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3 頁   ※接下頁※  ※背面尚有試題※ 

    年    班  姓名：            座號：     

高雄市立正興國中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月考 9 年級地球科學試題卷   科目代碼：15 

一、單選題：每題 2分(58%) 

(    )1.我國地震資訊的發布是由哪一個單位來負責？ 

(Ａ)中央氣象局  (Ｂ)中央標準局   

(Ｃ)中央地震局  (Ｄ)中央銀行 

 

(    )2.全球地震帶和板塊分布交界帶相當一致，由此可以推知地 

震發生的主要原因是下列何者？ 

(Ａ)地牛翻身    (Ｂ)板塊運動 

(Ｃ)火山爆發    (Ｄ)核彈試爆   

 

(    )3.有關固體地球的分層，由內向外依序為何？ 

(Ａ)地核、地函、地殼 (Ｂ)地殼、地函、地核  

(Ｃ)地函、地核、地殼 (Ｄ)地殼、地核、地函。 

 

(    )4.臺灣地區常有地震發生，具有變質岩，有時路邊岩壁可見 

褶皺構造，由這些現象可判斷臺灣屬於何種板塊位置？ 

(Ａ)聚合性板塊交界帶  

(Ｂ)張裂性板塊交界帶  

(Ｃ)錯動性板塊交界帶  

(Ｄ)臺灣並不位於板塊交界帶上。 

 

(    )5.全球的地震帶大致與下列哪些地區吻合？ 

(Ａ)海陸交界帶 (Ｂ)板塊邊界帶  

(Ｃ)洋流路徑   (Ｄ)氣候區分界。 

 

(    )6.在板塊張裂處，岩漿由中洋脊湧出後，冷卻固結成何種岩

石形成新的海洋地殼？ 

(Ａ)玄武岩 (Ｂ)安山岩 (Ｃ)花岡岩 (Ｄ)大理岩。 

 

(    )7.如圖為南美洲板塊與其附近板塊的相對運動，並以箭頭表

示地殼移動方向。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Ａ)甲處形成褶皺山脈與裂谷 

(Ｂ)乙處形成褶皺山脈與新地殼  

(Ｃ)甲處形成裂谷與新地殼 

(Ｄ)乙處形成裂谷與新地殼。 

 

(    )8.關於臺灣週遭地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臺灣位於聚合性板塊交界帶 

(Ｂ)由於板塊運動的作用，使得臺灣整體而言有上升的趨勢 

(Ｃ)臺灣東部大理岩的形成原因是岩石因板塊運動作用而變質 

(Ｄ)臺灣常發生地震主要是因為火山活動。 

 

(    )9.有關板塊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位於軟流圈之上  

(Ｂ)將各板塊拼合即為岩石圈  

(Ｃ)在板塊的交界帶都會產生新的地殼  

(Ｄ)主要由堅硬岩石所組成。 

 

(    )10.下列何種原因使地球表面板塊發生相對運動？ 

(Ａ)洋流流動   (Ｂ)地函熱對流  

(Ｃ)大氣運動   (Ｄ)地球自轉。 

 

 

 

 

(    )11.關於褶皺和斷層，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斷層是岩層受力作用的結果，褶皺不是  

(Ｂ)褶皺多發生於地下深處  

(Ｃ)褶皺是岩層彎曲的現象  

(Ｄ) 921 大地震和斷層有關。 

 

(    )12.一般相信板塊厚約一百至兩百公里左右，請問這是如何測

得？ 

(Ａ)鑽井探測       (Ｂ)在礦坑中發現  

(Ｃ)撈取海底標本   (Ｄ)以地震波判斷 

 

(    )13. (甲)褶皺山脈、(乙)變質岩、(丙)地震、(丁)火山活動。

上述哪一些現象或作用可能在臺灣島發生？ 

(Ａ)甲丙 (Ｂ)乙丙 (Ｃ)乙丙丁 (Ｄ)甲乙丙丁。 

 

(    )14.地震時震源與震央間的關係，何者錯誤？ 

(Ａ)震源到地表最短距離的位置即為震央  

(Ｂ)震央為地底下岩層開始錯動斷裂處  

(Ｃ)震央垂直到地下岩層開始錯動斷裂處為震源  

(Ｄ)震央位於震源的正上方。 

 

(    )15.下列何者不是板塊擠壓處所造成的？ 

(Ａ)臺灣 (Ｂ)喜馬拉雅山 (Ｃ)中洋脊 (Ｄ)海溝。 

 

(    )16.地震發生時，下列哪一項措施最不適當？ 

(Ａ)切斷電源 (Ｂ)關閉爐火  

(Ｃ)搭乘電梯 (Ｄ)打開門窗。 

 

