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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力與運動 

1-1 力的種類 

1. 需要接觸到物體才能產生作用的力稱為接觸力，不需要接觸到物體也能產生

作用的力稱為超距力。 

接觸力 風車轉動、水車轉動等 

超距力 磁鐵吸引迴紋針、雨從天上落下等 

2. 水往下流、物品往下掉落等情形，都是物體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而物體的

重量，就是物體所受地球引力的大小。 

1-2 力的測量 

1. 力具有大小和方向的特性，作用於物體時，可能使物體產生形狀改變或是運

動狀態改變。 

2. 彈簧受力後會伸長，受力愈大伸長量也愈長，且移除受力後會恢復原狀。 

3. 以砝碼當作重物吊掛在彈簧下方，進行彈簧受力大小實驗，可以發現： 

(1) 彈簧的伸長量與受力大小呈規律性變化，所以可以用來測量力的大小。 

(2) 每次增加一個相同重量的砝碼，彈簧伸長量增加的長度大致一樣。例如： 

每增加 1 個 20 克重的砝碼，可以使彈簧的伸長量增加 1 公分，若重物

使此 彈簧伸長 3 公分，則重物的重量為 60 克重。  

4. 彈簧秤、磅秤等運用彈簧的工具，就是運用彈簧的規律性變化，來測量物體

的重量。 

5. 藉由物體運動狀態改變的情形，也可以知道施力的大小。相同條件下，在桌

面上以大小不同的力推硬幣： 

(1) 測量硬幣在相同時間內移動的距離，移動距離較長表示施力較大。 

(2) 比較硬幣在相同距離內移動的快慢，較快到達終點表示施力較大。 

6. 靜止的物體同時受到兩個方向相反且作用於同一直線上的力時： 

(1) 兩力大小相等，物體會維持靜止不動。 

(2) 兩力大小不等，則物體會往施力較大的方向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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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摩擦力 

1. 在地面上滾動的球，與地面之間會產生摩擦力，摩擦力會影響球的移動，使

得球愈滾愈慢，甚至停下來。 

2. 在相同的條件下，比較硬幣在不同材質表面移動的快慢： 

(1) 硬幣較慢滑落至桌面，也就是接觸面產生的摩擦力較大，硬幣移動速度慢。 

(2) 硬幣較快滑落至桌面，也就是接觸面產生的摩擦力較小，硬幣移動速度快。 

(3) 此實驗中，操作變因為接觸面材質（如砂紙、厚紙板），其他應保持不變

的控制變因有：硬幣的大小、硬幣滑落的起點、厚紙板墊高的高度等。 

3. 增加摩擦力的例子： 

(1) 筷子的表面加上刻紋，可以增加摩擦力，夾取食物較不易滑落。 

(2) 寶特瓶瓶蓋的刻紋，可以增加摩擦力，轉開蓋子時較不易手滑。 

(3) 運動鞋的鞋底通常採用摩擦力較大的材質製作，鞋底的紋路則有助於排

水，能避免行走時滑倒。 

(4) 輪胎通常採用摩擦力較大的材質製作，輪胎上的紋路則有助於排水，能避

免行駛時打滑。 

(5) 襪子底部加上止滑顆粒，能產生較大摩擦力，在室內行走時可以避免打滑。 

(6) 腳踏車的煞車皮能產生較大摩擦力，使車輪減速，進而停止達到煞車的目

的。 

(7) 腳踏車的握把、腳踏板，通常為止滑材質及設計，能產生較大摩擦力，避

免手腳滑落。 

4. 減少摩擦力的例子： 

(1) 滑梯的表面通常較順滑，可以減少身體與滑梯接觸時的摩擦力，才能順利

滑下來。 

(2) 風車的轉軸表面順滑，可以減少與扇葉之間的摩擦力，轉動時比較順暢。 

(3) 手推車加上輪子，藉由輪子使推車更容易在地面上移動。 

(4) 門鉸鏈加潤滑油，可以減少接觸面之間的摩擦力，更容易轉動。 

(5) 滑水道上有水流動，可以減少人體與滑水道之間的摩擦力，更容易滑動。 

(6) 汽車、飛機、高鐵列車、船舶等交通工具的外型，通常具有流線型設計，

可以減少車體與空氣或水之間的摩擦力，以減少阻力，並且能達到快速行

駛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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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非題（30 分） 

