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科學班甄選入學 

自然科學能力檢定試題本 
作答注意事項： 

請不要翻到次頁！ 

讀完本頁的說明，聽從監試委員的指示才開始作答！ 

※請先確認你的答案卷、甄選證號與座位號碼是否一致無誤。 

考試時間：自然科100分鐘 

請閱讀以下測驗作答說明： 

測驗說明： 

這是自然科學能力檢定試題本，試題本採雙面印刷，共14頁，第一部分為選擇題，皆

為單選題，共36題，每題2分；第二部分為非選擇題，共6大題。測驗時間從10:10到

11:50，共100分鐘。作答開始與結束請聽從監試委員的指示。 

注意事項： 

1.試題中參考的附圖，不一定代表實際大小。 
2.作答時不可使用量角器，如有攜帶附量角器功能之任何工具，請放在教室前後方
地板上。 

3.依試場規則規定，答案卡(卷)上不得書寫姓名座號，也不得作任何標記。故意汙損
答案卡(卷)、損壞試題本，或在答案卷上顯示自己身分者，該節甄試科目不予計
分。 

4.答案卡左上角基本資料的填寫(畫記)，班級欄位請填寫(畫記)甄選證號前兩碼，
座號欄位請填寫(畫記)甄選證號後兩碼，年級、科目、組別等欄位不用填寫。 

5.每節甄試說明時間內，提前翻閱題本、提前作答，經制止不從者，該節甄試科目不
予計分。 

6.每節甄試正式開始後15分鐘起，遲到者不得入場。若強行入場，該節甄試科目不
予計分。 

7.每節甄試正式開始30分鐘內，不得提早離場。若強行離場，不服糾正者，違者該節
甄試科目不予計分。 

作答方式：  

1.作答選擇題時，可利用試題本中空白部分計算，切勿在答案卷上計算。 

2.請依照題意從四個選項中選出一個正確或最佳的答案，並用2B鉛筆在答案卷上相
應的位置畫記，請務必將選項塗黑、塗滿。如果需要修改答案，請使用橡皮擦擦
拭乾淨，重新塗黑答案。例如答案為C，則將C選項塗黑、塗滿，即：  

3.作答非選擇題時，不必抄題，請抄題號。請依題意將解答過程及最後結果，用藍色
或黑色墨水的筆清楚完整地寫在答案卷上相應的欄位內，切勿寫出欄位外。如果
需畫圖說明時，請用藍色或黑色墨水的筆，將圖形畫在該題的欄位內。如需擬草
稿，請使用試題本空白處。 

4.更正時請使用修正帶(液)修正後，重新書寫解答過程。 

 

  

    
（請填入甄選證號碼） 

請聽到鐘（鈴）響起，於試題本右上角
方格內填寫甄選證號碼，再翻頁作答 



第 1 頁, 共 13 頁 

 

一、 選擇題： 

1. 道路的反光鏡，讓用路人更安全。反光鏡的原理如下圖所示，在水平桌面上，

物體AB經此反光鏡照射後，依據光學作圖法成像為A'B'。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反光鏡為凸透鏡，透鏡位於圖中的第(II)區，A'B'為實像   

