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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的熱量調節： 

A、洋流和風向的關係： 

(1)海洋的主體是【液態水】，陸地的主體是【固態岩石】，兩者【比熱】不同，接收等量

的太陽輻射，溫度變化不相同。 

(2)海水比熱比陸地大，吸收太陽輻射後，溫度增加【較慢】，而海水與陸地同時放熱食，

海水的降溫也【較慢】，因此相同緯度地區，【夏天】時，海洋氣溫常比陸地的氣溫低，

而【冬天】時，海洋氣溫較陸地的氣溫高。 

(3)海洋的面積大，比陸地更具保溫作用，是地表接收太陽輻射後的熱量主要儲存的場所，

且海水可流動，能將熱量傳送到不同的地方。 

(二)洋流的成因： 

A、定義：海水的流動現象稱為【洋流】或【海流】。 

B、洋流的成因： 

(1)大多數是因為【固定的風】長期往同一個方向吹，海水順著【風向】流動，因而造成

海流。 

(2)赤道附近，東風把表層的海水向【西】吹，形成【赤道】洋流。 

(3)通常往高緯度的洋流，為溫度較高的暖流，往低緯度的洋流為溫度較低的冷流，藉由

洋流的熱量傳輸，降低不同緯度的溫度差異，也影響沿岸的氣候。 

(4)如圖，黑潮、親潮、北太平洋洋流、秘魯洋流等，這些海流流向終年固定，不因冬夏

風向改變而改變。 

 

(5)有些海流會受【】風向的影響，使得冬、夏的流向不同，如：中國沿岸流。 

(6)【】型的海流(如黑潮、親潮等)不受風向的影響，【】型的海流(沿岸流)會受季風風向

的影響。 

C、洋流與生物遷徙的關係： 

(1)洋流對生物的遷徙有很大的幫助，如棋盤腳的種子由東南亞一帶，隨海流漂流至恆春

半島而繁殖下來。 

(2)北太平洋的鯨魚，冬天時會隨海流由加拿大海域，向南洄游至姜國加州或墨西哥海域

過冬。 

 

(   )1.下列何者是造成洋流的主要原因之一？ 

(A)太陽的引力  (B)地球自轉造成的離心力  (C)風長期向同一方向吹  (D)月球的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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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有一種叫棋盤腳的樹，原來生長在東南亞一帶，下列何種情況最可能是使棋盤腳樹，目前在

恆春半梟上繁殖的因素？ 

(A)人工將幼苗帶來繁殖  (B)種子由波浪帶來  (C)空氣將種子吹來後繁殖  (D)種子隨海流

漂來。 

(三)台灣附近的海流： 

A、臺灣四面環海，周圍海域海水的流動，隨季節而有部分變化。 

(1)夏季時： 

甲._______風使部分南海海水流向______方，並與_______支流一併流入臺灣海

峽，東岸有黑潮向_____流動。 

乙.這些海流的溫度較高，蒸發旺盛，使得臺灣沿海地區的溼度較_____，天氣也維

持較溫暖的狀況。 

 

(2)冬季時： 

甲.________風強盛，將北方較冷的中國________流，吹送至臺灣海峽，故水溫較

______。 

乙.臺灣東岸的太平洋海域，以及南部的高雄、屏東沿海一帶，仍受________的影響，

水溫仍高，一般比北部高_____℃左右。 

 

(   )3.下列有關臺灣四周的海流流向，何者正確？ 

(A)臺灣東岸的黑潮，夏季時由北向南流動  (B)臺灣東岸的黑潮，冬季時由北向南流動  (C)

中國沿岸流夏季時，由北向南流入臺灣海峽  (D)中國沿岸流冬季時，由北向南流入臺灣海

峽。 

(   )4.冬季時，臺灣南部屏東沿海的溫度要比北部沿海高出約 5℃左右，這和下列哪兩個海流最有

關係？ 

(A)南海海流、北方中國沿岸流  (B)南海海流、黑潮  (C)北方中國沿岸流、黑潮  (D)黑潮、

親潮。 

(四)洋流對氣候的影響： 

A、洋流影響氣候： 

(1)一般而言，靠近赤道的海水水溫較______，寒帶地區的水溫較______。 

(2)當海流由赤道附近向北方流動時，會將較高溫的海水帶到________附近，形成

________，例如：黑潮。 

(3)當海流由較冷的寒帶向溫帶流動，則形成________，如親潮。 

B、海流會影響當地的氣候與植物分布： 

(1)日本受________影響，________與________都較其他溫帶國家高，適合水稻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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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臺灣北部地區冬季時，除了受到________季風的影響外，還因為________________

自北方南下，帶來較_____的海水，使得北部沿海地區氣溫較_____，可見洋流對氣

候有不小的影響。 

(     )1.冬季時，臺灣北部地區較中南部冷，除了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外，另一個原因為何？ 

(A)中國沿岸流自北方南下，帶來較冷的海水所致  (B)中國沿岸流自南方北上，帶來較暖的

海水所致  (C)親潮自北方南下，帶來較冷的海水所致  (D)親潮自南方北上，帶來較冷的海

水所致。 

(     )2.海流由赤道附近向溫帶流動時，通常會有何影響？ 

(A)將低溫的海水帶到溫帶附近，造成暖流  (B)將低溫的海水帶到溫帶附近，造成寒流  (C)

將高溫的海水帶到溫帶附近，造成暖流  (D)將高溫的海水帶到溫帶附近，造成寒流。 

(     )3.下列各選項中，何者全部屬於洋流的主要功能？ 

(甲)調節沿海地區氣候； (乙)使海面形成漲退現象，以利濱海生物生存；  (丙)形成漁場，

增加漁獲；  (丁)形成天然海水浴場，提供休閒活動； 

(戊)維持地球表面的熱平衡。 

(A)甲乙丁  (B)甲丙戊  (C)丙丁戊  (D)乙丁戊。 

(     )4.圖(一)與圖(二)為兩張不同日期的臺灣沿海海水表面溫

度分布示意圖，若圖(一)較圖(二)測量時間早了幾天，

則依據圖(二)所示。下列何者為黑潮主流的位置與流

向？ 

(A)x 處為黑潮；流向西南  (B)x 處為黑潮；流向東北  

(C)y 處為黑潮；流向西南  (D)y 處為黑潮；流向東北。 

(     )5.右圖為臺灣附近海水表面冬季平均溫度分布狀況。由圖可知，下

列哪一區域的冬季海水表面溫度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丁。 

 

【題組】根據下列敘述，試回答下列各題： 

小明、小華和小英三人利用假日一起到圖書館討論功課，為下週段考作

準備，討論到海流的問題，他們一起討論了潮汐、波浪、海流、海嘯等

問題。 

(     )1.討論影響海水運動的因素，三人各說出自己的觀點，下列哪一觀點正確？ 

(A)小明說：「潮汐的漲落主要受太陽的影響。」  (B)小華說：「波浪主要是由月球引力引起。」  

(C)小英說：「風長期的向同一方向吹送是造成海流的原因之一。」  (D)小華說：「海嘯是颱

風所造成的。」。 

(     )2.下列是各人提出對黑潮的看法，請問哪一觀點錯誤？ 

(A)小明說：「黑潮是屬於潮汐的一種。」  (B)小英說：「黑潮是由赤道那邊過來的，屬於暖

流。」  (C)小華說：「黑潮在冬、夏兩個季節的流動方向是相同的。」  (D)小明又說：「黑

潮主要形成的原因和風的吹迭有關。」。 

(     )3.他們也提到海洋的影響，下列何種影響的說法是錯誤的？ 

(A)有些植物的遷徙和海流有關，例如在恆春半島有棋盤腳繁殖  (B)靠海洋的陸地，一天中

最高和最低的溫度相差不大，而離海較遠的內陸地區，日夜溫差就比較大  (C)北太平洋的

鯨魚，冬天時會隨著海流洄游至美國加州或墨西哥海域過冬  (D)漁船若在海中拋錨，則會

隨著海浪向前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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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右圖為臺灣附近海流流況，考慮季風對海流的影響，指出此圖

是臺灣何時之海流流況？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     )5.有關海流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 

(A)受海流影響，冬季臺灣北部氣溫比南部高  (B)臺灣捕烏魚

的季節與海流有關  (C)臺灣海峽冬季海流由南向北流  (D)

海流可帶走汙染，使海洋保持清潔。 

(     )6.對於黑潮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甲)它由北赤道來，水溫較高； (乙)在臺灣東岸，夏季時主流方向由南向北； (丙)帶給臺

灣溫暖潮溼的天氣； (丁)在臺灣西岸的臺灣海峽，受冬季季風的影響，黑潮由北向南流。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乙丙。 

(     )7.有關海水的運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船隻行駛在海流中，若不發動引擎，船隻也會受海流影響而移動  (B)海流為海面起伏運

動的現象，颱風來襲時，海流常會造成船隻顛簸翻覆  (C)潮汐的漲落，主要是受到月球的

影響  (D)引起海浪的主要原因是風。 

(     )8.下列有關海水運動的敘述，何者錯誤？ 

(A)海流會造成有些動植物的遷徙  (B)黑潮為北太平洋的主要海流之一  (C)船行在海洋

中，會隨著海波前進  (D)每天潮汐有兩次的漲落現象。 

(     )9.下列經過臺灣附近的各種海流中，何者的流動方向受季節風向的影響最小？ 

(A)流經臺灣海峽的中國沿岸流  (B)南海海流  (C)流經臺灣東部的黑潮主流  (D)流經臺灣

西南海域的黑潮支流。 

(     )10.下列何者與洋流最沒有關係？ 

(A)烏魚洄游到澎湖群島產卵 (B)屏東沿海地區地層下陷 (C)南極企鵝體內驗出農藥 (D)

