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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次 單元名稱
預計複習時間 實際完成複習時間

頁碼
日期 日期

範　例 地球的歷史 ∼ ∼ 2

第 1週 地球的歷史 ∼ ∼ 2

第 2週 地球與太空 ∼ ∼ 13

第 3週 1∼2週複習 ∼ ∼ 26

第 4週 固體地球的結構與組成 ∼ ∼ 37

第 5週 大氣 ∼ ∼ 46

第 6週 海洋 ∼ ∼ 55

第 7週 4∼ 6週複習 ∼ ∼ 62

第 8週 天然災害 ∼ ∼ 70

第 9週 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 ∼ ∼ 80

第 10週 永續發展與資源利用 ∼ ∼ 89

第 11週 8∼10週複習 ∼ ∼ 97

第 12週 全真模擬試題　第一回 ∼ ∼ 105

第 13週 全真模擬試題　第二回 ∼ ∼ 112

第 14週 全真模擬試題　第三回 ∼ ∼ 119

第 15週 110學測試題 ∼ ∼ 126

第 16週 111學測試題 ∼ ∼ 132

8 1 8 28 8 8 8

目次及複習計畫表
1.依照建議週次，擬定複習計畫，確實完成後就給自己一個
2.一枝草一點露，想考高分就不要偷懶喔!!



4

37

全 勝 速 讀 祕 笈

一  地球內部分層

二  大陸漂移證據、從大陸漂移發展成板塊運動學說的證據

1. 大陸漂移證據：(1)大陸邊緣吻合、(2)構造山脈、(3)氣候（冰川遺跡、煤）、(4)無法飄洋渡海的化石

（中龍、水龍、犬頭龍、舌羊齒）。

2. 從大陸漂移發展成板塊運動學說的證據：(1)古地磁分布、(2)海洋擴張、(3)海底構造地形、(4)班尼奧

夫帶

三  板塊邊界特性

板塊邊界 張裂型 錯動型 海－陸聚合型 海－海聚合型 陸－陸聚合型

岩漿 僅有玄武岩質 沒有岩漿
安山岩質為主，但所有岩質都

有可能出現
沒有岩漿

斷層 正斷層 轉形斷層 逆斷層

地震震源 僅有淺源 僅有淺源 淺源到深源

地形特徵 中洋脊、裂谷 沒有火山 火山島弧、海溝 沒有火山

代表性地點 東非裂谷 聖安得列斯斷層
日本、

安地斯山脈
馬里亞納海溝 喜馬拉雅山

4 固體地球的結構與組成第 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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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部分、選擇題 （占 84分）

說明：第 1題至第 21題，含單選題及多選題，每題 4分。

  1. 附圖為 921地震後，光復國中操場因車籠埔斷層錯
動而造成的變形示意圖，虛線為操場以及斷層線原

本的狀態，有塗色部分為 921發生後操場的變形狀
態。請依照附圖，推測車籠埔斷層應為哪種類型的

斷層？並判斷哪側為上盤？

(A)帶左移分量的逆斷層，東側為上盤

(B)帶左移分量的逆斷層，西側為上盤

(C)帶左移分量的正斷層，東側為上盤

(D)帶右移分量的逆斷層，東側為上盤

(E)帶右移分量的正斷層，西側為上盤

  2. 下圖中，X、Y、Z地點分別為一般的海洋地殼區域、中洋脊以及熱點火山，圖中斜線區域代
表岩漿。甲、乙、丙圖中，橫軸為溫度，縱軸為深度，粗線為固相線，以固相線作為分界，當

溫度在固相線以下時，物質完全凝固，在固相線以上，物質則開始熔化；細線為地溫梯度，意

即溫度隨深度的變化。請由圖中判斷甲、乙、丙圖應分別對應到 X、Y、Z哪些地點？

(A)X地—甲圖；Y地—乙圖；Z地—丙圖

(B)Y地—甲圖；Z地—乙圖；X地—丙圖

(C)Z地—甲圖；Y地—乙圖；X地—丙圖

(D)Y地—甲圖；X地—乙圖；Z地—丙圖

(E)Z地—甲圖；X地—乙圖；Y地—丙圖

素

素

全 勝 高 效 練 題
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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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下列各選項為地球內部不同物理特性隨深度的變化，請判斷可從哪個選項推論外地核為液體？
(A)密度　(B)溫度　(C)壓力　(D)甲波　(E)乙波

