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三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 地球科學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6-1～7-1 ＞

【劃卡代號：24】

班級：

座號：

姓名：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一、單一選擇題（共 29 題，每題 2.5 分）
1. 大陸漂移學說主張兩億多年前，全球的陸地是合在一起的，此名稱為何？
(A)亞特蘭提斯大陸 (B)盤古大陸 (C)曉大陸 (D)板塊大陸。
2. 如附圖，某研究船在大西洋海底五個地點採得海洋地殼的岩石標本，經定年分析後得知，下列地質年齡最年輕者為何？
(A)１ (B)２ (C)３ (D)５。

3. 哪一位科學家在西元 1915 年提出「大陸漂移說」？ (A)韋格納 (B)克里斯 (C)伽利略 (D)牛頓。
4. 有關各大洋的中洋脊和兩側近海溝之海洋地殼比較，何者正確？ (A)中洋脊處為玄武岩，兩側近海溝處為安山岩
(B)中洋脊附近沉積層較厚，兩側近海溝處較薄 (C)中洋脊為軟流圈熱對流上升處，兩側近海溝處則為軟流圈熱對流下
降處 (D)中洋脊處不易有地震發生，兩側近海溝處則地震頻繁。
5. 附圖為台灣中部某地區的東西向地質剖面示意圖，圖中顯示部分地層受到褶皺與斷層的影響。其中標示為「甲」且緊鄰
雙冬的斷層，屬於下列哪一類斷層？ (A)正斷層 (B)逆斷層 (C)左移斷層 (D)右移斷層。

6. 下列哪一地形的形成與台灣島的抬升最無關？
(A)大漢溪河階 (B)大屯火山 (C)台東的八仙洞 (D)玉山的貝類化石。
7. 台灣位處兩個板塊交界之處，請問下列何地所處的板塊與其他兩地不同？
(A)海岸山脈 (B)龜山島 (C)綠島。
8. 下列何處較易發現化石？ (A)花岡岩 (B)頁岩 (C)片岩 (D)大理岩。
9. 今天如果想要建造一石質的紀念碑於台北地區，為了防止酸雨對於紀念碑的破壞，台灣何地出產的岩石並不適合用來當
作建造的石材？ (A)金門 (B)澎湖 (C)太魯閣 (D)大屯山。
10. 下圖(甲)、(乙)、(丙)三個事件發生先後順序應為 (A)甲→乙→丙 (B)乙→甲→丙 (C)甲→丙→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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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丙→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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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某地的甲地層中有恐龍化石；乙地層中有三葉蟲化石；丙地層中沒有化石。則甲、乙、丙三地層形成的先後順序，不可
能為下列何者？ (A)乙→丙→甲 (B)甲→乙→丙 (C)乙→甲→丙 (D)丙→乙→甲。
12. 下列關於地層中所記錄之地球歷史的敘述，何者錯誤？ (A)上部地層必較下部地層年輕 (B)研究化石可大略了解當時
的沈積環境 (C)後發生的地質事件會影響已經存在的地質事件 (D)地層就是一本記錄地球歷史的書。
13. 下圖為某地區的地層剖面示意圖。依據圖中地形所示，推論下列有關 1、2、3、4 四座山頭的岩層年齡由老至新排序為
何？ (A) 1→2→3→4 (B) 4→3→2→1 (C) 2→1＝3→4 (D) 4→3=1→2。

14. 承上題圖，該地層構造的名稱為何？ (A)沉積構造 (B)背斜摺皺 (C)向斜摺皺 (D) U 型谷。
15. 附圖是某地的地層剖面圖，由圖示判斷，下列哪一個地質事件發生順序的排列是正確的？
(A)乙岩脈入侵→丁侵蝕面形成→丙斷層產生→甲岩脈入侵 (B)丁侵蝕面形成→乙岩脈入侵→丙斷層產生→甲岩脈入
侵 (C)乙岩脈入侵→甲岩脈入侵→丁侵蝕面形成→丙斷層產生 (D)乙岩脈入侵→丁侵蝕面形成→甲岩脈入侵→丙斷
層產生

