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普閱讀＋試題演練＋邏輯思考＝會考大贏家！
親愛的老師您好：
時事結合科學概念常常是會考的熱門考題，也是許多國中生最感到棘手的部
分。會考的命題趨勢著重概念理解的評量，以及科學短文的閱讀能力評量等，
同時也強調時事之應用。因此，編者設計出一套科學閱讀評量，並收錄今年
的時事文章，內容包括冰桶挑戰、餿水油、諾貝爾獎等熱門議題，此外，康
軒更獨家為您設計一篇「科學偽新聞」，所謂偽新聞就是新聞中經常出現一
些看似科學，但實際上卻是謬誤的報導。建議老師可配合相關課程使用，讓
學生在課堂上透過閱讀熱門時事及練習精選試題，訓練科學思考能力，更能
精準掌握會考重點。
敬祝

教安
編者  謹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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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偽新聞
＊配合康軒自然

第五冊第2章「力與運動」

讓高鐵三秒停下的新聞魔法
於西元2006年間，某報社報導台灣高鐵公司模擬地震的相關新聞，新聞上線之後，卻被眼
尖的民眾發現，報導和事實似乎有些出入。以下截取新聞的部分段落，請用你目前所學的科學知
識，判斷文章邏輯是否正確？並試著找出合理與不合理的敘述。

高鐵模擬地震，5公里才煞住
台灣高鐵履勘委員昨天在嘉義—臺南間模擬地震發生，結果疏散車上旅客時，列車執勤
員竟然放不下梯子，最後還得靠其他工作人員解圍，整個疏散過程花了廿多分鐘。……根據
日本新幹線標準，地震一發生，行車電腦就應自動下達煞車指令，並於三秒鐘內讓車子完全
停下來，但台灣高鐵七○○Ｔ列車的地震應變程序採用歐洲設計規範，地震發生時，軌道上
的偵測器會先透過列車將訊息傳回行控中心，等行控中心人員確認後再發出應變指令，應變
時間比新幹線慢許多。以昨天的地震演習為例，當時車速三百公里、震度六級，列車持續開
行近五公里才完全停住。履勘委員表示，若照這種運作方式，一旦真的發生地震，恐怕會應
變不及。……

思考練習
看完此篇新聞，聰明的你，是否已找出文章中不合邏輯、矛盾的敘述呢？若沒發現也別氣
餒，試著跟著下列題目，將問題抽絲剝繭，找出邏輯謬誤的地方！
1.根據新聞標題所述，若高鐵須在5公里內使列車完全停止，停止前需要花多少時間？試著畫出
v-t 圖。

2.列車在減速時的平均加速度為何？

3.根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物體所受外力和所產生的加速度成正比，若
有一位60 kg的人坐在車廂內，煞車時他會受到多少阻力？

i

列車資訊：
v＝300 km∕h
總重＝503公噸重

4.承上題，請用你學過的知識估算，煞車時，列車會受到多少阻力？

5.想想看，文章中有什麼不合理或矛盾之處？如果你是記者，該如何調整文章中的敘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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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偽新聞

解說篇
康軒獨家開發的「科學偽新聞」單元，利用牛頓力學的概念，計算高鐵的煞車時間及距離，
並蒐集列車資訊，藉以驗證新聞的正確性。
以下將以兩個方向討論，分別是「列車在5公里內完全煞車」及「列車在3秒鐘內完全煞
車」，一個是由煞車距離推算時間，另一個則是由時間推論煞車距離，並分別計算列車加速度、
列車阻力及乘客受到的阻力。教師可依照數據，推論實際情況為何，並與學生討論。
假設一：列車需要5公里才能完全煞車（以下計算取至小數第 2 位）
1.若列車需要5公里才能完全煞住，停止前需要花多少時間？

速度( m / s)

83.33

試著畫出v-t圖。
⑴先把時速300公里換算成秒速，大約是每秒83.33公尺。
300×1000（m）
＝83.33 m∕s
60×60（s）
⑵若煞車過程的阻力固定不變，則可以把煞車時的速度變化，

x＝5000 m

高鐵時速v＝300 km∕h＝

0

120

時間( s)

畫成右邊的v-t圖。（t＝列車煞車時間）
⑶根據速度對時間關係圖的特性，v-t圖內線段與t軸圍成的面積，代表這段時間的移動距離：
＞83.33×t÷2＝5000
x＝v×t÷2＝5000＝
＝
＞t＝120 s
故煞車時間 t 等於120秒，也就是2分鐘。
2.車子在減速時的平均加速度為何？
上一段內容中，若煞車時間 t＝120秒，則：
v －v

