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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氣團： 

A、 成因：當一大團空氣停留在廣大地區

(一、兩千公里以上)一段時間後，會形

成溫度、溼度與密度等性質相似且均

勻的空氣，稱之為氣團。 

B、 性質： 

(1)  在不同地區(如廣大的海洋、平

原、草原、沙漠等)所發展出的氣

團，其性質可能不同。 

(2)  通常緯度高的地區所形成的氣團

溫度較低，而接近赤道地區所形

成的氣團則溫度較高。 

(3)  在陸地上所形成的氣團水氣少、溼度小；而在海洋上所形成的氣團水氣多、溼度大。 

(4)  一般冷、暖氣團均為高氣壓：由於區內氣流下沉向外輻散而與環境融合，形成均勻氣團，

故為高氣壓。 

 發源地 性質 

熱帶海洋氣團 太平洋 溫暖潮濕 

極地大陸氣團 蒙古、西伯利亞 寒冷乾燥 

 

(     )1. 當一大團空氣停留在廣大的區域(一、兩千公里以上)一段時間後，會形成溫度、溼度與密度

等性質相似且均勻的空氣，稱之為什麼？ 

(A)氣團  (B)鋒面  (C)高氣壓  (D)寒流。 

【答案】：(A) 

【解析】： 

 

(     )2. 在熱帶海洋上發展而成的氣團，其性質為何？ 

(A)溫度高、溼度大  (B)溫度低、溼度大(C溫度高、溼度小  (D)溫度低、溼度小 

【答案】：(A) 

【解析】： 

 

(     )3. 有關氣團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氣團停留的地區必須是廣大的  (B)在溫暖的海洋上形成的氣團，溫度較高，溼度較大  (C)

臺灣地區的上空不會形成氣團  (D)影響臺灣冬季的氣團是乾冷的太平洋海洋氣團。 

【答案】：  (D) 

【解析】： 

 

( )1.  

 

(二) 鋒面： 

A、 成因： 

(1)  氣團形成後，不會固定停留在該地區，是會移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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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兩個性質不同的氣團相遇時，因冷空氣密度較暖空氣大而位於下方，暖空氣則位於上

方，且形成傾斜的交界面，此交界面就是鋒面。 

(3)  在鋒面附近，由於暖空氣上升而使水氣容易產生凝結現象，形成濃密的雲和降水，所以

通常是陰雨的天氣。 

B、 分類： 

(1)  當冷、暖氣團互相推移時，會因強弱不同而產生不同型態的鋒面。 

(2)  冷空氣推向暖空氣時，其交界處稱為冷鋒。在天氣圖上符號是以

來表示，通常在冬季到春季經過臺灣地區。 

(3)  若暖空氣前進而冷空氣後退時，稱為暖鋒。以 來表示。暖鋒不會

經過台灣。 

(4)  當冷暖空氣勢力相當時，鋒面的移動會不明顯而產生滯留的現象，稱為滯留鋒，以

來表示。通常在悔雨季節(5～6月)經過臺灣地區。 

C、 冷暖鋒的天氣現象 

(1)  下圖 A、B可知，冷鋒附近常形成對流旺盛的積雨雲，易產生劇烈的降水；而暖鋒附近

則常形成層雲，通常是較為緩和的降水。 

(2)  鋒面將如何移動： 

天氣圖所標示的鋒面，以三角形或半圓形凸出的方向代表鋒面末

來移動的方向。例如右圖。 

(3)  積雨雲： 

積雨雲是積狀雲的一種，為體積龐大且集中的雲塊，常伴隨雷電現象，降水時通常雨

勢較大。 

(4)  層雲： 

層雲是層狀雲的一種，分布較廣且分散的雲，降水時通

常雨勢較小。 

(5)  冷鋒來臨前後天氣的差異： 

冷鋒前後會有雲雨，甚至雷雨。 

以右圖甲地為例，冷鋒前為西南風，冷鋒到達後，轉為

西北風，氣溫下降，氣壓升高，雲量增多。 

 

 

(     )1. 所謂「鋒面」是指什麼？ 

(A)兩個屬性不同氣團相遇所產生  (B)熱帶地區海面上之強烈低氣壓  (C)一大團內部性質

(溫度、溼度、密度)均勻而相似之空氣  (D)板塊交界地帶。 

【答案】：(A) 

【解析】： 

 

(     )2. 右圖中 a～b、b～d分別為何？ 

(A)滯留鋒、暖鋒  (B)冷鋒、暖鋒  (C)冷鋒、滯留鋒  (D)暖鋒、滯留鋒。 

【答案】：  (B)  

【解析】： 

 

