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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單選題：(每題 2.5 分) 

1. 目前科學家認為太陽系起源於 46 億年前的星際雲氣收縮，各階段圖示如下（未依照先後次序），請問太陽系演化過程依

照先後次序排列應該是 (A)甲乙丙 (B)乙甲丙 (C)甲丙乙 (D)乙丙甲 (E)丙甲乙。 

 
2. 目前科學家主要認為地球是如何形成的？ (A)受太陽重力吸引，從太陽系外所擄獲的星球 (B)由太陽本身的大氣逃逸而

形成 (C)由彗星撞擊太陽後碎裂噴出的物質形成 (D)太陽系內局部氣體中心收縮而形成  (E)太陽系內雲氣灰塵相互碰

撞聚合而形成 

 

(題組) 右表為五顆恆星的基本資料，請根據此表回答下列問題 3-5 

3. 表面溫度高低的敘述，何者正確？(A)太陽較心宿二低溫 (B)織女星

較南河三高溫 (C)太陽較織女星高溫 (D)南河三較天津四高溫 

4. 表中最會發光的恆星是：(A)太陽 (B)心宿二 (C)天津四 (D)牛郎星 

(E)織女星 

5. 織女星的亮度是天津四的幾倍？  

(A)2.5×1.22 (B)2.5×8 (C)2.58 (D)2.51.22 倍 

6. 距離地球最遠的星星為 (A)南河三 (B)織女星 (C)天津四 (D)心宿二 

 

7. 右圖是從天球北極俯視所見黃道十二宮的示意圖，中心點為太陽所在位

置。請問春分日當天晚上 8 點，抬頭仰望星空，下列哪一星座較接近天頂？ 

(A)白羊座 (B)巨蟹座 (C)天秤座 (D)摩羯座 (E)獅子座。 

  

8. 當我們在晴朗的夜晚仰望天空，看見滿天繁星，其中幾乎都是恆星，只有

少數幾顆是行星。古今對恆星與行星的定義不同，古人如何判斷哪些光點

是行星？  (A)由顏色判斷，恆星的顏色與行星不同 (B)恆星的光芒會閃，

而行星不會閃 (C)恆星本身發光，而行星是反射陽光 (D)恆星之間相對位置不變，行星的相對位置會改變 (E)恆星都

比較暗，行星都比恆星亮 

9. 右圖為臺北地區觀測北斗七星繞著北極星運轉的示意圖，若已知 3 月 18 日晚上 8 時

觀測到北斗七星在丁的位置，請問當天晚上 11 時北斗七星應在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10. 承上，6 月 18 日上幾點，北斗七星在甲位置？(A)晚上 9 (B) 晚上 10 (C) 晚上 11 

(D) 晚上 12 點 

11. 下列何圖為南緯 50°所見的星空？

 
 

12. 下列數張相片，哪一張是在臺中地區面向西方所拍攝的星星移動軌跡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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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乙)                            (丙)    

45 59 259

6  

05 8    

.7 8 -

3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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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太陽軌

 

後來太陽軌

 

13. 2006 年 8 月 24 日國際天文聯合會決議通過，將冥王星自行星的地位降級為矮行星(Dwarf-Planet)，此後只有「八大行 

星」。這項決定是因為冥王星： (A)無法環繞太陽公轉 (B)無法具有足夠質量，令其本身的重力維繫本體成球狀 (C)

無法淨空公轉軌道鄰近區域 (D)是一顆衛星 (E)行星數量上限只有八顆，冥王星已經超過排序 

14. 金星的自轉與公轉方向相反，如右圖所示為由北極方向看，公轉為逆時針方向，自轉為順

時針方向，請問如果在金星也可以觀測，不會發生什麼現象？ (A)日夜現象 (B)天體西昇

東落 (C)恆星每日提早升起 (D)太陽會經過黃道 12 宮  (E)一年的現象 

(題組)下圖為地表緯度 30°觀測者所見的恆星升落現象。根據此圖回答下列相關問題： 

 

