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
英文試題
Part I. 綜合測驗 (17 題，每題三分，共 51 分)
1. Before moving into the new apartment, we’ll get all the walls _____.
(A. paint B. painted C. to paint D. will be painted)
2. As soon as a position _____ available, the Human Resources office will notify you.
(A. is becoming

B. will become

C. would become

D. becomes)

3. Admittance to the special performance is _____ to members of the club and their guests.
(A. conscripted

B. restricted

C. denied

D. released)

4. All visitors to the zoo are kindly requested to refrain _____ feeding the animals.
(A. from B. with

C. to

D. of)

5. The new office building is being constructed in the _____ 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of
New York. (A. erectable B. desirable

C. permissible

D. seasonable)

6. I am calling on behalf of the bank to remind you about a payment that has been long
_____. (A. extensive B. comprehensive C. overdue D. unpunctual)
7. Part-time employees will be compensated on a weekly basis, _____ is the norm for
workers doing 20 hours per week. (A. who

B. which

C. whose

D. what)

8. All of the firm’s shareholders will be _____ at the local Italian restaurant tonight to
celebrate the recently won case.

(A. dining

B. dine

C. diner

D. to dine)

9. Customer service is improved _____ seminars and workshops run by the sales
department.

(A. along

B. about

C. through

D. from)

10. If our product doesn’t work properly, we will _____ it with a new one.
(A. fix B. repair C. replace D. refund)
11. The lecturers are expecting a _____ group of participants ranging from fresh college
graduates to working professionals.
(A. diverse B. diversity C. diversely

D. diversify)

12. Only the staff involved in the project are required to _____ the meeting this evening.
(A. participate B. enrol C. attend D.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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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We here at Home Improvement remain _____ to reliable service, quality product, and
long-term trust and dedication.
(A. committing

B. commits

C. commit

D. committed)

14.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_____ the data from my own test.
(A. of

B. on

C. with

D. in)

15. Because AIDS is a _____ public concern, pharmaceutical companies have been
marketing a variety of medications. (A. grow

B.grew

C. growth

D. growing)

16. For _____ hoping to participate in this year’s marathon, an application form has been
made available online to facilitate quick and easy registration.
(A. those B. who C. ones D. them)
17. The department is _____ of providing specialized rescue service.
(A. ability B. capability C. able D. capable)

Part II. 閱讀測驗 (13 題，每題三分，共 39 分)
A. 根據段落內容，選出意思最相近者
From 1:00 PM to 3:00 PM, the prices of children’s books at the King’s Bookstore will
be marked down by as much as 30 to 50 percent!
18

(A) The store is selling all books at marked down prices.
(B) The store will hold a sale on select items.

The community center is giving a free one-time seminar on home finance management
on May 18. Pre-registration is required as there are not enough seats.
19

(A) You need to sign up in advance to attend the seminar.
(B) The seminar is limited to employees only.

Historically, traveling photographers have had to choose between portability and image
quality in their cameras. No more. Point-and-shoot cameras now have tiny optical
zooms, while full-featured cameras are getting smaller and lighter.
20

(A) Traveling photographers can now take quality photos with lighter camer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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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Traveling photographers used to take photos with smaller and lighter cameras.

A new wave of innovation, led by carmakers and automotive-tech companies, is
transforming the driving experience. Thanks largely to on-board computers, our
vehicles are becoming smarter, nimbler, safer and more fun.

21

(A) New features in cars are invented by car manufactures.
(B) Creative design of cars is made possible by computer technology.

People wait in long lines and even camp out to get their hands on new Apple devices as
soon as they're available. But they drag their feet, sometimes for years, when it comes to
purchasing another piece of technology that could greatly improve their lives: hearing
aids.
22

(A) People are less interested in buying devices that can improve their hearing.
(B) People are eager to get the latest cell phone to improve their lives.

Mark your calendars for Friday, September 6, when a large charity event will be held at
the city’s cultural center. The event is sponsored by Red Spot Consultancy, a marketing
company in Hollywood.
23

(A) A company based in Hollywood has supported Red Spot Consultancy.
(B) Red Spot Consultancy has funded and organized an event.

