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科術語閩南語對譯成果  健康與體育領域

序號 學科術語 參考解釋 閩南語詞彙 閩南語音讀

1 上架
先握拳站立做出抱拳動作，應先吸氣做好抱拳動作，

以表現出武術的精神。
上架 tsiūnn-kè

2 上籃

上籃或稱走籃或挑籃是籃球中的一種動作，指進攻到

籃下的位置跳起，把籃球升起接近籃筐再以單手將球

放進去或擦板投進。上籃是一項基本的籃球技術，是

一種高命中率的得分動作，其主要的妨礙為站於籃底

的防守者和過於接近邊界。

上籃 tsiūnn-nâ

3 口腔
消化道最前端的空腔。由兩脣、兩頰、硬腭、軟腭等

構成。內含有齒、舌、唾液腺。
喙空 tshuì-khang

4 口腔癌 病名。發生於口腔部位的惡性腫瘤。 喙空癌 tshuì-khang-gâm

5 土風舞

一種民間自然表露情感所形成的舞蹈。開始於歐洲中

世紀時。有其特有的風土習俗與民族性格，舞步簡單

，適合男女老少。

土風舞 thóo-hong-bú

6 弓步

武術的基本動作之一。其方法為前腿屈膝成九十度，

後腿則打直。因前腿彎曲如弓，後腿斜挺如箭，故有

此稱。也稱為「弓箭步」。

弓步 king-pōo、kiong-pōo

7 中醫
研習中國固有的醫術，以治療疾病的醫生。別於西醫

而言。
中醫、漢醫 tiong-i、hàn-i

8 五官 人面目上的耳、目、口、鼻等器官的總稱。 五官 ngóo-kuan

9 六大類食物

是依食物能提供的營養做一概略性的分類。包含：全

榖雜糧類、蔬菜類、豆魚蛋肉類、乳品類、水果類以

及油脂與堅果種子類。

六大類食物 la̍k tuā luī si̍t-bu̍t

10 心血管疾病
關於心臟或血管的疾病，又稱為循環系統疾病、迴圈

系統疾病。
心血管疾病

sim-hueh/huih-kńg tsi̍k-pēnn/pī

nn

11 心肺耐力
指個人的肺臟與心臟，從空氣中攜帶氧氣，並將氧氣

輸送到組織細胞加以使用的能力。
心肺耐力 sim-hì/huì nāi-li̍k

12 月經

生理機能成熟的女性，約從青春期至45歲之間，每月

子宮黏膜脫落，所發生周期性陰道流血的現象。也稱

為「月信」、「月事」。

月經、來洗、行經、

mè-sù、月事

gu̍eh/ge̍h-king、lâi-sé/sué、kiâ

nn-king、mè-sù、 gu̍eh/ge̍h-sū

13 水果類

鮮果，含有漿液的果實類。主要提供維生素、礦物質

及部分醣類。每人每天2─4份，最好有一個是枸櫞類

的水果。

果子類、水果類 kué/ké-tsí-luī、tsuí-kó-lu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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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牙周病

