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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桌面上放置一個羅盤，其磁針最後
指向南北方向上。若羅盤的上方放置一尚
未通電的長直導線，如右圖。根據右圖回
答下列第 6~8 題：(注意方向)

作答說明：本自然科試卷共 40 題，每一題均為單選題，
請將最佳的答案用 2B 鉛筆畫記在答案卡
上，每題 2.5 分，總分共 100 分，如有劃記不
確實造成讀卡錯誤，一律不給分。

6 .長直導線未通入電流時，磁針指向南北方向主要是因為
受什麼力量影響？(A)地球磁場與羅盤指針的磁力作用
(B)地球與羅盤指針的萬有引力 (C)導線上原子與羅盤
指針產生的靜電力影響 (D)羅盤與桌面的摩擦力影響。

1 .參考右圖，細鐵粉在棒形磁 鐵 周 圍 的 磁力線。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A)棒狀磁鐵磁力越
強，磁力線線條排列越清晰明顯
(B)在磁鐵棒的中間部分鐵粉分
布最稀疏 (C)磁力線在磁鐵兩端
處分布最密集 (D)由右圖磁力線
分布可看出磁場的方向 。

7 .若此時導線通以由南向北的電流，則磁針的 N 極會往何
方偏轉？(A)向東偏轉 (B)向西偏轉 (C)反轉 180 度向北
(D)不偏轉。

2.在附圖的電路中，若以一
條粗銅線連接 a 點和 b 點（圖中虛
線），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燈泡亮度將增加
(B)流過甲燈泡的電流會減小
(C)電路消耗的電功率減少
(D)甲、丙燈泡亮度增加。

8 .承上題，若將導線緩慢向上抬高，使其遠離羅盤，則在
導線慢慢抬高過程中，磁針偏轉的情形如下列哪一張圖
所示？

3 有三條形磁鐵並排，在周圍撒上鐵粉之後發現它們所形
成的磁力線如下圖所示，已知 A 端可吸引小磁針的 S
極，請問於甲位置放置磁針，磁針的 N 極大約指向哪
個方向？(A)(B)(C)(D)。

9 .做「電流磁效應」實驗，當長直導線上通有電流時，測
其周圍所形成的磁場強弱、磁場方向與導線電流大小之
關係，下列敘述中正確的有哪幾項？
(甲)其磁力線的形狀是以導線為圓心的封閉同心圓；
(乙)導線形成磁場的方向均與導線電流方向相互平行；
(丙)距導線位置相同處，磁場強度與導線上的電流大小
成正比；
(丁)當導線電流大小固定下，磁場強度與導線上的距離
平方成反比；
(A)甲、丙、丁 (B)乙、丙、丁 (C)甲、丙 (D)乙、丁。

(A)

4. 阿傑將電池與電流的化學效應之重點歸納整理如表所
示，其中甲、乙、丙、丁四個位置塗改後忘記補上，則填
入的內容下列何者正確？

(B)

(C)

(D)

110.將導線、電阻與電池連接如右
圖，則下列哪個操作動作 是可
以使線圈所形成的電磁鐵磁場
變強？(A)在線圈中加入導電性
較好的銅棒 (B)將電池方向反
接(C)增加單位長度內纏繞線圈
的圈數(D)在線路上再串聯一個電阻。

(A)甲：氧化，乙：還原，丙：正極，丁：負極
(B)甲：氧化，乙：還原，丙：負極，丁：正極
(C)甲：還原，乙：氧化，丙：正極，丁：負極
(D)甲：還原，乙：氧化，丙：負極，丁：正極。

11.電燈泡、電風扇、洗衣機、烤箱、音響的喇叭、吹風機、
電鍋；上述七種生活常用電器中，有使用到「電流磁效
應」原理來達成電器使用目的有幾種？ (A) 4 種(B)5 種
(C)6 種(D)7 種。

5. 甲為 0.5 歐姆的保險絲，與兩個電器規格同為 8 V、32 W
的燈泡串聯，電路裝置如附圖所示。假設流經燈泡的電流
為 4 安培，且電池與導線的電阻可忽略不計，則下列何者
為電池組輸出的總電功率？ (A)18 瓦特(B)64 瓦特
(C)72 瓦特(D)80 瓦特。