0－83.33

＝ t2－t 1 ＝ 120－0 ＝
＞－0.69 m∕s2
平均加速度 a＝ ∆v
∆t
2
1
（列車停止前，加速度為負，代表加速度方向和運動方向反向，列車速度會減慢。）
3.根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物體所受外力和所產生的加速度成正比，若有一位60 kg的人坐在車廂
內，煞車時他會受到多少阻力？
⑴根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物體所受外力的合力＝物體的質量×物體的加速度，即F＝m×a。
＝
＞F＝60 kg×（－0.69 m∕s2 ）＝－41.4 N
⑵若學生難以想像41.4 N的阻力有多大，可以下列方式解釋：
地表的重力加速度值約為9.8 m∕s2，列車煞車時加速度為0.69 m∕s2，約為重力加速度的0.07
倍。代表的意義是在這煞車過程中，乘客會感覺到有自己體重0.07倍的力量向前推，如果是
體重60公斤重的人，會感受到約4.2公斤重的力量在推自己。
4.承上題，請用你學過的知識估算，煞車時，列車會受到多少阻力？
目前高鐵的列車，一列重量約為503公噸重，如果煞車時加速度是重力加速度的0.07倍，就必須
產生35.21公噸重的煞車阻力，才能在5公里內順利煞車。
2 科學連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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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二：列車在3秒內完全煞車（以下計算取至小數第 2 位）
1.若車子在3秒內完全停止，停止前需要多少緩衝距離？試著畫出v-t圖。

速度( m / s)

根據新聞內容，若煞車時間t＝3 s，高鐵移動速率v＝83.33 m∕s，則： 83.33
x＝83.33×3÷2＝
＞125 m

x＝125 m

如果只要3秒就能將列車完全停止，那煞車距離大約需要125公尺。
（這真是太完美了！但這可能嗎？實際狀況，須將人體反應時間列入考量）

0

3

時間( s)

2.車子在減速時的平均加速度為何？
上一段內容中，若煞車過程總時間t＝3秒，則：
v －v

2
1
平均加速度 a＝ ∆v
∆t ＝ t2－t1 ＝

0－83.33
＞－27.77 m∕s2
3－0 ＝

3.根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物體所受外力和所產生的加速度成正比，若有一位60 kg的人坐在車廂
內，煞車時他會受到多少阻力？
⑴根據牛頓第二運動定律：物體所受外力的合力＝物體的質量×物體的加速度，即F＝m×a。
⑵如果3秒就把列車停住，煞車時加速度為－27.77 m∕s2，約為重力加速度的2.83倍。所以體重60
公斤重的人會感覺到大約169.8公斤重的力量正在推自己。注意哦！不是被體重169.8公斤重的
人推著，而是被體重169.8公斤重的重物壓著，只是這個力量是從後面推來，非一般人能承受。
4.承上題，請用你學過的知識估算，煞車時，列車會受到多少阻力？
目前高鐵的列車，一列重量約為503公噸重，如果煞車時加速度是重力加速度的2.83倍，就必須
產生1423.49公噸重的煞車阻力，才能完成3秒煞車的使命。
延伸思考
以能量觀點來看，若列車以時速300公里行駛，則列車的動能為：
EK＝ 1 mv2＝ 1 ×503000×83.33×83.33 ＝
＞1746388058.35 J≒415806680.55 cal。
2
2
假設列車煞車時，動能完全轉換成熱能，若忽略熔化熱和汽化熱，這麼多熱能足夠把約
4,158,066.8公克的水從0℃加熱到100℃！試想，如果煞車效率這麼高，不知道煞車裝置能否承
受瞬間因煞車產生的熱能？
結論
新聞刊登後，各家媒體爭相報導，直指台灣高鐵在煞車系統上大幅落後日本，最後有人查出
來了，原來日本新幹線的「3秒」，指的是裝置在新幹線軌道底下的感應器，可偵測到人體無法
感應的P波，並在3秒內將訊息回傳給行控中心，由電腦判斷是否停止對列車送電。原來不是在3
秒內把時速300公里的列車停下來啊！報社發現錯誤之後，緊急將此篇新聞刪除，同時，台灣高
鐵公司亦發出聲明：「根據規範，在一般狀態下，當列車以時速300公里行進時，完成煞車所需
距離為6190公尺，所需時間為136秒；在緊急狀態下，完成煞車所需距離為3928公尺，所需時間
為90秒。相關數據係根據列車停車所產生的摩擦力及動能精準計算，以確保煞車時列車乘客之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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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新鮮事
＊配合康軒自然

