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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氣象報導時常可見「百帕」一詞，下列有關百帕的敘述何者正確？

(A)百帕是氣壓的單位 (B)百帕是溫度的單位

(C)百帕是風速的單位 (D)百帕是下雨的機會

2. 成熟的蓮霧會自然從樹上掉落到地面，蓮霧在掉落的過程中，其速率逐漸增

加。上述現象是下列何種能量減少而轉換成其他形式的能量所造成的？

(A)動能  (B)熱能

(C)重力位能  (D)彈力(性)位能

3.  博物館的貴重畫冊常會保存在充滿氮氣的密閉容器中，以防止畫冊氧化。上述

使用氮氣的原因，主要是考量氮氣具有下列何種性質？

(A)密度較大  (B)比熱較小

(C)沸點較大  (D)活性較小

4. 人類將人工魚礁投入水底以增加藻類、珊瑚及魚類的棲息空間，這些魚礁最可

能被置放在下列哪一地區？

(A)溪流區  (B)河口區

(C)淺海區  (D)大洋區

5. 下列為四種植物對於環境刺激的感應，何者從接受刺激到出現反應，所需的時

間最長?
(A)朱槿植株受光刺激後向光彎曲

(B)捕蠅草受昆蟲刺激後葉片閉合

(C)酢漿草在太陽下山後葉片下垂

(D)含羞草受外力觸碰後小葉閉合

6. 住在英國的大介到紐西蘭歡度

聖誕節 ( 1 2 / 2 5 )，他發現此時

紐西蘭的氣候型態與常見慶祝

活動和英國大不相同，其比較

如表(一)。根據表中資訊，下列

何者也是大介當時在紐西蘭可

發現的現象？

(A)紐西蘭的夜晚長度比英國長

(B)紐西蘭的白晝長度比英國長

(C)紐西蘭的白晝與夜晚長度大約相同

(D)紐西蘭的白晝與夜晚長度都和英國大約相同

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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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真和小文到高山上旅遊，發現密封包裝的洋芋片其外包裝比在山

下膨脹許多，如圖(一)所示。以下為兩人對包裝的膨脹現象是否與

氣溫有關的對話：

小真：「包裝膨脹應該是因為山上氣溫較低，你看在山下的時候氣

                  溫高就不會。」

小文：「應該不是氣溫的關係吧！……」

已知上述對話中小文不同意小真的論點，則下列說法何者最不適合用來反駁

小真？

(A)我在平地的家中開冷氣時，溫度跟山上相同，洋芋片包裝卻沒有膨脹的現象

(B)你看這瓶玻璃瓶裝可樂，同樣到氣溫較低的山上，玻璃瓶卻沒有膨脹的現象

(C)山上的便利商店內有暖氣，溫度跟山下相同，可是洋芋片包裝也有膨脹的現象

(D)開車上山的過程中，車內空調讓溫度保持不變，可是洋芋片包裝也有膨脹的

      現象

8. 將月球、太陽、氫原子、口腔皮膜細胞依照體積

大小，標示於圖(二)中的體積尺度示意圖。圖中

越靠近數線左端的物質，體積越小；越靠近數線

右端的物質，體積越大。則下列四項甲、乙、

丙、丁的對應方式，何者最合理？

(A)甲－氫原子，乙－口腔皮膜細胞，丙－太陽，丁－月球

(B)甲－氫原子，乙－口腔皮膜細胞，丙－月球，丁－太陽

(C)甲－口腔皮膜細胞，乙－氫原子，丙－太陽，丁－月球

(D)甲－口腔皮膜細胞，乙－氫原子，丙－月球，丁－太陽

9. 製作蛋糕時，常會在白色的鮮奶油中加入些許色素混合，使其顏色變化增加

美觀，而鮮奶油仍維持原本的性質。做好的蛋糕需妥善冷藏，以防止鮮奶油腐壞

變質。關於上述鮮奶油「變色」和鮮奶油「變質」兩者的說明，下列何者最合理？

(A)兩者都是化學變化

(B)兩者都不是化學變化

(C)只有後者是化學變化

(D)只有前者是化學變化

10. 蘋果酸是蘋果等水果中含有的成分，化學式為 C4H6O5，分子中含有兩個—COOH 
原子團，是蘋果的酸味來源，常作為食品添加劑。關於蘋果酸的說明，下列何

者正確？

(A)屬於有機化合物，也是電解質

(B)屬於有機化合物，也是非電解質

(C)屬於無機化合物，也是電解質

(D)屬於無機化合物，也是非電解質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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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人類的 ABO 血型是由一對遺傳因子控制，而控制此血型的遺傳因子有 IA、IB