 1.（╳） 馬車前進、水車轉動、磁鐵吸引鐵製品，這些都是超距力的作用。 

 2.（○） 筆從桌子掉到地上，是受到地球引力的作用。 

 3.（○） 力可以使物體的形狀改變，例如用力捏黏土，黏土會改變形狀。 

 4.（╳） 海綿受到力的作用後，形狀會產生變化，很適合作為測量力大小的工具。 

 5.（○） 彈簧受力後會伸長，受力愈大就伸得愈長。 

 6.（╳） 力有大小和方向的特性，彈簧可以測量力的大小，但無法知道力的方向。 

 7.（╳） 物體運動快慢和力的作用沒有關聯，所以無法用來判斷施力的大小。 

 8.（○） 球在地上會愈滾愈慢，是因為受到摩擦力的影響。 

 9.（○） 許多產品有止滑設計，這是增加摩擦力的應用。 

10.（╳） 滑水道的水流可以增加摩擦力，滑下時比較安全。 

二 選擇題（30 分） 

 1.（ 3 ） 下列哪一種現象是接觸力的作用？ 

雨水從空中落下 磁浮列車的車體浮在軌道上 

揮棒使棒球飛出球場 月亮繞著地球轉 

 2.（ 4 ） 下列關於砝碼的敘述，何者錯誤？ 

砝碼上通常會標示重量 可以搭配彈簧或天平使用 

可以掛在彈簧下方當作重物 重量單位通常為公斤 

 3.（ 2 ） 安捷使用同一條彈簧進行測量，分別掛上 5、10、20 克重的砝碼，彈簧

分別伸長 1、2、4 公分，改成掛上一個橡皮擦後，彈簧伸長 3 公分，這

個橡皮擦的重量是幾克重？ 

10 克重 15 克重 20 克重 30 克重 

 4.（ 4 ） 使用彈簧秤可以測量物體的重量，這是運用彈簧的哪種特性？ 

彈簧受力後會彎曲，可以藉由彎曲程度判斷力的大小 

彈簧受力後會開始移動，可以藉由移動快慢判斷力的大小 

彈簧受力後會伸長，且所有彈簧的伸長量都一樣 

彈簧受力後會伸長，且伸長量和受力大小具有規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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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1 ） 曉凡在桌面上推硬幣，硬幣往前滑動，曉凡的施力方向為何？ 

往前 往後 往左 往右 

 6.（ 2 ） 兩人在相同條件的情況下推硬幣，比較相同時間內硬幣的滑動距離，結

果為：宇丞 80 公分，思亭 115 公分，誰推硬幣的力量比較大？ 

宇丞 思亭 一樣大 無法比較 

 7.（ 2 ） 推硬幣的實驗中，施力大小和硬幣移動的速度有什麼關係？ 

施力愈大，硬幣移動速度愈慢 施力愈大，硬幣移動速度愈快 

施力愈大，硬幣愈不容易移動 兩者沒有關係 

 8.（ 3 ） 拔河比賽時，兩隊人馬同時拉一條繩子，繩子的移動情形和施力大小如

何呢？請選出正確的選項。 

兩隊拉動繩子的施力方向相同 

兩隊施力大小不同時，繩子會維持不動 

繩子會往施力較大的一方移動 

繩子會往施力較小的一方移動 

 9.（ 2 ） 雨天時，行走在積水的地面容易滑倒，主要是什麼原因？ 

積水使鞋子與地面間的摩擦力變大 

積水使鞋子與地面間的摩擦力變小 

積水使地球引力變大 

積水使地球引力變小 

10.（ 3 ） 高速運行的交通工具，通常都具有流線型的設計，主要是什麼原因？ 

減少與地面的摩擦力 增加與地面的摩擦力 

減少與空氣或水的摩擦力 增加與空氣或水的摩擦力 

三 下列各種力的作用，分別屬於哪一種力？請連至正確的選項。（12 分） 

 

 

 

 

4.用手擰乾毛巾 

5.腳踩腳踏車前進 

6.磁鐵吸引鐵製品 

1.風吹動旗幟 

2.瀑布的水往下流 

3.硬幣掉到地面 

接觸力 

超距力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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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小茜以硬幣進行摩擦力大小的實驗，請根據下方的實驗設計及結果回答

問題。（16 分） 

接觸面 

較快滑落 材質 

至桌面的打 

砂紙 厚紙板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1. 小茜是根據下列哪一種情形來判斷摩擦力的大小？請打。 

