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2 學年度下學期「選修物理上」二段考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三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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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2 分分分分）））） 

(  )1.(甲)電風扇、(乙)滑輪、(丙)望遠鏡、(丁)雷射，上述各項發明或原理是將物理學的

成果應用到人類生活的實際例子，其發展的時間先後順序先後順序先後順序先後順序應為 

(A)甲乙丙丁 (B)乙丙甲丁 (C)乙甲丙丁 (D)丙乙甲丁 (E)甲丙乙丁。 

(  )2.國際單位制（SI 制）中，溫度溫度溫度溫度的單位為 (A)℃ (B)℉ (C)cal/g (D)cal (E)K。 

(  )3.病毒長度約為 200 奈米，相當於 

(A)2×10-5 (B)2×10-6 (C)2×10-7 (D)2×10-8 (E)2×10-9 公分。 

(  )4.公制單位系統不具備不具備不具備不具備下列何項優點？ (A)準確表達實驗測量結果 (B)科學研究成

果易於分享 (C)科學研究成果快速流通 (D)國際公認 (E)符合世界各地習俗。 

(  )5.下列哪一項不是不是不是不是道耳頓原子說的內容？ (A)一切物質由原子組成，原子是最基本的

粒子 (B)不同元素的原子其質量與性質不同 (C)原子可以簡單整數比結合成化合

物 (D)當原子與原子結合成化合物時，電子有得失現象。 

(  )6.以下關於「物質三態」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氣態物質沒有固定體積與形狀 (B)液態物質有固定體積卻沒有固定形狀 (C)固

態物質有固定體積與形狀 (D)物質狀態變化時溫度保持不變，故不須吸收能量。 

(  )7.下述甲、乙、丙、丁四種實驗，哪幾種實驗的結果組合組合組合組合後可以決定電子質量？(甲)

拉塞福的α粒子散射實驗；(乙)湯姆森的陰極射線實驗；(丙)侖琴的 X 射線實驗；(丁)

密立坎的油滴實驗。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 (C)乙、丁 (D)丁、丙 (E)乙丙丁。 

(  )8.在核反應中：X→
235

92U＋4
2He，X 為何種原子核原子核原子核原子核？ 

(A)
239

94Pu (B)
236

92U (C)
236

93Np (D)
236

94Ra。 

(  )9.下列有關原子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原子直徑約 10-10m，而原子核直徑約 10-15~10-14m (B)原子核內含有質子和中

子，質子帶正電、中子不帶電 (C)原子變成帶正電的陽離子時是因原子獲得質子 

(D)原子的質量大多集中在原子核 (E)中性原子的核外電子數與核內質子數相等。 

(  )10.拉塞福的原子模型理論中是以α粒子來探測金箔，而α粒子所以會散射主要是受到

哪種力量的作用？ 

(A)萬有引力 (B)庫侖引力 (C)摩擦力 (D)庫侖斥力 (E)大氣壓力。 

(  )11.下列四圖分別表示甲、乙、丙、丁四個物體沿直線運動時，位置或速度與時間的關

係，哪兩個物體有相同的運動型態相同的運動型態相同的運動型態相同的運動型態？ 

(A)甲丙 (B)乙丙 (C)甲丁 (D)乙丁 (E)甲乙。 

    

(  )12.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物體作等加速度運動時其運動軌跡必為直線 (B)時鐘

之秒針針尖的運動為等加速度直線連動 (C)平均速度的大小必等於平均速率 (D)

無風時地面附近的雨滴若作等速下落，則表示雨滴不受重力的作用 (E)等速度運動

的物體所經的路徑長度即為位移的量值。 

(  )13.飛機、飛彈、火箭能在空中飛行空中飛行空中飛行空中飛行主要是根據何種原理？ (A)白努利原理 (B)能量

守恆原理 (C)熱功轉換原理 (D)阿基米德浮力原理 (E)作用反作用原理。 

(  )14.下列有關「慣性」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質量愈大慣性就愈大 (B)質量是慣性的一種測量 (C)物體不受外力時便不具慣

