)雙手間的距離要大於球

的直徑，以方便攔下球 (Ｃ)攔網時手掌朝下，手指微內屈，成為一勺狀 (Ｄ)手觸球

瞬間，雙手儘量向上伸直，手腕則用力下壓，蓋住球的前上方。 

 (Ｃ)39.0排球中若使用「定位防守」是指將全隊中防守最佳的球員，於接發球後換到幾號位置？ 

(Ａ) 4 號 (Ｂ) 5 號 (Ｃ) 6 號 (Ｄ) 1 號。 

 (Ａ)40.0快攻扣球的助跑時機是在什麼時候？ 

(Ａ)舉球員欲傳球的瞬間 (Ｂ)舉球員傳球前 (Ｃ)舉球員傳球後 (Ｄ)扣球時。 

 (Ｃ)41.0一般而言，排球扣球時助跑方向是採取哪一項？ 

(Ａ)與網成 90°助跑 (Ｂ)與網成 60°助跑 (Ｃ)與網成 45°助跑 (Ｄ)與網成 30°助跑

。 

 (Ａ)42.0投籃動作中，哪項動作是不適當的？ 

(Ａ)預備時雙腿與膝蓋打直 (Ｂ)持球時手臂不能擋住眼睛 (Ｃ)出手後手腕要下壓 (

Ｄ)持球時手肘對準籃框。 

 (Ｄ)43.0下列何者屬於籃球規則中的犯規動作？ 

(Ａ)籃下三秒鐘 (Ｂ)投籃時中樞腳離地後再行著地 (Ｃ)帶球走 (Ｄ)阻擋。 

 (Ａ)44.0有關排球比賽中「4－2隊形」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該隊形有利於攻擊時的變化 (Ｂ)「4」指的是分為四位扣球員 (Ｃ)「2」指的是

兩位舉球員 (Ｄ)每個輪轉都會有一個舉球員和兩個扣球員在前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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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45.0如圖，以下稱為排球比賽中的何種隊形？ 

(Ａ) 6－2 隊形 (Ｂ) 4－2 隊形 (Ｃ) 2－6 隊形 (Ｄ) 2－4 隊形。 

 

 (Ｂ)46.0有關排球「5－1 隊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該隊形是最常用的隊形配置 (Ｂ)舉球員在後排，需經常的變換位置才能完成任務 

(Ｃ)「5」指的是五位舉球員 (Ｄ)「1」指的是一位扣球員。 

 (Ｄ)47.0關於籃板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進攻隊搶本隊投籃未中的球稱為「搶進攻籃板」 (Ｂ)防守隊搶對方投籃未投中的

