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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每題 2 分，不倒扣 

[題組]右圖為侵臺颱風路徑的分類圖，參考圖回答下列問題： 

1. 若路徑 3 的颱風，其中心正好位於圖中的 E 處時，暴風半徑 250 公里，則下列關於

各地天氣狀況的描述，何者最不正確？ (A)臺北不在颱風暴風圈內，故不會有雲雨

(B)臺東地區處於迎風坡，風雨交加(C)臺中吹東南風，風雨較花蓮地區小(D)恆春半

島風強雨大(E)高雄臺南易有焚風吹襲。 

2. 若五條路徑的颱風，颱風中心正好位於圖中的 A~E 五個位置時，何者最容易在臺中

海岸引發海水倒灌的現象？ (A)A(B)B(C)C(D)D(E)E。 

3. 若五條路徑的颱風，颱風中心正好位於圖中的 A~E 五個位置時，何者最容易在臺中

地區出現焚風的現象？ (A)A(B)B(C)C(D)D(E)E。 

4. 圖中的路徑 1~3 為何都向西北方向移動，主因是 (A)受蒙古-西伯利亞高壓氣團的吸引(B)受東亞的溫帶氣旋和鋒

面系統牽引(C)受青藏高原低壓環流的推送(D)受太平

洋高壓環流的推送(E)受東北信風的推移。 

5. 若偵測位於圖中 C 處的颱風雲頂氣流，應如右側何圖

所示？ 

 

 [題組]右圖為 6 月 18 日臺灣附近地區的地面天氣圖，臺灣東

方有谷超颱風，中心氣壓 960 百帕，向北北東移動；臺灣西南

方有泰利颱風，中心氣壓 992 百帕，向東北方移動。配合圖中

內容回答下列問題： 

6. 出現在圖中臺灣北端海域測站的天氣狀態，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A)氣壓 1019 百帞(B)氣溫 29℃(C)吹西北風(D)風

速 5 公尺/秒左右(E)過去三小時以來氣壓下降了 1.5 百帕。 

7. 此時臺灣北部和東北部海域的天氣最可能受何者影響? 

(A)谷超颱風(B)泰利颱風(C)四川的高壓(D)四川的高壓和

谷超颱風一起影響(E)谷超颱風和泰利颱風一起影響。 

8. 下列哪一張是此時的衛星雲圖？(臺灣位於圖正中偏

左)

 

9. 承上，此日在宜蘭最不可能出現下列何種天氣或環境狀態? (A)天空先出現大量卷雲，短時間內雲層增多增厚(B) 

吹西北風(C)傍晚出現類似火燒雲或紅藍相間炫麗的晚霞(D)海邊可能為風和日麗但湧浪不斷襲岸(E)持續風馳雨

驟，但突然風停無雨。 

10. 承上，若谷超颱風前進方向不變，再經六小時後，臺灣北端海域測站的天氣資訊，最可能如下列何圖所示？ 

 

11. 若泰利颱風行進方向不變由臺灣海峽北上，則關於出現在臺灣各地的天氣狀態之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南部

風雨較北部出現得早(B)西部受泰利颱風的影響會比東部大(C)當泰利颱風中心在臺中西側海域時，臺南高雄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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焚風(D)泰利颱風極可能會在中南部山區降下超大豪雨(E)泰利颱風北上後極可能引進強烈的西南氣流。 

 

[題組]右圖為氣流遇到地形起伏時，迎風面上升運動

和背風面下沉運動的情形，最右圖為水氣飽和曲線

圖，右下方則為乾溼球溼度計的相對溼度表。若氣

溫隨高度上升，在未飽和空氣的狀況，平均每上升

100 公尺，氣溫約下降 1℃。若是飽和空氣塊，此處

平均每上升 100 公尺，氣溫約下降 0.6℃。目前地面

有一水平氣流，在甲處時其空氣性質落在右側水氣

飽和曲線圖中的黑點處，遇山爬升再順山而下沉到

戊處。不考慮露點的變化，配合以上資訊回答下列問題： 

12. 此氣流於圖中何處開始凝結成雲？ 

(A)500m(B)750m(C)1250m(D)1500m(E)1750m。 

13. 在氣流升降過程中，下列關於各地空氣的比較或敘述，何者錯誤？ 

(A)甲的氣溫高於乙(B)丙的露點高於乙(C)丁的氣溫高於乙(D)乙和

丁空氣中的水氣都未達飽和(E)丁的相對溼度小於乙。 

14. 當空氣塊受到氣流的抬升至乙處時，此時空氣塊的相對溼度約為

何？ (A)83%(B)79%(C)71%(D)65%(E)61%。 

15. 承上題，若在乙處用乾溼球溼度計測量溼度，則溼球溫度值最接近

多少℃？ (A)9(B)12(C)15(D)18(E)20。 

16. 此氣流在圖中戊處的溫度為多少℃？ 

(A)18(B)23(C)27(D)30(E)32。 

 

