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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 會考】考前複習 

 會考將至，地球科學方面考試的範圍，重點與過去應該相差不多 

1. 國中基測在地科方面約佔自然科目的１／４，包含大氣科學、水文、地質加天文，題目
約 12~14 題，不能予以輕忽。 

2. 在四項領域中水文約佔１０％，地質、氣象加天文各佔三分之一 

3. 在國中地球科學是為基礎科學，因此名稱的定義要弄清楚 

4. 會有較多的圖與表，要多理解，不要死記 

 

一、大氣科學 

1. 氣象首要看觀測，百葉箱、氣壓計和雨量筒最重要 

2. 地表以上到約 10 公里高的大氣，稱為對流層，天氣現象如雲朵、雷雨、颱風等都
發生在對流層 

3. 對流層內，保有近 90%的大氣；氣壓和氣溫都隨高度增加而降低 

4. 平流層：下半部氣溫不隨高度有所變化，上半部隨高度而增加（因臭氧）空氣水
平流動，無天氣變化，通常飛航在底部，平流層頂高度約五十公里 

5. 中氣層：溫度隨高度遞減八十公里處溫度降至約攝氏九十五度，為大氣層溫度最
低處，也是中氣層頂 

6. 增溫層：氣溫隨高度遞增 

7. 固定氣體：氮占 78%，氧占 21%  

8. 變動氣體：水氣、二氧化碳、甲烷、臭氧及氮氧化合物 

9. 溫室氣體：水氣、二氧化碳、甲烷等氣體可以吸收地球向外輻射的紅外線，使能
量較不易散失到太空中 

10. 人所增加的氣體，如二氧化碳、甲烷、氟氯碳化物乃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兇 

11. 溫室效應的增強，可能使氣溫上升而導製冰川融化，海水面上升 

12. 離地 25 公里左右的臭氧層濃度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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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臭氧層的減少： 

1979 年開始南極上空臭氧含量逐漸減少，尤其每年十月臭氧特別稀薄，稱之

為”臭氧洞”破壞臭氧層的主要元兇是冷煤、噴霧劑、電子零件的洗潔劑、滅火

劑、發泡劑等氟氯碳化物 

14. 1987 年 9 月 16 日於加拿大蒙特婁市舉行國際會議，由 26 個國家共同簽署「蒙特
婁議定書﹐管制氟氯碳化物使用之國際公約，於 1989 年 1 月起正式生效。 

15. 欲使水氣由未飽合達到飽合有二個途徑：增加水氣、降低溫度 

16. 水氣的凝結 

(1) 靠近地面未飽合的空氣塊在上升時，由於外界的壓力變小，於是空氣塊的體

積膨脹，使其內外壓力平衡 

(2) 空氣塊在膨脹過程中，氣溫就會下降，若溫度降到飽合的狀態，水氣就有機

會凝結成水滴或冰晶，而成為雲 

17. 空氣的流動 

(1) 風是指空氣的水平流動，相同高度空氣由高氣壓流到低氣壓   

(2) 高氣壓：一地的氣壓比周圍高，就形成高氣壓 

18. 受到地球自轉和地表摩擦力的影響，地面附近的空氣流動方向會和等壓線有一個
夾角，使得風會向低氣壓處偏轉 

19. 大氣的流動 

種類 水平流動 垂直流動 天氣型態 

高氣壓中心 順時鐘向外 向下 晴朗 

低氣壓中心 逆時鐘向內 向上 陰雨 

20. 一團空氣在一廣大地區長期滯留，受到該地區的影響，使得空氣的溫度及水氣具
有該地區的特性，這團空氣叫做氣團 

21. 台灣的冬季主要受到發源於蒙古地區的大陸氣團影響，容易產生雲雨，這種鋒面
叫冷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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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滯留鋒面過境時，會有連日的陰雨或豪雨，暖鋒的位置緯度較高，通常影響台灣
機率低 

23. 颱風是一個低氣壓，其強度以風速大小來區分 

24. 颱風經台灣海峽遠離時，常引進西南氣流 

25. 一旦颱風移到陸地上，因為地面摩擦和水氣供應減少，颱風就會減弱 

26. 季風：隨季節而改變的風，季風的成因乃是因為海陸的比熱不同所造成 

27. 台灣主要的兩個降雨期：一為梅雨季；另一為颱風季 

 考題範例 

（Ｃ）1. 某次颱風通過一小島後，阿龍檢視了該小島

在受颱風影響時的地面天氣觀測資料，由某個

觀測值正確推得颱風中心最接近該小島的時間

點為該月的 7 日 12 時。根據颱風中心的性

質，下列何者最可能是他作出推論所利用的資

料？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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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 2.～3.題 

