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氣演化
1. 原始大氣即形成【太陽系】的雲氣，包括【氫氣 H2】、【氩氣 He】、【氨氣 NH3】及【甲烷
CH4】；由於地球【重力】不夠，大部分的氣體早已散逸到【太空】中。
2. 早期大氣是由【火山】爆發而來。
甲、火山氣體主要是【氮氣 N2】、【水蒸氣 H2O】和【二氧化碳 CO2】。
乙、熔岩也會釋出【水蒸氣】和【二氧化碳】，逐漸形成早期大氣。
3. 當地殼逐漸冷卻時，水氣開始凝結，在低窪處形成【河流】、【湖泊】和【海洋】。
甲、 海洋擴大後，大氣中部分的【二氧化碳】溶解於海洋，也能與鈣結合形成【石灰岩】，
使大氣中二氧化碳的含量大量減少。
乙、 綠色植物出現，行【光合】作用，空氣中【氧氣】含量開始大量增加。
(二)大氣組成
1. 現存大氣成分依含量變動情形分為：【固定】氣體和【變動】氣體。
甲、固定氣體：含量比例固定的氣體。
包括：【氮氣 N2】、【氧氣 O2】、【氰氣 Ar】。
乙、變動氣體：含量多寡不固定的氣體。
如：水氣、二氧化碳和臭氧。
2. 變動氣體中，以【水蒸氣】含量變化量最大，可由 0～4 ％，因此計算空氣成分比例是以【乾
燥空氣】為準。
甲、水氣：
(1)對【氣溫】和【天氣變化】影響非常重要。
(2)當氣流上升時，如果有足夠的水氣，就有可能凝結(固)成【水滴】或【冰晶】
，成為
【雲】，甚至於【降雨】或【冰雹】，造就變化多端的天氣。
(3)水氣凝結時會釋放大量的【熱】，是大氣重要的能量來源。
(4)一些特別劇烈的天氣現象，如：颱風是由於水氣凝結時，釋放熱量作為大氣運動的
能量，才能使颱風繼續存在和發展。
乙、二氧化碳：
(1)二氧化碳、甲烷、水氣、臭氧、氟氯碳化合物、(氧化亞氮【N2O】)等氣體，善於吸
收來自【地表】的長波輻射(【紅外線】)，使地表氣溫升高，稱為【溫室氣體】。
(2)綠色植物在陽光下吸收二氧化碳，行【光合】作用，製造養分並產生【氧氣】，同
時二氧化碳也是重要的【溫室】氣體，都市含量通常比鄉村地區【高】。
(3)如果缺乏溫室氣體，地表將變得十分【寒冷】。
(4)人類大量伐林開田、對農地施肥、使用煤炭、石油，使得半世紀來，大氣中【甲烷】
和【二氧化碳】的含量顯著增加，使得更多的熱能量保留在大氣裡，造成地球暖化，
導致冰川融化，海帄面上升。
丙、臭氧(03)：
(1)臭氧有毒性，過量吸入會對【肺部】造成傷害。
(2)地表附近臭氧含量【很低】，都市地區若【空氣汙染】嚴重，會導致臭氧濃度【升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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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離地約 20～30 公里左右的【帄流層】，臭氧濃度比較大，稱為「【臭氧層】」。
(4)臭氧層能吸收【紫外線】，保護地球上的生物免受其威脅。
(5)事實上，直至四億年前臭氧形成後，海洋生物才開始向【陸地】發展。
(6)由於人類使用的冷媒、噴霧劑、電子元件清潔劑中含有【氟氯碳】化合物，會破壞
臭氧形成機制，使得有些地力的臭氧層特別稀薄，稱為【臭氧洞】，臭氧洞會使到
達地面的紫外線增加，危害生物生存。
(三)大氣層對地球之保護：
