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台南二中 106 學年度高二適性班考試

自然科試題

一、單選題(第 1~12 題，每題 3 分；第 13~30 題，每題 2 分。共 72 分)
1. 若某中性原子 X 的正離子 X3+中含有 10 個電子、14 個中子，根據物理學家蓋爾曼提出，質
子與中子是各由三個夸克所組成的，則一個某中性原子 X 中共含有幾個夸克？
(A) 120

(B)111

(C)84

(D)81

(E)69

2. 某一核能電廠的滿載發電容量為 6×109 瓦，若其發電機組可以有效地將核反應時所產生能量
的 20%轉換為電能，則該電廠在發電容量滿載時，反應爐中之燃料棒每小時減少的質量約
為多少克？（提示：1 瓦 = 1 焦耳／秒）
(A) 0.02

(B) 0.12

(C) 1.20

(D) 2.40

(E) 3.60

3. 當我們騎腳踏車時，雙腳不停地踩踏踏板，使腳踏車前進。若忽略空氣阻力，有關作用在
車輪的摩擦力之敘述如下：
(甲)當腳踏車保持定速前進時，車輪與地面之間沒有摩擦力作用。
(乙)當腳踏車加速前進時，前輪與地面之間有向後的摩擦力作用。
(丙)當腳踏車加速前進時，後輪與地面之間有向前的摩擦力作用。
則何者正確？
(A)只有(甲)正確

(B)只有(乙)正確 (C)只有(丙)正確 (D)只有(乙)、(丙)正確

(E)(甲)、(乙)、(丙)皆正確
4. 小新利用甲、乙、丙、丁四條材質、粗細、長度皆相同的吉他弦，做波與弦張力關係的實
驗，得出的結果如下表所列。則波速（v）和弦張力（T）的關係，由下表可作怎樣的推論？

(A) v 和 T 成正比

(B)v 和 T 成反比

(D) v 和 T 成反比

(E) v 和 T 無關。

(C)v 和 T 成正比

1

5. 如圖所示，為氫原子部分能階的示意圖，而不同色光的光子能量如左下表所示，則處於某
激發態的氫原子，發射的光譜線中在可見光範圍內的色光，有可能為下列何者？

(A)紅、橙、黃
紅、紫

(B)綠、藍（靛）、紫

(C)紅、藍（靛）、黃

(D)

(E)紅、藍（靛）。

6. 在蘇軾的詞：
「蝶戀花」中寫到「花褪殘紅青杏小，燕子飛時，綠
水人家繞，枝上柳綿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牆裡鞦韆牆外道，牆外行人，牆裡佳人笑，
笑漸不聞聲漸悄，多情卻被無情惱。」下列敘述，正確的有哪幾項？
(甲)綠水人家繞：乃是在描繪水波的繞射現象。
(乙)牆外行人，牆裡佳人笑：乃是在描繪聲音的繞射現象。
(丙)笑漸不聞聲漸悄：乃是在描繪聲音的都卜勒效應。
(A)只有(丙)正確

(B)只有(乙)正確 (C)只有(乙)、(丙)正確

(D)只有(甲)、(乙)正確

(E) (甲)、(乙)、(丙)均正確。
7. 二氧化碳目前被廣泛認為是造成全球暖化的主要原因，碳稅的設置即是意圖通過稅收手段，
抑制向大氣中排放過多的二氧化碳，從而減緩氣候變暖進程。現某一已開發國家訂定每排
放 1000 g 的 CO2 課稅 0.3 元，假設汽油的成分為辛烷，密度為 0.8 g/mL 而且完全燃燒，
則一部小汽車加滿汽油 50 公升的碳稅(元)，
1.80
1.60

