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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選題：(每題 2.5 分) 

1. 右圖為大氣壓力與離地高度的關係圖，下列有關此圖的敘述，何者錯誤？  (A)利用氣壓與高度

的相關性，氣壓計也可以作為高度計 (B)地面的氣壓相當於高約 76 公分水銀柱底面承受的壓

力 (C)離地面 8 公里處的高空氣壓，大致已小於 0.5 大氣壓 (D)距地面愈高，其氣壓隨高度

的變化率愈來愈大 

2. 侵臺颱風的路徑主要受到什麼天氣系統的導引？ (A)冷鋒面導引 (B)東北季風的共伴效應 

(C)副熱帶高壓外圍環流 (D)西南季風氣流 

 

3. 右圖為乾溼球溫度計的示意圖。為何乾溼球溫度計之間會有溫差？ (A)乾球未包裹紗布，被陽光

照射 (B)溼球被紗布包裹，減少風的吹拂 (C)水氣蒸發吸收熱量 (D)乾球溫度計比較靠近觀測

者，受體溫影響溫度較高 

4. 平流層的熱源來自： (A) O3 吸收紫外線產生的熱 (B)地表的紅外線輻射 (C) CO2 的吸收長波

輻射 (D) H2O 的吸收長波輻射 (E)吸收來自太陽的加瑪射線和 X 射線 

 

5. 下圖為臺灣區連續兩天之地面天氣圖，這兩天之內臺灣天氣如何變化？  (A)氣溫升高 (B)受滯留

鋒面籠罩 (C)風向由西北轉向西南 (D)降雨機率大增 (E)氣壓持續降低 

 

 

6. 右圖為一凹進去的海灣與凸岸，有關波浪對此區的影響，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凸岸有凝聚波浪能量的作用 (B)凹進去的海灣有發散波浪能量的作用 (C)波浪

對凸岸沉積作用強 (D)波浪對海灣沉積作用強 (E)將來此海地岸受波浪侵蝕和沈

積影響會使海岸趨於平直 
  

7. 近地面空氣的移動不平行等壓線的原因，以下何種解釋 正確？    (A)地面摩擦力和科氏力的合力大於氣壓梯度力 

(B) 摩擦力使空氣移動速度減緩，科氏力變小，風因而偏回低壓 (C)近地面空氣的移動不受科氏力的影響 (D)地面摩擦

力與科氏力的合力小於氣壓梯度力 

8. 右圖為某日地面天氣圖，當時甲地區與乙地區兩地主要風向分別為

何？  (A)東北風；北風 (B)西南風；西北風 (C)東南風；  東北風 

(D)東北風；西南風 (E)南風；西南風 

 

9. 南美秘魯外海（南太平洋東側南緯 5 度到 20 度海域）並無颱風生成，

主要是因為   (A)科氏力不足   (B)海面水溫不夠高  (C)近海地區為

高壓區   (D)海面空氣溼度太大 

10. 根據氣溫分布的特性，地球大氣圈可分為對流層、平流層、中氣層及增溫層。下列有關這四個分層的敘述，何者正確？   

(A)陽光首先照射到地球大氣圈的 外層的增溫層，因而在此產生對流層  

(B)水循環主要發生在對流層與平流層之交界面上  

(C)對流層中的水氣與二氧化碳，均具有替地球保溫的作用  

(D)增溫層的氣體全部被太陽高能輻射游離成電子 

(E)從高緯度到低緯度，對流層頂的高度逐漸降低 

11. 下列關於黑潮之敘述何者正確？  (A)是東北季風吹拂造成    (B)是一暖洋流，由北赤道而來 (C)流速快，約達每秒

100 公尺   (D)因水中懸浮粒子多而成混濁黑色  (E)深度可達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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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假設空氣塊上升時，不與外在環境交換能量，稱為絕熱，而水氣飽和(濕空氣)與未飽和(乾空氣)上升時，其溫度隨高度之

遞減率分別為 6℃/km 與 10℃/km。若某地地面空氣溫度是 28℃，有一空氣塊自地面上升而形成積雲，積雲雲底離地面

約 1500 公尺，且雲頂離地面超過 3 公里，則該地上空 2500 公尺高處的雲中溫度大約是多少？ 

(A)-5℃ (B)1℃ (C)4℃ (D)7℃ (E)10℃ 

13. 離開受強風吹襲區域後向外繼續傳遞的波浪稱為湧浪，湧浪不包括下列哪一項特性？ (A)波長較長 (B)波高較一般海浪

高 (C)波速較慢 (D)傳遞距離較遠 

14. 右圖中呈現出地形對於天氣型態的影響，請問雲雨通常在迎風面形成的原

因為何？  (A)水滴被山脈擋住 (B)空氣抬升後出現絕熱膨脹冷卻 (C)空

氣體積壓縮，溫度上升 (D)輻射冷卻使空氣降溫 

15. 關於颱風垂直結構，下列敘述正確？ (A)颱風中心中空部分為颱風眼，裡

面充滿上升氣流，天氣惡劣 (B)當颱風形成，必然會出現颱風眼 (C)颱

風眼的風速雨勢 大 (D)颱風上層結構可發展至平流層頂 (E)颱風眼氣壓較周圍低

而氣溫較周圍略高 

16. 右圖為某地區的等壓線與風向與力平衡關係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此地應該位