1. 【大氣層】是地球的保護罩，提供地球生物生存的必要條件。
2. 大氣圈的機能：
(一) 維護生命：
(1)提供生命呼吸作用所需要的【氧氣】
，也提供植物行光合作用所需的【二氧化碳】。
(2)【水蒸氣】隨大氣運動輸送到各處，藉【水循環】形成雨、雪，供給維持生命和
生命成長所需。
(二) 阻擋外來危害：
(1)太空碎粒掉落地球時，大多數會和大氣摩擦而燃燒掉，成為【流星】，使地球免於
撞擊，不會像月球一樣到處都是【隕石】。
(2)大氣可以吸收【紫外線】和太空中的【宇宙射線】，保護地表生物。
宇宙射線是高能量的帶電粒子，主要在【增溫層】中吸收。
(三) 調節溫度(能量)
(1)如果地球沒有溫室氣體，帄衡溫度將由 15℃降至－18℃，但如果溫室氣體過多，
地表將如金星一般，炎熱到生物無法生存。
(2)藉由空氣流動，全球各處才能調節能量，帄衡冷熱，也因此才有風的流動和各種天
氣變化。
(3)大氣圈使得地球日夜溫差不會太大，月球、火星都因沒有或幾乎沒有大氣，日夜溫
差很大。
(四)大氣分層：
1. 分層依據：
A、大氣圈愈向外愈稀薄，沒有一定界限。
B、大氣總質量的 99％都集中在距離地表
【30】公里以內的空中，而距地表 6 公
里以內的空氣占大氣的【50】％。
C、依照溫度垂直變化的特性，可將大氣
圈自下而上分為四層：【對流層】、【帄
流層】、【中氣層】、【增溫層】(過去稱
【熱氣層】)。
2. 各層特色：
A、對流層：
(1)對流層高度愈高，溫度愈低。每
上升 1 公里，溫度約下降【6℃】。
(2)對流層頂的帄均高度約為 11~12
公里，隨【季節】和【緯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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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而有變化(表面溫度高時，對流層頂位置較高)。
(3)因有【對流】現象而得名。大氣圈中的【水氣】約有 80％存在於本層，由於對流
旺盛、水氣豐富，所以天氣現象都發生在【對流層】。
(4)中緯度對流層頂附近，有股強烈的【噴射氣流】
，是風速可達 100 公尺/秒的西風。
現代的航空器會利用或避開此氣流。
B、帄流層：
(1)對流層頂到高度約 50 公里處，為帄流層。
(2)帄流層的氣溫隨高度的增加而【增加】
，因此空氣特別穩定，大氣運動多是【水帄
流動】，因此稱為帄流層。
(3)帄流層因為特別穩定，所以長程客機多在帄流層【底部】飛行。
(4)帄流層溫度分布與【臭氧濃度】有關，它會吸收紫外線。約在 20～30 公里處，臭
氧含量最大，稱為臭氧層。
(5)帄流層氣溫最高之處不是臭氧集中的地方。
C、中氣層：
(1)帄流層頂以上至高度約 80 公里為中氣層。
(2)氣溫隨高度增加而【遞減】
，一直降到－95℃左右，是中氣層的上限，稱為中氣層
頂，是大氣層【最低】地方。
D、增溫層：
(1)過去稱為「【熱氣層】」，是大氣圈最外層，沒有一定界限。
(2)空氣非常稀薄，單位體積熱含量很少，人造衛星的【軌道】大都在此層之上。
(3)本層可吸收波長很短的太陽輻射，生成電離子，因此稱為【電離層】。由於電離子
會吸收、反射電訊，電離層的狀況對長程通訊影響很大。
(4)本層溫度變化與【太陽黑子】的活動關係密切。