某次小哲寒假出國旅行途中，發現飛機上方

無雲，但下方卻有一片雲海，此時東方的滿月剛

好升起。他朝向座位右側窗外拍攝了一張照片，

如右圖所示，此時飛機位於北緯35度附近、高度

約為1萬2千公尺。小哲回家查詢資料後，認為拍

攝此照片時，飛機高度大致位於大氣分層中的甲

層頂部和乙層底部之交界附近。 

（A）2. 關於小哲拍攝此張照片時，他所在位置的當地時間與當時飛機航行的方向，最有可

能是下列何者？ 

(A) 傍晚 6 點，航向北方  (B) 傍晚 6 點，航向南方 
(C) 清晨 6 點，航向北方  (D) 清晨 6 點，航向南方 

（D）3. 關於上述畫雙底線處甲、乙兩層的名稱，應為下列何者？  

(A) 甲層：平流層，乙層：中氣層 (B) 甲層：中氣層，乙層：對流層 
(C) 甲層：平流層，乙層：對流層 (D) 甲層：對流層，乙層：平流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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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質 

1. 板塊運動的發展史 

(1) 大陸飄移學說：韋格納所提出認為全球各大陸在二億年前是聚集在一起的，

南美洲東岸和非洲西岸可互相合併。 

(2) 海底擴張學說：以地函岩漿的熱對流，來解釋海洋地殼如何擴張。 

(3) 板塊構造學說：固體的地球依地震波在地下傳播速度的變化，由外向內可分

為地殼、地函、地核。 

板塊：包含了地殼及地函最上部。 

2. 造成地貌改變的主因為內營力與外營力，板塊運動包含張裂(岩漿上升)和聚合(岩
漿下降) 

3. 聚合：板塊聚合會產生擠壓，而產生地殼變動，造成岩層的褶皺、節理、斷層甚
至隆起成山脈，也會造成造山運動、火山、地震等大自然現象。 

4. 分離：產生節理、斷層的地質構造，有火山及地震的大自然現象。 

5. 褶皺：岩層彎曲成波浪狀構造，分為背斜及向斜兩種。 

6. 斷層的種類： 

(1) 正斷層：上盤相對下盤往下運動 

(2) 逆斷層：上盤相對下盤往上運動 

7. 地震的五大要素；時間、規模、震源、深度、震度，地震強度會隨著距離震央的
遠近，而有差異，一般而言；距離震央越遠，震度越小 

(1) 震源：地震錯動的起始點。 

(2) 震央：地震錯動的起始點（震源），投影到地表的位置 

(3) 規模：地震能量釋放的大小，目前全世界通用的是芮氏地震規模，能量釋放

越多，規模越大，但一次地震僅有一次規模 

(4) 震度：表示地震發生時，地面震撼或破壞的程度，是地震強度的簡稱，一次

地震有數個震度 

8. 中央氣象局將地震強度分成 10 級，0 級為無感地震，1 至 7 級為有感地震 

9. 岩石分為火成岩、沉積岩、變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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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火成岩（地殼中含量最多）：分為深成岩及火山岩 

(1) 深成岩：岩漿在地底下，冷卻時間長，礦物結晶大，如花崗岩。 

(2) 火山岩：岩漿噴出地表，冷卻時間快，礦物結晶小，如安山岩及玄武岩。 

11. 沉積岩：沉積物經壓密、膠結、固化而形成 

(1) 常見沉積岩（顆粒由大到小）：礫岩＞砂岩＞頁岩 

12. 因板塊的擠壓，產生高溫高壓，使得原岩在固態狀態下，礦物重新結晶，並無改
變化學成分，其化學成份主要由原岩控制。 

13. 礦物：天然產出，無機的固態物質，有一定範圍的組成及物理、化學性質。 

14. 礦物的物理性質： 

(1) 顏色：成塊礦物的顏色（鎂、鐵含量高，顏色深），即使同一種礦物，因成

份上有些差異，顏色也不同 

(2) 條痕：礦物粉末顏色（硬度小於六，在條痕板上擦劃；硬度大於六，敲碎）同

一種礦物，即使顏色不同，但條痕一定相同，因此條痕較顏色有用 

(3) 解理：礦物受外力作用，沿著結合力較弱的晶面破裂，出現許多平行光滑的

破裂面 

(4) 硬度：礦物抵抗磨損能力 

15. 常見礦物的種類 

(1) 石英：可製成玻璃、實驗器皿，結晶明顯且透明，一般稱為水晶 

(2) 長石：構成地殼最主要的礦物，容易風化分解成黏土礦物，其特徵為肉紅色

的結晶顆粒 

(3) 方解石：構成石灰岩及大理岩主要礦物，其主要成份為碳酸鈣，與稀酸鹽反

應會產生二氧化碳 

(4) 雲母：呈黑色薄片狀，以手指撥弄即可見一頁一頁如書本般的結構，可作為

電器用品中的隔熱絕緣材料 

16. 風化：地表岩石暴露於空氣和水中，受水、冰、海浪、植物的根及熱脹縮水影
響，使岩石破碎、崩解，但無崩落稱為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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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侵蝕：受自然的力量，水、冰、海浪、植物的根及熱脹縮水影響，使岩石剝離、
崩落或溶解稱為侵蝕 

(1) 河流對河床的侵蝕作用共用三種 

a. 向下侵蝕：使河流加深 

b. 向源侵蝕：使河流加長 

c. 向側侵蝕：使河流加寬 

18. 搬運：鵝卵石是岩石碎屑被河水搬運的過程，在河床上翻滾，彼此摩擦而形成 

19. 沉積：河床或海底的沉積物一旦膠結固化都可行成沉積岩，而依積物顆粒由大到
小分別為：礫岩、砂岩、頁岩，又因河流流速，越到下游越慢，搬運能力越弱，
因此礫岩沉積在上游，砂岩在中游，頁岩在下游 

