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3 學年度上學期「基礎物理一」二段考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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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作用力」的敘述何者錯誤？ (A)強作用力是一種極短程的作用力，作

用範圍約 10
-15公尺左右 (B)強作用力的強度大於電磁力 (C)強作用力與核子所帶

的電荷有關 (D)核子間的強作用力之大小均相同 (E)β衰變與強作用力無關。 

(  )2.設地球為均勻球體，如果地球的半徑變為原來的 3 倍、但密度保持不變，則地表物

體的重量會變為原來的幾倍？ (A)9  (B)3  (C)1  (D)1/3  (E)1/9。 

(  )3.下列有關「摩擦力」的敘述何項正確？ (A)靜摩擦力必大於動摩擦力 (B)物體靜

止不動時就沒有摩擦力的作用 (C)靜摩擦力可能使物體的速率增加 (D)物體運動

速率愈大動摩擦力也愈大 (E)動摩擦力恆與物體運動方向相反。 

(  )4.有一條質量極小的彈簧鉛直懸掛一物體時伸長量為 6 公分，今將該物體放置於光滑

水平面上且以同一條彈簧水平拉動此物體，若彈簧的伸長量為 3 公分，且重力加速

度 g=10m/s
2，則物體的加速度應為多少公尺／秒 2？ 

(A)3 (B)5 (C)6 (D)12 (E)24。 

(  )5.一物體受力 F 作用時可產生加速度 a，今若將力改為原來的 3/4 倍、物體質量改為原

來的 2/3 倍，則此時物體的加速度應為 a 的幾倍？ 

(A)1/2 (B)2/3 (C)3/4 (D)5/4 (E)9/8。 

(  )6.下列何者非目前已知的物質間最基本的四種交互作用力？ 

(A)重力 (B)強核力 (C)電磁力 (D)正向力 (E)弱核力。 

(  )7.下列關於「弱交互作用」的敘述何者錯誤？ (A)可用來解釋中子衰變成質子的過程 

(B)α 衰變為弱交互作用現象的一種 (C)弱交互作用的範圍較強交互作用更小 (D)

原子核發生 β衰變時必須以弱交互作用來解釋 (E)屬於短程力。 

(  )8.下列有關「萬有引力」的敘述何者錯誤？ 

(A)萬有引力僅存在於質量很大的物體之間 (B)地表的自由落體運動和衛星的軌道

運動均源自地球的萬有引力 (C)真空仍有萬有引力存在 (D)萬有引力是強度最弱

的基本交互作用力 (E)萬有引力屬於長程力。 

(  )9.已知貼近在地球表面的衛星繞地球公轉的週期為 T，今有另一人造衛星 S 在距離地

面上空 3R 處運行（R 為地球半徑），則 S 的公轉週期為 

(A)2T (B)2 2 T (C)8T (D)3T (E)3 3 T。 

(  )10.一彈簧掛 15 公斤重的物體時會伸長 3 公分，若要再使其伸長 9 公分，則一共需要

掛多少公斤重的重物？ (A)15 (B)30 (C)45 (D)60 (E)90。 

(  )11.一架戰鬥機在跑道上自靜止開始滑行 10 秒後達到 360km/hr 的速度而起飛，則此戰

鬥機在跑道上滑行時的平均加速度量值為 

(A)10 (B)6 (C)5 (D)4 (E)3.6 公尺／秒 2。 

(  )12.一水平力分別作用於光滑平面上的 A、B、C 三物時，產生的加速度大小分別為

2m/s
2、4m/s

2與 12m/s
2，若以同一水平力作用於 A、B、C 的結合體上，則所產生的

加速度大小應為 (A)1.0 (B)1.2 (C)3.0 (D)6.0 (E)7.5 m/s
2。 

(  )13.甲、乙兩質點相距 d，其質量分別為 m 與 9m，若甲、乙間另置一質點丙，使丙所

受甲與乙之萬有引力大小相等，則丙與甲的距離應為 

(A)d/2 (B)d/3 (C)d/4 (D)d/8 (E)d/9。 

(  )14.將一 150gw 的木塊置於水平桌面上，以彈簧秤沿水平方

向拉之，直到木塊運動為止，已知其摩擦力與作用力的關

係如右圖，則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g=10m/s
2
) 

(A)施力 15gw 給木塊時其摩擦力為 15gw (B)最大靜摩擦

力為 30gw (C)欲使物體移動至少要施力 30gw (D)以 50gw 拉物體時其摩擦力為

20gw (E)承(D)，此時其加速度大小為 1.5m/s
2。 

(  )15.克卜勒第三定律中的平均軌道半徑是指橢圓軌道的下列何種長度？ (A)長軸 (B)

短軸 (C)半短軸 (D)長軸與短軸的算術平均 (E)近日距與遠日距的算術平均。 

(  )16.對在某直線上做等加速度運動之物體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速度之量值