牙周組織的各種疾病，以齒齦炎及牙周組織炎最為常

見。牙周組織係指在牙齒周圍支持牙齒的牙骨質、牙

周膜、齒槽骨以及齒齦等四種口腔組織。牙周病的早

期症狀有牙齦紅腫，刷牙容易流血等症狀，若不及時

治療將引起牙槽骨的破壞，造成牙根的鬆動。

牙周病 gê-tsiu-pēnn/pīnn

15 世界衛生組織

聯合國專門機構之一，國際最大的公共衛生組織，總

部設於瑞士日內瓦，是國際上最大的政府間衛生機

構。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組織法》，世界衛生組織的

宗旨是「使世界各地的人們盡可能獲得高水準的健

康。」

世界衛生組織 Sè-kài Uē/Uī-sing Tsoo-tsit

16 平衡 一種儀禮。將上身與腰折成直角，使頭與腰齊平。 平衡 pîng-hîng

17 平衡木

1.一種女子體操運動。運動員以單腳或雙腳起跳上平

衡木，在木上做走步、跑步、跳躍、轉體、坐、臥等

姿勢。整套動作持續時間約80─105秒。

2.一種體操運動器材。是高約1公尺20公分，5公尺

長、10公分寬的長條木架，其上可供人做各種平衡動

作。

平衡木 pîng-hîng-bo̍k

18 平衡感 平衡是隨動作異的身體特質。 平衡感 pîng-hîng-kám

19 生長 發育成長。 生長 sing-tióng

20 生殖器官

生物體用來繁殖後代的生殖構造。雄性的生殖器官為

精囊、輸精管、睪丸、陰莖等，雌性則為卵巢、輸卵

管、子宮、陰道等。

生殖器官 sing-si̍t khì-kuan

21 交叉步

交叉步是指籃球、乒乓球、羽毛球運動中的步法之一

，該步法移動範圍最大，便於發力進攻，需要上下

肢、腰和髖等部位協調配合，體能損耗適中。

交叉步 kau-tshe-pōo

22 休閒運動
在休閒活動中引入運動的觀念，則能達到健身的目

的。
休閒運動 hiu-hân ūn-tōng

23 全穀根莖類

主要提供醣類及一部份蛋白質。若選擇全榖類，則含

維生素B群及豐富纖維素。米飯、麵食、麵條、麵

包、饅頭等。每人每天1.5至4碗，因每個人體型及活

動量不同，所需熱量也不一樣，故可依個人的需要量

增減。

全榖根莖類 tsuân-kok kin/kun-king luī

24 守門員 在球類運動中，負責防守球門的選手。 守門員 siú-mn̂g-uâ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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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扣球
一種排球動作。球員利用收腹、躍起、振腕擊球以攻