和 i 三種型式，其中 IA 和 IB 是顯性，i 是隱性，血型和基因型的關係如表(二)
所示。表(三)為甲～丁四組父母的血型配對，在不考慮突變的情況下，則表(三)
中的何種組別不可能生下 O 型血型的子女？ 

   
       

(A)甲 (B)乙 (C)丙  (D)丁

12. 小蘭想了解山坡地發生山崩時，不同因素對建築物破壞程度的影響，而設計以

下實驗，裝置如圖(三)所示。θ為斜面與水平面間的夾角，實驗方式是讓石塊

從斜面上滑落撞擊下方的模型房屋。表(四)則是小蘭 4 次實驗的一些參數。下

列有關此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在實驗編號 1、2 中，石塊重量控制不變

(B)在實驗編號 3、4 中，斜面長度控制不變

(C)若要了解夾角θ的影響，可參考實驗編號 2、4 的結果

(D)若要了解斜面長度的影響，可參考實驗編號 1、3 的結果

13. 根據地震波波速變化可知，地球內部可分為地殼、地函、地核三層。上述分層

與岩石圈和軟流圈厚度範圍的關係，下列何者最合理？

(A)岩石圈的厚度範圍與地殼相等

(B)軟流圈的厚度範圍與地函相等

(C)岩石圈包括了地殼與一部分的地函

(D)軟流圈包括了地函與一部分的地殼

14. 下列選項中的四個活動，光線經過「」中的裝置後，哪一個不會改變光的傳播

方向？

(A)利用「針孔」成像觀察日食

(B)利用「放大鏡」觀察校園中的花朵

(C)利用「汽車後照鏡」觀察後方的車輛位置

(D)利用「三稜鏡」將陽光分散成七種不同顏色的光

表(二) 表(三)

圖(三)

表(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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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圖(四)為某一地區的地層剖面示意

圖，圖中灰色部分岩層飽含地下水。

關於甲、乙、丙、丁所指的各種交界

面，何者為地下水面？

(A)甲 (B)乙
(C)丙 (D)丁

16. 水平桌面上畫有由大小相等正方形組成的方格，一條導線沿著桌面上的直線水平

放置，將導線通入穩定電流，如圖(五)所示。關於載流導線在桌面上 P、Q 兩點所

產生的磁場強度及方向，下列何者正確？

(A)強度相同，方向相同

(B)強度相同，方向不同

(C)強度不同，方向相同

(D)強度不同，方向不同

17. 圖(六)為實驗課的二臺顯微鏡，阿彥和阿秀想利用顯微鏡觀察一朵小花，若阿彥

要觀察萼片細胞的葉綠體大小，而阿秀要觀察雄蕊的數目，則最適合他們使用

的顯微鏡分別為何？

(A)兩人皆為複式顯微鏡

(B)兩人皆為解剖顯微鏡

(C)阿彥為複式顯微鏡，阿秀為解剖顯微鏡

(D)阿彥為解剖顯微鏡，阿秀為複式顯微鏡

18.  一株植物含有不同類型的細胞，以榕樹為例，關於其可行光合作用的細胞數目

與可行呼吸作用的細胞數目之比較及其原因，下列何者最合理？

(A)甲大於乙，因植物的部分細胞不具有粒線體

(B)甲小於乙，因植物的部分細胞不具有粒線體

(C)甲小於乙，因植物的部分細胞不具有葉綠體

(D)甲等於乙，因植物細胞皆具有葉綠體與粒線體

19.  「一氧化二氮無色、無味，在常溫常壓下為氣態。它會吸收地表輻射，也對

人體的中樞神經有作用，常在醫療上作為麻醉使用。」根據上述介紹，可知

一氧化二氮會造成溫室效應，其原因最可能是上述提到的何種特性？

(A)無色、無味  (B)會吸收地表輻射

(C)常溫常壓下為氣態 (D)對人體的中樞神經有作用

圖(四)

圖(五)

圖(六)

甲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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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圖(七)是近 30 年臺北和恆春不同月