□ A.硬幣在相同距離內移動的快慢 

□ B.硬幣在相同時間內移動的距離 

2. 根據小茜的實驗結果，摩擦力較小的接觸面材質是（ 厚紙板 ）。 

3. 根據小茜的實驗設計，下列的實驗變因中，是操作變因的請畫○，是控制變因的

請打。 

□ A.硬幣的大小       □ B.硬幣滑動的起點 

□ C.拿開直尺使硬幣同時開始下滑  □ D.接觸面的材質 

□ E.厚紙板墊高的高度 

五 力奇進行彈簧受力實驗，請根據下方的實驗結果回答問題。（12 分） 

彈簧原來的長度：10 公分 每一個砝碼重量：10 克重 

懸掛砝碼數量 1 2 3 4 5 

懸掛砝碼重量 

（克重） 
10 20 30 40 50 

彈簧總長度 

（公分） 
10.2 10.7 11.2 11.7 甲 

彈簧伸長長度 

（公分） 
0.2 0.7 1.2 1.7 乙 

1. 根據力奇的實驗結果可以發現，從第 2 個砝碼開始，每在彈簧下方增加 10 克重

的砝碼，彈簧的伸長量會增加（ 0.5 ）公分。  

2. 請幫力奇完成表格中沒有記錄到的部分：甲（ 12.2 ）、乙（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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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簡單機械 

2-1 槓桿 

1. 翹翹板是一種槓桿原理的應用，當體重輕重不同的兩人玩翹翹板時，為了平

衡，比較輕的人要坐在遠離中間支點的位置，而比較重的人則坐在靠近中間

支點的位置。 

2. 槓桿中包含了三個力點，分別是：支點、施力點、抗力點。施力點到支點的

距離稱為施力臂，抗力點到支點的距離稱為抗力臂。 

(1) 當抗力臂×抗力＝施力臂×施力時，槓桿會達到平衡，這就是槓桿原理。 

(2) 重物不變時，施力臂愈長，施力就愈小；施力臂愈短，施力就愈大。 

3. 生活中應用槓桿原理的工具，可以分為下列三種： 

力點位置 省力或費力 工具 

抗力點在中間 施力臂大於抗力臂，可以省力 榨汁器、開瓶器等 

施力點在中間 施力臂小於抗力臂，無法省力 筷子、鑷子、麵包夾等 

支點在中間 
不一定省力或費力，視使用時施力臂

與抗力臂的長短而定 
老虎鉗、大多數剪刀等 

2-2 輪軸 

1. 螺絲起子是一種應用輪軸的工具。手施力時握的部位稱為輪，接觸螺絲釘的

部位就是軸。 

2. 輪軸是一種槓桿的變形，當重物（抗力）掛在軸上、施力在輪上時，軸心為

支點、輪半徑為施力臂、軸半徑為抗力臂。 

3. 輪軸平衡時，軸半徑×懸掛砝碼數量（重量）＝輪半徑×懸掛砝碼數量（重量）。

輪半徑比軸半徑大，所以施力在輪上可以省力、施力在軸上比較費力。 

施力在輪上、抗力在軸上 施力臂＞抗力臂 省力 

施力在軸上、抗力在輪上 施力臂＜抗力臂 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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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生活中應用輪軸的工具： 