擊對方。多用於殺球時。
扣球 khàu-kiû

26 竹竿舞

一種舞蹈表演。由兩個表演者兩手各持竹竿的一端，

配合音樂節奏左右來回開合，其他表演者以單腳在竹

竿間跳躍，避免被夾到。

竹篙舞 tik-ko-bú

27 羽球

一種球類運動。由2人或4人在球網的兩邊各用網拍互

擊羽毛球，在一定的範圍內，羽毛球先著地的一方，

便算輸了一球。縮稱為「羽毛球」。

羽毛球 ú-mn̂g/môo-kiû

28 老年期
一般指生物的生命周期一個階段，即中年到死亡的一

段時間。心理學上指60歲以上至生命終了的時期。
老年期 ló-liân-kî

29 肌力
指肌肉對抗某種阻力時所發出力量，一般而言是指肌

肉在一次收縮時所能產生的最大力量。
肌力 ki-li̍k

30 肌肉

高等動物皮膚下，由成束的肌纖維與結締組織結合而

成的紅色柔軟的組織。為身體、四肢和體內消化、呼

吸、循環、排泄等生理過程的動力來源。可分成平滑

肌、骨骼肌、心肌等三項。也作「筋肉」。

肌肉、肉仁 ki-jio̍k、bah-jîn/lîn

31 肌耐力
肌肉維持使用某種肌力時，能持續用力的時間或反覆

次數。
肌耐力 ki-nāi-li̍k

32 低脂乳品類
主要提供蛋白質及鈣質。牛奶、乳酪、發酵乳等。每

人每天1.5至2杯。一杯約240c.c.。
低脂奶品類 kē-tsi ling/lin-phín luī

33 均衡 均勻平衡。 均衡 kin/kun-hîng

34 投籃 籃球運動中，將球投向球架籃框中的動作。 投籃 tâu-nâ

35 豆魚肉蛋類

主要提供蛋白質。雞蛋、鴨蛋、黃豆、豆腐、豆漿、

豆製品、魚類、蝦類、貝類、海產類、豬肉、牛肉、

雞肉、鴨肉等。每人每天3至8份。每份相當於蛋一個

或豆腐一塊或魚類一兩、或肉類一兩。

豆魚肉卵類 tāu hî/hû bah nn ̄g luī

36 足球

一種球類運動。比賽的主要規則為：與賽雙方各派11

名球員出場，運用雙手以外的身體任何部分運球，以

將球合法踢入對方球門次數多者為勝。

跤球 kha-kiû

37 乳房

哺乳動物的乳腺匯集於胸部或腹部，呈左右相並而突

出者，雄性乳房退化而小，雌性膨大，分娩後，則生

乳汁。

奶苞、奶房、奶仔
ling/ni-pôo、ling/ni-pâng、

ling/ni-á

38 乳齒 小兒最初生長，未經脫換的牙齒。也稱為「奶牙」。 囡仔齒、奶齒 gín-á-khí、ling/ni/lin-khí



學科術語閩南語對譯成果  健康與體育領域

序號 學科術語 參考解釋 閩南語詞彙 閩南語音讀

39 協調性
是指身體統合神經、肌肉系統以產生正確、和諧優雅

的活動能力。
協調性 hia̍p-tiau/tiāu-sìng

40 性侵害

指加害者以威脅、權力、暴力、金錢或甜言蜜語，引

誘脅迫他人與其發生性關係，或在性方面造成對受害

人的傷害的行為。

性侵害 sìng-tshim-hāi

41 性騷擾

舉凡不為對方所需求接受之具有性意識的騷擾行為（

包括言語、動作），或是其他之騷擾行為足以在工作

環境中影響個人（男性或女性）的人格尊嚴者。

性騷擾 sìng-so-jiáu/liáu

42 抱拳
一種敬禮方式。一手握拳，另一手抱著拳頭，合靠在

胸前。
抱拳 phō-kûn

43 抵抗力 抗拒外來侵入的力量。多指人體內的免疫能力而言。 抵抗力 tí-khòng-li̍k

44 拋球

從上兩腋下拋出球或上手拋球，或撞擊，球觸及連接

前臂或平臺內部。在準備動作的基礎上，持球手的肘

部漸漸伸直並向下靠近持球手同側的大腿，然後從腿

側自下而上將球拋起。在整個動作過程中，手臂保持

伸直的狀態，其走勢與地面垂直，掌心向上，以拇

指、食指、中指三指將球平穩托起，盡量避免勾指、

甩手腕等多餘的手部小動作，以免影響球的平穩走勢

，球在空中的旋轉越少越好。

拋球 phau kiû

45 拍球 拍球是用手指觸球而非手心。 搭球 tah-kiû

46 拔河

一種比賽力氣大小的運動。參賽者分成兩隊，各持繩

索的一端，同時用力向後拉，以能將繩上的標識拉過

一定界限者為優勝。古代的拔河方式，是兩隊隔河而

拔，輸方會掉到水裡。

搝大索、拔大索、拔

索

khiú/giú-tuā-soh、pue̍h/pui̍h-tu

ā-soh、pue̍h/pui̍h-soh

47 武術 運用拳腳、兵器等攻擊和防禦的技術。 武術 bú-su̍t

48 直拳
先屈臂，然後快速直伸，以正拳攻擊對方正面部位的

出拳方式。
直拳、正拳 ti̍t-kûn、tsiànn-kûn

49 肢體 身體四肢。 肢體 ki-thé

50 近視

醫學上指眼球的前後徑過長，使得與視軸平行進入眼

中的光線焦點落於視網膜之前，造成視覺影像的模糊

，而患者必須靠近物體才能看得清楚。患者可以配戴

凹透鏡矯正。

近視 kīn/kūn-sī

51 門齒 位於牙床中央的牙齒。 頭前齒 thâu-tsîng-kh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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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青少年期