的平均氣溫(折線圖)與平均降雨量

(柱狀圖)情形。根據圖中數據所做的

推論，下列何者最不合理？

(A)恆春的晝夜溫差較臺北小，約為 7℃
(B)臺北的每月平均降雨量都超過 50 mm
(C)相較於臺北，恆春大部分的降雨集中

        在 5～10 月
(D)臺北不同月的平均氣溫變化較恆春

       大，約為 13℃

21. 圖(八)～圖(十)為一則新聞報導，有一種「自熱罐」飲料，罐身下方隔層有 CaO
和水，兩者混合後會放出熱量，可使飲料溫度上升至 60℃ 左右，且續熱半小時

以上，在寒冷的冬天相當方便。

小禾認為圖(十)中說明產生的物質有誤，應更正為何種物質？

(A)碳酸鈉  (B)硫酸鈣

(C)氫氧化鈉  (D)氫氧化鈣

22. 

依據上述資訊，畫線處最適合填入下列何者？

(A)只由碳和氫兩種原子所組成

(B)是香蕉、柳丁等水果就含有的物質

(C)沸點比二氯甲烷高，而不易揮發去除

(D)是油脂與鹼性物質進行皂化反應後的產物

圖(七)

圖(八) 圖(九) 圖(十)

為避免攝取過量咖啡因，可先降低咖啡豆中的咖啡因含量。將咖啡豆浸泡

在有機溶劑中，咖啡因會溶於溶劑中，之後取出咖啡豆加熱，使溶劑揮發

掉。二氯甲烷是過往常用的有機溶劑，去除咖啡因效果好又易揮發，但後

來因安全疑慮而棄用，並改用乙酸乙酯。因為酯類_______，所以較無安

全性疑慮，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許可使用乙酸乙酯來去除咖啡因，且無明

定殘留許可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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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圖(十一)為某地的一條食物鏈，圖(十二)則為依據此食物鏈各層級生物體總能量

所繪製成的能量塔示意圖(面積不代表實際能量大小)，若其中蛇類族群的總能量

約為 10,000 能量單位，則乙階層所含的總能量最接近下列何者？

(A) 100 能量單位

(B) 1,000 能量單位

(C) 10,000 能量單位

(D) 100,000 能量單位

24. 圖(十三)為臺灣附近的地面天氣簡圖，圖中黑色曲

線為等壓線。此時全臺各地皆受天氣系統甲的影

響，目前的地面風向大致以東北風為主。同時在

呂宋島東方海面的天氣系統乙則有機會發展為輕

度颱風。根據上述資訊，下列推論何者最合理？

(A)由天氣系統甲的位置判斷，其氣團性質與太平洋

      暖氣團相同

(B)由天氣簡圖判斷，當天呂宋島北部的地面風向

     大致為北風或東北風

(C)受天氣系統甲的影響，臺灣南部及東南部的雨勢

      比北部及東北部強

(D)未來若天氣系統乙移至呂宋島上方，會使呂宋島產生晴朗炎熱的天氣型態

25. 在筆直的道路上有甲、乙、丙、丁四輛車，圖(十四)為四車

的速度 (v) 與時間 (t)關係圖。若 t＝0 s 時，四車位於同一位

置，則有關 t＞0 s 車輛間距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兩車的距離保持不變

(B)丙、丁兩車的距離保持不變

(C)甲、丙兩車的距離愈來愈近

(D)乙、丁兩車的距離愈來愈遠

26. 表(五)為某人體心臟內甲、乙兩個心室的血液中 O2  含量，根

據此表，推測此兩心室所連接的血管，下列敘述何者最合理？

(A)甲與大靜脈連接                   (B)甲與肺靜脈連接

(C)乙與主動脈連接                   (D)乙與肺動脈連接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表(五)

圖(十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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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圖(十五)為甲和乙兩國在 2015 年，以及 2030 年時預計達成的發電方式比例圖：

參考表(六)資料，假設沿用同樣的發電機組，僅考慮發電方式的比例改變，不

考慮其他因素，則與 2015 年相比，預測兩國在 2030 年平均每度電的碳排放量會

如何變化？

(A)兩國都會增加

(B)兩國都會減少

(C)甲國增加，乙國減少

(D)甲國減少，乙國增加

28. 小禮將一杯 20℃ 的純水分為甲、乙兩杯，甲、乙兩杯純水的質量分別為 M甲、

M乙，他將兩杯水分別以相同的熱源加熱，並記錄其加熱時間與上升溫度。已知 
M甲：M乙＝3：2，若熱源發出的熱量完全被水吸收，且水的蒸發忽略不計，則

水的上升溫度與加熱時間之關係圖最接近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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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新聞報導某處養殖池的白蝦大量暴斃，調查後初步推測是高溫與暴雨，使養

