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3 學年度上學期「選修物理上」一段考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三 2、高三 4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單選題（每題 2分） 

(  )1.下列對於原始地球的敘述何者錯誤？ (A)原始大氣層主要成份是氮與氧 (B)地質

的活動遠比現在劇烈 (C)原始地殼冷卻後，水氣凝結成原始海洋 (D)由於隕石撞

擊及內部放射性物質衰變所產生的熱能，使地球呈熔融狀態。 

(  )2.一個天文單位的距離是 (A)地球到太陽的平均距離 (B)地球到月亮的平均距離 

(C)相當於一光年 (D)太陽系的半徑 (E)銀河系的大小。 

(  )3.隱生元和顯生元的劃分依據為下列何者？ (A)岩層的變質程度 (B)三葉蟲的滅絕 

(C)大量帶殼生物的發現 (D)恐龍的出現 (E)溫度的高低。 

(  )4.已知 3 月 1 日傍晚 6 時自東方地平線升起一恆星，則 4 月 1 日時該星大約在何時自

東方地平線升起？ (A)下午 4 時 (B)傍晚 6 時 (C)傍晚 8 時 (D)傍晚 10 時。 

(  )5.右圖為銀河系的側面示意圖，圖中何處大約是太陽

系的位置？ (A)甲 (B)乙 (C)丙 (D)丁。 

(  )6.俗諺說：「晨霧遮山腳，日頭不會小」，對此俗諺的

詮釋何者正確？ 

(A)山區因地形效應，容易在山腳下起霧 (B)晴朗

的夜晚散熱較快，因降溫而使水氣飽和凝結 (C)太

陽出來照射後水氣增加，而形成濃霧 (D)太陽照射山坡，引發氣流上升而起霧。 

(  )7.海浪和洋流不斷攪動海水接近表面的一層，使得此層上下海水的一些物理性質混合

均勻，故稱它為混合層。下列何者不會因混合而達到均勻？ (A)海水壓力 (B)海

水鹽度 (C)海水溫度 (D)海水密度。 

(  )8.依據右圖所示，影響等鹽度線向外海凸出的主要因素

為 (A)降水 (B)暖流 (C)冷流 (D)河水注入。 

(  )9.下列地球的層狀結構及其組成物質的配對正確的是 

(A)大陸地殼－玄武岩質 (B)海洋地殼－花岡岩質 

(C)地函－鐵鎳質 (D)內核－鐵鎳質。 

(  )10.氣團容易在哪種地區形成？ 

(A)海島 (B)高山地區 (C)赤道附近 (D)海陸交界 (E)廣大的陸地或海洋。 

(  )11.在地震紀錄中，最先到達的波傳播方式為何者？ 

(A) (B) (C)  

(  )12.世界上火山活動最頻繁的區域是在 

(A)環太平洋火山帶 (B)歐亞火山帶 (C)中洋脊 (D)熱點 (E)以上都有可能。 

(  )13.右圖為聚合性板塊邊界示意圖，依此圖推斷岩

石的類別，則下列哪些敘述是正確的？甲處：因

強烈擠壓產生高溫高壓，故有變質岩；乙處：有

岩漿上升至地表冷卻，形成火山岩；丙處：有熔

融岩漿進入，冷卻凝固成變質岩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甲乙丙。 

(  )14.下列關於洪患的敘述何者正確？ 

(A)當河川水位突然暴漲即為洪患 (B)河流短促是臺灣發生洪患的自然因素之一 

(C)目前各洪水警戒區都已完成排水系統，所以民眾不必擔心會發生洪患 (D)洪患

完全是因自然因素所造成，所以我們只要順應自然就能減少洪患的災情。 

(  )15.右圖為南太平洋部份海域地震的分佈狀況，何者是澳洲東部 X 方框附近的板塊運

動方式？ 

(A)  (B)  

(C)  (D)  

(  )16.中央氣象局對颱風的分類標準之依據為 (A)颱風中心附近平均最大風速 (B)颱

風中心颱風眼的大小 (C)颱風所含的水氣多寡 (D)颱風在垂直剖面上的高度。 

(  )17.颱風侵臺前後地面天氣圖如附圖甲、乙圖所示。兩圖中，臺北的氣壓和風速的比較

以下何者正確？ (A)氣壓：甲＞乙；風速：甲＞乙 (B)氣壓：甲＜乙；風速：甲

＞乙 (C)氣壓：甲＜乙；風速：甲＜乙 (D)氣壓：甲＞乙；風速：甲＜乙。 

 

(  )18.下列關於「颱風發展」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由熱帶地區的大氣擾動逐漸發展而成 (B)通常在南北緯 5°以外形成 (C)蒸發旺