(    )17.下列何者與火山現象無關？ 

(Ａ)中央山脈常可見到的板岩 (Ｂ)岩漿冷卻形成火成岩 

(Ｃ)金瓜石的金、銅礦       (Ｄ)陽明山的溫泉。 

 

(    )18.下列有關臺灣發生之地震與斷層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臺灣的斷層多以正斷層為主  

(Ｂ)臺灣斷層的走向多為南北向  

(Ｃ)臺灣的地震只發生在西部  

(Ｄ)由於科技的進步，目前地震的發生已能準確預測。 

 

(    )19.下列何者不是韋格纳提出大陸漂移學說的證據？ 

(Ａ)古生物化石分布 (Ｂ)冰川痕跡的分布 

(Ｃ)古氣候的證據   (Ｄ)中洋脊的發現 

 

(    )20.下列何種地質條件無法增加岩石的可塑性？ 

(Ａ)增加壓力   (Ｂ)提高溫度  

(Ｃ)增加密度   (Ｄ)增加深度。 

 

(    )21.如圖為兩億多年前陸地與海洋的部分分布圖，圖中南美洲

與非洲的交界線形成今日

的何處？ 

(Ａ)太平洋的海溝 

(Ｂ)太平洋的中洋脊 

(Ｃ)大西洋的中洋脊 

(Ｄ)大陸上的裂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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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004 年 12 月 26 日，南亞發生芮氏地震規模達  

9.0 的強烈淺層地震，並引發強烈海嘯，死傷人數估計

已達十萬人以上，此次地震的震央及板塊位置關係如

圖，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Ａ)震央附近應有岩層斷裂而出現斷層  

(Ｂ)本次地震主因是印澳板塊與歐亞板塊互相撞擊時的能

量釋放 

(Ｃ)地震引發的海嘯可以傳播相當遙遠的距離，因此即使

本次地震震央位於印尼，但海洋另一邊的印度東岸也

會有海嘯發生的危險 

(Ｄ)理論上，地球上各地測站由於與位於印尼的震央距離

不同，因此測得的地震規模應有很大的出入，距離震

央愈遠所測得的地震規模應該愈小。 

 

(    )23.如圖為寶貝村發生地震後，該村地層斷裂產生位移情形的

示意圖。圖中甲、乙分別為斷裂後所形成之斷

塊，則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Ａ)乙對甲作相對向下運動 

(Ｂ)乙為斷層面上方的岩層 

(Ｃ)此斷層是由張裂作用所造 

(Ｄ)若原先地表有一河流由西向東流，則在斷 

層處易形成瀑布。 

 

 

(    )24. 如圖為臺灣地區某次地震強度分布圖，高雄站測得地震

強度為 3 級，地震規模為 6.2，理論上臺

南站測得之地震強度為 X 級，地震規模為 

Y，有關 X、Y 值的大小，下列何者正確？ 

(Ａ) X＝3，Y＞6.2 (Ｂ) X＞3，Y＝6.2 

(Ｃ) X＞3，Y＜6.2 (Ｄ) X＞3，Y＞6.2 

 

 

 

 

(    )25.如圖所示的澎湖、臺北、嘉義、綠島四個地點，何處位於

菲律賓海板塊上？ 

(Ａ)澎湖  

(Ｂ)臺北  

(Ｃ)嘉義  

(Ｄ)綠島。 
 
 
 
 
 

(    )26.某次地震震央位在花蓮秀林地震站東方 44.3 公里處，也

就是在花蓮東方近海。由此次震央位置可推知，此次地

震應與下列何者有關？ 

(A)歐亞板塊與太平洋板塊之張裂運動 

(B)歐亞板塊與太平洋板塊之聚合運動 

(C)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之張裂運動 

(D)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之聚合運動 

 

(    )27.下列有關火山爆發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火山爆發是由於地表的搬運與堆積作用所激發 

(Ｂ)若海底火山爆發，岩漿會直接冷卻形成沉積岩 

(Ｃ)火山爆發是造成地表地勢高低起伏的原因之一 

(Ｄ)火山爆發大多是由地震所引發的地表活動現象 

 

(    )28.當臺灣地區有地震發生時，中央氣象局會佷快的發布地震

規模與各地地震強度。有關地震規模與地震強度的敘

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規模用來表示地震破壞的程度， 

強度用來表示地震釋放能量的多寡 

(Ｂ)規模用來表示地震釋放能量的多寡， 

強度用來表示地震破壞的程度 

(Ｃ)規模用來表示地震釋放能量的多寡， 

強度用來表示地震影響的範圍 

(Ｄ)規模用來表示地震影響的範圍， 

強度用來表示地震釋放能量的多寡 

 