指青春期的年齡。青春期是指由兒童逐漸發育成為成

年人的過渡時期。青春期是人體迅速生長發育的關鍵

時期，也是繼嬰兒期後，人生第二個生長發育的的高

峰。

青少年期 tshing-siàu-liân-kî

53 青春期

個體的生殖功能開始作用至性生理發展成熟的過渡時

期。女性的青春期約介於10歲半─14歲，男性約介於

12─16歲半。

青春期 tshing-tshun-kî

54 恆齒
人在七、八歲左右，乳齒脫落後所長出的永久性牙齒

，通常共有32顆。也稱為「食齒」、「永久齒」。
大人齒 tuā-lâng-khí

55 挑球

羽球技術之一。挑球是指將球拍置於腰部以下位置，

把落在前場的球，由下往上挑得高又遠，回擊至對方

後場底線，這麼一來，可以為自己爭取更多準備時間

，也減弱對方的攻擊威力。

挑球 thio-kiû

56 柔軟度
任何可以屈、轉、彎、扭，而不使姿勢破壞的能力。

柔軟度是人體各關節所能伸展活動的最大範圍。
柔軟度 jiû/liû-nńg-tōo

57 射門
足球、手球等運動比賽，將球踢向或投向對方球門，

以獲取分數的動作。
射門 siā-mn̂g

58 桌球

一種球類運動。英語table tennis翻譯而來。約於19、

20世紀間起源於英格蘭。玩法是張網於長方桌上，兩

人用球拍對拍乒乓球。分單打和雙打。以先得到21分

為勝1局，一般比賽採3局2勝或5局3勝制。也稱為

「乒乓」、「乒乓球」。

桌球、phi̋n-phóng toh-kiû、phi̋n-phóng

59 疾病 病症的總稱。指人的生理或心理違反常態的現象。 病疼、症頭 pēnn/pīnn-thiànn、tsìng-thâu

60 病媒蚊
傳播病原導致傳染疾病的蚊子。如三斑家蚊是傳染日

本腦炎的病媒蚊、埃及斑蚊是傳播登革熱的病媒蚊。
病媒蠓 pēnn/pīnn-muî-báng

61 馬步 兩腿分開，超過肩寬，採半蹲姿勢。 馬勢、跤馬 bē-sè、kha-bé

62 馬拉松

馬拉松賽跑的簡稱。一種長距離賽跑項目。馬拉松（

Marathon）位於希臘雅典東部35公里處，為馬拉松賽

跑的起源地。西元前490年，希臘與波斯交戰，希臘

人斐德匹第斯為傳達希臘捷報，自馬拉松跑赴雅典，

力竭而死，日後特舉行長途賽跑以為紀念。

馬拉松 ma-lá-sóng

63 骨骼 聯合眾骨而成，為保持動物形體的骨架。 骨骼 kut-k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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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健走