盛，風力微弱的海面有助於颱風形成 (D)颱風易在地表氣流輻散區發展。 

(  )19.下列有關地震之敘述何者正確？ 

(A)地震規模與震度均以地面受破壞的程度來分級 (B)同一次地震中，凡震度相等

之地區和震央的距離均相等 (C)臺灣位於聚合性板塊交界帶上，所以經常發生地震 



(D)在臺灣發生的地震是因為環太平洋地震帶上火山爆發所造成的。 

(  )20.「芮氏地震規模」所代表的意義是 (A)地震釋放出的能量大小 (B)地震對各地搖

晃的程度 (C)地震所造成的傷亡人數 (D)地震波傳遞的波速、距離。 

(  )21.下列關於新仙女木事件的敘述何者錯誤？ (A)仙女木是一種生長在寒冷環境的草

本植物 (B)新仙女木事件約於 10 萬年前開始 (C)新仙女木事件約於 1 萬 1000 年

前結束 (D)新仙女木事件發生時間晚於末次冰期。 

(  )22.下列有關冰期的敘述何者正確？ 

(A)冰期造成全球溫度上升 (B)冰期時，南北極的冰冠大多延伸至赤道 (C)古氣候

學家目前已經知道冰期發生的原因，並能精準推算冰期週期 (D)冰期發生的可能原

因非常多，且彼此相互影響，在研究上須多方考量。 

(  )23.造成冰期與間冰期交替出現的主要原因為 (A)地球內部的變化 (B)太陽本身的

變化 (C)太陽和地球之間的關係變化所致 (D)小行星作用。 

(  )24.珊瑚礁島國土瓦魯位於大洋洲，該國領導人在一份聲明中說他們對抗環境變遷的努

力已告失敗，將放棄自己的家園，舉國移民紐西蘭。該聲明中所謂之「環境變遷」

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海平面上升 (B)火山爆發 (C)酸雨侵蝕 (D)臭氧層破洞。 

(  )25.臺灣哪一段海岸線是屬於堆積海岸，有大片的海埔新生地？ (A)北段臺北沿海 

(B)彰化至臺南沿海 (C)南段屏東、高雄沿海 (D)花蓮至臺東沿海。 

(  )26.有關恆星月和朔望月週期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恆星月較朔望月的週期

長約 4分鐘 (B)恆星月較朔望月的週期短約 2天 (C)恆星月較朔望月的週期短約 4

分鐘 (D)恆星月較朔望月的週期長約 2 天 (E)恆星月和朔望月的週期一樣長。 

(  )27.請問阿拉伯民族所使用的傳統曆法是以下列哪一個天體相貌的朔望變化作為一個

月的基準？ (A)水星 (B)金星 (C)太陽 (D)月球 (E)天狼星。 

(  )28.有甲、乙、丙三個城市，分別測得其氣溫及露點如下：(甲)25℃，20℃；(乙)28℃，

20℃；(丙)20℃，20℃，則三城市相對溼度的大小順序為何？ (A)甲＞丙＞乙 (B)

乙＞丙＞甲 (C)乙＞甲＞丙 (D)丙＞甲＞乙 (E)丙＞乙＞甲。 

(  )29.有關可見光與紅外線衛星雲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可見光雲圖可以判斷雲

的厚度 (B)紅外線雲圖可以判斷雲的高低 (C)紅外線雲圖較白，但可見光雲圖較

黑，則此區域必定是高且薄的雲 (D)可見光雲圖看來較白，但紅外線雲圖較黑，則

雲厚但垂直發展不高 (E)可見光雲圖與紅外線雲圖都較白，則表示晴朗天氣。 

(  )30.人造衛星以可見光波段的電磁波觀測下面哪一個雲層特性？ 

(A)移動速度 (B)形狀 (C)水氣含量 (D)高度 (E)厚度。 

(  )31.如果颱風來臨時正逢大潮，海水漲得特別高，河口區海水倒灌嚴重造成災害，請問

何時可能會發生大潮？ 

(A)下午 3 點 (B)農曆初七 (C)中午 12 點 (D)午夜 12 點 (E)農曆 15 日。 

(  )32.一波波的湧浪來襲通常是有哪種自然現象發生？ 

(A)地震 (B)火山爆發 (C)颱風 (D)魚群通過 (E)隕石撞擊。 

(  )33.小謙對五處海水進行樣本分析，附表是海水中主要離子含量分析表，請問下列何處

的海水比例明顯和其它不同？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選項 (甲) (乙) (丙) (丁) (戊) 

海水鹽度 

（0／00） 
34 18.5 8.92 38.1 29 

Na
＋
 10.4108 5.6647 2.731304 11.66622 7.395 

Mg2＋ 1.2512 0.6808 0.328256 1.40208 1.2731 

Ca2＋ 0.4012 0.2183 0.105256 0.44958 0.7105 

K
＋
 0.374 0.2035 0.09812 0.4191 0.638 

Sr2＋ 0.0068 0.0037 0.001784 0.00762 0.0116 

Cl
－
 18.7238 10.18795 4.912244 20.98167 16.7098 

SO4
2－ 2.6248 1.4282 0.688624 2.94132 1.885 

HCO3
－
 0.136 0.074 0.03568 0.1524 0.232 

占 

海 

水 

比 

例 

Br
－
 0.0646 0.03515 0.016948 0.07239 0.1102 

  