(     )3. 依據臺灣和大陸冷氣團、海洋暖氣團的相對位置判斷，臺灣地區在下列哪一季比較不會有鋒



5-3_氣團與鋒面 １８ 

面過境？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答案】：  (B) 

【解析】： 

 

(     )4. 冷鋒移動時，地面上的冷空氣推向暖空氣，此時常造成何種現象？ 

(A)形成積雨雲，鋒後下雨  (B)形成層狀雲，鋒前下雨，氣溫下降  (C)氣溫和溼度不變，只

有陣風發生  (D)氣壓降低，氣溫不變。 

【答案】：(A) 

【解析】： 

 

(     )5. 同一氣團內，空氣的哪些特性相同？ 

(A)風向與氣壓  (B)氣溫和風速  (C)氣溫和溼度  (D)風向和溼度。 

【答案】：  (C) 

【解析】： 

 

(     )6. 蒙古大陸氣團和太平洋海洋氣團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前者溫暖而潮溼，後者寒冷而乾燥  (B)前者溫暖而乾燥，後者寒冷而潮溼  (C)前者寒冷

而潮溼，後者溫暖而乾燥  (D)前者寒冷而乾燥，後者溫暖而潮溼。 

【答案】：  (D) 

【解析】： 

 

(     )7. 影響臺灣地區天氣的蒙古大陸氣團和太平洋海洋氣團，其天氣系統依次為： 

(A)高氣壓、高氣壓  (B)高氣壓、低氣壓  (C)低氣壓、高氣壓  (D)低氣壓、低氣壓。 

【答案】：(A) 

【解析】： 

 

(     )8. 下列關於氣團與鋒面的敘述，何者正確？ 

(A)鋒面為性質相似的氣團交會形成  (B)不同的地區所發展出的氣團性質可能不同  (C)冷

鋒是冷空氣被暖空氣推著走  (D)臺灣冬季最可能通過的鋒面是滯留鋒。 

【答案】：  (B) 

【解析】： 

 

(     )9. 臺灣地區在春末夏初常有梅雨到來，此梅雨是由下列何種鋒面所造成？ 

 
【答案】：  (D) 

【解析】： 

 

(     )10. 當冷鋒過境時，下列何種現象錯誤？ 

(A)有時一天之內，會造成氣溫大幅下降，而形成寒流  (B)天氣將轉陰有雨  (C)氣溫下降，

氣壓上升  (D)風向改變、氣溫氣壓皆下降 

【答案】：  (D) 

【解析】： 

 

(     )11. 關於鋒面的觀念，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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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鋒面為兩個不同性質氣團的交界處  (B)冷鋒為冷空氣切入暖空氣下方，使暖空氣抬升產

生雲雨帶  (C)暖鋒為暖空氣切入冷空氣下方，使冷空氣抬生而產生雲雨  (D)鋒面來襲會使

天氣狀況較不穩定。 

【答案】：  (C) 

【解析】： 

 

(     )12. 臺灣春夏交替時，常出現綿綿細雨的狀況，主要的原因是受哪

一個因素所影響？ 

(A)東北季風南下  (B)中央山脈的阻隔  (C)滯留鋒的徘徊  (D)

臺灣位於亞洲大陸與太平洋的交界帶。 

【答案】：  (C) 

【解析】： 

 

(     )13. 右圖為某日地面天氣圖，在臺灣地區最可能的天氣狀況為何？ 

(A)睛朗的好天氣  (B)陰雨天  (C)寒冷來襲，氣溫偏低  (D)颱風正經過臺灣本島。 

【答案】：  (B) 

【解析】： 

 

(     )14. 臺灣地區的夏季午後常有局部性雷陣雨，其主要原因為： 

(A)蒙古高原冷高壓南下  (B)停留在臺灣的滯留鋒  (C)大氣的水平運動  (D)大氣的垂直運

動。 

【答案】：  (D) 

【解析】： 

 

(     )15. 右圖為一鋒面圖，A、B兩點表示不同地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A 地氣溫比 B地高，鋒面向 B地移動  (B)A 地氣溫比 B地低，鋒面向 B地

移動  (C)A地氣溫比 B地高，鋒面向 A地移動  (D)A地氣溫比道地低，鋒面

向 A地移動。 

【答案】：  (B) 

【解析】： 

 

(     )16. 右圖為臺灣附近不同時間的地面天

氣圖，試判斷高雄地區當時的天氣狀

況為何？ 

(A)圖(一)陰雨，圖(二)陰雨  (B)圖(一)陰雨，圖(二)晴朗  (C)圖(一)晴朗，圖(二)晴朗  (D)

