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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每題 1.5 分，答錯不倒扣 

[題組]閱讀下列短文，回答太陽系形成與成員的相關問題： 

2014年 11月科學家利用位在智利 5千公尺高山上的阿塔卡瑪大型毫米/次毫米波望遠鏡陣列

(ALMA)，在金牛座 HL 新生恒星周圍拍到了極為清晰的行星形成景象(如右圖，反相照片)。ALMA

是地面上威力最強的望遠鏡，由 66 座望遠鏡組成陣列；它的解析度也比哈伯太空望遠鏡更佳。 

金牛座 HL 新生恒星的年齡還不到 100 萬年，距離地球大約 450 光年。ALMA 拍到的這幅影

像，展示了細膩到驚人的細節，除了支持目前主流的恆星形成理論(右下圖)外，也讓我們看到有

關行星形成過程的清晰影像。 

1. 關於太陽系的形成過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形成之最初含量最多的氣體

為氦和氫(B)聚集物質的力量主要來自萬有引力(C)垂直轉軸方向收縮速度較平行

轉軸快，因而形成扁平狀似荷包蛋的形狀(D)大量物質往質量中心收縮，逐漸形

成原始太陽(E)太陽的熱能來自於核融合反應所釋放出來的能量。 

2. 參考右側下圖，依太陽系形成過程，由先而依次為 (A)甲乙丁丙(B)甲丙丁乙(C)

乙甲丙丁(D)丙乙甲丁(E)甲丁丙乙。 

3. 由 ALMA 拍到的金牛座 HL 恆星系統觀之，其應演化到最接近右側恆星形成過

程圖的哪一階段？ (A)甲(B)乙(C)丙(D)丁(E)甲丙之間。 

4. 原始太陽形成後，行星盤面也逐漸形成了類地和類木行星；下列有關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的比較敘述，何者正確？ 

(A)類地行星的密度大，總質量較大；類木行星則相反(B)類地行星的大氣都很稀薄，而類木行星則具濃厚的大氣(C)

類地行星因重力大，故可吸引較重的元素，類木行星則相反(D)類地行星沒有環的構造，但類木行星皆有環(E)形成

類木行星的主要組成為氫、氦、甲烷和氨，乃為太陽系後期由外太空中逐漸捕獲而來的氣體。 

5. 行星中的「金、木、水、火、土」是中國傳統所謂的「五行」。下列關於五行的敘述何者正確？ (A)前述五行中

五行星的順序即為距太陽由近而遠的次序(B)這五顆行星也是太陽系中體積最大的五顆行星，故最易觀測到(C)天王

星、海王星是因為最晚形成所以來不及列入(D)五行中的木星具有四顆大衛星，被稱為伽利略四大衛星(E)若由地球

觀之，此五顆星在天空排列成接近一直線分布，即形成了「五星連珠」的罕見天象。 

 

[題組]太陽的風吹草動常與地球息息相關，太陽表面溫度約為 6000K，最外層的日冕層更可達三百萬Ｋ以上，因此氣體

大多呈游離狀態；然而有些帶電粒子會飛離太陽進入太空，形成太陽風。如果太陽表面有強烈的活動，就會飛出更多

更強的太陽風，對太空環境造成一定的衝擊。地球甚幸有很好的保護層，可以大大降低來自太空的許多危險。請回答

下列太陽風和其可能的影響： 

6. 下列有關太陽風的描述，何者正確？ (A)太陽風就是所謂的太陽輻射(B)太陽風為接近光速的帶電粒子，故對太空

環境有很大的衝擊(C)地球赤道直接面對太陽，是地球上發生磁暴最強烈而頻繁的地區(D)被磁場帶到地球南北極區

的帶電粒子撞擊大氣而產生極光現象，因此極光只出現在極區以內地方(E)太陽最外的大氣日冕層隨時都有太陽風

飛離太陽，太陽風並非在太陽表面強烈活動時才有。 

7. 太陽風撞擊彗星會形成第二條彗尾，請問下列何圖最符合兩條彗尾與太陽的關係？  

 
 

8. 太陽活動皆與黑子數量有關，右上圖是太陽黑子數量隨時間的關係圖，請問黑子數量變化週期約為多少年？ 

(A)30 年(B)22 年(C)11 年(D)6 年(E)3 年。 

9. 承上，由圖可推知最近兩年太陽活動與地球的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正逢黑子數量極大期左右(B)日珥出

現機率高，但生命週期都很短暫(C)太陽最外的日冕層厚度變薄(D)近期閃熖較少爆發，不過一旦出現都特別強烈(E)