Employee evaluations are an important tool that can help your employees stay on course
and make adjustments for improvement. Regular one-on-one discussions should be
conducted between the immediate supervisor and the employee being evaluated.
24

(A) Regular feedback improv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pervisor and subordinate.
(B) Assessment of the staff’s work encourages improvement in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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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根據文章內容，選出正確答案
Questions 25~27
Thailand's Tourism Authority has launched an Extreme Makeover contest, offering
three lucky ladies a chance to win free facial surgery along with a shot at $5,000 and a
luxury vacation.
To enter, you'll have to submit photos showing your face from various angles, along
with a health profile and written explanation of why you so badly covet a makeover.
The judging committee, made up of medical experts and surgeons, will then pick the
three winners. Finalists will be announced on May 7.
You'll have to let all your insecurities play out online through videos and photos
uploaded to the Extreme Makeover website while you're in Thailand for the surgery.
You'll also be subjected to the scrutiny of public voters, who'll ultimately decide
whether you deserve some cash to go with your new face. The contender wi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votes gets the $5,000 and a luxury tour package. The two runners-up
will also get their own luxury tour packages.

25. What has Thailand’s Tourism Authority recently introduced?
(A) A brochure with photos
(B) A contest with prizes
(C) A luxury vacation
(D) A facial surgery
26. What is NOT required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activity?
(A) Photographs
(B) A health report
(C) An autobiography
(D) Reasons for joining the competition
27. What does the winner get?
(A) A luxury vacation home
(B) A trip around the world
(C) Photograp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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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A free surgery
Questions 28~30
Though we're still in the early stages of 2014, it is already proving one of the most
expensive years for the travel industry. According to masFlight, an enterprise software
company that crunches big data for the transport and logistics sectors, January's bizarre
weather patterns have already cost passengers flying into and out of the U.S. $2.5
billion, and airlines between $75m and $150m because of canceled and delayed flights.
"It's not easy for an airline to recoup losses resulting from an aircraft being delayed
or canceled," says Tulinda Larsen, masFlight's vice president of business development.
"The cost of pilots that don't take off, the crew overtime, reimbursing tickets -- those
costs aren't easy to make up.
" For passengers, a plane stuck on the tarmac can cost more than aggravation and the
price of a ticket. Even with a refund, stranded fliers are stuck with the bill for hotel
rooms, taxis, rental cars, food and other unanticipated expenses. "On average, a canceled
flight takes a passenger an additional 18 hours of travel time to get to their destination,"
Larsen explains. "During that time, they're going to incur costs they weren't anticipating,
costs the airlines don't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cover, so that passengers are going to
be out of pocket."
28. What is the main idea of the article?
(A) Too many flights have been delayed or canceled this year.
(B) Flight tickets are getting more and more expensive due to bad weather conditions.
(C) Flight delays due to wild weather cost airline companies a lot of money.
(D) Passengers have to spend more time getting to their destination.
29. How much money does the cancelation of flights cost passengers?
(A) $2.5 billion
(B) $75 million
(C) $150 million
(D) From $75 million to $150 million
30.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covered in the refund given by the airlines?
(A) Food and beverages
(B) Hotel roo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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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Taxis and rental cars
(D) The cost of flight ticket

Part III. 短文寫作 (共 10 分)
Some say that the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o educate leaders in our democracy,
while others say that it is to help students find a passion and even a purpose in life. What
do you think the purpose of higher education is? Please state your opinion in around 50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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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科 答案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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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
體育研究所（自然科學組） 運動生物力學 試題
1.名詞解釋：
（20%；每小題 5%）
a. 被動的不足(passive insufficiency)
b. 殘餘應變(residual strain)
c. 馬格納斯力(Magnus force)
d. 旋轉肌群(rotator cuff)

