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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學年度九年級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自然科試卷       年    班    號 姓名: 

一、選擇題(共 4頁) 
1. （  ）下列何者屬於省力的裝置？ (A)擀麵棍 (B)學校掃帚 (C)方向盤 (D)麵包夾。 

2. （  ）臺灣目前的發電方式是以火力發電為主，下列關於火力發電廠的敘述哪些正確？甲. 產生的煤灰會造成空氣汙染；

乙.產生的二氧化碳會增強溫室效應；丙.產生的廢氣容易造成酸雨；丁. 主要是利用汽油當作燃料。 (A)甲乙丙

丁 (B)乙丙丁 (C)甲乙丙 (D)乙丙。 

3. （  ）甲. 水力發電；乙. 風力發電；丙.核能發電；丁. 地熱發電；戊. 生質能發電；己. 火力發電。上述哪些是利用

再生能源來發電？ (A)甲乙丁 (B)甲乙戊 (C)甲乙 (D)甲乙丁戊。 

4. （  ）西元 2011年日本因福島電廠災變而舉世震驚，而這是座核能發電廠，請問下列有關核能發電廠的敍述何者正確？ 

甲.主要是利用鈾-238作燃料來發電；乙.主要是利用核融合反應來發電；丙.不會造成空氣汙染；丁.排放至海中

的廢水有熱汙染。 (A)甲乙丁 (B)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丙。 

5. （  ）天才科學家愛因斯坦提出了質能互換的理論如下：物質的質量可在核反應的過程中轉換成能量，其關係式為 E＝mc2，

如果 1 kg的物質經核反應之後，剩下物質的總質量為 0.999999 kg，則轉換的能量大小為多少焦耳？(c為光速＝

3×108 m/s) (A)3×108 (B)9×109 (C)9×1010 (D)3×1010。 

6. （  ）住在臺北的阿霓在晚上 11點打電話給住在加拿大的阿里時，這時加拿大卻是早上 7點的大白天，請問造成這種情

形最有可能的原因為何？ (A)地球自轉 (B)地球公轉 (C)地球自轉軸傾斜 (D)網路延遲。 

7. （  ）前幾天小薰剛吃完冬至的湯圓，你覺得她會發現由冬至到春分這段期間，晝夜的長短變化為如何呢？ (A)夜漸長，

而且晝長＞夜長 (B)夜漸長，但晝長＜夜長 (C)晝漸長，且晝長＞夜長 (D)晝漸長，但晝長＜夜長。 

8. （  ）小雨住在下圖中的Ａ點，這是某日陽光照射地球表面的情形。關於此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住在北極附

近的人整天都看得到太陽 (B)這一天，臺灣的白天和晚上的時間一樣長 (C)這一天，中午時陽光大約垂直入射

臺灣的地面 (D)小雨可能住在台灣。 

 
9. （  ）下圖是臺灣嘉義一年中所觀察到的太陽運動軌跡圖，則國曆 12月 22日的正午，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最接近圖中

哪一點？而且中午時觀察者的影子有什麼特色？ (A)甲，影子約和身高等長 (B)乙，影子約是身高的一半 (C)

丙，影子幾乎在腳下 (D)丁，影子約是身高的一半。 

 
10. （  ）下圖為宇宙結構示意圖，試問木星、月球和哈雷彗星依序屬於圖中何者？ (A)Ｆ、Ｉ、Ｃ (B)Ｆ、Ｉ、Ｉ (C)

Ｉ、Ｉ、Ｃ (D)Ｆ、Ｉ、Ｇ。 

 
11. （  ）小懿登山時，不走陡峭的直線快速路徑，反而是沿著彎曲的山路盤旋而上，因為這樣比較輕鬆，其原理類似下列

何種裝置？ (A)滑輪 (B)槓桿 (C)斜面 (D)輪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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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  ）若下表是金星、地球、火星三顆行星之大氣狀況，下列敘述哪一項錯誤？ (A)火星大氣主要是由 CO2組成，但大

