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1 學年度上學期一段考「選修物理」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三 4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一一一、、、、單選題單選題單選題單選題（（（（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2 分分分分）））） 

(  )1.已知碳-14 的半衰期為 5730 年，若測量某木化石中的碳-14 含量時發現其含量為活體時的 25%，則此化石的年齡化石的年齡化石的年齡化石的年齡約為 (A)1432 (B)2865 (C)11460 (D)17190 年。 

(  )2.月球表面的溫差比地球大溫差比地球大溫差比地球大溫差比地球大是因為 

(A)月球自轉較快 (B)月球距太陽遠近差距很大 (C)月球比熱較小 (D)月球缺乏大氣與海洋。 

(  )3.下列有關知道地球形成過程中的各項關鍵歷史的方法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找到最早的沉積岩可推斷地殼形成的年代 (B)找到最老的疊層石可推斷生命開始出現的時間 (C)縞狀鐵礦的大量出現可證明氧氣已大量產生 (D)隕石的放射性元素定年可判定宇宙生成時間。 

(  )4.(甲)行光合作用的原始生物製造氧氣並改變大氣成份；(乙)火山活動釋放岩石內的易揮發物質而形成原始大氣；(丙)氧氣累積形成臭氧層，抵擋紫外線的傷害；(丁)原始大氣裡的水氣凝結成雲、形成降雨，誕生了海洋；(戊)大量的二氧化碳溶於海中並保存於石灰岩內。上述各階段不同的地球環境，依照發生的先後順序排列以下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甲乙丙丁戊 (B)戊丁乙甲丙 (C)丁甲戊丙乙 (D)乙丙丁戊甲 (E)乙丁戊甲丙。 

(  )5.藉由研究地層中的化石不能提供不能提供不能提供不能提供下列何項訊息？ (A)了解生物的演化過程 (B)判定岩層的沉積環境 
(C)了解生物當時的生存環境 (D)判定地球的起源與演變。 

(  )6.在 X、Y、Z 地層中之甲、乙火成岩脈的定年資料如右圖所示，則 Y 地層的地質時代應屬於 (A)更新世 (B)上新世 (C)古新世 
(D)漸新世 (E)中新世。 

(  )7.下列有關「古代地球環境改變」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地球誕生時只見岩石與岩漿，無一點生命蹤跡 (B)後來冷卻後水氣凝聚成海洋，只剩下氧氣充滿在大氣中 (C)原始大氣及海洋形成了有機物質，是生命的溫床 (D)第一個生命是藍綠菌，可行光合作用，逐漸改變大氣的結構。 

(  )8.甲、帶狀鐵礦床形成；乙、海洋形成；丙、臭氧層出現；丁、寒武紀大爆發。以上地球歷史上的各重大階段依照先後順序排列先後順序排列先後順序排列先後順序排列應為 (A)甲乙丙丁 (B)乙甲丁丙 (C)丁丙乙甲 (D)甲乙丁丙。 

(  )9.(甲)恆星的表面溫度、(乙)星球與地球距離、(丙)恆星的發光強度、(丁)恆星的顏色，上列敘述哪些是影響星星視亮度視亮度視亮度視亮度的主要因素？ (A)乙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 

(  )10.某生在阿里山上做長時間曝光攝影，得右圖之照片，以下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甲最有可能是北極星 (B)分別以乙、丙、丁弧對甲連接端點，所得之角應該相等 (C)若測得乙弧兩端與甲連接後∠甲≒20°，則知該生曝光時間約 80分鐘 (D)乙、丙、丁星在天上作弧線運動是因為地球繞日公轉所造成的結果。 

(  )11.下列有關恆星及行星的比較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兩者都會自行發光 (B)恆星距離地球較遠 (C)恆星的光受大氣擾動作用會形成閃爍現象，行星則否 (D)行星的位置相對於恆星會隨時間變化。 

(  )12.下列關於星空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將全天空劃分為 28 個天區 (B)在不同緯度觀測星空可見之星座種類及數量一定不相同，所使用的星座盤也不一樣 (C)同一星座內的恆星與地球的距離皆相等 (D)同一星座內之恆星其光度及顏色皆相同。 

(  )13.右表為恆星資料，依據表中恆星的顏色、視星等和絕對星等判斷哪一顆星與地球的距離大於大於大於大於 32.6光年光年光年光年？ 

(A)甲 (B)乙 (C)丙 (D)丁。 

(  )14.地球上有液態水存在，鄰近的金星和火星則無液態水，造成地球此種獨特條件的主要因素是 (A)地球有四季變化，金星和火星則無 (B)地球原始大氣源自火山爆發，金星和火星的大氣則與火山爆發無關 (C)地球形成之初有隕石撞擊，金星和火星則無 (D)地球和太陽的距離適中。 