於北半球高空 (B)丙：氣壓梯度力 (C)風向即為三力的合力方向 (D)摩擦力變大

時，氣壓線與風向的夾角將變大 

17. 右圖為氣溫與相對溼度日變化曲線，試比較該日 8 時與 20 時的空氣狀況何者正

確？  (A)前者空氣體積 1m3 內含水氣的量較多 (B)前者的相對濕度較高 (C)

前者的飽和水氣量多 (D)前者露點較低  

18. 小綠某天和朋友一起去新北市平溪放天燈，假設高空與地面的高、低壓位置相

同，且此時地面附近吹著東北風，請問天燈剛放時會往哪邊飛？(A)東南 (B)東

北 (C)西南 (D)西北 

19. 承上題，此天燈飛到高空之後， 可能飛向何方？  (A)東南東 (B)東北東 (C)

南南西 (D)西南西 

20. 表層海水之鹽度常受該海域之降水量和蒸發量之影響，鹽度大致和下列何項成正比？ (A)降水量＋蒸發量 (B)降水量－

蒸發量 (C)蒸發量－降水量 (D)－(降水量＋蒸發量) 

21. 右圖是 1993～2009 年間的海平面高度上升圖，試問每年以多少毫米的速度

上升？  (A)2.8 (B)3.4 (C)4.5 (D)5.6  

22. 六月時節，某日天氣晴朗幾近無風，海上救難小組接獲通報，告知有艘漁船

八小時前在蘇澳正東方外海五十公里處，與親友通訊後便失去了聯絡，可能

已失去動力、開始漂流。由該船 後發出消息的大致位置，救難小組應該往

該漁船失聯處的哪個方向搜尋？  (A)就在失聯處 (B)東方 (C)西方 (D)南

方 (E)北方 

23. 右圖為近岸波浪剖面示意圖，當我們到海邊觀浪時，常常可見外海的波浪較不明顯，愈靠

近岸邊浪變得愈高， 後還激起美麗的浪花。請問有關接近岸邊時波浪破碎的原因，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波浪在淺水區的前進速度和海的深度無關 (B)當波浪傳至岸邊時，波長漸長 (C)當波浪傳至岸邊時，波高漸減  

(D)附圖中 A 的波浪船波波速度較 B 快，波峰逐漸向前傾斜且不對稱 

 

二、題組題：(每題 2.5 分)  

(題組一) 下圖是測量北美某地的松樹所得的樹輪寬度隨時間變化的曲線，圖片左方的樹輪寬度所指的是每年成長的寬度，請

參考下圖回答下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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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請問此棵松樹的年平均生長寬度約為多少毫米(mm)？ (A)1 (B)2 (C)3 (D)4 毫米 

25. 請觀察此棵松樹生長寬度的變化，請問自 1850 年之後，此樹輪的生長曲線有何變化？此種變化指出此地的氣候可能有

何種轉變？ (A)樹輪生長寬度大致逐漸增加，可能表示氣候轉為溫暖潮溼 (B)樹輪生長寬度大致逐漸增加，可能表示氣

候轉為乾燥寒冷 (C)樹輪生長寬度大致逐漸減少，可能表示氣候轉為溫暖潮溼 (D)樹輪生長寬度大致逐漸減少，可能表

示氣候轉為乾燥寒冷 

(題組二) 右圖為某一個颱風在 500 百帕等壓面上的等高線天氣圖，颱風

依箭矢的方向前進，請依此圖回答問題： 

26. 請問有關圖中 P 點的敘述，何者錯誤？ (A) P 點氣壓比 B 點小 

(B) P 點風速比 C 點強 (C) P 點受到氣壓梯度力的方向為� (D) P

點受到地轉偏向力的方向為�。 

27. 當颱風中心從 A、B、C 通過時，有關 M 點的風向變化，何者正

確？ (A)風向逆時針改變，大約 180 度 (B)風向發生順時鐘改變，

大約 180 度 (C)風向逆時針改變，大約 90 度 (D)風向順時針改

變，大約 90 度 

 

(題組三) 右圖為 近四十萬年來大氣溫度變化情形，回答下列問題 

28. 圖中氣溫有一較明顯的氣溫變化週期，此週期約為： (A)1 萬

年 (B)5 萬年 (C)10 萬年 (D)25 萬年 

29. 科學家推測此氣溫變化週期的可能原因為何？ (A)地球公轉軌

道由圓至橢圓的變動 (B)太陽輻射強度的變化 (C)地表反照

率變化 (D)月球與地球距離變化 

 

(題組四) 下表為某地連續四日測得的天氣資料，右圖為飽和水氣壓曲線圖，

試回答下列問題： 

 
 