(B)反光鏡為凹透鏡，透鏡位於圖中的第(I)區，A'B'為虛像  

(C)反光鏡為凸面鏡，面鏡位於圖中的第(II)區，A'B'為虛像  

(D)反光鏡為凹面鏡，面鏡位於圖中的第(I)區，A'B'為實像  

2. 取三條電阻值分別為0.8歐姆、3歐姆及2歐姆的鎳鉻

絲，並接上直流電源，聯結線路如右圖所示。若線路

皆遵守歐姆定律，忽略電源與接線的電阻值。已知通

過3歐姆的電流為1安培，則電源提供的電功率大約多

少瓦特？  

(A) 16.6 (B) 12.5 (C) 8.2 (D) 7.0  

3. 如右圖所示，在觀察者的正前方有大、小兩圓形

線圈，線圈的圓心恰在同一水平直線上，大圓線

圈在觀察者與小圓線圈之間。若在大圓線圈上通

以順時鐘方向的電流，且逐漸減小電流，則有關

此觀察者所見小圓線圈上的感應電流，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不會產生感應電流           

(B)產生順時鐘方向的感應電流   

(C)產生逆時鐘方向的感應電流  

(D)產生順時鐘和逆時鐘交替方向的感應電流  

4. 帶電量分別為－Q和＋4Q的二電荷A與B，相距為R，如下圖所示。若將第三

個電荷C擺置AB連線上，使三電荷皆處於力平衡狀態，則C的電性、電量及

位置應為下列何者？  

(A)＋4Q，在連線上A的左邊𝑅 2⁄ 處  

(B)－4Q，在連線上B的右邊𝑅 2⁄ 處  

(C)－4Q，在連線上B的右邊R處  

(D)＋4Q，在連線上A的左邊R處   

  

A’ 

A 

B’ B 

(I) (II) (III) 

桌面 

電流 I 

觀察者 

大線圈 小線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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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朝詩人祖詠在〈終南望餘雪〉一詩中提及：「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

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描寫終南山秀麗的北嶺風景，在高山頂上的積

雪像飄浮在雲端上。陽光照射降雪後的山林，風光更明媚；然而，夜幕低垂，

城裡卻更寒冷。  這首詩最後兩句描述高山積雪逐漸熔化時，城裡的古人會

感覺比下雪時更寒冷。有關此現象的科學概念和說明，下列選項何者最適切？  

6. 新北市警察局在全長1112公尺的「萬里隧道」實施「平均速率」科技執法，

透過隧道入口和出口的偵測器，對於隧道內平均速率超過70公里 /小時的車

輛嚴格取締。車輛行經該隧道至少需要多少秒，才不會被取締？  

(A) 15.88    (B) 19.44    (C) 43.42    (D) 57.19 

7. 如右圖所示，I 為發電機所產生的電流，B 為電流

造成的磁場，n 為電磁鐵單位長度的線圈數。在

電磁鐵標示為 N 的位置，放置一個盤狀指南針以

測量電磁鐵的磁場量值。已知地球磁場量值，並

有量角器與直尺，若忽略實驗地點的地球磁偏

角，為了測量電磁鐵的磁場量值，請問此裝置應

如何擺放? 

(A) N 應鉛直向上 

(B) N 應鉛直向下 

(C) N 應朝向正西方 

(D) N 應朝向正北方 

8. 湖面上蓮葉隨著湖水漣漪晃動，蓮葉以穩定的頻率每分鐘晃動40次，水波的

鄰近兩波峰距離是60公分，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水波的週期是0.25秒       (B)水波的週期是1.50秒  

(C)水波的速率是1公尺/秒     (D)水波的速率是20公尺/秒  

9. 一顆球從高處被拋至地面，球在飛行過程中若忽略一切阻力，僅考慮重力作

用，請問下列哪種情形，重力對球作功最大？   

選項 質量(公克) 拋出時離地高度(公尺) 拋出時的初始速度 

(A) 60 40 6 公尺/秒，鉛直下拋 

(B) 150 25 4 公尺/秒，鉛直上拋 

(C) 300 10 2 公尺/秒，鉛直上拋 

(D) 600 6 初速為零 

  

選項 科學概念 說明 

(A) 雪的比熱比水大 雪的比熱比水大，降溫快，城裡氣溫會驟降 

(B) 山上雪的質量較大 積雪愈多，雪熔化速度愈快，城裡氣溫降 

(C) 雪在熔化過程吸收熱 雪在熔化期間，吸收周圍環境的熱，環境氣溫降 

(D) 雪直接汽化成水蒸氣 雪汽化為水蒸氣，吸收周圍環境的熱，環境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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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今在花蓮與某地 X 各發生了全台有感地震事件，臺北、臺中、高雄、花蓮四地點