冬天時恆春地區較北部溫暖。 

(     )11.有關臺灣附近冬季的表面洋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黑潮終年流經臺灣東部，故臺灣東部有冷海水流過 (B)此時臺灣南端海域有黑潮支流由

東向西流過 (C)臺灣北部四周會被溫暖的黑潮海水包圍，因此氣溫十分溫暖 (D)澎湖群島

附近海域在此季節會有大量鳥魚是因為黑潮所帶來。 

(     )12.下列各項與海流相關的敘述中，何者正確？ 

(A)一個靠海的城市，一天之中溫差很大 (B)洋流和氣候並無關連 (C)植物除了靠風、蟲、

鳥來繁殖後代，也能藉由海流的流動，將種子漂到遠方 (D)黑潮的流向，在夏天受南風的

影響流向北方，冬天時受北風影響往南方流動。 

(     )13.右圖，若美國西岸的學生把「瓶中信」丟

入海中，如果隔了一段時間在臺灣被撿

到，其間比較可能曾經隨著哪些洋流流

動？(甲)加利福尼亞洋流；(乙)北赤道流；

(丙)黑潮；(丁)親潮；(戊)祕魯洋流。 

(A)甲乙丙 (B)甲乙丙丁戊 (C)甲丁戊 

(D)甲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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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右圖為臺灣附近某季節之表面海流方向示意圖，下列何者為最合理

之推論？ 

(A)臺灣海峽中之海流由西南流向東北，應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響 

(B)此時臺灣西南部沿海沉積的泥沙大多是由北部沿岸受海流侵蝕而

來 (C)圖中海流來自熱帶地區，使臺灣沿海地區氣溫與溼度上升 

(D)海流帶來溫暖海水，使臺灣附近海水溫度上升，造成了聖嬰現象。 

(     )15.右圖中流經臺灣的海流應有下列哪些海流或洋流？ 

(甲)中國沿岸流；(乙)南海海流；(丙)黑潮；(丁)親潮。 

(A)甲丙 (B)乙丙 (C)甲乙丙 (D)甲丙丁。 

(     )16.下列有關臺灣附近海流的敘述，何者錯誤？ 

(A)東部的海流不受季風影響 (B)西部的海流夏天受西南季風影

響，向北流動 (C)西部的海流冬天受東北季風影響，帶來較冷的海

水 (D)受海流影響而四季如春的地方，應位於臺灣北部。 

(     )17.臺灣東側黑潮水溫，與東海的水溫比較為何？ 

(A)較高 (B)較低 (C)一樣 (D)夏季時較高、冬季時較低。 

(     )18.影響中國沿岸流流向的主要因素是： 

(A)西南氣流 (B)東北季風 (C)潮汐作用 (D)各地海水的溫差。 

(     )19.右圖為臺灣附近海域水溫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此時應為冬季 (B)甲地海溫主要受東北季風帶來冷海流影響 

(C)丙處因為位於北回歸線以南，因此海水水溫高 (D)丁處水溫較

乙處高是因丁處有海流由南方帶來較高溫的海水。 

黑潮來自於何處？ 

(A)北赤道附近 (B)南赤道附近 (C)北回歸線附近 (D)南回歸線附近。 

(     )20.黑潮是屬於何種性質的海流？ 

(A)寒流 (B)暖流 (C)熱流 (D)冰凍流。 

(     )21.在臺灣北部冬季盛行： 

(A)西北風 (B)東南風 (C)西南風 (D)東北風。 

(     )22.下列有關洋流的敘述，何者錯誤？ 

(A)洋流是全球性現象 (B)美國西岸受北太平洋流影響 (C)

親潮很冷，所以沒有生物 (D)洋流流向會受陸地影響。 

(     )23.右圖為臺灣附近海水表面冬季平均溫度分布狀況。由圖可

知，下列哪一區域的冬季海水表面溫度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丁。 

(     )24.對於黑潮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甲)它由北赤道來，水溫

較高；(乙)在臺灣東岸，夏季的主流方向由南向北；(丙)帶給臺灣溫暖潮溼的天氣；(丁)在

臺灣西岸的臺灣海峽，受冬季季風的影響，黑潮由北向南流。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乙丙。 

(     )25.下列有關洋流的敘述，何者有誤？ 

(A)中國沿岸流帶來的海水將使臺灣西南海域的水溫降低 (B)烏魚是順著黑潮支流，洄游至

澎湖附近 (C)恆春在冬季的氣溫仍如春天，主要是有黑潮帶來高溫的海水 (D)黑潮主流的

方向在其他季節仍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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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恆春因四季如春得名，這是受什麼的影響造成？ 

(A)東北季風ˉ(B)北太平洋流ˉ(C)南海海流ˉ(D)黑潮支流。 

(     )27.科學家曾在南極大陸的企鵝體內化驗出農藥的殘跡，由此可證明： 

(A)酸雨的嚴重性 (B)地下水汙染的能力 (C)海洋環流系統的全球連通 (D)南極大陸的板

塊運動。 

(     )28.有關洋流的敘述，何者錯誤？ 

(A)造成洋流的因素很多，但大多數仍是因為有『風』的關係 (B)洋流可擴展某些植物的分

布範圍，如棋盤腳樹、椰子等 (C)所有的洋流均遵循一定流向，不會因冬、夏而改變 (D)

洋流的流向與水溫有相當大的關聯性。 

(     )29.請根據附圖選出正確的選項： 

(A)冬季流經臺灣海峽的海流，夏季由臺灣東岸向南流 (B)

屬於暖流的黑潮流經恆春，使其氣候四季如春而得名 (C)冬

至前後洄游至臺灣西南沿海的烏魚是隨著黑潮而來的 (D)冬

季臺灣南、北沿海地區氣溫溫差大，與海流無關。 

(     )30.有關洋流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臺灣東部外海的黑潮，不論冬夏均向北流 (B)中國沿岸流會因冬夏節不同而改變流向 

(C)歐洲的法國和亞洲中國的哈爾濱緯度相當，但冬季較不嚴寒，主要是受北大西洋洋流（暖

流）所賜 (D)洋流只對氣候和生物有影響，並不會帶來垃圾等汙染物。 

(     )31.下列有關洋流的敘述，何者正確？ 

(A)洋流與氣候無關 (B)黑潮冬天受北風影響會往南方流動 (C)植物種子也可藉海流的流

動，將種子漂到遠方 (D)洋流的方向四季都相同。 

(     )32.下列哪些選項屬於洋流的主要功能？(甲)清除海面垃圾；(乙)調節沿海地區氣候；(丙)建立

海水浴場；(丁)形成漁場；(戊)維持地球熱平衡。 

(A)甲乙丁 (B)甲丁戊 (C)丙丁戊 (D)乙丁戊。 

(     )33.比較附圖中甲、乙、丙三個海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丙海流溫度較高 (B)甲海流帶來大量烏魚群，為漁民帶來

可觀收益 (C)甲、乙海流性質相同 (D)此時應是夏季。 

(     )34.日本氣溫和雨量較其他溫帶國家高，是受到列何者影響？ 

(A)親潮 (B)黑潮 (C)秘魯洋流 (D)加利福尼亞洋流。 

(     )35.臺灣地區東部海域，終年有哪一個洋流通過？流向為何？ 

(A)黑潮；由北向南流 (B)黑潮；由南向北流 (C)南海海流；由北向南流 (D)南海海流；

由南向北流 

(     )36.下列何者的流動方向比較不受季節影響？ 

(A)南海海流 (B)黑潮主流 (C)中國沿岸流 (D)黑潮支流。 

(     )37.在正常年時，赤道太平洋地區的海洋大氣狀態應該呈現什麼樣的情形？ 

(A)東太平洋的海水表面溫度較高 (B)吹強勁東風 (C)西太平洋的氣壓較高 (D)西太平洋

出現湧升流 

(     )38.冬季時臺灣附近海流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有部分黑潮的海水流入臺灣海峽 (B)此時北部海水溫度比南部低 (C)中國沿岸流向南

流入臺灣海峽 (D)黑潮的水溫比臺灣附近海水溫度低。 

(     )39.下列洋流中，何者流向會隨季節而變？ 

(A)中國大陸沿岸洋流 (B)黑潮主流 (C)北太平洋洋流 (D)祕魯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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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聖嬰現象的發生： 

A、近年來，只要氣候有點異常，例如雨量變化很大，人們就會聯想到聖嬰現象。 

B、聖嬰現象名稱的由來： 

(1)南美洲的秘魯，西濱南太平洋，東倚安地斯山，在赤道南北兩側海域盛行【東風】，

將溫暖的海水送往【西太平洋】，而東太平洋由溫帶向【北】流的洋流及深層較冷海

水湧升補償，使表層海水水溫【較低】，並將海底的營養物質帶至海水表層，使浮游

生物大量繁殖，在食物充足下，形成大漁場，每年為秘魯漁民帶來大量的漁獲。 

(2)當地的漁民發現，每年12 月左右，海水水溫會升高一些，使得浮游生物減少，漁獲量

也跟著減少，這種現象大約在每年【聖誕節】的前後出現(期間約2～3 個月)，一般

翻譯為【聖嬰】現象。 

C、聖嬰年： 

(1)科學家發現，每隔【2～7】年，聖嬰現象特別明顯，影響時間更長，範圍更廣，即一

般人所謂的聖嬰年。 

(2)當聖嬰年出現時，太平洋的【東風】會減弱，造成深層海水湧升至表層的量減少，使

東太平洋的水溫【升高】，蒸發量【變大】，水氣【變多】，氣壓【降低】，讓東風

弱，甚至變成【西風】，因此，較溫暖的海水有機會聚集在東太平洋附近。 

(3)1997～1998 年強烈的聖嬰現象，使東太平洋海面溫度比平常年的平均溫度高【5】℃

以上。 

(4)目前所謂的聖嬰年，即是【東太平洋】海水水溫特別偏高的年分，所以聖嬰年並非每

年都出現。 

(二)聖嬰現象對環境的影響： 

A、聖嬰年期間，因較溫暖的海水聚集在【東太平洋】，使得西太平洋海水水溫較平常【低】，

海水蒸發量【減少】，水氣不足，因而平常多雨的東南亞、澳洲等地會反常的出現乾旱、

森林大火等現象。 

B、平常乾旱少雨的秘魯，在聖嬰年，因為溫暖海水蒸發量【較大】，帶來較多的水氣，而降

下豪大雨。 

C、西元1982～1983 和1997～1998 這兩次聖嬰現象，引發大規模的全球氣候異常，如【北

美】降下豪雨、【印尼】發生大乾旱等，聖嬰現象不再是秘魯沿海地區特有的現象，其影

響力甚至可達北美、亞洲和非洲等地。 

D、目前為止，科學家們仍不了解「聖嬰現象」發生的真正原因，不過「聖嬰現象」愈來愈受

到大家的關切，值得大家對此一新興的環境議題，多加探討與關懷。 

 

