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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僑泰中學１００學年度（下)畢業考「選修物理」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三２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單選題（每題５分） 

(  )1.一質量為 M 的物體置於水平桌面上，並以平行桌面的拉力 F 拉之

，測得其加速度 a 和 F 的關係如右圖所示；若只考慮動摩擦力，則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直線在 F 軸的截距與 M 有關 (B)直線在 F 軸的截距與桌面材料

有關 (C)直線的斜率會隨 M 改變 (D)直線的斜率與桌面材料無

關 (E)直線未通過原點，故牛頓第二運動定律在此情況不成立。 

(  )2.「二維空間的碰撞」實驗之主要目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主要目的為 (A)證明伽利略之慣性定律 (B)證明萬有

引力定律 (C)證明牛頓運動定律 (D)證明動量守恆定律 (E)證明司乃耳定律。 

(  )3.「二維空間的碰撞」實驗中，在方格紙上留下小球軌跡的方法留下小球軌跡的方法留下小球軌跡的方法留下小球軌跡的方法是 

(A)在球上塗墨水 (B)在球內部裝墨水並留一個洞 (C)在方格紙下放複寫紙 (D)

直接查看紙面上的凹痕 (E)方格紙下裝有高壓電板，球落下時會放電。 

(  )4.右圖為質量 m 克的某物質受熱後的溫度變化情況，下列

關於此物質的敘述何者不正確不正確不正確不正確？ 

(A)未加熱前為-10℃的固體 (B)吸收 20 卡的熱量後溫度

升至 20℃並開始熔化 (C)熔化熱小於氣化熱 (D)氣態

比熱隨溫度改變 (E)液態比熱為 m-1cal/g-℃。 

(  )5.用量熱器測固體的比熱時，量熱器中所裝的冷水不宜太少，以能完全淹沒待測固體

為原則。下列有關水不宜太多或太少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水量不宜太少，可減少待測物透過輻射的方式散失熱量 (B)水量不宜太多，可

使待測物與水透過熱傳導迅速達成熱平衡 (C)水量不宜太少，可使待測物與水較快

達熱平衡，以減少熱量的散失 (D)水量不宜太少，以免水溫變化太快 (E)水量不

宜太少，可方便測量水的質量。 

(  )6.在波以耳定律實驗中，某生升降閉管的位置以改變管內氣體的壓力，由閉管上之刻

度讀取氣體的體積 V，並讀取開管與閉管之液面高度差 h。他根據波以耳定律「PV=

定值」推出 hV=定值，可是實驗結果卻不是這樣，他應該應該應該應該犯了怎樣的錯誤？ 

(A)V 的判讀有問題 (B)h 為計示壓力而非氣體壓力 (C)h 的判讀有問題 (D)實驗

時溫度沒有保持固定 (E)實驗時大氣壓力不固定。 

(  )7.某生使用某種氣體在室溫時做波以耳定律的實驗，他測到的數據如下表所示，並根

據此數據畫出壓力 P 與體積倒數 1/V 的關係圖。 

壓力 P(atm) 0.10 0.30 0.50 0.70 1.00 1.50 2.00 

體積 V(cm3) 150.2 50.1 30.0 21.5 15.0 7.0 3.0 

根據上述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此氣體在整個實驗過程中遵守波以耳定律 (B)P-V-1 圖比 P-V 圖更容易驗證波以

耳定律的數學關係 (C)根據這些數據可推測，當 P=0.2atm 時 V=100.0cm3 (D)某生

測量氣體體積時的最小刻度應為 0.1cm3 (E)如果容器有漏氣現象，則

某生仍能驗證低壓時的氣體是否遵守波以耳定律。 

(  )8.右圖所示為某波動在兩介質間傳播，直線代表其波前。若該波由介質 1

進入介質 2，則下列何者可能為其在介質在介質在介質在介質 2 中的傳播狀況中的傳播狀況中的傳播狀況中的傳播狀況？ 

(A)  (B)  (C)  (D)  (E) 。 

(  )9.右圖為水波槽實驗示意圖，圖中 O 點處的點波源產生圓形波，已

知波長為λ、O 點至水波槽 AB端的距離為 D；O'點為 AB邊上的

一點，且 OO'連線平行波前進的方向。若水波槽 CD端裝有消波器

，反射波可以忽略，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λ和水槽中水的深度無關 (B)經 AB 端反射後的波形為直線 

(C)O 點發出的水波和反射波的合成波仍為行進波 (D)水波槽下方白紙上所見的亮紋

代表上方水波波谷的位置 (E)反射波可視為由位在 OO'連線的延長線上、距離 O'點

為 D 的一個假想點波源所產生。 

(  )10.在「共鳴空氣柱」的實驗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裝水時應將蓄水器置於最

