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１００學年度（下)期末考「基礎物理２Ａ」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二５～７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單選題（每題４分） 

(  )1.質量相同之甲、乙兩球各以 10m/s 與 5m/s 之初速相向作一維彈性碰撞，若碰撞後甲

球之動量變化量大小為 45N-s，則兩球兩球兩球兩球之質量之質量之質量之質量為 

(A)9kg (B)5kg (C)3kg (D)2kg (E)1kg。 

(  )2.已知中子、氫原子核和氮原子核的質量比為 1：1：14，若以相同速率的中子分別與

靜止的氫原子和氮原子作正向彈性碰撞，則碰撞後氫原子和氮原子的速率比值速率比值速率比值速率比值為 

(A)30 (B)28 (C)7.5 (D)14.5 (E)7。 

(  )3.打撞球時，將母球以 2 公尺／秒的速率正向碰撞一靜止且質量相等的色球，若兩球

的碰撞為彈性碰撞，則碰撞後母球的速率母球的速率母球的速率母球的速率為 

(A)0 (B)1 (C)2 (D)3 (E)4 公尺／秒。 

(  )4.鋼球質量 1 公斤、鋁球質量 0.5 公斤，若兩球發生正向碰撞，則下列各項物理量的

量值中何者是「鋁球為鋼球的兩倍鋁球為鋼球的兩倍鋁球為鋼球的兩倍鋁球為鋼球的兩倍」？ (A)所受撞擊力 (B)動量變化量 (C)速度

變化量 (D)動能變化量 (E)所受衝量。 

(  )5.下列有關「非彈性碰撞」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碰撞過程中，二物受力大小不相等 

(B)碰撞前後動量守恆 (C)碰撞前後質心速度不變 (D)碰撞後損失的力學能通常轉

為熱能 (E)碰撞後若形成合體，則力學能損失最大。 

(  )6.如右圖所示，兩小球的質量均為 m，以長度相同的兩細繩分別懸吊，

其中一球靜止於懸吊位置，另一球則左移至高 h 處，已知釋放後兩

球碰撞並結合為一，則其合體所能達到的最大高度最大高度最大高度最大高度為 h 的 

(A)0.25 (B)0.5 (C)1 (D)2 (E)4 倍。 

(  )7.質量 10g 的子彈以 200m/s 的速率射入質量 2000g 的靜止木塊，已知子彈射穿木塊後

速率減為 100m/s，則木塊獲得的動能獲得的動能獲得的動能獲得的動能佔系統原來總動能的 

(A)1/800 (B)1/200 (C)1/100 (D)1/50 (E)1/2。 

(  )8.若一質量為 m、速率為 v 之物體與另一質量為 3m 之靜止物體作完全非彈性碰撞，

則碰撞後系統之總動能的損失率總動能的損失率總動能的損失率總動能的損失率為 (A)25 (B)50 (C)75 (D)90 (E)100 %。 

(  )9.一質量為 m 之物體以某速度撞上質量為 2m 的靜止物體後合而為一，則 m 減少之動

能與 2m 增加之動能比動能比動能比動能比為 (A)1：1 (B)2：1 (C)3：1 (D)4：1 (E)8：1。 

(  )10.質量 4kg 的 A 球以 10m/s 的速度撞擊質量 1kg 的靜止 B 球，如

右圖所示，若該碰撞為完全非彈性，則碰撞後 A 球的速率為 

(A)2 (B)4 (C)6 (D)8 (E)10 m/s。 

(  )11.一質量 m1 的物體和另一質量 m2 的靜止物體作完全非彈性碰撞，若碰撞後系統損失

25%的動能，則 m1：m2= (A)2：1 (B)3：1 (C)4：1 (D)1：3 (E)1：4。 

(  )12.在一直線上有甲、乙兩物體，其質量各為 2kg、4kg，已知甲以 6m/s 的速度向右撞

上靜止的乙，碰撞後甲以 1m/s 的速度向左彈回，則碰撞後乙的速度為 

(A)2 m/s，向左 (B)0 m/s (C)2/3 m/s，向右 (D)3.5 m/s，向右 (E)4m/s，向右。 

(  )13.質量 m1 的物體與質量 m2 的靜止物體作正向彈性碰撞，若碰撞後 m1 以原來速率的

1/4 反彈，則 m1：m2= (A)1：4 (B)4：1 (C)1：5 (D)5：3 (E)3：5。 

(  )14.甲、乙兩球在同一直線相向運動，兩者作正面碰撞後甲球反向運動、乙球靜止，由

此可知 (A)碰撞前甲球速率必較乙球小 (B)碰撞前甲球動量的量值必較乙球小 

(C)碰撞時甲球所受衝量較乙球大 (D)碰撞前甲球動能必較乙球小 (E)甲球的質

量必較乙球小。 

(  )15.不受外力作用的兩物發生非彈性碰撞，則下列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動量守恆 (B)質心