在此兩事件中先後感受到震動的時間如下表所列，假設地震波在地表傳遞速度約

為 5 公里/秒。根據有限的資訊，X 地震事件的震央最有可能發生在何處？   

花蓮地震事件 花蓮市 台北市 臺中市 高雄市 

感受到震動時間 19:30:01 19:30:20 19:30:21 19:30:44 
 

X 地震事件 台北市 花蓮市 臺中市 高雄市 

感受到震動時間 08:50:30 08:50:32 08:50:44 08:51:13 

(A)臺北市  (B)宜蘭市  (C)臺中市  (D)花蓮市 

11. 下列何者是在花蓮地區可以觀察到的地表景觀？   

(A)中洋脊的中央斷裂谷               (B)山區由礦物結晶豐富的花岡岩所組成   

(C)明顯造山與侵蝕作用造成的河谷地形 (D)富含化石的大理岩堆積 

【題組】12-13 題 

若在某地垂直水平地面立起一根旗竿，並量測每日上午 9 點至下午 3 點旗竿的影長(a

圖)，該地「數日期間」竿影頂點變化情形的記錄如 b 圖。旗竿的真實高度如圖標

示，請依序回答下面兩題。 

a 圖 

 

 

b 圖 

 

c 圖 

12. 在 b 圖中，「某一日」的旗竿影長變化記錄最有可能為何? 

(A)甲線由右至左       (B)丁線由左至右 

(C)甲線到戊線的變化   (D)戊線到甲線的變化 

13. 由 b 圖與 c 圖，試問「數日期間」的太陽仰角變化，最有可能落於 c 圖中何處? 

(A)記錄期間每日的太陽最高高度位於 7 至 5 之間 

(B)記錄期間每日的太陽最高高度位於 6 至 4 之間 

(C)記錄期間每日的太陽最高高度位於 5 至 3 之間 

(D)記錄期間每日的太陽最高高度位於 3 至 1 之間 

14. 2012 年 2 月 27 日一則新聞報導標題為「夏威夷瓶中信漂 6 年到蘭嶼」，已知每

間隔 1 經度約為 100 公里長，若假設該瓶受表面洋流挾帶直接由夏威夷(約

24°N,160°W)來到蘭嶼(約 22°N,121.5°E)，在估計平均流速時下列何者正確？ 

(A)若僅以經度估算，兩地大約相差 40 度 

(B)若僅以經度估算，兩地大約相差 28000 公里 

(C)漂流瓶主要受北太平洋洋流挾帶，經估計平均流速約為 0.05 m/s 

(D)漂流瓶主要受黑潮洋流挾帶，經估計平均流速約為 1.0 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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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降雨的水若滲入地下，會持續下滲直到不透

水的岩層層面，並儲存在其上孔隙空間大的

岩層中，如此可造成不同層面之間摩擦力減

少，可能使傾斜岩層滑落崩塌。臺灣地質環

境屬於板塊邊界，地殼變動多，再加上島上

山地多，道路開發難免遇到非水平分布的岩

層。右圖為一山坡地道路開闢後之側視示意

圖，下列何者正確？ 

(A)若此圖為由北往南望入，則大雨來襲之前，北上車道比南下車道更應作預行

性封閉道路的措施 

(B)若此圖為由北往南望入，則南下車道邊坡為順向坡 

(C)砂頁岩互層不屬於走山與崩塌好發性地層 

(D)連日豪雨過後，甲層面的摩擦力將小於乙層面 

16. 爲了減少洪水災害，疏浚河道與妥善規劃的排水系統都是重要的防洪工程(圖中

甲乙兩處)。下圖為大台北地區河流分布圖，有關這些河流與其防災工程考量，

何者正確？ 

 

(A)淡水河與基隆河皆為新店溪的上游 

(B)新店溪由南南東向北北西匯入淡水河 

(C)員山子分洪道是城市內常見的防洪工程，可於暴雨時容納洪水 

(D)圖中甲為員山子分洪道、乙為二重疏洪道 

17. 日食發生時，不是地球上所有白天地區皆可見，且地表上可見日食的地區「由西

向東」接續發生。針對此順序的主因，何者正確？

 