氣稀薄，故溫室效應不佳 (B)地球大氣最濃密，故最適合生物生存 (C)金星表面溫度最高，最主要是因為溫室

效應大 (D)火星大氣稀薄，故日夜溫差很大。 

 
13. （  ）小明說：地球是太陽系的成員之一，而太陽是宇宙結構組織中的星系等級。小郭說：銀河系的圓盤直徑約 10萬光

年，太陽系在離銀河系中心點 3萬光年的位置。小立說：織女星距離地球約 26光年，目前的飛行科技無法到達。

小文說： 目前宇宙正在收縮中，約 140多億年以前形成。哪些人的說法較正確？(A)小明和小立 (B)小明和小郭 

(C)小郭和小立 (D)小立和小文。 

14. （  ）有關類地行星和類木行星的比較何者錯誤？ (A)類地行星的組成主要為岩石和金屬 (B)類木行星的體積大、密

度大 (C)類木行星的組成主要為氣體和冰 (D)類地行星距離太陽較近。 

15. （  ）若於附圖的 A點處掛一個 80公斤重的物體，則需於 B點處向下施力多少公斤重才可達平衡？(摩擦力忽略不計) 

(A)40 (B)80 (C)20 (D)160。 

 
16. （  ）108年 12月 26日下午在台北可以看到日偏食，有關這一天日食的敍述何者正確？ (A)月球可能運行到丙的位置 

(B)日食的發生機率比月食還大 (C)每個月都會發生一次日食 (D)日食是因為太陽、月球和地球連成一直線。 

 
17. （  ）農曆七月七日是俗稱的七夕，當天晴朗無雲，小靜當天是否有機會看到月亮？ (A)很可惜，七夕這一天是看不到

月亮的 (B)他在傍晚時可見到月亮在天頂附近 (C)他在傍晚時見到東方升起的月亮 (D) 在半夜時看見月亮由

東方地平線升起。 

18. （  ）在發生月全食時，月球看起來不是黑灰色而是紅棕色，這是什麼原因呢？ (A)因為月球表面極稀薄的大氣，在月

全食才能因太陽光反射出來的顏色 (B)月球表面的氧化鐵在月全食時，才能因太陽光反射出來的顏色 (C) 因為

月球表面的主要成分為銅，所以全食時月球呈紅棕色 (D) 太陽光經地球邊緣大氣折射或散射部分光線，照射到

月表後，反射到地球，因此月表呈紅棕色。 

19. （  ）下圖是淡水從上午 8時至凌晨 24時所測得海水漲落情形，小明想要和同學去觀察招潮蟹的生態，他們應該要什麼

時間去最好呢？ (A)10時 (B)12時 (C)14時 (D)16時。 

 
20. （  ）如果甲和乙為 2個完全相同的金屬球，體積很小，其電量分別為＋4Q及－8Q。當兩球相距 R時，彼此間之作用力

為 F。現在先將兩球接觸後，再分開成 2R的距離，則兩球間作用力的大小變為何（只考慮大小）？ (A)F/8 (B)F/16 

(C)F/32 (D)F/64。 

21. （  ）下圖是小昱進行金屬球感應起電的實驗過程，有關感應起電的先後順序最有可能為何者？ (A) d→a→b→c→e (B) 

c→a→b→e→d (C)c→e→b→a→d (D)e→a→c→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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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  ）一般而言，特別凸出的建築物會在其頂樓裝設避雷針，以避免空氣對流作用旺盛時，產生的閃電擊中建築物而造

成意外，有關避雷針的功用與原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避雷針為一支上端呈尖形或近乎圓球形的銅棒 (B)

避雷針下端為粗的銅線(導線)連接地底 (C)若發生雷擊，電流可順著導線導入地底 (D) 以上皆正確。 

23. （  ）科學家密立根的油滴實驗中，油滴帶電量均是基本電荷的整數倍，基本電荷的電量=1.6×10－19庫侖，而在下列測量

結果中，何者最可能是錯誤的？ (A)＋6.4×10－19庫侖 (B)乙：－2.3×10－1庫侖 (C)丙：－7.2×10－19庫侖 (D)

