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2 學年度下學期「基礎物理二 B(下)」二段考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二 1~3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單選題（90%，每題 3 分） 

(  )1.已知1g的酒精在20℃及21℃時所佔的體積分別為1.2667cm
3及1.2687cm

3，則酒精在

20℃的體膨脹係數約為 

(A)1.25×10
-6 (B)1.42×10

-5 (C)1.37×10
-4 (D)1.8×10

-3 (E)1.28×10
-2 ℃-1。 

(  )2.長L之繩兩端固定後加以擾動，若中間形成五個節點，則行進波之波長為 

(A)L (B)L/2 (C)L/3 (D)L/4 (E)L/6。 

(  )3.一個熱學系統自外界輸入熱量20焦耳後系統的內能減少了12焦耳，則該系統對外界

作功 (A)32 (B)8 (C)-8 (D)-32 (E)20 焦耳。 

(  )4.長度比為1：2的A、B兩弦聯結成一線，其質量比為1：8，若A弦上有一脈波傳進B

弦，則A、B弦上之波速比為 

(A)2：1 (B)2 2：1 (C)4：1 (D)1：2 (E)1：2 2。 

(  )5.三段彈性繩A、B、C（線密度各不相同）依序由左至右串接，接點為P、Q。今使

一個位移向上的脈動波從左端送入，如圖(一)所示，經一段時間後發現某瞬時波

形如圖(二)所示，則三繩之線密度關係可能為 

(A)A>B>C (B)B>C>A (C)C>A>B (D)C>B>A (E)A>C>B。 

    圖(一)    圖(二) 

(  )6.邊長為L的正立方體容器中裝有理想氣體，若其各個分子之質量為m、方均根速率

為v，則每面器壁受每個氣體分子撞擊之力的平均值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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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右圖所示為0.2mol的某理想氣體之壓力與溫度的關係，若

P0=1atm，則該氣體在B狀態時的體積約為 

(A)1.25 (B)2.8 (C)3.0 (D)2.0 (E)5.73 公升。 

(  )8.甲、乙兩金屬桿長度皆為30公分，當溫度從0℃升到100

℃時甲增長0.75公分、乙增長0.45公分。丙金屬桿也是30公分，且由甲、乙兩金屬

桿各一段相接而成。若丙在0℃與100℃間增長0.65公分，則丙中甲、乙的長度各

為幾公分？ (A)20，10 (B)15，15 (C)18，12 (D)16，14 (E)24，6。 

(  )9.將質量75g的銅塊（比熱為0.09cal/g-℃）加熱至312℃後放入一溫度為12℃、熱容量

為45cal/℃的燒杯。若燒杯內有360g的水，且假設沒有熱量損失，則平衡後的水溫

約為 (A)11 (B)14 (C)17 (D)18 (E)20 ℃。 

(  )10.右圖為某物質之三相圖，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在1atm時其熔點為 ta  (B)在1atm時其沸點為 tb 

(C)C點時此物質可三態共存 (D)壓力下降時其熔點會

上升、沸點會下降 (E)壓力不小於Pc時，此物質才可

產生昇華作用。 

(  )11.拉緊且兩端固定的繩子長2.5米，當其做頻率2Hz的振動時量得波速為1m/s，則此

時在繩上產生的駐波之節點數有 (A)3 (B)5 (C)7 (D)9 (E)11 個。 

(  )12.甲、乙、丙三種不同物質之質量分別為20克、10克

、50克，輪流受相同的熱源加熱後其溫度與加熱時

間如右圖所示，若熱源每分鐘供應之熱量恆相等，

則三者的比熱大小之比為 (A)5：2：8 (B)1：2：5 

(C)5：2：1 (D)1：4：2 (E)5：2：1。 

(  )13.右圖中，定容氣體溫度計在27℃時兩管a、b之水銀面等高。今將

a管之水銀面固定在s，並加熱至57℃時b管之水銀柱比a管高7.5cm

，則繼續加熱至97℃時b與a之水銀柱高度會差 

(A)8.4 (B)12.8 (C)17.5 (D)17.7 (E)9.2 cm。 

(  )14.若定壓、定量下的某理想氣體在溫度t1℃與t2℃時之分子密度比為

3：2，則絕對零度之攝氏溫度可表示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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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取溫度為60℃之氖氣1莫耳和溫度為30℃之氦氣x莫耳在絕熱情況下混合，若混合