____1.下列有關聖嬰現象的敘述，何者錯誤？ 

(A)聖嬰現象是一種自古即有的自然現象  (B)「聖嬰現象」的名稱來源是由於發生的地點是

「聖嬰」出生的地方  (C)「聖嬰年」時，在赤道太平洋東、西兩側氣候會有異常現象  (D)

「聖嬰現象」有愈來愈明顯的趨勢，影響範圍也有愈來愈大的現象。 

____2.有關「聖嬰現象」發生的真正原因，下列何者正確？ 

(A)人類造成水汙染及海洋汙染所引起  (B)人類製造空氣汙染，形成酸雨所造成  (C)人類

增加二氧化碳及甲烷，造成溫室效應所致  (D)目前科學家仍不了解真正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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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南美洲的附近海域由於浮游生物大量繁殖，形成一個大漁場；主要原因是有一自深海上升

的湧升流，將海底的營養物質帶至海面所致，下列何者是此湧升流的性質？ 

(A)由北方來的溫度較低的海流  (B)由北方來的溫度較高的海流  (C)由南方來的溫度較低

的海流  (D)由南方來的溫度較高的海流。 

____4.一般所謂「聖嬰年」的週期大約是幾年? 

(A)1～3 年  (B)2～7 年  (C)7～10 年  (D)10～13 年。 

____5.右圖為臺灣附近某季節之表面海流方向示意圖，下列何者為最

合理之推論？ 

(A)臺灣海峽中之海流由西南流向東北，應是受到東北季風的影

響  (B)此時臺灣西南部沿海沉積的泥沙大多是由北部沿岸受

海流侵蝕而來  (C)圖中海流來自熱帶地區，使臺灣沿海地區氣

溫與溼度上升  (D)海流帶來溫暖海水，使臺灣附近海水溫度上升，造成了聖嬰現象。 

____6.下列有關聖嬰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造成秘魯發生旱災，印尼發生水災  (B)是指耶穌誕生那一年所產生的氣候異常現象出現

的時候，南太平洋東岸的海水溫度較平時高出許多  (C)每年在聖誕節前後，都會在秘魯附

近海域發生，而且會影響全球氣候。 

【題組】請閱讀完下面文章後，回答下列問題： 

受受到到世世紀紀聖聖嬰嬰和和反反聖聖嬰嬰影影響響，，各各地地天天氣氣大大反反常常      

1997～1998 年間發生了二十世紀最強大的聖嬰現象，由於聖嬰現象及接連著的反聖嬰現象的影

響，許多地方都出現天氣異常，並引發嚴重災害： 

(1)臺灣：1998 年二月，臺灣從北到南接連發生罕見的冰雹和龍捲風，農作物損失超過 3 億元臺

幣；另外，在聖嬰與反聖嬰現象的前後夾攻下，臺灣地區 1998 年全年平均氣溫與全年累積

降雨量同時創下近百年來的最高紀錄。 

(2)東南亞：50 年來最嚴重的乾旱，造成百餘起大火，東南亞籠罩在霾害之中。 

(3)緬甸：三十年來最嚴重洪水，約 50 萬人無家可歸。 

(4)祕魯：1997 年 11 月後，洪水、土石流、傳染病不斷，至少造成 80 人死亡，漁獲也大減。 

  除了以上各地外，太平洋群島、澳洲、紐西蘭，甚至於非洲、加拿大等地都受到聖嬰及反聖嬰

現象接連出現的波及而有或大或小的損失，請參考下頁圖。請回答下列各題：  

____1.一般情形下，聖嬰現象主要是發生在上圖中的哪一地區附近？ 

(A)甲  (B)乙  (C)丙  (D)丁。 

____2.聖嬰現象和反聖嬰現象的差別是下列何者？ 

(A)前者使太平洋東部海水溫度比平常高，造成多雨；後者則使太平洋東部海水溫度比平常

低  (B)前者使太平洋東部海水溫度比平常低，造成多雨；後者則使太平洋東部海水溫度比

平常高  (C)兩者都使太平洋東部海水溫度比平常高，但前者造成乾旱，後者造成多雨  (D)

兩者都使太平洋東部海水溫度比平常高，但前者造成多雨。後者造成乾旱。 

____3.下列有關「聖嬰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聖嬰現象是因人為因素造成  (B)聖嬰現象只是局部性的災害，可以不用去研究它  (C)

聖嬰現象發生的週期大約是 10～20 年  (D)在聖嬰時期可能造成暖冬的現象。 

____4.一般我們說的「聖嬰現象」是指發生在下列哪一地區的海水溫度呈現異常現象的情形？ 

(A)赤道東、西大西洋  (B)赤道東、西太平洋  (C)赤道東、西印度洋  (D)北極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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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5.秘魯的漁民發現在每年幾月左右，海水水溫會如何變化，使得浮游生物減少，漁獲量也跟

著減少，一般翻譯為聖嬰現象？ 

(A)3 月，水溫降低一些  (B)6 月，水溫升高一些  (C)9 月，水溫降低一些  (D)12 月，水

溫升高一些。 

____6.「聖嬰年」時，對環境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 

(A)熱帶東太平洋區，海溫增高，降雨增加，易發生水災  (B)熱帶西太平洋區，海溫增高，

降雨增加，易發生水災  (C)熱帶東太平洋區，海溫降低，降雨減少，易發生乾旱  (D)熱帶

西太平洋區，海溫降低，降雨增加，易發生水災。 

____7.下列有關聖嬰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會造成祕魯發生旱災，印尼發生水災 (B)是指耶穌誕生那一年所產生的氣候異常現象 

(C)出現的時候，南太平洋東岸的海水溫度較平時高出許多 (D)每年在聖誕節前後，都會在

祕魯附近海域發生，而且會影響全球氣候 

____8.祕魯出現聖嬰現象時，其沿海地區不會造成何種結果？ 

(A)海水溫度下降 (B)海水浮游生物減少 (C)漁民漁貨量減少 (D)皆會受影響 

____9.下列關於聖嬰現象發生的敘述，何者錯誤？ 

(A)南美洲的祕魯，西濱南太平洋，原是大漁場但每年聖誕節前後漁獲量減少 (B)此時海水

溫度升高 (C)此地在太平洋赤道南側原本就盛行西風，帶來溫度較低海水 (D)此地原本由

南流來溫度較低湧升流，而赤道盛行東風將溫暖海水送往西太平洋；聖嬰現象發生時正值

盛夏東風減弱溫度升高 

____10.南美洲的祕魯漁民發現每年大約在聖誕節的前後出現海水水溫會升高一些的現象，稱為： 

(A)溫室效應 (B)聖嬰現象 (C)冰河效應 (D)暖化現象 

____11.沒有「聖嬰現象」的正常年，赤道附近太平洋東、西兩岸垂直氣流及天氣情形為下列何者？ 

選項 東        岸 西        岸 

(A) 上升氣流，天氣晴朗、乾燥 下沉氣流，天氣多雨、溼潤 

(B) 上升氣流，天氣多雨、溼潤 下沉氣流，天氣晴朗、乾燥 

(C) 下沉氣流，天氣晴朗、乾燥 上升氣流，天氣多雨、溼潤 

(D) 下沉氣流，天氣晴朗、溼潤 上升氣流，天氣晴朗、乾燥 
  

____12.聖嬰年是指的太平洋東邊的海水水溫： 

(A)特別偏高 (B)特別偏低 (C)平穩不變 (D)忽高忽低  的年分 

____13.有關聖嬰年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就是太平洋東邊的海水水溫特別偏高的年分 (B)是聖嬰現象特別明顯的年分 (C)每隔

2~7 年較溫暖海水會由西太平洋吹送至美洲附近造成海水溫度特別高 (D)聖嬰年只是東太

平洋特有現象，全球其他地方不受影響 

____14.聖嬰現象亦稱為： 

(A)艾尼紐現象（El Niño） (B)暖化現象 (C)溫室效應 (D)冷化現象 

____15.下列有關聖嬰現象的敘述何者錯誤？ 

(A) 1982～1983 年和 1997～1998 年曾引發全球氣候異常 (B)曾引發北美降豪雨，印尼產生

乾旱 (C)臺灣也可能受聖嬰現象的影響，例如侵臺颱風次數改變，春雨發生的時間改變 (D)

目前科學家已經了解聖嬰現象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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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6.下列關於聖嬰現象對全球各地氣候的影響，何者正確？ 