丁：＋4.0×10－1８庫侖。 

24. （  ）關於靜電感應和感應起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帶電體靠近導體而使導體內的電荷分離的現象稱為靜電

感應 (B)靜電感應多用於絕緣體，感應起電多用於導體 (C)感應起電中，帶電體越靠近導體，則感應起電的電

量越大 (D) 一帶電體令他物感應起電後，本身所帶電量並不會減少。 

25. （  ）小婷利用毫安培計測量某電路的電流大小，若⊕極端子有三種規格分別為 500mA、100mA和 50mA，現在⊕端接在

500的插孔並接通電路後，指針偏轉如下圖所示。下列何者正確？ (A)現在電流約 3.5mA (B)⊕端改接 100插孔，

指針將在 bc之間 (C)⊕端改接 50插孔，超出刻度範圍 (D)⊕端改接 100插孔，指針將在 cd之間。 

 
26. （  ）小楊進行了一個電路的實驗，其裝置如下圖所示，甲、乙、丙為完全相同的燈泡，A1、A2、A3為安培計，分別以 A1、

A2、A3表示其電流讀數，若小楊用三用電錶測出甲燈泡的電壓為Ｖ１、乙燈泡的電壓為Ｖ２、丙燈泡的電壓為Ｖ3則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A1＝A2＋A3；V1 > V2 (B) A1＝A2＋A3；V1 = V2 (C) A1＝A2＋A3；V1 < V2 (D) A1=A2=A3；

V1 = V2= V3。 

 
27. （  ）如果要同時測量一個電阻器中的電流及兩端電壓，下列電路接法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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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  ）在下圖中，電路中每個電池皆相同，若燈泡 L1兩端的電壓為 4伏特，且每個電池的電壓為 4伏特，Ｌ３的電壓為多

少？ (A)12 (B)4 (C)6 (D)8。 

 

 

 

 

 

 

 

 

29. （  ）在下圖（一）中，小綾知道 R 甲＝4歐姆，但卻不知道 R 乙的值，而安培計上的讀數為 2.4Ａ，已知兩電路的電池電

壓均為 24伏特，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圖(二)中的總電阻＝2Ω (B)圖(二)中的總電流為 10安培 (C)圖

(二)中的總電阻比圖(一)的總電阻小 (D) R 乙=6Ω。 

  
 

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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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孔插座：6 組 

規格：AC110V－15A 

30. （  ）小李在學校進行電學實驗，實驗後他發現甲、乙及丙三條粗細相同的鎳鉻絲之電阻與其長度成正比。但隔天他要

撰寫報告時，發現遺漏了 X、Y兩個數據，如下表所示，則下列哪一組數據是 X、Y最合理的數值？ (A)X＝12.0 cm，

Y＝1.5A (B)X＝10.0 cm，Y＝3.0 A (C)X＝16.0 cm，Y＝6.0 A (D)X＝2.0cm，Y＝2.0 A。 

 

 

 

 

 

31. （  ）甲說：導線越長電阻越大；乙說：導線越粗電阻越大；丙：絕緣體電阻較大；丁：純金導線之電阻比相同長度及

粗細之銅線的電阻大；戊：一般電器常利用改變電阻的大小來控制所需電流的大小。以上有關電阻的敘述正確的

有幾項？ (A)4項 (B)3項 (C)2項 (D)1項。 

32. （  ）如下圖，小祐取一段鎳鉻絲長 2公尺、截面積 2平方公分、電阻為 R，若他把鎳鉻絲拉長成長 8公尺 ，若鎳鉻絲

的體積的是固定的，則此導線的電阻可能變為多少？ (A)16R (B)4R (C)0.0625R (D)R。 

 
二、題組一： 

     阿義在賣場買了一條延長線如下圖，這條延長線的規格表如右方表格， 

   賣場的老闆告訴他這條延長線的最大負載電流為 15A，千萬不要超過這個電流值否則容易

發生危險。 

     阿義回家把延長線正確的安裝後，他在延長線上插上 22Ω的冰箱、22Ω的洗衣機、55Ω的電視機和 110Ω的檯燈，

四台電器可以同時一起正常使用。 

 