地球磁暴頻繁發生，人造衛星運作容易受影響。 

10. 地球有磁層遠遠地就開始保護地球，如右示意圖，中間灰黑色小圓點為地球；圖中 X 區

為地球磁場束縛住太陽風的地方。下列有關地球磁層和太陽風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太陽位於丁的方向上(B)一般認為地球磁層的形成，是因為有液態的軟流圈存在才開始

出現(C)X 區有密集的帶電粒子，形成了地球的電離層，故也是地球的通訊衛星最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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軌道位置(D)Ｘ區域稱為范艾倫輻射帶，是太空任務需要避開的區域(E)X 區有密集的帶電粒子，也是大部分極光發

生的區域。 

11. 太空環境危機四伏，然而地球由外而內依序有哪些屏障可以維護地表的安全，讓生物得以生存發展？ (A)磁層→

范艾倫輻射帶→電離層→臭氧層(B)范艾倫輻射帶→磁層→電離層→臭氧層(C)磁層→電離層→范艾倫輻射帶→臭

氧層(D)范艾倫輻射帶→磁層→臭氧層→電離層(E)臭氧層→電離層→磁層→范艾倫輻射帶。 

 

[題組]地球大氣形成至今，有很明顯的演化；比較同為類地行星(如右

表)，地球大氣明顯不同。參考表內容回答下列相關問題： 

12. 同為類地行星，但其他三者卻無法如地球一樣擁有豐富的生命，

下列關於環境差異的敘述，何者最為錯誤？ (A)水星因為幾乎沒

有大氣，日夜溫差最大，不適合發展生命(B)金星雖然離太陽較水星遠，強烈的溫室效應並不適合生命生存發展(C)

火星和金星的大氣幾乎由二氧化碳組成，雖然溫室效應極強，但火星離太陽較遠，故溫度不至太高，仍可能可發

展生命(D)金星大氣中的水分所占比例雖少，但降水為極強的酸雨，也不適合發展生命(E)火星大氣過於稀薄，因此

日夜溫差比大，大氣的保護作用較地球低，因此較不利於生命大量的發展。 

13. 科學家在討論未來若要移居太空時，多半以火星為對象，何以不考量金星？下列何者不是較可能的原因？ (A)金

星有極強的酸雨(B)金星大氣壓力太大(C)金星較地球小太多，引力太小(D)金星大氣的溫室效應極強(E)金星表面溫

度過高。 

14. 右為地球氮、氧、氫和二氧化碳四種大氣成分的濃度變化圖，二氧化碳和氧

氣依次應為何曲線？ (A)甲，丙(B)乙，丙(C)丙，甲(D)乙，丁(E)甲，丁。 

15. 承上題，下列有關圖中各氣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早期大量的二氧化碳

是因海洋的出現而減少(B)氫氣是地球早期火山活動所釋出而被地球抓住的

主要氣體(C)氮氣隨著進行光合作用的生物出現後，不斷地被製造而累積形成

(D)當植物出現在陸地時，才開始出現大量氧氣(E)寒武紀大爆發後，才讓地表氧氣大量形成。 

16. 請將以下地球大氣的演化事件：(甲)大氣中二氧化碳大量溶解於海水中，形成碳酸鹽沉澱(乙)火山活動釋出氣體被

地球抓住形成地球的大氣(丙)臭氧層的生成(丁)藍綠菌行光合作用釋出氧氣。請由開始作用的先後次序依次排列為 

(A)甲乙丁丙(B)乙甲丙丁(C)乙丁甲丙(D)甲丁乙丙(E)乙甲丁丙。 

17. 科學家主要利用何種方法推斷海洋在 39 億年前就已出現、進而開始改變地球大氣？ (A)由最古老的海洋地殼年

齡判斷(B)由最古老的變質岩年齡判斷(C)由最古老的沉積岩年齡判斷(D)由最古老的大陸地殼年齡判斷。 

 

