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2 學年度下學期「基礎物理二 B(下)」期末考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二 4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單選題（90%，每題 3分） 

(  )1.下列有關「水波折射」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入射角恆大於折射角 (B)入射角正弦值恆大於折射角正弦值 (C)入射角與折射

角的比值為定值 (D)入射角與折射角的比值等於入射波速與折射波速的比值 (E)

若入射角大於折射角，則入射波速也大於折射波速。 

(  )2.兩點波源產生干涉條紋時，恆為一定的是：自一節線上任何點至兩波源距離的 

(A)和 (B)比 (C)差 (D)和的平方 (E)差的平方。 

(  )3.右圖中直角三角形ABC之邊長AB=6cm、AC=8cm，今在A、B兩點

處各有一點波源產生同相位的水波，若其波長均為1cm，則A、C兩

點間共有節點 (A)1 (B)2 (C)3 (D)4 (E)5 個。 

(  )4.下列哪一圖形較能說明在水波槽中，一列直線波經過小狹縫後波前的變化情形？（

假定水波槽內各處水深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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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同相且等振幅振動的兩點波源發生干涉時，若波源距離d與波長λ的關係為d=7λ/2，

則水波槽中可見到幾條節線？ (A)3 (B)5 (C)8 (D)10 (E)12。 

(  )6.下列何者可使小提琴發出的聲音頻率變低？ 

(A)拉弓時使用比較小的力 (B)拉弓的速率變慢 (C)演奏線密度較小的弦 (D)調

整使弦的張力變得比較大 (E)將手指按在比較接近上方弦枕的位置。 

(  )7.下列有關「水波槽實驗」之敘述何者正確？ 

(A)四周之海棉條是用來反射水波 (B)水槽下紙屏上相鄰兩波紋之距離必等於一個

波長 (C)起波器之電源須使用交流電才能產生週期性水波 (D)水深以5~10cm為宜 

(E)塑膠水管除了可接在水龍頭上引水入槽外，也可用來作反射的拋物面。 

(  )8.某水波自淺水區傳至深水區，若測得淺水區波前與界面所成角度為37°、深水區波

前與界面所成角度為53°，則在淺、深兩區的 (A)波長比為3：4 (B)波速比為4：3 

(C)水波頻率比為3：4 (D)波速比1：1 (E)水深比為3：4。 

(  )9.右圖為聲波傳遞時空氣密度與位置的關係，若聲波向右

傳遞，試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y=0代表一大氣壓時

的空氣密度） (A)C處質點振動速率最慢 (B)B、D兩處

質點振動速率最快 (C)C處質點的位移在平衡點左邊 

(D)B為密部 (E)A、E為密部中點，C為疏部中點。 

(  )10.已知水中的聲速約為空氣中聲速的3.5倍，若在水中放置

一聲源S，當聲波自S發出經水面折射後傳到空氣中聽者O

時，所行經之路徑應如右圖中何路徑？  (A)S→E→O 

(B)S→D→O (C)S→B→O (D)S→C→O (E)S→A→O。 

(  )11.S1與S2兩個喇叭相距3.2公尺，發出同相位、波長同為1

公尺的聲音。若沿著距兩波源的中點4公尺的圓周繞一圈時可聽到聲音有大小變化，

則其中有幾處的音量為極小值？ (A)8 (B)10 (C)12 (D)14 (E)16。 

(  )12.有一長度30公分的開管，當溫度由20℃降到5℃時，其基音頻率會 

(A)升高10赫茲 (B)升高15赫茲 (C)降低5赫茲 (D)降低10赫茲 (E)降低15赫茲。 

(  )13.有A、B兩共鳴管，A兩端開口、B一端封閉，若A的第3諧音和B的第5諧音頻率相

同，則A和B的管長比值為 (A)3/4 (B)4/3 (C)6/5 (D)5/6 (E)3/2。 

(  )14.如右圖所示，一支揚聲器朝向一面牆壁發出單頻的聲波。若

A、B兩處的音量最大，且A、B之間的所有點之音量都小於A

、B兩點處，則下述何者正確？ 

(A)聲波的波長為2L (B)B處為節點 (C)A與牆面上O點的最短距離為L (D)B與牆

面上O點的最短距離為2L (E)聲波遇牆反射時疏部會變密部。 

(  )15.下列有關「聲音」之敘述何者正確？ (A)物體迅速振動時吾人定可聽到聲音 (B)