省力輪軸工具 
門把、削鉛筆機、汽車方向盤、扳手、螺絲起子、水龍頭、

微波爐的旋轉開關、手動式板擦機等 

費力輪軸工具 吊扇、擀麵棍、竹蜻蜓、旋轉木馬、摩天輪等 

5. 施力在軸上的輪軸工具雖無法省力，卻有操作方便的優點，所以在生活中我

們仍然會使用。 

2-3 滑輪 

1. 滑輪是由有溝槽的輪子和繩子所組成，拉動繩子時會帶動滑輪轉動。 

2. 使用滑輪工作時，有不同的裝置方式： 

(1) 定滑輪：使用時滑輪的位置不會改變。例如：升旗桿上的定滑輪，藉由拉

動繩子將國旗升至旗桿頂。 

(2) 動滑輪：使用時滑輪會隨著繩子的拉動而改變位置。例如：工人利用動滑

輪搬運重物時，可以較為省力。 

3. 定滑輪和動滑輪比較： 

 定滑輪 動滑輪 

滑輪位置 位置固定 和重物一起移動 

移動距離 
繩子拉動距離與 

重物移動距離相同 

繩子拉動的距離為 

重物移動距離的 2 倍 

操作方向 
施力方向與 

重物移動方向相反 

施力方向與 

重物移動方向相同 

支點位置 軸心 輪上懸掛繩子處 

施力臂 輪半徑 輪直徑（輪半徑×2） 

抗力臂 輪半徑 輪半徑 

施力與抗力 
施力＝抗力 

抗力即重物 

施力＝抗力÷2 

抗力為重物加滑輪重量 

省力或費力 不省力也不費力 省力 

4. 將定滑輪和動滑輪組合起來所形成的滑輪組，兼具省力和操作方便的特點，

滑輪組常應用於起重機、滑輪式晒衣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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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齒輪、鏈條與動力傳送 

1. 齒輪是邊緣具有整齊齒狀突出物的輪子，兩個齒輪可以彼此互相扣住，或是

以鏈條連接，相互帶動運轉。 

2. 許多用品內部都有齒輪的構造，例如：修正帶利用齒輪將帶子送出及收回、

時鐘內有許多齒輪帶動指針運作等。 

3. 不同組裝方式的齒輪，轉動情形如下： 

齒輪組裝方式 互相扣住 以鏈條連接 

轉動方向的異同 相反 相同 

轉動圈數比較 大齒輪＜小齒輪 大齒輪＜小齒輪 

4. 大齒輪齒數×圈數＝小齒輪齒數×圈數。 

5. 藉由齒輪可以傳送動力，而兩個大小不同的齒輪裝置，還可以改變運動（旋

轉）速度。 

6. 腳踏車的運作原理： 

 

7. 腳踏車是一種省時、費力的工具。 

8. 腳踏車應用了許多簡單機械原理： 

(1) 輪軸：腳踏板與前齒輪（輪—腳踏板；軸—前齒輪）、後輪與後齒輪（輪—

後輪；軸—後齒輪）。 

(2) 槓桿：煞車把手拉動煞車線，是一種省力的槓桿。 

(3) 齒輪鏈條組合：前、後齒輪以鏈條連接，以傳送動力。 

9. 空氣、水和油都是流體，透過合適的裝置就可以利用流體傳送動力。 

10. 利用兩隻塑膠注射筒和塑膠管，進行流體傳送動力實驗，可以發現空氣和水

都可以傳送動力，使注射筒的活塞位置改變。 

(1) 當注射筒 A 活塞往下壓時，塑膠管另一端的注射筒 B 活塞會往外移動。 

(2) 將注射筒A的活塞再往外拉開，塑膠管另一端的注射筒 B活塞會往下移動。 

11. 辦公椅、電腦椅等可升降高度的椅子，有些具有氣壓棒的構造，藉由氣體傳

送動力，就可以輕鬆的調整椅子高度。 

腳踏板→前齒輪→鏈條→後齒輪→後輪→前輪及整輛腳踏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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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非題（30 分） 

 1.（╳） 在槓桿上，從抗力點到施力點的距離稱為抗力臂。 

 2.（○） 應用槓桿原理的工具，可能可以省力，也可能無法省力。 

 3.（○） 使用槓桿時，若抗力臂和抗力固定，則施力點距離支點愈遠會愈省力。 

 4.（○） 螺絲起子是一種輪軸的應用，使用時是施力在輪上。 

 5.（○） 輪軸實驗器平衡時，比較輪和軸上懸掛的砝碼重量，輪上懸掛的砝碼重

量會比較輕。 

 6.（╳） 滑輪工具是由兩個半徑不同的圓輪組成，兩個圓輪固定在同一軸心上，

而且會同步轉動。 

 7.（╳） 使用定滑輪時，滑輪會隨著重物一起上下移動。 

 8.（╳） 兩個齒輪的齒數數量一定要相同，才可以互相扣住、彼此帶動。 

 9.（○） 以鏈條彼此連接的兩個齒輪，轉動時的方向相同。 

10.（○） 空氣和水都是流體，可以傳送動力。 

二 選擇題（30 分） 

 1.（ 1 ） 操作槓桿實驗器時，如果在支點左方第 3 格處掛 4 個等重的砝碼，則支

點右方第 6 格需要掛幾個等重的砝碼，才能使槓桿平衡？ 

2 個 3 個 4 個 6 個 

 2.（ 2 ） 下列的工具中，哪一種是費力的槓桿？ 

開瓶器 鑷子 榨汁器 水龍頭開關 

 3.（ 3 ） 使用輪軸時，如果將重物掛在軸上、施力在輪上，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輪半徑為抗力臂 軸半徑為施力臂 

