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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鹿國中 103學年度 自然補考 參考題目卷-第五冊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 

1. （B）「公車突然開動時，車上的人會向後傾」，上述現象是哪一個

定律的實例？ (A)萬有引力定律 (B)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C)物體運動定律 (D)等加速度定律。 
2. （C）如雯在陽明山國家公園常見到一種有氣孔的灰色岩石，陽明山

原是一座火山，所以如雯所見的應是火成岩的一種，試問此

岩石應為下列何者？ (A)頁岩 (B)泥岩 (C)安山岩 (D)
石灰岩。 

3. （A）陽明山國家公園以何種景觀出名？ (A)火山噴氣孔 (B)縱谷 

(C)石灰岩 (D)珊瑚礁。 
4. （A）附表為地球上水體及占總水量的百分比，則其中何者應表示海

水？ (A)甲 (B)乙 (C)丙 (D)丁。 
水體 甲 乙 丙 丁 

所占比例(%) 97.5 2 0.4 0.09  
5. （D）由下列哪一個定律可知在同一狀況下，同一金屬導線的電阻大小是

一定的？ (A)法拉第定律 (B)庫侖定律 (C)安培右手 (D)歐姆

定律。 
6. （A）陽光直射造成的溫度比斜射時高的原因為何？ (A)直射時能量

較集中 (B)斜射時能量較集中 (C)直射時能量較分散 (D)
與地表起伏情形有關。 

7. （C）若金屬導線的溫度維持在某一固定溫度，則此金屬導線之電阻

大小和下列何者無關？ (A)導線的材質 (B)導線的截面積 

(C)導線所接的電壓 (D)導線的長短。 
8. （D）下列哪一個行星屬於類地行星？ (A)木星 (B)土星 (C)海王

星 (D)水星。 
9. （C）小哈、小美、小琪三人各用長100公分之繩子做單擺實驗，其

所用之擺錘質量各為20克、30克、40克，且所測得週期各為

T1、T2、T3，則三者之大小關係為何？ (A)T1＞T2＞T3 

(B)T1＜T2＜T3 (C)T1＝T2＝T3 (D)不能比較。 
10. （C）一物體若同時受到許多力作用，但這些力之合力為零，則此物

體會處於何種狀態？ (A)必定靜止 (B)必定在運動 (C)維
持原狀態 (D)速度會逐漸變小。 

11. （B）有甲、乙、丙三條同材料、同長度的導線，甲導線的截面積為

4 mm×2 mm、乙導線的截面積為5 mm×3 mm，丙導線的截面

積為4 mm×3 mm，則金屬線電阻之大小關係為何？ (A)甲＞

乙＞丙 (B)甲＞丙＞乙 (C)乙＞甲＞丙(D)丙＞乙＞甲。      
12. （B）在單擺擺動實驗中，固定擺角為5°，當擺長為100公分，擺錘質

量為50公克，測得擺動20次需耗時40秒。若擺長不改變，擺

錘質量增加為100公克，則擺動10次需耗時幾秒？ (A)10 

(B)20 (C)30 (D)40。 
13. （C）容易造成海溝地形的因素為何？ (A)海洋地殼較厚 (B)大陸

地殼較厚 (C)海洋地殼會向下隱沒到地函內 (D)陸地地殼

會向下隱沒到地函內。 
14. （A）若在水平面上，有一盛水的燒杯向左做加速度運動，此燒杯內

水面的狀態最可能為下列何種圖形？ 

(A)  (B)  (C)  (D)  
15. （D）造成物體做圓周運動的主要原因為何？ (A)物體是圓形的 

(B)物體有彈性 (C)物體受到空氣的摩擦力 (D)物體受到向

心力。 
16. （B）下列何者位於張裂性板塊的交界地帶？ (A)喜馬拉雅山 (B)

中洋脊 (C)安地斯山脈 (D)聖安地列斯斷層。 
17. （A）下列哪一物理量不具有方向性？ (A)速率 (B)速度 (C)力 

(D)位移。 
18. （B）依據附圖之電路圖，下列敘述哪些是正確的？甲.圖中兩個燈泡

是並聯；乙.圖中兩個燈泡是串聯；丙.I1＝I2＝I3；丁.I1＝I2

＋I3 (A)乙丙丁 (B)甲丁 (C)乙丙 (D)甲丙。 

 
19. （D）下列何者是地球上最長的山脈？ (A)南美洲的安地斯山脈 

(B)喜馬拉雅山脈 (C)中央山脈 (D)中洋脊。 
20. （B）如附圖的裝置中掛一個150kgw的物體，則需於C點處向上施力多少

kgw才可達平衡？(滑輪重擊摩擦力忽略不計) (A)50 (B)75 

(C)100 (D)150。 

 
21. （A）海床上的沉積物經過膠結固化，不會形成何種岩石？ (A)花岡

岩 (B)頁岩 (C)砂岩 (D)石灰岩。 
22. （D）假設電阻A＞B＞C，如果將A、B、C三電阻串聯，並通入電流，則

流經三電阻的電流大小關係為何？ (A)A最大 (B)B最大 (C)C
最大 (D)經三電阻的電流均相同。 

23. （D）若於附圖的A點處掛一個150kgw的物體，則需於C點處向下施力多少

kgw才可達平衡？(摩擦力忽略不計) (A)50 (B)75 (C)100 

(D)150。 

 
24. （A）一條河流流速很快，帶有大小不一的顆粒，則當水流速度減慢

時，沉積的先後次序應為下列何者？甲.鵝卵石；乙.沙；丙.
黏土粒。 (A)甲乙丙 (B)乙丙甲 (C)甲丙乙 (D)丙乙甲。 

25. （D）如果非洲某處地層發現了長毛象的化石，若化石在形成位置未

曾受到地質事件影響而移動，則此地層應屬於哪個地質時代

？ (A)寒武紀 (B)古生代 (C)中生代 (D)新生代。 
26. （A）月相每個月出現週期性盈虧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 (A)月球繞