第一冊第5章「生物的協調作用」

冰桶挑戰接力愛心 ─ 關於漸凍人你該知道的事
冰桶挑戰（ice bucket challenge）熱潮席捲全球，被指名者須
在三天內完成潑冰水的任務，拒絕任務者則需捐款給漸凍人協會，
Facebook創辦人祖克柏、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等美國名人紛紛響應，
在臺灣也有許多名人加入。
「冰桶挑戰」原為社群網站上的募款活動，意在引起人們對肌萎
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 縮寫為ALS）罕
見疾病的關注。此種疾病會侵襲從脊髓、腦幹或大腦皮質區的神經細胞，使運動神經元逐漸退
化，當這些運動神經死亡，腦部無法將訊息傳遞到神經末端，亦無法控制肌肉的運動。發病初期
時，患者會出現肌肉無力、口齒不清、吞嚥困難等症狀，發病後的二到五年內，肢體、軀幹、顏
面和舌頭等部位的肌肉，會逐漸萎縮，以至於無法動彈，因此，這個疾病又被稱為漸凍人疾病。
ALS患者一般是在40到70歲之間發病，但也有較年輕或較年長者得病。對於此疾病的成因，
研究人員提出許多理論，包括感染了病原體、免疫系統出錯、遺傳等因素，但仍無法確定大多數
病患的病因為何。多年來，科學家致力於ALS藥物的開發，但目前仍無藥物能根治ALS疾病，患
者目前皆以一種名為銳力得（riluzole）的藥物控制，盡可能阻止受損的運動神經元釋出有害物
質，藉以延緩病情。
不同於其他神經退化性疾病，ALS患者的感覺神經元並未受損，患者對於外界的變化仍有知
覺，因此，病患的視覺和聽覺功能，仍能正常運行。隨著身體各部肌肉逐漸萎縮，患者只能看著
自己動彈不得的身體，等待死亡的到來，這對病患或是家屬來說，皆是極大的心理負擔。

思考練習
( C ) 1.下列關於神經元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一般說來，細胞本體的長度比神經纖維長
(B)一個神經元由2至數個細胞構成
(C)不同的感覺受器由不同的神經元傳遞
(D)神經纖維為神經元細胞核所在。
( C ) 2.關於ALS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ALS疾病會互相傳染，遇到ALS的患者要盡快躲開
(B)患者多為40至70歲之間發病，過了這段區間，就不會發病
(C)ALS患者到末期時，身體各部肌肉會逐漸萎縮，但聽力仍維持正常
(D)目前已成功開發出藥物，能根治疾病。
( D ) 3.下列哪項不是神經受損所導致的疾病？
(A)帕金森氏症

(B)癲癇

(C)阿茲海默症

(D)乳糖不耐症。

4 科學連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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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新鮮事
＊配合康軒自然

第一冊第3章「養分」、第四冊第5章「有機化合物」

防堵黑心油有絕招
【節錄自2014∕10∕17 東森新聞雲】
頂新黑心油事件引起全臺恐慌，臺北市長郝龍斌16日表示：「若要有效防堵不肖業者回收廢
食用油再利用，可以比照國外將會導致腹瀉的蓖蓖麻子油

倒入廢油之中。」……

國外作法會在廢油中加入蓖麻子油，這種油會導致腹瀉，且任何加工、精製的過程都無法除
去其成分，再黑心的廠商也不敢拿來使用，因此政府可以考慮朝此方向來處理。……
若經濟部、農委會、財政部、衛福部及環保署5個相關部會的資料都能公開透明，讓彼此間
資訊流通，如此一來，就能很快地清查進口油的總量、流向及使用產品等，也能順利消除民眾的
不安。另外，郝龍斌建議，可以靠「窩裡反條款」讓相關從業人員檢舉黑心業者，且勇於檢舉者
還可以獲得獎金，最高可達到兩千五百萬元，在全民重視食安之下，黑心廠商將無所遁形。
知識快遞
蓖麻子油：蓖麻子提煉後的蓖麻子油在醫藥上可作為瀉藥，在手術或大腸檢查前服用可淨腸；蓖麻種子還含
有「蓖麻毒素」，生食會導致嘔吐、腹瀉、脫水，人類平均致死量為0.2毫克，目前無解毒劑，曾被研究作為生
化武器。