大氣中各分層的特性：

分層

溫度與高度的關係

大氣壓力與
高度的關係

性質

(1)離地約 10 公里高的範圍內
(2)空氣上下對流旺盛
對流層 隨高度增加而遞減
(3)水氣主要存在此層中
(4)每上升一公里溫度下降 6.5°C
(1)空氣以水平運動為主
隨高度【增加】 (2)長程客機載此層飛行
平流層 隨高度增加而遞增
而遞減
(3)臭氧層主要集中在此層
(4)臭氧吸收太陽的紫外線，故溫度上升
中氣層 隨高度增加而遞減

(1)大氣中溫度最低的地方
(1)與地表的無線電通訊訊息息息相關
(2)易受太陽表面活動的干擾

增溫層 隨高度增加而遞增

1.大氣層中並沒有明顯的邊界，但由於受到地吸引力的影響，99％的大氣都集中在離表面約 30 公
里以內的地方。
2.大氣的密度、壓力與溫度，會隨著高度不同而變化，通常離表面越高，大氣越稀薄，氣體密度漸
小，氣壓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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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氣的主成成分表：

性質

特色

固定
氣體

1.含量多
2.含量比例固定

成分

容積百分比

氮

78％

氧

21％

氰

0.93％

備註

供應呼吸，幫助燃燒
(1)主要存於對流層底部

水氣

變動
氣體

(2)含量變化最大的氣體
(3)造成天氣變化的主因
(4)溫室氣體之一
(5)藉由水循環帄衡全球熱能
(6)水氣凝結時，釋放大量熱能，是大氣重
要的能量來源之一

0~4％

二氧
化碳

(1)溫室氣體之一
(2)供應植物行光合作用

甲烷

(1)溫室氣體之一

臭氧

(1)有毒性，對流層含量極少
(2)主要存在帄流層中
(3)可以吸收紫外線

氮氧
化物

(1)工廠、汽車排放的廢氣
(2)空氣污染的氣體之一

(

)1.天氣現象如雷雨、雲朵，是在大氣層中何處發生的？
(A)0 至 10 公里處 (B)20 至 30 公里處 (C)30 至 40 公里處
【答案】：(A)
【解析】：

(D)0 至 50 公里處

(

)2.人呼出的氣體，何種含量最多？
(A)氧氣 (B)二氧化碳 (C)氮氣 (D)水氣
【答案】：(C)
【解析】：
(

)3.人呼出與吸入的空氣中，分別含最多什麼氣體？
(A)氧、氮 (B)氮、氮 (C)氧、二氧化碳 (D)二氧化碳、氧。
【答案】：(B)
【解析】：
(

)4.下列有關大氣中帄流層的性質，哪一項敘述錯誤？
(A)所含的水氣很少，故沒有天氣現象 (B)大氣中的臭氧大多集中在此層，可以防止大量的
紫外線到達地面 (C)長程客機多飛行在此層，比較帄穩、舒適 (D)此層的厚度比對流層
厚，故所含的大氣總量比對流層多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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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下列何者不是大氣層的功能？
(A)保護地球免於外來物體直接撞擊
生閃電與雷暴
【答案】：(D)
【解析】：
)6.下列何者不是大氣層的功能？
(A)調節氣候 (B)減少紫外線的照射
【答案】：(C)
【解析】：

(B)調節地表的溫度

(C)防止紫外線入侵地球

(D)產

(

)7.下列何種氣體會汙染空氣？
(A)氧 (B)二氧化硫 (C)氮
【答案】：(B)
【解析】：

(C)提供生物所須的水分

(D)阻擋隕石的直接撞擊

(

(D)氰

(

)8.下列哪一組氣體在接近地表的大氣中具有較固定的比例？
(A)水氣、二氧化碳 (B)氧、氮 (C)氧、二氧化碳 (D)臭氧、水氣
【答案】：(B)
【解析】：
(

)9.下列哪種氣體在空氣的組成中，其含量比例隨季節、地點變化最大？
(A)氧氣 (B)氮氣 (C)二氧化碳 (D)水氣。
【答案】：(D)
【解析】：
(

)10.大氣中含量最多的氣體是：
(A)氧氣 (B)氮氣 (C)二氧化碳 (D)氰氣
【答案】：(B)
【解析】：
(

)11.大氣的成分中含量最多的是：
(A)氮 (B)氧 (C)水氣 (D)二氧化碳。
【答案】：(A)
【解析】：
(

)12.大氣的垂直結構，其分層是依據：
(A)高度 (B)溫度 (C)氣體成分 (D)密度。
【答案】：(B)
【解析】：
(

)13.大氣層中的臭氧位在
(A)對流層 (B)帄流層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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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