2.試繪圖簡述一般正常人的步態週期(Gait Cycle)？（20%）
3.請說明量測肌電訊號(Electromyography; EMG)時，使用表面電極片
(surface electrode)及侵入性(indwelling)電極片的優缺點。
（20%）
4.請畫圖並說明形變(deformation)與負荷(load)關係。（20%）
5.請以運動學觀念說明棒球投手投球的六個分期。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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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
體育研究所碩士班（自然科學組） 運動生理學 試題
申論題(總分 100 分)
一、新聞報導臺灣一位健康的 21 歲男大生，暑假期間，單車環島，連續騎車
十多小時，大量飲用礦泉水，傍晚結束騎乘後，出現噁心、頭昏及頭痛
等不適，自覺應該是「中暑」了，再加上尿液不多，便繼續飲用礦泉水。
隨後症狀加劇並開始嘔吐，緊急送醫進入加護病房。為什麼會如此？是
何種症狀？如何預防？ (15 分)
二、國際自行車總會(I.C.U.) 在 Lance Armstrong 與 Oprah 歐普拉訪談中戳破
車神神話前後祭出何種政策以預防 blood doping？為什麼需要如此？( 20
分)
三、在氮氣屋(Nitrogen tent)中睡覺加上平地的訓練計劃是否對選手有意義？
為什麼？ (10 分)
四、有個業餘馬拉松選手自行訂下每天三小時的訓練計劃以準備參加波士頓
馬拉松賽，他選擇三餐吃高蛋白以增加肌力及堅果以補充抗氧化但不吃
澱粉以避免增加體重。結果，第三天時，感覺疲累不堪。為何有此現象？
有何策略預防？ (15 分)
五、請表列說明全世界跑最快的人 Usain Bolt 及極限賽名將林義傑兩者的
Rectus femoris 有何不同？請從結構性、功能性及代謝性三個觀點說明其
所具有不同肌肉特質的差異。(15 分)
六、同樣距離下在走路、慢跑、衝刺三種運動模式裏其所消耗的熱量來源為
脂肪之百分比為何者最高？而其所消耗的熱量來源為脂肪之絕對值何者
最高？為什麼？請繪圖說明。(10 分)
七、解釋名詞及簡答題(15 分)
1. D.O.M.S.
2. H-zone (繪圖說明)
3. cross over concept (繪圖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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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
體育研究所碩士班（人文社會科學組） 運動心理學 試題
一、名詞解釋，每題 3 分，總計 15 分
題號

題目

1

競技與健身運動心理學

2

人格的結構

3

A 型行為的特徵

4

動機的定義

5

焦慮的定義

二、選擇題，每題 3 分，總計 30 分
題號

1

2

3

答案

題目

（

下列何者是屬於研究自我決定的動機理論(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中，僅次於”內在動機”，屬於較為正面動機類型的一種外在動機？
）
□內射調節；□認同調節；□完成目標動機；□整合調節；□外在調
節。

（

在區分團體和團隊的不同時，有幾項關鍵的特性可以決定團隊的形
成，下列何者是所謂關鍵特性之一？
）
□共同的角色；□規律；□三明治的溝通；□專有的制服；□集體的
認同感。

（

能夠以較少的資源，率領團隊達成最大的團隊目標，是為有效的領導。
下列何者不是有效領導的要素？
）
□資源的多少；□跟隨者特質；□領導者特質；□領導風格；□情境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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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號

答案

題目

（

為了提昇溝通的效率，達到建設性的批評，有所謂的「三明治法」可
以在與運動員溝通時使用。請問下列何者為正確的三明治法的溝通順
） 序？A 正向的陳述；B 缺點的列舉；C 稱讚；D 未來取向的指示；E 未
來犯錯的懲罰。
□BACE；□ACD；□ABCDE；□ADC；□BCD。

5

（

下列何者不是單純降低身體焦慮(例如心跳加速、身體緊繃與手心冒…)
） 的焦慮降低技巧？
□呼吸控制法；□壓力免疫訓練；□生物回饋法；□漸進放鬆法。

6

（

）

（

下列何者不是在競技與健身運動心理學領域中，受到肯定的女性研究
者？
）
□Farruccio Antonelli；□Diane Gill；□Joan Duda；□Penny Macullagh；
□Deb Feltz。