球，稱為「搶防守籃板」 (Ｃ)雙方爭搶投籃不中從籃板或籃圈反彈出來的球，稱為「

搶籃板球」 (Ｄ)搶到防守籃板，可以增加投籃得分的機會。 

 (Ａ)48.0有關籃球裁判判決時的手勢，下列何者錯誤？ 

(Ａ)判決手勢動作可分為四個步驟 (Ｂ)第二個手勢是在表示違法的項目為何 (Ｃ)第

三個手勢是判決如何處罰 (Ｄ)可由第一個手勢來判斷是違例或犯規。 

 (Ｂ)49.0每一隊在獲得控球權之後，必頇在幾秒內出手投籃？ 

(Ａ) 10 秒 (Ｂ) 24 秒 (Ｃ) 3 秒 (Ｄ) 5 秒。 

 (Ｂ)50.0在籃球比賽中，若裁判吹哨雙手插腰，即表示下列何種狀況發生？ 

(Ａ)推人 (Ｂ)阻擋犯規 (Ｃ)暫停 (Ｄ)拉人犯規。 

 (Ｂ)51.0下列何種情況屬於籃球規則中的「違例」？ 

(Ａ)拉人 (Ｂ)故意腳踢球 (Ｃ)阻擋 (Ｄ)手部不合法動作。 

 (Ａ)52.0在籃球比賽中，爭搶籃板球是誰的責任？ 

(Ａ)每一個隊員 (Ｂ)前鋒 (Ｃ)後衛 (Ｄ)中鋒。 

 (Ｃ)53.0下列何種情況屬於籃球規則中的「犯規」？ 

(Ａ)拉跳球 (Ｂ)兩次運球 (Ｃ)帶球撞人 (Ｄ)帶球走。 

 (Ｂ)54.0有關排球比賽中輪轉位置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位置輪轉錯誤均視同違例，立刻換成對方得分並取得發球權 (Ｂ)發球隊輪轉錯誤

期間所得的分數，無論是我方或對方一律不算 (Ｃ)每局的輪轉次序必頇遵守至該局終

了 (Ｄ)輪轉位置是按順時鐘方向輪轉一個位置。 

 (Ｃ)55.0如圖中排球員的位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強攻者最好在 2 或 4 號位置 (Ｂ)輔助攻擊者在 3 號位置 (Ｃ) 3 號位置的防守範

圍最廣 (Ｄ)防守能力最強的球員固定換到 6 號。 

 
 (Ｂ)56.0一般排球攔網的移動步法中，何種方式需運用到「躍起」與「轉身」動作？ 

(Ａ)側步 (Ｂ)跑步 (Ｃ)交叉步 (Ｄ)滑步。 

 (Ａ)57.0有關排球攔網技術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是封鎖敵人扣球的最佳技術 (Ｂ)多人攔網動作是比賽時球隊攔網的基礎 (Ｃ)攔

網時，應比扣球的對手提早起跳 (Ｄ)後排球員可上前支援攔網。 

 (Ｄ)58.0排球賽中，多人攔網，應避免出現下列哪種狀況？ 

(Ａ)起跳時間不統一 (Ｂ)起跳高度不統一 (Ｃ)雙手寬度不一樣 (Ｄ)爭搶攔球位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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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59.0攔網成功落地後，哪個狀況是屬於違規動作？ 

(Ａ)單腳的整個腳掌超過中線 (Ｂ)雙腳的腳掌前方踩在中線上 (Ｃ)只有雙膝超過中

線 (Ｄ)單腳的腳掌前方踩在中線上。 

 (Ｃ)60.0關於網球攔網動作的步驟，下列何者正確？(甲)移動起跳(乙)落地動作(丙)預備動作(

丁)空中截球。 

(Ａ)甲丁丙乙 (Ｂ)丁甲乙丙 (Ｃ)丙甲丁乙 (Ｄ)丙丁甲乙。 

 (Ｂ)61.0關於攔網的預備動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準備時雙膝稍屈 (Ｂ)雙腳張開程度要比肩寬 (Ｃ)人要距球網約 40～50 公分 (

Ｄ)雙臂置於體側，自然屈肘。 

 (Ｂ)62.0以下關於攔網時的移動之敘述，何者正確？ 

(Ａ)練習移位時，為避免觸網，雙手應置於腰後 (Ｂ)交叉步適合用於攻擊點距離攔網

移位較遠時 (Ｃ)攻擊點距離攔網防守者較近時適合使用跑步 (Ｄ)側步與滑步適合於

攻擊點距離攔網移位較遠時使用。 

 (Ｄ)63.0關於攔網的起跳動作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重心降低 (Ｂ)雙膝屈曲蹬地 (Ｃ)雙手直接向上伸臂 (Ｄ)身體傾斜往前起跳。 

 (Ａ)64.0下列有關「一二二」籃球進攻戰術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控球者在「高位」控球 (Ｂ)是最基本、簡單的進攻方式 (Ｃ)兩位隊友站在三分