(  )15.如右圖所示，下列關於星團位於銀河系的位置與其組成恆星的質量年齡之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甲位置為球狀星團 
(B)甲位置星團質量較大 (C)乙位置星團中恆星年齡較年老 (D)乙位置星團中恆星壽命較短。 

(  )16.下列有關「海水鹽度」的敘述何者有誤有誤有誤有誤？ (A)海水的鹽度與溫度成正比 (B)河流出海口的鹽度較低 (C)實用鹽度單位是利用導電度來換算 (D)海水表層結冰會導致該地海水鹽度升高 (E)鹽度的定義為 1公斤海水中溶解鹽類之總量。 

(  )17.右圖為太平洋某地海水溫度與深度的關係圖，若依海水溫度的垂直變化特徵將海水分為甲、乙、丙三層，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在甲層可見波浪和海流等海水運動 (B)乙層海水溫度的垂直變化最大，稱為深水層 (C)海水鹽度在丙層最大 (D)太陽輻射能穿透到達乙層底部 (E)丙層為混合層，海水溫度的垂直變化不大。 

(  )18.下列關於「軟流圈」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出現在上部地函的震波低速帶 (B)軟流圈的深度在大陸及海洋地區均相同 (C)軟流圈之上的岩石物質稱為岩石圈 (D)軟流圈內主要由橄欖岩質岩石組成 (E)軟流圈中岩石可塑性比較高。 

(  )19.下列關於「平流層」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進入地球大氣層的紅外線大部分在此層被臭氧所吸收 (B)大氣中的臭氧分子大部分聚集在此層 (C)離地面 20 到 30公里的範圍內臭氧濃度最高 (D)層內空氣分子主要是在水平方向運動 (E)處於「逆溫」狀態。 

(  )20.右圖是某地震測站的地震紀錄，甲、乙、丙代表不同的地震波，以下哪一觀念錯錯錯錯誤誤誤誤？ (A)利用地震波探測地球內部時主要是利用甲和乙波 (B)丙波到達時地面搖晃程度最大 (C)利用甲和乙波到達的時間差可以判斷測站和震源距離 (D)甲波不能在地球外核傳遞 (E)乙波屬於橫波。 

(  )21.關於地球上大氣的功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可以使我們聽到聲音 (B)可以供生物呼吸和植物行光合作用 (C)可以穩定地球的溫度 (D)可以阻止大多數的太空碎粒直接撞擊地球 (E)可完全吸收紫外線和宇宙射線，保護地表的生物。 

(  )22.右圖為大氣垂直溫度結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天氣變化主要發生在乙層 (B)甲層中大氣溫度隨高度的變化大約為-6.5℃／公里 (C)丁層厚度約為 50km (D)臭氧層在丙層內 (E)能反射無線電波的主要是乙層。 

(  )23.高緯度地區大洋西岸水溫通常比東岸高西岸水溫通常比東岸高西岸水溫通常比東岸高西岸水溫通常比東岸高的原因為 

(A)因季風影響 (B)因西風吹拂所致 (C)有暖流經大洋西岸 (D)大洋東岸有湧升流補充 (E)柯氏力作功的結果。 

(  )24.下列哪個地區的上空最不可能最不可能最不可能最不可能形成地轉風？ 

(A)阿拉斯加 (B)西班牙 (C)阿根廷 (D)日本 (E)印尼。 



(  )25.下列關於「赤道太平洋區氣候異常」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赤道太平洋東側的斜溫層正常年比聖嬰年深 (B)聖嬰年時因下層冷海水上升而使混合層增厚 (C)聖嬰現象過後，有時在太平洋西邊會造成過冷的現象，稱之為「反聖嬰」現象 (D)聖嬰年時低壓雲雨出現的位置移往赤道太平洋中央，甚至東側 (E)聖嬰現象發生時赤道西太平洋暖水層變薄、水溫上升。 

(  )26.下列關於「風吹海面引起的波浪」之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波高越大的波浪波長就越短 (B)風速大的地區產生的波浪波高較小 (C)強勁的風可以提供海水產生波浪的能量較少 (D)波長越長傳遞的距離越遠 (E)碎浪通常在外海形成。 

