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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 

1. （B）鋅銅電池放電前，電池的總質量為M，在放電過程中

，下列何圖可以用來表示電池總質量的變化？ 

(原子量：Zn=65.39，Cu=63.55) 

 

2. （A）右圖為電解水的實驗裝置，若將開關切下開始實驗，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若甲試管收集到10毫升的氣體， 

  則乙試管會收集到20毫升的氣體； 

(B)燒杯內以蒸餾水作為電解液； 

(C)甲試管的氣體為氫氣； 

(D)此裝置所提供的電源為交流電。 

3. （C）當一莫耳電子通過1.5伏特的電池時，將會獲得多少焦

耳的電能？（基本電荷電量為1.6×10
－19庫侖）  

(A)3.0 (B)1.5 (C)1.4×10
5 (D)2.4×10

－19。 

4. （BD）為增加電壓，將鋅銅電池與鋅銀電池連接如圖所示

，若已知鋅的活性大於銀。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反應一段時間後乙、丁燒杯的電極質量會增加； 

(B)鹽橋內的正離子將游向甲、丙燒杯； 

(C)電子流方向為順時鐘； 

(D)丙燒杯內的反應為：Zn2＋＋2e－
→Zn。 

 

5. （C）圖中的電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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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燈泡亮度將增加； 

(B)流過甲燈泡的電流會減小； 

(C)甲、乙燈泡亮度增加； 

(D)電路消耗的電功率減少。 

6. （C）廚房電路無熔絲開關的最大安全容量為20安培，如果

將電鍋（110 V、800W）、電燈（110 V、60 W）2

盞、電磁爐（110 V、1200 W）三種電器同時並聯使

用，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需要電源電壓為330伏特  

(B)總消耗功率為2060瓦特 

(C)總供應電流為19.3安培 

(D)總供應電流超過無熔絲開關的最大安全容量。 

7. （B）使用家庭電器時，其外殼需接地的理由為何？ 

(A)電器過熱時，將多餘熱量導入地面，以策安全 

(B)漏電時，可將外漏的電流導地，以免人體觸電  

(C)如果不接地，不能構成迴路，電流無法流通 

(D)保證電器正負兩極維持恆定電壓。 

8. （A）將一個標示為100 W、200 V的電燈，接於100 V的電

源上，則通過電燈的電流為多少安培？ 

(A)0.25 (B)0.5 (C)2 (D)4。 

9. （A）下圖所示的電路中，在相同時間內，哪一個電阻所消

耗的電能最多？ (A)40Ω (B)60Ω (C)80Ω (D)100Ω 

 

 

 

 

10. （A）家中所安裝的瓦時計（電錶），是用來測量什麼物理

量？ (A)電能 (B)電功率 (C)電流強度 (D)電壓。 

11. （C）有關常用電池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鉛電池充電時，電池的負極要接外電源的負極； 

(B)鹼性電池的電解液含氫氧化鉀； 

(C)鉛電池的鉛板為負極，碳板為正極； 

(D)鋰電池為二次電池。 

12. （C）下列何者不是藉由離子的移動而導電？ 

(A)電鍍銅時所用的硫酸銅水溶液 

(B)乾電池內部兩電極間的填充物質 

(C)伏打電池中連接兩電極的金屬導線 

(D)鉛蓄電池中兩電極金屬片間的溶液。 

13. （D）將甲、乙兩金屬分別與安培計○A1 、○A2 和 3 伏特的

電池連接成如圖，當按下開關時，若安培計○A1 的讀

數為0.2安培，安培計○A2 的讀數為0.4安培，則下列

何者正確? 