速度不變 (C)質心動能守恆 (D)力學能必減少 (E)能量守恆。 

(  )16.質量 3kg 的 A 球以 10m/s 的速度撞擊質量 2kg 的靜止 B 球，如

右圖所示，若碰撞後 A、B 仍維持在同一直線上，且 B 速率為

6m/s，則撞後 A 的速率為 (A)2 (B)3 (C)4 (D)5 (E)6 m/s。 

(  )17.承上題，碰撞後系統損失損失損失損失的的的的動動動動能能能能為 (A)30 (B)60 (C)80 (D)90 (E)120 J。 

(  )18.如右圖所示，質量 m 的小鋼珠沿著光滑軌道由靜止開始下滑，

並於軌道最低點處與質量 3m 的另一鋼珠發生彈性碰撞，則碰

撞後質量 3m 的小鋼珠上升的高度上升的高度上升的高度上升的高度為 

(A)h/9 (B)h/4 (C)4h/9 (D)7h/9 (E)3h/4。 

(  )19.三個相同的小球 a、b、c 以相同的速度沿光滑水平面向前運動，它們分別與另外三

個不同的靜止小球相撞後，a 球反向彈回、b 球與被碰球黏在一起向前運動、c 球

靜止，則 (A)a 球碰撞後動量量值最大 (B)b 球損失的動能最少 (C)c 球所受的

撞擊力最大 (D)三種碰撞之力學能都守恆 (E)a 球對被碰球的衝量最大。 



(  )20.若兩物體作非彈性碰撞，則碰撞前後碰撞前後碰撞前後碰撞前後 

(A)動量、力學能均守恆 (B)動量、力學能均不守恆 (C)動量不守恆，力學能守恆 

(D)動量守恆，力學能不守恆 (E)以上皆非。 

二、多選題（每題４分，每個選項錯誤扣２分) 

(  )21.甲、乙兩小球之質量分別為 1kg、2kg，兩者在光滑平面上作正向彈性碰撞，若其

初速度分別為 6m/s、3m/s，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系統總動量為 12kg-m/s (B)碰撞前系統總動能為 54J (C)甲球末速度為 3m/s 

(D)乙球末速度為 6m/s (E)碰撞後系統總動能為 27J。 

(  )22.下列何者屬於「完全非彈性碰撞完全非彈性碰撞完全非彈性碰撞完全非彈性碰撞」？ 

(A)小明與小華走路撞在一起 (B)子彈射入木塊後卡在裏頭 (C)皮球撞到牆壁後

黏在牆上 (D)物體相撞後速度相同 (E)碰撞後系統力學能不變。 

(  )23.下列何種碰撞特徵屬於「彈性碰撞彈性碰撞彈性碰撞彈性碰撞」？ (A)碰撞前後質心動能不變 (B)碰撞前後

動能守恆 (C)碰撞前後力學能守恆 (D)碰撞前接近速度等於碰撞後遠離速度 

(E)兩質量相等的物體作正向碰撞後速度交換。 

(  )24.質量不相等的兩物體作彈性碰撞的過程中，兩者的何種物理量大小大小大小大小未未未未必相等必相等必相等必相等？ 

(A)速度的變化量 (B)動量的變化量 (C)所受碰撞之力 (D)動能在碰撞前後的變

化量 (E)所受衝量。 

(  )25.在一與外界無關的獨立系統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不論兩物作正向或斜向碰撞，任一瞬間的總動量均一樣 (B)等質量之兩物作正

向彈性碰撞後速率必互換 (C)兩物作彈性碰撞前後的總動能不變 (D)兩物作彈

性碰撞後一物所增加的動能等於另一物所減少的動能 (E)不論兩物作正向或斜向

彈性碰撞，任一瞬間力學能均守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