8

（

「一個和尚挑水喝，兩個和尚抬水喝，三個和尚沒水喝」
，請問這個敘
述和哪一個效應較為類似？
）
□社會助長效應；□月暈效應；□比馬龍效應；□Coordination 效應；
□Ringlemann 效應。

9

（

）

（

請問運動表現和哪些運動心理學的議題間，呈現「倒 U 型」的關係？
） A 焦慮；B 意象；C 人格；D 領導；E 自信心。
□ABC；□BCD；□CDE；□BDE；□AE。

4

7

10

下列何者非運動正增強原則中，有效的增強物？
□微笑；□獎盃；□移地訓練；□觀賞職業比賽；□加強訓練。

下列何者不屬於所謂運動自信心的後果？
□情感；□動機；□認知；□行為。

三、申論題，總計 55 分
題
號

題目

1 在競技運動的情境中，運動員感受到的壓力是如何產生？請舉例說明之。

10

配分
12 分

題
號

題目

配分

運動員在賽場上的自信心與內在動機，會影響到個人、團隊的表現外，也會影
響到運動參與的經驗，進而影響到運動競賽與訓練的品質。因此教練塑造正向
2
的精熟(mastery-oriented)動機氣候，對於選手的內在動機和自信心就非常重
要。請試述塑造此動機氣候的原則內涵！

25 分

目標設定(goal-setting)是提昇運動表現的有效方式。國外學者 Smith 在 1994 年
提出有關目標設定時的 SMARTS 原則，請說明其內涵。

18 分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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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
體育研究所碩士班 （人文社會科學組） 運動社會學 試題
一、單選題(每題 4 分；共 20 分)
1. ( ) 社會中的衝突論(conflict theory)是源自於什麼人的學說 (1)涂
爾幹(Émile Durkheim) (2)馬克斯(Karl Marx) (3)韋伯(Max
Weber) (4)孔德(Auguste Comte)。
2. ( ) 著名的西方學者埃利亞斯(Norbert Elias)提出人類的發展會歷
經什麼過程，而運動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 (1)民主化過程
(Democratizing Process) (2)懺悔化過程(Repentance Process) (3)
自由化過程(Liberalization Process) (4)文明化過程(Civilizing
Process)。
3. ( ) 1968 年黑拳事件是指 (1)抗議恐怖份子事件 (2)回教國家抗議
以色列侵略行為 (3)美國黑人抗議美國白人的壓迫 (4)抗議蘇
聯的極權統治。
4. ( ) 2013 年底中華職棒的兄弟象球團宣布轉賣，後來是由誰出面接
手 (1)中信 (2)麗寶 (3)龍巖 (4)國泰。
5. ( ) 運動和國力息息相關，而 2014 年冬季奧運是舉辦在俄羅斯的
(1)莫斯科(Moscow) (2)聖彼得堡(Saint Petersburg) (3)基輔(Kiev)
(4)索契(Sochi)。
二、申論題(每題 20 分；共 80 分)
1.請描述社會學的結構功能論、衝突論和詮釋理論？並且試著把這三
大理論套用在運動上？
2.何謂奧會模式？臺灣在運用奧會模式時的優缺點？
3.運動場上可以觀察到什麼樣的種族分佈和特徵？如何以社會學的觀
點來解釋這些現象？
4.何謂性別刻板印象？試著把此刻板印象套用在運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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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
競技運動學系碩士班(甲組) 運動科學 試題
壹、運動訓練學（40分）
一、簡答題（每題 10 分，共 20 分）
(一)簡述增強式訓練(plyometrics)及其重要性。
(二)簡述間歇訓練(interval training)及訓練方法。
二、論述題（每題 20 分，共 20 分）
(一)請說明影響速度的主要因素，並提出增加速度的訓練方法。
貳、運動生理學（20 分）
一、製表列舉出至少五項比較不同類別肌纖維的特性？(5 分)
二、大腦的四種腦葉？(4 分)
三、在肺功能測驗中，說明何謂換氣量、肺活量？(4 分)
四、舉出耗氧量公式？心輸出量計算公式？(4 分)
五、人體三大營養素為何？(3 分)
參、運動心理學（20 分）
一、請以成就目標理論詮釋一般運動員對比賽輸贏的定義。(10 分)
二、運動心理技能訓練(PST) 包含哪些內容？(10 分)
肆、運動生物力學（20 分）
一、跑者在下肢支撐地面時所承受的外力有那些？（5 分）
二、影響轉動慣量大小的因素為何？（5 分）
三、影響拋射體軌跡的因素為何？（5 分）
四、影響摩擦力大小的因素為何？（5 分）