高位置，並將其裝滿水 (B)實驗時音叉要輕觸管口 (C)空氣柱是否產生共鳴可經

由觀察水面是否產生劇烈振盪來判斷 (D)改用頻率較高的音叉來做實驗時，共鳴

點的個數會增加 (E)對於同一音叉而言，共鳴點的位置與實驗室的溫度無關。 

(  )11.在「共鳴空氣柱」的實驗中，假定所使用的玻璃管長 80公分、音叉的頻率為 680Hz

、實驗時的聲速為 340公尺／秒，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實驗時音叉愈接近管口愈好，距離要小於 1 公分 (B)可找到 3 個共鳴點 (C)

如果改變環境的溫度，則共鳴點的位置也跟著改變 (D)同一時間、同一地點不同

儀器設備所測得的聲速應相等 (E)實驗時的波長應為 0.5公尺。 

(  )12.某物置於焦距為 f 之凸透鏡一側時，物距為 p、像距為 q，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把一點光源放於焦點時，其光線經透鏡折射後會聚於透鏡的另一個焦點 (B)若

p=2f，則放大率為 1 (C)承(B)，此時物與像上下顛倒 (D)若 p>2f，則 q<p (E)

若 p>3f，則會在透鏡另一側產生一倒立、縮小實像。 

(  )13.下列有關單一面鏡或透鏡成像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物體於平面鏡前不論物距為何均成實像 (B)物體於凹面鏡前不論物距為何均

成實像 (C)物體於凸面鏡前不論物距為何均成虛像 (D)物體於凹透鏡一側不論

物距為何均成倒立像 (E)物體於凸透鏡一側不論物距為何均成倒立像。 

(  )14.以單色光做雙狹縫干涉實驗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光源由紅光換成藍光時

暗紋間距變大 (B)將兩狹縫之個別寬度變大時亮紋之亮度也變大 (C)將兩狹縫

之間距變大時亮紋寬度也變大 (D)將雙狹縫由垂直視線之方向轉動 30°時干涉條

紋之分佈密度變大 (E)眼睛離雙狹縫愈遠看到的亮紋愈寬。 

(  )15.下列關於「等電位線與電場」實驗的敘述正確正確正確正確的是 

(A)在電場形成盤中注入鹽水時其液面高度須超過金屬電極的高度 (B)先找出電

力線，再畫出等位線 (C)兩圓形電極連線之中垂線的電位最低 (D)由實驗所得的

圖形可以判斷出電極的電位高低 (E)微安培計可以換成靈敏的伏特計。 

(  )16.若某生利用如右圖所示的電路測量一個未知電阻 R 的 I-V曲線，

則 X、Y、Z分別可為何種器材何種器材何種器材何種器材？ 

(A)X：電阻箱、Y：伏特計、Z：安培計 (B)X：伏特計、Y：安

培計、Z：電阻箱 (C)X：安培計、Y：電阻箱、Z：伏特計 (D)X

：伏特計、Y：電阻箱、Z：安培計 (E)X：安培計、Y：伏特計、Z：電阻箱。 

(  )17.如右圖所示，在「惠司同電橋」實驗中，檢流計一端經由

接線接到一條均勻金屬線上，接觸點可在金屬線上滑動，實

驗時必須移動接觸點到適當位置，其目的目的目的目的為 

(A)測量電流計之最大偏轉值 (B)測量通過電池或電源供

應器的最小電流值 (C)找出檢流計沒有電流時接觸點兩邊

金屬線的長度 (D)測量金屬線的電阻值 (E)使儀器不會超載以保護系統。 

(  )18.右圖所示為電流天平示意圖，若螺線管所載電

流為 I2、U型電路上的電流為 I1、U型電路的寬

度 L=10cm、天平前端所吊重物之重量為 mg，則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常用的電流天平是一種等臂天平 (B)利用電

流天平可以測量小物體的重量 (C)平衡時，U型電路所受的磁力等於小物體的重量 

(D)U 型電路所受的磁力正比於 U 型電路的總長度 (E)若小物體持續下垂、天平一

直無法平衡，則將 I1 或 I2 的方向改變就可能解決問題。 

(  )19.在「電流的磁效應」實驗中，利用磁針的偏轉角度來測量長直導線所產生的磁場。

令電流以 I 表示、磁針與導線的垂直距離以 r 表示、磁針的偏轉角度以φ表示（I=0

時φ=0），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I=0 時水平桌面上的磁針之 N極大約指向地理北極 (B)導線產生的磁場最好為

均勻磁場且垂直地磁的水平分量，以方便測量 (C)磁針之 N極所指的方向即為導

線之磁場的方向 (D)當 r 固定時 tanφ反比於 I (E)當 I 固定時 tanφ正比於 r。 

(  )20.右圖所示的電晶體屬於 (A)p-channel JFET (B)n-channel JFET 

(C)CMOS (D)NPN (E)PN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