思考練習
( A ) 1.下列哪些消化液與脂質的消化有關？甲.唾液
(A)只有乙丁

(B)只有甲丙

乙.膽汁

丙.胃液

(C)只有丙丁

丁.胰液。
(D)甲乙丙丁。

( A ) 2.下表為常見的食品成分與其組成元素及特性的說明，試問何者的內容是正確的？
選項
組成元素
(A)醣類
僅碳、氫、氧
(B)蛋白質 僅碳、氫、氧

特性
又稱碳水化合物
與硝酸反應後會變質且呈現黃色

(C)脂肪
(D)酒

屬於聚合物的一種
可藉由麴菌發酵黃豆生成

僅碳、氫、氧
僅碳、氫、氧

3.為了防止廢油不再被黑心商人回收製成食用油，可在廢油中加入什麼？為什麼可以達到防堵不
肖業者的目的？
答 可加入蓖麻子油。因為這種油會導致腹瀉，且任何加工、精製的過程都無法除去其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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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化最尖端
＊配合康軒自然

第三冊第4章「光」、第六冊第5章「科技你我他」

日本三學者，開創人類照明新紀元
【節錄自2014∕10∕8 國語日報】
西元201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昨天在瑞士 皇家科學院宣布得獎名單，
由日本 名古屋大學學者赤崎勇、天野浩，以及美國 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
分校教授中村修二共同獲獎。諾貝爾基金會表示，赤崎勇與天野浩發明
有效率的「藍色發光二極體

」（LED），中村修二則將此製造出明亮

而節省能源的白色光源，因此獲獎。……
發光二極體的相關產品，早在西元1968年就問世，不過當時光的亮
度低，沒有全彩化，用途局限在標示或觀賞。西元1980年代中期發展出
高亮度的LED，到了1993年，日本 日亞公司更成功開發出高亮度藍光
LED，不但讓LED全彩化，用途也擴及到汽車、通訊產品等。高亮度藍光LED通過與紅色和綠色
LED組合，則可以製造出各種顏色的亮光。……
知識快遞
發光二極體（LED）：發光二極體俗稱LED，是一種能發光的半導體電子元件，電壓驅動「n型半導體的
電子」和「p型半導體的電洞」到發光層，兩者重新結合並發光。「藍光LED燈」這種發光二極體是由不
同的氮化鎵（GaN）層組成，透過混入銦（In）和鋁（Al），提高LED燈的效率。過去人類一直嘗試開發
藍光LED，但亮度始終無法提升，關鍵在於氮化鎵的材料必須在高溫與特別環境下，晶體才能維持好品
質。赤崎勇與他的學生天野浩在西元1986年開發出氮化鎵結晶化技術，即是在氫氣的環境下，用鎂材料
加上氮化鎵去做，不久便開發出全球第一種高亮度藍光LED。

思考練習
( C ) 1.下列哪些光線的組合無法合成白光？
(A)紅、橙、黃、綠、藍、靛、紫七種色光
(B)紅、藍、綠三種色光
(C)紫、紅兩種色光
(D)黃、藍兩種色光。
( B ) 2.宏文告訴店員，他想要買「低耗能、低輻射」的新螢幕，價錢不計，請問下列哪種螢幕
不符合 宏文的需求？
(A)LCD（液晶顯示器）

(B)CRT（陰極射線管）

(C)LED（發光二極體）

(D)PDP（電漿顯示器）。

3.發光二極體簡稱為什麼？為什麼藍色發光二極體的開發如此重要？
答 發光二極體簡稱LED，因為透過高亮度藍光LED與紅色、綠色LED組合，可以製造出各種顏

色的亮光，並製造出明亮而節省能源的白色光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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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科搶先報
＊配合康軒自然

第五冊第3章「功與能」和第6章「板塊運動與地球歷史」

臺灣地底蘊藏的寶藏
臺灣位於歐亞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交界，地底蘊藏極高的熱
流，具有發展地熱的先天條件。地熱來自地底深處，透過岩漿的
熱對流，將熱量傳達至地表，一般出現在板塊交界處，例如海
溝、中洋脊等，而地底冒出的溫泉就是地熱最好的證明。
臺灣的地熱潛能最高的地點在宜蘭 清水、南投 廬山、花蓮 瑞
穗、臺東 金崙等地。憑藉先天地理位置的優勢，政府於西元1981
年在宜蘭 清水建造臺灣第一座地熱發電廠，並從地下1.5公里處抽取地熱水發電。不同於火力發
電或核能發電，地熱發電不需要任何燃料，只要利用地熱井抽取地熱水，再加熱使其成為過熱蒸
汽，即可推動渦輪機發電。
由於早期管線技術較差，長期運轉後，管線逐漸被地熱水內的酸性物質鏽蝕，加上碳酸鈣堆
積結垢堵塞地熱井，使得抽上來的地熱水越來越少，發電量越來越低，清水發電廠只運轉12年，
便在西元1993年關閉。數年前，經濟部 能源局重新探勘並鑽探清水地熱，發現該地區仍有經濟價
值，便著手修復原有的設備，並新增地熱井，經過測試後，於今年1月正式營運，估計一天可產
生1200度的電力。
目前世界上經濟價值較高的地熱發電，多屬於淺層地熱，地熱井只需要鑽到地底3公里左
右，就有足夠的熱可以發電（地底溫度每往地下1公里，就會提高30℃，地下3公里至少會提高
90℃）。臺灣地熱潛能雖高，但可用來發電的地點卻不多，最大的地熱蘊藏量在大屯火山區，
但因水中含有硫磺氣，會形成具有高腐蝕性的硫酸，比其他地區更容易侵蝕管線，過高的維修成
本，導致經濟效益降低，因此目前仍著重開發清水地熱發電廠。