20. 差異侵蝕：在砂，頁岩互層的地區，因為砂岩堅硬，頁岩較軟弱，因此砂岩造成
尖銳突出的山頭，頁岩則形成窪地 

21. 海平面是河流的最終侵蝕基準面，湖水面或人工水庫的水面可以是河流的暫時侵
蝕基準面 

22. 山崩是指大量疏鬆的土石或大片岩層，由山坡突然滑下 

23. 順向坡：當山坡的地面和岩層傾斜方向相同時，稱為順向坡，容易發生山崩的地
形，如果在順向坡的坡腳下開挖，其上方的岩層將失去支撐，容易使整片岩層沿
坡面滑落，如：汐止的林肯大郡 

24. 化石的形成：生物死亡之後，絕大部分都會被分解腐化，唯有快速被泥沙掩蓋的
骨骼、牙齒、外殼等堅硬的部分才會被保存下來，而形成化石。 
除了生物遺體外，生物留下的遺跡也是化石的一部份，如：腳印、爬痕、排泄物
及居住的洞穴等 

25. 在沉積岩中較易發現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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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題範例 

（C）1. 右圖為某地區的地表構造特徵示意圖，圖中甲位於

中洋脊上，乙位於海溝上，丙位於一陸地的山脈

上，且此山脈有火山活動。若將甲、乙、丙三地連

線的地下構造，繪製成此地區的板塊構造剖面示意

圖，並以箭頭表示板塊運動方向，則下列何者最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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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2. 右圖為某區域的地層剖面示意圖，圖中相同符號或顏

色的標示，代表其未受斷層錯動前為同一地層。已知

此地區地層未曾發生上下翻轉，在地層乙中含有一千

萬年前的生物化石，地層戊中則含有五千萬年前的生

物化石。若圖中某地層含有三千萬年前的生物化石，

則該地層最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A) 己或庚   (B) 丁或己 
(C) 丙或丁   (D) 甲或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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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海洋與水文 

1. 地球上有 98%的水是海水，其餘 2%的淡水又大都儲存在冰川中，故可利用的水
資源不到 0.5%. 

2. 水循環大多數的時間是停留在海洋，只有二個星期的時間是滯留在河川，因此湖
泊裡一滴水的旅程中是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 

3. 地球上可飲用的淡水資源中，地下水的含量是最多的，是湖泊及河川的十倍地下
水的補注主要依賴雨水，雨季時，地下水面較高，到了旱季，地下水面就會下降 

4. 由地表下滲的水，在遇到不透水的地層時，就會停止下滲而往上累積，形成地下
水體，其頂部稱之為地下水面 

5. 若地下水流入了上下封閉的含水層(如砂岩夾在二層頁岩之間)，就形成了受壓地下
水 

6. 井口的位置若高於受壓地下水面，只會形成一般的水井，若井口的位置若低於受
壓地下水面，則依據連通管原理，水就會自動湧出地表成為自流井 

7. 過度抽取地下水可能會導致地層下陷及海水入侵地下水，使地下水鹹化 

8. 黑潮：不分季節，由南往北流過，使得東部海域水溫一直維持較高的溫度 
黑潮支流：高雄及屏東在冬季時因受黑潮支流的影響，氣溫較高，一般比北部高
攝氏五度以上 

9. 台灣東側(黑潮主流) 四季不變，台灣海峽夏冬季不同 

10. 海面一天通常漲潮兩次，且受月球公轉的影響，每日漲潮的時刻較前一日延遲約
五十分鐘 

11. 潮差：滿潮與乾潮之海平面高度差 

12. 潮間帶：滿潮與乾潮中間的地區 

13. 大潮：每個月的農曆初一及十五，當日、地、月在同一直線上，太陽的引力與月
亮同，增強了潮汐的力量，因此使得海平面較一般高度高，稱之為大潮 

14. 小潮：每個月的農曆初七及二十二，當日、地、月呈 90 度時，太陽的引力方向
與月亮不同，抵消了潮汐的力量，因此使得海平面較一般高度低，稱之為小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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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題範例 

（B）1. 有一座四面環海的島嶼，其陸地面積隨時間變化的關係

簡圖如右圖所示。根據圖中資料推測，下列何者可能是

造成該島嶼一天中陸地面積會有變化的最主要原因？ 
(A) 全球暖化造成海平面的起伏 
(B) 海水漲退潮使水位高度改變 
(C) 海水因日照而熱脹冷縮導致 
(D) 海陸風轉換使海水流向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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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文 