性 (D)物體的質量愈大速度就愈不容易改變 (E)慣性愈小愈容易改變運動狀態。 

(  )15.在水平光滑桌面上置一質量為 5 公斤之木塊 A，以細繩繫之並繞過無摩擦之定滑輪

後，分別以手施以 10 公斤重的力以及吊掛一質量為 10 公斤之木塊 B，如下圖所示。

則在兩次實驗中，木塊木塊木塊木塊 A的加速度的加速度的加速度的加速度之之之之比比比比為 

(A)1：l (B)2：l (C)3：1 (D)4：1 (E)5：1。(g=10m/s2) 

  

(  )16.在光滑平地上，一質量 10kg 的靜止物體受到一水平定力作用，若此物體在受力作

用 10 秒內之位移量值為 100m，則此物體所受定力的量值定力的量值定力的量值定力的量值為 

(A)5 (B)10 (C)15 (D)20 (E)25 牛頓。 

(  )17.下列關於地球表面各地之重力加速度 g 之值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赤道附近的海

平面 g值大於 9.8 公尺／秒 2 (B)北極附近的海平面 g值正好為 9.8 公尺／秒 2 (C)

緯度愈高 g值愈小 (D)g值永遠為 9.8 公尺／秒 2 (E)海拔高度愈小 g值愈大。 

(  )18.一彈簧秤懸吊在一電梯的天花板下，當電梯以向上 g/3 的等加速度鉛直上升時彈簧

的伸長量為 S，則當電梯以向下 g/3 的等加速度鉛直下降時，彈簧的伸長量伸長量伸長量伸長量為 

(A)2S (B)S (C)S/2 (D)S/4 (E)S/3。 

(  )19.一衛星繞某行星的圓軌道半徑為行星半徑的 3倍，且週期為 T，則該行星的平平平平均均均均密密密密

度度度度為 (A)π/(GT2) (B)9π/(GT2) (C)27π/(GT2) (D)81π/(GT2) (E)125π/(GT2)。 

(  )20.有 A、B、C 三個大小相同且表面塗有導電物質的塑膠小球，若分別將 A、B 或 B、



C移近時發現均互相吸引，則下列各項判定中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A 帶正電，B 帶負電，C 不帶電 (B)A、C 帶正電，B 帶負電 (C)A、C 不帶電，

B 帶負電 (D)A 帶正電，B、C 不帶電 (E)A、C 不帶電，B 帶正電。 

(  )21.下列有關「磁力線」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磁力線上任一點的切線方向為磁針 N 極受磁力的方向 (B)磁力線由磁鐵的 N 極