圖(一)晴朗，圖(二)陰雨。 

【答案】：  (C) 

【解析】： 

 

(     )17. 下列關於氣團的敘述，何者正確？ 

(A)臺灣冬季受蒙古大陸冷氣團影響  (B)必為低氣壓中心  

(C)必定於海洋上形成  (D)風從暖氣團吹向冷氣團。 

【答案】：(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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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右圖為某日地面天氣示意圖，此時正有一鋒面通過臺灣附近的上空。有關此鋒面造成的現

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鋒面通過臺灣時，下雨的機會將大增  (B)臺灣即將遇到寒流，溫度將急速下降  (C)即將

通過臺灣上空的鋒面是冷鋒  (D)此種鋒面通常移動快速。 

【答案】：(A) 

【解析】： 

 

(     )19. 下表是臺灣某地連續兩

天的天氣預報內容，依據

表中資料可判斷該地前

後兩天的天氣變化，最可

能受到下列哪一種天氣系統的影響？ 

(A)暖鋒抵達  (B)冷鋒抵達  (C)低氣壓持續籠罩  (D)高氣壓持續籠罩。 

【答案】：  (B) 

【解析】： 

 

(     )20. 關於冷鋒和暖鋒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冷鋒附近常形成對流旺盛的積雨雲  (B)暖鋒棠形成層狀雲，降雨也較劇烈  (C)不論是冷

鋒或暖鋒，暖空氣均在鋒面上方  (D)冷鋒過境臺灣時，會形成寒流。 

【答案】：  (B) 

【解析】： 

 

    
(21 題) (22 題) (23 題) (24 題) 

(     )21. 如圖為北半球某地區之地面天氣圖，根據此天氣圖推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地的氣溫比乙地為低  (B)乙地的氣壓值為 1008百帕  (C)甲地在 A鋒面通過的這段時

間，氣溫會下降  (D)乙地在 B鋒面接近時會是陰雨天。 

【答案】：(A) 

【解析】： 

 

(     )22. 如圖為臺灣某日的地面天氣圖，依據此圖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圖中鋒面為冷鋒  (B)甲處為高壓中心  (C)該鋒面尚未影響臺灣地區  (D)當日臺北有年

後雷陣雨，是因此鋒面所致 

【答案】：  (C) 

【解析】： 

 

(     )23. 如圖是某日亞洲部分地區地面天氣圖，試問關於圖申甲、乙、丙三地的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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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甲地天氣靖朗  (B)乙地附近冷鋒尚末通過  (C)甲地有上升氣流  (D)乙地氣溫較丙地氣

溫高。 

【答案】：  (C) 

【解析】： 

 

(     )24. 如圖是北半球某地的天氣圖，下列有關此天氣圖之敘述何者正確？ 

(A)圖中 L表示冷空氣  (B)暖鋒尚末通過 A地  (C)A點的氣溫較 B點高  (D)鋒面過後，A

地的風向由東風轉為北風。 

【答案】：  (C) 

【解析】： 

 

(     )25. 右圖為暖鋒的剖面示意圖，甲、乙為不同性質的空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乙均為暖空氣  (B)甲、乙均為冷空氣  (C)甲為暖空氣，乙為冷空氣  (D)甲為冷空氣，

乙為暖空氣。 

【答案】：  (C) 

【解析】： 

 

(     )26. 承上題，在天氣圖上，應如何表示此鋒面的型態？ 

 

【答案】：(A) 

【解析】： 

 

【題組】右圖表示各地區氣象站地面資料，風向以符號表示，例如北風

及東風分別標示為 、 ，試根據右圖回答下列問題： 

(     )27. 據此推論臺灣地區的風向是下列哪一選項？？ 

(A)東南風  (B)東北風  (C)西南風  (D)西北風。 

【答案】：  (B) 

【解析】： 

 

(     )28. 承上題，判別天氣圖上位置在北緯 35度、束經 115 度附近的氣壓中心是何種中心？ 

(A)高氣壓中心  (B)低氣壓中心  (C)雷雨中心  (D)颱風中心。 

【答案】：(A) 

【解析】： 

 

【題組】右圖是一簡易地面天氣圖，試回答下列問題： 

(     )29. 曉涵在圖中甲處附近放風箏，風箏會飄向何處？ 

(A)東南方  (B)西南方  (C)東北方  (D)西北方。 

【答案】：(A) 

【解析】： 

 

(     )30. 圖中的鋒面，通常在冬季時通過臺灣的是【】的鋒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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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左側  (B)右側。 

【答案】：(A) 

【解析】： 

 

(     )31. 下列何者最能代表甲、乙間的垂直剖面圖？ 

 

