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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科範圍:3-5~4-3，第 1題 4分，第 2-10 題每題 3分，共 31 分】 
1. 甲、乙、丙三地使用不同直徑之圓筒測量雨量，所得結果如下

圖，則何地的降雨量最大？ 

 
(A)甲地 (B)乙地 (C)丙地 (D)資料不足，無法判斷。 

2. 關於地震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 全球地震帶與火山交界帶幾乎一致 

(B) 台灣位於聚合性板塊交界故無淺源地震 

(C) 目前世界各國都無法準確預測地震 

(D) 0 級地震儀器會有紀錄但人沒有感覺 

3. 天氣預報的內容通常未包含下列哪一項？  

(A) 降雨機率    (B)最高、最低氣溫 

(C)天氣概況    (D)晝夜時間長短。 

4. 下列有關堰塞湖的敘述，何者錯誤？                   

(A)成因多與大地震的劇烈搖動有關 

 (B)土石崩落，阻塞河道所形成  

(C)結構鬆散易潰決  

(D)下游地區適合興建住宅區。 

5. 下列關於天然災害的敘述，何者有誤？                    

(A)豪大雨來臨前盡早撤離土石流警戒區  

(B)火山爆發前通常沒有徵兆難以預防 

(C)臺灣地區的颱風可能帶來驚人雨量導致洪水災難                                          

(D)可以利用雨量來做土石流預警 

6. 下列有關聖嬰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會造成祕魯發生旱災，印尼發生水災 

(B) 是指耶穌誕生那一年所產生的氣候異常現象 

(C) 出現的時候，太平洋東岸的海水溫度較平時高 

(D) 每年在聖誕節前後，都會在祕魯附近海域發生，而且會

影響全球氣候  

7. 依下列四個選項中地層傾斜、斷裂的方向判斷，哪一選項中的

山路最容易發生山崩？ 

 

(A)   (B)  

 

(C) (D)  

8. 近年來的生態研究，發現許多生物分布的區域有逐年往更高緯

度或更高海拔處移動的趨勢，下列何者是最主要的原因？                          

(A)臭氧洞面積增加   (B)聖嬰現象                                        

(C)全球暖化         (D)酸雨越趨嚴重 

9. 地球的大氣層有增溫的效應，與人工的玻璃溫室相似，下列哪

個圖形較能合理的表示這個現象？ 

 
（註： ）  

 

 (A)

 

(B) 

 
 (C) (D)

 

10. 下表是台灣近期發生的兩次地震，請根據表中資料選出正確的

敘述? 

                      

(A) 這兩次都屬於極淺層的地震 

(B) 編號 108022 號的地震釋放的能量比較多 

(C) 這兩個地震最大震度都出現在花蓮 

(D) 對宜蘭的居民來說編號 108022 號的地震搖晃程度較大 

 【理化範圍:2-1~2-5，第 11-33 題，每題 3分，共 69 分】      

11.若將兩根相同的條形磁鐵靜止擺放如附圖所示，則圖中虛

線區域中磁力線分布及磁場方向，下列何者最合理？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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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下列有關磁力線的敘述，何者錯誤？ 

(A)若將磁鐵的異名極相對擺放，會形成相連的磁力線分布 

(B)磁針 N極所受磁力的方向，定義成磁場的方向 

(C)觀察 U形磁鐵的磁力線分布，可判斷 U形磁鐵兩端的磁

場最強 

(D)一磁鐵所形成的磁力線都會在同一平面上 

13.育哲將兩個棒形磁鐵依附圖甲、乙兩種方式切割開來，若

將磁鐵的碎塊拼排起來，則何種切法可以不靠外力，就讓

磁鐵組合成原狀？ 

  
(A)甲、乙都可以 (B)甲乙都不行  

(C)只有甲可以   (D)只有乙可以。 

14.有一通電的長直導線，電流由 a流到 b，形成磁場如附圖

所示，將此導線彎曲成環狀，試問其電流流動情形與形成

磁場情形，下列何者正確？ 

 
 

(A)   (B)  

(C)  (D)  