最接近下列哪一數值？
(A)19

(B) 25

(C)37

(D) 64

變

1.40
1.20

(E)80。
化 1.00
8. 酒醉駕車是造成臺灣嚴重交通事故的主因 量 0.80
之一。二鉻酸鉀一般用於檢測呼氣中的酒
0.60
0.40
精濃度，酒精與二鉻酸鉀的反應後，顏色
0.20
由橘紅變為綠，經由儀器測得的數據可換算
0
成酒精濃度。在常溫、常壓下，目前公認的血
0
0.40
0.20
0.60
液中與呼氣中的酒精濃度比例為 2100：1。法令規
濃度（毫克/升）
定每升呼氣中的酒精濃度不得超過 0.25 毫克。已知呼氣中的酒精濃
度與儀器所測得的變化量之關係如右圖所示，當某人呼氣造成的儀器
上變化量為 1.20 時，血液中的酒精濃度，若以體積莫耳濃度計，則
最接近下列哪一數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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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0

1.00

(A) 0.018

(B) 0.027

(C) 0.036

(D) 0.054

(E) 0.084。

9. 已知一個亞佛加厥數為 6.0 1023，則下列哪一項所含氧的質量最大？
(A)1.8 10-22 克的水
碳

(B)12 個葡萄糖(C6H12O6) (C)32amu 的氧氣

(D) 10-22 莫耳的二氧化

(E)25 ，1atm 下 2.45 10-10 升的三氧化硫。

10. 將 5.00 克硫酸銅結晶 (CuSO4‧5H2O) 加熱至某溫度時，失去一部分結晶水，變成 3.56
克粉末，此粉末的化學式為下列何者？(CuSO4 式量=160，CuSO4‧5H2O 式量=250)
(A) CuSO4

(B) CuSO4‧H2O (C) CuSO4‧2H2O

(D) CuSO4‧3H2O

(E) CuSO4‧4H2O。

11. 甲醇質子交換膜燃料電池中，將甲醇蒸氣轉化為氫氣的兩種反應原理及熱化學方程式如
下：
CH3OH(g)+H2O(g) → CO2(g)+3H2(g) ∆H= 49 kJ mol-1 .............
CH3OH(g)+

O2(g) → CO2(g)+2H2(g) ∆H= 192.9 kJ mol-1 ....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CH3OH(g) 莫耳燃燒熱為 192.9 kJ
(B)反應的能量變化如右所示
(C) CH3OH(g) 轉變成 H2(g) 的過程，一定要放出能量
(D)根據反應可推知CH3OH(l)+ O2(g) → CO2(g)+2H2(g)，∆H<

192.9 kJ mol-1

(E)已知 H2O(l) →H2O(g)，∆H=43.8 kJ mol-1，則 CH3OH(g)+ O2(g) → CO2(g)+2H2O(l) 反應熱為
764.3 kJ mol-1。
12. 加油站販售的無鉛汽油都標示著汽油的辛烷值，有關辛烷值的敘述，下列何者是正確的？
(A)市售九五無鉛汽油含 95%正辛烷
鉛汽油含 8%正庚烷

(B)市售九八無鉛汽油含 98%異辛烷

(D)配製辛烷值超過 100 的汽油是可能的

(C)市售九二無

(E)辛烷值愈高的汽油抗震

爆能力愈差。
13. 假如某種毒素侵害了某生物細胞的核糖體，據此推測該生物可能會失去下列何者？
細胞分裂的能力

(B)形成 ATP 的能力

(C)製造水解酵素的能力

(A)

(D)形成動情素的能力

(E)將血糖轉變為肝糖的能力。
14.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本單位為胺基酸
分

(A)葡萄糖＋葡萄糖→麥芽糖，此反應為異化代謝

(B)核酸的基

(C)中性脂的組成單位為磷酸基、甘油與脂肪酸，為構成細胞膜的主要成

(D)酵素為一種多醣類，在生物體內可以輔助化學反應的進行 (E)類固醇為不含脂肪酸

的脂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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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植物的根吸收土壤中的無機鹽，主要是透過何種方式？
(A)

(B)

(C)

(D)

