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5 學年國中教育會考模擬測驗
  數 學 科 題 本
  第一部分：選擇題（第 1  ~  25 題）

  1. 日本戰國時代後，家紋定型為象徵門第出身的貴族紋章。在以下的家紋圖案 中，若有一圖形為線對稱圖形，則此圖形應為何者？
（選項請參閱附圖）

  2. 若正整數 a 的質因數分解為 #2~2"`*3~3 則下列哪一個選項中的數值是 a 的倍數？
  (A) #2`*3`*8
  (B) #2`*3`*12
  (C) #2`*3`*18
  (D) #2`*3`*27

  3. 臺灣 2300 萬人中，若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人占全部臺灣總人口的 #60`0 他們每 天平均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為 #3 小時，則臺灣所有使用智慧型手機的人每天 使用智慧型手機的時間總共多少小時？
  (A) #4.14`*10~3
  (B) #4.14`*10~7
  (C) #6.9`*10~7
  (D) #6.9`*10~8

  4. 若二元一次聯立方程式
.,(ax+y .k #5
.,(2x-3y .k #13
的解為 x .k #2 y .k b 則 a-b .k 
  (A) -#2
  (B) #1
  (C) #4
  (D) #7

  5. 化簡 (2x+1)~2"-(x-1)~2 之後，可得下列哪一個結果？
  (A) #3x~2
  (B) #3x~2"+2x
  (C) #3x~2"+6x
  (D) #3x~2"+2x+2

  6. 已知線型函數 f(x) .k ax+b 且 f(2) .k #3 f(5) .k #3 則下列何者為 f(x) .k ax+b 的圖形？
（選項請參閱附圖）

  7. 算式 #11`*(7_?1/99_#+3_?1/77_#)-?13/11#`*(?11/117#+?66/91#)之值為何？ 
  (A) #107_?2/7_#
  (B) #109
  (C) #109_?2/7_#
  (D) #111

  8. 已知 ,a ,b 為坐標平面上兩點，若小明由 ,a 點先向上移動 #2 個單位，再向左移動 #5 個單位後可到達 ,b 點，再由 ,b 點先向右移動 a 個單位，再向下移動 b 個 單位後可到達 ",a,b<:} 的中點，則 #2a+b .k 
  (A) #6
  (B) #7
  (C) #11
  (D) #12

  9. 小光想買一個隨身碟，可是他只有 #150 元，不夠買一個隨身碟。已知小光每天固定存 a 元，則存 #20 天他的所有錢剛好可以買一個隨身碟，若小光每天多存 #6 元，則存 #18 天他的所有錢剛好可以買一個隨身碟。依據上述題意，可以列
  出下列哪一個一元一次方程式？
  (A) #20a .k #18(a+6)
  (B) #20a+150 .k #18`*6
  (C) #20a+150 .k #18(a+6)
  (D) #20a+150 .k #18`*6+150

  10. 一盤水餃中，豬肉口味的個數占全部的 ?1/3# 其餘為牛肉和蝦仁口味。若媽媽再煮 #20 顆牛肉水餃， #15 顆蝦仁水餃後，此時牛肉水餃個數是蝦仁水餃的 ?4/3# 倍。請問原來豬肉水餃個數：牛肉水餃個數：蝦仁水餃個數的連比為何？
  (A) #3 "1 #3 "1 #4
  (B) #3 "1 #4 "1 #3
  (C) #6 "1 #8 "1 #7
  (D) #7 "1 #8 "1 #6

  11. 如圖（一），長方形 ,a,b,c,d 中， ,e ,f ,h 分別在 ",a,d<:} ",a,b<:} ",b,c<:} 上， ,g 在 ",c,e<:} 上。若 ",e,f<:} $p ",c,e<:} ",g,h<:} $p ",c,g<:} 且 ",c,e<:} .k ",e,f<:} .k ",g,h<: 則關於甲、乙 兩生對三角形全等的判別，下列何者正確？ 甲生： $t ,d,c,e `:.k $t ,a,e,f
  乙生：  $t ,d,c,e `:.k $t ,g,h,c
  (A) 甲生正確，乙生錯誤
  (B) 甲生錯誤，乙生正確
  (C) 甲、乙兩生均正確
  (D) 甲、乙兩生均錯誤