[題組]地球可能於 39 億年以前即已形成生命，隨之持續演

化，但演化過程中，也出現不少的生物大滅絕和大爆發的現

象。右圖為顯生元裡的生物多樣性變化圖，參考圖和地球歷

史回答下列相關問題： 

18. 科學家認為地表由缺氧環境開始變成富氧環境，較合理

推測的依據為何？ (A)寒武紀大爆發的發生(B)最早疊

層石的出現(C)最古老的海洋形成(D)大量化石保存下來

的現象(E)巨厚層紅色砂岩和縞狀鐵礦的出現。 

19. 地球歷史上曾發生著名的「寒武紀大爆發」，其意思是

指： (A)寒武紀時期，生物才開始大量出現(B)寒武紀時

期地球遭逢隕石撞擊，造成生物大滅絕的現象(C)寒武紀

時期曾發生異常的大規模火山噴發事件，造成溫室氣體濃度暴增，進而發生生物大滅絕(D)寒武紀時期曾發生超新

星爆炸，造成地球生物的大滅絕發生(E)寒武紀時期開始出現大量有硬組織的生物，化石紀錄大為增加。 

20. 顯生元裡曾發生五次的大滅絕事件，下列何者不是大滅絕發生的時間？ (A)寒武紀初期(B)奧陶紀末期(C)二疊紀

末期(D)三疊紀末期(E)白堊紀末期。 

21. 承上，最大的一次滅絕事件是發生在何時？ (A)寒武紀初期(B)奧陶紀末期(C)二疊紀末期(D)三疊紀末期(E)白堊紀

末期。 

22. 圖中的地質時間裡，各地質年代(各個紀)是主要依何種性質劃分的？ (A)地層中岩石的氧同位素的變化(B)地層顏

色的深淺和厚薄突然的變化(C)地層中沉積顆粒大小(D)地層中出現大規模的全球性生物事件(E)大氣中各氣體濃度

的變化。 

23. 根據圖內的資料顯示判斷，下列對於生物多樣性的變化(以屬為單位)，何者推論最為合理？ (A)每次生物大滅絕

事件發生後，生物總數量便會急遽的增加到超過前一次生物大滅絕前的總數量(B)某種生物的滅絕多是因為有其他

競爭力更強的動物出現而導致，如三葉蟲被恐龍所取代，而恐龍又被哺乳類動物所取代(C)生物大滅絕是在很短的

時間內(幾百萬年)，生物總數量急遽的減少，但通常隨後即有生物快速演化的現象(D)古生代結束後，除了大滅絕

時間外，生物多樣性總量皆較古生代時期多(E)除了大滅絕時間外，長期來看顯生元裡生物多樣性的總數量大致持

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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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右圖是各相距約 200 公里的甲、乙、丙三地之地層剖面示意圖，剖面中各層

含有不同時代的標準化石。仔細調查，甲地的 b 層和乙地的ㄈ層為火山噴發的熔岩

流冷却所形成的玄武岩層，經定年依次為 2.85 億年和 4.31 億年；而乙地的ㄋ層和

丙地的ι層為花岡岩的基盤，經定年依次為 5.32 億年和 4.63 億年；在丙地的ε層

則為玄武岩質的岩漿侵入體，經定年依次為 3.75 億年。請觀察後配合地質年代表回

答下列問題： 

24. 地質學家常利用化石作地層對比的工作，就甲乙兩地對比，甲地比乙地多了幾

種化石？就甲丙兩地對比，丙地又比甲地多幾種化石？ (A)3；2(B)2；2(C)2；

3(D)1；3(E)3；1。 

25. 就甲、乙、丙三地所含化石判斷，何地生物地層保存的時間範圍最大？ (A)

甲(B)乙(C)丙(D)甲和丙(E)乙和丙。 

26. 配合上一題組附圖橫座標的地質時間，請問乙地的地層，皆為哪一地質年代以

前的地層？(請選出最精準的選項) (A)志留紀以前(B)泥盆紀以前(C)石炭紀以

前(D)二疊紀以前(E)三疊紀以前。 

27. 配合上一題組附圖橫座標的地質時間，請選出甲地 e 層裡的 ，其最準確的生存年代範圍？ (A)寒武紀到二疊

紀都有可能(B)寒武紀到志留紀都有可能(C)泥盆紀到石炭紀都有可能(D)奧陶紀到泥盆紀都有可能(E)奧陶紀到志

留紀都有可能。 

 

[題組]我們可以以截切定律來判斷兩兩地質事件的發生先

後次序，以重建一個地方的地質事件發生歷史。例如右

圖，為某地的地層結構圖，仔細觀察，回答下列問題： 

28. 請判斷右圖中的甲斷層、乙岩脈、丙岩基和褶皺事件

發生的先後次序，依次為 (A)甲，丙，乙，褶皺(B)

甲，褶皺，丙，乙(C)丙，褶皺，甲，乙(D)褶皺，乙，

甲，丙(E)褶皺，丙，甲，乙。 

29. 當然，我們也可以試著判斷一下別的星球的表面結構。右圖為過去太空探測器探測木星的大衛星加里米得時，所

拍下的表面特徵。若僅依截切定律判斷，則甲區～丁區發生的先後次序依次為 (A)乙，甲，丙，丁(B)乙，丙，甲，

丁(C)丙，丁，甲，乙(D)丁，丙，乙，甲(E)丙，乙，甲，丁。 

 

