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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 將 答 案 畫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面 
一、單選題（每題 4 分） 

(  )1.如右圖所示，一水管截面積為 20cm2，內有流速 2m/s 的水流動，則轉彎處的管壁所受的平均衝力為 (A)4 (B)8 (C)12 (D)16 (E)20 N。 

(  )2.A 球在一光滑水平面上正面彈性碰撞一靜止的 B 球後以原速率的 1/2 反彈，則
B 球之質量為 A 球的 (A)1/2 (B)1 (C)2 (D)3 (E)4 倍。 

(  )3.如右圖所示，三顆質量皆為 m 的貢丸（可視為質點）以竹籤串起來（等間隔 L），並以角速率ω繞 A 端轉動，若竹籤的轉動慣量為
mL2/3，則整個系統的角動量為 (A)10/3 (B)19/3 (C)43/3 (D)109/3 (E)6 mωL2。 

(  )4.兩完全相同的均質光滑圓球在光滑水平面上發生完全彈性碰撞，若碰撞前甲球的速率為 v 向右、乙球為靜止，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若為正向碰撞，則撞後甲靜止、乙以速率 v 向右運動 (B)碰撞前後質心速度不變 (C)若為正向碰撞，則接近速率必小於遠離速率 (D)若為斜向碰撞，則撞後兩球的行進方向必垂直 (E)碰撞前後兩球的動量與動能皆守恆。 

(  )5.某系統由可視為質點的甲、乙兩星球組成，其質量分別為 M、m，兩者在彼此的重力作用下分別以半徑 R、r 繞質心 O 作圓周運動。若 O 靜止不動，且定兩星球相距無窮遠時的重力位能為零，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該系統的動量為零 (B)兩星球的動能相等 (C)兩星球的週期相等 (D)該系統的重力位能為-GMm/(R+r) (E)MR=mr。 

(  )6.一質量 59 公斤的人手持 1 公斤的球坐在質量 20 公斤的車子上，車子正以速率 2m/s 在光滑軌道上等速前進。若某瞬間人將球沿水平方向以對車速率 10m/s 向後拋出，則球拋出後車子的速率變為 

(A)1.9 (B)1.975 (C)3 (D)2.15 (E)2.125 m/s。 

(  )7.質量 m1 的甲物體以初速 v0 朝+x 方向運動（v0>0），某時刻它與質量 m2、原先靜止的乙物體發生碰撞。若碰撞後甲之速度為 v1、乙之速度為 v2，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若 v1>0，則 m1>m2 (B)若 v1=0、v2=v0，則 m1=m2 (C)若 v2-v1=v0，則此碰撞必為彈性碰撞 
(D)m1v1+m2v2=m1v0 恆成立 (E)若 v1=v2，則此碰撞為完全非彈性碰撞。 

(  )8.一木塊放入水中時有 3/5 的體積沉入水中，若改放進某種油中時有 8/9 的體積沉入油中，則該種油的比重為 (A)0.63 (B)0.675 (C)0.75 (D)0.825 (E)0.87。 

(  )9.假設不計水的阻力而只考慮浮力，若某物體在水中以 g/3 的加速度下沉，則其比重為 (A)3/2 (B)2 (C)4/3 (D)5/3 (E)3。 

(  )10.將 A、B 兩金屬以相同熱源加熱所得的溫度變化圖如右所示，兩金屬質量皆為 250g，熱源供熱速率為 100cal/s。若欲以 A、B 製成比熱為 0.06cal／g-℃的合金，則所需的 A、B 質量之比值為 
(A)2.5 (B)2 (C)1.75 (D)1.5 (E)1。 

(  )11.若將質量 2m、0℃的冰和質量 m、100℃的水蒸氣混合，則達熱平衡後液態水佔總質量的 

(A)2/3 (B)3/4 (C)5/6 (D)7/8 (E)8/9。 

(  )12.有一掛鐘之擺長由黃銅製成，已知 20℃時該掛鐘沒有誤差，則當環境溫度升為 30℃時該掛鐘每天會慢大約 (A)0.34 (B)3.4 (C)6.8 (D)8.2 (E)9.3 秒。（黃銅線膨脹係數為 1.89×10-5/℃） 