13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
競技運動學系碩士班(乙組) 運動科學 試題
壹、運動訓練學（25分）
一、名詞釋義（每題 5 分，共 10 分）
(一) 增強式訓練(plyometrics)
(二) 間歇訓練(interval training)
二、論述題（每題 15 分，共 15 分）
(一)請說明影響速度的主要因素，並提出增加速度的訓練方法。
貳、運動生理學（25 分）
一、何謂肌肉收縮之伸展－縮短循環(stretch-shortening cycle)？
並舉運動的例子進行說明？（6 分）
二、大腦的四種腦葉?（4 分）
三、說明運動如何改善 3Q？（5 分）
四、在肺功能測驗中，說明何謂換氣量、潮氣量、肺活量？（6 分）
五、舉出耗氧量公式？心輸出量計算公式？（4 分）
參、運動心理學（25 分）
一、請以成就目標理論詮釋一般運動員對比賽輸贏的定義。
（10 分）
二、運動心理技能訓練(PST) 包含哪些內容?（10 分）
三、運動員壓力和焦慮的主要來源為何？（5 分）
肆、運動生物力學（25 分）
一、影響向心力大小的因素為何？（5 分）
二、跑者在下肢支撐地面時所承受的外力有那些？（5 分）
三、影響轉動慣量大小的因素為何？（5 分）
四、影響拋射體軌跡的因素為何？（5 分）
五、影響摩擦力大小的因素為何？（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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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
休閒運動管理研究所碩士班 休閒運動導論 試題
一、運動在西方國家是依據市場邏輯所發展而成，因此民眾對運動通常具有高度價
值評價和認同。但是反觀我國運動的發展過去依附在文化、經濟、政治、軍事
等其他功能而存在，所以長久無法激發國民對運動的實際需求，導致近年來在
推動運動産業發展時，將「競技運動」和「休閒運動」這兩種本來並不矛盾的
投資強作分割，並且將大部份資源配置於維持國家競技運動的實力上。請依據
上述論點，首先說明您對「競技運動」和「休閒運動」兩者差異區隔之論述，
並提出個人對「休閒運動產業」未來發展之具體建議。(20%)
二、日前，休閒運動管理研究所學生著手進行滑雪運動觀光旅遊規劃時發現，目前
絕大多數旅行社標榜所謂的「滑雪行」只是將原來一般旅遊行程加設滑雪景點
而已，其遊程內容的設計並無法真正滿足本所學生想要盡情享受滑雪樂趣之需
求。畢竟在政府全力推動並期待有效提升運動觀光發展效益之刻，業界除了單
純將運動與觀光因素結合外，更應該著重的是結合後的經驗效益必須要高於兩
種個別經驗總和，如此才可能真正滿足參與運動觀光消費者的遊程需求。因此，
請你嘗試分析如何透過刺激與管理的過程使運動與觀光兩者能夠有效互動，以
協助相關業者創造全新的運動觀光休閒型態。(20%)
三、冠名權是企業針對運動場館或活動以支付一定金錢後獲得它的名字命名權利之
常見運動贊助策略，其常為休閒運動產業帶來頗為可觀的直接經濟利益。然而
根據報導，富邦集團自2010年與台北市府簽定冠名權贊助備忘錄而接辦台北馬
拉松活動後，該活動冠名權粗估已替企業獲取數千萬元以上的宣傳效益，但3
年來該集團卻從未匯款給台北市政府，甚至市府每年還要對該活動撥款500萬元
來協助辦理，這就讓本來是有租值可收的馬拉松活動冠名權，因為沒有相關法
令規定而淪為經濟學所謂的「租值消散 (dissipation of rent) 」
。隨著社會經濟的
發展，冠名權終將逐步成為休閒運動產業可以開發利用的重要無形資產，因此
請
對
上
列
個
案
論
述
您
的看法？並提出未來類似無形資產發展之趨勢與建議。(20%)
四、專業論文解析：
(一) 請依據下述「摘要」內容訂定適當的研究題目。（5%）
(二) 論文分為「緒論」、「文獻探討」、「研究方法」、「結果與討論」、「結
論與建議」等五章，本論文在「文獻探討」這一章應該有哪些方面的內容？
（10%）
(三) 請畫出該論文之研究架構圖。（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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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請嘗試寫出適合此篇論文之「研究背景」、「研究動機」及「研究重要性與
貢獻」。（15%）
摘要
本研究以分析消費者我族感、對台灣選手之喜好度、球隊認同度、及美國職棒
收視意願等變項間之關聯程度為目的。參考其他學者編製之量表後自訂問卷作為研
究工具，以國立 XX 大學 405 位學生為對象，利用 Cronbach's α、因素分析、t 檢定、
單因子變異數及路徑分析進行分析。研究結果發現，在各變數之相互關係中，除了
消費者我族感與球員喜好度無明顯影響關係外，其餘均有顯著之關聯。由此可見，
美國職棒高薪挖取台灣棒球明星加盟之策略，不僅高度吸引國內運動消費者注目
外，更巧妙有效地將運動消費者對民族英雄之戀慕情懷轉移並提升對所屬球隊之認
同度，且明顯刺激收視美國職業棒球整體賽事轉播之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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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
體育舞蹈學系碩士班（甲組） 中西舞蹈史 試題
一、選擇題(20%，每題 4 分)
1.在法國宮庭宴會中演出，混合歌唱、舞蹈、音樂、啞劇，注重舞蹈隊形與路徑平
面構圖，芭蕾舞蹈史上目前被公認為第一齣芭蕾舞劇，是以下哪一齣?
(A)《仙女》