[題組]右兩圖分別為不同緯度表面海水的性質變化分布圖和鹽度隨深度的變化圖。參考圖回答下列問題： 

17. 右側左圖為地球不同緯度的海水

鹽度、溫度和密度的分布圖，其

中密度和鹽度的曲線依次為何？ 

(A)乙，甲(B)甲，乙(C)丙，甲(D)

乙，丙(E)丙，乙。 

18. 右側右圖為赤道、副熱帶和高緯

度的鹽度隨深度變化圖，則赤道、副熱帶和高緯度依次應為圖中的何曲線？ (A)ａｂ

ｃ(B)ｂａｃ(C)ｃｂａ(D)ｃａｂ(E)ｂｃａ。 

19. 承上，下列關於各地海水性質的敘述何者正確？ (A)溫度的曲線變化主要受洋流流況

而定(B)鹽度的變化曲線大致與年蒸發量曲線相同(C)赤道地區因為受到太陽近直射的狀態，海水溫度高，對鹽類的

溶解度增加，使得該處的鹽度較其他緯度高(D)受到大量的河流注入，由陸地風化侵蝕而帶來較多的鹽類離子，所

以陸緣海域的鹽度通常會較大洋高(E)緯度 60 度左右處因常處於低壓帶，天氣較差，降雨多，故鹽度偏低。 

 

[題組]一般的波浪可簡化分為淺水波和深水波兩類，當水深遠大於波長者稱為深水波，反之稱為淺水波。淺水波和深水

波兩者波速不同，前者波速v gh ，後者波速 / 2v g  ，其中的ｇ為重力加速度(10m/s
2
)，λ為波長，ｈ為水深(海

洋平均水深為 4000m)。而地震波可分為 P 波與 S 波， P 波波速約為 5公里/秒、S 波波速為 3公里/秒。參考上述資料

回答下列問題： 

20. 關於海嘯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海嘯在大洋中是一種極長的波浪，振幅通常小於 1公尺，在大洋中並

不會產生災害(B)海嘯長波在大洋中傳遞時，水分子隨波的前進而前進，不斷地堆疊，使得傳至近岸時捲得更高(C)

海嘯長波傳至近岸時，波速會變慢，波長會變短(D)海嘯長波傳至近岸時，岸邊水位會先退卻(E)淺源的海底大地震

最容易引發海嘯。 

21. 馬尼拉海溝隱沒產生大地震可能引發嘯長波，一直是臺灣西部平原區的潛在威脅。假設某日於馬尼拉海溝附近發

生強烈的淺源地震，震央距離高雄 600 公里，其引發波長為 226 公里左右的超長波，振幅 0.5 公尺。若不考慮水深

變化的問題(以平均水深計)，請問高雄海岸在測得地震後，大約多少秒後可能會遭受海嘯襲擊？ (A)880秒(B)1320

秒(C)2180秒(D)2880秒(E)3,620 秒。 



 

 臺中第一高級中學/基礎地球科學(上)試題 - 第 3頁，共 5頁 

 

[題組]右為臺灣附近海域位置圖和東亞地區海流的溫鹽圖。參考圖

回答下列問題： 

22. 下列關於右側溫鹽圖中鹽度單位 psu 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相當於％(B)相當於莫耳濃度(C)測量海水壓力和溫度換算而得

(D)利用導電度推算而得的鹽度單位(E)指測量海水中氯離子的

濃度推得鹽度。 

23. 小柱子由國科會海洋學門資料庫(ODB)中看到海洋研究船-勵

進號所測量臺灣附近海域的海水資料一筆(如下表)，但匆忙間忘了看清最原始

的基本資料。請推測這筆資料最可能於下列何時何地測量所得？ (A)甲，夏

季(B)乙，冬季(C)丙，夏季(D)丁，夏季(E)戊，冬季。 

溫度(℃) 22.0 21.0 20.0 18.0 16.0 

鹽度(psu) 34.0 34.2 34.3 34.2 34.0 

24. 承上題，此時臺灣周圍地區的洋流流況應如下列何者？ 

 