在真空中講話時聲音聽起來比在空氣中響亮 (C)聲波傳播方向必與空氣分子振動

方向垂直 (D)溫度愈高聲速愈快 (E)介質振動頻率愈大聲音傳遞速率愈快。 

(  )16.若將平面鏡向物移動d而物保持不動，則其像 

(A)向物移動d (B)向物移動2d (C)離物移動d (D)離物移動2d (E)靜止不動。 

(  )17.如右圖所示，一發光點從凸面鏡前主軸上的P點沿主軸緩

慢向鏡頂O移動，則其像之位置及移動方向為何？ 

(A)成像於鏡後，朝向O點移動 (B)成像於鏡後，遠離O點

移動 (C)先成像於鏡前，接著成像於鏡後 (D)成像於鏡

前，遠離O點移動 (E)成像於鏡前，朝向O點移動。 

(  )18.反射式天文望遠鏡中有一反射面，用以將遠方星光會聚成像，理論上其形狀應為

下列何者？ (A)圓球面 (B)平面 (C)拋物面 (D)雙曲面 (E)橢圓形球面。 

(  )19.一物放在凹面鏡前30cm處會產生一與物等高之實像，若將物改放在鏡前20cm，則

像產生於鏡前 (A)15 (B)30 (C)45 (D)60 (E)75 cm。 

(  )20.一光束在空氣中由左向右通過一支實心玻璃圓柱，則其可能軌跡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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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21.一凸透鏡孔徑10公分，在其前方置一光源且成實像於鏡後光屏上，今若將半徑4

公分以外之邊緣部份以墨水塗黑使之不透光，則此時所成之像與原來的比較應為 

(A)縮小成1/2 (B)縮小成1/4 (C)成一半之像 (D)仍成全部實像，大小不變，但影



像模糊 (E)仍成全部實像，大小不變，但亮度減弱。 

(  )22.在水面下深度1m處有一小光點，在其正上方水面上0.5m處放一透鏡，今由透鏡之

上方向下直視恰見光點在原位置，若水之折射率為4/3，則該透鏡之焦距為 

(A)0.75 (B)1.25 (C)1.5 (D)7.5 (E)9 m。 

(  )23.如右圖所示，某光線自空氣中以垂直AB的方向射

入折射率為 2 之直角三稜鏡，則光線射出稜鏡時之

方向與 (A) BC邊成30° (B) BC邊成45° (C) AC

邊成30° (D) AC邊成60° (E) AC邊成90°。 

(  )24.某焦距為20cm之凹面鏡鉛直豎立，一小石由空中自由落下並在鏡前通過，若其距

鏡30cm，則其像之加速度為 (A)4g (B)2g (C)g (D)g/2 (E)g/4。 

(  )25.有三層折射率分別為n1、n2及n3的介質重疊如右圖所示，其界

面互相平行。一光線自介質1射至界面A，若其入射角逐漸增大

時在A面均不會全反射、但在B面會產生全反射，則 

(A)n2>n1>n3 (B)n1>n2>n3 (C)n2>n3>n1 (D)n1>n3>n2 (E)n3>n1>n2。 

(  )26.如右圖，某單色光自折射率n1之介質中以AO方向射入折

射率n2的介質中，折射方向為OD。若AOC 為直線、OB與

BCD垂直，則兩介質中光速之比值v1/v2= 

(A)
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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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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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