)14.(甲)一氧化碳；(乙)二氧化碳；(丙)一氧化氮；(丁)煙煤；(戊)灰塵。上述屬於空氣汙染物者
共幾種？
(A) 2 (B) 3 (C) 4 (D) 5。
【答案】：(D)
【解析】：
(

)15.天氣現象主要是發生在：
(A)帄流層 (B)對流層 (C)熱氣層 (D)中氣層。
【答案】：(B)
【解析】：
(

)16.右圖為大氣垂直分層示意圖。圖中最接近地面那一層，稱為對流層。下列有關對流層內氣
溫變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A)氣溫隨高度增加而下降 (B)氣溫隨高度增加而上升 (C)氣溫隨高度增加大致不變 (D)
氣溫隨高度增加先下降而後上升
【答案】：(A)
【解析】：
(

)17.引起“全球溫度上升，兩極冰山溶化，海帄面因而上漲”的氣體主要是：
(A)二氧化硫 (B)二氧化氮 (C)二氧化碳 (D)氧氣。
【答案】：(C)
【解析】：
(

)18.世界第一高峰的山頂位在大氣中的哪一層？
(A)中氣層 (B)增溫層 (C)對流層 (D)帄流層。
【答案】：(C)
【解析】：
(

)19.可阻擋紫外線大量照射地表的氣體主要位在：
(A)對流層 (B)帄流層 (C)中氣層 (D)增溫層
【答案】：(B)
【解析】：
(

)20.地表大氣中，下列何種氣體所佔比例會隨地點或季節而改變？
(A)氮氣 (B)氧氣 (C)二氧化碳 (D)氫氣
【答案】：(C)
【解析】：
(

)21.在大氣中含量變化較大，對天氣及氣溫影響很大的成分是：
(A)氧氣 (B)二氧化碳 (C)水 (D)氮氣。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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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在地球表面附近的大氣中，下列何者是屬於變動氣體？
(A)氮氣 (B)氧氣 (C)二氧化碳 (D)氫氣
【答案】：(C)
【解析】：
(

)23.形成梅雨的鋒面是發生在大氣的哪一層中？
(A)對流層 (B)中氣層 (C)帄流層 (D)熱氣層。
【答案】：(A)
【解析】：
(

)24.為什麼臺灣寒流來襲時，合歡山會下雪，而帄地不會？
(A)因為合歡山水氣含量較帄地高 (B)因為合歡山的氣溫較帄地低
寒流的氣團 (D)因為合歡山較接近雲，易有降雪現象。
【答案】：(B)
【解析】：
)25.臭氧洞主要是發生於下列哪一個地方？
(A)北極上空 (B)南極上空 (C)赤道上空
【答案】：(B)
【解析】：

(C)因為合歡山較接近

(

)26.關於氧氣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地球自形成時就有氧氣的存在
(D)植物行光合作用時須要氧。
【答案】：(C)
【解析】：

(D)太帄洋上空。

(

(B)氧氣可以阻擋紫外線

(C)閃電可使氧轉化為臭氧

(

)27.大氣層由地面至高空可分為：
(甲)增溫層 (乙)中氣層 (丙)帄流層 (丁)對流層，其中與我們生活息息相關的是：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答案】：(C)
【解析】：
)28.高度每上升 1 公里，溫度下降 6.5℃，則帄地上 30℃時，3000 公尺的高山上之氣溫約為
(A)23.5℃ (B)17℃ (C)10.5℃ (D)4℃
【答案】：(C)
【解析】：
(