1. 宇宙的組織 

(1) 衛星：繞行星公轉的星球；如：月球。 

(2) 行星：繞恆星公轉的星球；如：地球。 

(3) 恆星：自己會發光的星球，其能量來源為核融合；如：太陽。 

a. 宇宙中的天體均有自己的運動方向，如：太陽帶領太陽系在銀河做圓週運

動，銀河系又帶領包含太陽系在內的行星與其他星系做圓週運動。 

b. 夜空中眼睛所能看到的星星，絕大部分都是恆星（因行星反射太陽光，亮

度太低，因此僅在地球附近的行星，肉眼可見），且都在銀河系內（超出

銀河系因為太遠了，需用望遠鏡觀察）；各星星皆由自己的運動方向，但

距離地球太遠了，人們很難在短時間內，發現其相對位置的改變，如：有

生之年不可能發現北斗七星，形狀改變。 

(4) 星團：由恆星聚集而成，比星系小。 

(5) 星雲：由星死亡爆炸後的塵埃及氣體組成。 

(6) 星系：由恆星、星團及星雲組合而成；如：銀河系。 

(7) 銀河系是由二千億顆恆星聚集而成的一個直徑約十萬光年的圓盤，外形像荷

包蛋，盤面上有像颱風般的旋臂，是由星雲、星團及恆星所組成。 

2. 星體的距離： 

(1) 天文單位：地球與太陽的距離為一天文單位。 

(2) 光年：光走一年的距離，非時間單位 

(3) 可藉由觀測宇宙的大小（即光年），來推算宇宙的年齡 

(4) 宇宙的年齡有一百多億年了，代表宇宙的年齡和大小是有限制的 

3. 大霹靂學說：宇宙是由一個溫度極高、密度極大、體積極小，的原始火球，經由
大霹靂爆炸後，再經一百多億年的膨脹演化而形成。 

4. 太陽輻射與太陽風將太陽周圍的氣體與微塵往外吹，大部分較輕的物質如：水，
氫，氦被吹至外圍形成類木行星，而較重的物質保留在內圈形成類地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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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 

 成員 成份 體積 質量 密度 距太陽 
自轉 
週期 

衛星 

類
地
行
星 

水、金 
地、火 

岩 石 
金 屬 

小 小 大約水的五倍 近 長 少且小 

類
木
行
星 

木、土 
天、海 

氣體冰 大 大 小與水相近 
遠 
 

短 
 

多且大 

6. 類地形星的討論： 

 
順序 

（太陽起算） 
質量 

（地球倍數） 
大氣成份 

大氣壓力 
（地球倍數） 

溫度 
（攝氏） 

備註 

水
星 

1 0.06 無 無 -173-400  

金
星 

2 0.81 
二氧化碳 
（96%）

氮 
90 450  

火
星 

4 0.11 
二氧化碳
（95%） 
一氧化碳 

0.01 -170~20 

自轉週
期與地
球類
似，也
有四季 

7. 小行星：由岩石及金屬組成，分部在火星與木星之間。 

8. 彗星：是太陽系的成員之一，由冰雪及塵埃組成，當彗星軌道接近地球軌道，其
遺留的塵埃，經地球引力的吸引，落至地表，行成流星雨。 
彗星有慧尾，因受太陽風及太陽輻射的影響，其方向在太陽的反方向，不是在移
動方向的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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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九大行星變八大行星： 

(1) 起緣：西元 2006 年，天文學家決定將冥王星降為矮行星，此後太陽系只有八

大行星； 

(2) 星體的分類：標準行星：運行軌道圍繞太陽，本身有足夠質量維持圓球狀，

軌道附近無其他天（不含衛星），即八大行星 

(3) 矮行星：運行軌道圍繞太陽，本身有足夠質量維持圓球狀，軌道附近有其他天

體（非衛星）。如冥王星、榖神星（在小行星帶）、齊娜（在冥王星外） 

10. 地球現今的大氣是由火山爆發噴出二氧化碳、水氣和氮氣以及熔岩釋出水氣和二
氧化碳逐漸演化而來 

11. 地球自轉及時間變化：由北極上空看地球，地球為逆時針自轉（由西向東轉） 

12. 臺灣地區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比較： 

節氣 太陽直射點 北半球日夜長短 北半球日夜長短 兩極 

春分 赤道 日夜等長 日夜等長 
太陽在地平線上
繞行 

春分至夏至 赤道往北回歸線移 
日比夜長， 
且日漸長 

日比夜短， 
且日漸短 

北極永晝；南極
永夜 

夏至 北回歸線 
日最長， 
夜最短 

日最短，夜最長 

夏至至秋分 北回歸線往赤道移 
日比夜長， 
但日漸短 

日比夜短， 
但日漸長 

秋分 赤道 日夜等長 日夜等長 
太陽在地平線上
繞行 

秋分到冬至 赤道往南回歸線移 
日比夜短， 
且日漸短 

日比夜長， 
且日漸長 

南極永晝；北極
永夜 

冬至 南回歸線 
日最短， 
夜最長 

日最長，夜最短 

冬至到春分 南回歸線往赤道移 
日比夜短， 
但日漸長 

日比夜長， 
但日漸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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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朔：當農曆初一時 
上弦月：當農曆初七或初八時，望：當農曆十五時 
下弦月：當農曆二十二或二十三時 