殖池的溶氧量和 pH 值劇烈變化，導致水質改變所造成的。專家建議為避免白

蝦大量死亡，應注意水溫變化，可先用水車調整水中的溶氧量，並監控水中的

pH 值，投放熟石灰(氫氧化鈣)調整至合適的 pH 值。」關於上述專家建議的方

法，下列說明何者最合理？

(A)使水中的溶氧量增加，pH 值增加

(B)使水中的溶氧量增加，pH 值減少

(C)使水中的溶氧量減少，pH 值增加

(D)使水中的溶氧量減少，pH 值減少


溶氧量：溶解於水中的氧氣量

圖(十五)

表(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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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圖(十六)分別為在鑰匙上鍍銅和鋅銅電池的裝置示意圖。已知圖中的  和
，其中一個代表電子流動方向，另一個代表電流流動方向。依據圖中資訊

判斷，鋅銅電池中乙電極進行的反應，應為下列何者？

(A) Cu2+ + 2e－ → Cu
(B) Cu → Cu2+ + 2e－

(C) Zn2+ + 2e－ → Zn
(D) Zn → Zn2+ + 2e－

31. 有一個帶電的離子含有 X、Y、Z 三種粒子(質子、電子、中子，未依照順序排

列)，且 X、Y、Z 的粒子數目依序為 NX、NY、NZ  。已知 X 粒子的質量最小，

關於此離子的說明，下列何者最合理？

(A)若為陽離子，且 NY＞NX＝NZ，則 Z 為質子

(B)若為陽離子，且 NY＞NX＝NZ，則 Z 為電子

(C)若為陰離子，且 NX＝NY＞NZ，則 Z 為質子

(D)若為陰離子，且 NX＞NY＝NZ，則 Z 為電子

32. 已知蜂蜜中含有分解澱粉的酵素。現有甲、乙兩試管皆裝有等量且濃度相同的

澱粉液，隨機在其中一支加入蜂蜜，另一支加入等量的水。將兩支試管充分搖

勻，靜置於適宜的溫度，待足夠的反應時間後，以碘液檢測。結果顯示甲呈現

藍黑色，乙呈現黃褐色。根據此結果，推測哪一支試管加入了蜂蜜及其理由，

下列何者最合理？

(A)甲，因未檢測出澱粉 (B)甲，因有檢測出澱粉

(C)乙，因未檢測出澱粉 (D)乙，因有檢測出澱粉

33. 有一槓桿其轉軸 O1  點在槓桿中央，同時在距 O1  點兩側 20 cm 處，垂直槓桿施

予大小為 F 的力，如圖(十七)所示，兩力對此槓桿產生的合力矩大小為 L1。

另有一槓桿其轉軸 O2  點在槓桿的一端，在距 O2  點 40 cm 處，垂直槓桿施予

大小為 F 的力，如圖(十八)所示，此力對此槓桿產生的力矩大小為 L2。關於  
L1  及 L2  兩者的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A) L1＝L2      
(B) L1＝2L2

(C) 2L1＝L2      
(D) L1＝0，且 L1＜L2

圖(十六)

圖(十七) 圖(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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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一條輕繩的一端固定於水平桌面的桌緣

上，拉直此繩使其呈水平後，再以固定

頻率鉛直上下振動，產生相同頻率的繩

波，其示意圖如圖(十九)所示。繩波上一

點 P 與桌面水平線的鉛直高度與時間的關

係如表(七)所示，依據此表推論下列何者

最可能是此繩波的週期？

(A) 1.0 × 10-2 s  (B) 1.5 × 10-2 s
(C) 2.0 × 10-2 s  (D) 3.0 × 10-2 s

35. 小萍比較人體血液中的尿素與氧氣在「流出甲器官後」的濃度變化，結果如

表(八)所示。根據上述，推測甲器官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膀胱                         (B)肝臟   
(C)肺臟                           (D)腎臟   

36. 阿忠與小志想要移動地上的書櫃，發現書櫃裝滿書時，他們無法推動書櫃，因

此將裡面的書先拿下，之後就可以輕鬆推動書櫃。兩人對此現象的解釋如下：

阿忠：由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F＝ma 可知，書櫃裝滿書時，質量 m 較大，因此 
             推動書櫃所需的力 F 也較大，而造成我們推不動書櫃。