【答案】：(A) 

【解析】： 

 

(     )32. 在地面天氣圖中， 表示何種鋒面？ 

(A)暖鋒   (B)冷鋒   (C)滯留鋒   (D)囚錮鋒 

【答案】：  (C) 

【解析】： 

 

(     )33. 氣壓差異造成大氣運動，而造成氣壓差異的因素主要是： 

(A)氣溫   (B)雨量   (C)地球自轉   (D)風 

【答案】：(A) 

【解析】： 

 

(     )34. 地面天氣圖出現 的符號，表示天氣的狀況為： 

(A)晴天   (B)陰雨   (C)寒流   (D)颱風 

【答案】：  (B) 

【解析】： 

 

(     )35. 右圖為一鋒面符號，A、B表氣團，此鋒面是向 A或 B移動？ 

(A) A   (B) B 

【答案】：  (B) 

【解析】： 

 

(     )36. 臺灣地區，在春末夏初，常有梅雨到來，此梅雨是由下列何項鋒面所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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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B) 

【解析】： 

 

(     )37. 臺灣地區的夏季，午後常有局部性雷陣雨，其主要原因為： 

(A)蒙古高原冷鋒南下   (B)停留在臺灣的滯留鋒   (C)大氣的水平運動   (D)大氣的垂

直運動 

【答案】：  (D) 

【解析】： 

 

(     )38. 鋒面在移動時，在地面上的空氣是由冷空氣推向暖空氣，則稱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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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冷鋒   (B)暖鋒   (C)滯留鋒 

【答案】：(A) 

【解析】： 

 

(     )39. 下列關於氣團的敘述，何者正確？ 

(A)氣團是指在垂直方向上濕度、溫度均相當一致的一大團空氣   (B)氣團的性質相當固

定，不會隨地點而改變   (C)臺灣夏季易受大陸暖氣團的影響，氣候溫暖且潮濕   (D)兩

性質不同的氣團相遇形成鋒面，當鋒面過境時天氣均會有明顯的轉變 

【答案】：  (D) 

【解析】： 

 

(     )40. 右圖是在北半球的某地區，其空氣流動的現象，下列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如果要在地表面的天氣圖上表示這種現象，我們用符號：L   (B)

如果臺灣附近有這樣的現象存在，天氣應該會維持晴朗   (C)這個氣

團在轉動的時候是呈逆時針旋轉   (D)颱風是由這種空氣流動變化而

來 

【答案】：  (B) 

【解析】： 

 

(     )41. 一團空氣上升至新高度時所發生的變化，下列敘述正確的有幾項？ 

(甲)體積會膨脹；(乙)壓力會調整到和外界相同；(丙)氣溫因和外界較冷的空氣混合而下降；

(丁)水汽容易飽和，可能會形成雲朵。 

(A)甲、乙   (B)乙、丙   (C)乙、丙、丁   (D)甲、乙、丁 

【答案】：  (D) 

【解析】： 

 

(     )42. 「清明時節雨紛紛」，這和下列何者有關？ 

(A)東北季風   (B)滯留鋒   (C)暖鋒   (D)颱風 

【答案】：  (B) 

【解析】： 

 

(     )43. 在地面天氣圖上，哪一個符號代表暖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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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A) 

【解析】： 

 

(     )44. 冷鋒移動時，地面上的冷空氣置換暖空氣，因此： 

(A)易生雲雨，氣溫下降   (B)溼度降低，氣溫升高   (C)氣溫、溼度不變，只有陣風發生   

(D)壓力降低，氣溫不變 

【答案】：(A) 

【解析】： 

 

(     )45. 右圖中冷鋒前後兩個測站 A、B之氣象資料何者相同？ 

(A)氣溫   (B)風向   (C)氣壓   (D)風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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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C) 

【解析】： 

 

(     )46. 地面附近，空氣實際上的流動方向是： 

(A)平行於等壓線   (B)垂直於等壓線   (C)略平行於等壓線偏向低壓   (D)略平行於等

壓線偏向高壓 

【答案】：  (C) 

【解析】： 

 

(     )47. 哪一圖可表示南半球高氣壓的空氣運動？  

 
【答案】：  (C) 

【解析】： 

 

(     )48. 胖胖在筆記上記錄關於氣壓的概念，試問哪項是錯誤的？ 

(A)若某地的氣壓值較周圍高，則該地相對於四周為高氣壓區   (B)有氣壓差的地方才會有

風   (C)天氣圖上同一等壓線經過的地方，氣壓值都相同   (D)等壓線愈密的地方、風速

愈小 

【答案】：  (D) 

