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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學年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九年級自然科試題卷 

試卷範圍：自然與生活科技第五冊 2-1〜3-3 & 6-1〜6-4  

班級：         座號：        姓名：               

一、選擇題 ：每題 2.5分  

（   ）1.下列有關地球構造的敘述，何者正確？ 

(A)大陸地殼的厚度較海洋地殼薄     (B)岩石圈包括地殼和部分地函    

(C)軟流圈位於地核之中             (D)地函的主要成分為金屬。 

（   ）2.下列關於中洋脊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中洋脊是海底火山，其岩層主要為安山岩   (B)中洋脊是海底火山，其位置皆位於海平面之下 

(C)中洋脊處會有新的海洋地殼生成           (D)中洋脊位於聚合性板塊的交界處。 

（   ）3.地球結構分為三層：(甲)地殼；(乙)地核；(丙)地函。有關此三層的比較，何者錯誤？ 

(A)由內而外：乙→丙→甲        (B)密度由大而小：乙→丙→甲 

(C)厚度由大而小：乙→丙→甲    (D)體積由大而小：乙→丙→甲。 

（   ）4.下列有關地震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地震規模是依據地震本身所釋放出來的能量計算而得   (B)地震規模通常為整數，單位為『級』 

(C)發生地震時，距離震央愈近，地震規模愈大           (D)依照地震振動的程度可分為震源和震央。 

（   ）5.下列有關各種地質事件所表示的意義，何者正確？ 

(A)發現珊瑚化石，表示此處曾是溫暖的深海   (B)出現侵蝕面，表示此處曾在海平面之上  

(C)發現大理岩，表示此處曾有火山活動       (D)發現菊石化石，表示此處曾為古生代岩層。 

（   ）6.(甲)大陸漂移說；(乙)海底擴張說；(丙)板塊構造學說。上述三種學說的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A)學說提出的先後次序為甲→乙→丙 

(B)甲學說由韋格納提出，他認為全球大陸約在二億年前曾連在一起，稱為盤古大陸 

(C)乙學說說明大西洋的中洋脊湧出岩漿冷卻形成花岡岩，不斷向兩側擴張 

(D)丙學說說明板塊漂浮在軟流圈之上，隨著軟流圈的熱對流而運動。 

（   ）7.右圖為某處地層的剖面示意圖，圖中甲、乙為不同地層中的化石， 

下列推論何者較為正確？ 

(A)此斷層為正斷層  

(B)若甲是中生代化石，則乙一定是古生代化石 

(C)火成岩脈發生在斷層之後    

(D)若甲是新生代化石，火成岩脈應也發生於新生代。 

（   ）8.右圖是甲、乙兩塊相鄰的板塊，P點是板塊的交界處，下方箭頭表示 

          兩板塊下方的熱對流方向。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乙兩板塊的移動方向會相同   (B)甲、乙兩板塊會張裂而分離 

(C)P點處岩層容易破裂形成裂谷     (D)P點可能發現變質岩。 

（   ）9.右圖為台灣島的剖面圖，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中央山脈為甲、乙兩板塊的交界 

(B)海岸山脈可能發現菲律賓海板塊的沉積物 

(C)西部平原可發現大量安山岩    

(D)台灣海峽可發現海溝。 

（   ）10.下列哪一張圖最適合表示喜馬拉雅山的板塊運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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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右圖為某處地層的剖面示意圖，甲、乙為不同時期發生的岩脈。 

關於圖中地質事件的描述，何者錯誤？ 

(A)頁岩發生在乙岩脈之後     (B)頁岩發生在甲岩脈之前 

(C)丙斷層發生在甲岩脈之後   (D)丙斷層為逆斷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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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約六百萬年前，呂宋島弧北端隨菲律賓海板塊擠壓歐亞板塊，形成現今的台灣。台灣島上，有著多樣的地

形與岩石種類，過去的歷史紀錄在岩層之中，藉由岩層中的化石可幫助我們判斷過去的環境變化。下列相

關敘述，何者正確？ 

(A)在高雄的柴山岩層中發現的貝類化石，其存活年代可能早於六百萬年前 

(B)形成澎湖群島的岩漿黏性較大，因而使澎湖成為台地地形 

(C)一般情況下，化石多發現於火成岩中 

(D)恐龍為中生代物種，台灣有可能挖掘到陸生恐龍的化石。 

（   ）13.地科老師教完板塊運動單元後，認真的心瑜上網查詢台灣主要斷層帶分布圖，發現新莊附近的斷層稱為『山

腳斷層』。『山腳斷層』位於台北盆地西側，由樹林朝東北向關渡延伸，經大屯火山至金山。『山腳斷層』屬

於正斷層，活動至今已有 50萬年，歷經數百次的大地震，使台北盆地下陷約六百多公尺，形成如今的樣貌。

根據描述，台北盆地最有可能位於斷層破裂面岩層的上盤或下盤，且沿著破裂面向上或向下滑動？ 

(A)上盤，向上滑動   (B)上盤，向下滑動   (C)下盤，向上滑動   (D)下盤，向下滑動。 

※閱讀以下文章，回答 14〜18題： 

 