健走是介於散步和競走之間的一種運動方式，主張通

過大步向前，快速行走，提高肢體的平衡性能，它不

受年齡、性別、體力等方面的限制，屬於低投入、高

產出的有氧健身運動。

半行走 puànn-kiânn-tsáu

65 國術 我國固有的武術。如氣功、太極拳等。 武術 bú-su̍t

66 捷泳

又自由式。伸直身體俯於水面漂浮，兩手由前向後交

互划水，雙腿上下交互打水。被認為是至今所發現的

人類游泳姿勢中最快的一種。

覆水泅、掠篙泅 phak-tsuí-siû、lia̍h-ko-siû

67 排球

一種球類運動。由美國人所創，球場長方形，中央隔

有高網，雙方分占一邊，以手托或擊球，使球在網上

往來，不得落地。

排球 pâi-kiû

68 接球

足球、排球和籃球接球是指運動員有目的地用身體的

合理部位（例腳或手）把運行中的球接下來，控制在

所需要的範圍內，以便更好地銜接下一個技術動作。

承球、接球 sîn-kiû、tsiap-kiû

69 控球 控制球的速度、方向。 控球 khòng-kiû

70 第二性徵

雌雄動物受性腺分泌激素的影響，身體及性格方面的

特殊表徵，以突顯性別。如女性的皮膚細膩、發音尖

銳、愛美；男性的長鬚、發音低沉，都為兩性的第二

性徵。

第二性徵 tē-jī/lī sìng-ting

71 習慣 長期養成，一時不容易改變的行為模式或地方風尚。 慣勢、習慣 kuàn-sì、si̍p-kuàn

72 莎蒂希步

又稱沙蒂希跳，是源自於波西米亞的民俗雙人舞蹈。

這種舞蹈的步伐常常是二個小跑步，再接著四個踏

跳。其舞步為跑三步躍、跑三步躍、踏跳踏跳踏跳踏

跳。而取其跑三步躍稱之為沙蒂希步。

莎蒂希步 sa-tè-hi-pōo

73 蛀牙

因口腔不潔而感染溶鏈菌所引起的疾病。當食物中的

糖分附著在牙齒上時，鏈球菌會加以分解而產生酸，

繼而破壞琺瑯質、齒質、石灰質，形成蛀洞。

蛀齒 tsiù-khí

74 陰莖

男子和雄性哺乳動物生殖器官的一部分。由一尿道海

綿體組成。在性衝動時會因充血而勃起。為性交的交

接器，並為排尿的通道。

𡳞鳥、陽具、陽物 lān-tsiáu、iông-kū、iông-bu̍t

75 單槓

一種體操器械。由圓柱形鋼鐵製成，兩端固定於直柱

上端的運動用具。長240公分，半徑2.8公分。運動者

手握鐵槓，引身上升或旋轉，藉以鍛鍊臂力。

單槓、橫箍 tan-kǹg、huâinn-k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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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棒球

一種球類運動。相傳源於英國的板球運動，後由美國

人朗特斯改良為棒球。西元1858年，美國正式組織棒

球聯盟以推廣棒球運動。比賽方式固定，出場球員每

隊九人，攻守互換，以得分多寡決定勝負。

棒球、野球 pāng-kiû、iá-kiû

77 游泳

一種體育運動。為人在水中靠自力漂浮，並以各種不

同姿勢划水前進的水中運動。常用的游姿有捷泳、蛙

泳、蝶泳、仰泳等。

泅水、游泳 siû-tsuí、iû-íng

78 登革熱

病名。一種由黑斑蚊將病原體傳入人體的急性傳染

病。患者全身疲倦、發燒、畏寒、頭痛及全身肌肉酸

痛，並且皮膚出現紅疹等症狀。也稱為「天狗熱」、

「骨痛熱」。

天狗熱、骨疼熱、登

革熱

thian-káu-jia̍t/lia̍t、kut-thiànn-

jia̍t/lia̍t、ting-kik-jia̍t/lia̍t

79 發育

發育指生命現象的發展，是一個有機體從其生命開始

到成熟的變化，是生物有機體的自我構建和自我組織

的過程。 

發育 huat-io̍k

80 發球 球類比賽時，一方把球發出，使比賽開始或繼續。 開球 khui-kiû

81 結膜炎
病名。多由細菌感染或物理、化學的刺激而引起。通

常有結膜紅腫、流淚或化膿等病症。
紅目墘、結膜炎 âng-ba̍k-kînn、kiat-mo̍oh-iām

82 蛙泳
一種模仿青蛙在水中動作的游泳方式。兩腿先縮後踢

，手由左右向胸作抱水動作。

（田）蛤仔泅、水雞

泅、四跤仔泅

(tshân-)kap-á-siû、tsuí-ke/kue-si

û、sì-kha-á-siû

83 飲食習慣

指人們對食品和飲品的偏好。其中包括對飲食材料、

烹調方法、烹調風味及佐料的偏好。物產、文化歷史

的因素，變得十分多元。

飲食習慣 ím-si̍t si̍p-kuàn

84 傳球

籃球傳球技術，主要包括雙手胸前傳球，單手肩上傳

球，單手側傳球，行進間傳球的技術。傳球技術是籃

球的基本技術，籃球是一項團隊項目，練習傳球技術

是非常重要的。

傳球 thuân-kiû

85 感官
動物接收外界種種刺激的器官。如耳、目、鼻、舌、

皮膚。也稱為「感覺器」。
感官 kám-kuan

86 毽子

一種遊戲用具。以皮或布包裹銅錢，並在錢孔中裝上

羽毛或紙穗等製成。遊戲時，用腳連續踢它，使毽子

上下起落，不墜於地。同時還可變化出各式各樣的踢

法。

毽子、錢仔 kiàn-tsí、tsînn-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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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 腳踏車

