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年    班  姓名:              座號: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地球科學科試題卷  代碼:15 

A《基本題》(3 分/題，共 20 題) 

1、 請問下列哪些天體不屬於太陽系？(A)  火星  (B)  仙女座大星系  (C)  哈雷彗星  (D)  月球。 

2、 如圖是某月陽光照射地球表面的示意圖，圖中 A 點表示臺灣的位置。有關此圖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Ａ)這一天，在南極附近的人整天都看不到太陽  (Ｂ)這一天，臺灣的白天比晚上長  (Ｃ)這一天，中午時陽

光大約垂直入射臺灣的地面  (Ｄ)這一天應該是北半球的秋天。 

 

3、 「天狼星是夜空中最亮的星星」，這句話的意思為何？  (Ａ)天狼星的體積是最大的  (Ｂ)天狼星看起來最

亮  (Ｃ)天狼星距地球最近  (Ｄ)天狼星放出的能量最多。 

4、 有關地球繞太陽公轉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Ａ)地球自轉軸傾斜 23.5°，是形成四季變化的原因之一 
(Ｂ)臺灣處於炎熱的夏天時，在南半球的澳洲正是寒冷的冬天  (C)北回歸線上的人，夏至中午時，看見自

己的影子幾乎在腳底下  (D)以上皆是。 

5、 從北極上空往下看，見地球  (Ａ)自轉方向為順時鐘，公轉方向為逆時鐘  (Ｂ)自轉方向為逆時鐘，公轉方

向為順時鐘  (Ｃ)自轉及公轉方向皆為順時鐘  (Ｄ)自轉及公轉方向皆為逆時鐘。 

6、 俗稱「掃帚星」的星體為下列何者？  (A)衛星  (B)行星  (C)流星  (D)彗星。 

7、 在夜空中閃爍的星星，大多是下列何者？  (Ａ)恆星  (Ｂ)行星  (Ｃ)流星  (Ｄ)慧星。 

8、有關天體有亮光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Ａ)星球都能自行發光  (Ｂ)行星能自行發光，恆星及衛星則是

藉由反射光線來發光  (Ｃ)恆星能自行發光，行星及衛星是藉由反射光線來發光  (Ｄ)恆星、行星及衛星都

是藉由反射光線來發光。 

9、請問「光年」是何種計量的單位？  (Ａ)距離  (Ｂ)亮度  (Ｃ)時間  (Ｄ)速度。 

10、與地球距離最近的恆星為 4.3光年的半人馬座 α 星，則下列哪一項推論不適當？  (Ａ)目前我們所看到的

是 α星 4.3年前的景象  (Ｂ)目前的太空船從地球航行 α星約需 4.3年  (Ｃ)α星發出的光傳至地球約需 4.3 

年  (Ｄ)α 星與地球的距離約為光走 4.3年的距離。 

11、太陽系中，由內而外算起，金星和土星分別是第幾顆行星？  (Ａ) 2、6 (Ｂ) 3、6 (Ｃ) 2、7   (Ｄ) 3、7。 

12、有關太陽系的行星，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Ａ)水星是最靠近太陽的行星  (Ｂ)火星距離太陽比金星近  (Ｃ)
土星具有明顯的環  (Ｄ)質量最大的是木星。 

13、下列類地行星與類木行星的特性何者正確？ 

  類地行星  類木行星 

(A)成分  氣體、冰雪  岩石、金屬

(B)密度  小  大 

(C)質量  大  小 

(D)體積  小  大 

14、甲行星的表面呈紅色，乙行星具有明顯的環，則下列何者正確？  (Ａ)甲行星是金星，乙行星是木星  (Ｂ)
甲行星是金星，乙行星是土星  (Ｃ)甲行星是火星，乙行星是木星  (Ｄ)甲行星是火星，乙行星是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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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下列哪一種現象和地球自轉沒有直接的關係？  (Ａ)天上星星的東升西落  (Ｂ)太陽的東升西落(Ｃ)晝夜的

變化  (Ｄ)季節的變化。 

16、太陽系中的小行星帶位在何處？  (A)地球和火星之間  (B)火星和木星之間  (C)木星和土星之間  (D)土星和

天王星之間。 

17、有關於銀河系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Ａ)銀河系中的天體都以太陽系為中心，繞著太陽旋轉  (Ｂ)銀河

系只不過是宇宙中數百億個星系之一  (Ｃ)太陽是銀河系中唯一的一顆恆星  (Ｄ)銀河系的外形如同一顆

球體。 

18、太陽系中的太陽及地球大約於何時生成？  (Ａ) 35 億年前  (Ｂ) 46 億年前  (Ｃ) 6 千 5 百萬年前(Ｄ) 6 億年

前。 

19、地球上會有四季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  (Ａ)地球自轉  (Ｂ)太陽本身的溫度會有變化  (Ｃ)地球與太陽的距

離遠近  (Ｄ)地球的自轉軸傾斜 23.5 度，使得太陽對地球照射的角度有所改變。 

20、天狼星、月球、火星、織女星、流星、彗星。上述天體有幾個必須靠著反射別的星體的光線，才能讓我們看

見？ (A)1 個 (B)2 個 (C)3 個 (D)4 個。 

B《進階題》(2分/題，共 7題) 