(A)太平洋西部在聖嬰年期間夏季乾燥酷熱，冬季氣溫上升 (B)在聖嬰年中國出現冬暖夏涼

氣候 (C)在聖嬰年臺灣夏季氣溫偏低 (D)以上皆是。 

____17.聖嬰現象對全球造成影響，主要是在哪些領域交互作用下所產生的結果？ 

(A)水圈、生物圈 (B)水圈、大氣圈 (C)大氣圈、岩石圈 (D)水圈、岩石圈。 

____18.聖嬰現象發生在： 

(A)每年 12 月，在美國 加州附近北太平洋上 (B)每年 3 月冰島附近北大西洋上 (C)每年 12

月，南美洲 祕魯附近太平洋上 (D)每年 6 月南美洲智利附近太平洋上 

____19.當聖嬰年時，東太平洋會出現哪些現象？ 

(甲)湧升流減少；(乙)東太平洋海水溫度升高，蒸發量變大；(丙)水氣變多；(丁)氣壓降低；

(戊)東風減弱，甚至變成西風。 

(A)甲乙丙 (B)乙丙戊 (C)甲乙丙丁 (D)甲乙丙丁戊。 

____20.有關聖嬰現象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因為赤道東風減弱所引起 (B)祕魯地區的湧升流有增強的情形 (C)週期約為 2～7 年 

(D)臺灣地區可能會有暖冬出現。 

____21.下列哪洲不會受到祕魯聖嬰現象的影響？ 

(A)北美洲 (B)亞洲 (C)非洲 (D)皆會受影響 

____22.下列何種現象不是聖嬰年應有的現象？ 

(A)侵襲臺灣的颶風威力與頻率增加 (B)赤道東風較正常年弱 (C)祕魯的雨量較正常年多 

(D)東太平洋的水溫較正常年高。 

____23.沒有「聖嬰現象」的正常年，熱帶東、西太平洋海面上的氣壓、雨量相較為何？ 

(A)氣壓是東高西低，雨量是東多西少 (B)氣壓是東高西低，雨量是東少西多 (C)氣壓是

東低西高，雨量是東少西多 (D)氣壓是東低西高，雨量是東多西少。 

____24.聖嬰現象使全球在聖嬰年： 

(A)氣候異常 (B)平常多雨地區出現乾旱 (C)使海流溫度較低的海域海水溫度升高 (D)以

上皆是 

____25.下列哪一災害與聖嬰現象最無關係？ 

(A)澳洲發生森林大火 (B)祕魯海鳥大量死亡 (C)海平面逐漸上升 (D)印尼出現嚴重乾旱 

____26.有關聖嬰年時，在赤道太平洋地區的大氣環流應呈現怎樣的情形？ 

(A)

西
太
平
洋

東
太
平
洋

海平面

 (B)

西
太
平
洋

東
太
平
洋

海平面

 (C)

西
太
平
洋

東
太
平
洋

海平面

 (D)

西
太
平
洋

東
太
平
洋

海平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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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暖化 

A、原因： 

(1)溫室： 

甲、最初園藝種植的業者為了希望植物生長環

境能夠有較高的溫度，於是以玻璃為屋頂

或外牆的材料建成花房。 

乙、由於玻璃能使太陽的【短波】輻射進入，

卻能阻止【紅外線】散失，讓花房在不需

用到電或燃料下，也能保持較高的溫度，

因此將這類建築稱為【溫室】。 

(2)溫室氣體： 

甲、地球的大氣層除了能夠阻止太空碎屑和【宇宙射線】的侵入外，部分氣體可以讓

太陽的短波輻射進入，卻對地球的【長波輻射】(紅外線)加以吸收或反射，我們

將這些氣體稱為【溫室氣體】。 

乙、溫室氣體能吸收或反射地表紅外線輻射，讓【地表】及【對流層】保持較高的溫

度，此一作用即稱為【溫室效應】。 

丙、地球在這些溫室氣體的作用下，保持地表平均氣溫約【15】℃，若無溫室氣體，

則地表平均氣溫將降至【－18】℃的低溫。 

丁、種類： 

a.大氣層中的溫室氣體主要以【水蒸氣】、【二氧化碳】、【甲烷】為主。 

b.水氣對地球輻射(紅外線)的吸收力【最強】，但是大氣中水氣的含量，每天的

變化很大，所以一般談溫室效應，就以【二氧化碳】為主。 

 

B、全球暖化 

(1)趨勢： 

甲、一百多年來，人類文明進

步的結果，使得二氧化碳

在大氣層中的含量增加

【25％】以上。 

乙、同一時間地球表面的平

均氣溫約上升【0.6℃】，

再參考世界各地平均氣

溫，也都有上升的現象，

全球確實有暖化的趨勢。 

丙、地球歷史中，平均氣溫本來就有升有降，目前只能確定溫室氣體增多，會對地表

及【對流層】有增溫的效果。 

(2)影響： 

甲、加強全球天氣現象： 

a.全球暖化會加強全球【水循環】，水災、旱災及【熱浪】等極端的天氣現象，

其發生的次數及嚴重的程度都可能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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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海平面上升： 

a.全球暖化後氣溫升高，使得海水【膨脹】及南北極冰川熔化，增加海水量；這

二種結果都將使海平面【上升】，對人類而言，沿海人口密集地區將遭海水

淹沒、港口失去功能、島嶼國家家園遭海水侵入等。 

b.南太平洋的島國吐瓦魯，全國九個島嶼加

起來，總面積只有26 平方公里，人口

1.1 萬人，屬於熱帶海洋性氣候，一年

四季風景如畫，有如世外桃源。但是

2001 年起，他們被迫開始放棄自已的

家園，舉國移民到紐西蘭，因為海平面

不斷的上升，讓他們不得不離開即將被

大海淹沒的家園。 

丙、生態環境改變： 

a.海平面上升將使沿岸【低窪】地區消失、使生態環境改變。 

b.地表及對流層的氣溫升高之後，生物會往【高緯度】或【高海拔】處遷移，以

適應環境的改變；例如：臺灣的特有生物，如山椒魚、櫻花鉤吻鮭等，其棲

息環境將更為縮小。 

c.全球暖化使兩極地區冰川熔化，北極熊賴以維生休息的浮冰減少，造成北極熊

【溺斃】事件。 

C、全球暖化的防治與改善： 

(1)溫室氣體的增加： 

甲、例如人類大量燃燒煤、石油、天然氣，使得【二氧化碳CO2】快速增加，農業上

大量施用天然肥料、牛羊牲畜數量增加，也讓【甲烷CH4】迅速增多。 

乙、溫室氣體會停留在大氣層中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些氣體一旦進入大氣，只有靠

自然的過程讓它們逐漸消失；所以溫室氣體的影響不但長久，而且是遍及全球

的。即使人類立刻停止排放溫室氣體，目前已累積的溫室氣體，仍可能將繼續影

響很多年後的地球氣候。 

(2)防制與改善： 

甲、面對溫室氣體的增加，我們應多種植樹木，保護【森林】，少用【化石】燃料，

節約能源，並盡可能尋找替代方法，降低排放溫室氣體。 

乙、多使用火力之外的發電方法，改進農業上所使用的肥料，讓【】等氣體排放量降

低。 

丙、【京都】議定書：世界各國共同簽訂京都議定書，限制可能造成全球氣候變遷的

氣體排放，【二氧化碳】的減量為其中的一項協議。 

 

 

 

____1.地表吸收太陽輻射傳來的能量，同時也以何種的形式向外輻射？  

(A)紫外線  (B)紅外線  (C)可見光  (D)宇宙射線。 

____2.一旦大氣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增加，會引起哪一種後果？  

(A)臭氧層破洞 (B)溫室效應  (C)地表平均溫度下降  (D)海平面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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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產生溫室效應的原理為何？ 

(A)保存水氣在大氣的蒸發與凝結中產生多餘的熱量  (B)保存在地表附近的大氣放出的熱  

(C)大氣保存地球放出的輻射  (D)大氣保留日夜溫差剩餘的熱。 

____4.政府推動電動機車取代化石燃料機車，其目的主要是：  

(A)減少環境汙染，避免增加溫室氣體  (B)石油愈來愈貴，成本過高  (C)電動機車的安全

性較高 (D)抑制機車的成長數量。 

____5.下列何者並非溫室氣體的主要成分？  

(A)水氣  (B)二氧化碳  (C)二氧化氮  (D)甲烷。 

____6.地球『溫室效應』主要成因為何？  

(A)人類使用氟氯碳化物，造成臭氧層的破壞，使地表增溫  (B)人類大量砍伐森林及大量使

用煤、石油等燃料，而使二氧化碳增加所致  (C)地球水氣減少  (D)全球氣候變遷。 

____7.過度燃燒煤、石油所釋放出的二氧化碳會導致：  

(A)良田的減少及沙漠的擴大 (B)河川、水庫的優養化  (C)和水滴結合降下飽和硫酸的酸雨  

(D)全球溫度升高，濱海城市將被淹沒。 

____8.有關溫室效應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  

(A)兩極冰山擴大  (B)氣溫逐漸下降  (C)地層下陷  

(D)海水面上升。 

____9.如圖，二氧化碳濃度逐年增加的最大原因為何？ 

(A)海洋的水溫上升導致二氧化碳由海水逸出  (B)森林

過度砍伐使光合作用減少  (C)火山噴發使二氧化碳增

加  (D)人類過度消耗化石燃料，導致二氧化碳增加。 

____10.地球大氣的增溫效應與人工的玻璃溫室相似，則下列四圖中，何者較能合理的表示此種現

象？ ( ：表地球輻射， ：表太陽輻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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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11.近半世紀以來，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顯著增加，此現象對地球環境有何影響？  