 

 

 

 

 

 

 

 

 

 

 

 

（   ）14.第一天，小懋為了展現自己的勇氣，決定去乘坐最刺激的遊樂設施『極限挑戰』。 

          如右圖，座椅會在 U行軌道上來回滑行，A點和 D點在同一水平高度，距離地面 

          的垂直高度為 15公尺，C點距離地面垂直高度為 12公尺，B點為 U形軌道最低點 

          ，距離地面垂直高度為 3公尺。假設小懋由 A點自由滑下時對地面而言具有 10000 

          焦耳的重力位能，此時動能為零。不計空氣、軌道摩擦力與設施動力的影響，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A)小懋由 A點滑落到 B點過程中動能漸增    (B)小懋滑落到 B點時具有 10000焦耳的動能 

(C)小懋由 B點上升到 C點過程中動能漸減    (D)小懋滑到 C點時具有 2000焦耳的動能。 

（   ）15.第一天晚上，小懋決定藉由一起坐摩天輪在車廂中向小岑告白。如右圖， 

若摩天輪車廂在旋轉過程中以順時鐘方向作等速率圓周運動，甲和丙在同 

一水平高度上，乙為最高點，丁為最低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車廂由甲到乙的過程中動能不變 

(B)車廂在乙時的動能最小 

(C)車廂由丙到丁的過程中動能漸增 

(D)車廂在甲、乙、丙、丁的力學能總和皆相同。                                

（   ）16.小懋向小岑的告白成功了！第二天，兩人一起在九族文化村的 

室內遊樂場乘坐會在同一水平高度旋轉的遊樂設施(如右圖)。 

當兩人的座椅旋轉到 M位置時，瞬時速度的方向為下列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   ）17.玩遍遊樂設施之後，小懋和小岑手牽手一同參觀九族文化村內原住民部落的石板屋。小懋為了展現自己豐

富的地科知識，對小岑說：『這些石頭稱為板岩，是由頁岩經高溫高壓變質而成，屬於變質岩的一種。』下

列台灣的哪一個地方，最可能也有大量的變質岩？ 

(A)太魯閣峽谷   (B)陽明山   (C)綠島   (D)墾丁。 

（   ）18.第三天，當小懋和小岑甜蜜漫步在溪頭的山林之間時，小岑發現山壁上的岩層呈現彎曲的型態，感到非常

好奇，於是小懋便再次展現自己的地科知識向小岑解說。關於下列小懋的解說，何者較可能錯誤？ 

(A)這種岩層受力彎曲變形的現象稱為褶皺   (B)這種現象常形成於地殼較深處具可塑性的地層 

(C)這種現象常發生於聚合性板塊交界處     (D)這種地質現象常與正斷層伴隨發生。 

〜畢業旅行〜 
9/25(三)〜9/27(五)，這三天是福營國中九年級同學的畢業旅行，讓大家留下許多美好的回憶。 

第一天：同學們早上 6 點便在中央穿堂集合完畢，導師和各班小領隊點名之後，全校十七台遊覽

車便浩浩蕩蕩駛向第一個目的地—義大遊樂世界。大約 11：30 到達，大家在車上享用高雄著名的排

骨便當後，便迫不及待的入園，恨不得玩遍所有的遊樂設施。晚上的活動除了逛 shopping mall 之外，

同學們也相約乘坐摩天輪，一同欣賞美麗的夜景。 

第二天：來到了九族文化村，遊客比想像中來的少，許多設施幾乎都不必排隊，大家便瘋狂的玩

了好多次的『馬雅探險』、『加勒比海探險』、『西班牙海岸』……，也乘坐纜車通往日月潭，美麗的山

湖之景盡收眼底。晚上夜宿妖怪村，充滿創意的日式色彩，讓人彷彿置身在魅惑的山城之中。  

第三天：早上，大家走訪溪頭的大學池、空中走廊，徜徉在山林之間，欣賞美景也吸收芬多精。

下午，前往鹿港小鎮，穿梭在古樸的老街之中，也見識到了國小國語課本中所描述的半邊井。能在旅

遊中驗證課本所學的知識，真令人開懷不已。讀萬卷書也要行萬里路，說的就是這個道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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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福營國中校慶大隊接力時，體重 40kgw的心瑀以 8m/s的瞬時速度跑步，此時她所具有的動能為多少？ 