後平衡溫度為36℃，則x= (A)1 (B)2 (C)3 (D)4 (E)5。 

(  )16.在一大氣壓下將粗細均勻的量筒之筒口朝下後壓入水銀槽中，

若量筒全長為20cm、筒口距筒外水銀面10cm、筒內外水銀面高

度差x cm，則 (A)x
2
+66x-760=0 (B)x

2
+86x-760=0 

(C)x
2
-66x+760=0 (D)x

2
-86x+760=0 (E)x

2
-66x-760=0。 

(  )17.某耐壓3大氣壓的燒瓶（即壓力達3大氣壓時燒瓶會有破裂的危

險）內裝27℃、1大氣壓的空氣，若密閉後予以加熱，則該燒瓶可忍受的最高溫度

為 (A)273 (B)354 (C)9 (D)81 (E)627 ℃。 

(  )18.某繩上有一正弦波，在t=0秒時其波形如右圖中的實線所

示，當t=1秒時其波形如右圖中虛線所示。若此波係向右

移動，且週期介於0.5~0.6秒之間，則其波速應為 

(A)1 (B)15 (C)2 (D)25 (E)35 cm/s。 

(  )19.下列有關「熱」的敘述何者正確？ 

(A)1克4℃的水含熱量4卡 (B)在1大氣壓下使1克4℃的水上升2℃需2J的熱量 

(C)所謂比熱是使物體溫度增減1℃時所吸收或放出的熱量 (D)1克4℃的水比1克



0℃的水多4卡的熱量 (E)兩物體達熱平衡時其所含的熱量相等。 

(  )20.一定量理想氣體之絕對溫度與壓力關係如右圖所示，則a、b

、c三狀態中體積大小關係為 (A)Vc>Va=Vb (B)Vb>Va=Vc 

(C)Va=Vb>Vc (D)Va=Vc>Vb (E)Vc>Va>Vb。 

(  )21.使2mol的理想氣體在1atm下溫度由27℃加熱至127℃所需吸

收的熱量約為 

(A)397 (B)594 (C)990 (D)1391 (E)1987 cal。 

(  )22.一瀑布高42米，若水落至瀑布底所釋出的重力位能全部變為熱能並被水吸收，則

瀑布上、下的水溫相差約 (A)0.1 (B)0.42 (C)1.76 (D)4.2 (E)0.98 ℃。 

(  )23.若H2分子在0℃、1atm時的方均根速率為v，則O2分子在546℃、3atm下的方均根速

率為v的 (A)
3

3
 (B)

4

3
 (C)

3

4
 (D)

3

4
 (E)

2

3
 倍。 

(  )24.根據「氣體動力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每個氣體分子的動能皆為3kT/2 (B)氣體分子中有1/3是沿著x軸的方向運動 

(C)位於氣體中央部分的分子運動速率較大 (D)氣體壓力與分子速率平方之平均

值成正比 (E)高壓、低溫的真實氣體可視為理想氣體。 

(  )25.下列有關「波動」的敘述哪項錯誤？ (A)所有波動皆須藉介質來傳播 (B)力學

波可分為橫波與縱波 (C)水波起伏是水質點的集體動作所呈現出來的現象 (D)

