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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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單選題（80%，每題 2 分） 

(  )1.下列哪一類岩石覆蓋地表的面積最廣？ 

(A)沉積岩 (B)火山岩 (C)變質岩 (D)深成岩 (E)火成岩。 

(  )2.臺灣最常見的火山岩為以下哪一種？ 

(A)花岡岩 (B)大理岩 (C)安山岩 (D)流紋岩 (E)玄武岩。 

(  )3.星團可分為球狀星團與疏散星團，下列有關兩者的成員之比較何者錯誤？ 

(A)前者顏色多呈紅色 (B)前者的質量較小 (C)前者的核融合反應速率較慢 (D)

後者的壽命較長 (E)後者多位在星系旋渦臂。 

(  )4.下列何種類型的氣候條件最容易發生化學風化作用？ 

(A)乾熱 (B)溼熱 (C)乾冷 (D)溼冷。 

(  )5.如果新竹海邊今天早上 10 點 15 分為滿潮，則下一次滿潮約為何時？ 

(A)21 點 25 分 (B)22 點 15 分 (C)22 點 40 分 (D)23 點 (E)24 點 35 分。 

(  )6.聖嬰年時祕魯沿岸因氣候異常帶來的自然災害為 

(A)風災 (B)水災 (C)旱災 (D)沙塵暴 (E)土石流。 

(  )7.已知滿月約為-12 星等、太陽約為-26 星等，則太陽的亮度大約是滿月的 

(A)超過 4 百萬倍 (B)1 百萬倍 (C)40 萬倍 (D)25 萬倍 (E)14 萬倍。 

(  )8.屏東林邊地區海岸發生地層下陷的主要原因為 (A)河川整治 (B)盜採砂石 (C)