小志：書櫃裝滿書時，書櫃垂直作用於地面的力較大，因此書櫃與地面間的         
              最大靜摩擦力較大，而造成我們推不動書櫃。

關於兩人的解釋是否合理？

(A)兩人均合理  (B)兩人均不合理  
(C)只有阿忠合理  (D)只有小志合理

37. 小淳和朋友到新竹的新月沙灣玩水，他們在早上 8 點到達。他觀察當地的海浪

變化，發現下列現象：

①早上 10 點時，海浪打到沙灘上的位置，比他們 8 點剛到的時候低。

②中午 12 點用餐時，海浪打到沙灘上的位置比早上 10 點時更低了。

③下午 2 點，準備要離開時，海浪打到沙灘上的位置比中午 12 點時更高。

已知海浪打到沙灘上的位置變化是受到潮汐的影響，根據小淳的發現，推算

當地的滿潮或乾潮時間應在下列哪個時間範圍內？

(A)乾潮時間可能在早上 8 點～早上 10 點間

(B)乾潮時間可能在中午 12 點～下午 2 點間

(C)滿潮時間可能在早上 8 點～中午 12 點間    
(D)滿潮時間可能在中午 12 點～下午 2 點間

圖(十九)

表(七)

表(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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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圖(二十)為一個內部為真空的密閉空心金屬球，其金屬成分為純銅。

小詩將此金屬球放入水裡，球會完全沒入水中，測得排開水的體積

為 V，再用天平量測其質量為 M，她發現利用密度 D＝M / V 計算出

的 D 值與課本上記載的純銅密度 8.96 g/cm3 明顯不同。若小詩的測

量與計算過程皆無錯誤，則下列何者最合理？

(A) D＜8.96 g/cm3，因為 M 為金屬成分的質量，但 V 大於金屬成分的體積

(B) D＜8.96 g/cm3，因為 V 為金屬成分的體積，但 M 小於金屬成分的質量

(C) D＞8.96 g/cm3，因為 M 為金屬成分的質量，但 V 小於金屬成分的體積

(D) D＞8.96 g/cm3，因為 V 為金屬成分的體積，但 M 大於金屬成分的質量

39. 細胞內的染色體組成會因為細胞種類的不同而有差異，編

號甲、乙、丙和丁分別代表人體中不同的細胞，如表(九)
所示，下列何者不具有成對的性染色體？

(A)只有甲 (B)甲和丁

(C)丙和丁 (D)乙、丙和丁

40. 圖(二十一)為某地的地質剖面圖，已知此地

地層未倒轉，且乙岩層的沉積年代為距今

15,000 年～10,000 年前之間，下列有關其他

各岩層的沉積年代或形成年代，何者最合理？

(A)甲岩層的沉積年代距今至少 15,000 年
(B)丙岩層的沉積年代距今不到 10,000 年
(C)火成岩脈的形成時間距今至少 10,000 年
(D)火成岩脈的形成時間距今不到 15,000 年

41. 圖(二十二)為老師進行實驗的步驟示意圖，在步驟四乙瓶溶液倒入前，若要預測

甲瓶溶液顏色變化的可能情形，則下列的預測何者最合理？

(A)只有一種可能，會觀察到顏色由無色變成紅色

(B)只有一種可能，會觀察到顏色由紅色變成無色

(C)有兩種可能，會觀察到顏色由無色變成紅色或維持無色

(D)有兩種可能，會觀察到顏色由紅色變成無色或維持紅色

圖(二十)

表(九)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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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2～44題

42. 完成步驟 2 後的發酵裝置圖，應為下列何者才合理？(考慮橡皮塞的有無和橡皮

管兩端的位置)
(A)                                                                     (B)

(C)                                                                     (D)
                                   

　　沼氣是指有機物經微生物厭氧(缺氧)發酵所產生的氣體，主成分為甲烷、二

氧化碳和微量的硫化氫等氣體。下列實驗探討不同發酵條件對於沼氣產量的影

響。步驟如下：

1、至生態池中挖取含有微生物的汙泥，並去除雜質。

2、將適量的廚餘、水、汙泥混合後，均分成三等分，分別置於三瓶發酵瓶中，

        再將發酵瓶分別放入不同溫度的恆溫水浴中，並組成三組排水集氣裝置。

3、次日開始，每隔 24 小時，定時測量一次集氣瓶中的排開水量，並記錄之。

4、檢測集氣瓶內的氣體，以確保收集氣體的過程，發酵還在進行。

5、每日於檢測後，將集氣瓶重新裝滿水再放回水槽中，繼續收集氣體。

實驗結果如表(十)所示：

表(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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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牧牧和小歡兩人針對步驟 4，各自提出檢測方法：