  4. 阿留申海溝是位於太平洋北側的一條海溝，呈近似東西走向的向南凸出的弧形，為太平洋板塊
和北美洲板塊的分界。下圖中，虛線為阿留申海溝，三角形為火山，請由圖判斷太平洋板塊和

北美洲板塊的邊界類型：

(A)張裂型板塊邊界

(B)錯動型板塊邊界，北美洲板塊相對向左移動

(C)錯動型板塊邊界，北美洲板塊相對向右移動

(D)聚合型板塊邊界，北美洲板塊隱沒至太平洋板塊之下

(E)聚合型板塊邊界，太平洋板塊隱沒至北美洲板塊之下

  5. 附圖為一板塊邊界附近的地形剖面
圖，縱軸為深度（高度），0代表海
平面，橫軸為距離。請根據地形資料

推斷該地應為哪一種類型的板塊邊

界？

(A)位於陸地上的張裂型板塊邊界

(B)位於海洋上的張裂型板塊邊界

(C)海洋地殼與海洋地殼交接的聚合型板塊邊界

(D)大陸地殼與大陸地殼交接的聚合型板塊邊界

(E)大陸地殼與海洋地殼交接的聚合型板塊邊界

素

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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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附圖為太平洋板塊、皇安德福卡板塊與北美板
塊的板塊交界帶，太平洋板塊上的數字代表海

洋地殼的年紀，單位為百萬年。X點位於皇安
德福卡板塊的海床上，假設太平洋板塊與皇安

德福卡板塊的擴張速率相同，請問 X點的海
洋地殼年紀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1000萬　(B)800萬　(C)600萬　(D)400萬　

(E)200萬

  7. 附圖一 A、B為澳洲地區的兩個
地點，圖二為 A、B地區 S波波
速隨深度的變化。請依圖判斷 A
點應該對應至圖二的哪一條曲

線、並判斷Ａ地區的板塊底部深

度應該為何：

選項 S波曲線 A點板塊 
底部深度

(A) 虛線 60 km

(B) 實線 120 km

(C) 實線 30 km

(D) 虛線 10 km

(E) 實線 220 km

  8. 如果從地面向下挖一條直的隧道，會通到地球另一端的哪個國家？現在，有個互動式地圖
（Antipodes Map）可以告訴你：利用這個軟體查詢，可以知道如果你在臺北鑽進地道裡一直向
前走，而沒有被炙熱的地球核心熔化掉，最後會從巴拉圭跑出來。雖然現在人類無法穿越地球

到達另一端，但部分地震波卻可以。試問當臺北發生地震時，為何遠在地球另一端的巴拉圭，

僅收到 P波，而沒有收到 S波？
(A)S波傳遞速度比 P波慢

(B)S波傳遞速度比 P波快

(C)S波無法在地函傳遞

(D)S波無法在外地核傳遞

(E)S波無法在內地核傳遞

  9. 某地區發生因板塊運動所造成的地震，已知該地震震源深
度 450公里，且震央為 A地點。請參考附表，並判斷 A
地點最有可能出現在以下哪個地區？

(A)張裂型板塊邊界，靠近中洋脊的位置

(B)張裂型板塊邊界，遠離中洋脊的位置

(C)聚合型板塊邊界，隱沒的板塊上，遠離海溝的位置

(D)聚合型板塊邊界，被隱沒的板塊上，靠近海溝的位置

(E)聚合型板塊邊界，被隱沒的板塊上，遠離海溝的位置

地震種類 地震深度

淺源 0∼ 70 km

中源 70∼ 300 km

深源 300∼ 700 k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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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11為題組

　　美蘭河階是馬武窟溪的上游支流北溪所形成的大型

河階。附圖為北溪流域的等高線圖，藍色的部分為北

溪，不同深淺的灰階色塊則表示該區域的部分河階。請

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10. 圖中，相同顏色的灰階色塊代表這些區域可能有哪個共同點？
(A)坡度相同　(B)坡向相同　(C)岩性相同　(D)形成年代相同　(E)岩石抗風化能力相同

