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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立正興國中 99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地球科學科試題卷  代碼:15 

AAAA《《《《基本題基本題基本題基本題》》》》(3(3(3(3 分分分分////題題題題，，，，共共共共 20202020 題題題題))))    

1、 不可以直接用眼睛觀看日偏食的原因為何？ (Ａ)直接用眼睛是看不到的 (Ｂ)一定要透過塗黑的玻璃才

能看得到 (Ｃ)光線太強會傷害眼睛 (Ｄ)若透過望遠鏡來觀看更好。 

2、 月球相對太陽及地球的位置變化，產生月的盈虧，如附圖所示，則月球在哪一個位置時是農曆十五(滿月)？ 

(A) 1 (B) 2 (C) 3 (D) 4。 

 

 

                             

3、 月球永遠是同一面面向地球，主要是因為 (A)月球自轉的速度=地球公轉的速度 (B)月球自轉的速度=月球

公轉的速度 (C)月球公轉的速度=地球自轉的速度 (D)月球公轉的速度=地球公轉的速度。 

4、 為什麼長途飛機需要飛到超過十公里高的高度？ (A)對流層內的天氣變化多端，對流旺盛，不適合飛行 

(B)飛高一點，空氣阻力小，適合飛行 (C)高空溫度比較溫暖，可避免飛機故障 (D)飛機最初設計時，就

是適合在超過十公里高的高度飛行。 

5、 下列有關大氣層的功能敘述，何者錯誤？ (A)調節地球溫度 (B)完全阻擋外來的宇宙物質 (C)供給生物生

存所需氣體 (D)吸收紫外線。 

6、 「太陽下山，月亮升起」這一句話，指的是下列哪一天的月亮？ (Ａ)每天月亮都是如此 (Ｂ)朔月 (Ｃ)

滿月 (Ｄ)下弦月。 

7、 下列有關潮汐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滿潮線的位置每天都一樣(Ｂ)潮汐現象最易令初次搭船的人暈船

(Ｃ)農曆初七和農曆二十二時潮汐會較大(Ｄ)潮汐的產生和月球的引力有關。 

8、 大氣層沒有明顯的邊界，但 99％的大氣都集中在離地表多少公里以內的範圍？ (A)85 (B)50 (C)30 (D)10。 

9、 已知潮汐發電必須在潮差大的地區才能發揮較高的效能，依此條件，請問在下列何處開發潮汐發電較易成

功？ (A)桃園  (B)台中  (C)高雄  (D)花蓮。 

10、 農曆六月十四日當天，胖嘟想看晚上的月亮，你想他有沒有機會看到月亮？ (Ａ)若晴朗無雲，他可在

半夜時看見月亮由東方地平線升起 (Ｂ)若晴朗無雲，則他在傍晚時可見到月亮在西方地平線附近 (Ｃ)

若晴朗無雲，他在傍晚時見到東方升起的月亮 (Ｄ)完全不可能看到月亮。 

11、 產生月球的盈虧現象，主要是由於何故？ (A)月球和地球的相對位置改變 (B)月球和地球的距離改變所

造成的 (C)月球只有部分被太陽照射到 (D)地球遮住照射月球的光線。 

12、 胖嘟抬頭望明月，看見月相如下圖，則當天可能為農曆幾號？ (A)初一 (B)初五 (C) 十五 (D)二十

五。 

 

13、 若外星人在月球背面設立基地，則有何優點？ (Ａ)可隨時被陽光照射，容易利用太陽能為能源 (Ｂ)月

球背面較不易受損石攻擊 (Ｃ)可以隨時觀察地球 (Ｄ)不易被地球人發現。 

14、 如圖為太陽、地球與月球運行時相對位置的示意圖，當月球運行到下列哪一個位置時，會出現月全食的天

文景象？ (Ａ)甲(Ｂ)乙(Ｃ)丙(Ｄ)丁。 

 

 



 

15、 (甲)水滴、(乙)冰晶、(丙)水氣。天上的雲朵應是水的哪些形態？ (A)甲乙丙 (B)甲乙 (C)甲丙 (D)乙

丙 

16、 圖(一)是日、地、月的相對位置示意圖，喬巴在某一段日期中面向南方天空連續觀察數日，看到的月相

他畫下來如圖(二)，請問圖(二)中的這些月相是在圖(一)中哪一段期間內看到的？ (Ａ)乙→甲→丁 (Ｂ)

甲→丁→丙 (Ｃ)丙→丁→甲 (Ｄ)乙→丙→丁。 

 

圖(一) 圖(二) 

17、 下列有關低壓中心附近天氣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有上升氣流，天氣晴朗  (B)有上升氣流，易成陰雨

天氣  (C)有下沉氣流，天氣晴朗  (D)有下沉氣流，易成陰雨天氣。 

18、 關於高低氣壓的描述，下列哪一個選項是正確的？ (A)北半球的高氣壓是順時鐘旋入，低氣壓是逆時鐘

旋出  (B)北半球的高氣壓是逆時鐘旋出，低氣壓是順時鐘旋入  (C)南半球的高氣壓是逆時鐘旋出，低氣

壓是順時鐘旋入  (D)南半球的高氣壓是順時鐘旋入，低氣壓是逆時鐘旋出。 

19、 下列有關地面風與等壓線之間的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風向平行等壓線，與地球自

轉關  (B)風向偏向低壓，與摩擦力有關  (C)風向偏向高壓，與摩擦力有關  (D)風向垂直等

壓線，與地球自轉有關。 

20、 若在午夜 12 點能見到月亮位於我們頭頂的正上方，則當時的月相應為何？ (A)上弦月 (B)下弦月 (C)新

月 (D)滿月。 

B《《《《進階題進階題進階題進階題》》》》(2 分分分分/題題題題，，，，共共共共 7 題題題題) 