(    )29.根據研究，地球上最古老的海洋地殼年齡不超過 2 億

年，其原因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Ａ)地球在近 2 億年內才有海洋的出現 

(Ｂ)海洋地殼會逐漸被海浪侵蝕而消失 

(Ｃ)海洋地殼形成後會慢慢變成大陸地殼 

(Ｄ)海洋地殼會經由隱沒作用而進入地函熔融 

 

二、題組題：每題 3 分(42%) 

(一)請依如圖，試回答下列問題： 

(    )30.此圖為何種板塊交界帶的垂直剖面圖？ 

(Ａ)聚合性     (Ｂ)張裂性  

(Ｃ)錯動性     (Ｄ)未確定界線。 

(    )31.如圖，當一個板塊沒入另一個板塊之下時，在甲處生成的

地形為下列何者？ 

(Ａ)大陸棚 (Ｂ)海底火山 (Ｃ)海溝 (Ｄ)中洋脊。 

(    )32.下列何處地層剖面圖和此圖類似？ 

(Ａ)東非大裂谷  (Ｂ)喜馬拉雅山  

(Ｃ)臺灣        (Ｄ)聖安德理斯斷層。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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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如表為 921 地震報告圖，請依圖表回答下列問題： 

 

(    )33.此次地震在芮氏地震規模為 7.3，依地震規模分類中， 

屬於下列何者？ 

(Ａ)小地震    (Ｂ)中度地震  

(Ｃ)大地震    (Ｄ)超級地震。 

 

(    )34.在臺中與臺北兩地區地震報告中，地震規模何者較大？ 

(Ａ)臺中較大  (Ｂ)一樣大  

(Ｃ)臺北較大  (Ｄ)不一定。 

 

(    )35.此次地震在臺中與臺北兩地區，地震強度何者較大？ 

(Ａ)臺中較大  (Ｂ)一樣大  

(Ｃ)臺北較大  (Ｄ)不一定。 

 

(    )36.我國中央氣象局的地震強度是依據何種方式決定？ 

(Ａ)當地所感受地面震撼或破壞的程度  

(Ｂ)地震釋放出的能量大小  

(Ｃ)距離震央的遠近  

(Ｄ)地震震源之深度 

 

(三)如圖的地層呈現彎曲的地質構造，請根據圖回答下列問題： 

(    )37.下列何者可能是圖中地殼變動發生的原因？ 

(Ａ)聚合性板塊交界帶的擠壓作用 

(Ｂ)張裂性板塊交界帶的擠壓作用 

(Ｃ)聚合性板塊交界帶的張力作用 

(Ｄ)張裂性板塊交界帶的張力作用 

 

(    )38.圖中地層呈現彎曲的地質構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此種地質構造稱為斷層  

(Ｂ)未發生地殼變動前，此處岩層的排列方式就是彎曲的  

(Ｃ)此區域岩層的可塑性較小  

(Ｄ)在地下深處變形後，受抬升才露出地面 

 

 

(四)如圖為臺灣的板塊構造示意圖，請根據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    )39.臺灣是位於哪兩個板塊聚合之處？ 

(Ａ)歐亞板塊與太平洋板塊 

(Ｂ)歐亞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 

(Ｃ)菲律賓海板塊與太平洋板塊 

(Ｄ)菲律賓海板塊與印澳板塊 

 

(    )40.在臺灣東北方，板塊邊界的情形應該為何？ 

(Ａ)菲律賓海板塊隱沒至歐亞板塊下  

(Ｂ)歐亞板塊隱沒至菲律賓海板塊下  

(Ｃ)菲律賓海板塊隱沒至太平洋板塊下  

(Ｄ)菲律賓海板塊隱沒至印澳板塊下。 

 

(    )41.在臺灣東南方，板塊邊界的情形應該為何？ 

(Ａ)菲律賓海板塊俯衝至歐亞板塊上方  

(Ｂ)歐亞板塊俯衝至菲律賓海板塊上方  

(Ｃ)菲律賓海板塊隱沒至太平洋板塊下  

(Ｄ)菲律賓海板塊隱沒至印澳板塊下。 

 

(    )42.兩個板塊的交界處出露在臺灣島上，應位在圖中的何處？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    )43.承 42.題，此處稱為什麼？ 

(Ａ)臺東的海岸線 (Ｂ)花東縱谷  

(Ｃ)車籠埔斷層   (Ｄ)中央山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