14. 月蝕：僅發生在農曆十五即望左右 
日蝕：僅能發生在農曆的初一即新月或朔 

15. 日蝕：月球運行到太陽和地球之間，在日、地、月三者成一直線時，因月球擋住
全部或部分太陽光，而造成日蝕的現象 

(1) 日偏蝕：當觀察者在月球的半影區，會看到太陽有一部分被月球遮住 

(2) 日全蝕：當觀察者在月球的本影區，會看到太陽全部被月球遮住 

(3) 日環蝕：當日蝕時，月球在遠地點附近，因月球小且離地球遠，月球的本影

錐無法到達地面，會看到太陽中心被月球遮住 

16. 月蝕：地球運行到太陽和月球之間，在日、地、月三者成一直線時，月球通過地

球的影子，而造成月蝕的現象 

(1) 月偏蝕：當月球的一部分繞到地球的本影區內形成的 

(2) 月全蝕：當月球的全部繞到地球的本影區內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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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題範例 

（D）1. 在秋季夜空可看到組成飛馬座的大四邊形，其中包括 X、

Y 兩顆恆星，如右圖所示。已知 X 星距地球約 335 光

年，Y 星距地球約 140 光年，下列敘述何者最合理？ 

(A) Y 星發出的光到達地球需要花 140 天 

(B) X、Y 兩星與太陽系皆位於不同的星系之中  

(C) X 星發出的光比 Y 星發出的光更快傳到地球 

(D) 現在所觀察到的 X 星約是它 335 年前時的情況 

（A）2. 住在北緯 35 度的阿義希望在夏至正午時，太陽可以直

射頂樓的太陽能板，以收集最大能量，故將太陽能板朝

向正南方放置，如右圖所示。關於圖中太陽能板與水平

屋頂間的夾角 θ，下列何者最符合阿義的需求？ 
(A) 11.5°   (B) 23.5° 
(C) 35°   (D) 47° 

 

 

 

 

 時事部分，與地球科學密不可分，過去一年中，有全球氣候變異、日月食、冬季的高溫與聖

嬰現象、溫室效應和共伴秋颱在宜蘭地區再度造成災情，都有可能會收錄到考題中。 

 需要作一些練習題和考古題，以大氣、地質、海洋、天文四大部分去圈點講義的重點，每天

花簡單的三十分鐘複習就可以了，記得要了解而不是背誦，因為地科是自然學科 

 


	【111會考】考前複習
	1. 國中基測在地科方面約佔自然科目的１／４，包含大氣科學、水文、地質加天文，題目約12~14題，不能予以輕忽。
	2. 在四項領域中水文約佔１０％，地質、氣象加天文各佔三分之一
	3. 在國中地球科學是為基礎科學，因此名稱的定義要弄清楚
	4. 會有較多的圖與表，要多理解，不要死記
	一、大氣科學
	1. 氣象首要看觀測，百葉箱、氣壓計和雨量筒最重要
	2. 地表以上到約10公里高的大氣，稱為對流層，天氣現象如雲朵、雷雨、颱風等都發生在對流層
	3. 對流層內，保有近90%的大氣；氣壓和氣溫都隨高度增加而降低
	4. 平流層：下半部氣溫不隨高度有所變化，上半部隨高度而增加（因臭氧）空氣水平流動，無天氣變化，通常飛航在底部，平流層頂高度約五十公里
	5. 中氣層：溫度隨高度遞減八十公里處溫度降至約攝氏九十五度，為大氣層溫度最低處，也是中氣層頂
	6. 增溫層：氣溫隨高度遞增
	7. 固定氣體：氮占78%，氧占21%
	8. 變動氣體：水氣、二氧化碳、甲烷、臭氧及氮氧化合物
	9. 溫室氣體：水氣、二氧化碳、甲烷等氣體可以吸收地球向外輻射的紅外線，使能量較不易散失到太空中
	10. 人所增加的氣體，如二氧化碳、甲烷、氟氯碳化物乃是造成全球暖化的元兇
	11. 溫室效應的增強，可能使氣溫上升而導製冰川融化，海水面上升
	12. 離地25公里左右的臭氧層濃度很大
	13. 臭氧層的減少：
	14. 1987年9月16日於加拿大蒙特婁市舉行國際會議，由26個國家共同簽署「蒙特婁議定書﹐管制氟氯碳化物使用之國際公約，於1989年1月起正式生效。
	15. 欲使水氣由未飽合達到飽合有二個途徑：增加水氣、降低溫度
	16. 水氣的凝結
	(1) 靠近地面未飽合的空氣塊在上升時，由於外界的壓力變小，於是空氣塊的體積膨脹，使其內外壓力平衡
	(2) 空氣塊在膨脹過程中，氣溫就會下降，若溫度降到飽合的狀態，水氣就有機會凝結成水滴或冰晶，而成為雲