(E)使用(B)或(C)的方式皆可。
16. 用顯微鏡觀察洋蔥的表皮細胞構造，試問下列敘述中，何者正確？

(B)表皮細胞的細胞壁薄、細胞核大、液泡小，可以觀察

視野變亮，用細調節輪調整焦距

(C)加碘液可使細胞之細胞壁更易於觀察

到細胞分裂

(A)使用高倍物鏡時，

(D)在低倍物鏡下所看到的視野範

圍比在高倍物鏡下小 (E)在目鏡倍率不變的的情況下，將物鏡由10X換成100X，則視野中
的細胞面積放大為原來的100倍。
17. 若某種植物之臨界夜長為 8 小時黑暗，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該植物臨界日照為16

小時，比臨界夜長的時間長，故為長日照植物 (B)該植物體必須培養於 16 小時光照、8 小
時黑暗的環境，才會開花 (C)若該植物體於光照 14 小時、黑暗 10 小時的環境會開花，則
它為短日照植物
植物

(D)若以短暫的黑暗中斷光照期，不影響該植物體的開花，則它為短日照

(E)若以短暫的光照中斷黑暗期，不影響該植物體的開花，則它為短日照植物。

18. 有關「花粉的觀察暨花粉管萌發」實驗，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在於供給花粉萌發所需的養分

(A)使用蔗糖液的目的，

(B)使用蔗糖液的目的，在於維持花粉的滲透度

90％ 酒精的目的，是使花粉固定在載玻片上

(C)滴加

(D)用凡士林封閉蓋玻片與懸滴玻片間隙處

，其目的在防止蔗糖液的水分蒸發 (E)不同植物的花粉粒表面花紋不同，可做為植物分類
的依據之一。
19. 此為人類一次心搏過程的示意圖，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甲階段時，靜脈與心房間的瓣膜會關閉，防止血液流回靜脈
跳為 60 次

(C)乙階段時，血液會由心房流入心室

(B)由題圖可知一分鐘的心

(D)丙階段時，血液會從上腔靜脈流到

右心房，並從右心房流到右心室 (E)第一心音發生在甲階段、第二心音發生在乙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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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附圖為大雄在休息狀態下，肺內壓力變化圖，當時大氣壓力為 760 mm Hg，下列相關敘述
何者正確？

(A)大雄呼吸頻率為 12 次⁄分

(B) b～d 為吸氣時

(C) a～b 時肺在擴大中

(D) d～e 時肋

骨上舉 (E) c～e時呼吸肌收縮讓肺內壓力變大 。
21. 圖(一)為人類女性月經週期中子宮內膜之變化，圖(二)為卵巢剖面模式圖。下列敘述何者不
正確？

圖(一)

圖(二)

(A)乙、丙期均有動情素分泌
維持至胎兒出生

(B) C～E 通常長度為 14 天

(C)如果該女性懷孕，其丙期可

(D) A～C 的時間約等於甲～丙期 (E)C為次級卵母細胞。

22. 右圖為臺灣地區自製簡易星座盤的組件，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Q
點相當接近北極星的位置
標示一「東」字

(B)Q 點是釘暗扣的小孔

(D)圖中橢圖環代表地平線

(C)Y 的位置應

(E)P 點是天頂的位置。

◎題組：右圖為小明於某日晚上 8 點拍的北極星與北斗七星的照片。參
考右圖，回答 23-24 題：
23. 選出北斗七星移動方向及當天所經時間正確的選項？
選項

移動方向

所經時間

(A)

甲→乙

4 小時

(B)

甲→乙

6 小時

(C)

乙→甲

4 小時

(D)

乙→甲

6 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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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若在當天晚上 6 點看到北斗七星在甲位置，幾個月後可以在 10 點看到北斗七星位置在乙？
(A)0.5

(B)1

(C)2 (D)4。

25. 假設某天晚上九點，張生看見織女星升上東方地平線，半個月後，織女星大約幾點升上同
樣位置？ (A)晚上七點

(B)晚上八點

(C)晚上十點

(D)晚上十一點。

26. 下圖是地球內部震波隨深度的變化曲線及地球內部的分層，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圖中
①代表 S 波