軸半徑為抗力臂 輪直徑為施力臂 

 4.（ 1 ） 下列的工具中，哪一種是省力的輪軸應用？ 

扳手 吊扇 竹蜻蜓 摩天輪 

 5.（ 2 ） 使用右圖的定滑輪，手往下拉動繩子時，重物會如何移動？ 

往下 往上 

方向不固定 無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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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3 ） 利用定滑輪拉動重物，如果手拉繩子移動 30 公分，重物會移動幾公分？ 

10 公分 15 公分 30 公分 60 公分 

 7.（ 2 ） 利用動滑輪拉動重物，如果手拉繩子移動 30 公分，重物會移動幾公分？ 

10 公分 15 公分 30 公分 60 公分 

 8.（ 4 ） 利用動滑輪拉動重物，若滑輪本身重 50 克重，重物重 550 克重，則施力

為多少？ 

550 克重 600 克重 250 克重 300 克重 

 9.（ 1 ） 齒數 30 齒的大齒輪和齒數 10 齒的小齒輪互相扣住，當小齒輪轉 6 圈時，

大齒輪會轉幾圈？ 

2 圈 3 圈 6 圈 12 圈 

10.（ 4 ） 下列何者無法傳送動力？ 

空氣 水 油 石塊 

三 下列工具的支點、施力點及抗力點分別位於哪裡？請填入正確的代號。

（8 分） 

ㄅ.支點  ㄆ.施力點  ㄇ.抗力點 

1.開瓶器 2.麵包夾 3.老虎鉗 

   

四 海容利用輪軸實驗器進行實驗，完成了下方的表格記錄。請根據結果回

答問題。（10 分） 

 輪 軸 1. 表格中的「甲」應該填入（ 1 ）。 

2. 輪半徑（ ＞ ）軸半徑，當輪軸平衡時，輪

上懸掛的砝碼重量（ ＜ ）軸上懸掛的砝碼

數量。（填入＞、＜或＝） 

3. 想要利用輪軸工具省力，應該將重物懸掛在

（ 軸 ）上，施力在（ 輪 ）上。 

半徑 6 2 

懸掛砝碼數（個） 

※每個砝碼重 20 

 克重 

2 6 

甲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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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請找出下列各種工具或用品的輪、軸分別位於何處？請填入正確的答

案。（6 分） 

螺絲起子 門把 擀麵棍 

 
 

 

六 下面兩種不同的齒輪組合，其轉動方向和圈數有什麼不同？請根據圖片

回答問題。（6 分） 

齒輪組裝方式 

 

大齒輪齒數：20 

小齒輪齒數：10 

兩個齒輪互相扣合 

 

兩個齒輪以鏈條連接 

 

轉動方向的異同 □相同     □不相同 □相同     □不相同 

轉動圈數比較 
大齒輪（ ＜ ）小齒輪 

（填入＞、＝或＜） 

大齒輪（ ＜ ）小齒輪 

（填入＞、＝或＜） 

七 下列有關腳踏車的敘述，對的畫○，錯的打×。（10 分） 

1.（╳）前齒輪轉動一圈時，後齒輪也同時轉動一圈。 

2.（○）前、後齒輪以鏈條相連接，轉動的方向相同。 

3.（○）前、後齒輪之間靠著鏈條的連結可以傳送動力。 

4.（╳）腳踏車動力傳送的順序：腳踏板→後齒輪→鏈條→前齒輪→前輪→後輪。 

5.（○）腳踏車是省時但費力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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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物、環境與自然資源 