  11. T1至 T4為不同河階上所採集的樣本，假設該區域長時間穩定抬升，且河川狀態並未出現重大
變化，推測這些樣本定年後的年代，由老至年輕順序應為？

(A) T4＞ T3＞ T2＞ T1　(B) T4＞ T2＞ T3＞ T1　(C) T1＞ T3＞ T2＞ T4　

(D) T3＞ T4＞ T1＞ T2　(E) T1＞ T2＞ T3＞ T4

  12. 附圖為不同海洋地區內部磁力異常的狀況，年代 0為中洋脊的位置，請據圖判斷甲、乙、丙三
地的擴張速率，由快至慢排序應為？

(A)甲乙丙　(B)丙乙甲　(C)乙甲丙　(D)乙丙甲　(E)丙甲乙

  13. 附圖為轉形斷層與平移斷層的示意圖（未按順序
排列），圖中 AB與 B'C為構造山脈，ab與 b'c
為中洋脊，請判斷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 ab與 b'c的距離會因為斷層而愈來愈遠

(B) XX'為轉形斷層

(C) YY'斷層為左移斷層

(D) XX'斷層為左移斷層

(E) bb'斷層為左移斷層

素

素



42

  14. 下列關於岩石圈與軟流圈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項）
(A)岩石圈位於莫氏不連續面之上

(B)岩石圈就是板塊

(C)軟流圈位置介於上部地函與下部地函之間

(D)軟流圈為流動性低的液體

(E)軟流圈大部分為固態

  15. 附圖為海洋地區以及大陸地區 S波波速隨深度變化之示意圖。根據
附圖，下列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項）
(A) 大陸地區莫氏不連續面在甲

(B) 海洋地區莫氏不連續面在乙

(C) 海洋地區的軟流圈在丙戊之間

(D) 大陸地區軟流圈在乙丁之間

(E)大陸地區岩石圈在丁以上範圍

  16. 下列文字為 2018/06/18 18:57:32當
天新聞對於夏威夷火山爆發的報

導：「美國夏威夷大島的基拉韋厄

火山，已經持續噴發了 40多天，
岩漿面積範圍超過 125平方公里，
當局更觀測到在火山噴發後，造成

的第 8條裂縫附近，已形成火山
錐，錐口也快速流出壯觀的熔

岩。」大島火山噴發後，下列為相

關新聞中的留言，請問下列哪些發

表的敘述正確？（應選 2項）
(A) 可把民眾撤離到大島以外的島

嶼，因為其他島嶼上不會有火

山噴發

(B) 根據報導中提及的岩漿範圍，夏威夷火山熔岩流應包含整個大島

(C) 由於夏威夷火山為流動性比較低的花岡岩質岩漿，因此夏威夷火山噴發應為猛烈式的噴發

(D) 若板塊運動方向不變，未來在圖中「火山活動區」的西南方，會再生成新的火山島

(E) 整個夏威夷島鏈是由熱點陸續移動形成的

  17. 阿爾弗雷德‧韋格納是大陸漂移說創立者，該學說認為遠古時代的地球只有一塊「泛古陸」
或稱盤古大陸的龐大陸地，被稱為「泛大洋」的水域包圍，該大陸後來開始破裂，形成現在的七

大洲和五大洋的基本地貌。關於大陸漂移說，下列哪些是當年支持韋格納的證據？（應選 2項）
(A) 海洋地殼中，磁力異常狀況以中洋脊為中心呈對稱分布

(B) 在美洲、非洲、南極洲、印度等相距甚遠的大陸，發現舌羊齒植物，該物種因種子很大無

法藉風力飄洋過海

(C) 印度南部有冰川作用的痕跡

(D) 發現在海溝附近有由淺到深的地震帶

(E) 由地震波速隨深度變化的狀況發現軟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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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下列關於板塊邊界與地震震源、岩漿等配對，哪些正確？（應選 2項） 

選項 (A) (B) (C) (D) (E)