(A)月球形成的影區以錐尖狀落在地表，且月影由西向東掃過地表 

(B)相對於太陽大小而言，月球小得多，月球由東向西經過地球與太陽之間 

(C)地球繞太陽由西向東公轉，造成地表上可見日食的地區由西向東接續發生 

(D)地球每天只有一個緯度被陽光直射且地球自西向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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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聖嬰期間祕魯近海湧升流消失，海中生物賴以維生的營養鹽供應減少，使得魚群

消失，當地海鳥的數量也因此銳減，連帶海邊以鳥屎做為原料的肥料產量也降

低，造成農漁業蒙受巨大損失。海洋中具有良好漁場之處，往往都是湧升流分布

區。豐富生態的透光表水層，一般而言會大量消耗水中營養鹽，一旦某處有來自

次水層的湧升流供應，該處洋面的營養鹽鹽度便會相對周邊來得高，魚群與捕魚

的船隻形成另類海洋的逐水草而生的謀生方式。若以成因觀之，下列關於海水與

大氣流動的描述，何者錯誤？ 

(A) 祕魯湧升流的消失，與空氣由地面受熱上升、冷卻下沉，二者皆與溫度變化

有關 

(B) 冷暖洋流交會處常會形成漁場，與暖空氣沿著鋒面向上抬升，二者皆與密度

差異有關 

(C) 臺灣東部與東北部近海具良好漁場，與山區迎風面空氣的抬升，二者皆因地

形因素所致 

(D) 祕魯海水的湧升，與地面低氣壓中心附近為上升氣流，二者皆與流體壓力差

異有關 

19. 某生想研究膽囊對消化作用的影響，設計以下的實驗： 

將一群白兔分成兩組，一組為未經麻醉與開刀處理的健康個體，作為對照組；另

一組白兔麻醉後開刀切除膽囊，待其甦醒後仔細照顧。觀察上述兩組個體進食

後，比較各營養素的消化與吸收情形，即可得知膽囊在消化作用中的角色。該生

的指導老師覺得實驗的規劃中有不當之處，老師最可能提供以下何項意見？ 

(A)傷害生物的實驗不人道，所以不可研究消化作用的相關實驗 

(B)麻醉與開刀處理亦可能為影響因子，此生所設的對照組不完善 

(C)不須麻醉直接開刀較為方便，且可避免麻醉造成的傷害與影響 

(D)應先測量各營養素的消化情形作為對照組，與開刀後的情形進行比較。 

20. 右圖為某家族譜圖，方形代表男性，圓形代表

女性。若調查家族內某一種疾病的患病情形，

以白色空心代表健康個體，黑色實心代表發病

個體。此疾病最可能為以下哪一種疾病？ 

(A)體染色體顯性遺傳疾病 

(B)因病毒感染引發的子宮頸癌 

(C)性染色體顯性遺傳疾病 

(D)經口糞傳染的消化道疾病 

21. 地球在初形成時並沒有生命存在，原始大氣中充滿了甲烷、氨、硫化氫、一氧化

碳、二氧化碳，地表上則聚集了大量的水，在這樣一個無生命的環境裡，光、

熱、閃電與紫外線照射使得大氣中無機成分產生了許多不同的簡單有機物，這些

有機物溶入海水後，結構愈變愈大、愈複雜，於是誕生了最原始的第一個生命。

請問演化上最早出現的細胞具有下列何種特徵？ 

(A)屬於自營生物，可以進行呼吸作用 (B)屬於自營生物，不能進行呼吸作用 

(C)屬於異營生物，可以進行呼吸作用 (D)屬於異營生物，不能進行呼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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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右圖為人類嬰兒出生時，不同體重之個體

的比率，與出生過程至幼兒初期的死亡

率，以下有關此圖中的資訊與相關的推

論，何者正確？ 

(A)體重過輕的嬰兒，死亡率較體重過重的

嬰兒高 

(B)初生時3公斤的嬰兒，死亡率約為20％ 

(C)嬰兒出生時體重較重，有助於其生存 

(D)過重的嬰兒沒有營養不足的問題，故多

是死於感染 

23. 細菌難以直接經由肉眼看到，但如果加以培

養，長成一片，就可以用肉眼觀察了。由單

一個細菌分裂繁殖所形成的細菌族群稱為

菌落(colony)，在固態培養基上看起來就像

是個小小的圓。不同種類的細菌需要不同的

營養，所形成的菌落顏色及形態也各不相同。某生將甲、乙、丙三種細菌分別接種

到1、2、3號三種培養基中，培養基的主要成分及培養結果如下表所示： 

培

養

基 

培養基成分(公克) 