力學波在傳播過程中頻率不會改變 (E)波動不傳遞物質。 

(  )26.某支溫度計管內液柱長度為20公分時對應的溫度為10℃、液柱長度為60公分時對

應的溫度為30℃，則當液柱長度為32公分時對應的溫度為 

(A)15 (B)16 (C)17 (D)18 (E)19 ℃。 

(  )27.小明約小華到家裡看灌籃高手影集，其間小明端了一杯熱開水給小華。若該杯熱

開水的溫度為90℃、質量為240克，則小華須加入多少0℃的冰塊才可使該杯水的

溫度降為40℃？（不計熱量散失，冰的熔化熱為80卡／克） 

(A)50克 (B)100克 (C)150克 (D)200克 (E)300 克。 

(  )28.在某條拉緊的繩子之一端施以10Hz的振動，若該繩繩長5m、質量0.05kg、張力4N

，則產生的波長為 (A)5 (B)1 (C)15 (D)2 (E)25 m。 

(  )29.右圖所示為兩個三角波相向傳遞，圖中時間t=0

，P為兩波的中點。若波速為6cm/s，則當時間

t=0.75s時P點的振動速度量值為 

(A)2.5 (B)8 (C)9 (D)12 (E)16 cm/s。 

(  )30.某燒瓶內盛有氣體，其壓力為1大氣壓、溫度為27℃。今將燒瓶加熱至127℃，並

維持瓶內壓力為1大氣壓，則燒瓶內剩餘的氣體分子數為原有分子數的 

(A)3/4 (B)5/6 (C)2/3 (D)3/5 (E)4/5。 

二、多選題（30%，每題 3 分，每個選項扣 1 分，每題最多扣 3 分） 

(  )31.下列何單位可用來表示大氣壓力？ 

(A)帕(Pa) (B)cm-Hg (C)atm (D)托爾(torr) (E)N/m
2。 

(  )32.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所有液體之壓力變小時沸點會降低 (B)壓力變大時水

的凝固點會降低 (C)物質吸收潛熱後溫度不變 (D)一般而言，液體的溫度愈高

蒸氣壓愈大 (E)同一物質之熱容量和質量成反比。 

(  )33.若將定容、定量的理想氣體之絕對溫度加倍，則下列何者必隨之加倍？ 

(A)壓力 (B)方均根速率 (C)質心平均動能 (D)總動能 (E)密度。 

(  )34.一繩波由重繩傳入輕繩時會在連接點發生部份反射、部份透射，若減小輕繩的質

量，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反射波的振幅減弱 (B)透射波的振幅增強 (C)

反射波的速率變小 (D)透射波的速率變大 (E)透射波的波長變長。 

(  )35.一玻璃容器內置30g、-10℃的冰，在絕熱環境中以

5cal/s均勻加熱量，其溫度與時間關係如右圖所示，

若玻璃與冰的比熱保持不變，則 (A)CD段，外界供

應的熱恰等於水所吸收的熱 (B)BC段，外界供應的

熱恰等於冰所吸收的熱 (C)玻璃容器之熱容量為

62cal/℃ (D)AB間冰所得之熱能為210cal (E)冰之比熱為0.7cal/g-℃。 

(  )36.在同溫度下，相同的兩容器分別儲存分子數目相等的不同理想氣體A和B，若A、

B兩氣體分子各自容器的一圓孔向外擴散時的平均速率比為2：3，則 

(A)A、B兩氣體分子的平均動能不相同 (B)氣體分子的平均速率與質量成反比 

(C)氣體分子的平均速率與絕對溫度成正比 (D)若B氣體的分子量為16，則A氣體

的分子量為36 (E)A、B兩氣體壓力比為4：9。 

(  )37.設於某一密閉容器中裝一莫耳之理想氣體，若其溫度由300K升高至600K，且容器

之體積不變，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氣體密度變為原來的2倍 (B)氣體壓力

變為原來的2倍 (C)氣體分子之方均根速率變為原來的2倍 (D)氣體分子之平均

動能變為原來的2倍 (E)在升溫過程中氣體約吸熱3740焦耳。 

(  )38.下列各圖中，兩脈動交會時其上之×點始終不動的選項有哪些？ 

(A)  (B)  (C)

 

(D)  (E)

。
 

(  )39.一正弦波在一彈性繩上進行時，其介質振動情形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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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處的加速率最大 (E)振動方向與波前進的方向平行。 

(  )40.長之琴弦兩端固定，若弦上波速為v，則其發出的聲音之頻率可能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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