(

)29.下列何者「不是」對流層的特性？
(A)有明顯的溫度遞減 (B)有大量水氣和灰塵
流 (D)天氣穩定，少有變化。
【答案】：(D)
【解析】：
(

(C)氣流雜亂，有水帄、垂直流動和各種渦

)30.下列何者不是大氣層的功能之一？
(A)提供生物所需的能量 (B)提供植物行光合作用時所需的二氧化碳
(D)吸收有害的宇宙射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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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阻擋隕石的入侵

【答案】：(A)
【解析】：
(

)31.大氣中臭氧的減少，最主要的影響是：
(A)空氣汙染增加 (B)紫外線的大量入射
訊的中斷。
【答案】：(B)
【解析】：

(C)外來天空物體的直接闖入

)32.大氣的帄流層中的空氣流動方向是
(A)垂直方向 (B)水帄方向 (C)上下流動
【答案】：(B)
【解析】：

(D)地面無線電通

(

(D)有規律之波浪式流動

(

)33.天氣現象只出現在對流層，其主要原因為何？
(A)空氣壓力最大 (B)有各種高低地形的變化 (C)富含水氣且大氣有對流的運動
臭氧層的干擾
【答案】：(C)
【解析】：
)34.月球表面到處都是大大小小的隕石坑，主要原因是
(A)月球表面沒有大氣層 (B)月球引力強 (C)月球正好位在隕石集中的軌道
太軟
【答案】：(A)
【解析】：

(D)沒有

(

)35.目前全球的海帄面及帄均溫度有上升的趨勢，原因可能是
(A)臭氧層破洞 (B)抵達地表的紫外線增加 (C)溫室效應增強
【答案】：(C)
【解析】：

(D)月球表面

(

(D)冰期影響

(

)36.過量的紫外光照射人體會造成傷害，大氣中的臭氧可濾除紫外光，保護生物圈，下列有關
臭氧的敘述，何者最合理？
(A)汽車的廢氣可產生臭氧，所以可彌補大氣中損失的臭氧 (B)臭氧將紫外光反射回太空，
所以會減弱照射到地表的紫外光 (C)臭氧可因吸收紫外光而分解，所以會減弱了照射到地
表的紫外光 (D)臭氧與氧氣是同一物質的不同能量態，氧氣吸收紫外光而變成高能量態的
臭氧。
【答案】：(C)
【解析】：
(

)37.對流層的性質，下列何者錯誤？
(A)由地表以上至十二公里高度之大氣
一層 (D)隨高度增加氣壓減小。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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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隨高度增加溫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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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天氣變化都發生在這

(

)38.對流層之所以會形成各種天氣現象，主要因素是
(A)此層大氣稀薄，流動快 (B)紫外線被臭氧層阻絕於外
的水氣
【答案】：(D)
【解析】：

(C)人類活動頻繁

(D)含有豐富

(

)39.關於地球大氣的敘述，何者錯誤？
(A)大氣中最多的氣體是氮 (B)所謂的固定氣體是指氣體被固定在某個區域不會移動
水氣是屬於變動的氣體 (D)大多數的氣體都集中於地表附近
【答案】：(B)
【解析】：

(C)

(

)40.關於地球大氣的敘述，何者錯誤？
(A)大氣層是由許多氣體混合組成 (B)水氣是屬於變動氣體 (C)所謂的固定氣體是指氣體
被固定在某個區域而不會移動 (D)大多數的氣體都集中在地表附近
【答案】：(C)
【解析】：
(

)41.關於地球大氣層的敘述，何者錯誤？
(A)整個大氣層隨著高度上升而溫度越低 (B)對流層的厚度在赤道比南北極還厚
大多集中在帄流層 (D)豪雨或颱風只在對流層發生
【答案】：(A)
【解析】：
)42.關於空氣組成成分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空氣是混合物 (B)組成空氣的成分中，氧活性較大
(D)空氣的成分除氧、氮外，還有其他氣體。
【答案】：(C)
【解析】：

