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１００學年度(下)第二段考「基礎物理」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一５～７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單選題（每題４分） 

(  )1.下列有關「重力」和「靜電力」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兩者皆遵守距離平方反比的關係式 (B)兩者皆屬於長程力 (C)兩者的常數之數

量級差很多 (D)兩者皆有吸引力與排斥力 (E)日常生活主要由此兩力主宰。 

(  )2.已知地球半徑為 R，且阿華在地表上的重量為 W；若阿華坐太空梭升至距地表 R 的

高空中，則此時其重量減輕減輕減輕減輕 (A)W (B)2W/3 (C)4W/9 (D)5W/9 (E)3W/4。 

(  )3.假設重力與兩物距離的四次方成反比，且以 R 及 T 分別代表行星繞太陽做圓周運動

的軌道半徑及週期，則下列各項比值何者對太陽系內所有行星均相同所有行星均相同所有行星均相同所有行星均相同？ 

(A)R/T2 (B)R1.5/T2 (C)R3/T2 (D)R2.5/T2 (E)R5/T2。 

(  )4.將一顆帶負電之塑膠氣球慢慢地靠近小紙片，發現小紙片被氣球吸引，則此現象與

下列何者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A)感應起電 (B)摩擦起電 (C)靜電感應 (D)尖端放電 (E)電磁感應。 

(  )5.下列有關「磁力線」與「磁場」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真空中沒有磁場 (B)磁力線的密度和磁場強度成正比 (C)磁力線必為封閉曲線 

(D)磁力線必定不相交 (E)磁場的方向為 N 極在磁場中所受磁力之方向。 

(  )6.下列核反應稱為「β衰變」：甲原子核→乙原子核+β射線，則甲原子核與乙原子核具

有相同相同相同相同的 (A)原子序 (B)質量數 (C)質子數 (D)中子數 (E)原子量。 

(  )7.在十九世紀之前，科學家認為電與磁是不相干的現象，但自從下列哪位科學家科學家科學家科學家發現

「通電流的導線會產生磁場」後，科學家才對電與磁的關係有進一步地研究？ 

(A)厄斯特 (B)焦耳 (C)馬克士威 (D)法拉第 (E)安培。 

(  )8.發電廠輸出電能時通常利用超高壓變電所將電壓升高電壓升高電壓升高電壓升高（如升至 34.5 萬伏特）後，再

將電能輸送至遠方，其目的為何？ (A)增加輸電線的電阻 (B)增加傳輸的速率 

(C)提高電能的品質 (D)減小傳輸的電功率 (E)減小輸電線上的電流。 

(  )9.下圖為磁鐵與插有軟鐵棒之線圈的相關位置，則當電路接通瞬間磁鐵會受到吸引吸引吸引吸引力力力力

的為 (A)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 (D)甲丁 (E)甲乙丙。 

 

(  )10.一變壓器的主線圈有 100匝、副線圈有 200匝，若主線圈輸入的交流電電壓為 300

伏特，則副線圈的輸出電壓副線圈的輸出電壓副線圈的輸出電壓副線圈的輸出電壓為 

(A)150 (B)200 (C)450 (D)600 (E)900 伏特。 

(  )11.下列有關「電動機」和「發電機」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電動機俗稱「馬達」 (B)發電機係利用線圈在磁場中轉動而產生應電流 (C)

電動機為將力學能轉換為電能的裝置 (D)發電機發電時穿過線圈的磁力線數目必

發生變化 (E)電動機的工作原理可以利用「電流磁效應」來解釋。 

(  )12.有一載流直導線平行金屬線圈的表面擺置，如右圖所示，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線圈繞通過圓心 O點且垂直線圈面的軸轉動時，線圈會產生

應電流 (B)線圈面以導線為軸轉動時，線圈會產生應電流 (C)

線圈平行導線向右移動時，線圈會產生順時針方向的應電流 

(D)線圈平行導線向左移動時，線圈不會產生應電流 (E)線圈沿

紙面向上移動時，線圈會產生逆時針方向的應電流。 

(  )13.下列有關「電磁波」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電磁波的行進方向與其電場及磁場之振動方向皆平行 (B)電磁波傳遞能量時

需要介質 (C)各種電磁波在介質中的速率皆為 3×108公尺／秒 (D)赫茲是第一個

計算出電磁波速率的科學家 (E)紫外線屬於電磁波的一種。 

(  )14.浮在海面上的兩塊木板相距 6公尺，某海浪使其每 4秒上下

晃動一次，當一木板在波峰時另一木板恰好在波谷，且中間

還隔著 1個波峰，如右圖所示，則下列有關此海浪的敘述何

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波長為 2 公尺 (B)週期為 4 秒 (C)波速為 1.5 公尺／秒 (D)頻率