(  )27.下列有關「水循環」的敘述何者有誤有誤有誤有誤？ (A)水循環使地球赤道和極區的溫差加大，故極區才有冰川 
(B)水循環過程中水以固體、液體、氣體三種形式出現 (C)水循環多在對流層中進行 (D)水蒸發時吸收熱量、凝結時放出熱量 (E)水氣的最大來源是海洋。 

(  )28.天氣與生活息息相關，下列有關「臺灣天氣」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梅雨季來時天氣潮溼，是由滯留鋒所造成 (B)午後雷陣雨多發生於夏季，主要是因為對流旺盛 
(C)寒流來時溫度驟降，主要是冷鋒造成的影響 (D)颱風是發源於熱帶海洋的低氣壓，常會帶來強風豪雨 (E)夏季季風的風向是東南風，主要是受到大陸高壓氣團的影響。 

(  )29.下列對於「碳循環」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生物圈的碳主要以有機碳存在，僅能藉由食物鏈在生物之間轉移 (B)岩石被風化侵蝕後與海水中的碳酸根離子化合成碳酸鈣沉澱，可達到除碳的效果 (C)岩石圈的碳主要以碳酸鹽形式存在 (D)人類大量使用化石燃料與砍伐森林，擾動原本的碳元素分佈，影響氣候且衝擊生態 (E)絕大多數的碳是以煤、石油、碳酸鹽岩等穩定形式儲存在岩石圈與水圈中。 

(  )30.下列關於「地震」的描述正確正確正確正確的是 (A)臺灣位在環太平洋地震帶上 (B)深源地震的能量較強，對地表的破壞也較厲害 (C)世界主要的地震帶和火山帶重疊，意謂地震是由火山造成的 (D)盆地地形有利於地震波消散 (E)地震必定由斷層引起。 

(  )31.支持「大陸漂移說」的證據證據證據證據有哪些？(甲)冰川刻蝕痕跡；(乙)海洋地殼的磁性異常；(丙)古生物化石紀錄；(丁)地震分佈成帶狀；(戊)中洋脊和海溝的存在；(己)大陸邊緣形狀吻合。 

(A)甲乙丁 (B)甲乙戊己 (C)丙丁戊己 (D)丙丁己 (E)甲丙己。 

(  )32.以下何處的地震震源分佈型式和其它四者明顯不同不同不同不同？ 

(A)中洋脊 (B)馬里亞那海溝 (C)聖安德里斯斷層 (D)東非裂谷 (E)冰島。 

(  )33.右圖為海洋地殼之地磁倒轉紀錄，甲~戊之間任兩地間隔距離皆相同，且已知此處之海底擴張速率相同，經由定年知道甲處的岩石約在 300萬年前形成，則戊處的岩石年齡為何？ 

(A)1萬年以內 (B)約 50萬年前 (C)約 100萬年前 (D)約 200萬年前 (E)比 300萬年還更久。 

(  )34.下列關於臺灣地區火山活動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澎湖群島主要由玄武岩組成，目前無火山活動 
(B)大屯火山群目前仍有噴氣的火山活動 (C)龜山島目前無火山活動 (D)海岸山脈主要由安山岩組成，目前已無火山活動 (E)綠島目前仍有火山活動。 

(  )35.右圖是臺灣附近海底簡略圖，試判斷哪一構造線的配對是正確正確正確正確的？ (A)甲是呂宋火山島弧 (B)丙是馬尼拉海溝 (C)丁是琉球火山島弧 (D)乙是琉球海溝。 

(  )36.海底擴張的證據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 (A)海洋地殼的年紀不老於二億年 (B)中洋脊有深源地震，海溝有淺源地震 (C)海洋地殼地磁倒轉的紀錄 (D)沉積物的厚度自中洋脊往兩側漸厚 (E)中洋脊兩側之地形因海盆的擴大而大致對稱。 

(  )37.下列關於「颱風」的敘述正確正確正確正確的有幾項？(甲)颱風中心中空部份為颱風眼，裡面充滿上升氣流，天氣惡劣；(乙)眼牆為厚厚的積雨雲，是颱風威力最強的地方；(丙)颱風的動力來自水氣凝結所釋放的熱量；(丁)颱風眼是下沉氣流，可見颱風眼的氣壓並不是最低；(戊)颱風的上升氣流可到達平流層的頂部；(己)北半球的颱風高層空氣以順時針方向由中心向外輻散；(庚)