海堤整建工程 (D)海水入侵地下水層 (E)超抽地下水。 

(  )9.下列哪一種儀器通常不放置於百葉箱中？ 

(A)溼度計 (B)溫度計 (C)氣壓計 (D)雨量計 (E)最高、最低溫度計。 

(  )10.下列何項不是「永續發展」的內涵？ (A)人類發展不超出環境承載力 (B)發展

綠色科技以減輕環境負荷 (C)促成地球村概念的落實，加強國際合作 (D)以環

境保護為導向，降低人類的生活品質 (E)各世代皆有過相同生活品質的權利。 

(  )11.下列地點與常見的地質構造何者配對錯誤？ 

(A)東非裂谷－正斷層 (B)喜馬拉雅山－褶皺山脈 (C)聖安德里斯斷層－轉形斷

層 (D)冰島－逆斷層 (E)馬里亞納海溝－逆斷層。 

(  )12.漂沙的形成主要與下列何者有關？ 

(A)沿岸流 (B)漲潮流 (C)落潮流 (D)濁流 (E)底流。 

(  )13.海水的鹽度主要可以由哪一種物理量推算？ 

(A)密度 (B)壓力 (C)深度 (D)導電度 (E)溫度。 

(  )14.北半球所見天北極之仰角 (A)恆為 90 度 (B)恰與當地緯度互為餘角 (C)恰與

當地緯度相同 (D)恰與當地經度互為補角 (E)恰與當地經度相同。 

(  )15.目前常用的大氣觀測方法有以下三種：(甲)投落送、(乙)觀測坪、(丙)氣象衛星，

則將其量測儀器所在高度由高至低排序應為 

(A)丙甲乙 (B)乙丙甲 (C)乙甲丙 (D)甲乙丙 (E)丙乙甲。 

(  )16.「黃道」是下列何者在天球上移動的軌跡？ 

(A)太陽 (B)月球 (C)火星 (D)木星 (E)北極星。 

(  )17.某日新聞播報一則消息：「今日清晨三點二十分發生有感地震，震央位於花蓮東方

外海，深度約 50 公里，地震強度 5.2。嘉義地區受到波及，震毀房屋一間。」下

列有關該地震的敘述何者正確？ 

(A)目前的科技無法估算出震源的深度 (B)地震強度應改為地震規模 (C)發生在

花蓮東方外海的地震不可能震毀嘉義的房屋 (D)有感地震是指地震儀能夠偵測

到，而人不能感知的地震 (E)臺灣地區所發生的地震震央都在花蓮外海。 

(  )18.下列何選項是科學家區分不同水團或海流的主要依據？ (A)溫度與鹽度 (B)壓

力與密度 (C)溫度與密度 (D)鹽度與組成成份 (E)溫度與組成成份。 

(  )19.下列有關斷層型態的敘述何者錯誤？ 

(A)正斷層是由張力所造成 (B)聚合性板塊邊界常發生正斷層 (C)逆斷層是由壓

力所造成 (D)平移斷層是由切剪力所造成 (E)台灣的斷層大多為逆斷層。 

(  )20.雨量稀少、蒸發強烈、缺乏植被和水份的地區，哪一種營力的侵蝕作用最明顯？ 

(A)流水 (B)冰川 (C)鹽份 (D)波浪 (E)風。 

(  )21.地震可能引發的災害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A)火災 (B)海嘯 (C)地下水鹹化 (D)山崩 (E)房屋倒塌。 

(  )22.下列何者屬於深成岩？ 

(A)流紋岩 (B)玄武岩 (C)安山岩 (D)黑曜岩 (E)輝長岩。 

(  )23.地震發生後，一般最先到達地震測站的震波為 

(A)P 波 (B)S 波 (C)樂甫波（LQ） (D)雷利波（LR） (E)表面波。 

(  )24.下列哪一選項無法提供古氣候變遷的資訊？ 

(A)星相 (B)珊瑚 (C)冰層 (D)沉積物 (E)樹木之年輪。 

(  )25.依據哈伯定律，下列何敘述錯誤？ (A)所有的遙遠星系都以高速離開我們 (B)

每個星系都以等速率向外膨脹 (C)距離愈遠的星系奔離的速率愈大 (D)宇宙不

斷地在膨脹 (E)遠方星系的光譜譜線會向波長較長的紅光那一端偏移。 

(  )26.臺灣地區的造山運動造就了許多斷層，臺灣島內的斷層大多屬於下列何種？ 



  

(  )27.下列有關「海流」的形成原因何者正確？ 

(A)海水溫差 (B)鹽度差異 (C)風吹海面 (D)海面傾斜 (E)以上皆是。 

(  )28.火山活動不會產生下列哪一現象？ 

(A)地震 (B)地熱 (C)溫泉 (D)褶皺 (E)地面隆起。 

(  )29.下列哪一種方法是取得地底下資料或資源最直接的方法？ 

(A)鑽井 (B)震波測勘 (C)地電測勘 (D)地質調查 (E)地磁測勘。 

(  )30.為什麼大型望遠鏡都要選擇放置在四、五千公尺以上的高山上？ 

(A)和所觀測的天體比較近 (B)所得的視相較佳 (C)大氣的寧靜度比較差 (D)

離地心較遠，重力較小 (E)高度愈高溫度愈低。 

(  )31.臺灣的水資源主要用於 

(A)水力發電 (B)工業用途 (C)農業灌溉 (D)民生所需 (E)商業用途。 

(  )32.下列有關臺灣洪災的成因何者錯誤？ (A)上游集水區水土保持不佳 (B)都市柏

油路面密集，地表逕流太大 (C)河道、水溝疏於清淤 (D)河川洪氾區被不當利

用 (E)攔砂壩、堤防等水利設施建造量不足。 

(  )33.下列何者不屬於我們的銀河系？ 

(A)太陽系 (B)哈雷彗星 (C)昴宿星團 (D)仙女座星系 (E)貓眼星雲。 

(  )34.下列哪種天然災害尚不能在發生前做預報？ 

(A)火山爆發 (B)颱風來襲 (C)土石流 (D)海嘯 (E)地震。 

(  )35.下列有關恆星日和太陽日的比較何者正確？ (A)恆星日較太陽日長約 4分鐘 (B)