線外圍的「低位」位置 (Ｄ)兩位隊友站在三分線外圍的「高位」位置。 

 (Ａ)65.0下列何者不是防守犯規動作？ 

(Ａ)帶球撞人 (Ｂ)背後非法防衛 (Ｃ)拉人 (Ｄ)打手。 

 (Ｃ)66.0籃球防守的基本動作，兩手最好要擺在哪個地方？ 

(Ａ)一手在下、一手在上 (Ｂ)一手在下、一手在側 (Ｃ)一手在上、一手在側 (Ｄ)

兩手各在側。 

 (Ａ)67.0阿凱正在進行籃球防守，下列哪一個不是他應注意的事項？ 

(Ａ)固定在某個位置防守 (Ｂ)敏銳觀察場上對手動靜 (Ｃ)預先判斷對手的進攻球員

將如何前進 (Ｄ)先阻擋在對手的進攻路線上。 

 (Ｃ)68.0持球的球員推或撞擊對手的軀幹是常見的哪一種犯規？ 

(Ａ)阻擋犯規 (Ｂ)拉人 (Ｃ)帶球撞人 (Ｄ)背後非法防衛。 

 (Ｂ)69.0請問下列何者為非法的籃球防守方式？ 

(Ａ)橫向掩護 (Ｂ)拉人 (Ｃ)帶球撞人 (Ｄ)向下掩護。 

 (Ｂ)70.0下列何者是正當的進攻掩護？ 

(Ａ)阻擋犯規 (Ｂ)向下掩護 (Ｃ)手臂推出 (Ｄ)帶球撞人。 

 (Ｃ)71.0防守球員與對手發生身體接觸，因而妨礙對手行動的自由，指的是下列哪一項？ 

(Ａ)阻擋犯規 (Ｂ)運球過人 (Ｃ)拉人 (Ｄ)帶球撞人。 

 (Ｃ)72.0下列足球戰術中何者不適用於攻擊？ 

(Ａ)定位球戰術 (Ｂ)邊路進攻戰術 (Ｃ)越位戰術 (Ｄ)中路進攻戰術。 

 (Ｂ)73.0依圖標示 A 為攻擊方，B 為守備方，請問何種傳球為「越位」？ 

 

(Ａ) 8 號傳球給 9 號 (Ｂ) 8 號傳球給 6 號 (Ｃ) 8 號直接射門入球門 (Ｄ) 8 號直接

射門被 1 號擋出來後，6 號再射入球門。 

 (Ａ)74.0在足球比賽中，擲界外球時球員站在邊線外後，如何將球傳給隊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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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雙手持球從頭後經頭頂擲出 (Ｂ)使用腳內側將球傳出 (Ｃ)用頭將球頂出 (Ｄ)

不限任何形式、姿勢皆可。 

 (Ａ)75.0足球場上，哪位裁判擁有最大權力，且持有哨子、紅牌、黃牌，可懲罰球員及推翻其它

裁判的判決？ 

(Ａ)場內裁判 (Ｂ)場邊助理裁判 (Ｃ)廣播裁判 (Ｄ)第三助理裁判。 

 (Ｄ)76.0「五三二」的足球隊形是依不同位置球員數而命名的，其位置「五三二」依序是哪些球

員？ 

(Ａ)前鋒、中鋒、後衛 (Ｂ)中鋒、前鋒、後衛 (Ｃ)後衛、前鋒、中鋒 (Ｄ)後衛、

中鋒、前鋒。 

 (Ｃ)77.0足球比賽中有關隊形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Ａ)「四二四」是強調進攻的隊形 (Ｂ)「五三二」強調防守的隊形 (Ｃ)若採取「四