15. 此地的北極星其仰角應為 (A)0° (B)10° (C)30° (D)60° (E)90°。 

16. 觀察此地所見的恆星升落現象中發現：若有丁星與北極星在天空張開角度（即由上述兩星視線構成的夾角）屬於下列哪

一種情形時，丁星的周日運動永遠都在地平線上進行？ (A)小於 30° (B)介於 30°和 60° (C)介於 60°和 90° (D)等於

90° (E)此緯度不會有這種現象發生。 

17. 圖中甲、乙、丙三顆星中，哪一顆星出現在地面以上的天空時間最久？ (A)甲星 (B)乙星 (C)丙星 (D)三顆星一樣 

18. 圖中甲乙丙三顆星落下的軌跡與地平線夾角為 (A)10°(B) 23.5° (C)60° (D)30°(E)90°。 

19. 天球上哪些星星在此地終年無法升起？(A)0°~-90° (B) +30°～-30° (C)-60°～-90° (D)-30°～-90° 

 

(題組)小綠固定在某地觀察日出景象，他用相機在不同時刻拍照後，再利用電腦軟

體將多幅太陽影像疊加起來，形成一幅日出重複曝光圖。依上述拍攝手法，他在某

天拍攝日出連續景象（右側），經過一段日期後在原地又拍攝一次，將兩次的日出

景象重疊如圖所示，如果日出的軌跡僅向左方移動到照片所示的位置（左側），請

回答 19-20 題。 

20. 依據此圖，拍攝的地點最可能為何？(A)北緯 70 度  (B)南緯 70 度  (C)赤道 

(D)北緯 30 度  (E)南緯 30 度 

21. 拍攝日期可能為  (A)冬至之後、春分之前  (B)夏至之後、秋分之前  (C)秋分

之後、冬至之前   (D)夏至之後、冬至之前 

 

22. 關於太陽系來的危險訪客，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隕石或流星主要來自太陽系的小行星帶及彗星 (B)隕石與宇宙塵埃

在墜落地球的過程中與高能帶電粒子聚集處（范艾倫帶）摩擦生熱產生火光形成流星 (C) 若地球沒有磁場，就不會有

流星形成。 (D)由於天文觀測研究無助於人類經濟活動，對於太陽系內的小行星無需

加以建檔追蹤   

23. 天球結構示意圖如右，圖中粗黑箭號→代表太陽在天球上的移動方向。以下敘述何者正

確？  (A)若太陽位於圖中甲處，則地球北極圈當天會出現永晝現象 (B)北半球春分當

天，太陽位於圖中乙處 (C)若太陽位於圖中丙處，當天臺灣地區白晝時間比夜晚時間

長 (D)北半球緯度愈高的地方，北極星的仰角愈低  
 

24. 假設夜中可觀測到甲：畢宿星團，乙：土星，丙：仙女座大星系，丁：月球，將其體積

由小至大排列順序為下列何者？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甲 (C)丁乙甲丙 (D)乙丁

甲丙 

 

 

金星的自轉與公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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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列有關在太陽系中的類地行星的大氣與表面溫度的敘述，下列推論哪一項合理？  (A)水星幾乎沒有大氣，故日夜溫差

很大 (B)地球大氣最濃密，故最適合生物生存 (C)金星表面溫度最高，最主要是因為距太陽最近 (D)火星大氣主要由

二氧化碳組成，故溫室效應最強 

26. 下列有關小行星和彗星的敘述，何者錯誤？  (A)小行星大多位於類地行星和類木行星之間 (B)兩者的組成物質是相同的 

(C)兩者都是太陽系小天體 (D)兩者若受到地球的吸引而落向地球，都可能形成流星 

27. 二顆恆星 A 與 B，其絕對星等相同，均為+0 等，又知 A 與 B 二星的視等為 1 和 6 等，請問恆星 A 的距離是 B 的多少倍？  

(A)5 倍 (B)10 倍 (C)1/5 倍 (D)1/10 倍 (E)1/60 倍 

28. 2003 年 8 月，火星與地球的距離是數萬年來最接近的一次，在地球上可看到最大的火星影像，下

圖為其示意圖（未按實際比例描繪），下列哪一選項是火星大接近主要的原因？  (A)地球與火星同

時位於近日點附近 (B)火星位於遠日點附近，地球位於近日點附近 (C)火星位於近日點附近，地

球位於遠日點附近 (D)火星位於近日點附近，地球位置沒有影響 (E)地球位於遠日點附近，火星

位置沒有影響  

 