【解析】： 

 

(     )49. 請參考右圖，在北半球當你站在 A點，面向北方背風而立時，高氣壓的位置應在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  (D) 

【解析】： 

 

(     )50. 雲根據形狀可分為積狀雲、卷狀雲和層狀雲。下列四種不同的雲之中，

當天空出現哪一種雲時，當地的天氣狀況最可能會是「滂沱大雨」？ 

(A)卷雲   (B)高層雲   (C)卷層雲   (D)積雨雲 

【答案】：  (D) 

【解析】： 

 

(     )51. 下列哪一種情況較易導致下雨？ 

(A)在颱風眼附近   (B)臺灣南部山區，東北季風增強時   (C)夏季午後旺盛的上升氣流   

(D)地面在高氣壓籠罩之下 

【答案】：  (C) 

【解析】： 

 

(     )52. 當冷鋒過境，下列何種現象是錯誤的？ 

(A)暖空氣被冷空氣抬升   (B)天氣將轉陰有雨   (C)氣溫下降，氣壓上升   (D)風速增

強，風向不變 

【答案】：  (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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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若鋒面移動的方向由冷空氣推向暖空氣，則可用下列何項表示？ 

 

【答案】：(A) 

【解析】： 

 

(     )54. 關於鋒面的敘述，下互何者正確？ 

(A)若冷空氣向暖空氣推移，所形成的鋒面稱為暖鋒   (B)若暖空氣向冷空氣推移，將使冷

空氣沿鋒面爬升   (C)若冷空氣將暖空氣推移且抬升，在鋒面附近常有降雨   (D)若冷、

暖空氣勢力相當，鋒面附近將是晴朗的好天氣 

【答案】：  (C) 

【解析】： 

 

(     )55. 受到地球自轉與地表摩擦力的影響，南半球地面附近的空氣流動時會向左偏。下列哪一張

圖能表示南半球低氣壓中心附近的空氣流動情形？ 

 

【答案】：  (C) 

【解析】： 

 

(     )56. 北半球低氣壓附近空氣的垂直方向及水平方向氣流，何者正確？ 

 

【答案】：  (D) 

【解析】： 

 

(     )57. 地面附近的甲、乙兩處空氣密度不同，如右圖。根據該圖推論，下列

何者錯誤？ 

(A)甲處氣壓比乙處大   (B)空氣由甲處流向乙處   (C)甲地的空氣

容易有上升運動   (D)乙地容易有陰雨的天氣 

【答案】：  (C) 

【解析】： 

 

(     )58. 右圖為北半球某地區空氣流動方向示意圖，圖中圓圈為等壓線，箭頭表示空

氣流動方向。下列對此地區之氣壓、天氣及氣流的敘述，何者正確？ 

(A)高氣壓，天氣晴朗，氣流向下   (B)低氣壓，天氣陰雨，氣流向上   (C)

低氣壓，天氣陰雨，氣流向下   (D)高氣壓，天氣晴朗，氣流向上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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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     )59. 右圖為氣流流過山丘的示意圖，箭頭所指為氣流的流向。根

據圖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地最容易有雲累積   (B)乙地的氣溫高於甲地   (C)

丙地的氣壓高於丁地   (D)丁地的溼度小於乙地 

【答案】：  (D) 

【解析】： 

 

(     )60. 下圖箭頭代表空氣滑動方向，則下列何者可能發生 ？ 

 

【答案】：  (C) 

【解析】： 

 

(     )61. 右圖為 86年 6月 24日 8時的地面天氣圖，據此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A)圖中鋒面為冷鋒   (B)甲處為高壓中心   (C)在鋒面附近常屬

陰雨天氣   (D)當日臺北有午後雷陣雨，是因此鋒面所致。 

【答案】：  (C) 

【解析】： 

 

(     )62. 右下圖為臺灣地區某日之地面天氣圖，下列何種天氣形態最有可能

發生？ 

(A)颱風來襲   (B)寒流來襲   (C)處在梅雨

季節   (D)暖鋒將通過臺灣 

【答案】：  (B) 

【解析】： 

 

(     )63. 下列何者不是冷鋒過境時所伴隨的天氣變化？ (A)氣溫下降   (B)氣壓下降   (C)雲量

增加   (D)降雨率增加 

【答案】：  (B) 

【解析】： 

 

 

1. 氣團是指一團空氣停留在廣大地區，在相同位置，其【溫度】、【濕度】和密度等性質相似且均勻

的空氣。 

2. 影響臺灣天氣系統有兩個氣團，冬天主要受到【蒙古大陸】氣團影響，此氣團特性為【冷乾】(填

冷乾或暖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