          (A)320焦耳  (B)1280焦耳  (C)2560焦耳  (D)3200焦耳。 

（   ）20.若小奇站在地面上欲推動靜止於光滑無摩擦力水平面上的卡車(1000公斤重)，小奇須如何施力？ 

        (A)卡車太重，小奇不可能推的動     (B)小奇只要對汽車施水平力，汽車便能產生加速度而運動 

(C)小奇的施力必須超過 1000公斤重才推的動卡車    (D)小奇必須站在卡車上才推的動卡車。 

（   ）21.住在社區 4樓的阿才家中發生火災，當火焰竄入房間後，他先用濕毛巾摀住口鼻，接著迅速逃向陽台呼救。 

此時，阿才看見消防人員已在窗邊樓下架設好救生氣墊，立即奮勇跳下。因為氣墊的緩衝效果，阿才終於

平安獲救。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A)不計空氣影響，阿才在掉落過程中的速度會愈來愈快 

(B)救生氣墊的效用與跳遠場地設置沙坑的概念相似 

(C)救生氣墊可延長阿才停下的時間，減少加速度 

(D)從阿才剛接觸氣墊持續下陷到速度為零期間，所受的加速度方向向下。 

（   ）22.如右圖，800公克重的珍珠奶茶原本靜置於水平桌面上，欣庭用手以 1公斤重 

          的力將珍珠奶茶垂直向上提起，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g＝10 m/s2) 

(A)珍珠奶茶吸引地球的作用力為 8牛頓  (B)珍珠奶茶對手的作用力為 8牛頓 

(C)珍珠奶茶所受的合力向上  (D)當珍珠奶茶被拿起時產生的加速度為 2.5 m/s2。 

（   ）23.質量 60公斤的小田乘坐太空船登陸平均密度與地球大約相同的妙妙星球探險，若妙妙星球的體積為地球的

64倍（假設地球和妙妙星球皆為均勻球體；萬有引力 F＝GMm/R
2
），則小田登陸妙妙星球的地表後，他的

重量會變為多少公斤重？ 

          (A)60公斤重   (B)120公斤重   (C)240公斤重   (D)480公斤重。 

（   ）24.根據物理學對『功』的定義，下列敘述中哪一項外力最可能對物體作功不為零？ 

(A)偉廷背著『書包』從一樓走上二樓          

(B)冠綸看著桌上的『英文課本』用功背英文單字 

(C)宣仲用 50牛頓的力推『牆壁』但牆壁不動   

(D)柏貫垂直手提『水桶』水平前進 5公尺。 

（   ）25.如右圖，質量 5公斤的滑車在水平桌面上受到數個水平與垂直方向 

          的作用力作用後呈現靜止狀態(不計空氣影響)。試判斷滑車此時受 

          到多少個作用力而平衡？ 

          (A)3個  (B)4個  (C)5個  (D)6個。 

（   ）26.承上題，若此滑車並非靜止，而是沿著水平方向向右作等加速度運動(a＝8 m/s
2
向右)，則此滑車所受桌面

的摩擦力為多少牛頓？(不計空氣影響) 

          (A)50N  (B)20N  (C)10N  (D)5N。 

（   ）27.在光滑水平桌面上，水平速度分別為 6 m/s向右以及 10m/s向左的籃球（500g）和排球（300g）互相撞擊，

關於兩球在碰撞過程中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互相撞擊前籃球所具有的動能較小        (B)互相撞擊前籃球和排球所具有的動能相等   

(C)互相撞擊瞬間排球所受到的作用力較大    (D)互相撞擊瞬間籃球所產生的瞬時加速度較大。 

（   ）28.下列關於力與運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A)物體的加速度方向必定與所受的合力方向相同 

(B)等速度運動的物體其所受合力方向與運動方向相同 

(C)萬有引力是一種超距力，其大小和兩物體的距離平方成正比 

(D)火箭能在空中飛行是因為噴出的氣體給空氣作用力，空氣再給火箭反作用力的結果。 

（   ）29.若太空中有一個人造衛星繞地球做等速率圓周運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因為速率不變，所以人造衛星所受合力為零  (B)人造衛星任何時刻的加速度方向皆指向切線方向 

(C)人造衛星任何時刻的速度方向皆指向圓心  (D)人造衛星所受地球的引力等於人造衛星吸引地球的力。 

（   ）30.關於『功』與『能量』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功』分為正功和負功，具有方向性  (B)物體受外力作用時，其動能必增加  (C)不計空氣影響，將球

垂直上拋，球在到達最高點的上升過程中重力位能漸增，動能不變  (D)玩溜滑梯由高處溜下，若身體與滑

道間有摩擦力存在，就不符合力學能守恆。 

（   ）31.如右圖，爸爸(60kgw)帶著兒子(20kgw)和女兒(30kgw)到公園玩 

蹺蹺板，若此時『兒子和女兒的體重所產生的力矩』大於『爸爸 

體重所產生的力矩』，下列哪一種位置的調整方式，最『不可能』 

使蹺蹺板支點兩邊順時鐘和逆時鐘方向的力矩接近相等？ 

(A)爸爸換到甲位置  (B)兒子和女兒位置交換   

(C)兒子換到乙位置  (D)女兒換到乙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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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品叡為了參加比奇堡舉辦的猛男大賽和蝦霸一較高下，於是每天勤做伏地 