出發經磁鐵外部進入 S 極 (C)磁力線愈密集處磁場強度愈強 (D)磁鐵內部沒有磁

力線，故沒有磁場 (E)磁力線必為封閉平滑曲線。 

(  )22.在 A、B 兩點各放電量為+q、+4q 的兩個固定點電荷，若在 A、B 兩點連線間的 C

點放第三個點電荷後發現該電荷所受之庫侖力恰能平衡，則 BC 與 AC 間距間距間距間距的比值的比值的比值的比值

為 (A)1 (B)1.5 (C)2 (D)3 (E)4。 

(  )23.甲、乙兩條載流直導線垂直紙面，甲之電流流出紙面、

乙之電流流入紙面，若兩者的電流強度相同，則 A 處的

磁場方向磁場方向磁場方向磁場方向應為 (A)↓ (B)↑ (C)→ (D)← (E)零。 

(  )24.若空間中有一束電子迎面而來，則其產生之磁場方向磁場方向磁場方向磁場方向對觀察者而言應為 

(A)指向觀察者 (B)指離觀察者 (C)順時針 (D)逆時針 (E)鉛直向上。 

(  )25.下列何者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應用「電磁感應原理」設計的器具？ 

(A)變壓器 (B)高鐵列車磁煞車系統 (C)電磁爐 (D)發電機 (E)電動機。 

(  )26.下列關於右圖中變壓器各部份的敘述何

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電源用於提供主線圈電流以產生磁

場，可用交流電或直流電 (B)主線圈是磁

場的主要來源，相同電流時匝數愈多磁場

愈強 (C)磁場造成的磁力線之方向固定不變，但數目隨磁場強度而定 (D)副線圈

的匝數增加時輸出的電壓值下降 (E)用來纏繞線圈的鐵心可以用塑膠取代。 

(  )27.右圖為兩無限長平行細直導線通以同方向的相同電流，其間有一矩形導

線迴路，整個裝置在同一平面上。今矩形迴路等速向左平移，在平移過

程中，迴線中感應電流的方向感應電流的方向感應電流的方向感應電流的方向為 (A)逆時針 (B)順時針 (C)先順時針

後轉為逆時針 (D)先逆時針後轉為順時針 (E)無感應電流。 

(  )28.聲音傳播一段距離後便不易聽清楚，除了被介質吸收之外，另一個原因是 

(A)聲波的振幅隨能量分配範圍擴大而減小 (B)聲波的頻率隨傳播距離的增加而降

低 (C)聲波波長隨傳播範圍擴大而變短 (D)聲波週期隨傳播距離增加而變短 (E)

聲波波速受空氣阻力影響而減慢。 

(  )29.水波由深水進入淺水時必定必定必定必定 

(A)頻率變大 (B)波長變大 (C)波速變慢 (D)振動能量變大 (E)改變行進方向。 

(  )30.某人站在一面大磚牆前 80 公尺處以木槌敲擊木塊，每當聽到磚牆反射的回聲時立

即再次敲擊。若第 1次敲擊與第 21次敲擊的時間間隔為 10 秒，則當時的聲速聲速聲速聲速約為 

(A)310 (B)320 (C)330 (D)340 (E)350 公尺／秒。 

(  )31.設水波槽中有頻率相同、同相位之兩波源因干涉而產生節線，今將波源之頻率加

大，則節線數節線數節線數節線數 (A)不變 (B)增加 (C)減少 (D)消失。 

(  )32.右圖表示物體置於凹面鏡前時得一實像，則圖中光線 L

的反射路徑反射路徑反射路徑反射路徑應為 (A)甲 (B)乙 (C)丙 (D)丁。 

(  )33.平面鏡平面鏡平面鏡平面鏡成像時，鏡中的像屬於下列何者？ (A)正立實像 

(B)正立虛像 (C)倒立實像 (D)倒立虛像。 

(  )34.將一質量 m 的球由地面以動能 E斜向拋出，若不計空氣阻力，當小球在空中的動

能為 0.5E 時，小球當時的離地高度離地高度離地高度離地高度為（重力加速度 g） 

(A)
E

 mg  (B)
2E

 mg  (C)
E

 2mg  (D)
4E

 mg 。 

(  )35.一隻老鷹抓攫獵物時以 10 公尺／秒的水平等速度飛行，飛行途中獵物突然脫落，

如果忽略空氣阻力，且設獵物的動能為 K、位能為 U、總能為 E，則隨著獵物下降

時各能量與下降距離 h 的變化關係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  (B)  (C)  (D) 。 

(  )36.下列關於「熱」之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熱的物體會將溫度傳給冷的物體 (B)冰可

以使某些物質沸騰 (C)所有固體均遵守熱脹冷縮現象 (D)5 公克的水在 20℃時含

有 100卡 (E)外界輸入給系統的熱可以完全轉換為功。 

(  )37.若將 50 公克 0℃的冰塊與 50 公克 100℃的熱水混合，假設沒有熱量散逸，則其終終終終

溫溫溫溫為（冰的熔化熱 80卡／克） (A)0 (B)10 (C)30 (D)40 (E)50 ℃。 

(  )38.下列有關「放射線」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所有的放射線都帶電 (B)所有的放射