思考練習
( D ) 1.臺灣近年來積極開發再生能源，試問下列何種能源仍在研發階段，尚未設立發電廠？
(A)太陽能

(B)風力

(C)地熱

(D)潮汐。

( A ) 2.甲.火力發電；乙.水力發電；丙.核能發電；丁.風力發電；戊.地熱發電；己.生質能發
電。上述何者是利用再生能源來發電？
(A)乙丁戊己

(B)丙丁戊

(C)甲乙戊己

(D)甲丁戊己。

( A ) 3.下列有關中洋脊和海溝處的地球內部熱對流運動方向，何者正確？
選項
(A)

中洋脊
熱對流上升

海溝
熱對流下降

(B)
(C)

熱對流下降
熱對流上升

熱對流上升
熱對流上升

(D)

熱對流下降

熱對流下降
科學連環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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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科搶先報
＊配合康軒自然

第五冊第5章「水與陸地」、第六冊第4章「永續發展」

來自天使的眼淚？嘉明湖身世之謎
坐落於臺東縣 海瑞鄉的嘉明湖，位於三叉山東側，是高
度僅次於雪山翠池的高山湖泊。其湖水顏色深藍如寶石，因此
被登山界稱為「上帝遺失的藍寶石」，也被稱為「天使的眼
淚」，是近年來臺灣深山著名的景點，吸引許多登山客前往。
關於嘉明湖的成因，學者之間主要有三派意見，有人認為
嘉明湖是臺灣1萬年前剛形成時，被隕石撞擊形成的隕石坑；
有人則主張嘉明湖是冰河時期留下的冰斗遺跡；另外則有學者推斷嘉明湖為斷層後大規模山崩，
形成凹陷的地形。
嘉明湖的成因眾說紛紜，期間，各方學者多次前往現場採集岩石及湖水樣本，進行檢測，以
驗證學說的正確性。研究發現，嘉明湖並沒有如同隕石坑一般的圓形截面，嘉明湖看似為橢圓形
狀，實則為不規則形；而隕石坑應有的柯石英及重矽石，並未在嘉明湖中發現。近年來，透過各
種跡象及研究結果，學者已推翻隕石湖的理論，根據嘉明湖現場的冰坎及擦痕，研判嘉明湖應該
是斷層崩塌加上冰河作用形成的冰斗湖。
根據古氣候資料顯示，距今1萬8千年到2萬年之間，臺灣正經歷冰河時期，高山積雪長年不
退，累積了大量的冰、雪。隨著季節和晝夜溫度的變化，積雪融化和凍結反覆進行，融水滲入岩
石裂縫，凍結後膨脹，使岩石崩解碎裂，碎屑被雪水帶走後形成凹地。而臺灣造山運動激烈，加
上雨量充沛，侵蝕及風化力量強大，因此冰河遺留的痕跡很容易被沖刷破壞掉，至今仍保存的冰
河遺跡只剩下玉山、雪山、向陽山等地。

思考練習
( A ) 1.小華在中國某處找到古代冰川的遺跡，試問下列有關冰川遺跡的敘述，何者錯誤？
(A)有明顯的V型峽谷
(B)刮磨過的岩石表面留下直線狀的刻痕
(C)地面的岩石留下數條長長的刮痕
(D)谷地上堆積著顆粒大小不一的石頭。
( C ) 2.研究人員是透過什麼現象判斷嘉明湖不是隕石湖呢？
(A)距今一萬年前撞擊的隕石坑，早已被風化，不可能發展成隕石湖
(B)嘉明湖平均深度僅6公尺，遠小於一般隕石坑深度
(C)無法在嘉明湖找到隕石坑應該有的礦物，如柯石英、重矽石
(D)嘉明湖標高只有3300公尺，高度不夠，不可能被隕石撞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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