3-1 臺灣的生態 

1. 臺灣四面環海、高山綿延，包括了海岸、溼地、平原、丘陵及高山等多樣的

自然環境，加上氣候溫和、雨量豐沛，更發展出豐富的生態資源。 

類型 環境特色 棲息生物 

海洋 
蘊藏豐富的生物資源，淺海地區匯集了陸地河川

所帶來的養分，使得生物種類更加豐富。 

魚群、珊瑚、海葵、海

豚、寄居蟹等 

溼地 
兼具水域和陸域環境的特徵，有種類繁多的水生

植物、水生動物和許多鳥類棲息其中。 

招潮蟹、彈塗魚、水筆

仔、白鷺鷥等 

森林 
臺灣的森林可簡略分為亞熱帶、溫帶與寒帶森林

等，提供了不同層次的棲息空間。 

筆筒樹、白耳畫眉、松

鼠等 

高山 

臺灣的高山有草原和寒原環境，這些地區的氣候

寒冷、風勢強勁，地表貧瘠。生長在此處的植物

大多較低矮，棲息其中的動物種類也較少。 

臺灣水鹿、玉山杜鵑、

玉山薔薇、玉山薄雪草

等 

2. 有些生物因地理環境等因素，使該物種僅分布在某一特定的地理區域，此類

物種稱為該地區之特有種。例如：臺灣藍鵲、臺灣山椒魚、臺灣野山羊等。 

3. 瀕臨絕種、珍貴稀有及應予保育的野生生物，會經由政府公告列為保育類，

例如：櫻花鉤吻鮭、臺灣黑熊等。 

4. 隨著季節而遷徙的鳥類稱為候鳥，而臺灣是許多候鳥重要的停留地。夏季時

從南方飛來繁殖的候鳥稱為夏候鳥，例如：八色鳥、鳳頭燕鷗等；冬季時從

北方飛來渡冬的候鳥稱為冬候鳥，例如：小水鴨、黑面琵鷺等；遷徙途中只

做短暫停留的稱為過境鳥，例如：灰面鵟鷹、紅尾伯勞等。 

5. 一個地區原本沒有分布的生物種類，因為人類有意或是無意的引入，這種生

物就稱為外來種。 

6. 適應良好的外來種，若干擾原生生物的生長環境，掠奪原生種的食物，有時

甚至破壞農作物，造成當地生態環境或農、漁民莫大損失，則稱為入侵種。 

7. 臺灣常見的外來種有：入侵紅火蟻、美國螯蝦、琵琶鼠魚、福壽螺、銀合歡、

大花咸豐草、小花蔓澤蘭、布袋蓮等。上述這八種物種同時也是影響生態極

巨的入侵種。 

8. 要減低外來種對臺灣生態的影響，需要大家的配合，包含杜絕走私、不飼養

且不隨意放生外來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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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生物與環境 

1. 地球上有各種不同的環境，例如：熱帶雨林、草原、沙漠、極地等，棲息其

中的生物，各具有適應其環境的特徵。 

 環境特徵 生物特徵 

熱帶

雨林 

接近赤道，終年溫

暖潮溼，沒有季節

之分 

生物種類繁多，有許多動、植物種類棲息在此。熱帶雨

林中的植物葉片較寬大，還有很多藤本及著生植物。 

草原 

寬闊平坦、大都是

低矮的草叢和灌

木 

生活在此區的動物，大多擁有良好的視覺、嗅覺和聽覺，

以及擅跑的肢體，以便在草原上追逐獵物或逃避敵人。 

沙漠 

雨量稀少、日照

強、乾旱、高溫、

日夜溫差大 

(1) 仙人掌的葉退化成針狀，以減少水分散失；莖部呈肉

質，可以貯藏水分。 

(2) 駱駝的眼睛、耳朵和鼻子，都有防止風沙進入的功

能，駝峰則可以貯藏養分。 

(3) 有些動物利用夜晚活動，以避開白天的高溫，例如：

跳鼠、響尾蛇等。 

極地 
夏季短暫，冬季酷

寒、風勢強勁 

(1) 有些生物會改變本身的生理情況以因應寒冷，例如：

植物的落葉、動物的冬眠；有些則會遷移到較溫暖的

地區過冬，例如：候鳥。 

(2) 極地動物仰賴厚實的毛皮，或是血液內的防凍劑保持

溫暖，例如：海豹、企鵝、鯨魚、北極熊等。 

2. 同一類的生物，為了適應不同的棲息環境，會有不同的外形特徵。 

北極兔 沙漠野兔 

凍原中的北極兔，冬天時毛色純白，夏季

時則呈現淡灰色。因皮毛色彩能配合當地

景觀，較不易被注意而逃過捕獵。 

沙漠中的沙漠野兔，有著大型的耳朵，

耳朵皮膚的表面下，有一片成網狀分布

的微小血管，當風吹過能使其上血液的

溫度降低。 

受東北季風影響的榕樹 不受東北季風影響的榕樹 

生長在北海岸的榕樹，因長期受到東北季

風吹襲，而形成風剪樹形。 

不受東北季風吹襲的榕樹，正常生長，

樹形挺直正常。 

3. 生物的生長與分布會受到溫度、雨量、日照和土壤等不同因素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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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人類活動對生態的影響 