(A)使世界各地的海水面下降  (B)大氣會吸收更多的地表輻射  (C)隕石直接撞擊地表的

機率增加  (D)地表接收到的紫外線大量增加。 

____12.溫室氣體能使得地球維持較高的平衡溫度，主要是因這些氣體：  

(A)能反射太陽來的紫外線，使能量保留在地表附近  (B)能反射地球向外輻射的紅外線，

使能量較不易散失到太空中  (C)能吸收太陽來的紅外線，使能量保留在地表附近  (D)能

反射地球向外輻射的紫外線，使能量較不易散失到太空中。 

____13.下列有關溫室效應的敘述，何者正確？ 

增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最多的是二氧化碳  (B)溫室氣體能吸收地球向外輻射的紅外

線  (C)如果沒有溫室氣體存在，全球各地的氣溫會比現在高很多  (D)由於人類燃燒化石

原料、施肥等，使得因人為的關係而使溫室氣體顯著增加，結果可能使紫外線入射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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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4.下列有關全球環境的敘述，何者錯誤？  

增大氣二氧化碳的濃度逐年增高，會導致全球溫度上升  (Ｂ)南極上空臭氧層的濃度逐年
增加，會導致地表紫外線輻射量增加  (C)熱帶雨林的大量砍伐，會導致若干物種的消失
滅絕  (D)汽機車及工廠廢氣，會導致酸雨的形成。 

____15.有關溫室效應導致環境變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全球環境溫度逐年上升，完全是 CO2 含量增加的結果  (Ｂ)溫室效應會導致海水面上
升  (C)溫室效應會導致 O3  含量減少  (D) CO2  會暖化地球，是因它能吸收太陽輻射。 

____16.如果沒有溫室氣體的存在，全球各垃的氣溫： 

(A)會比現在高很多  (B)會比現在低很多  (C)會和現在差不多  (D)會冷熱相反，冷的地
方變熱、熱的地方變冷。 

____17.右圖為地表和大氣對於輻射的吸收及釋出示意圖，試依圖判斷下列何者錯誤？ 

(A)太陽輻射有一部分到達地球表面，一部分則被反射至外太空  

(B)圖中「甲」表示一些溫室氣體，它們主要為水氣、二氧化碳
和甲烷  (C)圖中的「乙」表示紫外線輻射  (D)目前地球的平衡

溫度為 15℃，若沒有溫窒氣體存在，地球上的平衡溫度將降至 0
℃以下。 

____18.全球暖化現象，最為大家熟悉的是下列何者？ 

(A)氣溫上升，熱帶地區的人會因而熱死  (B)氣溫上升，夏季延長  (C)氣溫下降，農作物

遭到寒害  (D)極冰熔化，海平面上升，減少陸地面積，淹沒濱海城市。 

____19.人類大量伐林開田、對農地施用天然肥料，使得近半世紀以來，大氣中何種溫室氣體含量

顯著增加？ 

(A)二氧化碳  (B)水氣  (C)氧氣  (D)甲烷。 

____20.由於空氣中所含的何種氣體愈來愈濃且善於吸收地球輻射，以致大氣溫度不斷上升？ 

(A)臭氧、二氧化硫  (B)二氧化碳、甲烷  (C)氮、氧  (D)氨、氯化氫。 

____21.人工增強的溫室效應是由於空氣中所含的二氧化碳和甲烷的量： 

(A)愈來愈濃且善於反射地球輻射  (B)愈來愈淡且善於吸收地球輻射  (C)愈來愈濃且善

於吸收地球輻射  (D)愈來愈淡且善於反射地球輻射。 

____22.參考臺灣附近海底地形圖，最近的一次冰期發生在一萬多年前，若當時曾經造成海水面下

降 100 公尺，假若海底地形未曾變動，下列哪一個圖能夠符合當時中國東南沿海及臺灣附

近的海陸分布狀況？ 

 

____23.右表為臺北和阿里山自 1969 年至
1998 年每十年間七月的平均氣溫。根
據此表推論，下列敘述何者最合理？ 

(A)臺灣北部氣溫比臺灣南部氣溫高  

(B)兩地平均氣溫的上升情形有減緩
的趨勢  (C)阿里山的氣溫已固定為 14.41℃，未來不會再改變  (D)三十年來，阿里山氣
溫上升趨勢較臺北來得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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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4.下列哪一種作用或現象發生時，會增加大氣中的溫室氣體？ 

(A)燃燒化石燃科所產生之氣體  (B)海洋中碳酸鹽類的沉積作用  (C)植物行光合作用產

生之氣體  (D)水蒸氣凝結為雨滴降落地面。 

____25.下列何者最有可能是颱風侵襲臺灣所造成的影響？ 

(A)由於颱風帶來強風豪雨，經常促成鋒面過境  (B)由於颱風帶來大量降雨，使得山區有

土石崩落危機  (C)由於颱風帶來的雨水不易儲存，對水資源的增加沒有幫助  (D)由於颱

風會帶來溫暖潮溼的空氣。導致全球暖化效應增強。 

____26.如果全球平均氣溫持續上升，下列哪一現象最能夠造成全球海平面的明顯上升？ 

(A)北極海的浮冰熔化  (B)南極大陸的冰層熔化  (C)太平洋周圍火山活動增加  (D)地球

表面的海水潮汐變化增大。 

____27.右圖為 1900～2000 年間，全球大氣中的二氧化

碳濃度與地表平均溫度變化示意圖。依據此圖，

下列哪一項推論最合理？ 

(A)二氧化碳濃度已逐漸趨於一個穩定數值  (B)

二氧化碳增加時，地表平均溫度就增加  

(C)1900 年開始，人類大量燃燒化石燃料，大氧

中才出現二氧化碳  (D)長期來看，地表平均溫度

與二氧化碳濃度皆呈現增加的趨勢。 

【題組】下圖甲為臺北及阿里山兩地在民國 49 年～78 年間七月份月均溫變化曲線。乙為近三十年

來全球大氣中二氧化碳及甲烷含量變化曲線。根據這兩個圖的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____28.參考甲圖，在這三十年

間臺北和阿里山兩地

的氣溫變化，下列何者

正確？ 

(A)在同一年中，阿里

山的氣溫較低，是因它

的緯度較低之故  (B)

兩地每年溫度的變化趨勢相同  (C)隔十年間的平均溫度兩地都有降低的趨勢  (D)若以

每十年為一單位，則臺北七月份的溫度大於 29℃的年數，有增加的趨勢。 

____29.由乙圖可看出，在這三十年間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約增加了多少？ 

(A)3ppm  (B)30ppm  (C)300ppm  (D)345ppm。 

____30.比較甲、乙兩圖的資料，下列哪一推測較合理？ 

(A)CO2的變化趨勢完全和兩地的溫度變化趨勢相同  (B)全球溫度的升高完全由 CO2和

CH4所引起  (C)兩種氣體在大氣中的增加，可能是導致全球溫度升高的原因之一  (D)全

球溫度升高的原因應該和 CO2、CH4 兩種氣體的增加無關。 

____31.有關溫室效應形成的主要原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臭氧吸收太陽光  (B)二氧化碳吸收太陽光  (C)臭氧吸收地表輻射的熱能  (D)二氧化

碳吸收地表輻射的熱能。 

____32.下列有關溫室效應的敘述，何者正確？ 

(A)大氣中溫室氣體，效果最強的是二氧化碳  (B)溫室氣體能吸收地球向外輻射的紅外線  

(C)如果沒有溫室氣體的存在，全球各地的氣溫會比現在高很多  (D)由於人類燃燒石化原

料、施肥等，使得因人為的關係而使溫室氣體顯著增加，結果可能使紫外線入射量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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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3.近半世紀以來，大氣中二氧化碳和甲烷的含量均有增加的趨勢，其可能原因為何？ 

(甲)大量燃燒煤及石油； (乙)伐木開田，農地施肥； (丙)紫外線增加； (丁)兩極冰山擴大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丙丁。 

____34.人工增強的溫室效應主要是由於哪兩種氣體遽增所造成的？ 

(A)氧、二氧化碳  (B)甲烷、氧  (C)臭氧、二氧化碳  (D)甲烷、二氧化碳。 

____35.有關地表附近的氣體，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在地表附近，氧、氮的成分比例幾乎不變  (B)在地表附近，水氣、二氧化碳、甲烷是

主要的溫室氣體  (C)地表附近溫室氣體的增加，使得地表的輻射能大量逸散至外太空  

(D)全球的暖化和人為產生大量的二氧化碳氣體有關。 

1.大氣中的溫室氣體主要有下列哪些？答答：__________。 

(A)氮氣  (B)氧氣  (C)水氣  (D)臭氧  (E)二氧化碳  (F)甲烷。 

2.人類大量伐林開田、對農地施肥，和使用煤炭、石油，使得近半世紀以來，大氣中哪些溫室氣體

顯著增加？答答：__________。 

(A)氮氣  (B)二氧化碳  (C)水氣  (D)甲烷  (E)氧。 

 

【題組】右圖為西元 1860～2000 年的二氧化碳和全球

氣溫變化示意圖，請參考圖中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1.由圖中可知全球平均溫度近百年來的變化如何？ 

(A)有急速下降的趨勢  (B)有急速上升的趨勢  

(C)有緩慢下降的趨勢  (D)有緩慢上升的趨勢。 

(  )2.承上題，造成這種趨勢的原因，科學家認為可能

和下列哪些氣體的增加有直接關係？ 

(A)氧氣  (B)臭氧  (C)二氧化碳  (D)氮氧化物  (E)甲烷。 

(  )3.若全球的平均氣溫如此演變下去，科學家擔心會發生哪一種現象？ 

(A)極冰熔化，使海水面上升  (B)極冰增加，天氣變冷  (C)海流的溫度改變，使漁產減少  

(D)紫外線大量到達地表，生物面臨滅絕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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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臭氧層的形成與功能 