 

15.磁鐵擺在插有軟鐵棒線圈之相關位置如附圖所示，當電路接通

時，圖形中哪些磁鐵會受到排斥力作用？  

(A)乙丙 (B)乙丁 (C)甲丙 (D)甲丁。 

 

 甲 

  

乙 

丙 

  

丁 

 
16.康康將一段粗導線繞成圓形線圈，之後連接電池，形成如附圖

所示之電路。則由圖中圓形線圈所產生之磁場，在甲、乙兩點

的方向分別為何？(d表示甲、乙兩點至線圈的距離，甲位於線

圈的圓心) 

 
(A)甲、乙兩點磁場方向皆向右 

(B)甲、乙兩點磁場方向皆向左  

(C)甲點磁場方向向右，乙點磁場方向向左  

(D)甲點磁場方向向左，乙點磁場方向向右。 

17.小康將甲、乙、丙、丁四組磁針放在如附圖的位置，其中甲、

丙位於導線正下方，乙、丁放在導線正上方。試問當按下開

關後，甲、乙兩磁針 N極的偏轉方向分別為何？(本題請忽略

地磁) 

(A)甲向西偏轉；乙向南偏轉  

(B)甲向南偏轉；乙向東偏轉 

(C)甲向西偏轉；乙向東偏轉  

(D)甲不偏轉；乙向南偏轉 

          
18.小軒將甲、乙、丙、丁四組磁針放在如附圖的位置。電流尚

未接通之前，各磁針指向相同。若將開關按下，則甲、丙兩

磁針 N極的偏轉方向分別為何？ 

(A)甲向南偏轉； 

   丙向東偏轉  

(B)甲不偏轉； 

   丙向西偏轉 

(C)甲向東偏轉； 

   丙不偏轉  

(D)甲向東偏轉； 

   丙向西偏轉 

19.阿明有一個磁浮玩具，其原理是利用電磁鐵產生磁性，讓具有

磁性的玩偶穩定地飄浮起來，某構造如圖所示。若圖中之電源

的電壓固定，可變電阻為一可以隨意改變電阻大小之裝置，則

下列敘述何者最適當？ 

 
(A)電路中的電源必須是交流電源 

(B)電路中的 a端點須連接直流電源的負極 

(C)若增加環繞軟鐵的線圈數，可增加玩偶飄浮的最大高度 

(D)若將可變電阻的電阻值調大，可增加玩偶飄浮的最大高

度。 

20.附圖為直流馬達的簡圖，從馬達後方觀察，此馬達中線圈轉

動方向為何？ 

(A)一直順時鐘轉           (B)一直逆時鐘轉 

(C)順時鐘與逆時鐘交替變化 (D)線圈不會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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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附圖為機械式電鈴的示意圖，當電鈴為通路時，甲端電磁鐵

的磁極為何？ 

 

 
(A)N 極 (B)S 極 (C)N 極、S極均有可能 (D)不具磁性。 

 

22.附圖為馬達結構的簡易示意圖，接通電源後，纏繞線圈的鐵

芯朝順時鐘方向轉動，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鐵芯的功用為增強線圈產生的 

   磁場強度 

(B)通電時，電刷、集電環兩者都會隨  

著線圈轉動 

(C)馬達中的外圍磁鐵通常使用暫時磁 

鐵 

(D)集電環的功能是用來保持線圈的  

電流方向不會改變 

 

23.承上題，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馬達的能量轉換過程為力學能轉換成電能 

(B)若將外圍磁鐵的 N極與 S極互調，馬達仍會以順時鐘方向

轉動 

(C)若改為連接交流電源，馬達仍可連續轉動不停止 

(D)增加線圈單位長度內的圈數，可讓馬達轉動得更快 

 

24.將通有電流的銅棒置於 U形磁鐵的磁極之間，如附圖所示，

此時銅棒(粗導體)受到的磁力方向為何？ 

(A)向南  (B)向北 

(C)向西  (D)向東 

 
25.將通有電流 I的銅棒置於兩磁鐵中間，如附圖所示，此時銅

棒受到的磁力方向為何？ 

(A)向上  (B)向下 

(C)向左  (D)向右 

                      
 