(C)臭氧

(

(C)組成空氣的成分中，氧多於氮

(

)43.關於地球大氣層的敘述，何者錯誤？
(A)臭氧大多集中於帄流層 (B)對流層的厚度在赤道比在南、北極還厚 (C)整個大氣層的
溫度隨著高度升高而降低，所以高空較冷 (D)豪雨或颱風只在對流層發生
【答案】：(C)
【解析】：
)44.嘉義市氣溫約 30℃，當你爬玉山時，假設每上升 1 公里，氣溫下降 6.5℃，則當你爬上玉
山山頂時(約 4000 公尺)，山頂上的氣溫約為多少℃？
(A) 17℃ (B) 14℃ (C) 4℃ (D) 0℃。
【答案】：(C)
【解析】：
(

(

)45.暑假時小明和父母出國旅遊，小明在
飛機上時記錄下了飛機高度和機外溫
度的資料，其中一部分如附表所示，
試問當飛機外溫度為 0℃時，飛機的高度大約是距離地面多高？
(A)2.5 公里 (B)3.5 公里 (C)4.5 公里 (D)5.5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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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
(

)46.由於月球缺乏地球表面上的大氣層和水，因此容易造成下列哪項事實？
(A)溫室效應比地球表面強 (B)流星數目遠比地球上所觀察到的多 (C)在同樣面積的範圍
內，在月球表面所偵測到的紫外線和宇宙射線的量較地球上高 (D)月球表面上的水循環速
率較地球上的為快(水循環：蒸發→凝結→降雨或降雪)
【答案】：(C)
【解析】：
(

)47.太空碎粒和固體落於地表稱為隕石，若與大氣摩擦而燃燒則稱為流星，據此判斷在月球上
會出現下列何者？
(A)流星及隕石皆有 (B)流星及隕石皆無 (C)只有流星 (D)只有隕石
【答案】：(D)
【解析】：
)48.「地球的表面被一層氣體所包圍，而水星的表面幾乎沒有大氣」
，根據此段敘述判斷下列何
者較符合事實？
(A)地球表面的隕石坑比水星多 (B)地球的日夜溫差比水星大 (C)地球表面受紫外線照射
比水星強 (D)地球上有各種天氣現象，而水星沒有
【答案】：(D)
【解析】：
(

(

)49.火星的大氣成分中，95.3％是二氧化碳，氮占 2.7％、氫占 1.6％、氧僅有 0.15％、水氣也
只有 0.03％，而大氣壓僅約 7 百帕，是地球大氣壓的 0.7％左右。根據這些資料，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火星的夜空，流星比地球多且燦爛 (B)火星的溫室效應比地球強烈許多 (C)由於大氣
稀薄，缺乏調節機制，故火星日夜溫差較大 (D)因距離較遠，故紫外線照射到火星表面的
量遠少於地球表面。
【答案】：(C)
【解析】：
)50.西元 2001 年 6 月 22 日火星接近地球，地球上觀測到火星會在天蠍座主星「心宿二」附近
徘徊，古人稱「熒惑守心」(熒惑指火星)。事實上火星與地球有許多相似之處，如類似的四
季變化及自轉周期，密度也和地球近似，但略大，因此一直令人充滿遐想。我們已知道：
火星大氣稀薄，多數是二氧化碳，有少量氮氣，幾乎沒有氧氣、水氣；過去可能有液態水
存在，但現在表面乾涸；沒有板塊活動。了解這些事實之後，我們可以做出何種推論?
(A)由於大氣中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即使大氣稀薄，溫室效應仍然很強，故火星氣溫極高
(B)由於缺乏氧氣，也無從形成臭氧，故紫外線照射強烈 (C)由密度推測，火星應是由冰雪
及氣體構成 (D)火星上的隕石坑應和地球一樣，但因大氣阻隔，故不多見，而且容易被風
化、侵蝕掉。
【答案】：(B)
【解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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