連續兩次正對遠方恆星所需的時間稱為一日 (C)一年有 360 個恆星日 (D)太陽

日的長度對應地球自轉 361 度的時間 (E)恆星日是我們定義「日」的依據。 

(  )36.銀河系與其它三十多個鄰近星系，如仙女座星系（M31）等，組成的團體稱為 

(A)球狀星團 (B)黑暗黑雲 (C)本星系群 (D)疏散星團 (E)超星系團。 

(  )37.颱風登陸後勢力往往迅速減弱，下列何者不是其減弱的原因？ (A)能量的補給受

阻 (B)地形阻擋 (C)水氣量減少 (D)地面摩擦力增加 (E)科氏力變大。 

(  )38.下列何處地震因板塊的性質差異，其震源深度較其它四者淺？ (A)中洋脊地震帶 

(B)地中海地震帶 (C)歐亞地震帶 (D)環太平洋地震帶 (E)隱沒帶。 

(  )39.下列選項為記者播報的地震新聞，請選出錯誤的敘述。 (A)4 月 1 日花蓮發生規

模 4.3 的地震 (B)震源位於北緯 24.05 度，東經 121.62 度 (C)屬於深度 45 公里

的淺源地震 (D)造成宜蘭縣南澳地區震度三級 (E)部份老舊房子發生龜裂。 

(  )40.聖嬰年時祕魯沿岸的氣候有何異常現象？ 

(A)大氣壓力高於正常值 (B)降雨量高於正常值 (C)沃克環流強度增強 (D)海

面溫度低於正常值 (E)湧升流強度增強。 

二、多選題（40%，每個選項扣 2 分，每題最多扣 4 分） 

(  )41.以下哪些屬於沉積構造？ 

(A)波痕 (B)斷層 (C)粒級層 (D)褶皺 (E)生痕。 

(  )42.下列有關臺灣的降雨特性哪些正確？ 

(A)南部的年降雨量多於北部 (B)東岸多於西岸 (C)山地多於平地 (D)南部的

乾雨季較北部明顯 (E)依季節而論，北部的降雨分佈較南部平均。 

(  )43.當河流從山區進入平原區時，形成沖積扇的主要原因有哪些？ (A)流量變多 (B)

河床坡度降低 (C)流速減慢 (D)沉積物增加 (E)侵蝕作用增強。 

(  )44.下列北半球觀測者所觀察到的現象，哪些可作為地球是圓球體的佐證？ 

(A)船隻駛離岸邊時，船身較船桅先消失 (B)看到北方天空的星體都繞著天北極

旋轉 (C)春分的正午，愈往北方太陽光斜射的角度愈大 (D)愈往南方走，南邊

的天空會出現更多未曾看過的天體 (E)日偏食時，太陽的缺口邊緣為弧形。 

(  )45.下列關於「軟流圈」的敘述哪些正確？ (A)軟流圈可視為由黏度很高的物質組

成，具有可塑性 (B)軟流圈的內部可以產生對流 (C)軟流圈是屬於地函物質 

(D)軟流圈也是低速帶 (E)板塊就是浮在軟流圈上的岩石圈之裂塊。 

(  )46.下列哪些海洋特性可經由衛星觀測？ (A)海洋表面溫度分佈 (B)海底地形分佈 

(C)海水鹽度分佈 (D)海水顏色 (E)波浪。 

(  )47.下列何者不是永續發展的整體策略？ (A)創造生態平衡的都市環境 (B)加強推

動社會福利政策 (C)以風險管理及前瞻規劃推動經濟發展 (D)改變植物的基

因，提高生產率 (E)自然資源的開發應考慮大自然的承載力。 

(  )48.正斷層與逆斷層主要的區別為何？ (A)前者發生水平方向位移，後者發生垂直方

向位移 (B)前者受張力作用，後者受壓力作用 (C)前者為上盤相對下盤向下移

動，後者為上盤相對下盤向上移動 (D)前者易形成地壘，後者易形成地塹 (E)

前者大多發生於聚合性板塊邊界，後者大多發生於張裂性板塊邊界。 

(  )49.古人計算時間的長度主要是以下列哪些星體的運行規律作為判斷的依據？ 

(A)地球的自轉 (B)地球繞日的公轉 (C)月球的自轉 (D)月球繞地球的公轉 

(E)太陽的自轉。 

(  )50.沉積岩大多由碎屑沉積物膠結而成，試問下列哪些岩石最可能為沉積岩？ 

(A)玄武岩 (B)片麻岩 (C)礫岩 (D)花岡岩 (E)砂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