A、臭氧層的形成： 

(1)早期地球大氣層的氣體，主要是以【二氧化碳】(CO2)、【水蒸氣】(H2O)、【氮氣】

(N2)等氣體為主。 

(2)後來海洋中【藻類】類大量繁殖，【光合】作用的結果使得大氣中的【氧氣O2】開始

增多，氧氣受到【紫外線】的照射產生【臭氧O3】。 

(3)臭氧是【無色】、【有毒】、【有刺激性】臭味的氣體，在【對流層】中含量較少，

大部分的臭氧分布在地球表面上空10 到50 公里處，這也是大氣層中【平流層】的

位置，其中又以距地表25 公里附近高空臭氧的濃度最大，也稱為【臭氧層】。 

(4)臭氧能吸收【紫外線】，免除生物直接遭受紫外線的照射，陸地上的生物便能在此一

保護傘下，順利的生長與繁殖。 

(5)【水】也有吸收紫外線的功能，所以透過水的保護，最早的生命出現在【海洋】中，

陸地上卻一直到四億多年前，有了【臭氧層】後，蘚苔、蕨類、昆蟲、兩生類、爬蟲

類等生物才陸續出現在陸地上，讓大地生命開始蓬勃發展起來。 

 

B、臭氧層的破壞： 

(1)1985 年，科學家發現南極上空的臭氧濃度有【減少】的現象，尤其是每年十月更是明

顯，臭氧濃度只有正常濃度的【1／4】左右，從人造衛星所拍攝的圖片顯示南極上

空臭氧濃度減少，此即俗稱的「【臭氧洞】」，其範圍有逐年擴大的趨勢，引起科學

家的注意。 

(2)破壞臭氧層的元兇主要是【氟氯碳化物】，簡稱【CFCs】，它被大量使用於【噴霧推

進劑】和【冷媒】等。 

(3)CFCs 會釋出【氯原子】，與平流層中的臭氧作用，促進臭氧分解成氧氣分子，因而

減少了臭氧量，形成「臭氧洞」。 

(4)臭氧減少後，紫外線照射到地表的量可能會【增加】，危及地表生物的生存。 

(5)流程圖： 

使用【氟氯碳化物】 → 【紫外線】照射 → 分解出【氯原子】 

→【氯原子】將臭氧O3 分解成【氧氣O2】→ 臭氧濃度【降低】 

 

C、臭氧層的保護： 

(1)在1930 年代以後，人們大量的應用【CFCs】，例如冷氣機或冰箱的冷媒，使得生活

更方便，但在短短不到數十年的時間裡，已使得部分地區的臭氧層臭氧濃度大為減

少，人類也因此必需付出極高的代價。 

(2)【蒙特婁】議定書：國際間自從發現「臭氧洞」所帶來的危機後，經多次會議已決定

在1995 年之後，全面禁用【氟氯碳化合物CFCs】。 

(3)為了減少氟氯碳化物對臭氧層的傷害，化學家合成兩類氟氯碳化物的替代品，一為不

含【氯】的氫氟碳化物，另一為易被破壞的氫氟氯碳化物。雖然如此，但是要讓臭氧

層恢復原有濃度，科學家估計仍要【半世紀】之久。 

(4)紫外線指數(UVI)： 

甲、氣象局為了警示大家對於紫外線的防護，訂定『當地中午陽光最強的一個小時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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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11：30～12：30)，地面上每單位面積累積接受的紫外線輻射量(單位：百

焦耳／平方公尺)為當地當時的紫外線指數(UVI)』。 

乙、若接受到400～500 焦耳／平方公尺，則紫外線指數為【4】UVI； 

若為900～1000 焦耳／平方公尺，則紫外線指數為【9】UVI。 

丙、人們承受的紫外線輻射量，和接受曝曬的時間長短及強度都有關係，若無法避免

曝曬，可用撐傘、戴帽、穿長袖衣服、擦防曬油等方式防護。 

 

____1.目前一般科學家相信，破壞臭氧層的主要元凶是 

(A)二氧化碳  (B)氮氧化物  (C)氟氯碳化物  (D)地面反射的紅外線焦耳／平方公
尺，則指外線指數為 5UVI。 

____2.臭氧層的高度約在距離地表多少公里的高度？ 

(A)2500 公里  (B)250 公里 (C)25 公里  (D)2.5 公里。 

____3.下列有關紫外線和臭氧的敘述，何者錯誤？ 

(A)臭氧可直接吸收紫外線的能量  (B)都市中的空氣汙染會消耗臭氧使其濃度降低  

(C)氟氯碳化物是破壞臭氧的主要元兇  (D)四億年前，海洋生物在免於紫外線的威
脅後，才逐漸向陸地發展。 

____4.一天中，中午時紫外線讀數最強，所以曬得發痛，但氣溫最高時卻是午後一點到二
點，下列何者解釋最合理？ 

(A)空氣容易傳播紫外線，卻不容易傳播熱量  (B)空氣會吸收可見光轉成熱能，卻不
會吸收紫外線  (C)空氣比熱大，吸熱後溫度上升需要一段峙間  (D)太陽在中午時
輻射較多的紫外線，中午過後輻射較多的熱能。 

____5.有關臭氧的敘述何者錯誤？ 

(A)臭氧層在離地 25 公里附近，此處臭氧濃度很大  (B)臭氧層能夠吸收大量的紫外
線，保護地球上的生物  (C)全球上空臭氧層的臭氧含量逐年減少，使得紫外線入射
量減少  (D)一般科學家相信人類使用於冷媒、噴霧劑和製造電子元件清潔劑等的氟
氯碳化物，是破壞臭氧層的主要元凶。 

____6.近 20 年來，平流層中臭氧濃度的變化導致照射到地面的紫外線增加，下列四圖為臭

氧濃度隨緯度分布的變化趨勢(實線為 1979 年 10 月 12 日，虛線為 1996 年 10 月

12 日之曲線)，請問何者正確？ 

 

____7.在地面附近的臭氧情形，下列何者錯誤？ (甲)鄉村中，臭氧濃度很少；(乙)都市因空
氣汙染，臭氧濃度變大；(丙)地面附近的臭氧可擋住紫外線，故對人有益；(丁)在地
面上可製造臭氧，使其上升至高空，使高空臭氧濃度變大。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 

____8.關於臭氧層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對流層內分布最多  (B)易受氟氯碳化合物的破壞而變稀薄  (C)易受燃燒石油和
煤碳的廢氣而增加  (D)臭氧是造成溫室效應的因素之一，愈少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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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9.下列有關臭氧的敘述，何者為真？ 

(A)臭氧的化學符號是 O2  (Ｂ)臭氧在對流層的含量是最多的  (C)臭氧可吸收來自
太陽的紫外線  (D)在都市地區空氣汙染嚴重時，臭氧的濃度也會減少。 

____10.目前已知南極上空的臭氧逐漸減少，使抵達地表的紫外線增加，下列哪一項敘述符
合事實？ 

(A)臭氧集中在對流層內  (B)紫外線的增加，會使地球提早進入另一個冰期  (C)

臭氧濃度減少，不會傷害地面上的生物  (D)陽光中的紫外線，大部分在臭氧層被
吸收。 

____11.關於紫外線和臭氧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臭氧可直接吸收紫外線的能量  (Ｂ)都市地區的空氣汙染會消耗臭氧，使其濃
度減少  (C)氟氯碳化物是破壞臭氧層的元兇  (D)四億多年前，海洋生物在免除紫
外線的威脅後，才逐漸向陸地發展。 

____12.玉山頂上、附近及其上空的四個位置。如右圖，何處測得的紫外線量
最多？ 

(A)甲  (B)乙  (C)丙  (D)丁。 

____13. (甲)冰箱的冷媒(乙)髮膠的噴霧劑(丙)二氧化碳滅火器(丁)電子元件的清潔劑。 

上述有幾項是氟氯碳化物的用途？ 

(A) 1 項  (Ｂ) 2 項  (C) 3 項  (D) 4 項。 

____14.有關臭氧洞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臭氧層可吸收太陽的紫外線能量  (Ｂ)1979 年起，南極對流層的臭氧逐漸減少  

(C)每年十月，南極的臭氧層特別稀薄，稱為臭氧洞  (D)臭氧洞在距地表 20～25 
公里高處。 

【題組】根據下列所提供的資料，回答 15.～17.題： 

大氣像一層覆蓋著地球表面的透明薄膜，離地面約 10 至 50 公里之間的大氣為平流層，

紫外線充足，有足量的空氣，構成產生臭氧的良好條件，因此大氣中 90%的臭氧分布在此

範圍內。臭氧層可吸收大部分的紫外線，離地面 25 公里附近臭氧濃度達到最高。 

臭氧是由三個氧原子所組成的彎曲形分子，來自太陽的高能量紫外線(UVB)可將大氣中的氧

分子分解成氧原子，氧原子再與氧分子結合，就形成臭氧，並放出熱量。 

臭氧分子會吸收低能量紫外線(UVA)分解成氧原子及氧分子。其反應式如下： 
UVB

2O 2O  

2 3O +O O + 能量  
UVA

3 2O O +O  

人類若吸人臭氧會傷害肺部，造成呼吸困難，臭氧也會傷害農作物，造成農業損失。

但在工業上卻可發揮其殺菌力，用來淨水及清潔蔬果。若這層臭氧層變稀薄，人類罹患白

內障、皮膚癌及免疫系統障礙的機率將會增加。科學家發現自 1979 年開始，南極上空臭氧

層的濃度有逐年減少的趨勢，此現象已引起全世界的重視。 

____15.有關臭氧的分子組成，用下列哪一個圖形來表示最適宜？( 代表氧原子) 

   
____16.有關臭氧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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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臭氧對人類的呼吸器官有害  (B)臭氧可作為游泳池水的消毒劑  (C)臭氧濃度
太高，會使農作物減產  (D)急救時可直接提供臭氧讓病人呼吸。 