1. 人口不斷增加，人類為了讓生活更加便利，大量開發土地，忽略對環境的保

護，因而產生各種環境的問題。例如：山坡地不當開墾，造成土石流危機；

濫採河川砂石，造成河床下陷，橋墩裸露影響橋梁安全；大量抽取地下水，

造成地層下陷等。 

2. 生物的生活會受到人類活動與自然因素的影響。 

人類活動 
砍伐森林、在山坡地上建民宿、遊客踩踏溼地、山坡地不當種植、

開採河川砂石、大量抽取地下水等。 

自然因素 氣候變遷、地震、火山爆發等。 

3. 水與空氣是多數生物賴以維生的重要因素，當水和空氣受到汙染，會對生物

生存造成重大影響。 

4. 水汙染與空氣汙染的危害及防治： 

種類 來源 危害 防治方法 

水汙染 

畜牧業排放汙水、使用

肥料和農藥、工廠排放

廢水、垃圾處理不當影

響水質等。 

水生生物及水域周遭生

物生病或死亡；影響農

作物生產；人類飲用汙

染的水或食物也會危害

健康。 

規劃水源保護區、設置

衛生下水道及汙水處

理廠、使用可自然分解

的環保洗潔劑等。 

空氣汙染 

露天燃燒稻草、燃放鞭

炮、汽機車排放廢氣、

工廠排放廢氣等。 

危害生物健康、間接引

發酸雨、全球暖化危機

等環境問題。 

種植樹木凈化空氣、騎

乘電動機車、多搭乘大

眾運輸工具等。 

5. 國家公園、自然保留區、野生動物保護區、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等，都是

政府以自然保育為目的所劃設之保護區。 

6. 國家公園的主要目標為保育、育樂與研究，同時也具備四大功能：提供保護

性的自然環境；保存物種及遺傳基因；提供國民遊憩及繁榮地方經濟；促進

學術研究及環境教育。 

7. 在自然保留區內，禁止遊憩、引進外來種生物、採集標本，是個嚴格保護只

供學術研究的地區，禁止改變或破壞其原有之自然狀態。 

8. 自然保育工作還有：進行復育研究計畫、淨山活動、淨灘活動、成立護溪巡

守隊、設立保護區、設立國家公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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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資源開發與永續經營 

1. 自然資源可分為：可再生資源與非再生資源。 

可再生 

資源 

資源不會因人類的利用而損耗，或是合理使用

並適當的保護，就能夠在自然中循環、生生不

息的資源。 

例如：陽光、風、空

氣、水、動物、森林

等。 

非再生 

資源 

資源蘊含量有限，隨著人類的開採而消耗，終

有用完的一天。 

例如：礦物、石化燃

料等。 

2. 有些自然資源可以提供能量，進而轉換成電力或產生動力，稱為能源。 

3. 水力、風力、火力、核能、太陽能等自然資源，可以轉換為電力或動力。 

4. 臺灣目前以火力發電為主要電力來源，大約占總發電量七成以上，其次則是

核能發電與水力發電。 

5. 煤、石油和天然氣也是最為廣泛使用的能源，但是這些資源的含量有限，且

使用時還會造成環境汙染。 

6. 太陽能、風力和地熱等，是可以永續利用且汙染較少的自然資源，也是目前

積極開發與研究的方向。 

7. 透過水費單、電費單上的資訊，可以比較與前一期或前一年同期的用量變化，

藉此檢視並改善自己的用水、用電習慣，以達到節約資源的作用。 

8. 減少汙染、有效的利用自然資源，永續經營我們的生活環境，可以做到以下

項目：隨手關燈關水、使用省水馬桶、搭乘大眾運輸工具、自備購物袋、外

食自備餐具、購買有環保標章的產品、購買有節能標章的產品、購買當地當

季的蔬果、購買不過分包裝的產品、使用回收再製的再生紙、善用回收再生

的家具、做好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確實將廢電池回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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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是非題（30 分） 