板塊邊界 張裂型 錯動型 聚合型 聚合型 張裂型

岩漿 僅有玄武岩質 僅有玄武岩質 僅有花岡岩質 安山岩質為主 僅有玄武岩質

地震震源 僅有淺源 僅有淺源 僅有淺源 由淺至深 由淺至深

  19. 關於臺灣形成的相關敘述，下列哪些正確？（應選 2項）
(A) 本島八成以上區域由歐亞板塊隱沒至菲律賓板塊之下噴發形成

(B) 本島八成以上區域由菲律賓板塊隱沒至歐亞板塊下後噴發形成

(C) 本島八成以上區域由菲律賓板塊擠壓推擠歐亞板塊之上的沉積物所形成

(D) 因為位於聚合型板塊交界帶，目前本島上所有活動斷層皆為逆斷層

(E) 因為位於聚合型板塊交界帶，因此地震相當頻繁

  20. 附圖為海底擴張的示意圖，AD及 CF為中洋
脊。請問哪些線段區域最容易頻繁發生地

震？（應選 3項）
(A) AD　

(B) BC

(C) CD

(D) DE

(E) CF

  21. 山腳斷層為大臺北地區的活動正斷層，位於臺北盆地與林口臺地交接處（如下列左圖虛線所
示），為臺北盆地形成的主要因素。若山腳斷層一旦發生大型位移，臺北盆地有機會下沉 2∼
3公尺。下列右圖為關渡地區山腳斷層（虛線）經過的位置，已知上方為北方，比例尺如該圖
左上角所示。根據劃定原則，距活動斷層上盤 200公尺以及下盤 100公尺為活動斷層地質敏感
區，依照此原則，下列右圖中有哪些地點應座落於活動斷層敏感區中？（應選 2項）

(A) OK便利商店

(B) 寶萊納餐廳

(C) 忠義站

(D) 好市多

(E) 麥當勞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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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混合題 （占 16分）

說明：本部分共有 1題組，每一子題配分標於題末。非選擇題請由左而右橫式書寫，作答時必須寫出計

算過程或理由，否則將酌予扣分。

 ●22～ 25為題組

　　附圖為 1971∼ 1983年期間，記錄蘇門答臘島（西）以及爪哇島（東）的地震震源分布（上
方為北），請根據附圖回答下列各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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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根據地震震源分布，蘇門答臘島以及爪哇島應在哪種類型的板塊交接帶？（4分）
(A) 海洋地殼上的張裂型板塊邊界

(B) 大陸地殼上的張裂型板塊邊界

(C) 錯動型板塊邊界

(D) 大陸地殼與大陸地殼的聚合型板塊邊界

(E) 大陸地殼與海洋地殼的聚合型板塊邊界

  23. 已知圖二中，V為火山島弧前緣、倒三角形為海溝位置，橫軸則為圖一各虛線長度。請依照圖
二資訊，判斷圖一中板塊邊界的正確位置應為下列何者？（4分）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24. 已知上述板塊邊界為巽他板塊（北）及印澳板塊（南）的邊界，關於這兩個板塊之間的關係，
何者正確？（4分）
(A)印澳板塊隱沒至巽他板塊之下，且蘇門答臘島以及爪哇島在巽他板塊上

(B)印澳板塊隱沒至巽他板塊之下，且蘇門答臘島以及爪哇島在印澳板塊上

(C)巽他板塊隱沒至印澳板塊之下，且蘇門答臘島以及爪哇島在巽他板塊上

(D)印澳板塊與巽他板塊相互遠離，且於板塊邊界形成蘇門答臘島及爪哇島

(E)印澳板塊相對於巽他板塊向右移動，且板塊邊界介於蘇門答臘島與爪哇島之間

25. 附圖為MM'剖面的震源分布，縱軸為深度，單位為公里，0代表海平面，橫軸與縱軸的坐標比例為
1:1。假設海洋地殼地區岩石圈厚度約 60公里，大陸地殼岩石圈厚度 120公里。請依照震源分布推
測印澳板塊位置及運動方向，並在附圖中畫出來。（4分）