21、 下圖之粗黑曲線代表空氣中所含水氣的飽和曲線，試問下圖甲點空氣的相對溼度較接近下列哪一百分

比？ (A) 10% (B) 20% (C) 30% (D) 40% (E) 50% 。 

 

22、 下列「因果關係」何者是錯誤的？ (A)月球公轉軌道面和地球公轉軌道面約有 5 度的夾角—日食或月食

並不是每個月都會發生 (B)月球的公轉週期和自轉週期相同—月亮每天約晚 50 分鐘升起 (C)地球的自

轉軸與黃道面夾 23.5 度—四季變化 (D)地球由西向東自轉—日月星辰每天東升西落。 

23、 已知對流層內每升高 1 公里，大氣溫度會下降 6.5℃。則世界第一高峰喜馬拉雅山的聖母峰高約 8800

公尺，假設現在海平面的溫度是 25℃，那麼聖母峰頂上的溫度大約是幾度？ (A)16.2℃ (B)0℃ (C)－

32.2℃ (D)－57.2℃。 

 右圖為北半球氣壓差與風向、風速之間的關係圖，試依右圖回答

 24~27 題： 

24、 下圖 A～D 地點之中，何者氣壓值最高？ (A)A  (B)B  (C)C  (D)D。 

25、 上圖A～D地點之中，風速最強地點為何？ (A)A  (B)B  (C)C  (D)D。 

26、 在圖中 A～D 地點之中，何處最有機會產生上升氣流？ (A)A  (B)B  

(C)C  (D)D。 

27、 在圖中 A～D 地點，何處為壞天氣？  (A)A  (B)B  (C)C  (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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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綜合題綜合題綜合題綜合題》》》》(2 分分分分/題題題題，，，，共共共共 13 題題題題) 

一、 如圖是從北極上空觀看太陽、月球、地球三個天體的相對位置示意圖，請依下圖回答下列問題： 

 

28、圖中的 B 在人的哪一方向？ (Ａ)東方(Ｂ)西方(Ｃ)南方(Ｄ)北方。 

29、圖中人所在的位置可看到哪種自然現象？ (A)甲處月亮已升起且高掛天空 (B)乙處月亮將由東方地平線升

起 (C)丙處的月亮此時在仰角 90 度的位置 (D)丁處月亮為上弦月。 

30、當月球運行到丙處時，且日月地正好排列成一直線，此時會出現與平日顏色不同的月亮，請問造成此現

象的原因為何？ (A)太陽光經過地球大氣層折射，將偏紅色的光線投射在月面上(B)太陽光透過地球大氣

層時，具有聚光的效果，使得月亮看起來更偏金黃色(C)此時月亮進入地球影子內，月亮消失不見，呈現

黑色(D)因月亮進入地球影子區，使得原本海水反射的微弱光線照映在月面上，使月球呈現藍色。 

31、月球由甲�乙�丙的過程中，我們由地球上看到的月相變化情形如何？ (A)亮的部分漸增，且是西邊亮

(B)亮的部分漸增，且是東邊亮(C)亮的部分漸減，且是西邊亮(D)亮的部分漸減，且是東邊亮。 

 

二、右圖為大氣溫度隨高度的變化情形，試以代號回答下列問題： 

32、大部分的天氣現象都發生在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33、科學家發明一種修補臭氧層的方法，此方法是利用高空飛機將修補儀器搭

載至此層修補，請問高空飛機應飛進哪一層，才能進行修補工作？ (A)甲 (B)

乙 (C)丙 (D)丁。 

34、有關右圖大氣溫度垂直結構的敘述，下列哪項正確？ (A)在平流層中，大氣

溫度隨高度遞減 (B)地表的大氣溫度最高 (C) 在熱氣層（增溫層）中，大

氣溫度隨高度遞減 (D)在對流層中，大氣溫度隨高度的變化大約為-6.5°C/

公里。 

 

三、 圖(一)為淡水海邊某日的海水水位對時間的關係圖，試回答下列問題： 

 

圖(一) 

    

圖(二) 

35、由圖中可知，淡水海邊該日海水潮差為多少公尺？ (Ａ)2 公尺  (Ｂ)3 公尺  (Ｃ)4 公尺  (Ｄ)5 公尺。 

36、圖中 X 時刻的海水稱為 (Ａ)滿潮  (Ｂ)乾潮  (Ｃ)漲潮  (Ｄ)退潮。 

37、圖中 X 時刻約為 (Ａ)當日 12：10  (Ｂ)當日 18：15      (Ｃ)隔日 00：30     (Ｄ)隔日 06：00。 

38、當天如果要在淡水的紅樹林，觀察潮間帶的生物活動情形，應該選在什麼時間到達淡水海邊？ (Ａ)上

午 6 時  (Ｂ)上 午 11 時  (Ｃ)下午 3 時  (Ｄ)下午 6 時。 

 

 
2 

2 



39、「潮間帶」指的是圖(二)中的哪一個部分？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40、漲潮時，魚群會湧進河口覓食，故在下列哪一時刻到淡水海邊釣魚最好？ (Ａ)上午 9 時  (Ｂ)上午 11 時  

(Ｃ)下午 3 時  (Ｄ)下午 6 時。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 

三年級地球科學科解答單  

A《基本題》(3 分/題，共 20 題) 

1~5        CCCAB 

6~10      CDCBC 

11~15    ADDDB 

16~20    CBCBD 

B《進階題》(2分/題，共 7題) 

21~25 BBCCA 

26~27 AA 

C《綜合題》(2分/題，共 13題) 

28~30 ACA 

31~35 AABDC 

36~40 AB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