	17. 空氣的流動
	(1) 風是指空氣的水平流動，相同高度空氣由高氣壓流到低氣壓
	(2) 高氣壓：一地的氣壓比周圍高，就形成高氣壓

	18. 受到地球自轉和地表摩擦力的影響，地面附近的空氣流動方向會和等壓線有一個夾角，使得風會向低氣壓處偏轉
	19. 大氣的流動
	20. 一團空氣在一廣大地區長期滯留，受到該地區的影響，使得空氣的溫度及水氣具有該地區的特性，這團空氣叫做氣團
	21. 台灣的冬季主要受到發源於蒙古地區的大陸氣團影響，容易產生雲雨，這種鋒面叫冷鋒
	22. 滯留鋒面過境時，會有連日的陰雨或豪雨，暖鋒的位置緯度較高，通常影響台灣機率低
	23. 颱風是一個低氣壓，其強度以風速大小來區分
	24. 颱風經台灣海峽遠離時，常引進西南氣流
	25. 一旦颱風移到陸地上，因為地面摩擦和水氣供應減少，颱風就會減弱
	26. 季風：隨季節而改變的風，季風的成因乃是因為海陸的比熱不同所造成
	27. 台灣主要的兩個降雨期：一為梅雨季；另一為颱風季
	 考題範例
	（Ｃ）1. 某次颱風通過一小島後，阿龍檢視了該小島在受颱風影響時的地面天氣觀測資料，由某個觀測值正確推得颱風中心最接近該小島的時間點為該月的7日12時。根據颱風中心的性質，下列何者最可能是他作出推論所利用的資料？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2.～3.題
	（A）2. 關於小哲拍攝此張照片時，他所在位置的當地時間與當時飛機航行的方向，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D）3. 關於上述畫雙底線處甲、乙兩層的名稱，應為下列何者？
	二、地質
	1. 板塊運動的發展史
	(1) 大陸飄移學說：韋格納所提出認為全球各大陸在二億年前是聚集在一起的，南美洲東岸和非洲西岸可互相合併。
	(2) 海底擴張學說：以地函岩漿的熱對流，來解釋海洋地殼如何擴張。
	(3) 板塊構造學說：固體的地球依地震波在地下傳播速度的變化，由外向內可分為地殼、地函、地核。 板塊：包含了地殼及地函最上部。

	2. 造成地貌改變的主因為內營力與外營力，板塊運動包含張裂(岩漿上升)和聚合(岩漿下降)
	3. 聚合：板塊聚合會產生擠壓，而產生地殼變動，造成岩層的褶皺、節理、斷層甚至隆起成山脈，也會造成造山運動、火山、地震等大自然現象。
	4. 分離：產生節理、斷層的地質構造，有火山及地震的大自然現象。
	5. 褶皺：岩層彎曲成波浪狀構造，分為背斜及向斜兩種。
	6. 斷層的種類：
	(1) 正斷層：上盤相對下盤往下運動
	(2) 逆斷層：上盤相對下盤往上運動

	7. 地震的五大要素；時間、規模、震源、深度、震度，地震強度會隨著距離震央的遠近，而有差異，一般而言；距離震央越遠，震度越小
	(1) 震源：地震錯動的起始點。
	(2) 震央：地震錯動的起始點（震源），投影到地表的位置
	(3) 規模：地震能量釋放的大小，目前全世界通用的是芮氏地震規模，能量釋放越多，規模越大，但一次地震僅有一次規模
	(4) 震度：表示地震發生時，地面震撼或破壞的程度，是地震強度的簡稱，一次地震有數個震度

	8. 中央氣象局將地震強度分成10級，0級為無感地震，1至7級為有感地震
	9. 岩石分為火成岩、沉積岩、變質岩
	10. 火成岩（地殼中含量最多）：分為深成岩及火山岩
	(1) 深成岩：岩漿在地底下，冷卻時間長，礦物結晶大，如花崗岩。
	(2) 火山岩：岩漿噴出地表，冷卻時間快，礦物結晶小，如安山岩及玄武岩。

	11. 沉積岩：沉積物經壓密、膠結、固化而形成
	(1) 常見沉積岩（顆粒由大到小）：礫岩＞砂岩＞頁岩

	12. 因板塊的擠壓，產生高溫高壓，使得原岩在固態狀態下，礦物重新結晶，並無改變化學成分，其化學成份主要由原岩控制。
	13. 礦物：天然產出，無機的固態物質，有一定範圍的組成及物理、化學性質。
	14. 礦物的物理性質：
	(1) 顏色：成塊礦物的顏色（鎂、鐵含量高，顏色深），即使同一種礦物，因成份上有些差異，顏色也不同
	(2) 條痕：礦物粉末顏色（硬度小於六，在條痕板上擦劃；硬度大於六，敲碎）同一種礦物，即使顏色不同，但條痕一定相同，因此條痕較顏色有用
	(3) 解理：礦物受外力作用，沿著結合力較弱的晶面破裂，出現許多平行光滑的破裂面
	(4) 硬度：礦物抵抗磨損能力

	15. 常見礦物的種類
	(1) 石英：可製成玻璃、實驗器皿，結晶明顯且透明，一般稱為水晶
	(2) 長石：構成地殼最主要的礦物，容易風化分解成黏土礦物，其特徵為肉紅色的結晶顆粒
	(3) 方解石：構成石灰岩及大理岩主要礦物，其主要成份為碳酸鈣，與稀酸鹽反應會產生二氧化碳
	(4) 雲母：呈黑色薄片狀，以手指撥弄即可見一頁一頁如書本般的結構，可作為電器用品中的隔熱絕緣材料