受陸地山脈走向影響，颱風侵襲臺灣後大多往北走，較少往西走。 (A)1 (B)2 (C)3 (D)4 (E)5。 

(  )38.已知地震波 P波、S波之波速分別為 VP=6km/s、VS=3km/s，若某次地震發生後臺南測站測得 P波與
S波到達測站的時間差為 20秒，則震源離該測站 (A)32 (B)48 (C)72 (D)106 (E)120 公里。 

(  )39.下列有關「山崩」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斜坡上的土體受重力吸引而向下坡快速崩落的現象 (B)山崩常發生在連日大雨之後，是因雨水既可增加下滑力，又會減少摩擦力 (C)人類開發山坡地會使山坡坡頂負荷減輕，故可減少山崩的現象 
(D)山崩時土體下滑力必超過摩擦力 (E)地殼擠壓導致地層破碎疏鬆容易引起山崩。 

(  )40.「西北颱」是指颱風通過時吹西北風，受地形影響之風勢特別大，又因風向接近河道出海方向，使積水不易宣洩，甚至引起海水倒灌。右圖中颱風位於哪一個位置較易形成西北颱形成西北颱形成西北颱形成西北颱？ (A)甲 (B)乙 (C)丙 (D)丁。 

(  )41.臺灣地區發生同規模的地震時，西部受災情形大多會較東部嚴重。下列關於上述說法之理由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西部人口多，地震傷亡人數會較多 (B)西部地質較鬆軟、建築物密度較高 (C)西部的震源深度常較東部淺 (D)西部的地震震央大多在陸地上，而東部常發生在外海 (E)西部發生地震的頻率較高。 

(  )42.以下何者可代表北半球的颱風北半球的颱風北半球的颱風北半球的颱風在地面的氣流方向？ 

(A)  (B)  (C)  (D) 。 

(  )43.下列有關地震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最主要的成因是由於火山爆發 (B)我國將地震規模分為 0~7級，是以地面受到震撼或破壞的強烈程度表示 (C)地震波的發源地稱為震央，震央在地面的垂直投影處稱震源 (D)對同一地震而言，距離震源愈近震度愈大 (E)地震規模的大小隨地點不同而改變。 

(  )44.地球自轉軸傾角並非固定在 23.5°，而是緩緩地在 22.5°與 24.5°之間變動，約每 41000 年循環一次。假設其它條件不變，當地球自轉軸傾斜角為 24.5°時，以下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北回歸線的緯度會變成北緯 24.5° (B)各緯度地面接受的太陽輻射量的年變化會變大 (C)低緯度地區的季節變化會比高緯度地區明顯 (D)地表發生永晝或永夜現象的區域將會擴大 (E)高緯度地區的夏天會更熱。 

(  )45.在地球漫長的歷史中，何種作用有利於有利於有利於有利於地表溫度逐漸轉冷？ 

(A)岩石風化作用消耗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B)地球自轉軸的傾角變大 (C)火山作用釋放水氣和二氧化碳 (D)大陸分佈於低緯度地區使地球反照率降低。 

(  )46.〈京都議定書〉是人類追求永續發展的具體行動之一，下列有關它的內容錯誤錯誤錯誤錯誤的是 (A)要求各締約國不可以再排放溫室效應氣體 (B)目的在抑制全球暖化的速度 (C)提供國際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機制 (D)對於某些溫室氣體排放量低的國家允許未來增加排放量 (E)台灣不是締約國。 

(  )47.右圖為某地海岸線築出一道幾近垂直海岸的堤防，若發生突堤效應，則圖中何處為堆積作用堆積作用堆積作用堆積作用最明顯的地方？ 

(A)甲 (B)乙 (C)丙 (D)丁。 

(  )48.全新世「冰期」、「間冰期」的更替下，下列何者並未有明顯變化並未有明顯變化並未有明顯變化並未有明顯變化？ 
(A)海洋面積的變化 (B)全球降雨量的分佈 (C)全球平均氣溫 
(D)洋流的循環系統 (E)板塊的分佈位置。 

(  )49.下列何因素難以改變難以改變難以改變難以改變氣候？ 

(A)火山噴發 (B)地震 (C)地球反照率 (D)板塊運動 (E)日地關係。 

(  )50.臺灣天然海岸消失的原因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不包括 

(A)海岸工業區及港灣的開發 (B)沿海養殖業者大量抽取地下水 (C)菲律賓海板塊和歐亞板塊的碰撞作用 (D)興建水庫、攔砂壩，減少河口出砂量 (E)不肖業者盜採砂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