(B)圖中②代表 P 波

(C)圖中 A 層為地函

(D)圖中 D 層為內核

(E)圖中 F

為莫氏不連續面。

27. 右圖為地震波波速隨地球內部深度不同的變化，下列敘述
何者正確？

(A) v 區域在地球內部所佔體積百分比最多

(B) x 為雷氏不連續面，波速改變代表 z 和 w 區域的組成
主要成分不同

(C)地殼可以區分成比重較輕的海洋地殼

與比重較重的大陸地殼
判斷其為氣態

(D) z 區域因 S 波無法傳遞，故

(E) y 為莫氏不連續面，劃分橄欖岩質的

地函及鐵鎳質的地核。
28. 甲乙兩地，氣壓相同，水氣壓也相同，相對溼度分別為 80%與 50%，則兩地溫度比較，下
列何者正確？

(A)甲＞乙

(B)甲＜乙

(C)甲＝乙

(D)不一定。

29. 承上題，則甲乙兩地之露點溫度敘述何者正確？(A)甲＞乙

(B)甲＜乙

(C)甲＝乙

(D)

不一定。
30. 在垂直方向上接近地面與高空的氣壓梯度力比較結果為？
（Ａ）

（Ｂ）

（Ｃ）

（Ｄ）

（Ｅ）

方向 均向上

均向下

接近地面向上；

接近地面向下；

均向上

高空向下

高空向上

接近地面較大

高空較大

大小 接近地面較大

接近地面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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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空較大

二、多選題(第 31~36 題，每題 4 分；第 37~44 題，每題 3 分，錯一選項倒扣題分之 1/5，倒扣
至該題 0 分為止。共 48 分)
31. 牛頓認為光源會發射眾多微小的光微粒，海更斯提出光是一種波動的說法，愛因斯坦認為
光應該兼具微粒和波動的二象性質，則下列哪些實驗裝置可用來驗證光的微粒或波動性？
(A) 高能光源射鋅板

(B) 電子束射入雙狹縫

(D) 雷射光射入雙狹縫

(C) 陰極射線射入電磁場

(E) α 粒子射金箔

32. 下列有關「重力」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在地球上，物體重量來自於地球引力的作用，所以地球引力又稱為重力
(B)不考慮空氣阻力，4 公斤的物體在地表處自由落下時的加速度是 1 公斤物體的 4 倍
(C)所謂「失重狀態」是指「沒有重力作用的狀態」
(D)作等速圓周運動的人造衛星，因為等速率，所以不受地球引力的作用
(E)就地球外部而言，物體的重量會隨離地高度的增加而減小。
33. 如右圖所示，為手機與充電板內部之示意圖，則下列關於手機利用電磁感應式充電板在充
電過程之敘述，何者正確？
(A)充電板之線圈 A 處乃是利用電流磁效應而產生變化的磁場
(B)通過手機上之線圈 B 處之磁場不會隨時間改變
(C)手機上之線圈 B 處會產生交流電
(D)線圈 A 與 B 之距離愈遠，則充電效率愈高
(E)利用充電板充電可以完全避免電流熱效應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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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為測定某鋅銅合金的組成，小英利用該合金粉末與稀硫酸反應，進行三次實驗，實驗數據
記錄如下，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原子量：S=32，Cu=63.5，Zn=65)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所取合金質量(克)

10

10

20

所用稀硫酸質量(克)

50

80

50

生成氫氣的質量(克)

0.2

0.2

0.2

(A)鋅銅合金中，鋅與銅皆會與稀硫酸反應產生氫氣
(C)第三次實驗合金為限量試劑
鋅與稀硫酸恰好完全反應

(B)第二次實驗稀硫酸為限量試劑

(D)當所取合金與所用稀硫酸質量比為1：5 時，合金中的

(E)第一次實驗所取的鋅銅合金中，鋅的質量為 6.5 克。

35. 甲、乙、丙、丁、戊分別屬於週期表前 20 個元素，其原子序依序遞增，其中僅一種屬於
金屬元素，甲為所有元素中原子半徑最小，乙與丙的電子排列僅有兩層，乙原子外層電子
數是內層電子數的 2 倍，丙原子的兩層電子數和為兩層電子數差的 2 倍，丁原子一層電子
數為另兩層電子數和，戊原子的核外各有兩層的電子數相同，依據上述內容，則下列敘述
哪些正確？
(A)丁為金屬