 

                                             

33. （  ）請問四台電器同時使用時，總電流為多少安培？ (A)13 (B) 12 (C)11 (D)10。 

34. （  ）若四台電器已經在運轉中，還可以再插上一台 60Ω的電鍋嗎？ (A)可以，因為還有兩組插孔 (B)可以，因為還

沒有超過電流負荷 (C) 不可以，會超過電流負荷 (D)不可以，因為電鍋不可以和冰箱接在一起。 

題組二： 

  阿正船長他的尋寶船在海中發現了一個大寶箱，它是一個長寬高分別為 200cm、100cm、50cm的長方體，他準備

用機器將寶箱從海面下 200公尺處等速吊上來，裝置如下圖（一），若在寶箱露出水面一半的體積時，船員阿光興奮

的跳上箱子上高呼萬歲！萬歲！此時從機器上顯示施力Ｆ＝500kgw，(不計滑輪重及摩擦力) (阿光的體重為 60kgw，

海水的密度為 1.1g/cm3)。 

     
  圖（一）   圖（二）    圖（三） 

35. （  ）有關上圖（一）的滑輪組，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上面的輪子為動滑輪，下面的輪子為定滑輪 (B) 兩個都是

動滑輪 (C)動滑輪可以省力 (D)動滑輪可以省功。 

36. （  ）你覺得寶箱大約多少公斤重？ (A)1000 (B)1060 (C)1610 (D)1490。 

37. （  ）船員們高興的急著要把寶箱打開，但開到最後剩下一個大螺絲打不開，如上圖（二），船員發現它生鏽造成螺紋

不見整個卡死打不開，聰明的船長打算用輪軸省力的原理拿出一支大板手來打開它，如圖（三），若船員們總共

用了 50kgw的力才打開，請問螺絲的摩擦力最大可能為多少公斤重？(螺絲頭半徑 4cm，螺絲軸半徑 2cm；板手長

60cm) (A) 1500 (B)3000 (C)6000 (D) 100。 

38. （  ）船員們終於把寶箱打開，裡面放滿了黃金，大家高興極了，這時天空也漸漸暗了下來，滿天的星斗真是漂亮，阿

光發現有一顆星星都不動，它就是所謂的北極星，其它的星星都繞著轉動，你覺得這是為什麼呢？ 

 (A)因為船正對著北極星前進 (B)因為地球的赤道對準北極星 (C)因為地球自轉軸對準北極星 (D)因為北極

星是一顆恆星。 

39. （  ）船長說北極星是一顆對地球來說有 300多光年的星球，這光年是什麼意思呢？ 

 (A)光走一年的距離 (B)光走一年的時間 (C)光線消失的時間 (D)是宇宙專用的時間單位。 

40. （  ）船長說我們現在要回去吃大餐了，此時天空突然出現了一顆好大的流星，阿光在心裡面許下一個願望，期待明年

能有更大的收穫。在故事的最後，你覺得下列哪顆星球距離地球最近呢？ 

(A) 月球 (B)火星 (C)水星 (D)流星。 

鎳鉻絲 甲 乙 丙 

長度 4.0 8.0 X 

伏特計讀數 18.0 24.0 7.5 

安培計讀數 Y 2.0 0.5 

此為最後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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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 學年度九年級第一學期第三次段考自然科答案卷(每題 2.5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Ｃ Ｃ Ｄ Ｂ Ｃ Ａ Ｄ Ｂ Ａ Ｄ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Ｃ Ｂ Ｃ Ｂ Ｂ Ｄ Ｂ Ｄ Ｄ Ｃ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Ｂ Ｄ Ｃ Ｂ Ｃ Ａ Ｄ Ｄ Ａ Ｂ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Ａ Ａ Ａ Ｂ Ｃ Ｄ Ａ Ｃ Ａ 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