26.如附圖所示，萱萱將兩條平行長直導線垂直於紙面放置，今

同時通以電流，試問 A、B兩長直導線受力方向如何？  

(A)A 導線受力方向為 1，B導線受力方向為乙 

(B)A 導線受力方向為 2，B導線受力方向為甲 

(C)A 導線受力方向為 4，B導線受力方向為丙 

(D)A 導線受力方向為 3，B導線受力方向為丁。 

 
27.如附圖所示，磁鐵上下擺放形成穩定磁場，若取一段載流直

導線，放置在兩磁鐵中間，用下列何種處理方式，可使此段

導線所受的磁力方向向東？ 

 
(A)平行放置於 W、Y 連線上，通以由北向南的電流 

(B)平行放置於 W、Y 連線上，通以由南向北的電流 

(C)平行放置於 X、Z 連線上，通以由東向西的電流 

(D)平行放置於 X、Z 連線上，通以由西向東的電流。 

 

28.有一種手電筒，只需在使用前搖一搖，使磁鐵穿過線圈，在

兩個塑膠墊片之間來回運動，就能發電並先將電能儲存，再

供電給燈泡，它的構造如圖所示。有關該手電筒的敘述，下

列何者最為適當？ 

 
(A)搖晃手電筒的發電過程，是將磁鐵的動能直接轉換成光能 

(B)搖晃手電筒時，磁鐵來回經過線圈會使線圈產生感應電流 

(C)在來回搖晃手電筒的發電過程中，線圈會產生直流電 

(D)搖晃手電筒的發電過程，是運用電流產生磁場。 

 

29.附圖為某變壓器的構造示意圖，下列有關變壓器的敘述，何

者正確？ 

(A)電力公司就是利用變壓器將高壓電轉換成一般我們所使

用的 110 V 電壓 

(B)當軟鐵芯上線圈匝數越多，所產生的磁場越弱 

(C)輸出端因受到磁場變化而產生電流，為電流磁效應的應用 

(D)輸入端通入電流後可產生磁場，為電磁感應的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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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使用如圖所示之裝置，下列有關電流與磁場關係之敘述，何

者正確？（圖中，G為檢流計） 

 

 
 

(A)開關 S接通後，線圈甲在 c點造成的磁場方向向右 

(B)開關 S接通一段時間後，檢流計的指針向左偏轉 

(C)當開關 S切斷的瞬間，檢流計的指針沒有偏轉 

(D)開關 S切斷後，線圈甲在 d點造成的磁場方向向右。 

 

31.至勤欲進行電與磁的實驗，其實驗步驟如下： 

一、在一螺線形線圈 X中放入軟鐵棒，按下開關 S後，使 Y

產生感應電流，吸引繫在繩上自由垂下的小鐵球，使它偏離

θ角＝30 度，如圖所示。 

   二、將X線圈改以圖(二)的甲～丁四種方式重新進行實驗。(軟

鐵棒長度皆相同)試依據上述實驗判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的偏轉角度＝30 度 

          (B)乙的偏轉角度＝30 度 

          (C)丙的偏轉角度＜30 度 

          (D)丁的偏轉角度＞30 度。

 

X Y 

圖(一) 圖(二)  
 

32.俊展想要研究線圈和磁鐵相對運動速率，對於產生感應電流

是否有影響，他設計了以下一組實驗裝置如附圖。若俊展想

要讓實驗裝置產生感應電流，則下列何者不是俊展可以考慮

的作法？ 

          (A)將磁鐵以及線圈移動的速率皆由 v改成 2v 

          (B)使線圈的移動方向相反 

          (C)使磁鐵的移動方向相反 

          (D)磁鐵的移動速率由 v改成 2v，線圈移動速率 

             則保持不變。 

 
 
 
 
 
 
 
 
 
 

33.下列四種裝置及其處理方式中，哪一種裝置的線圈會發生電

磁感應現象？  

(A)   (B)   

(C)  (D)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