[題組]板塊運動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特別生活在臺灣的我們。請仔細回答下列與板塊相關的問題： 

30. 下列有關板塊的敘述，何者正確？ (A)每塊板塊皆僅涵蓋地殼的部分，有些是大陸地殼，有些則為海洋地殼(B)

地殼與地函的界面，也就是板塊與軟流圈的界面(C)板塊移動的原動力，是來自於中洋脊處新形成的地殼向兩側推

擠力量(D)板塊間的交互作用是全球地震發生的主要原因(E)火山活動皆出現在板塊邊界附近，不會出現在板塊內

部。 

31. 下列岩石圈、軟流圈、地殼與地函間的關係示意圖，何者最為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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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組]右圖為太平洋海洋地殼的年齡分布，相同的塗色為同一年代形成的海洋地

殼。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32. 請問圖中何處為中洋脊？ (A)A(B)B(C)C(D)D(E)E。 

33. 承上題，若由 A 至 E，下列相關的敘述何者正確？ (A)海洋地殼內所含重礦

物的比例愈高(B)海洋地殼形成的年代先變年輕再逐漸變老(C)海床上沉積物

先變薄再逐漸變厚(D)地磁反轉出現的紀錄愈密集(E)海床上的沉積物含有生

存年代愈老的微體化石。 

34. 除了海洋地殼的年齡外，下列選項中：a.地震發生的頻率；b.地熱流值；c.海

洋沉積物厚度；d.海底地形；e.生物數量；f.熱點位置；g.海洋地殼的古地磁紀錄。有幾項測量結果大致是以中洋

脊為中心，兩側大致成對稱分布？ (A)4 項(B)5 項(C)6 項(D)7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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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太平洋西側分布著不少的海溝和火島弧，也是全球地震和火山最頻繁發生的地方。請根據

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35. 圖中的甲～己中，屬於聚合型板塊邊界者有幾處？ (A)6(B)5(C)4(D)3(E)2。 

36. 由圖判斷，丁處板塊邊界地方，板塊隱沒的方向為何？ (A)向東(B)向西(C)向南(D)向北(E)

無隱沒作用。 

37. 甲處和乙處形成的火山島弧，主要的岩石組成依次各為何？ (A)安山岩，玄武岩(B)花岡

岩，玄武岩(C)花岡岩，安山岩(D)玄武岩，安山岩(E)安山岩，安山岩。 

38. 甲處板塊邊界附近常有地震活動，該地區的地震震源分布應如下列何者？ 

 
 

[題組]右圖為非洲與阿拉伯附近的板塊邊界示意圖，圖中箭頭表示板塊移動方向甲～戊為圖中黑

圓點處。請參考圖回答下列問題： 

39. 下列關於甲～戊地區的板塊運動之敘述，何者正確？ (A)甲位於陸陸碰撞的造山帶上(B)

乙屬於聚合型的板塊界線，易有大地震發生(C)丙未來會形成聚合型的板塊界線(D)丁屬於張

裂型的板塊界線，多有小地震，偶有深源和大地地震發生(E)戊處於海陸聚合的隱沒帶附

近，未來會形成火山島弧。 

40. 下列關於甲～戊主要的組成岩石或岩漿活動之敘述，何者正確？ (A)甲處和丙處都是花岡

岩組成(B)乙處和丁處都是玄武岩組成(C)丙處和丁處都是安山岩組成(D)丁和戊處都是橄欖

岩組成(E)丙處會有玄武岩和安山岩的岩漿活動。 

 

 

二、多重選擇題：每題 4 分，每個選項獨立計分，且每答錯一選項需再倒扣 1/5 題分 

41. 右為 S 波在地球內部傳遞時的波速變化圖，依圖判斷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A)此為海洋