	16. 風化：地表岩石暴露於空氣和水中，受水、冰、海浪、植物的根及熱脹縮水影響，使岩石破碎、崩解，但無崩落稱為風化
	17. 侵蝕：受自然的力量，水、冰、海浪、植物的根及熱脹縮水影響，使岩石剝離、崩落或溶解稱為侵蝕
	(1) 河流對河床的侵蝕作用共用三種
	a. 向下侵蝕：使河流加深
	b. 向源侵蝕：使河流加長
	c. 向側侵蝕：使河流加寬


	18. 搬運：鵝卵石是岩石碎屑被河水搬運的過程，在河床上翻滾，彼此摩擦而形成
	19. 沉積：河床或海底的沉積物一旦膠結固化都可行成沉積岩，而依積物顆粒由大到小分別為：礫岩、砂岩、頁岩，又因河流流速，越到下游越慢，搬運能力越弱，因此礫岩沉積在上游，砂岩在中游，頁岩在下游
	20. 差異侵蝕：在砂，頁岩互層的地區，因為砂岩堅硬，頁岩較軟弱，因此砂岩造成尖銳突出的山頭，頁岩則形成窪地
	21. 海平面是河流的最終侵蝕基準面，湖水面或人工水庫的水面可以是河流的暫時侵蝕基準面
	22. 山崩是指大量疏鬆的土石或大片岩層，由山坡突然滑下
	23. 順向坡：當山坡的地面和岩層傾斜方向相同時，稱為順向坡，容易發生山崩的地形，如果在順向坡的坡腳下開挖，其上方的岩層將失去支撐，容易使整片岩層沿坡面滑落，如：汐止的林肯大郡
	24. 化石的形成：生物死亡之後，絕大部分都會被分解腐化，唯有快速被泥沙掩蓋的骨骼、牙齒、外殼等堅硬的部分才會被保存下來，而形成化石。 除了生物遺體外，生物留下的遺跡也是化石的一部份，如：腳印、爬痕、排泄物及居住的洞穴等
	25. 在沉積岩中較易發現化石


	  考題範例
	（C）1. 右圖為某地區的地表構造特徵示意圖，圖中甲位於中洋脊上，乙位於海溝上，丙位於一陸地的山脈上，且此山脈有火山活動。若將甲、乙、丙三地連線的地下構造，繪製成此地區的板塊構造剖面示意圖，並以箭頭表示板塊運動方向，則下列何者最合理？
	（C）2. 右圖為某區域的地層剖面示意圖，圖中相同符號或顏色的標示，代表其未受斷層錯動前為同一地層。已知此地區地層未曾發生上下翻轉，在地層乙中含有一千萬年前的生物化石，地層戊中則含有五千萬年前的生物化石。若圖中某地層含有三千萬年前的生物化石，則該地層最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三、海洋與水文
	1. 地球上有98%的水是海水，其餘2%的淡水又大都儲存在冰川中，故可利用的水資源不到0.5%.
	2. 水循環大多數的時間是停留在海洋，只有二個星期的時間是滯留在河川，因此湖泊裡一滴水的旅程中是沒有起點也沒有終點
	3. 地球上可飲用的淡水資源中，地下水的含量是最多的，是湖泊及河川的十倍地下水的補注主要依賴雨水，雨季時，地下水面較高，到了旱季，地下水面就會下降
	4. 由地表下滲的水，在遇到不透水的地層時，就會停止下滲而往上累積，形成地下水體，其頂部稱之為地下水面
	5. 若地下水流入了上下封閉的含水層(如砂岩夾在二層頁岩之間)，就形成了受壓地下水
	6. 井口的位置若高於受壓地下水面，只會形成一般的水井，若井口的位置若低於受壓地下水面，則依據連通管原理，水就會自動湧出地表成為自流井
	7. 過度抽取地下水可能會導致地層下陷及海水入侵地下水，使地下水鹹化
	8. 黑潮：不分季節，由南往北流過，使得東部海域水溫一直維持較高的溫度 黑潮支流：高雄及屏東在冬季時因受黑潮支流的影響，氣溫較高，一般比北部高攝氏五度以上
	9. 台灣東側(黑潮主流) 四季不變，台灣海峽夏冬季不同
	10. 海面一天通常漲潮兩次，且受月球公轉的影響，每日漲潮的時刻較前一日延遲約五十分鐘
	11. 潮差：滿潮與乾潮之海平面高度差
	12. 潮間帶：滿潮與乾潮中間的地區
	13. 大潮：每個月的農曆初一及十五，當日、地、月在同一直線上，太陽的引力與月亮同，增強了潮汐的力量，因此使得海平面較一般高度高，稱之為大潮
	14. 小潮：每個月的農曆初七及二十二，當日、地、月呈90度時，太陽的引力方向與月亮不同，抵消了潮汐的力量，因此使得海平面較一般高度低，稱之為小潮