為 4赫 (E)振幅為 3公尺。 

(  )15.下列有關「聲波」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聲波所到之處空氣的壓力與密度均會呈現週期性變化 (B)超音波的反射效果

較一般聲波佳 (C)「隔牆有耳」是由於聲波的反射所造成 (D)當氣溫升高時同一

聲波的波長會變長 (E)「夜半鐘聲到客船」是在描述聲波的折射現象。 

(  )16.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從平面鏡中看某無數字時鐘的時間為 9 時 20 分，

則真正的時刻為 2 時 40 分 (B)某教室的牆上有一平

面鏡，右圖為其俯視圖，若教室內有四位學生甲、乙

、丙、丁，則站在門口黑點位置的教師可以經由鏡子看到甲和乙 (C)光「直線前

進」的原理可用來說明打雷閃電時會先看到閃電、再聽到雷聲 (D)「海市蜃樓」

是由光之反射所造成的 (E)「漫射」不遵守反射定律。 



(  )17.下列關於「折射」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光以相同的入射角從水中射到甲、乙、

丙、丁四種不同介質時的折射情形如下圖所示，則光在介質甲的傳播速率最快 (B)

彩虹出現時，若觀察者向著彩虹走去，則會發現其仰角漸漸變大 (C)不同色光從

空氣進入三稜鏡後波長皆會變長 (D)由水面上方看水底同深度的紅、紫兩球時會

覺得紅球較深 (E)肥皂膜的色彩起因於光的折射。 

 

(  )18.下列關於「面鏡」與「透鏡」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一光線由空氣射向一凸透鏡且通過鏡心時的路徑可能如右圖所示 

(B)平面鏡所成的像為虛像，故無法用照相機拍下來 (C)道路轉彎處常

常豎立凸面鏡的主因是凸面鏡可成放大影像 (D)任意移動某透鏡時若

所見均為縮小影像，則該透鏡必為凸透鏡 (E)若一物體自遠處逐漸接近某凸透鏡

，則其所成的像先倒立、後正立。 

(  )19.下列有關「都卜勒效應」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觀測者接近固定的波源時觀測到的波長會增大 (B)觀測者遠離固定的波源時

觀測到的頻率會增大 (C)天文學家所發現的「紅移現象」讓我們

推知遠方的星系正在遠離我們 (D)聲納探測是「都卜勒效應」的

應用 (E)右圖中某蜂鳴器經由 A→B→C→D→A 做等速率圓周運

動，則該蜂鳴器在 B→C過程中，站在 P點的觀察者所聽到的頻率低於原頻率。 

(  )20.下列有關「波的干涉與繞射」之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兩波干涉後合成波的振幅有可能變大或變小 (B)波的「繞射現象」是指波會繞

過障礙物轉彎前進 (C)可以用「疊加原理」來解釋 (D)彩虹的七彩顏色是由光的

干涉所產生 (E)手槍的消音器是聲音的干涉造成的。 

二、多選題（每題４分，每個選項答錯扣２分） 

(  )21.下列有關「強力」與「弱力」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弱力的作用範圍侷限於原子

核內，強力可擴及原子外 (B)強力比弱力更早被發現 (C)強力僅發生在強子間，

弱力則對所有粒子都有作用 (D)強力在四種基本作用力中強

度最強，弱力則最弱 (E)弱力作用後會產生新粒子，強力則否。 

(  )22.如右圖所示，一圓形金屬線圈自 P1點自由落下，經過均勻磁場

內 P2、P3、P4點，到 P5點已完全離開磁場。已知 1 5P P h= ，且

不計空氣阻力，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在 P2點時線圈的感應電流為逆時針 (B)在 P3點時線圈的加速率等於 g (C)在

P4點時線圈的加速率小於 g (D)線圈由 P1點運動至 P5點所花的時間大於(2h/g)1/2 

(E)運動過程線圈會產生熱能。 

(  )23.下列有關「電力線」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電力線不會相交 (B)電力線的切線方

向即為電場方向 (C)電力線愈密集的地方電場愈強 (D)電力線自正電荷發出，向

負電荷收斂 (E)電力線為封閉的平滑曲線。 

(  )24.下列關於「電磁波」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陽光中使人感到灼熱的成份主要是紅

外線 (B)無線電的波動性比微波明顯 (C)醫學診斷使用的 X 光是短波長的電磁

波 (D)綠光的頻率高於紫外線 (E)真空中的速率皆為 3×10
8公尺／秒。 

(  )25.下列有關「光的本質」之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牛頓提出的「微粒說」可以解釋光的直進現象 (B)馬克士威提出的「波動說」

可以解釋干涉與繞射現象 (C)科學史上「波動說」後來被普遍接受的原因之一是

傅科測得水中的光速比真空中的光速快 (D)惠更斯認為光波的傳播需要一種稱為

「以太」的介質 (E)馬克士威提出「電磁波」的概念，並被赫茲以實驗證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