25. 下列關於臺灣附近海流的敘述，何者正確？ (A)黑潮來自北太平洋洋流，屬於海溫較高、鹽度偏高的洋流(B)夏季

黑潮支流於巴士海峽處向西流，冬季受東亞季風影響則向東流(C)夏季南海海水受夏季季風影響向北流經臺灣海

峽，冬季則由巴士海峽向東流(D)夏季黑潮和中國沿岸流約在臺灣東北部海域會合，形成釣魚臺海域豐富的漁場(E)

冬季受東北季風影響中國沿岸流向南流經臺灣海峽，夏天臺灣海峽則無中國沿岸流出現。 

 

[題組]右圖為地球繞太陽公轉、月球繞地球公轉示意圖(未按比例繪製)。請根據附

圖回答下列問題： 

26. 月球公轉至圖中何處時會發生小潮？ (A)位置 1(B)位置 2(C)位置 3(D)位置

4(E)位置 5。 

27. 某日上午，小柱子看到一枚形狀為  的月亮掛在南方天空，請問這時月球在

圖中何處？ (A)位置 2(B)位置 4(C)位置 6(D)位置 8。 

28. 承上題，若僅考量地月關係的引潮力，則當天何時會出現滿潮位？ (A)早上 6

時(B)正午時分(C)下午 3 點(D)晚上 9 時(E)凌晨 3 時。 

29. 小柱子很遺憾沒搶到學校日環食觀測隊到雲林下崙國小的門票，只好在 6 月 21 日當天到住家附近的高美溼地，還

好也可以看到 90%以上的日偏食。當下午 4 點多食甚發生的時候，小柱子可以發現什麼現象(僅考量日月的引潮力

作用)？ (A)正處於退潮狀態(B)正處於漲潮期間(C)剛好達到滿潮前後狀態(D)整個高美溼地沙灘被海水淹沒(E)這

天發生小潮。 

 

[題組]右圖是南極 Vostok 冰芯記錄過去 42 萬年地球的平均溫度、

甲烷、二氧化碳和灰塵(懸浮微粒)濃度的變化圖，配合圖回答下列

問題： 

30. 如何利用冰芯來測量古氣候的溫度？ (A)分析冰芯中氣泡的

氮氧含量比(B)分析氣泡中的氧同位素(C)分析氣泡中二氧化

碳含量(D)測量萬年冰累積的速度(E)分析萬年冰裡的指相化

石。 

31. 下列有關冰期、間冰期與現今比較或敘述，何者錯誤？ (A) 

最近一次冰期鼎盛期約發生在 2 萬年前(B)冰期和間冰期的溫

差最大可超過 10℃以上(C)過去 42 萬年來，二氧化碳濃度未

超過 300ppmv 以上(D)過去 42 萬年來，甲烷濃度的變化趨勢

幾與溫度和二氧化碳濃度變化幾乎一致(E)當地球進入冰期

時，空氣裡的懸浮微粒特別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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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從圖中冷暖的變化紀錄來看，以下何項地球氣溫變化的推論較為合理？ (A)大氣溫度完全受制於二氧化碳的濃度

(B)大氣溫度完全受制於溫室氣體的濃度(C)氣溫下降的幅度要比暖化幅度大(D)地球暖化進行的速率比冷卻速度慢

(E)當地球進入冰期時，大氣環流卻更顯得強勁。 

33. 右圖為臺灣附近海域的等深度線圖，當末代冰期鼎盛期發生時，下列哪一張圖可以顯示當

時的海陸分布狀態？  

 

34. 下列何者較不可能為冰期-間冰期發生的原因？ (A)地球繞太陽公轉軌道離心率的變化 (B)太陽黑子數量和活動

的變化(C)二氧化碳濃度的變化(D)地軸傾斜角度的變化 (E)地球的進動。 

 

[題組]右圖是約 1 萬 1 千年以來的溫度變化曲線，圖中的虛線為現今地球平均溫

度。配合圖內容回答下列問題： 

35. 末代冰期以來著名的新仙女木事件應為圖中的 (A)甲(B)乙(C)丙(D)丁(E)戊。 

36. 承上，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圖中出現最冷的事件為乙(B)在人類歷史中不