探

探

探

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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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p38 ～ p45第 週

答案
 1.A  2.B  3.E  4.E  5.C
 6.B  7.B  8.D  9.E  10.D
 11.B  12.D  13.E  14.BE  15.CE
 16.AE  17.BC  18.AD  19.CE  20. ACE
21.AE  22.E  23.B 24.A  25. 見解析

解析（知  表知識點，解  表解析）
1. 　A　
知  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解  可由斷層北側判斷為是左移斷
層（如圖），從現今操場有部

分區域消失判斷斷層為逆斷

層。另外，地震發生時，會移動的通常是上

盤，或由先備知識知道車籠埔斷層的上盤位

於東側。

2. 　B　
知  地球內部分層
解

 

圈起來的部分為溫度超過熔點的深度，此時

岩石會熔化為岩漿，岩漿出現的區域甲圖最

淺、乙圖較深，丙圖則沒有出現溫度超過熔

點的狀況。由此對應到題幹附圖岩漿庫的位

置，可知甲、乙、丙圖分別對應到 Y、Z、
X地區。

3. 　E　
知  地球內部構造
解  甲波為 P波、乙波為 S波，由於 S波無法在
液體中傳遞，因此可以推估 S波消失的深度
為液態。

4. 　E　
知  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解  (A)張裂型板塊邊界的火山（中洋脊）會出
現在板塊邊界線上，且火山大多不出露海平

面。

(B)(C)錯動型板塊邊界沒有火山。
(D)(E)聚合型板塊邊界的火山應該會出現在
被隱沒的板塊上，如下圖。

5. 　C　
知  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解  由地形中可判斷最深的地方為海溝，而海溝
僅出現在有板塊隱沒的區域。由於大陸地殼

密度太小不容易隱沒，板塊隱沒帶僅出現在

聚合型板塊邊界，且有海洋地殼出現的狀

況。而根據海平面的高度，可判斷兩側皆為

海洋地殼，故答案為 (C)。

6. 　B　
知  海底擴張學說
解  中洋脊兩側擴張速率相同，根據題幹附圖，
皇安德福卡板塊上中洋脊到 X的距離，約
等於太平洋板塊中洋脊到數字 8的距離，由
此可推測 X年代應為 800萬年。

7. 　B　
知  地球內部分層
解  A地點為大陸地殼，大陸地殼的平均厚度為

35公里，海洋地殼厚度為 7公里，由兩條
線的莫氏不連續面可以知道，實線的莫氏不

連續面比較深，因此可以判斷實線的地殼比

較厚。根據下圖，實線的軟流圈介在丁與戊

之間，丁之上都為岩石圈（板塊），由此判

斷板塊底部深度為丁，約 120公里。

8. 　D　
知  地震波、地球內部構造
解  由於外地核為液態，且 S波無法在液態中傳
遞，故答案為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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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　
知  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解  450公里的地震為深源地震，在三種板塊邊
界中，只有具有隱沒帶的聚合型板塊邊界會