    細菌菌株 

(+表示可形成菌落，

‒代表未形成菌落) 

葡萄糖 NaCl MgSO4 PO4
3- 牛肉膏 NaHCO3 甲 乙 丙 

1 5.0 2.0 0.2 2.0 20.0 0 + + ‒ 

2 10.0 0.5 0.5 0.5 0 0 ‒ + ‒ 

3 0 3.5 0.4 1.2 0 1.5 ‒ ‒ + 

(A)甲細菌最可能是自營性細菌 

(B)乙細菌最可能是固氮菌 

(C)丙細菌最可能是腐生菌 

(D)乙細菌在1號培養基上可形成最多的菌落 

24. 為瞭解植物葉片上氣孔分布的情形，小綠選取

十種植物，並用科學方法測量其成熟葉片上、下

表皮的氣孔密度，結果如右表。妳認為以下小綠

根據結果所做的推論，何者最不合理？ 

(A)植物的生長環境會影響葉片上下表皮氣孔的

分布 

(B)多數植物葉片下表皮的氣孔數目較上表皮多 

(C)蘚苔與蕨類植物的葉片都沒有氣孔 

(D)單子葉植物葉片的氣孔上下表皮都有分布，

大多數的雙子葉植物葉片下表皮氣孔數量較上表皮多 

植物種類 
氣孔密度(數目/mm2) 

上表皮 下表皮 

洋蔥 175 175 

玉米 70 85 

水稻 50 40 

睡蓮 136 0 

向日葵 120 175 

酢漿草 169 188 

天竺葵 29 179 

楓樹 0 210 

樟樹 0 340 

菩提樹 0 3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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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植物進行光合作用會吸收CO2，進行呼吸作

用會釋放CO2，當兩者CO2濃度達平衡時的

光照強度稱為「光補償點」；當光合作用速

率達飽和狀態時的光強度則稱為「光飽和

點」。右圖是某綠色植物照光強度與吸收或

釋放CO2的關係圖，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光強度 a 與 b 處分別是該植物的光補

償點和光飽和點 

(B)當光強度處於 a 點以下時，植物只能行

呼吸作用 

(C)當光強度介於 a~b 之間時，增加光強度能有效提高光合作用速率 

(D)有些植物如草莓，需要在遮蔭環境才能生長

良好，其 b 值通常較低 

26. 洋蔥根尖細胞會持續進行細胞分裂。已知

細胞的生長具有週期性，可分為間期 (兩次

分裂之間)及有絲分裂期，如甲圖所示。在

有絲分裂的不同時期，染色體的形態並不

相同(乙圖)，簡要說明如下：  

間期：染色質絲散布於細胞核中  

前期：染色質絲濃縮纏繞形成染色體，  

     核膜、核仁消失  

中期：染色體排列在細胞中央  

後期：染色體向細胞的兩端移動  

末期：染色體逐漸鬆開，核膜、核仁  

     重新形成  

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 a 為間期  

(B) c 為前期  

(C) d 為中期  

(D)有絲分裂的順序為ecbad 

27. 天乾物燥，最怕祝融找麻煩，近年來台灣中部山區頻傳森林大火，對台灣的自然

生態保育影響極大。你認為森林發生火災後，下列何種情況最不容易發生？ 

(A)增加溫室氣體的釋放  

(B)加速該區的元素循環 

(C)影響下游河川水質，造成優養化 

(D)改變土壤微生物相，使土壤更形貧瘠 

28. 用酵母菌釀酒時，在原料中通入足夠的空氣，下列何者是最有可能發生的狀況？ 

(A)酵母菌數量變多，酒精生產量變多  (B)酵母菌數量變多，酒精生產量變少 

(C)酵母菌數量變少，酒精生產量變多  (D)酵母菌死亡，酒精生產量變少 

甲圖 

乙圖 

光強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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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已知某一氣態純物質，其組成元素不只一種。在同溫同壓下，若此氣體的體積為