曾出現過類似新仙女木事件的短期氣候變遷(C)丙為歷史記載中的中世紀暖

期(D)戊時期的溫度較冰期時低而冷(E)戊為歷史記載的小冰期。 

 

[題組]ENSO 是短期氣候變遷中最顯著的一環，右兩圖為 2000 年以來太平洋

地區的 SOI(南方振盪指數)與 ONI(海洋聖嬰指數：監測太平洋中間海域水溫

異常變化)指數變化圖。請參考圖回答下列問題： 

37. 下面關於 ENSO 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2019-2020 年可以算是一

個反聖嬰年(B)2019-2020 年的 ENSO 強度是 2000 年以來最強的一次(C)

聖嬰年、反聖嬰年和正常年依次輪流發生(D)聖嬰之後緊隨著會出現反聖

嬰現象(E)2015 年後聖嬰出現的強度較反聖嬰強許多。 

38. 仔細觀察圖，2015-2016 年在太平洋地區的海氣，會發生什麼現象？ (A)

太平洋西側氣壓變得更低，颱風更易形成(B)東太平洋湧升流減弱、混合

層變厚(C)東太平洋平均海平面變低(D)沃克環流更強勁，海面東風更強

(E)暖池東移提供更多營養鹽，祕魯外海的漁獲量大增。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3 分，答錯一選項倒扣 1/5 題分 

39. 右圖為某地海岸環境的示意圖，大箭頭為冬夏季風的風向。此處地方政府在

甲乙間和丙處各建了一道堤防，多年後，該地區那些地方會不斷地產生侵蝕

的現象？ (A)甲(B)乙(C)丙(D)丁(E)戊。 

40. 下列關於西北颱的敘述，何者正確？ (A)西北颱主要是來自於南海地區所形

成的颱風(B)西北颱在接近臺灣前，對臺灣東北部地區威脅最大(C)當西北颱的中心移至臺灣北部或北部海域時，容

易在花蓮地區吹起焚風(D)當西北颱的中心移至臺灣北部或北部海域時，西部地區風雨開始轉強(E)西北颱在離境後

極易引進發西南氣流，使西南部大量降水形成水患。 

41. 右圖為某天臺中地面附近氣壓分布的狀態示意圖，其中黑點為地表上某一運動的空

氣粒子，則下列關於作用於此空氣粒子和產生的風的敘述，何者正確？ (A)此質點

有受摩擦力的作用，摩擦力指向西北方(B)科氏力指向東北方(C)氣壓梯度力向東(D)

此時約吹東南風(E)此時的風極接近地轉風的狀態。 

42. 下列關於各種鋒面天氣的比較敘述，何者正確？ (A)冷鋒的降水強度通常較暖鋒強

(B)暖鋒的雲雨區通常較冷鋒寬廣(C)冷鋒僅會在鋒後降水，暖鋒則在鋒面前後都可能

降水(D)梅雨鋒面屬於囚錮鋒，雲雨區通常很寬，暖空氣區易形成雷雨胞(E)冷鋒過境前後氣壓會先降後升，暖鋒則

相反。 

43. 下列何者是研究如圖中古氣候變化的方法？ (A)可從鈣質有孔蟲化石裡的 18
O/

16
O 比值大小，來重建古海水的溫

度(B)可由花粉種類的群集，來推論古代的氣候狀態(C)可由花岡岩裡的氣態包裹體，來了解古代溫室氣體的濃度變

化(D)可由樹木的年輪疏密變化，來推論氣候的變化(E)可由湖泊沉積層中有機碳含量來重建古氣候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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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因應全球暖化的問題，不論是為響應政府 2025 非核家園政策，開發綠色能源都是各先進國家積極努力的方向。而

且臺灣並無豐富的化石燃料和核能原料，因此更需要發展替代能源。下列哪些綠色能源未來在臺灣地區是具有發

展和開發的潛力？ (A)風力(B)水力(C)洋流能(D)地熱能(E)潮汐能。 

45. 右圖為地球氣溫在 39 億年來的變化圖(注意在 545Ma 前後的時

間尺度並不同)，有關於地球歷史上的氣候變遷，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寒武紀之前出現過冰室氣候(B)古生代初期的陸地

面積較古生代末期時少許多(C)從古生代末期到中生代初期的

環境變化，容易造成生物大量滅絕(D)中生代氣候溫暖，可能較

無冰原的發育(E)現在全球暖化日益嚴重，我們正處於嚴峻的溫

室氣候中。 

[短文閲讀] (文章取自恆素養網站，作者：李佳綺，略微修改) 