16. 根據目前人類對於太陽系的了解，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小行星也是太陽系的成員之一 (B)目前發現的類地行
星都具有大氣層 (C)火星的大氣成分比例與地球的大氣成分比例相近 (D)除了地球之外，我們在太陽系中其他星球發
現有生命現象存在。
17. 以太陽為中心，類木行星之運行軌道由內到外的排列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土星→木星→天王星→海王星 (B)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
(C)土星→木星→海王星→天王星 (D)木星→土星→海王星→天王星。
18. 下列有關火山爆發的敘述，何者正確？ (A)安山岩火山的地貌比較平坦，是因為岩漿黏性小易流動 (B)玄武岩火山常
見於聚合性板塊邊界之處 (C)若火山在海底爆發，岩漿會直接冷卻形成沉積岩 (D)中洋脊火山多為玄武岩火山。
19. 附圖中的斷層型式是哪一種斷層？ (A)正斷層 (B)逆斷層 (C)右移斷層 (D)左移斷層。

20. 下列哪一種地形與板塊運動較無關係？ (A)海岸線 (B)海溝 (C)大型褶皺山脈 (D)中洋脊。
21. 關於太陽系中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的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A)海王星是類地行星當中離太陽最遠的一顆星
(B)類地行星的質量比類木行星小 (C)類地行星的密度比類木行星大 (D)類地行星與類木行星的數量一樣多。

22.下列何種計算方式之結果，可以用來描述光年？
(A) 天文單位 × 1 年 (B) 光速 × 1 年 (C) 1 年 ÷ 光速
23. 比較下列天體的體積，何者最大？
(A)木星 (B)火星 (C)天狼星 (D)月球。

(D) 光速 ÷ 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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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附圖為全球的主要板塊邊界示意圖，則圖中有關甲、乙、丙、丁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處附近形成中洋脊 (B)乙處為安山岩火山 (C)丙處會看到海溝 (D)丁處的火山類型與大屯山相同。

25. 世勳晚上觀星，看到了月亮旁邊伴著木星，牛郎星、織女星隔著銀河遙遙相對，此時恰有一顆流星劃過天際。請問阿貴
看到的哪個天體與太陽相似？
(A)銀河 (B)木星 (C)織女星 (D)流星。
26. 甲、乙、丙、丁是由太陽系的行星中，依距離太陽由近而遠任意選取 4 顆不一定連續排列的行星，附圖為四者和太陽之
間的位置關係示意圖(距離未按實際比例繪製)。已知其中有 2 顆為類地行星，另 2 顆為類木行星，下列有關行星的排列
組合敘述何者正確？
(A)甲:火星、乙:地球、丙:木星、丁:土星 (B)丁不可能是木星 (C)甲有可能為火星 (D)小行星帶可能在丙、丁之間。

27. 附圖為南太平洋海域的地震分布狀態，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圖中 X 方框處的板塊交界形式？
(A)張裂型板塊邊界，板塊向東西張開
(C)聚合性板塊邊界，板塊向東隱沒

(B)聚合性板塊邊界，板塊向西隱沒
(D)聚合性板塊邊界，形成巨大褶皺山脈。

28. 承上題圖，安山岩火山最可能出現在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29. 燦烈到非洲進行地質考察時，紀錄當地的沉積岩層剖面如附圖。請問圖中的地質構造以及受到的外力搭配，何者正確？
(A)正斷層；張力 (B)正斷層；壓力 (C)逆斷層；張力 (D)逆斷層；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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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題（共 11 題，每題 2.5 分）
◎

韓國的電視節目「花樣爺爺」中，李瑞鎮帶著爺爺們旅行全世界。這一站他們來到了台灣，要來好好遊覽台灣的各地美
麗風景，關於他們的旅行種種遭遇，請你依照台灣實際的情況，以及台灣的地質分布示意圖（如附圖），來回答下列問
題。