(B)《皇后喜舞劇》 (C)《天鵝湖》 (D)《太陽王》

2. 以下哪一個舞蹈屬於中國周朝用以教育國子的樂舞教材《六小舞》?
(A)《大武》 (B) 《雲門》 (C) 《羽舞》 (D) 《十六天魔》
3.以下關於芭蕾史上「浪漫芭蕾」時期與「古典芭蕾」時期之舞蹈發展的描述與比
較，何者是錯誤的?
(A)「浪漫芭蕾」初期，女舞者踮立(en point)時間較短，多仰賴男性扶持
(B)「古典芭蕾」舞劇的女舞者裙子比「浪漫芭蕾」舞劇的女舞者裙子短
(C) 男舞者在「古典芭蕾」時期比「浪漫芭蕾」時期擁有更多技巧表現機會。
(D) 「浪漫芭蕾」舞劇多為三到四幕，佈景華麗，有固定的雙人舞表演形式。
4.受到東方合氣道與太極拳概念影響，注重 2 人或多人夥伴之間動力與身體重心互
相承接與轉換，並主張身體可以去性別化的美國後現代舞蹈派別為?
(A) 李蒙技巧 (B) 結構即興 (C) 葛蘭姆技巧

(D) 接觸即興

5.台灣民間小戲中有男扮女裝邊說唱邊舞蹈的演出形式。而在中國舞蹈史中，可稱
為後代戲曲藝術雛形，最初也是由男扮女裝表演的唐代民間歌舞戲為?
(A) 《歎百年》 (B) 《破陣樂》 (C) 《踏謠娘》 (D) 《花鼓舞》