____17.有關大氣中臭氧分布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大氣中 90%的臭氧分布在由地面起至 25 公里高空的範圍內  (B)臭氧大部分存
在離地面 10 至 50 公里的範圍內，但分布不均勻  (C)離地面 25 至 50 公里的高空，
臭氧的分布隨高度的增加而增加  (D)離地面 10 至 50 公里的範圍內，臭氧的分布
隨高度的增加而降低。 

____18.有關全球暖化，下列何者正確？ 

(A)全球暖化後陸生生物生存空間變大  (B)全球暖化
後因溫度上升，應有助農作物的生長，增加產量  (C)

全球暖化後地球表面氣溫就不可能再降低  (D)全球暖
化後，目前的港口如高雄、上海等，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____19.下列哪一種氣體和溫室效應較無關連？ 

(A)N2  (B)CO2  (C)H2O (D)CH4。 

____20.如圖，溫室氣體如二氧化碳、甲烷等氣體，大部分分布
在哪一層？ 

(A)對流層  (B)平流層  (C)中氣層  (D)增溫層。 

____21.承上題，臭氧最大濃度分布在哪一層？ 

(A)對流層  (B)平流層  (C)中氣層  (D)增溫層。 

____22.南美洲秘魯「非聖嬰現象」發生的時間、環境敘述何者錯誤？  

(A)附近湧升的海流溫度較低 (B)形成大漁場 (C)雨量較少  (D)農民修補魚具，在
這段期間不出海。 

____23.從聖嬰現象可以觀察到較暖的海水會滯留在東太平洋，下列哪一項不是它所帶來的
影響？ 

(A)秘魯沿海漁獲大增  (B)亞洲東南部降雨變少  (C)世界各地氣候異常時有豪雨
或乾旱發生  (D)南美沙漠地區會有降下豪大雨現象。 

____24.下列何者會和臭氧起反應，讓臭氧分解成氧分子？ 

(A)O  (B)N  (C)H  (D)Cl。 

____25.下列何種環境(在同一地點)，紫外線指數較高？ 

(A)夏天時有雲遮蔽的中午  (B)夏天時陽光普照的中午 (C)冬天時有雲遮蔽的中
午  (D)冬天時陽光普照的中午。 

____26.地表吸收太陽輻射傳來的能量，同時也以何種的形式向外輻射？ 

(A)紫外線  (B)紅外線  (C)可見光  (D)宇宙射線。 

____27.右圖為地表和大氣對於輻射的吸收示意圖，試依圖判斷下列何者錯誤？ 

(A)圖中 IR 表示紫外線輻射  (B)圖中「甲」表示一些溫室氣
體，它們主要為水氣、二氧化碳和甲烷  (C)圖中的「乙」表示
紅外線輻射  (D)目前地球的平衡溫度為 15 ℃，若沒有溫室氣
體存在，地球上的平衡溫度將降至 0℃以下。 

____28.在臺灣，通常下列哪一月分紫外線指數平均值比其他月分還大？ 

(A)一月  (B)四月  (C)七月  (D)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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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9.南極上空的臭氧洞，其主要的現象是： 

(A)臭氧減少，紫外線的入射量增加  (B)臭氧減少，紫外線的入射量減少  (C)臭氧增加，

紫外線的入射量增加  (D)臭氧增加，紫外線的入射量減少。 

____30.在臺灣，每年的七月分下列哪一地點的紫外線指數平均值會比其他地點還大？ 

(A)臺北  (B)臺中  (C)玉山上  (D)高雄。 

____31.下列有關臭氧的敘述，何者錯誤？ 

(A)在地表上空，先有氧氣，後來才形成臭氧  (D)臭氧是無色、有毒、有刺激味的氣體  (C)

臭氧層位在對流層中  (D)都市中因汽機車引擎的高溫作用，會產生部分的臭氧，影響空

氣品質。 

____32.目前地球上空的臭氧已大量減少，下列有關的敘述，何者正確？ 

(A)目前國際上已禁止冷媒使用 CFCs  (B)在烈日下工作或運動，應注意紅外線的傷害  

(C)由於大家有保護臭氧層的共識，科學家估計在數年內，臭氧層即可恢復原有的濃度  (D)

科學家在地面上製造臭氧，使其上升到平流層，可加速彌補臭氧洞。 

____33.關於大氣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大氣中二氧化碳所占比例比氧氣少  (B)大氣中的水氣能調節地球表面的溫度  (C)大

氣中的臭氧層能吸收紫外線以保護地球上的生物  (D)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會吸收紫外線使

地球產生溫室效應。 

____34.右圖為 1979 年 10 月 12 日

與 2000 年 10 月 12 日南半

球臭氧濃度的分布情形。圖

中「＋」代表南極點，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同一時間來比較，中緯度地區上空較高緯度地區上空的臭氧濃度小  (B)以 2000 年與

1979 年相比較，赤道上空的臭氧濃度有大幅增加的趨勢  (C)以 2000 年與 1979 年相比

較，南極上空臭氧濃度的變化較赤道上空的變化小  (D)以 2000 年與 1979 年相比較，南

極附近的臭氧洞有日漸擴大的趨勢。 

____35.關於天氣預報中常見名詞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由地面天氣圖上的等壓線，可推測大概的天氣狀況  (B)紫外線指數達過量級時，表示

臭氧濃度在此刻最高  (C)若某地降雨機率為 50%，表示該地有一半的時間會下雨  (D)

某地在衛星雲圖上被雲遮住，表示該地當時被高壓籠罩。 

____36.已知南極上空的臭氧逐漸減少，使得抵達地表的紫外線增加，下列哪一項敘述符合事實？ 

(A)臭氧集中在對流層內  (B)紫外線的增加，會使地球提早進入另一個冰期  (C)臭氧濃度

減少，不會傷害地面上的生物  (D)陽光中的紫外線，大部分在臭氧層被吸收。 

____37.下列有關臭氧的敘述，何者錯誤？ 

(A)臭氧是由三個氧原子所構成，和我們所呼吸的氧氣不同  (B)臭氧具有毒性，若吸入過

量會對肺部造成傷害  (C)氟氯碳化物在平流層會分解出氯，將臭氧分解出氧原子，對人

類有益  (D)最早的生命出現在海洋中，陸地上卻一直到四億多年前才有生物出現，這和

臭氧層的形成有關。 

____38.地面附近的臭氧情形，下列哪一組敘述是錯誤的？ 

(甲)鄉村中，臭氧濃度很少；  (乙)都市因空氣汙染，臭氧濃度變大；  (丙)地面附近的臭

氧可擋住紫外線，故對人有益；  (丁)在地面上可製造臭氧，使其上升至高空，使高空臭

氧濃度變大。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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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9.當平流層中的臭氧含量逐漸減少時，對地球環境造成最直接的危機為何？ 

(A)地表溫室效應增加，全球氣溫上升  (B)地表紫外線入射量增加，生物健康受到影響  (C)

地表冰川因太陽輻射量增加而熔化，海平面上升  (D)太陽輻射增加，造成地表海水大量

蒸發，海平面下降。 

 

1.目前一般科學家相信，人類使用於冷媒、噴霧劑和製造電子元件清潔劑等的__________，是破

壞臭氧層的主要元凶。 

2.臭氧洞是南極上空的臭氧層濃度變少，造成__________穿越而過，直接威脅地球上的生物。 

 

【題組】請根據下列所提供的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夏天感覺很熱時，如果你手邊有一罐溫度冷卻劑，只要打開蓋子噴幾下，就可以馬上降低周圍的

溫度，這是消暑的一種方法，其實冷卻劑內只不過是由水和酒精混合形成的水溶液，當由噴霧罐噴

出時會使周圍空氣迅速降溫，這種噴霧罐最好利用氮氣加壓，不要使用氟氯碳化物，以避免破壞大

氣的平衡。 

____40.噴霧罐最好利用氮氣加壓，不要使用氟氯碳化物，是為了避免下列何種現象的發生？ 

(A)全球溫暖化  (B)破壞臭氧層  (C)產生戴奧辛  (D)造成酸雨。 

____41.噴霧罐噴出水和酒精的液滴，使周圍溫度降溫，其原因為何？ 

(A)液滴蒸發時吸熱  (B)液滴凝結時吸熱  (C)液滴凝固時放熱  (D)液滴汽化時放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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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海水能長期往同一方向流動，形成洋流，主要是哪一因素所造成的？ 

(A)風吹的結果  (B)高度不同，水往低處流的結果  (C)地球自轉，使海水流動  (D)月球吸
引海水，使海水流動，因而造成洋流。 

____2.下列哪一敘述正確？ 

(A)一個靠海的城市，一天之中溫差很大  (B)洋流和氣候並無關連  (C)植物除了靠風、蟲、
鳥來繁殖後代，也能藉由海流的流動，將種子漂到遠方  (D)黑潮的流向，在夏天受南風的
影響流向北方，冬天時受北風影響往南方流動。 