二四」隊形，則需維持 10 分鐘後才能變動 (Ｄ)隊形可依最佳攻擊或防守，隨時調整隊

形。 

 (Ｄ)78.0為訓練足球運動的球感與動作，可利用何種練習呢？(甲)腳內側互踢；(乙)腳背踢球；

(丙)單腳將球上挑；(丁)大腿碰球；(戊)手臂擊球。 

(Ａ)甲乙丙丁戊 (Ｂ)甲乙丁戊 (Ｃ)乙丙丁戊 (Ｄ)甲乙丙丁。 

 (Ｃ)79.0足球比賽為能充分發揮個人與集體特長，取得勝利，所採用的三大部分戰術，不包含下

列哪一項？ 

(Ａ)進攻戰術 (Ｂ)比賽隊形 (Ｃ)明星選手 (Ｄ)防守戰術。 

 (Ｂ)80.02010 年的世界盃足球賽即將在哪個國家舉辦？ 

(Ａ)中國 (Ｂ)南非 (Ｃ)巴西 (Ｄ)英國。 

 

 

 

二、題組 

01.請依如圖所示，填入適當代號。 

(Ａ)違例 (Ｂ)犯規 

(１)(甲)圖裁判手勢應為（ (Ａ) ）。 

(２)(乙)圖裁判手勢應為（ (Ｂ) ）。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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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附圖是排球攔網時常用的某種移動步法，請據此回答各小題是正確或錯誤的敘述： 

 
（╳）(１)這種移動步法稱為「滑步」。 

（○）(２)適合用在攻擊點距離攔網者稍遠時。 

（○）(３)可保持邊移動時身體正面是面對排球網的。 

（╳）(４)多半採取這個方式來作為攔網起跳前的助跑。 

（╳）(５)滑步跟這個步法動作一樣，只是滑步的橫移步伐較大一些。 

答案：(１)╳；(２)○；(３)○；(４)╳；(５)╳ 

難易度：中 

03.請根據不同的情況，選擇適合的排球攔網動作： 

(Ａ)  (Ｂ)  (Ｃ)  

(Ｃ) (１)攔網者身材較矮時，可採用此方式將球擋高，以減低對方的扣擊力量 

(Ａ) (２)為防止對方利用扣球讓攔網者觸手出界，可用此方式盡力將對方的扣球攔至對方場內 

(Ｂ) (３)如要攔截對方離球網較遠的扣球時，可用這種方式以提高攔網點。 

04.NBA 裡有句名言：「好的進攻可以幫你贏得一場比賽，但好的防守則會幫球隊贏得冠軍」。

請判斷下列各題的敘述，填入適當的代號： 

(Ａ)二三區域聯防 (Ｂ)三二區域聯防 (Ｃ)一二二進攻戰術 (Ｄ)側面防守 (Ｅ)正面防

守 

(Ｄ) (１)防守球員利用防守姿勢，將運球員逼迫至（慣用手方向）底線，縮小進攻路線。 

(Ｃ) (２)此項戰術的站位是控球者在中間控球，隊友分別站在三分線外圍的「低位」和「高位

」位置。 

(Ｂ) (３)進攻隊伍若是以外線的投籃為主，應採取此項策略來防堵。 

(Ｅ) (４)防守球員與進攻球員面對面，針對運球員慣用手做防守。 

(Ａ) (５)如果進攻球員打進禁區內的攻勢較多，可採取此種策略來防守。 

三、填充題 

01.排球發球動作包含【 拋球 】與【 擊球 】，【 拋球 】動作的好壞影響著是否能正確

擊球。 

02.排球比賽中，【 4－2 】隊形是最常用的比賽隊形；而採取【 5－1 】隊形配置的優點是

增加了進攻的變化。 

03.單人的攔網動作是攔網的基礎，可分為【預備動作】、【移動起跳動作】、【空中截球動作】

和【落地動作】等四部分。 

04.搶籃板球可使用【移位】、【轉身】來取得最佳搶球位置。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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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籃球防守通常分為兩大類：【盯人防守】和【區域聯防】。 

06.各項用動做進攻跑位時，速度及方向改變不定且變化大，易造成【腳踝】及【膝關節】扭傷，

所以做練習前，要先做足夠的熱身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