氧氣的2倍時，其質量為氧氣的1.75倍，則此氣體應為下列何者？ 

(原子量：H=1、 C=12、 N=14、 O=16 ) 

(A) NO   (B) N2   (C) CO   (D) CH4 

30. 已知下列甲、乙、丙、丁四種反應皆已達到平衡狀態，則下列對於此四個反應的各

項敘述，何者正確？ 

   (甲) N2O4 (g)  2 NO2 (g) 

   (乙) N2 (g)＋3 H2 (g)  2 NH3 (g) 

   (丙) 2 CrO4
2－(aq) ＋ 2 H

＋
(aq)  Cr2O7

2－(aq) ＋ H2O(l) 

   (丁) CaCO3(s) ＋2 HCl(aq)  CaCl2(aq) ＋CO2(g) ＋H2O(l) 

(A)在(甲)反應中，若升高溫度，發現容器內顏色變深，則可知(甲)反應為放熱反應 

(B)(乙)反應的平衡系統中，N2、H2、NH3之莫耳數比必為 1：3：2 

(C)在(丙)反應中，若溶液呈現黃色，表示此溶液中已沒有 Cr2O7
2－存在 

(D)已知在(丁)的密閉容器中仍有 CaCO3存在，若打開容器則 CaCO3會逐漸減少 

31. 小綠在實驗室桌上發現四杯透明溶液甲、乙、丙、丁，但溶液標籤均已脫落。經

張老師提醒這四杯溶液可能為醋酸、酒精、硫酸及氫氧化鈉。小綠進行一系列的

實驗，得到下列結果： 

(1)在四杯溶液中加入等量的水，再測試導電性，發現只有甲溶液不導電。 

(2)將乙、丙混合或將丙、丁混合，蒸乾溶液後皆會得到鹽類物質。 

(3)丁為有機化合物，無水的丁具有吸水性及腐蝕性。 

依據上述實驗結果，小綠若想要製作肥皂，她需要在油炸後的廢油中再加入哪些

溶液來進行反應？ 

(Ａ)甲、丙 (Ｂ)甲、乙、丙 (Ｃ)丙、丁 (Ｄ)乙、丙、丁 

32. 有關氮元素及其化合物的反應過程步驟如下圖： 

 

已知在 N2O 分子中 O 為-2 價，N 為+1 價，而 N 的價數減少表示 N 原子發生還

原作用，在反應(甲)～(癸)的 10 個變化過程中，N 原子發生還原作用的共幾個？ 

(A)2  (B) 4  (C) 6  (D) 10  

33. 某 CaCO3 與 CaSO4 混合固體粉末共 10.0 克，置於坩鍋中以本生燈加熱，已知

CaSO4受熱不分解，而 CaCO3受熱進行如右反應：CaCO3(s) → CaO(s) + CO2(g) 

若 CaCO3完全分解，加熱前坩鍋及固體粉末總重為 130.0 克，反應後坩鍋及剩餘

固體總重為 127.8 克，則原混合固體粉末中 CaCO3所占的重量百分率為何？  

(原子量 C=12、O=16、S=32、Ca=40) 

 (A) 25％    (B) 50％   (C) 75％   (D)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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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已知有四個分子結構模型如下圖所示，其中為○氫原子、●為碳原子、 為氧原

子。下列有關此四個分子的各項敘述，何者錯誤？ 

 
(A)甲具有可燃性，是桶裝瓦斯的主要成分  

(B)乙可從葡萄糖經酵母菌發酵所製得 

(C)丙的分子式和乙相同，兩者互為同素異形體  

(D)丁的水溶液可使藍色石蕊試紙呈紅色 

【題組】35-36 題 

張老師在實驗室進行演示實驗。在 20 °C 時，他稱取氫氧化鈉、硝酸鉀及氯化銨三

種固體各 5.0 克，分別置入裝有 10 mL 水的試管中，充分搖動試管使固體發生溶解，

並使用溫度計測量溶液的溫度變化。張老師測量發現：只有氫氧化鈉溶液的溫度會逐

漸上升，而硝酸鉀、氯化銨溶液的溫度則逐漸下降。靜置一段時間之後，三支試管溶

液的溫度又都回到 20 °C。 

表(一)為不同溫度時，氫氧化鈉、硝酸鉀及氯化銨三種固體的莫耳質量(g/mol)與

其在水中的溶解度(g/100 g 水)。      表(一) 