有深源地震。板塊隱沒的位置即是地震會發

生的地方，且離海溝愈近的地方震源愈淺，

愈遠的地方震源愈深，可參考第 4題解析附
圖。

10. 　D　
知  地質作用
解  河階形成的原因包含：侵蝕基準下移（陸地
隆起或海平面下降），河床坡度增大，或流

量增加、沉積物減少等，造成下蝕力增強。

每層河階代表不同的下切事件，當被判定為

同一河階，表示其形成的年代相同。

11. 　B　
知  地質作用
解  題目假設該區域持續抬升，表示河流不斷下
切，越接近河流的階地越晚形成，反之亦

然。由於曲流一側侵蝕，一側堆積，河階會

出現在堆積地一側，由圖推測，最接近河流

的階地為 T1，標示顏色越深的河階離河流
越遠，年代也越老，故由老到年輕順序為

T4＞ T2＞ T3＞ T1。

12. 　D　
知  海底擴張學說
解  在年代大約 7200萬年的海洋地殼，甲距離
中洋脊約 1350公里，乙距離約 2900公里，
丙距離約 1610公里。在相同時間內，乙擴
張的距離最大、速率最快，甲擴張距離最小

速率最慢，因此答案為乙丙甲。

13. 　E　
知  板塊構造學說
解  岩石移動方向如下圖。YY'為右移的平移斷
層，bb'為左移的轉形斷層，Xb與 b'X'兩側
的板塊移動方向相同，因此不是斷層，僅為

破裂帶。ab與 b'c為中洋脊，會不斷長出新
的海洋地殼，中洋脊在形成之初便已經不在

同一直線上，並不是因為轉形斷層而錯動分

開，因此兩中洋脊之間的距離不會因為 bb'
而產生巨大變化。

14. 　BE　
知  地球內部分層
解  (A)岩石圈包含地殼跟一小部分上部地函。

(C)軟流圈都在上部地函中。
(D)(E)由於 S波可以通過軟流圈，因此可推
斷軟流圈以固體為主。

15. 　CE　
知  地球內部分層
解  (A)大陸地區莫氏不連續面在乙。

(B)海洋地區莫氏不連續面在甲。
(D)大陸地區軟流圈在丁戊之間。
可參考第 7題解析附圖。

16. 　AE　
知  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解  (A)熱點位於大島下方，因此僅有大島會噴
發

(B)根據報導中提及的岩漿範圍，岩漿範圍
的長寬應小於 15公里，不會遍及整座大島
(C)熱點火山多為流動性高的玄武岩質岩
漿，屬寧靜式噴發

(D)若板塊運動方向不變，未來在圖中「火
山活動區」的東南方，會再生成新的火山島

17. 　BC　
知  大陸漂移學說
解  (A)為海底擴張學說。

(D)為班尼奧夫帶。
(A)(D)(E)皆是韋格納逝世之後才提出的證
據，為奠定板塊運動學說的基礎。

18. 　AD　
知  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解  (B)沒有岩漿。

(C)以安山岩為主，以及由淺至深的地震
帶。

(E)僅有淺源地震。

19. 　CE　
知  位在板塊邊界上的臺灣
解  (A)(B)(C)根據下圖，臺灣位於菲律賓板塊
以及歐亞板塊的交界帶，歐亞板塊向東移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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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板塊之下，以花東縱谷為界，擠壓出

本島大部分的區域。且若 (A)(B)敘述為
真，臺灣島上大部分地區都會是火山岩。

(D)位於臺北的山腳斷層為第二類活動正斷
層。

20. 　ACE　
知  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解  板塊邊界為容易發生地震的地方，AD及 CF
為張裂型板塊邊界（中洋脊），CD為錯動
型板塊邊界（轉形斷層），BC及 DE僅為
破裂帶，雖然岩石破裂但不錯動，因此地震

較不頻繁。

21. 　AE　
知  位在板塊邊界上的臺灣
解  由文字敘述可知，臺北盆地為山腳斷層的上
盤；而活動斷層地質敏感區範圍如下圖，可

知在範圍當中的是 OK便利商店以及麥當
勞。

22. 　E　
知  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解  根據圖二，該地區為由淺到深的震源分布。
在所有板塊邊界類型中，僅有出現海洋地殼

的聚合型板塊邊界會出現隱沒帶，並有由淺

到深的地震帶分布，因此可推測蘇門答臘島

及爪哇島在海洋地殼與海洋地殼的聚合型板

塊交界帶，或海洋地殼與大陸地殼的聚合型

板塊交界帶。故選 (E)。

23. 　B　
知  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解  板塊邊界應在海溝的位置，將圖二中所有海
溝位置在圖一中標出，連出來的線段將最接

近線段乙。

24. 　A　
知  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解  由第 22題可知，印澳板塊以及巽他板塊為
聚合型板塊邊界，因此兩板塊會互相靠近，

且島弧火山會出現在被隱沒的板塊上，因此

可推斷正確選項為 (A)。

25.

 

知  板塊邊界的地質作用

解  評分原則
4分：只要將印澳板塊沿著地震帶往下畫，
並清楚標示兩個板塊的名字，全對。

2分：僅沿著地震帶畫出板塊，但沒有標出
板塊名字或名字標錯。

0分：答非所問或未作答不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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