CD

BC
。 

(  )27.某廚師看往杓子時見其像距凹面12cm且正立，將杓面翻

過來使凸面對自己時見像為正立且距凸面4cm，則該杓子的

曲率半徑為 (A)6 (B)12 (C)18 (D)24 (E)30 cm。 

(  )28.若有兩平面鏡AB和BC以如右圖所示的角度連結在一起，今

有兩平行光線①、②分別射向AB和BC，則這兩條光線的反射

光所夾的角度大小為 

(A)30° (B)60° (C)90° (D)120° (E)150°。 

(  )29.已知光由A介質射入B介質時入射角為40°、折射角為15°，光由C介質射入B介質時

入射角為50°、折射角為15°，則當光線以40°之入射角由A介質射入C介質時其折射角

為 (A)15° (B)40° (C)50° (D)25° (E)35°。 

(  )30.照相機若由拍遠物轉成拍近物，則應將照相機之鏡頭 

(A)拉出 (B)縮進 (C)不動 (D)視距離而定 (E)以上皆錯。 

二、多選題（30%，每題 3分，每個選項扣 1分，每題最多扣 3分） 

(  )31.以水波槽做水波實驗，已知深水中波長3公分的波進入淺水後變成2公分。若深水

中的頻率為10次／秒，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淺水對深水的折射率為1.5 (B)深水中波速為30公分／秒 (C)淺水中波速為20

公分／秒 (D)淺水中頻率為10次／秒 (E)淺水中頻率為15次／秒。 

(  )32.下列有關「同相點波源產生節線」之敘述哪些正確？ 

(A)其形狀為雙曲線或直線 (B)必對稱於中央線 (C)節線上各點均為破壞性干涉 

(D)必通過波源連線 (E)波程差必為半波長的奇數倍。 

(  )33.兩同相點波源之波長相同，則其產生之腹點與兩波源距離差可能為 

(A)0 (B)λ/2 (C)λ (D)3λ/2 (E)3λ。 

(  )34.下列關於「波動」之敘述哪些正確？ 

(A)必須依賴介質來傳播 (B)力學波中的介質並不隨波行進 (C)波動傳播的是能量

和動量，其能量與頻率平方成正比 (D)橫波與縱波的判別可由是否有偏振來區別 

(E)行進波在均勻介質中的波速與波形及振動頻率無關。 

(  )35.在「共鳴空氣柱」實驗中，已知空氣中的聲速為342m/s、所用之玻璃管長度為90cm

。若用頻率為570Hz的音叉，則 

(A)聲波波長為0.6m (B)最多可找到2個共鳴位置 (C)若用未知頻率的音叉時只在

水面距離管口25cm及82cm兩個位置找到共鳴點，則此音叉發音的波長為57cm (D)

承(C)，此音叉的頻率為300Hz (E)實驗室的溫度約為30℃。 

(  )36.右圖中一平行光束射向一拋物面之凹面，若其焦

點F、焦距f、曲率中心C，則 

(A)此光束無法成像  (B)此光束在焦點F處成像 

(C)此光束之像距為f (D)此光束在曲率中心C處成

像 (E)此光束成像在主軸下方的焦平面上某點。 

(  )37.下述有關凸面鏡所生之像何者有誤 (A)必為縮小 

(B)必不會扭曲變形 (C)必為正立 (D)必為虛像 (E)必在虛焦點與鏡頂之間。 

(  )38.右圖中物體AB經由某鏡S所成之像為 BA  ，則下列

哪些敘述錯誤？ 

(A)S可為凸透鏡，且位於圖中的第Ⅱ區 (B)S可為凹透

鏡，且位於圖中的第Ⅰ區 (C)S可為凸面鏡，且位於圖

中的第Ⅱ區 (D)S可為凹面鏡，且位於圖中的第Ⅲ區 

(E)像 BA  到S的距離必小於焦點到S的距離。 

(  )39.做「光之折射」實驗時，入射角i和折射角r的函數關係可為下列何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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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40.一單色光在n1、n2、n3三個不同折射率的介質中折射的情形

如右圖所示，若界面均互相平行，且v表光速、f表頻率、λ表

波長、θ3>θ1>θ2，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n3>n1>n2 (B)λ3>λ1>λ2 (C)v3>v1>v2 (D)f3>f1>f2 (E)介

質3對介質1的相對折射率為
1

3

sin

sin

θ

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