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3 學年度上學期「基礎物理（一）」一段考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一 1~7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單選題：75%（每題 3分） 

(  )1.下列有關科學家及其重大科學發現的組合哪一項是錯誤的？ 

 

(  )2.下列有關科學發展的描述何者錯誤？ (A)光是電磁波的一種 (B)牛頓提出微觀粒

子也有波動-粒子二象性的假設 (C)目前科學家認為自然界中有四種基本作用力 (D)

光譜學可以分析原子與分子的特性 (E)望遠鏡是折射光學的應用。 

(  )3.有關 Na23

11 所代表的意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鈉為週期表上的第 11 號元素 (B)一個鈉原子有 11 個質子 (C)一個鈉原子有 23

個中子 (D)一個中性鈉原子有 11 個電子 (E)23 為其質量數。 

(  )4.縮時攝影(Time Lapse Photography)是指在同一地點每隔固定時間拍攝，拍攝很多天之

後將所有的照片在短時間內播放完成。今有一蝴蝶自成蛹到破繭而出共歷時 7 天，欲

以縮時攝影術拍攝，並以每秒 20 張的速率放映，若想在 6 分鐘內放映完畢，則先前

拍攝時兩張圖片的時間間隔應為多少秒？ 

(A)84 (B)56 (C)30 (D)15 (E)3。 

(  )5.若我們將原子核的大小比擬成一顆彈珠，則原子的大小約為下列何者？ 

(A)一顆蘋果 (B)一座棒球場 (C)臺灣 (D)地球 (E)太陽。 

(  )6.若一貨車的行車速率為 72 公里／小時，則該車速相當於多少公尺／秒？ 

(A)72 (B)25 (C)36 (D)18 (E)20。 

(  )7.下列有關「原子結構」的敘述何者正確？ (A)葡萄乾布丁模型認為原子的形狀是一

個半徑約為 1Å 的圓球，正電荷均勻分佈在球體內，帶負電的微小電子則分散其中 (B)