12.以導線繞在相同長度、粗細的軟鐵芯上，連接每顆相同
型式的電池，製成四個不同的電磁鐵如下列各圖。當開
關按下通電時，下列圖形中何者的兩端磁場最強？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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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平行放置於 W、Y 連線上，通以由北向南的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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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3.在地球赤道附近垂直地面朝天空打出一道α射線，則此
射線會受到地球磁場的影響向何方偏折前進？(A)北方
(B)東方(C)西方(D)南方。
14.參考右圖，如果 AB 段導線上的
電子由南向北流過，則 AB 段的
棒子所受磁力作用的方向為(A)
上方 (B)下方 (C)北方(D)AB 段
此時不受力。

21.圖為小珊進行 X、Y、Z 三個實驗的裝置示意圖，已知
此三實驗均有氣體產生，且實驗 Y 與實驗 Z 反應開始
後，前 30 秒所產生的氣體均不收集，則甲、乙、丙、
丁四支試管，哪兩支試管所收集到的氣體具有助燃性？
（A）甲與丙 （B）甲與丁 （C）乙與丙 （D）乙與丁。

15.如右圖所示，在螺線形線圈內、外
各放置一羅盤 A 與 B，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A)螺旋形線圈的左端會
形成 S 極 (B) B 羅盤中的小磁針 N
極會指向左方 (C)線圈內 A 羅盤的
N 極會指向左方 (D) B 羅盤的 N 極
會指向上方。
16.將磁棒以 v 的速率向左等速插入線圈內，檢流計瞬間偏
轉情形如右圖所示，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 磁棒的
左端應為 S 極 (B) 此時線圈上
產生的感應電流方向為 YX (C)
若磁棒進入線圈後停止不動，則
檢流計的指針將回指到中央 0 (D)
當磁棒由線圈內向外抽出時，檢
流計指針會向左偏轉。
17.裝置如右圖，當開關 K 按下接通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端形成 S 極，乙端被
磁化變成 S 極 (B) 甲端
形成 S 極，乙端被磁化變
成 N 極(C)甲端形成 N 極，
乙端被磁化變成 N 極 (D)
甲端形成 N 極，乙端被磁化變成 S 極。

22.右圖為鋅銅電池的裝置圖，當
毫安培計明顯偏轉時，關於粒
子在圖中甲和乙所指之處的主
要流動方向，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甲：負離子向下流動
(B)乙：電子向下流動
(C)甲：正離子向下流動(D)乙：質子向下流動。
23.小王家中新居落成，想在家中安裝一台電熱水器，試
問此台的保險絲應接於何處？
(A)甲 (B)乙 (C)丙 (D)以上皆可

18.有關「馬達(電動機)」與「發電機」的各項原理及敘述，
下列何者錯誤？
選項

項目

馬達(電動機)

發電機

(A)

原理

電流磁效應

電磁感應

(B)

現象

電流輸入磁場

磁場變化感應電流

(C)

能量轉換

電能力學能

力學能電能

(D)

解釋定律

法拉第定律

安培定律

24.捕蚊燈的電網原本為斷路，蚊子會因趨光性而飛撞捕蚊
燈。當蚊子飛撞相鄰兩金屬的電網時，電網形成通路，
會瞬間爆裂死亡。下列何者較可能是補蚊燈的構造？

19.(甲)使用變壓器只可以用來降低電壓 (乙)輸入變壓器
的交流電源可以藉由變壓器來改變電壓 (丙)變壓器是
利用「電流磁效應」原理來改變輸出的電壓；上述有關
「變壓器」的敘述內容，正確有哪幾項？(A)甲、乙 (B)
乙、丙 (C)甲、丙 (D)僅只有乙正確 。
20.如圖所示，磁鐵上下擺放形成穩定磁場，若取一段直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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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以由南向北的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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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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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小軒家中電路總表使用的電壓為 110 伏特，電線的電
流最大安全容量為 20 安培，若小軒正在使用的電器有
電視機和吹風機，請問他最多還能使用幾盞 100 W 的燈
泡？ (A)7 (B)8 (C)9 (D)10。