(  )13.一開口容器內裝某氣體，若將其加熱至絕對溫度 T 時可將容器內的氣體逐出 20%。若欲使容器內的氣體僅剩原始的 50%，則須將其加熱至 (A)4T/3 (B)5T/4 (C)8T/5 (D)7T/3 (E)2T。 

(  )14.一絕熱密閉容器以一絕熱隔板隔成左右兩室，兩室分別放進同類單原子理想氣體，已知左室體積為 V、莫耳數為 n、絕對溫度為 T，右室體積為 2V、莫耳數為 2n、絕對溫度為 2T。今將隔板抽走使兩室的氣體混合，則氣體平衡後的壓力為右室起始壓力的 

(A)1/2 (B)2/3 (C)3/4 (D)4/5 (E)5/6 倍。 

(  )15.設於某容積固定的密閉容器內裝一莫耳的單原子理想氣體，若將其溫度由 300K 升至 600K，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其密度增為 2 倍 (B)其壓力增為 2 倍 (C)其分子平均位能增為 2 倍 (D)其分子方均根速率增為 2 倍 (E)其比熱增為 2 倍。 

(  )16.取溫度 60℃的氖氣 1莫耳和溫度 30℃的氦氣 n莫耳混合後平衡溫度為 40℃，則 n= (A)1 (B)2 (C)3 (D)4 (E)5。 

(  )17.右圖中某行進波之波形原先在實線的位置，0.1 秒後變至虛線的位置，若其週期 T 有下列限制條件：1/30<T<1/20（秒），則其波速為 (A)90 (B)100 (C)110 (D)120 (E)130 cm/s。 

(  )18.質料及張力皆相同的甲和乙兩條弦線兩端被固定，若甲弦第二諧音和乙弦第三諧音的頻率一樣，則甲弦的長度為乙弦的 (A)2/3 (B)2 (C)3/4 (D)5/3 (E)4/3 倍。 

(  )19.一個正弦波沿彈性繩向右前進，若某瞬間的波形如右圖所示，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B、F 振動的瞬時速率最大 (B)B、F振動的瞬時加速率為零 (C)C、E 的運動方向向下 (D)A、G 的運動方向向上 (E)D 的瞬時速率最大、方向向上。 

(  )20.描述聲音的大小聲時常用「分貝」來當單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分貝數愈高聲音愈尖銳 (B)人耳的聽覺下限是 20 分貝 (C)0 分貝時空氣分子沒有接受到能量，故靜止不動 (D)100 分貝的聲波所傳遞的能量是 50 分貝的 100000 倍 (E)分貝數愈高的聲波在空氣中傳播愈快，所以能傳得較遠。 

(  )21.已知只有一端開口的管子可發出 250Hz 的聲音，則將其改為兩端皆開口時不可能發出 

(A)50 (B)100 (C)200 (D)300 (E)400 Hz 的聲音。 

(  )22.如右圖所示，一隻蝙蝠以 10m/s 的等速度朝向一磚牆飛行，並同時發出超聲波，當時的氣溫為 15℃。若蝙蝠發聲後 0.2 秒接收到由磚牆反射的回聲，則牠發出超聲波的位置距離磚牆 

(A)35 (B)70 (C)105 (D)140 (E)175 公尺。 

(  )23.某機車騎士攜一聲源以速率 30m/s 接近一靜止的反射面，若聲源頻率為 1500Hz，當時聲速為 330m/s，則該騎士所聽到的反射波頻率為 (A)1400 (B)1700 (C)1800 (D)2000 (E)2100 Hz。 

(  )24.某條長 L 的弦兩端固定，當其張力為 F 時，頻率 f 的振動可在弦上形成 4 個波腹的駐波；若將其張力調為 4F，則下列何頻率可在弦上形成駐波？ (A)2f/3 (B)f/2 (C)f/3 (D)3f/4 (E)f/5。 

(  )25.某遵守虎克定律的彈性繩原長 L，若將其長度拉至 1.2L 並將兩端固定，此時測得其波速為 v；若將其長度改為 1.5L，則其波速應為 v 的 (A)1.5 (B)2 (C)  (D)  (E)  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