二、填填看(20%，每題 5 分)
以下為古今中外的著名舞人，請填入其編創或演出的ㄧ個著名舞蹈作品名稱。
1.保羅泰勒 (Paul Taylor, 1930~): 編創《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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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劉鳳學: 編創《________________》
3.楊玉環 (楊貴妃，唐朝): 表演《__________________》
4.喬治．巴蘭欽(George Balanchine,1904—1983）: 編創《__________________》

三、申論題(60%，每題 10 分)
1.請解釋什麼是《儺舞》? 它的社會文化功能為何?(10%)
2.法國國王路易十四建立中央的芭蕾舞蹈機構，對於芭蕾體系之發展影響甚大。在
中國舞蹈史上，秦漢的宮庭亦大規模整理樂舞。請說明漢朝正式建立了哪個樂舞
機構?並解釋其對中國舞蹈發展之影響。(10%)
3.米契爾佛金（Michel Fokine, 1880-1942）為重要的芭蕾編創與理論大師，請說
明他的「新芭蕾」主張(又稱「新舞劇五項原則」)的內容。 (10%)
4.在歐陸德國現代舞歷史中，對「舞蹈劇場」此概念的定義為何? 並請列舉一個「舞
蹈劇場」的舞作說明。(10%)
5.臺灣原住民舞蹈依其族群、信仰體系與歷史脈絡，而有相當不同的樂舞表現。但
綜觀來說，臺灣原住民舞蹈有哪些特色?(10%)
6.台灣當代舞蹈發展至今呈現後現代的百花齊放樣貌，許多新世代編舞家不再圍繞
傳統國族歷史大敘事進行創作，轉而進行對當代社會、科技與身體的多元探索。
請列舉一位近年來觀賞過的台灣新生代(50 歲以下)編舞者，並說明其作品之編創
特色。(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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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
體育舞蹈學系碩士班（乙組） 中西舞蹈史 試題
一、選擇題(20%，每題 4 分)
1.在法國宮庭宴會中演出，混合歌唱、舞蹈、音樂、啞劇，注重舞蹈隊形與路徑平
面構圖，芭蕾舞蹈史上目前被公認為第一齣芭蕾舞劇，是以下哪一齣?
(A)《仙女》

(B)《皇后喜舞劇》 (C)《天鵝湖》 (D)《太陽王》

2. 以下哪一個舞蹈屬於中國周朝用以教育國子的樂舞教材《六小舞》?
(A)《大武》 (B) 《雲門》 (C) 《羽舞》 (D) 《十六天魔》
3.以下關於芭蕾史上「浪漫芭蕾」時期與「古典芭蕾」時期之舞蹈發展的描述與比
較，何者是錯誤的?
(A)「浪漫芭蕾」初期，女舞者踮立(en point)時間較短，多仰賴男性扶持
(B)「古典芭蕾」舞劇的女舞者裙子比「浪漫芭蕾」舞劇的女舞者裙子短
(C) 男舞者在「古典芭蕾」時期比「浪漫芭蕾」時期擁有更多技巧表現機會。
(D) 「浪漫芭蕾」舞劇多為三到四幕，佈景華麗，有固定的雙人舞表演形式。
4.受到東方合氣道與太極拳概念影響，注重 2 人或多人夥伴之間動力與身體重心互
相承接與轉換，並主張身體可以去性別化的美國後現代舞蹈派別為?
(A) 李蒙技巧 (B) 結構即興 (C) 葛蘭姆技巧

(D) 接觸即興

5.台灣民間小戲中有男扮女裝邊說唱邊舞蹈的演出形式。而在中國舞蹈史中，可稱
為後代戲曲藝術雛形，最初也是由男扮女裝表演的唐代民間歌舞戲為?
(A) 《歎百年》 (B) 《破陣樂》 (C) 《踏謠娘》 (D) 《花鼓舞》