溶解度 

溫度 

氫氧化鈉 

NaOH=40 g/mol 

硝酸鉀 

KNO3=101 g/mol 

氯化銨 

NH4Cl=53.5 g/mol 

0 °C 41.8 13.3 29.4 

20 °C 111 24.1 36.2 

100 °C 337 244 74 

張老師演示實驗結束後，請四位同學依據圖表數據和實驗觀察現象提出個人看法，四

位同學的說明如下表(二)。          表(二) 

同學                        實 驗 說 明 

小綠 
演示實驗的溶液溫度皆回復到 20 °C 後，三支試管中的固體殘留量

以硝酸鉀為最多 

小紅 
演示實驗的溶液溫度皆回復到 20 °C 後，三支試管中只有一支溶液

的濃度有達到飽和 

小藍 
若再將 5.0 克的三種固體分別加入三支試管中，且將試管皆加熱到

100 °C，此時三支試管中只有一支試管溶液的濃度有達到飽和 

小黃 
依據表(一)數據及實驗現象，當溫度愈高，三種固體的溶解度愈

大，這表示三種固體的溶解過程皆為吸熱反應 

35. 依據表(二)，你覺得哪些同學的說明是正確的？ 

(A)小紅、小黃  (B)小綠、小藍  (C)小綠、小藍、小黃  (D)小紅、小藍、小黃  

36. 若將張老師演示結束的硝酸鉀溶液冷卻到0 °C，此時溶液的體積莫耳濃度(mol/L)

最接近下列何值？ 

(A) 9.9   (B) 6.5   (C) 4.9   (D)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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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非選擇題： 

1. 摩擦力與日常生活中的運動息息相關。實驗發現物體所受的動摩擦力 𝑓𝑘 與其正

向力 N 成正比，正向力是接觸面施予該物體垂直於接觸面方向的支撐力。動摩

擦力 𝑓𝑘 與正向力 N 的關係如下： 

𝑓𝑘 = 𝜇𝑘𝑁， 𝜇𝑘為動摩擦係數。 

將質量皆為 M 的甲、乙、丙三物體並排置於一水

平桌面上，以一水平力 F 施於甲物體上，如右圖

所示。甲、乙、丙三物體與桌面的動摩擦係數皆為 0.6，重力加速度為 g。請詳

列計算過程，回答下列問題： 

(1) 當 F= 3Mg 時，運動中的甲、乙、丙三物體的加速度為 g 的多少倍？(2 分) 

(2) 當 F= 3Mg 時，運動中的乙施予丙的作用力為 Mg 的多少倍？(2 分) 

2. 一道光線由空氣斜向射入透明介質中，在空氣與介質的交界面上，光的行進方向

會偏折，此現象稱為光的折射。為瞭解光通過空氣與介質界面的偏折程度，以下

列實驗步驟測定不同入射角的偏折程度： 

I.如右圖所示，以入射點為圓心畫一圓。 

II.量測此圓與入射線交點到法線的垂直距離 x，

量測此圓與折射線交點到法線的垂直距離 y。 

III.比值 
x

y
 即為光通過空氣與介質界面的的偏折

程度。 

 

請回答下列問題： 

(1) 根據以上步驟及下表的實驗數據，選擇適當

的變數製作數據圖表達妳的科學發現。(2 分) 

  

 

  

(2)請根據(1)的數據圖說明偏折程度與入射角的關係? (1 分) 

 

  

x(mm) 20.0 30.0 40.0 50.0 60.0 

y(mm) 14.0 20.7 27.0 32.8 37.8 

介質 

空氣 

入射線 

折射線 

法線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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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一座四面環海的島嶼，測量該地點的潮汐變化是屬於典型的半日潮型態(潮汐