(Ａ)甲、乙兩金屬的電阻比為1：2  

(Ｂ)甲、乙兩金屬兩端的電壓比為1：2  

(Ｃ)甲、乙兩金屬消耗的電功率比為2：1  

(Ｄ)甲、乙在相同時間內，產生的熱能比為1：2 

 

 

 

 

 

 

14. （C）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電源線所能承受的最小電流

量，稱為電線的安全負載電流；(Ｂ)愈細的電線，其

安全負載電流愈大；(Ｃ)保險絲通常與插頭的活線部

分串聯；(Ｄ)一般家庭冷氣機專用的三孔 220 伏特插

座內有2條地線及1條活線。 

15. （D）如圖為乾電池的剖面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 a 為鋅殼作為負極； 

(Ｂ) c 中含有氯化銨  

(Ｃ) b 為碳棒作為正極   

(Ｄ)放電過程中，電壓始終保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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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B）取數個電阻為 R 的電熱器與數個固定電壓為 V 的電

源，將之連結，用以加熱杯中的水至沸騰。假設加

熱過程中無熱量散失，杯子與電熱器的吸熱忽略不

計，且杯中的水量及最初的水溫均相同，則下列哪

一個裝置所需的加熱時間最久？ 

(A) (B) (C) (D)  

17. （C）電力公司在兩個變電所間，關於輸送電壓的方式，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輸送電壓較小，熱效應損失的電能較小 

(Ｂ)輸送電流較小，熱效應損失的電能較多 

(Ｃ)輸送電壓較大，熱效應損失的電能較小 

(Ｄ)輸送電流較大，熱效應損失的電能較多。 

18. （C）目前通訊科技發達，行動電話非常普及，請問行動電

話所使用的電池通常為何？ (A)鹼性電池  

(B)鉛蓄電池 (C)鋰電池 (D)鎳鎘電池。 

19. （A）利用下列各組金屬去製作伏打電池，哪一組的電子不

能由甲流向乙？ (A)甲用銅，乙用鐵 (B)甲用鋅，乙

用銀 (C)甲用鋅，乙用銅 (D)甲用鐵，乙用銀。 

20. （D）同一插座勿連接過多的電器，以避免導致電線走火，

引起火災。導致電線走火的主要原因，應是下列哪一

項科學原理？ (A)電流的化學校應  (B)摩擦起電 

(C))電流的磁效應  (D)電流的熱效應。 

21. （A）下列有關空氣中雲的形成，何者錯誤？ 

(A)高度愈高，愈不易飽和 

(B)地面空氣飽和時，可能形成霧、露或霜 

(C)空氣中水氣的飽和與氣溫有關 

(D)空氣氣溫愈高能容納的水氣愈多。 

22. （B）如下圖，關於大氣層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天氣現象的變化發生在乙層； 

(B)長程飛機通常飛行在丙層底端； 

(C)臭氧層位於甲層； (D)人造衛星的軌道位於丁層。 

 

 

 

 

 

 

 

 

23. （D）下列關於大氣層的敘述，何者錯誤？ 

(A)可防止宇宙射線及外來物體（隕石）的襲擊 

(B)高山上容易覺得耳朵不舒服是因為氣壓的關係 

(C)擔負著調節氣候、平衡能量的重任 

(D)大氣中的臭氧層是影響天氣的重要氣體。 

24. （D）下圖為某日的地面天氣圖，有關甲、乙、丙、丁四處

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處的降雨機率最高； 

(B)乙處氣溫最高； 

(C)丙處在冷氣團籠罩下  

(D)丁處吹東北風 

25. （B）如圖為冷、暖鋒三度空間示意圖，甲、乙、丙、丁四

處，哪些地區較容易發生降雨？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26. （D）造成臺灣南北地區冬季氣候差異的因素為何？ 

(A)西南季風盛行及阿里山山脈的阻隔 

(B)西南季風盛行及海岸山脈的阻隔 

(C)東北季風盛行及海岸山脈的阻隔 

(D)東北季風盛行及中央山脈的阻隔。 

27. （C）如圖為臺灣地區南、北城市30年來的平均月降雨量變

化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若當年梅雨不明顯

或缺少颱風，則甲城市較易發生乾旱  

(Ｂ)乙城市因地形關係，受東北季風影響帶來雨量  

(Ｃ)梅雨及颱風提供了這兩個城市重要的降水來源  

(Ｄ)由降雨紀錄判斷，甲城市位於臺灣南部。 

                                        