二、填填看(20%，每題 5 分)
以下為古今中外的著名舞人，請填入其編創或演出的ㄧ個著名舞蹈作品名稱。
1.保羅泰勒 (Paul Taylor, 1930~): 編創《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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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劉鳳學: 編創《________________》
3.楊玉環 (楊貴妃，唐朝): 表演《__________________》
4.喬治．巴蘭欽(George Balanchine,1904—1983）: 編創《__________________》

三、申論題(60%，每題 10 分)
1.請解釋什麼是《儺舞》? 它的社會文化功能為何?(10%)
2.法國國王路易十四建立中央的芭蕾舞蹈機構，對於芭蕾體系之發展影響甚大。在
中國舞蹈史上，秦漢的宮庭亦大規模整理樂舞。請說明漢朝正式建立了哪個樂舞
機構?並解釋其對中國舞蹈發展之影響。(10%)
3.米契爾佛金（Michel Fokine, 1880-1942）為重要的芭蕾編創與理論大師，請說
明他的「新芭蕾」主張(又稱「新舞劇五項原則」)的內容。 (10%)
4.在歐陸德國現代舞歷史中，對「舞蹈劇場」此概念的定義為何? 並請列舉一個「舞
蹈劇場」的舞作說明。(10%)
5.臺灣原住民舞蹈依其族群、信仰體系與歷史脈絡，而有相當不同的樂舞表現。但
綜觀來說，臺灣原住民舞蹈有哪些特色?(10%)
6.台灣當代舞蹈發展至今呈現後現代的百花齊放樣貌，許多新世代編舞家不再圍繞
傳統國族歷史大敘事進行創作，轉而進行對當代社會、科技與身體的多元探索。
請列舉一位近年來觀賞過的台灣新生代(50 歲以下)編舞者，並說明其作品之編創
特色。(10%)

20

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
運動管理學系碩士班 管理學 試題
一、簡答題：請簡述下列管理專業名詞的定義 (每題 5 分,共 40
分)
1、管理科學、科學管理
2、管理效率、管理效果
3、管理效益、管理效能
4、管理矩陣、管理方格
5、管理程序、管理功能
6、目標管理、任務管理
7、保健因子、激勵因子
8、 組織文化、組織再造

二、問答題：請詳答下列問題。(不必抄題，每題 20 分，共 60
分)
1、決策的意義，係指從諸多方案中選擇一個行動方案，在不確定的
情況下，管理者通常採用樂觀原則、悲觀原則、最小遺憾原則或拉
普拉斯原則等方法進行決策，請說明上述諸原則的意義。
2、矩陣式組織是有機式組織結構中常見的一種型式，又稱為專案式
組織或變形蟲組織，試問何謂矩陣式組織？此種組織結構的主要優
點為何？
3、馬斯洛所提五層次需求論是認知心理學派激勵理論之一，請繪圖
並說明五層次需求論的層次關係，並分別說明各層次需求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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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體育運動大學 103 學年度碩士班招生考試
運動健康科學學系碩士班 健康與體育概論 試題
壹、專業名詞釋義: (每題 2 分)
1. Metabolic syndromes:
2. Low-density lipoprotein:
3. Body composition:
4. Physical fitness:
5. Basal metabolic rate:
6. Cardiovascular system:
7. Sport injury:
8. Automated external defibrillator:
9. Health promotion:
10. Exercise prescription:
貳、如何以運動健康科學研究改善中老年人生活(每題 20 分)。
參、心血管疾病可修正及不可修正之危險因子包括那些(每題 20 分)。
肆、運動傷害有那些臨場處理原則(每題 20 分)。
伍、計算題:
設: 身高=180 公分; 體重=70 公斤; 運動=走步; 速度=100 公尺/分鐘;
坡度=6%; 心跳率=130 跳/分鐘; 每跳輸出量= 100 毫升/跳;
收縮壓= 140 毫米汞柱; 舒張壓=90 毫米汞柱。試計算(每題 4 分):
1.身體質量指數
2.心輸出量
3.平均動脈壓
4.雙乘積
5.M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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