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選擇：

  1. 將六邊形 ,a,b,c,d,e,f 影印縮放成 #80`0 的六邊形 ,a',b',c',d',e',f' 其中 ,a' ,b' ,c' ,d' ,e' ,f' 分別是 ,a ,b ,c ,d ,e ,f 的對應頂點，已知 ",a,b<:} .k #10 公分 ",e',f'<:} .k #20 公分 ${ ,c .k #100~.*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b,c<:} "1 ",b',c'<:} .k #5 "1 #4
  (B) ",a',b'<:} .k #10 公分
  (C) ${ ,c' .k #80~.*
  (D) ",e,f<:} .k #16 公分

答案：A

  2. 已知一個三角形其中的兩邊長分別為 #6 公分和 #9 公分，此兩邊的夾角為 #120~.* 今將此三角形影印縮放成 #200`0 則下列關於新三角形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有一內角為 #60~.*
  (B) 有一內角為 #120~.*
  (C) 有一邊長為 #18 公分
  (D) 有一邊長為 #12 公分

答案：A

  3. $t ,a,b,c 中， ${ ,a .k #90~.* ",a,b<:} .k #12 ",b,c<:} .k #15 今將 $t ,a,b,c 影印得縮放圖 $t ,a',b',c' 且 ",a,b<:} 的對應邊 ",a',b'<:} .k #9 則 ",a,c<:} 的對應邊 ",a',c'<:} .k 
  (A) ?27/5#
  (B) #6
  (C) ?27/4#
  (D) #8

答案：C

  4. 妙麗用量角器量一角為 #60 度，若將量角器縮放為 #3 倍後，再來量同一個角，則其角度變化為何？
  (A) 變大，為 #120 度
  (B) 變大，為 #90 度
  (C) 變小，為 #30 度
  (D) 不變，仍為 #60 度

答案：D

  5. 貞合將附圖影印放大後，得到一張新圖，下列對於新圖的敘述，何者正確？
  (A) 角度變大，兩邊長度變長
  (B) 角度不變，兩邊長度變長
  (C) 角度變大，兩邊長度不變
  (D) 角度不變，兩邊長度不變

答案：B

  6.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縮放為 #1.5 倍就是縮放為 ?3/2# 倍
  (B) 將原圖縮放為 #2 倍，則每個邊長也都縮放為 #2 倍
  (C) 正方形縮放為 #2 倍，則周長會縮放為 #2 倍
  (D) 原圖縮放為 #2 倍，則每個內角也都縮放為 #2 倍

答案：D

  7. 一五邊形的五邊長為 #4 #8 #6 #7 #5 將此五邊形縮放後和原圖形邊長 #5 對應的新圖形邊長為 #7 則縮放後的五邊形周長為何？
  (A) #30
  (B) #32
  (C) #40
  (D) #42

答案：D

  8. 已知五邊形 ,a,b,c,d,e `: 五邊形 ,a',b',c',d',e' 且五邊形 ,a,b,c,d,e 的周長為 #69 公分，五邊形 ,a',b',c',d',e' 的周長為 #46 公分，若五邊形 ,a,b,c,d,e 的最短邊長為 #6 公分，則五邊形 ,a',b',c',d',e' 的最短邊長是多少公分？
  (A) #9
  (B) #6
  (C) #4
  (D) #3

答案：C

  9. 已知五邊形 ,a,b,c,d,e 與五邊形 ,a',b',c',d',e' 相似，且 ${ ,a "1 ${ ,b "1 ${ ,c "1 ${ ,d .k #2 "1 #1 "1 #2 "1 #3 ${ ,e .k #140~.* 則五邊形 ,a',b',c',d',e' 的最大內角與最小內角相差幾度？
  (A) #50~.*
  (B) #100~.*
  (C) #140~.*
  (D) #150~.*

答案：B

  10. 已知一矩形的長為 #12 公分 寬為 #9 公分，今將寬增加 #6 公分，則長應增加多少公分才能使得新矩形與原矩形相似？
  (A) #6
  (B) #8
  (C) #10
  (D) #12

答案：B

  11. 下列何者不一定相似？
  (A) 兩個頂角為 #30~.* 的等腰三角形
  (B) 兩個直角三角形
  (C) 兩個正三角形
  (D) 兩個正方形

答案：B

  12. 已知一矩形的長、寬分別為 #15 公分和 #10 公分，則此矩形與下列哪一個矩形相似？
  (A) 長為 #5 公分 寬為 #3 公分的矩形
  (B) 長為 #9 公分 寬為 #8 公分的矩形
  (C) 長為 #8 公分 寬為 #6 公分的矩形
  (D) 長為 #6 公分 寬為 #4 公分的矩形

答案：D

  13. 若四邊形 ,a,b,c,d `: 四邊形 ,a',b',c',d' (,a ,b ,c ,d 的對應點依序為 ,a' ,b' ,c' ,d') 且 ${ ,a "1 ${ ,b "1 ${ ,c "1 ${ ,d .k #3 "1 #4 "1 #5 "1 #6 則 ${ ,b'+2${ ,c' .k 
  (A) #180~.*
  (B) #260~.*
  (C) #280~.*
  (D) #300~.*