26. 臭氧可以吸收紫外線，避免造成人體傷害。請問臭氧含量
最多的是大氣中的哪一層？ (A)對流層(B)平流層(C)中
氣層(D)增溫層。
27. 下列何者為監視颱風、豪雨等劇烈天氣的最佳觀測工具之
一？ (A)百葉箱(B)風向風速儀(C)氣壓計(D)氣象雷達。
28. 有關臺灣梅雨期的敘述，何者正確？ (A)每年的農曆新
年過後，為梅雨季的開始(B)每一年梅雨期的雨量都是固
定的(C)對農業而言，梅雨所帶來的雨量是不可或缺的灌
溉資源(D)梅雨對臺灣而言只有好處沒有壞處。
29. 風標是觀測風向的工具，如附圖所示，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由圖示可
知吹東風(B)箭頭所指方向的氣壓較低
(C)箭頭所指方向的空氣密度較小(D)由
圖示可知空氣由西向東流動。

36. 使地表保持平均溫度約 15℃，主要是受到溫室氣體的影
響，試問下列何者不是溫室氣體？ (A)水氣(B)二氧化碳
(C)甲烷(D)氮氣。
37. 下列何種災害較不可能由酸雨引發？ (A)湖泊酸化(B)
建物腐蝕(C)水中溶氧增加(D)樹木生長減緩。
38. 「西元 2004 年 12 月 26 日，印尼蘇門達臘發生大地震，
震央在印度洋孟加拉灣附近，芮氏規模 9.0 級，震源深度
30 公里，造成上萬人死亡」。關於上述報導中，哪個地
震用語的用法有有誤？ (A)震央(B)地震規模(C)震源深
度(D)發生時間。
39. 附圖為大氣中二氧化碳濃度在西元 1957～1994 年間的變
化，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這段期間，二氧化碳濃度有遞減的趨勢(B)西元 1974
年，每 1000 公斤的空氣中含有 330 公克的二氧化碳
(C)西元 1990 年的二氧化碳濃度是西元 1970 年的 2 倍
(D)西元 1974 年後，二氧化碳濃度遞增的情形越趨平緩。

40. 圖一與圖二為兩張不同日期的臺灣沿海海水表面溫度分布示
意圖。

30. 小珊利用寒假時去紐約拜訪親戚，他記錄了三天的天氣變
化如附表，請問此三日影響紐約的天氣系統最可能為何？

(A)冷鋒(B)暖鋒(C)滯留鋒(D)以上三者都不可能。
31. 下列引發地震的原因中，何者最為常見？
(B)火山噴發(C)土石崩落(D)水庫洩洪。

若圖一較圖二測量時間早了幾天，則依據圖二所示，下列
何者為黑潮主流的位置與流向？
(A)x 處為黑潮：流向西南(B)x 處為黑潮：流向東北
(C)y 處為黑潮：流向西南(D)y 處為黑潮：流向東北。

(A)板塊運動

32. 聖嬰現象一般發生在哪一個節日附近，因而得名？
(A)復活節(B)聖誕節(C)清明節(D)萬聖節。
33. 地震規模是採用何種方式來估算？ (A)地震釋放出的能
量大小(B)地震造成各地搖晃的程度(C)地震所造成的傷
亡人數(D)地震波傳遞的波速、距離。
34. 下列四個不同的地質條件下，在大雨來臨時，位於何處山
腳下的房子最危險？ (A)順向坡旁(B)逆向坡旁(C)順向
坡旁，岩層坡腳被挖除(D)逆向坡旁，岩層坡腳被截切。
35. 雨水滲入土體底部後，容易造成山崩的原因為何？
(A)土體底部與岩盤間之摩擦阻力減少(B)增加土體重量
而減少其下滑力(C)侵蝕作用加劇使得土體底部的坡度變
緩(D)受雨水流動影響使土體成為順向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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