 1.（○） 臺灣地形、地貌多變，形成各種不同特色的自然環境，蘊育出豐富的生

態資源。 

 2.（╳） 在海洋環境中，可以觀察到魚類、珊瑚、海葵等各種動物，看不到植物

生存其中。 

 3.（○） 臺灣的高山地區氣候雖冷、地表岩石貧瘠，但仍然有動、植物棲息其中。 

 4.（○） 臺灣野山羊、臺灣山椒魚都是臺灣特有種，也是需要被保育的野生生物。 

 5.（╳） 候鳥只在冬季來到臺灣，其他季節看不到候鳥。 

 6.（○） 外來種如果適應良好又沒有天敵，則可能會成為破壞生態環境平衡的入

侵種。 

 7.（╳） 出國旅遊時，看到新奇可愛的動物或植物，可以自行帶回臺灣來飼養或

種植。 

 8.（╳） 為了降低病蟲害造成的農業損失，我們可以噴灑大量的農藥撲滅害蟲，

並不會造成環境負擔。 

 9.（○） 被汙染的水如果滲入土壤，將會汙染土壤，進而危害動物、植物的生存。 

10.（○） 迎風面榕樹因為強烈的風吹襲作用的結果，形成了奇特的風剪樹形，和

一般正常的榕樹樹形不同。 

二 選擇題（30 分） 

 1.（ 1 ） 下列哪一個棲息環境中，可以找到招潮蟹、彈塗魚、紅樹林和水筆仔等

生物？ 

溼地 森林 高山 沙漠 

 2.（ 4 ） 以「是保育類」進行分類時，下列哪一組生物會分在同一類？ 

臺灣黑熊、琵琶鼠魚 臺灣水鹿、入侵紅火蟻 

臺灣野山羊、福壽螺 臺灣藍鵲、櫻花鉤吻鮭 

 3.（ 4 ） 下列何者是生長速度極快，有纏繞覆蓋的本事，使其他植物窒息而死，

有植物殺手之稱的外來入侵種？ 

銀合歡 大花咸豐草 布袋蓮 小花蔓澤蘭 



17 

 4.（ 4 ） 氣候溫暖潮溼，沒有季節分別，適合植物生長。生物聚集、世代交替速

度快，生物種類豐富且多樣性的棲息地是下列何者？ 

海洋 極地 沙漠 熱帶雨林 

 5.（ 2 ） 北極兔在夏季和冬季的毛色會有變化，其中冬季時，毛色會變成白色的

主要目的是什麼？ 

有助於散熱  形成保護色躲避天敵 

可以加強保暖  形成警戒色嚇阻天敵 

 6.（ 3 ） 下列何者是政府以自然保育為目的所劃設之保護區？ 

休閒農場 博物館 自然保留區 動物園 

 7.（ 4 ） 下列何者不是設立國家公園的目的？ 

保護自然環境 提供學術研究 提供國民遊憩 促進土地開發 

 8.（ 4 ） 下列哪一項資源不是自然資源？ 

水 煤礦 棉花 塑膠 

 9.（ 1 ） 下列何者占臺灣總發電量七成以上，為目前最主要的發電方式？ 

火力發電 核能發電 風力發電 水力發電 

10.（ 3 ） 下列哪一種消費行為對環境較為友善？ 

使用具塑膠微粒的產品 購買包裝多層繁複的商品 

使用省電效能高的電器 經常外食且使用免洗餐具 

三 下列生物主要棲息在哪一種環境中？請連到正確的選項。（8 分） 

彈塗魚 海豚 筆筒樹 玉山杜鵑 

    

● ● ● ● 

 

 

 

 
● ● ● ● 

ㄅ.海洋 ㄆ.溼地 ㄇ.高山 ㄈ.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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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下列主要會造成水汙染的填 A，會造成空氣汙染的填 B。（12 分） 

   

 工廠排放汙水  露天燃燒稻草  工廠直接排放廢氣 

   

 
將垃圾倒入河流 

 
家禽排泄物直接排

入河中 
 
車輛排放廢氣 

五 下列屬於保育環境的請打，會破壞生態環境的請打×。（12 分） 

   

 
遊客任意闖入保護

區內 
 
規劃水源保護區 

 
設立國家公園及自

然保留區 

   

 
工廠直接將未處理

的廢水排入河川 
 
隨意在山坡開墾、 

種植檳榔樹 
 
垃圾任意棄置河川

兩側 

六 下列發電方式中，是使用可再生資源的填ㄅ，是使用非再生資源的填ㄆ。

（8 分） 

1.（ ㄆ ）火力發電      2.（ ㄆ ）核能發電 

3.（ ㄅ ）太陽能發電     4.（ ㄅ ）風力發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