答案：C

  14. 下列哪幾項一定是相似形？
  （甲）邊長為 #5 公分的正方形與邊長為 #3 公分的正方形
  （乙）長為 #6 公分、寬為 #4 公分的長方形與長為 #9 公分 寬為 #6 公分的長方形
  （丙）兩個平行四邊形
  （丁）兩個大小不同的正五邊形
  (A) 甲、乙、丁
  (B) 丙、丁
  (C) 乙、丙、丁
  (D) 甲、乙

答案：A

  15. 已知  $t ,a,b,c `: $t ,d,e,f, 且 ${ ,a ${ ,b ${ ,c 的對應角分別是 ${ ,d ${ ,e ${ ,f 若 ${ ,c .k #36~.* ${ ,e .k #64~.* 則 ${ ,d 的度數是多少？
  (A) #100~.*
  (B) #80~.*
  (C) #64~.*
  (D) #36~.*

答案：B

  16. 在 $t ,a,b,c 與  $t ,d,e,f 中，若 ",a,b<:} "1 ",d,e<:} .k ",b,c<:} "1 ",e,f<:} 則再加上下列哪一個條件時，可得  $t ,a,b,c `: $t ,d,e,f
  (A) ${ ,a .k ${ ,d
  (B) ${ ,b .k ${ ,e
  (C) ${ ,c .k ${ ,f
  (D) 以上皆非

答案：B

  17. 在 $t ,a,b,c 與 $t ,d,e,f 中，已知 ${ ,a .k ${ ,d 再加上下列哪一條件後，仍無法使得  $t ,a,b,c `: $t ,d,e,f
  (A) ",a,b<:} "1 ",d,e<:} .k ",b,c<:} "1 ",e,f<:}
  (B) ",a,b<:} "1 ",d,e<:} .k ",a,c<:} "1 ",d,f<:}
  (C) ${ ,b .k ${ ,e
  (D) ${ ,c .k ${ ,f

答案：A

  18. 已知五邊形 ,a,b,c,d,e `: 五邊形 ,a',b',c',d',e' 且 ${ ,a ${ ,b ${ ,c ${ ,d ${ ,e 成等差數列， ${ ,b .k #100~.* 則五邊形 ,a',b',c',d',e' 的最大內角是幾度？
  (A) #92~.*
  (B) #100~.*
  (C) #108~.*
  (D) #124~.*

答案：D

  19. 已知 $t ,a,b,c `: $t ,d,e,f 且 $t ,a,b,c 的三邊長分別為 #3 #4 #5 則 $t ,d,e,f 的三邊長不可能是下列哪一組？
  (A) #1.2 #2 #1.6
  (B) ?4/3# #1 #1_?2/3_#
  (C) #1.2 ?4/5# #"_?3/5_#
  (D) #6 #8 #10

答案：C

  20. 已知 $t ,a,b,c `: $t ,d,e,f 且 ${ ,a .k #90~.* ${ ,e .k #45~.* ",a,b<:} .k #4 ",e,f<:} .k #8>2} 則 ",d,f<:} 之長為何？
  (A) #4>2}
  (B) #8
  (C) #8>2}
  (D) #16

答案：B

  21. 已知 $t ,a,b,c `: $t ,d,e,f, 且 ,a 和 ,d ,b 和 ,e ,c 和 ,f 是三組對應頂點。若 ",a,b<:} "1 ",d,e<:} .k #2 "1 #5 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a,c<:} "1 ",d,f<:} .k #2 "1 #5
  (B) ${ ,a "1 ${ ,d .k ${ ,c "1 ${ ,f .k #2 "1 #5
  (C) ",a,b<:} "1 ",b,c<:} "1 ",c,a<:} .k ",d,e<:} "1 ",e,f<:} "1 ",f,d<:}
  (D) $t ,a,b,c 和 $t ,d,e,f 的周長比為 #2 "1 #5

答案：B

  22. 下列哪一個條件無法確定兩個三角形相似？
  (A) 兩個三角形三內角對應相等
  (B) 兩個三角形兩內角對應相等
  (C) 兩個三角形三邊對應成比例
  (D) 兩個三角形兩邊對應成比例

答案：D

  23. $t ,a,b,c 與 $t ,d,e,f 中， ",a,b<:} "1 ",d,f<:} .k ",b,c<:} "1 ",d,e<:} .k #2 "1 #3 那麼再加上下列哪一個條件中後，可以確定 $t ,a,b,c 與 $t ,d,e,f 相似？
  (A) ",d,f<:} "1 ",a,c<:} .k #2 "1 #3
  (B) ${ ,a .k ${ ,e
  (C) ${ ,b .k ${ ,d
  (D) ${ ,c .k ${ ,f

答案：C

  24. 設  $t ,a,b,c `: $t ,d,e,f 其中 ,a ,b ,c 的對應點分別是 ,d ,e ,f 。若 ${ ,b .k #50~.* ${ ,d .k #70~.* 則下列何者錯誤？
  (A) ${ ,a .k #70~.*
  (B) ${ ,e .k #50~.*
  (C) ${ ,c .k #70~.*
  (D) ${ ,f .k #60~.*

答案：C

  25. 已知 $t ,a,b,c `: $t ,d,e,f `: $t ,p,q,r 其中 ,a 的對應點為 ,d 和 ,p ， ,b 的對應點為 ,e 和 ,q ， ,c 的對應點為 ,f 和 ,r 若 ${ ,c .k #60~.* ${ ,q .k #80~.* 則 ${ ,d .k 
  (A) #40~.*
  (B) #50~.*
  (C) #60~.*
  (D) #90~.*

答案：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