	 考題範例
	（B）1. 有一座四面環海的島嶼，其陸地面積隨時間變化的關係簡圖如右圖所示。根據圖中資料推測，下列何者可能是造成該島嶼一天中陸地面積會有變化的最主要原因？
	四、天文
	1. 宇宙的組織
	(1) 衛星：繞行星公轉的星球；如：月球。
	(2) 行星：繞恆星公轉的星球；如：地球。
	(3) 恆星：自己會發光的星球，其能量來源為核融合；如：太陽。
	a. 宇宙中的天體均有自己的運動方向，如：太陽帶領太陽系在銀河做圓週運動，銀河系又帶領包含太陽系在內的行星與其他星系做圓週運動。
	b. 夜空中眼睛所能看到的星星，絕大部分都是恆星（因行星反射太陽光，亮度太低，因此僅在地球附近的行星，肉眼可見），且都在銀河系內（超出銀河系因為太遠了，需用望遠鏡觀察）；各星星皆由自己的運動方向，但距離地球太遠了，人們很難在短時間內，發現其相對位置的改變，如：有生之年不可能發現北斗七星，形狀改變。

	(4) 星團：由恆星聚集而成，比星系小。
	(5) 星雲：由星死亡爆炸後的塵埃及氣體組成。
	(6) 星系：由恆星、星團及星雲組合而成；如：銀河系。
	(7) 銀河系是由二千億顆恆星聚集而成的一個直徑約十萬光年的圓盤，外形像荷包蛋，盤面上有像颱風般的旋臂，是由星雲、星團及恆星所組成。

	2. 星體的距離：
	(1) 天文單位：地球與太陽的距離為一天文單位。
	(2) 光年：光走一年的距離，非時間單位
	(3) 可藉由觀測宇宙的大小（即光年），來推算宇宙的年齡
	(4) 宇宙的年齡有一百多億年了，代表宇宙的年齡和大小是有限制的

	3. 大霹靂學說：宇宙是由一個溫度極高、密度極大、體積極小，的原始火球，經由大霹靂爆炸後，再經一百多億年的膨脹演化而形成。
	4. 太陽輻射與太陽風將太陽周圍的氣體與微塵往外吹，大部分較輕的物質如：水，氫，氦被吹至外圍形成類木行星，而較重的物質保留在內圈形成類地行星
	5. 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
	6. 類地形星的討論：
	7. 小行星：由岩石及金屬組成，分部在火星與木星之間。
	8. 彗星：是太陽系的成員之一，由冰雪及塵埃組成，當彗星軌道接近地球軌道，其遺留的塵埃，經地球引力的吸引，落至地表，行成流星雨。 彗星有慧尾，因受太陽風及太陽輻射的影響，其方向在太陽的反方向，不是在移動方向的後面。
	9. 九大行星變八大行星：
	(1) 起緣：西元2006年，天文學家決定將冥王星降為矮行星，此後太陽系只有八大行星；
	(2) 星體的分類：標準行星：運行軌道圍繞太陽，本身有足夠質量維持圓球狀，軌道附近無其他天（不含衛星），即八大行星
	(3) 矮行星：運行軌道圍繞太陽，本身有足夠質量維持圓球狀，軌道附近有其他天體（非衛星）。如冥王星、榖神星（在小行星帶）、齊娜（在冥王星外）

	10. 地球現今的大氣是由火山爆發噴出二氧化碳、水氣和氮氣以及熔岩釋出水氣和二氧化碳逐漸演化而來
	11. 地球自轉及時間變化：由北極上空看地球，地球為逆時針自轉（由西向東轉）
	12. 臺灣地區春分、夏至、秋分、冬至的比較：
	13. 朔：當農曆初一時 上弦月：當農曆初七或初八時，望：當農曆十五時 下弦月：當農曆二十二或二十三時
	14. 月蝕：僅發生在農曆十五即望左右 日蝕：僅能發生在農曆的初一即新月或朔
	15. 日蝕：月球運行到太陽和地球之間，在日、地、月三者成一直線時，因月球擋住全部或部分太陽光，而造成日蝕的現象
	(1) 日偏蝕：當觀察者在月球的半影區，會看到太陽有一部分被月球遮住
	(2) 日全蝕：當觀察者在月球的本影區，會看到太陽全部被月球遮住
	(3) 日環蝕：當日蝕時，月球在遠地點附近，因月球小且離地球遠，月球的本影錐無法到達地面，會看到太陽中心被月球遮住

	16. 月蝕：地球運行到太陽和月球之間，在日、地、月三者成一直線時，月球通過地球的影子，而造成月蝕的現象
	16. 月蝕：地球運行到太陽和月球之間，在日、地、月三者成一直線時，月球通過地球的影子，而造成月蝕的現象
	(1) 月偏蝕：當月球的一部分繞到地球的本影區內形成的
	(2) 月全蝕：當月球的全部繞到地球的本影區內形成的



	  考題範例
	（D）1. 在秋季夜空可看到組成飛馬座的大四邊形，其中包括X、Y兩顆恆星，如右圖所示。已知X星距地球約335光年，Y星距地球約140光年，下列敘述何者最合理？ (A) Y星發出的光到達地球需要花140天 (B) X、Y兩星與太陽系皆位於不同的星系之中  (C) X星發出的光比Y星發出的光更快傳到地球 (D) 現在所觀察到的X星約是它335年前時的情況
	（A）2. 住在北緯35度的阿義希望在夏至正午時，太陽可以直射頂樓的太陽能板，以收集最大能量，故將太陽能板朝向正南方放置，如右圖所示。關於圖中太陽能板與水平屋頂間的夾角θ，下列何者最符合阿義的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