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1 學年度下學期二月考「基礎物理(二)B」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二 1~4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一一一、、、、單選題單選題單選題單選題（（（（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3 分分分分）））） 

(  )1.若將疏密波與橫波的波形相對應，則疏密波的密部密部密部密部相當於橫波的 (A)波峰 (B)波

谷 (C)波谷與平衡點距離之中點 (D)波峰與平衡點距離之中點 (E)平衡點。 

(  )2.如右圖所示，某振盪器連接一條彈性繩並產生連續週期波，當振動頻率為 f 時 A、B

兩點相距一個波長 λ的距離；今將其振動頻率

調為 2f，則 A、B 之間的距離為新波長的 

(A)1 (B)2 (C)0.5 (D)4 (E)0.25 倍。 

(  )3.質量 150 克、原長 1.2 米的均勻橡皮筋之彈力常數為 12N/m，將其拉長為 1.5 米後兩

端固定並使它振動，若形成某駐波時共有 16 個節點，則其振動頻率振動頻率振動頻率振動頻率為 

(A)50 (B)40 (C)30 (D)25 (E)20 Hz。 

(  )4.如右圖所示，B 點接波源產生器，並用細繩接到 A 點，已知

在 A 點吊一個砝碼後形成如圖所示的駐波，若在 A 點改吊

四個相同的砝碼，則其波形波形波形波形將為 

(A)  (B)  (C)  (D)  

(  )5.右圖中實線為一列向右方行進的橫波在時間 t=0s 時的波

形、虛線為此列橫波在 t=1s 時的波形，若此列橫波的週期

為 T，且 T<1s，則此列橫波的波速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為 

(A)1 (B)5 (C)9 (D)13 (E)17 m/s。 

(  )6.一弦波自線密度 μ1 的弦傳至線密度 μ2 的弦，則下列哪一情況之透射波的能量最大最大最大最大？ 

(A)μ1=4μ2 (B)μ1=2µ2 (C)μ1=μ2 (D)2μ1=μ2 (E)4μ1=μ2。 

(  )7.如右圖所示，t=0 時有兩直角三角形的三角波相向行進，其

三邊之比為 5：4：3，且AB¯¯¯ =BC¯¯¯ =CD¯¯¯ =5cm；若波速為

10cm/s，則於 t=0.5 秒時 B、C 中點 M 處質點的位移 yM(cm)

及速率 uM(cm/s)分別為何？ (A)yM=15/4；uM=0 (B)yM=15/8；uM=15/2 (C)yM=8；

uM=6 (D)yM=15/4；uM=20 (E)以上皆非。 

(  )8.兩端固定的弦長 1 公尺，若以 1000 赫的頻率振動時可以產生 4 個波腹，則此時弦上

的波速為 (A)2000 (B)1000 (C)667 (D)500 (E)333 公尺/秒。 

(  )9.有 A、B 兩條弦線兩端固定：弦線 A 的長度為 L、線密度為 μ、張力為 T；弦線 B

的線密度為 μ/2、張力為 2T。若弦線 B 的基頻與弦線 A 的第二諧音頻率相同，則

弦線 B 的長度為 (A)1.2L (B)L (C)L/2 (D)L/4 (E)L/5。 

(  )10.長度為 L 的張緊弦線兩端固定，已知弦線作橫向振動時波速為 v。若欲使人因「視

覺暫留」的關係而能看到如右圖所示的影像（弦線在兩最

大位移處），則下列何條件可以達成此目標？（假設視覺

暫留時間為 1/20 秒） 

(A)L=0.7m；v=9.0m/s (B)L=0.4m；v=7.5m/s (C)L=0.5m；v=8.0m/s (D)L=0.6m；

v=8.5m/s (E)L=0.3m；v=7.0m/s。 

(  )11.右圖中一長度為 1m 的弦線一端固定在音叉上、另一

端以一很輕的小環套在一細長且光滑的棒上，環的質

量可以不計，弦在靜止時與細棒垂直。若弦線的密度

為 0.01kg/m、弦的張力為 100N，且其振動後連音叉端

共有三個節點，則音叉的頻率為 (A)50 (B)100 (C)125 (D)150 (E)200 Hz。 

(  )12.一週期水波自淺水區傳播至深水區時，其入射角為 30°、折射角為 37°，則在淺水

與深水兩處之波長比為 (A)3：2 (B)1：2 (C)3：5 (D)3：4 (E)5：6。 

(  )13.海浪自外海向岸邊傳來時，愈靠近海岸處 

(A)波速不變，頻率變小 (B)頻率不變，波長減小 (C)波長不變，頻率增高 (D)