30. 請問花樣爺爺們在台灣各地看到的岩石種類搭配，下列何者有誤？
(A)甲：變質岩類 (B)乙：變質岩類 (C)丙：沉積岩類 (D)丁：火成岩類。
31. 台灣的導遊向花樣爺爺們說明台灣是處在兩個板塊交界之處，請問是哪兩個板塊？
(A)太平洋板塊、菲律賓海板塊
(B)歐亞板塊、太平洋板塊
(C)印澳板塊、歐亞板塊
(D)菲律賓海板塊、歐亞板塊。
32. 下列何處為台灣島上，這兩個板塊交界的地方？
(A) Ａ處 (B) Ｂ處 (C) Ｃ處 (D) Ｄ處。
33. 韓國的濟州島為韓國南方的小島，島上的最高峰漢拏山，是一座玄武岩火山。請問若是要讓花樣爺爺們看到與濟州
島相似的火山景色，你會安排爺爺們前往何處？
(A)甲 (B)乙 (C)丁 (D)己。
◎

下表是太陽系內某些行星的表面溫度及主要大氣成分，請依此表所提供之數據，回答下列問題。
行星代號

甲

乙

丙

丁

氮氣(%)

78.1

5.2

2.7

3.5

氧氣(%)

20.9

5.6

0.1

0.002

二氧化碳(%)

0.037

3.6

95.3

96.4

水氣(%)

0~4

3.4

0.03

0.1

大氣壓力(atm)

1

平均表面溫度

15℃

10

-10

67℃

-2

10

90

-60℃

470℃

34. 哪顆行星最有可能發展出生命型態？
(A)甲 (B)乙 (C)丙 (D)丁。
35. 金星由於大氣層中含有大量的二氧化碳，因此導致嚴重的溫室效應，使得表面溫度高到甚至可以融化鉛。請問哪顆
行星最符合此敘述？
(A)甲 (B)乙 (C)丙 (D)丁。
36. 請問哪顆行星的地表最容易出現隕石坑？
(A)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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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圖為某處地質剖面，其中數字 0～9 表示沉積岩地層編號，甲、乙表示地質事件編號。且此地並未發生地質倒轉情況，
請依據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37. 下列各選項中地質事件的先後順序何者有誤？
(A)斷層甲早於岩脈入侵
(B)侵蝕面乙發生在摺皺之後
(C)沉積岩中，0 號地層最老
(D)此圖中最晚發生的地質事件為地表的侵蝕面。
38. 斷層甲是受到何種外力所發生？ (A)壓力 (B)張力 (C)錯動的剪力。
39. 若古生物學家在 4 號地層中發現了恐龍化石，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4 號岩層形成於中生代
(B)5 號岩層中可能找到三葉蟲化石
(C)斷層甲發生的時間可能在中生代
(D)侵蝕面乙可能形成於新生代。
40. 沉積岩 0～9 呈彎曲狀態是由於何種因素所造成？
(A)岩層在沉積的過程中因重力而自然彎曲
(B)發生斷層作用所導致
(C)受到岩漿流經所影響
(D)岩層受力擠壓變形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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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文新知