____3.有關洋流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臺灣東部外海的黑潮，不論冬夏均向北流  (B)中國沿岸流會因冬夏季節不同而改變流向  

(C)歐洲的法國巴黎和亞洲中國的哈爾濱緯度相當，但冬季較不嚴寒，主要是受北大西洋洋
流(暖流)所賜  (D)洋流只對氣候和生物有影響，並不會帶來垃圾等汙染物。 

____4.就南美洲祕魯而言，非聖嬰現象發生的時間，其環境敘述何者錯誤？ 

(A)附近湧升的海流溫度較低  (B)形成大漁場  (C)雨量較少  (D)漁民修補漁具，在非聖嬰
現象這段時間不出海捕魚。 

____5.聖嬰現象可以觀察到的現象就是較暖的海水會滯留在東太平洋，下列哪一項不是它所帶來
的影響？ 

(A)秘魯沿海漁獲大增  (B)亞洲東南部降雨變少  (C)世界各地氣候異常，時有豪雨或乾旱
發生  (D)南美沙漠地區會有降下豪大雨現象。 

____6.有關全球暖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全球暖化後，陸生生物生存空間變大  (D)全球暖化後，海洋生態環境不受影響  (C)全
球暖化後，地球表面氣溫就不可能再降低  (D)全球暖化後，目前的港口如高雄、上海等，
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____7.下列哪一種氣體和溫室效應較無關連？ 

(A)N2  (B)CO2  (C)H2O  (D)CH4。 

____8.下列哪一種氣體能吸收紫外線？ 

(A)N2  (B)CO2  (C)O3  (D)CH4。 

____9.下列何者會和臭氧起反應，讓臭氧分解成氧氣分子？ 

(A)O  (B)N  (C)H  (D)Cl。 

____10.下列哪一種環境(在同一地點)，紫外線指數會較高？ 

(A)夏天時有雲遮蔽的中午  (D)夏天時陽光普照的中午  (C)冬天時有雲遮蔽的中午  (D)

冬天陽光普照的中午。 

____11.下列有關海流及其影響的敘述，何者錯誤？ 

(A)冬天時，中國沿岸流帶來的海水將使臺灣西南海域的水溫降低  (B)洋流會影響附近的

氣候，如靠海的陸地，日夜溫差會比內陸地區要大  (C)黑潮主流的方向在夏季和冬季是

相同的  (D)屏東的恆春在冬季的氣溫仍如春天，主要是有黑潮帶來高溫的海水。 

____12.近半世紀以來，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含量顯著增加，此現象對地球環境有何影響？ 

(A)使世界各地的海水面下降  (B)大氣會吸收更多的地表輻射  (C)隕石直接撞擊地表的

機率增加  (D)地表接收到的紫外線大量增加。 

____13.下列有關聖嬰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聖嬰現象出現時，南太平洋東岸的氣壓比平時高，南太平洋西岸的氣壓比平時低  (B)

聖嬰現象出現時，南太平洋東岸因湧升流，使得海水溫度較平時低的很多，造成漁獲量減

少  (C)聖嬰現象主要是因溫室效應及臭氧洞造成全球氣候異常的現象  (D)聖嬰年期

間，南太平洋的東南信風減弱，秘魯會發生洪水，臺灣的氣候也可能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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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4.下列對大氣垂直結構中各層特性的敘述，何者錯誤？ 

(A)在整個大氣分層中，只有對流層有天氣現象  (B)地球上空絕大部分的水氣儲存在對流

層中  (C)平流層溫度的變化和臭氧層的存在有關  (D)在大氣分層中，只有平流層中有溫

度逐漸上升的現象。 

____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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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樣的面積，月

表所偵測到的紫外線和宇宙射線的量較地球為高  (D)月表上的水循環速率較地球上的為

快。(水循環：蒸發→凝結→降雨和降雪) 

____16.下列有關溫室效應及臭氧洞的敘述，何者正確？ 

(A)臭氧洞使得紫外線大量到達地表，造成極地冰原大量熔化  (B)溫室效應使得氣候變

動，造成某些動、植物的遷移  (C)臭氧層破洞變大與人為增加的溫室氣體有關  (D)溫室

氣體的增加，使得地表發射的紅外線容易逸散到外太空。 

____17.有關地球大氣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地球形成以來，大氣成分始終不變  (B)今日地球大氣的成分主要是氧和二氧化碳  (C)

夜晚大氣的溫度較白天低，是因為地表不會發射紅外線  (D)如果沒有溫室氣體，地表的

平均溫度會比現在低。 

____18.有關溫室效應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最好把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全部消除，以免溫室效應毀滅地球  (B)空氣中的水氣會吸收

地表的輻射，使地表平均氣溫升高  (C)空氣中甲烷氣體的增加，主要是燃燒石化燃料形

成的  (D)臭氧洞逐年擴大。使穿越大氣層的太陽輻射增加，也是溫室效應的現象之一。 

____19.下列有關全球暖化的成因及現象，何者錯誤？ 

(A)科學家認為全球暖化完全是人為增加的溫室氣體造成的  (B)全球暖化會使部分生物往

兩極或更高處遷移  (C)目前全球水災、旱災等極端天氣現象，其發生次數及嚴重程度都

提高，這和全球暖化有關  (D)二氧化碳的增加，除了會增加溫室效應外，也會降低降雨

的 pH 值。 

____20.右圖為大氣垂直分層示意圖，圖中最接近地面的那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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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21.地球上在四億多年前才有陸生生物，其主要原因為何？ 

(A)地表附近氧氣濃度太低  (B)地表附近二氧化碳濃度太高   

(C)地表附近水氣含量太少  (D)高空臭氧濃度太低。 

____22.有關熱對環境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溫室效應」使地球平均溫度升高，海水加速蒸發，造成海平面下降  (B)大氣中二氧

化碳的濃度升高，使地球溫暖化，有助於所有動植物的生長  (C)大量排放熱水到海裡會

立刻被海水冷卻，不影響該區域海洋的生態  (D)夏天大量使用冷氣機，把室內的熱排到

室外，會對環境造成熱汙染。 

____23.「聖嬰年」發生時，下列海水溫度變化情形的敘述，何者正確？ 

(A)赤道西太平洋海水溫度升高，赤道東太平洋海水溫度降低  (B)赤道西太平洋的海水溫

度降低，赤道東太平洋的海水溫度升高  (C)赤道西大西洋的海水溫度升高，赤道東大西

洋的海水溫度降低  (D)赤道西大西洋的海水溫度降低，赤道東大西洋的海水溫度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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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4.有從地表以上到約10公里高的大氣稱為對流層，下列有關對流層內現象的敘述何者錯誤？ 

(A)隨高度增加而氣溫下降  (B)隨高度增加而氣壓下降  (C)天氣變化現象主要是受水氣

的影響  (D)空氣對流現象是臭氧造成的。 

____25.下列有關臭氧的組成及特性，何者錯誤？ 

(A)臭氧是由三個氧原子組成的，化學式為 O3  (B)臭氧和氧氣都是氧原子組成，所以化學

性質相同  (C)臭氧的分子量是氧氣的 3/2 倍  (D)同質量的臭氧和氧氣，所含的氧原子數

相同。 

____26.有關臭氧層中臭氧的形成和性質，下列何者正確？ 

(A)臭氧是氧氣在地面附近形成後，逐漸上升至平流層中  (B)臭氧會吸收地表輻射，並使

平流層溫度升高  (C)臭氧會吸收紫外線，而自身被分解  (D)臭氧有毒，能殺死高空中的

細菌，進而保護地球。 

____27.關於臭氧的性質及作用，下列何者正確？ 

(A)吸收太陽光中的紫外線，使地表維持較高的溫度  (B)無色、無毒，在平流層不會受到

太陽輻射的破壞  (C)地球的演化順序之一為海中有生物→臭氧層形成→陸地上有生物  

(D)臭氧只分布在平流層，地表附近的對流層中沒有臭氧存在。 

____28.有關全球環境變遷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臭氧洞」是因固態的臭氧層破了一個大洞，讓紫外線到達地表的量增加  (B)「溫室

效應」的增強是全球暖化的原因之一，會使海平面逐漸上升，陸地面積縮小  (C)「聖嬰

年」是指有聖嬰出生的年份，該年南太平洋東邊的海水溫度特別偏高  (D)臭氧洞、溫室

效應和聖嬰現象都是自古以來就有的現象，只是目前特別嚴重，引起人類的重視。 

____29.下列有關臭氧的敘述，何者錯誤？ 

(A)臭氧層在離地 25 公里附近，此處臭氧濃度很大  (B)臭氧層能夠吸收大量的紫外線，

保護地球上的生物 (C)全球上空臭氧層的臭氧含量逐年減少，使得紫外線入射量減少，

影響植物生長  (D)一般科學家相信，人類使用於冷媒、噴霧劑和製造電子元件清潔劑等

的氟氯碳化物，是破壞臭氧層的主要元凶。 

____30.關於全球環境變遷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臭氧層的逐年減少，會導致地表紫外線輻射量增加  (B)空氣中二氧化碳與甲烷濃度大

量增加，會導致全球溫度上升  (C)工廠廢水可藉雨季大量河水沖刷流走，所以不會造成

任何地方的汙染  (D)聖嬰現象不是人類的活動所引起的，但對氣象有很大的影響。 

____31.空氣中的水蒸氣、甲烷及二氧化碳等氣體，能夠吸收太陽光照射地表後向外輻射的紅外

線，將能量保留下來，此稱為溫室效應，近年來人類活動增加了空氣中甲烷、二氧化碳的

含量，使得地球的年均溫上升，導致冰山川熔化，海平面上升。請問下列何種行為可以減

緩人為增加的溫室效應？ 

(A)以火力發電代替核能發電  (B)以焚化爐燃燒垃圾，代替掩埋法  (C)大量開墾熱帶雨

林，以減少森林面積  (D)以太陽能熱水器代替瓦斯熱水器。 

____32.一般所謂「聖嬰年」的週期大約是幾年？ 

(A)1～3 年  (B)2～7 年  (C)7～10 年  (D)10～13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