牧牧：如圖(二十三)所示，在集氣瓶中加入適量的澄清石灰水溶液，搖晃後，若    
             變混濁，表示有二氧化碳，以推測收集氣體的過程，發酵還在進行。

小歡：如圖(二十四)所示，將有火焰的線香放入集氣瓶內，若線香持續燃燒，表

             示有助燃性氣體，以推測收集氣體的過程，發酵還在進行。

依據實驗內容，判斷兩人的檢測說明是否合理？

(A)兩人皆合理

(B)兩人皆不合理

(C)只有牧牧合理

(D)只有小歡合理

44. 依據實驗內容與結果，可以判斷出下列何者？

(A)厭氧發酵溫度越高，微生物的活性反而會降低

(B)此厭氧發酵所產生的氣體，都屬於易溶於水的氣體

(C)三種溫度所產生的沼氣，甲烷的體積百分比都在 20% 左右

(D)表中排開水量數值越大，可表示當天該條件下的發酵速率越快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5～46題

45. 根據圖(二十五)，推論此植物屬於下列何者？

(A)藻類  (B)蘚苔植物

(C)單子葉植物  (D)雙子葉植物

46. 根據本文，推論哪一位同學的作答結果正確？

(A)同學 1  (B)同學 2
(C)同學 3  (D)同學 4

　　老師在介紹維管束植物體內的運輸構造時，繪製了某植物莖的切面示意

圖，如圖(二十五)所示，並以甲、乙、丙及丁分別標示不同的構造。老師接著

請 4 位同學上臺，各自寫出醣類與水在植物體內主要的運輸位置與方向，學生

的作答結果如表(十一)所示。

圖(二十三) 圖(二十四)

圖(二十五)

表(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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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7～48題

47. 下列哪一個組裝方式符合圖(二十七)中的電路圖？

(A)                                                                  (B)

(C)                                                                  (D)

48. 表(十二)為小玉報告中所記錄的電流值，若根據圖(二十七)
來判斷表中 I甲＞I乙  是否合理，下列的判斷與論述何者

最適當？

(A)合理，因為負極為電子流流出端，而甲較靠近電池負極，所以 I甲＞I乙  合理

(B)合理，因為甲測得的電流值應為流過丙與丁的電流值相加，所以 I甲＞I乙  合理

(C)不合理，因為正極為電流流出端，而乙較靠近電池正極，所以  I乙＞I甲  才合理

(D)不合理，因為乙測得的電流值應為流過丙與丁的電流值相加，所以  I乙＞I甲  

     才合理 

　　圖(二十六)為兩個安培計、兩個電阻器、一個電池與數條導線，其中的電阻器

為符合歐姆定律的導體，圖(二十七)為一電路圖。老師要求小玉將圖(二十六)中的

器材依據圖(二十七)組裝，並將兩個安培計測得的電流值記錄於實驗報告中。

圖(二十六) 圖(二十七)

50 500 5000 50 500 5000

表(十二)

50 500 5000

_

_

50 500 5000

50 500 5000

50 500 5000

50 500 5000

50 500 5000

50 500 5000

50 500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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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49～50題

49. 關於此回合阿明和小豪的得分與卡牌放置組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阿明得 2 分，且小豪的卡牌組合是錯誤的

(B)阿明得 2 分，但小豪的卡牌組合也是正確的

(C)小豪得 1 分，且小豪放置卡牌組合也是正確的

(D)小豪得 1 分，但小豪放置卡牌組合錯誤，會得分是因為阿明答錯

50. 根據本文，關於此回合兩人玩遊戲時的神經傳遞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兩人從接受刺激至產生反應的時間相同

(B)眼睛內的肌肉接收刺激

(C)刺激經由感覺神經元傳遞至腦幹並發出命令

(D)命令經由運動神經元傳遞至手指以按鈴搶答

　　阿明和小豪正在試玩一套自行設計的月相卡牌遊戲，其規則與流程說明如

下所示：

兩人在某次取牌後，阿明先放置好卡牌並按鈴，小豪聽到鈴聲數秒後，才

將卡牌放置完成，兩人的卡牌組合如圖(二十八)所示。

圖(二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