  12. 如圖（二），若長方形 ,a,b,c,d 可切割成 #3 個面積分 別為 #2 #2 #3 的正方形及 #1 個面積為 a 的長方形，則 a 的值為何？
  (A) >7}
  (B) >12}
  (C) #2>6}-3
  (D) #2>7}-3

  13. 有一個 #16 項的等差數列，將此數列的每一項任意放入圖（三）的方格中，其中有一方格中的 數字不小心被塗黑無法辨識。若其中最小的數 為 -#40 則此數列所有數字的總和為多少？
  (A) -#1000
  (B) -#560
  (C) -#280
  (D) -#256

  14. 在坐標平面上，已知有一個二次函數的圖形與 y .k #4 交於 ,a ,b 兩點，與 x 軸交於 ,c ,d 兩點，且 ",a,b<:} .1 ",c,d<:} 若此圖形的對稱軸為 x .k #2 則此二次函數可能 為下列何者？
  (A) y .k #3(x-2)~2"-4
  (B) y .k #3(x+2)~2"-4
  (C) y .k -#3(x-2)~2"+4
  (D) y .k -#3(x+4)~2"-2

  15. 如圖（四）#8 個相同的長方形積木層層相疊。已知 ,a 每個長方形積木的長為 #90 公分，寬為 #30 公分，且拼接重合的長度皆為 #60 公分。若 ,a ,b 皆為長方 形積木的頂點，則 ",a,b<:} 的長度為多少公分？
  (A) #210
  (B) #240
  (C) #270
  (D) #300

  16. 如圖（五），坐標平面上有 ,a ,b ,c 三點， ,a 點在 y 軸上， ,b ,c 兩點在 x 軸上。若 ${ ,a,b,c .k #43~.* ${ ,a,c,b .k #45~.* 則  $t ,a,b,c 的外心在第幾象限？
  (A) 一
  (B) 二
  (C) 三
  (D) 四

  17. 已知 a b 皆為整數，且一元二次方程式 x~2"+ax-b .k #0 有一根為 x .k >3}-3 則當  x .k >3}-3 時，多項式 x~2"+ax+(a-b) 的值為何？
  (A) -#6
  (B) #6
  (C) -#12+6>3}
  (D) #3+6>3}

  18. 已知某場籃球賽中無犯規罰球，兩隊共投進 #86 球（只含兩分球與三分球），其中甲隊比乙隊少進 #4 球。若甲隊共進了 #16 顆三分球，且終場乙隊獲勝，請問乙隊最少投進幾顆三分球？
  (A) #8
  (B) #9
  (C) #14
  (D) #27

  19. 如圖（六），已知 ,h 為正六邊形 ,a,b,c,d,e,f 的內心，且 ",a,e<:} .k #2>3} 若以 ",a,e<:} 為邊作一正三角形 ,a,g,e 則正三角形 ,a,g,e 的內心至正六邊形 ,a,b,c,d,e,f 的內心 H 的距離為何？
  (A) #1
  (B) ?>3}/2#
  (C) >3}
  (D) #2

  20. 如圖（七），  $t ,a,b,c 中， ,d ,e 分別為 ",b,c<:} ",a,c<:} 的中點， ,g 在 ",a,e<:} 上， ",b,g<:} 的延長線與 ",d,e<:} 的延長線交於 ,f 點。若 ",b,g<:} "1 ",g,f<:} .k #5 "1 #3, 則 ",e,f<:} "1 ",d,e<:} .k 
  (A) #3 "1 #5
  (B) #5 "1 #3
  (C) #5 "1 #6
  (D) #6 "1 #5

  21. 如圖（八），梯形 ,a,b,c,d 中，已知 ",a,d<:} $l ",b,c<:} 且 ${ ,b+${ ,c .k #90~.* ",a,d<:} "1 ",b,c<:} .k #1 "1 #4 若 ",a,b<:} .k #3 ",c,d<:} .k #4 則梯形 ,a,b,c,d 的面積為何？
  (A) #9
  (B) #10
  (C) ?19/2#
  (D) ?21/2#