一種利用雙腳踩踏板前進的輪車。也稱為「自行

車」、「單車」、「自由車」、「自轉車」、「鐵

馬」、「孔明車」。

跤踏車、鐵馬、孔明

車、自轉車、自輪車

kha-ta̍h-tshia、thih-bé、khóng-b

îng-tshia、tsū-tsuán-tshia、tsū-li

án-tshia

88 跳遠

一種田賽運動。有急行跳遠、立定跳遠、三級跳遠三

種。現在跳遠通常指急行跳遠而言。競賽時，運動員

加速助跑，以起跳板為定點單腳起跳，向前躍進沙坑

，以最近起跳板的著地點計算距離，遠者為勝。

跳遠 thiàu-hn ̄g、thiàu-uán

89 跳箱

1. 體操項目之一。在跳箱上做跨跳、翻滾、撐越等動

作。

2.體操運動用具。為四、五層長方形箱子，上窄下寬

，可自由移動或調整高度。

跳箱 thiàu-siunn

90 跳繩

1.  繩子兩端附有手柄以便掄動，供人跳躍的繩索。

2.一種跳過繩子的運動或遊戲。普通是把繩子掄成圓

圈，人趁繩子近地時跳過去。有單腳跳、雙腳跳、交

叉跳、轉身跳等多種花樣。

跳索仔 thiàu-soh-á

91 躲避球

一種球類運動。分成2組，各組以25人為準，可協議

增減。雙方在11公尺寬、22公尺長的球場上，奪球以

攻擊對方隊員。最後以雙方所剩球員多寡決定勝負。

閃避球、相閃球 siám-pī-kiû、sio-siám-kiû

92 運動傷害
不當的肌肉活動所造成的生理機能受傷。如肌肉拉

傷、腰部扭傷。
運動傷害 ūn-tōng siong-hāi

93 運球
一個選手控制球的移動，持續性的用一隻手拍到地面

，再反彈到手中。
運球 ūn-kiû

94 慣用腳
理論上慣用腳的認定可認為是力量的大小、功能上的

使用、個人的喜好或 是其他的觀點。
慣用跤 kuàn-iōng-kha

95 滾地球
在棒球、壘球賽中，球員將球擊出，球在地面滾動或

彈跳，稱為「滾地球」。
góo-lòo góo-lòo

96 維生素

維他命的別名。維持人體生存，促進新陳代謝的有機

物質。為英語vitamin的音譯。現已發現25種。可分為

兩大類：一為脂溶性維他命，如A、D、E、K。二為水

溶性維他命，如B、C。人體本身可製造某些維他命，

但仍需從外界攝取。

維生素、bî-tá-bín uî-sing-sòo、bî-tá-bí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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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網球