試題終了

孫維新／探訪彗星的十年孤寂 2014.11.14

曾經只是電影情節：高科技的登陸艇載著視死如歸的太空人，迎向對著地球撞來的小天體，歷經萬難，降落在到處噴發著致命氣體的天體表面，將
核子彈埋入地下，一傢伙炸碎了這個不識相的天體，從而拯救世界。
就在昨天清晨剛過零時，這個科幻場景真實上演，歐洲太空總署「羅賽塔」號，歷經十年旅程，追上了 67P／楚里烏莫夫─傑拉希曼科彗星，釋放
出登陸艇「費利」號，成功降落在彗星表面。不過艙門打開，出來的不是布魯斯威利，而是可深入地下研究土壤組成的機械手臂。這個任務標誌著人類
在彗星研究上重大成就，有史以來第一次，人造物體能置放在彗星表面，直接研究太陽系形成時留下來的孓遺天體。
隨著科技發展，百年來人們對於彗星的認識產生革命性的改變，一九一○年哈雷彗星的前次回歸，因地球會在當年五月十九日穿越彗尾，引起人類
大規模的恐慌，有人說彗尾有毒，有人說彗星會將地球大氣瞬間帶走，只不過彗星來了又走，啥事也沒發生，只便宜了販賣防毒面具和腳踏車內胎廠家。
一九八六年哈雷彗星再次回歸，這時人們已能歡欣鼓舞翹首企盼，有五艘太空船接近彗核深入觀察，自此之後不同彗星輪流登場，熱鬧似乎沒停過，
一九九四年舒李九號彗星撞上木星，動到太歲頭上，給人們一場虛驚；一九九七年海爾波普彗星，在白晝日食發生時，和眾星一同閃耀天際，
「日食」
和「彗星」兩大最不吉利天象同時出現，是多精彩的天象盛宴！
二○○五年人類不再坐以待斃，發射了「深度撞擊」號，迎向坦普一號彗星，用個咖啡桌大小的銅塊高速撞向彗星，創造了壯麗的天際煙火，也在
彗星表面撞出一個大坑，人類並非挾怨報復，只是想知道彗星到底有多結實；二○一三年底，四顆幾乎肉眼可見的彗星同時出現，照耀天際，不知主何
吉凶？
羅賽塔號命運多舛，這個任務序幕驚險、中段孤寂，結尾圓滿，原先預計二○○三年一月發射，前往維他能彗星，但是亞利安五號火箭老出問題，
最終錯過發射窗口，當時全球天文人員同聲一嘆，想著這個天價造的彗星探測器，只好從發射台直接運到博物館，沒想到半年之後，歐洲宣布，找到另
外一個可以研究的彗星了！從此羅賽塔號生命又有了光亮。旅途中雖然歷經十年孤寂，但羅賽塔號也沒閒著，經過火星和兩個小行星時，順道做了觀察
送回地球，然後恬然入夢，睡到今年初才被叫醒。
太空任務動輒十年八年，前瞻性、連續性，和培養新進無比重要，十年旅途在台灣是兩個半總統任期，每思及此我就會想到湘軍名將曾國藩曾說：
「辦大事以找替手為第一義」
，一個人生命苦短，想作大事需要代代相傳。
我在ＮＡＳＡ工作時，常看到美國同仁放下手邊工作，輪流接待來太空總署參觀的孩子們。這些十幾歲的年輕人正處在爹娘不愛、貓狗都嫌的叛逆
期，頭髮染得五顏六色，進門少有興趣聽講解，看到設備就努力搞破壞。但是同仁們還是苦口婆心耐著性子導覽，我看了都覺不忍，誇他們修養真好，
放下手邊重要的衛星任務設計，花時間和皮孩子們窮泡蘑菇，同仁苦笑說：「Dr. Sun，ＮＡＳＡ發射的任務何止千百，你知道最重要的任務是哪一項？
就是『教育』！今天你不好好教會他們，十年廿年後，等你今天規畫的任務發射升空，誰來幫你接收畫面處理數據？」
旨哉斯言，恰如醍醐灌頂，才知有些事是不能用總統任期和個人生命長短來衡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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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為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館長、台灣大學物理系及天文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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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三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 地球科學 第二次定期評量

9 年級 地科 標準答案
1

B

2

C

3

A

4

C

5

B

6

B

7

B

8

B

9

C

10

C

11

B

12

A

13

D

14

C

15

A

16

A

17

B

18

D

19

C

20

A

21

A

22

B

23

C

24

C

25

C

26

B

27

B

28

D

29

A

30

A

31

D

32

A

33

D

34

A

35

D

36

B

37

A

38

A

39

B

4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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