30.  下列關於這四天之間天氣變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A)氣溫愈來愈低，

相對溼度則先降後升 (B)氣溫愈來愈高，露點與愈來愈高 (C)氣壓愈來

愈高，相對溼度則愈來愈低 (D)露點會愈來愈低，相對溼度也愈來愈高  

31. 請問這四日間此地 可能受到何種天氣系統影響？ (A)梅雨鋒面滯留 

(B)太平洋高壓籠罩 (C)大陸強烈冷氣團快速南移 (D)颱風接近且逐漸影響 

〈題組五〉右圖為某海洋測站，所量測的海水水位變化圖。試回答下列各題 

32. 此圖顯示何種海水運動？（A)風生波浪  (B)海嘯  (C)潮汐  (D)海流  

(E)溫鹽環流 

33. 若此海洋測站位於沙岸，則當下列哪一段時間，露出海面上的沙灘面積

大？  (A)午夜 12 點至上午 3 時  (B)上午 6 時至 8 時  (C)上午 10 時

至下午 1 時  (D)下午 4 時至下午 6 時  (E)下午 9 時至下午 12 時 

 

 

�� 28� 29� 30� 31� 
��(��) 23 18 15 10 
��(hPa) 1011 1021 1023 1027 
��	(hPa) 18 15 1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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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多重選擇題：(每題2.5分，答錯1個扣1分，2個扣2分，3個或3個以上扣2.5分)  

34. 已知海溫每增加攝氏一度，珊瑚骨骼中的鍶會下降 0.8%，鎂會增加 0.3%。某科學家採集到一段 3 公尺長的珊瑚骨骼，

經分析顯示，該珊瑚骨骼生長於距今約 2 萬 4 千年前，其鍶元素成分較現今同一地點的珊瑚骨骼多 2.4%，若珊瑚年平均

成長速率以 2 公分計算，且海水中的主要化學成分間的相對比值不變，下列有關珊瑚於古環境變遷研究的相關敘述，哪

些選項正確？ 

(A)2.4 萬年前此地海溫較現在高 

(B)2.4 萬年前海溫海溫和現在海溫差值為攝氏 3 度左右 

(C)珊瑚是很好的古環境研究材料，因為其遍布在每一個角落 

(D)3 公尺長的珊瑚骨骼標本可提供約 150 年間的古氣候資料 

(E)若只考慮氣溫造成的海面升降，則 2 萬 4 千年的珊瑚生長位置比現生珊瑚要來的高 

 

35. 關於海水運動，下列哪些正確？ (A)海流具有平衡地球能量的功能 (B)月球的引潮力比太陽大，所以預測一個地方的潮

汐都以農曆推算 (C)海浪接近岸邊波前會逐漸平行海岸線 (D)海嘯在外海地起伏就很大個很容易觀測到 (E)溫鹽環流

地驅使力量是密度差異 

 

36. 下圖是三個強度相同的 7 月颱風，但颱風中心位於三處不同位置，由位置與風向判斷，此三種位置的情況，可能對應到

的颱風問題，哪些選項是可能正確的？(A)甲：和東北季風的共伴效應造成東北部大雨 (B)乙：花蓮出現焚風 (C)丙：

宜蘭出現焚風 (D)丙：西北颱造成西北部海水倒灌 (E)丙：可能引入旺盛的西南氣流。 

 

 

 

 

 

37. 右圖為水氣壓飽和曲線，關於此圖，那些正確？ (A)甲的相對濕度 高 (B)乙的相

對濕度 低 (C)丙的露點 低 (D)丁的飽和水氣壓 高 (E)戊增加水氣壓到 15 百

帕將達到飽和 

 

38. 發生聖嬰現象時，大氣與海洋的變化哪些正確？  

(A)低緯度信風增強              (B)赤道以南東太平洋(祕魯沿海)的氣壓變低       

(C)東太平洋秘魯一帶的氣候變乾  (D)赤道以西太平洋(印尼澳洲一帶)雨量增加 

(E)東太平洋秘魯一帶的湧升流消失 

 

39. 台灣附近海流流況可分為冬、夏型如右圖所示，下列敘述

哪些正確？ 

(A)ＢＣ風吹海流，Ａ為密度流  

(B)A 為黑潮，終年由北赤道而來  

(C)欲在台灣海峽附近捕捉烏魚應在甲圖季節  

(D)甲圖中Ｂ海流為親潮  

(E)乙圖為夏季的海流情形 

 

40. 下列哪些自然現象會使氣候或天氣出現週期性的變化？  (A)板塊運動的速率變化 (B)造山運動的速率變化 (C)地球的

自轉與公轉的現象 (D)地球公轉軌道橢圓率的變化 (E)地球自轉軸傾斜角和指向的變化 

 

 

 

A 洋流 

B 洋流 

C 洋流 

A 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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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1-10   DCCAD CBCBC 

11-20  BDCBE DDCDC 

21-30  BEDAA DCCAD  

31-33.  CCB 

34.BD 

35.ABCE 

36.BE 

37.BCE 

38.BE 

39.BCE 

40.C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