29. 右圖是台灣地區的太陽升落情形。請問今天太陽視運動軌跡圖最接近哪一條？  (A)甲 

(B) 乙 (C)丙  (D)丁 

30. 天狼星的視星等為-1.5 等，它的伴星視星等為+8.5 等，兩者亮度之比應為多少？  

(A)10：1 (B)100：1 (C)1000：1 (D)10000：1 

 

31. 右圖是某一天陽光照射地表的情形，甲、乙、丙、丁是同一經度上的四個地

點，請問當天正午時(如圖)，各處地表單位面積所接收的太陽輻射能量大小

為何？(A)甲＞乙＞丙＞丁 (B)乙＞甲＞丙＞丁 (C)丙＞乙＞丁＞甲 (D)

丁＞丙＞乙＞甲 

 

 

32. 一年之中，日出、日落的方位何時偏南？  (A)春分以後到夏至以前  (B)春分以後到秋分以前  (C)秋分以後到冬至以前  

(D)秋分以後到春分以前 

 

33. 若固定對天空某一方位進行長時間曝光，可得周日運動的照片，右側照片中的同一星點為隨

時間逆時針方移動，則此照片較可能是在下列何種情形拍攝而得的？ (A)於北半球朝北方

天空拍攝 (B)於北半球朝南方天空拍攝 (C)於南半球朝北方天空拍攝 (D)於南半球朝南

方天空拍攝 

34. 太陽活動的極大期，其會拋灑出為數可觀的帶電粒子及強烈輻射能量(例如電波、X-ray、紫

外線等)，在高緯度地區亦可以觀察到極光，這些帶電粒子稱為太陽風，試問太陽風主要是何

種物質？  (A)電波 (B)紅外線 (C)紫外線 (D)X-ray (E)質子與電子 

二、多選題(每題 2.5 分，答錯一個扣 1 分，答錯二個扣 2 分，答錯三個以上扣 2.5 分)  

 

35. 參考右圖，地球繞太陽公轉軌道示意圖（日期經過一個月，本圖未按比

例繪製），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1 和 3 都是正中午        

(B)恆星 A 今天落下的時刻是 18:00   

(C)恆星 A 隔月會於 22:00 通過天球最高點   

(D) 角 a = 角 b=30 度    

(E)恆星 A 距離地球很遠，故照過來的星光可視為平行光 

○1  

○2  

○3  

隔月的地球 

今日的地球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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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某生在阿里山上作長時間曝光攝影，得如下圖之照片，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Ａ最有可能是北極星  

(B)分別以Ｂ、Ｃ、Ｄ弧對Ａ連接端點，所得之角應該相等  

(C)星星軌跡應為ＢàＢ’  
(D)Ｂ、Ｃ、Ｄ星在天上作弧線運動是因為地球繞日公轉所造成的結果  

(E)若測得Ｂ弧兩端與Ａ連接後∠Ａ≒90°，則知該生曝光時間約 6 小時。 

 

37. 太空人登陸月球，請問站在月球上的太空人無法看見哪些天文現象？   

(A) 火星 (B)極光 (C)彗星 (D)地球盈虧 (E)流星雨 

 

38. 右圖為甲、乙、丙三顆恆星單位面積輻射出的能量強度分布曲線。下列各項

為從圖得到的推論，哪些正確？  

(A)若三顆恆星體積差不多，則光度：甲＞乙＞丙  

(B)若三顆恆星體積、亮度相同，則距離：甲＞乙＞丙  

(C)表面溫度：甲＞乙＞丙 (D)視星等：甲＞乙＞丙  

(E)甲、丙星最強輻射波段位於非可見光的範圍，所以無法以肉眼觀察 

 

39. 哪些類型的望遠鏡可設於地球表面觀察星空？   

(A)X 射線 (B)紫外線 (C)可見光 (D)伽瑪射線 (E)無線電波 

 

40. 右圖為地球上的某一日，陰影部分是黑夜，白色部分是白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此圖所示的日期為 12 月 22 日   

(B) Ｂ點的時刻接近下午四點   

(C) C 點的晝長約為 8 小時   

(D) 圖中 A～D 地點中，自轉的線速度由大到小的順序為ＤＡＣＢ 

(E)D 地此日正午太陽仰角為 23.5 度 

答案 

1-20  BEDCD  CBDCC  DBCCC.  AACCE 

21-34  AAACA  BDCCD  CDCE 

35.CDE    36.ABE  37.BE  38.ABC  39.CE  40.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