(  )34.在 2004 年 12 月發生印尼蘇門答臘大地震，從而導致南亞巨大海嘯，引發了世界各

國有關專家的關注與研究。經過調查後發現，靠近震源附近的巽他海溝，其海底凹

陷地區出現了綿延 45 公里的斷層，斷層落差達 10 公尺，巨大的能量將海浪推高因

此產生巨大海嘯。根據上面的敘述，下列哪一選項是正確的？ 

(A)海嘯都發生在海溝處 (B)陸地產生斷層就會造成海嘯 (C)只要發生大地震就會

發生海嘯 (D)海底地震導致海底地形產生大落差是造成此次海嘯的主因。 

(  )35.利用下列哪種地球物理探勘法，能讓我們清晰得知較深部海床地層的構造？ 

(A)反射震測 (B)折射震測 (C)磁力測勘 (D)重力測勘。 

(  )36.按照地殼均衡說的理論，位於格陵蘭的冰層融化後，格陵蘭島的地勢將如何變動？ 

(A)上升 (B)不變 (C)下降 (D)下降至與海平面同高 (E)出現週期性的上下運

動。 

(  )37.下列哪一種方法可用來判斷岩石或地層的絕對年代？ (A)標準化石 (B)疊置定

律 (C)截切關係定律 (D)化石連續定律 (E)放射性同位素定年法。 

(  )38.折射式和反射式光學望遠鏡之最大的不同為何？ 

(A)放大率不同 (B)觀測時的位置不同 (C)口徑大小不同 (D)聚光的形式不同。 

(  )39.下列哪個國家或地區的居民可以看到最大範圍的天球？ 

(A)西藏 (B)印尼 (C)英國 (D)紐西蘭 (E)芬蘭。 

(  )40.火成岩外觀顏色有深淺之分，其與何者有關？ (A)岩漿噴發的經緯位置 (B)岩漿

噴發的年代 (C)岩漿的成份 (D)岩漿的凝結速度 (E)岩漿噴發的高度。 

(  )41.在下面哪一種氣候之下化學風化速率進行最快？ 

(A)暖且乾 (B)暖且溼 (C)冷且乾 (D)冷且溼。 

(  )42.重力探測可以用來測量地球岩石重力的微小變化，它反映了組成岩石的密度大小。



一般來說，密度越大的岩石重力值越大。若某處地質剖面如右圖所示，則測出的地

表重力值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  (B)  

(C)  (D)  (E)  

(  )43.斷層與節理的最大差異為何？ 

(A)節理未受外力作用 (B)斷層僅會發生在沉

積岩區域 (C)斷層有明顯位移 (D)斷層不會

成群出現 (E)節理僅發生在海岸區域。 

(  )44.參見右圖，甲斷層是 (A)正斷層 (B)逆斷層 

(C)左移斷層 (D)右移斷層。 

(  )45.下列各種海底地形中，哪一種地形的坡度最

緩？ (A)大陸緣積 (B)中洋脊 (C)大陸斜坡 

(D)大陸棚 (E)深海平原。 

(  )46.海底地形中的轉形斷層屬於哪一種斷層，並常伴隨哪一類型的地震？ 

(A)逆斷層－深源地震 (B)正斷層－淺源地震 (C)正斷層－深源地震 (D)平移斷

層－深源地震 (E)平移斷層－淺源地震。 

(  )47.附圖為北大西洋的海底地形區分圖，其中丙區為大西洋中洋脊，乙區所代表的位置

應屬於何種地形？ (A)大陸坡 (B)大陸棚 (C)大陸緣積 (D)洋底盆地。 

 

(  )48.請問以下列何種工具可用來探測沉船或是飛機？ 

(A)人造衛星 (B)溫鹽深儀 (C)空載光達 (D)海洋水色儀 (E)側掃聲納儀。 

(  )49.下列各圖中的長線表示斷層面，雙線表示中洋脊斷裂谷，箭頭表示板塊移動方向，

則何者正確？ 

(A)  (B)  (C)  (D)  

(  )50.東北季風吹拂時，臺灣東北部比西南部多雲雨，其主要原因為何？ 

(A)東北部較寒冷，由東北風帶來的水氣在此地遇冷容易凝結成雲 (B)東北部空氣

汙染嚴重，有較多凝結核，水氣在此地容易凝結成雲 (C)東北風受中央山脈阻擋，

帶來的水氣因在此地爬升降溫而凝結成雲 (D)東北季風把海上的雲吹過來，因為先

經過東北部，故此地降雨量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