地區(B)A 為地殼(C)岩石圈的範圍為 B(D)軟流圈應位於 C(E)D 即為下部地函。 

42. 右圖為中洋脊與轉形斷層關係示意圖，PQRS 為海床上的四

個位置點(黑點)。依圖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Q 和 R 位

於中洋脊所在的位置(B)轉形斷層位於 P 和 S 之間(C)四地點

中最老的海洋地殼為 S(D)Q 和 R 之間會有許多的地震和岩漿活動(E)P 和 S 兩處附近僅會

有許多的小地震，不會有岩漿活動。 

43. 右圖為地表某處海床的地磁紀錄，最右側為陸地，黑和灰黑、白色分別用以顯示岩石

磁性與目前地磁方向的同、異狀況，甲、乙、丙為本區的三條地質構造線，a、b 兩點

位於甲線條兩側，c、d 兩點位於乙線條兩側。若此區的板塊運動持續進行，請選出下

列正確的選項？ (A)甲、乙、丙三條線皆屬同一類型的板塊邊界(B)a、b 兩點的距離

會來愈遠(C)c、d 兩點的距離會來愈遠(D)a、b 具相同方向的地磁紀錄(E)甲、丙會有類

似的地震和岩漿活動。 

44. 右圖為四種不同的

地震波傳遞和震動

的示意圖，兩者為體

波，另兩者為表面

波。下列關於此四種

波的敘述，何者正

確？ (A)速度最快的是甲波(B)當乙波傳到地表會以垂直方向的振動為主(C)丙波震

動能量最輕微，通常不會造成災害(D)丁波只能沿地表傳遞，不會進到地球內部(E)我

們可以以甲波和乙波到達的時間間隔判斷離地震的遠近。 

45. 右上為疊層石的照片，有關其形成的原因與過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只出現在 35 億年前到 20 億年前之間

(B)由矽藻大量繁殖，由其二氧化矽的骨骼堆積而成(C)25 億年前的疊層石會呈現暗紅色而形成一部分的縞狀鐵礦

(D)有薄層和彎曲的沉積結構(E)具行光合作用的能力，因此是早期地球氧氣的來源之一。 

46. 海洋地殼、大陸地殼、板塊、岩石圈、上部地函、下部地函和軟流圈這麼多名詞中，有關彼此之間的關係的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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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者正確？ (A)板塊具有剛性及可塑性，統稱為岩石圈(B)岩石圈包含海洋地殼或大陸地殼，以及上部地函最上面

的一部分(C)板塊底下的橄欖岩具可塑性，即為軟流圈(D)軟流圈屬於上部地函的一部分(E)板塊一般可分成大陸板

塊及海洋板塊兩種不同類型。 

47. 在西元 79 年，義大利的維蘇威火山噴發，摧毀了古羅馬城市龐貝。此處

黏滯性較大的中酸性岩漿不易流動，氣體難以有效散失，大量氣泡在接近

地表時會猛烈的爆開，讓周圍岩漿和岩石四處飛射。維蘇威火山非常活

躍，其爆發歷史如右圖所示。依上述資料，以下敘述或推論哪些正確？ (A)

維蘇威火山爆發具特定週期(B)在維蘇威火山地區的主要岩石為玄武岩(C)

可以從排出氣體的量和成分變化來監測火山爆發(D)維蘇威火山的岩漿噴

發形式與形成澎湖的噴發形式相同(E)在西元 1600 年到 2000 年間維蘇威

火山爆發較前一千年頻繁。 

48. 右為西北太平洋的海底地形圖，參考參考

圖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夏威夷

火山島鏈屬於熱點火山活動所形成(B)帝

王海底山島鏈屬於聚合型板塊邊界的岩漿

活動(C)夏威夷火山島鏈主要為玄武岩組

成(D)若熱點來源不變，則可推知太平洋板

塊先向北移動再轉向西北移動(E)海洋地

殼年齡由老到新依次為甲乙丙丁。 

49. 地球物理學家常以地震波研究地球內部。

最右圖為地震波的觀測結果，請依此圖選

出正確的對應關係？ (A)甲：雷嫚不連續

面(B)乙：軟流圈(C)丙：岩石圈(D)丁：古

氏不連續面(E)丁戊間是科學家推測形成地球磁場的來源。 

50. 平常我們看到的太陽盤面稱為光球，張角大約為 0.5 度，日冕包圍在光球四周，通常大得多，

張角可延伸達數度。然而除非發生日全食(如右圖)或是利用特殊儀器遮住光球，肉眼平常無法

看到日冕。下列關於日食和日冕的敘述，何者正確？ (A)照片中將太陽表面遮蔽的天體是月

球(B)平常肉眼無法看到日冕，主要是因為日冕密度低，光度也比光球低很多(C)拍攝右側照片

時，此時可觀測到太陽黑子(D)日冕層每個方向大約都是均勻等厚度(E)日食，必出現在農曆初

一這天。 

 

 

【試題結束】 

辛苦做完了題目，還是要再仔細檢查一次。 

最近傍晚，西方天空都可見明亮的金星，是觀測的好時機！ 

想想看，觀星時，你如何分辨看到的是行星還是恆星呢？(底圖為 4/8 日晚上 7 點的星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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