地球公轉 (B)地球繞太陽公轉 (C)地球自轉 (D)月球自轉

。 
27. （A）有一位學生在做電阻相關的實驗，其中一組實驗是將一個10歐姆的

歐姆式電阻分別通以5A、10A的電流，則電阻兩端的電壓比為何？ 

(A)1：2 (B)2：1 (C)1：4 (D)4：1。 
28. （D）由下列各位置(x)對時間(t)的關係圖判斷，何者沿負方向運動？ 

(A)  (B)  (C)  

(D)  
29. （A）臺灣這些年來相當流行泡溫泉，尤其是寒流來襲時，浸泡在暖

呼呼的溫泉中更是一大享受，試問下列哪種地形結構中，比

較容易發現溫泉？ (A)火山 (B)瀑布 (C)河階 (D)峽谷。 
30. （C）若家用電器使用直流電，且正常使用下的電壓為110V，當家用電器

正常運作時有5.5A的直流電通過，則此家用電器的電阻為多少？ 

(A)2Ω (B)10Ω (C)20Ω (D)605Ω。 
31. （D）一般而言，下列何者所儲存的水體不屬於淡水？ (A)淡水湖 

(B)水潭 (C)池塘 (D)鹹水湖。 
32. （C）中秋節所放的沖天炮，能夠衝到天空，是利用哪一物理定律來

產生向上的作用力？ (A)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B)牛頓第二

運動定律 (C)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D)虎克定律。 
33. （C）海水水位由滿潮至乾潮的過程稱之為何？ (A)潮差 (B)漲潮 

(C)退潮 (D)潮間。 
34. （B）所謂軟流圈是位於何處？ (A)地殼內 (B)地函內 (C)地核內 

(D)岩石圈內。 
35. （A）地震後停電，小宇利用兩個1.5 V的乾電池及標示需3 V的小燈

泡自製簡易手電筒，下列的電路何者正確？ 

 

 
36. （C）地球上的水在自然界中大多以何種形態存在？ (A)固態 (B)

氣態 (C)液態 (D)三種形態比例相當。 
37. （B）下列何者為使用斜面可能達到之目的？ (A)省時 (B)省力 (C)省

功 (D)費力。 
38. （D）下列有關測量時間的裝置之敘述，何者錯誤？ (A)能隨時間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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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變化 (B)具有重複發生的現象 (C)日晷、竿影、沙漏皆能

用來計時 (D)國際公制使用的時間單位「秒」是以石英錶制

定的。 
39. （A）中洋脊湧出之岩漿冷卻凝固後會形成何種岩石？ (A)玄武岩 

(B)花岡岩 (C)大理岩 (D)安山岩。 
40. （B）洗手之後只要甩甩手，就能將手上的水滴甩掉，這是利用哪一

種特性？ (A)塑性 (B)慣性 (C)延展性 (D)惰性。 
41. （A）地球適於生命的形成與發展，主要原因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地表有起伏 (B)有大量液態水 (C)溫度適宜 (D)具有大氣

層。 
42. （C）某物體沿直線運動，若加速度為零，則其速度應如何？ (A)

漸增 (B)漸減 (C)保持不變 (D)資料不足，無法判斷。 
43. （B）地表下凹最深的地形是哪一個？ (A)中洋脊 (B)海溝 (C)大

陸邊緣 (D)洋底盆地。 
44. （B）臺灣東部花蓮以出產大理岩聞名，試問大理岩是由何種岩石變

質而形成的？ (A)砂岩 (B)石灰岩 (C)玄武岩 (D)安山

岩。 
45. （A）平均速度的定義為何？ (A)位移÷所經過時間 (B)路徑長÷所

經過時間 (C)所有瞬間速度的總和 (D)某瞬間的平均速率。 
46. （A）水在岩石中反覆結凍、膨脹與融化，會使岩石撐裂甚至破碎，

屬於一種物理風化作用。下列四個地點中，哪一處最容易發

生此現象？  (A)甲 (B)乙 (C)丙 (D)丁。 
地點 年雨量(mm) 溫度範圍(℃) 
甲 800 －8～5 
乙 1500 15～36 
丙 500 5～17 
丁 10 －32～－1  

47. （A）在光滑的平面上，有一質量50公斤的臺車，受到一水平推力的

作用，獲得1公尺／秒2的加速度，則該臺車所受的水平推力為

多少牛頓？ (A)50 (B)150 (C)200 (D)250。 
48. （D）含有自由電子的物質稱為下列何者？ (A)絕緣體 (B)電晶體 (C)

矽膠體 (D)導體。 
49. （D）類地行星的組成成分，主要是什麼物質？ (A)氣體 (B)冰雪 

(C)氣體、冰雪 (D)金屬、岩石。 
50. （C）將甲、乙、丙三顆大小不同的鐵球，由相同高度落下如附圖所示，

何者將鐵釘打入較深呢？ (A)甲 (B)乙 (C)丙 (D)一樣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