2000 年，來自 189 國的國家領袖，在聯合國高峰會共同發布「千禧年發展目標」，希望可以透過 15 年的努力，落

實八項目標：消滅貧窮飢餓、普及基礎教育、促進兩性平等、降低兒童死亡率、提升產婦保健、對抗病毒、確保環境

永續與全球夥伴關係。 

到了 2015 年，世界貧窮人口降低到 12%，該上學卻沒能上學的孩子少了一半以上，接受治療的愛滋病患人數增

加了 15 倍，還有 600 萬人受惠於蚊帳的設置，免於瘧疾帶來的死亡。但在這八項目標中，聯合國發展計畫署認為最失

敗的便是「性別平等」，貧窮人口女性比男性更多以外，女性也在文盲人口中占了三分之二，還有許多女性因為童婚與

早孕，根本沒有就學機會，或者在懷孕期間因為各種併發症無法活下來。 

除了舊有的問題，新的時代又多了許多問題懸而未解，各地的戰爭使得 6000 萬名難民流離失所、氣候變遷和環境

汙染等問題也因為經濟發展而日益惡化。於此問題，影響最大、感受度最深其實是貧困的人，而非安居住所、日日得

以吃飽穿暖的你與我。 

這些國際問題離台灣的我們很遠嗎？科技的進步使人類得以密切地互通往來，例如非洲豬瘟肆虐，讓東亞幾乎淪

陷，非洲豬瘟已在國門蹲點已久，若不是安檢人員與檢疫犬的努力以及嚴格的懲罰政策，也許我們早已沒有豬肉能吃，

台灣的豬肉業也因如此再度一蹶不振。一種病毒的入侵，就可以影響到千萬人的生計，SARS、新冠肺炎的發生確確實

實地顯現，這些問題其實離我們一點都不遠。 

因應新舊問題，聯合國在 2015 年時即提出了下一個 15 年發展目標，稱為「永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分為「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及「環境保護」三大面向，希望在 2030 年達到這 17 個發展目標(如圖)，

包含：1.終結貧窮，2.零飢餓，3.健全生活品質，4.包容與公平的優質教育，5.性別平權 6.潔淨水資源，7.人人可負擔的

永續能源，8.良好工作及經濟成長，9.工業化、創新及基礎建設，10.消弭不平等，11.永續城鄉，12.負責任的生產消費

循環，13.氣候變遷對策，14.海洋生態，15.陸域生態，16.公平、正義與和平，17.全球夥伴關係。

 
想想以上這幾種目標背後的發展議題，哪些是台灣人重視的進行式呢？ 

面對在外頭敲門的大麻煩，我們可以關上窗、閉上眼、掩上耳，當作這些問題都不存在；當然我們也可以反向思

考：明知無法置身事外時，不如轉念開門，積極面對這些問題吧！別以為單憑己力過於微薄，只要願意讓身邊的人意

識問題，每個人都付出一些心力，相信我們能替台灣乃至於這個世界，帶來可觀的改變！ 

46. 依文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本題也是多選) (A)千禧年八項發展目標是來自 189個國家領袖於 2000年所訂立

的，期望能在 2015年前落實執行(B)到了 2015 年聯合國發展計畫署認為千禧年發展目標中最失敗的便是「對抗病

毒」，SARS、新冠肺炎都讓全世界付出慘痛的代價(C)2015年後許多舊問題懸而未解，新問題不僅叢生且日益嚴重，

特別是戰爭產生的難民問題、氣候變遷和環境汙染等問題(D)聯合國在 2015 年訂定的永續發展目標，主要包含了

經濟成長、社會進步及環境保護三大面向共十七項發展目標(E)臺灣因不被承認是一個國家，中共也百般刁難阻

撓，因此我們政府並未提出因應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的對應政策和計畫。 

 

【試題結束】做完了題目，再仔細檢查一次！ 

你有多久沒有看星星、看看天空中的雲了？回頭看看自己，是不是被手機綁架太深了？ 



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考 

   高一地球科學答案     科目代碼：09    

 

 

 

01~10：ACADC, AADEC 

11~20：CDBCB, CEEEB 

21~30：DDBEE, CDDAB 

31~38：EEDBA, EEB 

39~42：BD,BCDE, BD, AB 

43~46：ABCE, ACD, ABCD, ACD 

 
 

 
 

 

 

 


	1081b3
	0答案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