1.一種球類運動。在長方形球場中，中央張網為界，

由2人單打或4人雙打，兩方分立，各用拍子將碰地一

次或在空中的球互擊過網，以使對方無法將球擊回為

得分關鍵。先得4分為勝一局，先得6局為勝一盤，男

子比賽採5盤3勝制，女子則為3盤2勝制。

2.網球運動所使用的球。裡面為橡膠，外面用尼龍或

毛織品包裹。比賽用的網球為白色或黃色。

網球、the-ní-suh bāng-kiû、the-ní-suh

98 罰球區

在足球場上，各距球門柱18碼的地方，向場內畫一條

18碼長的垂直線，此二條線內的區域，稱為「罰球區

域」。守方在此區內犯規時，對方可獲12碼直接自由

球。也稱為「禁區」、「十八碼區」。

罰球區 hua̍t-kiû-khu

99 舞蹈

一種藝術形式。為人體配合音樂或節奏所作的各種動

作。以有韻律的動作表達人內心的思想情感，並滿足

人類的精神需求。

舞蹈 bú-tō

100 潔牙

潔牙是一種很好的牙齒保健手段，亦是治療牙周病的

首要措施，通過定期的潔牙，不但可以徹底清除牙齒

上的菌斑和結石，令牙周組織保持健康，防治牙周病

，而且，潔牙時容易發現細小的不易覺察的牙病，如

比較隱蔽的齲齒，從而達到早發現早治療的目的。

洗喙 sé/sué-tshuì

101 膝關節
膝關節位於大腿與小腿之間，主要構造包含股骨（大

腿骨）、髕骨、前後十字韌帶、軟骨及脛骨。
跤頭趺 kha-thâu-u/hu

102 蔬菜類

主要提供維生素、礦物質及膳食纖維。通常深綠色、

深黃色的蔬菜含維生素及礦物質的量比淺色蔬菜多。

每人每天3─5碟，其中至少一碟為深綠色或深黃色蔬

菜。一碟的份量約100公克，三碟即300公克。

蔬菜類、菜蔬類 soo-tshài-luī、tshài-se-luī

103 衛生
1.預防疾病，追求健康的觀念和措施。

2.清潔。
衛生 uē/uī-sing

104 踢球 以腳觸擊球。 踢球 that kiû

105 養分 富有營養的成分。 養分 ióng-hun

106 噪音
振動不規則，聽起來令人感覺不快的聲音，稱為「噪

音」。
噪音 tshò-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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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操場
1.供體育活動的廣場。一般指學校的運動場。

2.供軍事操練的廣場。
運動埕 ūn-tōng-tiânn

108 營養素

從外界攝取以維持生命成長發育所需的物質，稱為

「營養素」。一般分為蛋白質、脂肪、醣類、維生素

和礦物質等五大類。水亦為重要營養素的一種。

營養素 îng-ióng-sòo

109 賽跑 比賽跑步速度的運動。
走相逐、走相掠、走

標

tsáu-sio-jiok/lip、tsáu-sio-lia̍h、

tsáu-pio

110 穩定性 穩固安定、沒有變動的性質。 穩定性 ún-tīng-sìng

111 關節 身體中骨與骨相銜合而可轉動的部分。 關節 kuan-tsat

112 礦物質

含礦物成分的物質。在人體中其主要功能為構造細胞

組織、調節生理機能。約有鈣、磷、鐵、銅……二十

餘種。

礦物質 khòng-bu̍t-tsit

113 籃球

一種球類運動。由美國人詹姆斯．奈史密斯於西元

1891年發明。因早期將球投於桃籃而稱「籃球」。並

吸收橄欖球、足球、曲棍球和其他戶外球類運動規則

，制定13條簡則。1893年成立國際業餘籃球會後，成

為奧運正式比賽項目。1976年納入女子奧運正式比賽

項目。

籃球 nâ-kiû

114 鐵人三項

一種體育競賽項目。西元1974年發源於美國。參加者

必需先游泳1.5公里，再騎自行車40公里，再競跑馬拉

松10公里，以所花時間短者為優勝。

鐵人三項 thih-lâng sann hāng

115 霸凌

指個人或集體持續以言語、文字、圖畫、符號、肢體

動作、電子通訊、網際網路或其他方式，直接或間接

對他人故意為貶抑、排擠、欺負、騷擾或戲弄等行為

，使他人處於具有敵意或不友善環境，產生精神上、

生理上或財產上之損害，或影響正常學習活動之進

行。

霸凌 pà-lîng

116 聽覺 耳中受聲音的刺激，由神經傳於大腦所形成的知覺。 聽覺 thiann-kak

117 體力 身體活動的能力。 體力 thé-la̍t

118 體能 身體活動的能力。 體能 thé-lîng

119 體適能 身體適應生活與環境的綜合能力。 體適能 thé-si̍k-lî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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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體操

依據人類生活的需要而創造出鍛鍊身體的人為運動：

（1）廣義的體操，是依種種規則來操練身體，目的

為求強身。大約可分徒手體操、手具體操與器械體

操。（2）狹義的體操，為一種運動項目，目的為求

獲勝，故也稱為「競技體操」。

體操 thê-tsh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