週期 12 小時 25 分)，獲得的海平面高度隨著時間的變化如甲圖。潮汐的量測方

式有兩種(如乙圖所示)： 

水壓式驗潮儀：會記錄海底水壓發生的變化。 

超聲波潮位儀：發射及接收到達水面反射之超聲波訊號，可得聲波來回的走時秒

數。 

若以其他方式(量測項目)：陸地面積、水壓式驗潮儀與超聲波潮位儀量測的數值

隨時間的變化，來顯示潮汐的變動，則各會獲得什麼樣的結果?請依序回答以下

兩小題。 

 

 
甲圖 

 

乙圖 

 

(1) 同樣時間內，下列何者的變化趨勢與甲圖中的海面高度變化相同?(2 分) 

(A)水壓式驗潮儀的測量值 (B)陸地面積大小 (C)超聲波潮位儀的測量值 

 

(2) 承(1)題，在你的答案之外，考慮另外兩種量測項目，請擇一畫出隨時間的變

化圖，並須標示合適的縱軸。(5 分) 

  

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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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某生技公司研發一種非侵入式的儀器，可測量體內任一位置的壓力。某研究團隊

利用此儀器測量血液循環路徑中不同位置的血壓，為了記錄方便，不同測量位置

以 A~E 字母作為代號，且字母的順序是依照血液流動路徑的順序。已知血液循

環中，小動脈的阻力最大。他們將 A~E 血管的血壓數據整理成下圖，以比較血

壓的變化情形，請據此回答(1)~(3)題： 

註：若將某一條血管作橫切，在切面上的面積稱為「截面積」，約等於 π 乘以血

管內徑平方。若將同一類血管的截面積加總，即為「總截面積」，例如：所

有微血管的截面積之和，即為微血管的總截面積。 

 

(1) 根據血壓變化，A~E 血管中，何者是小動脈？(1 分) 為什麼？(1 分) 

(2) A~E 血管充滿血液時，何者的「截面積」最大？(1 分) 

(3) A~E 血管中，何者的「總截面積」最大？(1 分) 為什麼？(1 分) 

5. 在 25°C 時，小綠利用 0.20 M HCl(aq)與 0.10 M NaOH(aq)進行酸鹼中和反應。設

水溶液的比熱及密度均與 H2O 相同，且反應的熱量不會散失，僅能使水溶液的

溫度升高，試回答下列問題： 

(1) 在實驗(甲)～(戊)中，計算且說明哪些組別混合達平衡後，溶液的溫度會相

同？(2 分) 

(2) 依據ΔH = msΔt 的計算，在實驗(甲)～(戊)中，哪一個組別在混合達平衡

後，溶液的溫度會升高最多?(1 分) 請說明你的理由。(1 分) 

實驗組別 (甲) (乙) (丙) (丁) (戊) 

0.20 M HCl(aq)（mL） 150 200 180 140 160 

0.10 M NaOH(aq)（mL） 300 260 280 320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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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小綠將 KCl固體與不溶於水的固體混合在一起。她將混合物加入一定量水中，

充分攪拌；在 20 C 達平衡時，發現有 47.2 克的固體殘留，再將混合溶液加熱至

40 C 時，發現仍有 41.0 克的固體殘留，若繼續加熱至 80 C 時，仍有 32.2 克的固

體殘留。已知下表為 KCl 固體對水的溶解度，試回答下列各小題，(1)(2)小題需

列出計算過程： 

(1) 小綠將此混合物加入多少克的水中？(2 分)  

(2) 在原混合物中含有 KCl 固體若干克？(2 分)  

(3) 若欲將 KCl 固體完全溶解，則小綠需將溫度至少調至下列哪一個溫度範圍？  

(A)40 ℃~50℃ (B)50℃~60℃ (C)60℃~70℃ (D)70℃~80℃ (E)80℃以上(1 分) 

 

溫度( C ) 0 20 40 50 60 70 80 100 

溶解度（g/100 g 水） 21.9 25.5 28.6 30.1 31.4 32.7 33.9 36.0 

試題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