28. （B）就南半球而言，有關於高、低氣壓中心的相關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 

選項          種類 低氣壓 高氣壓 

(A)氣壓狀態 中心氣壓最高 中心氣壓最低 

(B)水平氣流 順時針向內 逆時針向外 

(C)垂直氣流 下沉氣流 上升氣流 

(D)中心附近天氣 晴天 陰雨 

29. （A）下圖為某觀測站的風向計所測的風向，請問此時風向

為何？ (A)東風 (B)西風 (C)南風 (D)北風

 

30. （A）接近地面的一團空氣，何項做法可降低其相對溼度？

(A)降低高度   (B)降低溫度 

(C)供給水氣   (D)增加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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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D）在蒙古西伯利亞發展而成的氣團，其性質為何？ 

(A)溫度高、溼度小 (B)溫度低、溼度大 

(C)溫度高、溼度大 (D)溫度低、溼度小。 

32. （B） 關於天氣預報中常見名詞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由地面天氣圖上的等壓線，可推測大概的天氣狀

況 (B)紫外線指數達過量級時，表示臭氧濃度在此

刻最高 (C)若某地降雨機率為50％，表示該地有一

半的機會會下雨 (D)某地在衛星雲圖上被雲遮住，

表示該地當時被低壓籠罩。 

二、題組： 

題組一 如果啟啟想利用鋅銀電池在鐵片上鍍一層銅，試回答

下列問題： 

 

 

 

 

 

33. （B）關於甲、乙、丙燒杯內的溶液，分別應該使用何者較

為恰當？ 

(A)硫酸鋅、硝酸銀、硫酸亞鐵 

(B)硝酸銀、硫酸鋅、硫酸銅 

(C)硫酸鋅、硫酸銅、硫酸亞鐵 

(D)硝酸銀、硫酸銅、硫酸銅 

34. （D）下列有關電鍍的敘述，何者正確？ 

(A)電鍍時連接電池正極的金屬片，其重量增加； 

(B)電池放電時，乙燒杯內電極棒質量增加； 

(C)電鍍時，電解液的濃度變大； 

(D)圖中的X為電流方向。 

 

題組二 下圖為賀伯颱風天氣圖，請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35. （B）下列何者為臺灣可能出現的天氣狀況？ 

(A)西部背風區的風雨較東部迎風區強 

(B)颱風可能會引進西南氣流，帶來豪雨 

(C)東部迎風面易使得鋒面滯留，形成梅雨 

(D)颱風可能引進蒙古大陸氣團，形成寒流。 

36. （C） 颱風侵襲臺灣時，下列哪些現象可能會伴隨發生？ 

甲.強風豪雨；乙.西南氣流；丙.焚風；丁.沙塵暴。 

(A)甲、乙、丙、丁  (B)甲、丁  

(C)甲、乙、丙      (D)丙、丁。 

37. （A）下列有關颱風的敘述，何者正確？ 

(A)颱風眼外圍是颱風威力最強的區域  

(B)北半球的颱風是順時鐘旋轉  

(C)颱風眼位置的天氣是狂風暴雨  

(D)颱風登陸時，地面提供足夠的水氣和熱量， 

  使結構增強。 

 

題組三 以下甲乙丙丁四個圖片是台灣常見的天氣型態，請依

圖回答下列問題： 

 

38. （B）在各種天氣狀況下，何者最不易有雲的產生？ 

(A)甲 (B)乙 (C)丙 (D)丁。 

39. （C）在以上天氣型態中，為台灣雨量的主要來源，甚至可

能帶來豪雨災害的是哪些天氣圖？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40. （A）下表為臺北連續四天的氣溫、氣壓值紀錄，可知臺北

天氣受到上圖中何種天氣系統影響？ 

項目 第一天 第二天 第三天 第四天 

氣溫(℃) 20 16 12 15 

氣壓(hPa) 1017 1024 1028 1022 

(A)甲 (B)乙 (C)丙 (D)丁。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