21、喬巴對台灣的夏至做了以下分析，請問何者錯誤？  (A)太陽在夏至當天由正東方升起  (B)太陽當天正午會

在正頭頂上  (C)夏至當天白天最長  (D)夏至當天太陽直射北回歸線。 

22、下列對於現今宇宙之敘述何者正確？  (A)宇宙正在縮小  (B)所有的星系都在彼此遠離  (C)宇宙是以太陽系

為中心旋轉  (D)宇宙中數量最多的是星系。 

23、對於地球的敘述何者錯誤？  (A)是目前發現唯一一個有生命的星球  (B)主要大氣成分為氮氣  (C)屬於類地

行星  (D)公轉一周為一天。 

24、構成宇宙的基本單位是下列何者？ (Ａ)星團  (Ｂ)星雲  (Ｃ)星系  (Ｄ)恆星。 

25、地球上晝夜交替的主要原因為何？  (A)地球自轉  (B)地球公轉  (C)地球傾斜 23.5度  (D)月球繞著地球轉。 

26、有關恆星與銀河系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Ａ)晴朗的夜晚，在高雄市夜空中應有的恆星數量比在高山

少  (Ｂ)宇宙年齡至少有 100多億年  (Ｃ)距離的遠近會影響星體的明暗  (Ｄ)銀河系的外形從側面看像個

荷包蛋。 

27、如圖為臺灣在一年中所見太陽在天空中位置的示意圖，若某一天太陽的軌跡為「X－甲－Y」，則下列有

關這一天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這一天太陽直射赤道  (Ｂ)在臺灣，這一天是夏天中的一天  (Ｃ)在臺灣，

這一天的夜晚比白晝長  (Ｄ)在臺灣，這一天的晚上通常都是滿月。 

 

C《綜合題》(2分/題，共 13題) 

一、如下圖是地球公轉的示意圖，甲、乙、丙、丁可能是春分、夏至、秋分、冬至這四天，地球在公轉軌道

上的位置（圖中未依順序排列），請依回答下列 2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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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由上頁圖中資料判斷，當地球由甲點公轉至丙點的過程中，在臺灣晝夜長短的變化如何？  (Ａ)先晝漸長，

夜漸短；再晝漸短，夜漸長  (Ｂ)先晝漸短，夜漸長；再晝漸長，夜漸短  (Ｃ)晝漸長，夜漸短  (Ｄ)晝漸短，

夜漸長。 

29、臺灣最熱的季節，是地球公轉至哪一位置附近？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二、每題有三個提示，請就台灣著名的地質景觀，找出下列 4個選項中最相關的地名並填入各題作答： 

          A、外傘頂洲    B、月世界    C、龜山島    D、清水斷崖     

30、蘇花公路海岸，斷層造成垂直斷崖，受海浪強烈侵蝕：_______ 

31、雲嘉外海，河流及海流堆積作用，形成離岸沙洲：_______ 

32、高雄燕巢地區，泥岩膠結不全結構疏鬆，形成惡地地形：_______ 

33、宜蘭外海島嶼，安山岩質火山，仍有地下熱泉及噴氣活動：_______ 

 

三、右圖為臺灣及其附近的板塊構造情形，在東部、南部的海底，兩板塊聚合

隱沒形成海溝，參考右圖回答 34～37題： 

34、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菲律賓海板塊向西隱沒到歐亞板塊之下  (B)兩板

塊的擠壓使得台灣形成南北向的山脈與斷層  (C)菲律賓海板塊向北隱沒到

歐亞板塊之下  (D)海溝和島弧的分布大致平行。 

35、下列哪一個地區是歐亞板塊和菲律賓海板塊的分界？  (A)花東海岸線 (B)花
東縱谷 (C)中央山脈 (D)海岸山脈。 

36、由圖判斷在台灣可能會發生下列哪些現象(甲)褶皺山脈、(乙)變質岩、(丙)

地震、(丁)火山運動：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  (C)甲丙  (D)甲丙丁。 

37、澎湖、高雄、金門、綠島四個地點，何者位於菲律賓海板塊上？  (A)綠島 (B)高雄 (C)金門 (D)澎湖。 

 

三、如下圖為臺灣四季太陽在天空橫過的軌跡圖，甲、丙為正午時太陽達最低和最高的兩點，請依圖回答下

列問題： 

 

38、春分正午時，太陽的位置最可能在圖中的哪一點上？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39、冬至正午時，小東在嘉義觀察太陽的軌跡，則他看到正午時太陽的方位是下列何者？ (Ａ)北方仰角 43° 
(Ｂ)南方仰角 47° (Ｃ)南方仰角 43° (Ｄ)南方仰角 66.5°。 

40、冬至時，小東在嘉義觀察太陽的軌跡，則他看到當天日出和日落的位置在何方位？ (Ａ)日出在東偏北，

日落在西偏北  (Ｂ)日出在東偏北，日落在西偏南  (Ｃ)日出在東偏南，日落在西偏北  (Ｄ)日出在東偏

南，日落在西偏南。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