  22. 如圖（九），  $t ,a,b,c 中， ${ ,b "k #60~.* 作 ",a,b<:} 的中垂線交 ",a,b<:} 於 ,m 點，交 ",b,c<:} 於 ,q 點，再作 ",b,c<:} 的中垂線交 ",b,c<:} 於 ,n 點，交 ",a,b<:} 於 ,p 點，且兩中垂線交於 ,o 點，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 ,a,q,c .k #2${ ,b
  (B) ${ ,a,p,c .k #2${ ,b
  (C) ${ ,a,o,c .k #2${ ,b
  (D) ${ ,m,o,n .k #2${ ,b

  23. 如圖（十），已知 ,d ,e 分別在 ",a,b<:} ",a,c<:} 上，且 ",a,b<:} ",b,c<:} ",a,c<:} ",d,e<:} 為圓 ,o 的四條切線， ,p ,q ,r ,s 為 切點。若 ",a,b<:} .k #10 ",b,c<:} .k #8 ",a,c<:} .k #13 則  $t ,a,d,e 的周長為何？
  (A) #11.5
  (B) #12
  (C) #15
  (D) #15.5

  24. 如圖（十一） ,a ,b ,c ,d 四點在同一圓上，直線 ,a,b 直線 ,c,d 相交於 ,p 點。以 ,a 為圓心，  ",p,a<:} 為半徑作一半圓剛好與圓交於 ,d 點，與 ",a,b<:} 交於 ,e 點。若 ${ ,d,e,p .k #55~.* 則 ${ ,b 的度數為何？
  (A) #30
  (B) #35
  (C) #40
  (D) #45

  25. 如圖（十二），正方形 ,a,b,c,d 中， ,p 點在 ",c,d<:} 上由 ,d 點 往 ,c 點等速移動， ,q 點在 ",b,c<:} 上由 ,b 點往 ,c 點等速移動，且 ,p 點移動速率是 ,q 點移動速率的 #2 倍。當 ,p ,q 兩點分別由 ,d 點、 ,b 點開始同時移動後，若在某個時刻 ${ ,p,a,q 恰好為 #60~.* 則此時正方形 ,a,b,c,d 中的情形下列何者正確？
  (A) ",q,a<:} "k ",p,q<:}
  (B) ",q,a<:} .1 ",p,a<:}
  (C) ${ ,p,q,a "k #60~.*
  (D) ${ ,p,q,a .k #60~.*

  第二部分：非選擇題（第 1  ~  2 題）

  1. 如圖（十三），平行四邊形 ,a,b,c,d 中，兩對角線 ",a,c<:} 與 ",b,d<:} 相交於 ,o 點，且 ,e ,f ,g ,h 分別在 ",o,c<:} ",o,b<:} ",o,d<:} ",a,d<:} 上。若 ",b,f<:} .k ",o,g<:} ",e,f<:} $l ",b,c<:} ",g,h<:} $l ",a,c<:} 請完整說明為何 $t ,o,e,f 與 $t ,g,h,d 全等的理由。

  2. 一段道路 ",p,q<:} 上有一座型如拋物線的拱橋，道路上 ,a2 ,b2 的間隔是 #20 公尺， ,c2 ,d2 的間隔也是 #20 公尺，橋上連接到路面的鋼條 ",a1,a2<:} ",b1,b2<:} ",c1,c2<:} ",d1,d2<:} 均與路面垂直。已知 ",a1,a2<:} 和 ",d1,d2<:} 均為 #3 公尺， ",b1,b2<:} 和 ",c1,c2<:} 均為 #5 公尺， ",b2,c2<:} 為 #100 公尺。今以 ",b2,c2<:} 的中點為原點，建立直角坐標平面，且 ,p ,q 兩點在 x 軸上，如圖（十四）所示，請求出此二次函數的關係式，並求此拱橋的最高點離路面幾公尺？請完整寫出計算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