挺身練身體(如右圖)。假設品叡身體的重心在 A點(80kgw)，腳為支點，他 

利用手垂直施力於地撐起自己的身體。下列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A)品叡的體重對支點產生逆時鐘方向的力矩    

(B)品叡的手施力對支點產生順時鐘方向的力矩 

(C)品叡的腳施力對支點產生逆時鐘方向的力矩 

(D)品叡的手必須施力大於 48kgw才能撐起自己的身體。 

（   ）33.寒假時，溶欣和家人一起去日本北海道的滑雪場滑雪。如右圖， 

質量 40kg的溶欣由滑雪道頂端 P點靜止滑下，最後於滑道末端 

R點飛出。滑道最低點 Q與 P點的垂直距離為 24m，Q點與 R點的 

垂直距離為 4m。若過程中溶欣的姿勢不變，不計空氣與雪道摩擦 

力的影響，當溶欣於 R點飛出時的瞬時速率為多少？ (g＝10 m/s2) 

(A)4 m/s  (B)8 m/s  (C)12 m/s  (D)20 m/s。 

（   ）34.如右圖，泰霖參加高空彈跳活動，他身上綁一條彈力繩，然後由高處(O點) 

往下跳，藉由彈力繩的彈力上下來回振動。若 O到 A的距離為彈力繩不受力 

時的原長，泰霖掉落後最低可達 B點，最後才停止。關於泰霖從 O點跳下後 

直到停止的整個過程(不計空氣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泰霖剛跳下由 O點掉落到 A點的過程中加速度愈來愈大 

(B)泰霖剛跳下由 A點掉落到 B點的過程中速率愈來愈快 

(C)泰霖落下到 B點時所受的合力為零 

(D)泰霖最後停止的位置會在 A點與 B點之間。 

（   ）35.承上題，關於泰霖高空彈跳過程中的能量變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泰霖在 A點時具有最大的動能       (B)泰霖在 A點時彈力位能為零 

(C)泰霖在 B點時具有最大的重力位能   (D)泰霖在 B點時具有最大的彈力位能。 

（   ）36.如右圖，有一個邊長 40公分，重量 15kgw的正方形均勻金屬塊 

(重心在正中央) ，金屬塊依靠在 10cm高的階梯上。若薰方於甲點 

向右水平施力，則薰方的最小施力須大於多少公斤重方能將金屬塊 

移上台階？   

(A)5公斤重  (B)10公斤重  (C)15公斤重  (D)20公斤重。 

（   ）37.逛賣場時，芷嫣對靜置於光滑水平面上的甲(10kg)、乙(20kg)兩台購物車皆施以 50牛頓的水平作用力， 

且施力作用的時間皆相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芷嫣對甲購物車作功較多               (B)芷嫣對乙購物車作功較多 

(C)芷嫣對甲、乙兩購物車作功一樣多       (D)芷嫣對乙購物車作功的平均功率較大。 

（   ）38.如右圖，將 A、B、C三個物體置於水平桌面上，並施以 F＝50牛頓的水平推力。 

若桌面各處的摩擦係數相同，動摩擦力與所受正向力成正比。已知 A物體與桌 

面的摩擦力為 10牛頓向左，則 B物體所產生的加速度為多少 m/s2？ 

(A)3 m/s2  (B)4 m/s2  (C)5 m/s2  (D)6 m/s2。 

（   ）39.如右圖，將甲(1kg)、乙(2kg)、丙(3kg)三個物體以細繩連接， 

甲、乙置於光滑桌面上，丙呈懸吊狀態。當手放開後，丙因為 

重力而帶動甲、乙滑動。不計繩重與空氣的影響，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g＝10 m/s2) 

(A)甲所獲得的加速度為 5 m/s2   (B)乙所獲得的加速度為 5 m/s2  

(C)甲所受繩子的拉力為 5牛頓   (D)丙所受繩子的拉力為 30牛頓。 

（   ）40.體重 60公斤重的明凱搭乘某升降梯，並站立在升降梯 

          內水平地面的體重計上。右圖為升降梯某段升降過程的 

速度(v)與時間(t)的關係圖（向上為正）。則明凱在哪 

一時段時體重計上的重量顯示會大於 60公斤重？ 

(A)甲、乙  (B)丙、丁  (C)甲、丁  (D)乙、丙。 

 

 

-----------------------------------------------試題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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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B C D A B C D D B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A B B A C A D B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B C A D C A A D 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C D D C B A A D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