(B)甲為鈍氣

(C)乙與丙兩元素結合產生的化合物會造成溫室效應

(D)丙與丁兩元素屬於同族元素

(E)丁與戊兩元素屬於同週期元素。

36. 下圖為製備氣體所需使用的氣體產生裝置及集氣法，哪些組合正確？

(A)以氯酸鉀及二氧化錳製備氧，採用甲及丁的組合
(B)以氯化銨及氫氧化鈣製備氨，採用乙及戊的組合
(C)以鋅粒及稀硫酸製備氫，採用丙及丁的組合
(D)以氯化鈉及濃硫酸製備氯氣，採用丙及辛的組合
(E)以碳酸鈣及鹽酸製二氧化碳，採用丙及庚的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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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下列有關 ATP 的敘述，哪些正確？
(A)含有 3 個磷酸基

(B)是一種核酸

(C)粒線體是其主要的製造場所

(D)可直接供應細胞活動所需的能量 (E)含有3個高能磷酸鍵。
38. 附圖中為一豌豆莢果實，問下列敘述哪些正確？
(Ａ)至少有12個精細胞參與種子的形成
(Ｂ) 單一種子的子葉和胚的染色體套數、基因型皆相同
(Ｃ)至少有12個花粉粒參與種子的形成
(Ｄ) 至少有6個卵細胞參與種子的形成
(E)此豌豆莢為配子體。
◎根據附圖的根系、根縱切面、根或莖橫切面回答39-40題：

39. 根據附圖「A」植物判斷，下列敘述哪些正確？
(A)從植物 A 推論應為單子葉植物
(B)圖 A 中編號 X 和根縱切面編號 Y 是完全相同的構造
(C)編號 X 構造上可以找到 Y
(D)植物 A 的根橫切面型態會如同編號
(E)植物 A 的莖橫切面型態會如同編號。
40. 若拿到編號與編號的玻片，可以合理推測出下列哪些事實？
(A)兩個玻片都是來自單子葉植物
(B)編號是單子葉植物，編號是雙子葉植物
(C)編號是根，編號是莖
(D)編號與編號的玻片中可觀察到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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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編號與編號皆有中柱。
41. 關於星等的描述，下列哪些錯誤？
(A)星等值只有整數

(B)星等值皆為正數

(D)0 等星是亮度的極限

(C)數字愈小表示亮度愈高

(E)星等值每差一等，亮度相差 20 倍。

42. 關於周年運動，正確的說明有哪些？
(A)因為月球公轉

(B)因為地球公轉

(C)不同日期的同一時刻，星座會漸漸向西偏移

(D)星星每天約落後四分鐘升起
(E)每個月的同一時刻，星星向西偏移 30 度，一年後又會回到同一地方。
43. 有關赤道聖嬰現象發生時海洋和大氣的變化，以下哪些選項正確？
(A)東太平洋表面的冷水區域變大

(B)東赤道太平洋的盛行東風減弱

(C)太平洋赤道區的斜溫層界面傾斜角度變小

(D)東太平洋湧升現象減弱或消失

(E)太平洋西邊的暖水混合層增厚，東邊的則變薄。
44. 16 萬年來，大氣中二氧化碳濃度與冰川體積的變化情形如下圖所示，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全球冰川體積和大氣的二氧化碳濃度變化成正比
(B)科學家主要是從海洋沉積物岩芯與南極冰芯對比，重建古氣候的變化情形
(C)目前科學家已經確定二氧化碳濃度增減是造成冰川體積消長的原因
(D)上次間冰期大約發生在 12 萬 5000 年前
(E) 2 萬年前的海平面應比現在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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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南二中 106 學年度高二適性班考試

自然科答案

1

2

3

4

5

6

7

8

9

10

D

C

D

C

E

B

C

B

E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E

D

C

E

D

E

C

A

D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A

C

B

E

A

B

C

A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AD

AE

AC

DE

BCD

BCE

ACD

ABD

CDE

AC

41

42

43

44

ABDE

BCE

BCD

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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