有核模型認為原子核帶負電，而帶正電的質子繞行原子核做運動 (C)拉塞福的 α 粒

子散射實驗證實原子核具有原子的大部份體積與質量 (D)查兌克發現原子核中尚有

一帶正電的粒子存在 (E)法拉第為提出原子模型的第一人。 

(  )8.湯姆森做了一系列關於陰極射線的實驗，其主要目的是在測定 

(A)質子的電荷與質量的比值 (B)電子的電荷與質量的比值 (C)電子的質量 (D)電

子的電量 (E)質子的質量。 

(  )9.若物質分子間的距離變得非常大，且相互間除了偶爾發生的彈性碰撞外幾乎沒有任

何作用力。根據以上所述，通常此種情況為物質的何種狀態？ 

(A)固態 (B)液態 (C)氣態 (D)電漿態 (E)超導態。 

(  )10.現行長度的基準是依照下面哪一種性質來訂定的？ (A)單擺的等時性 (B)地球運

轉的規則性 (C)地球形狀的對稱性 (D)光速的不變性 (E)光波波長的穩定性。 

(  )11.根據物理史的發展過程，下列關於夸克、電子、中子和原子核等四者被發現的先後

順序哪一個排序是正確的？ 

(A)電子、中子、原子核、夸克 (B)中子、電子、原子核、夸克 (C)電子、原子核、

中子、夸克 (D)原子核、電子、夸克、中子 (E)原子核、夸克、中子、電子。 

(  )12.水分子在固態和在液態時最大的差異為下列何者？ 

(A)在固態時，物質中的每一顆原子都有其固定的位置，且其排列具有一定的對稱性 

(B)在液態時，物質中的每一顆原子都有其固定的位置，且其排列具有一定的對稱性 

(C)在固態時，物質中的每一顆原子都有其固定的位置，但排列不具有對稱性 (D)在

液態時，物質中的每一顆原子都有其固定的位置，但排列不具有對稱性 (E)在固態與

液態時，物質中的每一顆原子都有其固定的位置，但液態不具有對稱性。 

(  )13.在 α質點和原子核的散射實驗中，最靠近原子核的 α質點的散射方向為 

(A)30° (B)90° (C)120° (D)150° (E)180°。 

(  )14.將 α粒子射入金箔後，使 α粒子產生散射的主要作用力是哪一種？ (A)α粒子與原

子核間的庫侖排斥力 (B)α 粒子與電子間的庫侖吸引力 (C)α 粒子與原子核間的萬

有引力 (D)α粒子與電子間的萬有引力 (E)α粒子與原子核間的強作用力。 

(  )15.下列有關「同位素」的敘述何者正確？ (A)原子序和質量數皆相同的原子稱為同

位素 (B)同位素容易藉由化學方法來加以分離 (C)同位素的物理性質完全相同 

(D)
1
H、2

H、3
H 具有相同的中子數 (E)同位素位於週期表中相同的位置。 

(  )16.下列哪一物理量不是國際單位制的基本量？ 

(A)速度 (B)溫度 (C)時間 (D)質量 (E)電流。 

(  )17.證實「熱」是能量的另一種形式，並找出「熱能」與「功」之轉換關係的科學家為 

(A)牛頓 (B)克耳文 (C)焦耳 (D)馬克士威 (E)波以耳。 

(  )18.科學家計畫製造一座「太空電梯」用以探測外太空與火星，支撐這座「太空電梯」

的纜繩是一束由十億條、總長達十萬公里的奈米碳管所製成，若每條奈米碳管皆含有

7.2×10
17個碳原子，則這束纜繩約需要多少公斤的碳來製備？（碳的原子量為 12） 

(A)0.12 (B)2.40 (C)7.20 (D)14.4 (E)24。 

(  )19.某人測量 A、B 兩地間的距離為 4800 公尺，若以數量級表示此測量結果，則應為



多少公尺？ (A)10
2 (B)10

3 (C)10
4 (D)10

5 (E)10
6。 

(  )20.已知中子由 2 個下夸克與 1 個上夸克構成，而質子由 1 個下夸克與 2 個上夸克構成，

則下列有關 4

2 He原子核的敘述何者錯誤？ (A)質子數為 2，中子數為 2 (B)帶 2e 的

電量 (C)等同於 α粒子 (D)下夸克有 6 個 (E)上夸克有 4 個。 

(  )21.右圖為某粒子的結構示意圖，位於中間者為原子核、位於軌

道上帶負電者為電子。根據此圖，下列三敘述何者正確？ 

甲：帶正電者表質子、乙：此粒子的質量數為 7、丙：此粒子

的原子序為 9 (A)甲 (B)乙 (C)丙 (D)甲乙 (E)乙丙。 

(  )22.下列有關「原子」的敘述何者正確？ (A)原子中之正電荷均

勻分佈於整個原子 (B)原子質量均勻分佈於整個原子 (C)中性原子內，電子和質子

的數目一定相等 (D)中性原子內，中子和質子的數目一定相等。 

(  )23.冰在熔化時體積會變小，下列關於此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因為冰結晶的水分子體積較液態水的水分子體積還大，所以冰熔化時體積會變小 

(B)固態冰中的分子作用力小於液態水的分子作用力，所以冰熔化時體積會變小 (C)

冰在熔化時吸收過多的熱，為了維持水分子的穩定體積必須縮小 (D)冰在熔化時壓

力變大，因而體積變小 (E)因為冰的六角結構中有許多空洞，而冰熔化時空洞結構崩

塌，因此體積變小。 

(  )24.1964 年各自提出夸克理論，指出強子均是由夸克與反夸克的不同組合所組成的科學

家是 (A)湯川秀樹、小林誠 (B)蓋爾曼、茨威格 (C)芮赫特、丁肇中 (D)拉塞福、

狄拉克 (E)益川敏英、萊德曼 

(  )25.英國的植物學家布朗在顯微鏡下觀察載玻片上液滴中的孢子（一說是花粉）時，觀

察到雖然液滴是靜止的，但懸浮於其中的孢子卻一直在進行著活躍的隨機運動，這一

運動現象便稱為「布朗運動」。此現象可說明下列何物理現象？ 

(A)水由固態變為液態時體積變小 (B)氣體動力學理論的正確性與氣體分子隨機運動 

(C)固態物質中每一顆原子的排列必具有一定對稱性 (D)4℃時水密度為最大。 

二、多選題：25%（每題 5分，每個選項答錯扣 2分，最多扣 5分） 

(  )26.下列關於電磁學的敘述哪些正確？ (A)吉爾伯特發現地球磁場的存在 (B)安培發

現載流導線間的磁力而提出「安培定律」 (C)庫侖提出兩點電荷間的作用力遵守與

兩點間距離平方成反比的定律 (D)交流發電機是應用法拉第的「電磁感應」原理發

明的 (E)伏打發明了伏打堆，成為有用的直流電源。 

(  )27.下列各物理量與單位的配對何者正確？ 

(A)熱能：焦耳 (B)重量：公斤 (C)力：公斤重 (D)密度：kg/m
3 (E)功：kg-m/s。 

(  )28.下列有關光學發展的描述哪幾項正確？ (A)司乃耳找出光折射時所遵循的規則 

(B)楊格做完雙狹縫干涉實驗後確認光是一種波 (C)惠更斯與牛頓對光的性質抱持相

同的看法 (D)赫茲證實電磁波的存在 (E)光電效應顯示光有粒子的特性。 

(  )29.下列哪些不是 SI 制的基本單位？ 

(A)公斤 (B)公尺 (C)℃ (D)燭光 (E)庫侖。 

(  )30.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地球赤道一周的長度約為 4 千萬公尺 (B)光年是時間單

位 (C)由公尺的最新定義可知光速約為每秒 30萬公尺 (D)現在以銫－133原子來作

為測定「秒」的基準根據 (E)紅光波長為 7000 埃，該長度相當於 7×10
－7公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