波速不變，波長變小 (E)波速變慢，波長變大。 

(  )14.右圖為水波槽實驗之示意圖，其中 A、B 為兩個頻率均為

25Hz、同相振動的點波源，相距 6cm，產生的水波波速為

50cm/s；Q 為水面上一點，若QA¯ ¯ ¯ =4.5cm 且QA¯ ¯ ¯ ⊥AB¯ ¯ ¯ ，則 Q

點 (A)位於中央線左側第一條腹線上 (B)位於中央線左側

第二條腹線上 (C)位於中央線左側第一條節線上 (D)位於

中央線左側第二條節線上 (E)位於中央線左側第二條腹線與第二條節線之間。 

(  )15.在右圖中相距 12 公尺的兩點 S1 和 S2 處各放置一聲源，其頻率

均為 170Hz，且作同相振動；當聲速為 340 公尺／秒時，一偵

測器置於 P 點，其與 S1 的距離為 9 公尺。今使偵測器沿 PS1

緩慢移動至 S1，則在此過程中可偵測到幾個聲音最弱的位置？ 

(A)3 (B)4 (C)5 (D)6 (E)7。 

(  )16.有一飛機以 2 馬赫的速率在水平面上沿一直線飛行，已知其恰從地面上一位觀察者

的頭頂上方飛過；若飛機由該觀察者的頭頂飛過一分鐘後觀察者才聽到音爆聲，則

此飛機飛行的高度約為（設當時空氣中的聲速為 330m/s） 

(A)22900 (B)24700 (C)25500 (D)26300 (E)27000 公尺。 

(  )17.某中空管子的一端敞開、一端配置可動式活塞，令一頻率 1000Hz 的音叉在靠近開

口端振動，若活塞距開口端 7.5 公分、25.0 公分及 42.5 公分處時均可產生共鳴，則

當時空氣的聲速為 (A)750 (B)1750 (C)250 (D)335 (E)350 m/s。 

(  )18.若某玻璃管一端封閉時可發出 600 赫之頻率（不一定為基音頻率），則改為兩端皆

開口時可能產生的駐波頻率為 

(A)450 (B)700 (C)750 (D)800 (E)900 Hz。 

(  )19.一內有空氣的長管子下端封閉、上端開口，今測得管內空氣有 258 赫、430 赫、602



赫的振動頻率，但此三頻率均非空氣柱的振動基頻。若空氣聲速為 344 公尺／秒，

則此管之最小管長應為 (A)0.5 (B)1.0 (C)1.5 (D)2.0 (E)2.5 公尺。 

(  )20.一水波槽產生圓形波時測得波長為 1.6cm，若波源以速率 v 直線移動後在波源前方

的人測得波長為 1.2cm，則水波的傳播速率為 

(A)v (B)v/4 (C)4v (D)3v/5 (E)5 v/3。 

 

二二二二、、、、多多多多選題選題選題選題（（（（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4 分分分分，，，，每個選項答錯扣每個選項答錯扣每個選項答錯扣每個選項答錯扣 2 分分分分）））） 

(  )21.波列很長的四個橫波都沿正 x軸方向傳播，已知 x軸上 O 與 P 兩點間距離為 L，

若在時間 t=t0 看到此四個波的部份波形分別如附圖的甲、乙、丙及丁所示，且其波

速分別為 4v、3v、2v 及 v，則下列敘述中哪些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甲) (乙) (丙) (丁)  

(A)頻率大小依序為丁>丙>乙>甲 (B)甲與丁的週期相同，乙與丙的頻率相同 (C)

甲的波長是乙的兩倍，乙的波長是丁的兩倍 (D)在時間 t=t0 後 O 點最早出現下一

個波峰的是乙 (E)在時間 t=t0 後，O 點最早出現下一個波谷的是丙。 

(  )22.正弦波在一彈性繩上傳遞時，其介質振動的情形為 

(A)作變加速度運動 (B)波谷處振動速率最小 (C)波峰處振動速率最大 (D)作簡

諧運動 (E)振動方向與波前進方向平行。 

(  )23.一正弦波在 x 軸上傳播，某時刻的波形

如右圖所示；若此時質點 F 的運動方向

向下，則 

(A)此波朝 x 軸的負方向傳播 (B)質點

D 此時向下運動 (C)質點 B 將比質點 C

先回到平衡位置 (D)質點 E 的振幅為 0 (E)質點 E 此時的振動速率最大。 

(  )24.設有輕重不同之兩彈性繩相連接，今由輕繩發出一波長為 λ之脈動，當達接觸點後

產生部份反射及部份透射之脈動，再經一段時間後兩脈動到接觸點之距離分別為

d1 及 d2，則 (A)反射波與入射波上下顛倒（反相） (B)透射波與反射波上下顛倒

（反相） (C)在重繩內透射波之波長為 d2λ/d1 (D)反射波之振幅必大於透射波 

(E)輕重兩繩之線密度比為 d2
2：d1

2。 

(  )25.下列關於「波」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兩波互相重疊時波形必變大 (B)兩波互相

重疊時波形必相消 (C)兩波交會後與交會前形狀不變 (D)兩波交會時波速不變 

(E)兩波交會時質點振動速度不變。 

(  )26.若在一兩端固定的弦上產生駐波，則  (A)只有一個波腹時的頻率最

低 (B)有兩個波腹時，弦長等於波長 (C)固定端必為節點 (D)弦長

為波長的整數倍 (E)總波腹數與總節點數相同。 

(  )27.右圖中某波動在兩介質中的傳播速率分別為 v1 與 v2，圖中直線代表

此波動的部份波前。若該波動由介質 1經過界面傳播進入介質 2，則下列何者可能

為該波動在介質 2 的傳播方式？ 

(A) (B) (C) (D) (E) 。 

(  )28.在「波之折射」實驗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水槽中之玻璃板將水槽分為淺

水區及深水區，淺水區波速較大 (B)對驗證司乃耳折射定律而言，水波實驗不如

光折射實驗來得準確 (C)起波器之頻率應保持在每秒 60 次 (D)水槽下白紙上所

呈現之波長即為水波真正之波長 (E)為得清晰均勻之波像，應適當調節水槽上光

源之高度。 

(  )29.下列有關「惠更斯原理」之敘述哪些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可解釋波的反射 (B)可解釋波的

折射 (C)若不知道波源的位置，仍可以應用惠更斯原理 (D)無法解釋干涉與繞射

現象 (E)只要知道瞬時波前之位置及形狀就可以決定其後任何時間新的波前之位

置及形狀。 

(  )30.下列有關「聲波」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白天時地面溫度高於高空，故聲波向上

偏折 (B)「回聲」是聲波反射產生的 (C)固體中的聲速通常遠大於氣體 (D)「隔

牆有耳」是聲波繞射造成的 (E)超音波容易反射而不易繞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