線運動速度不一定是光速 (C)所有的放射線都可以用紙張擋住 (D)所有的放射線

的移動方向都不受外界電磁場的影響 (E)α射線的本質是電子。 

(  )39.拉塞福在 1919年以α粒子撞擊氮原子核(14N)產生核反應，若該反應產生的兩種粒

子有一為氧原子核(17O)，則另一粒子為 

(A)電子 (B)鈹原子核(8Be) (C)中子 (D)α粒子 (E)質子。 

(  )40.「量子論」標幟了近代物理的起點，量子論的提出是為了解決哪個實驗實驗實驗實驗的衝擊？ 

(A)黑體輻射 (B)麥克生干涉 (C)光電效應 (D)原子光譜 (E)陰極射線。 



(  )41.在光電效應的實驗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當入射光強度增加時光電子的能量即增加 (B)光電流的大小與入射光之光強度

無關 (C)對不同的金屬板，底限頻率都相同 (D)光電流之產生與光照射在金屬板

上兩者間幾乎無時間落差 (E)光電效應可以說明光的波動性。 

(  )42.氫原子光譜氫原子光譜氫原子光譜氫原子光譜屬於 

(A)連續光譜 (B)全頻率光譜 (C)吸收光譜 (D)帶狀光譜 (E)明線光譜。 

(  )43.下列哪個陳述不能不能不能不能由簡單的波耳理論解釋？ (A)多電子原子的光譜 (B)氫光譜

線的位置 (C)類氫原子 He+及 Li2+的光譜 (D)氫原子的能階。 

(  )44.從電子的繞射現象可證明何種理論是對的對的對的對的？ 

(A)光的波動說 (B)物質波理論 (C)波耳原子模型 (D)光的微粒說。 

(  )45.科學家不斷地建造更精密且功能更大的望遠鏡來觀測宇宙，下列哪個敘述與觀測結

果不符不符不符不符？ (A)明天的宇宙比今天的宇宙大 (B)宇宙存在時間並非無限久 (C)我們

看到的恆星永遠在同一個位置不動 (D)銀河系和其它的星系正互相遠離中 (E)過

去的宇宙曾經處於高溫狀態。 

(  )46.A：宇宙、B：星系、C：恆星、D：星系群、E：星團，依單位由大而由大而由大而由大而小排列小排列小排列小排列應為 

(A)ADBEC (B)ADBCE (C)ABDEC (D)ABDCE (E)ADEBC。 

(  )47.下列哪一項是宇宙膨脹學說的依據依據依據依據？ (A)觀測到太陽的溫度有逐年下降的趨勢 

(B)從地球上觀測到銀河系的恆星並非剛好以北極星為中心在環繞 (C)觀測分析遠

方星系發出的光譜時發現波長有變短現象 (D)觀測分析遠方星系發出的光譜時發

現光譜都有紅移現象 (E)宇宙在各方向都是均質的。 

(  )48.與地球最接近的另一顆恆星為半人馬比鄰星，距離地球約 4.2光年，現今航海家太

空船的速率可達每秒 17 公里，若以此速率前進，則到達半人馬比鄰星約需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多少年？ 

(A)75000 (B)50000 (C)10000 (D)2000 (E)500 年。 

(  )49.大霹靂理論認為宇宙中的氫以及氦元素最主要的來源最主要的來源最主要的來源最主要的來源是 (A)原本就存在 (B)宇

宙微波背景輻射與恆星交互作用所合成 (C)大霹靂發生之前由夸克所合成 (D)恆

星形成之後經由核反應合成 (E)大霹靂發生之後數分鐘經由核反應合成。 

(  )50.(甲)未被核心吸入的外圍物質形成行星與衛星、(乙)形成碟狀結構、(丙)充滿氣體及

塵埃的星雲逐漸凝聚、(丁)核心出現，形成原始太陽，有關太陽系行星形成的過程

下列順序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丙→乙→甲→丁 (B)甲→乙→丁→丙 (C)丙→甲→乙→

丁 (D)丙→乙→丁→甲 (E)甲→乙→丙→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