漸增 (B)位移之量值漸增 (C)平均加速度等於瞬時加速度 (D)任一時距內之平

均速度量值等於平均速率 (E)任一時距內之位移量值與運動路程長相等。 

(  )17.一水平輸送帶恆以等速度 v沿+x方向移動，在時刻 t=0

時將一質量為 m 的箱子以水平速度 u 置於輸送帶上，

如右圖所示。若經過一段時間後箱子變成以等速度 v

與輸送帶一起前進，則此時箱子所受的摩擦力為 

(A)0 (B)動摩擦力，向右 (C)動摩擦力，向左 (D)

靜摩擦力，向右 (E)靜摩擦力，向左。 

(  )18.如右圖所示，F1 為手拉繩子之力、F2 為繩子拉物體之

力、F3為繩子作用於手之力、F4為物體作用於繩子之力，

則下述何者不正確？ (A)F1的反作用力為 F3 (B)F4的

反作用力為 F2 (C)繩子若處於靜止平衡，則 F1 與 F4 互為平衡力 (D)繩子若處於

靜止平衡，則受 F2與 F3兩力而平衡 (E)F1與 F3必在同一直線上。 

 



(  )19.下列有關「電」的敘述何者錯誤？ 

(A)靜電力的大小與距離平方成反比 (B)靜電力屬於長程力 (C)靜電力的來源是

電荷 (D)靜電力可為吸引力或排斥力 (E)電力線必為封閉曲線。 

(  )20.為了安全的考量，一般腳踏車或汽、機車輪胎的表面都有胎紋，當胎紋的磨損嚴重

時必須更換新輪胎，下列何者是輪胎有胎紋的主要原因？ 

(A)多樣化的胎紋使輪胎看起來比較美觀 (B)可減少製造輪胎所需的材料，降低成

本 (C)減少輪胎與地面的接觸面積，以降低行車時輪胎的磨損 (D)雨天時地面的

積水可自胎紋縫隙流走，避免車子打滑 (E)增加抓地力。 

(  )21.以大小為 16 牛頓及 12 牛頓的兩力同時作用於一質量為 2 公斤的物體，若令其於光

滑水平面上運動，則此物體產生的加速度大小不可能為 

(A)14 (B)12 (C)10 (D)2 (E)1 公尺／秒 2。 

(  )22.在光滑的地面上接連放置 A、B、C 三個物體，其質量各為 3

公斤、2 公斤、1 公斤，今有一水平力推向物體 A，如右圖所

示，則 A、B 間的作用力與 B、C 間的作用力之量值比為 

(A)5：3 (B)3：5 (C)1：1 (D)3：1 (E)2：1。 

(  )23.右圖為一汽車行駛的加速度-時間關係圖，若 t=10

秒時的速度為零，則此瞬間汽車與出發點的距離為 

(A)225 (B)200 (C)155 (D)110 (E)50 公尺。 

(  )24.已知某繞日彗星每隔 27 年出現一次，其與太陽的最

近距離為 5AU，則其與太陽的最遠距離應為 

(A)13 (B)12 (C)11 (D)9 (E)8 AU。 

(  )25.質量 3kg 之物體以速度 12m/s 在光滑水平面上向東運動，若其經過原點時突然受到

一個 6N 向西之作用力，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加速度為 2m/s
2向西 (B)速度

變為 0 時位移為 36m 向東 (C)受力 9 秒後速度變為 6m/s 向西 (D)受力 12 秒後折

回原點 (E)速率變為 16m/s 時所經過之總路徑長為 48m。 

二、多選題：25%（每題 5分，每個選項答錯扣 2分，每題最多扣 5分） 

(  )26.一石塊垂直上拋後自由落下至原位置，如果不計空氣阻力，且 x、v、a 分別代表位

置、速度、加速度，則下列與時間 t 的關係圖中哪些正確？ 

(A)   (B)   (C)   (D)   (E)  。 

(  )27.由克卜勒的週期定律可知 (A)平均軌道半徑與週期成正比 (B)行星的公轉週期

與其質量無關 (C)平均軌道半徑愈大則平均速率愈小 (D)平均軌道半徑愈大則公

轉週期愈小 (E)行星運行的速率與其質量成反比。 

(  )28.下列有關「磁力線」的敘述哪些正確？ (A)在磁鐵內部磁力線是由 S 極指向 N 極 

(B)磁力線必不相交 (C)磁力線的切線方向代表 N 極在磁場中運動的方向 (D)磁

力線的密度愈大則磁場強度愈強 (E)磁力線必會形成封閉曲線。 

(  )29.若地球繞太陽 S 運行之軌道如右圖所示，則下列敘述哪些正

確？ (A)A 點之向心加速度為零 (B)D 點之向心加速度最小 

(C)B 點之切線加速度會減慢速率 (D)在 B、C 二點，地球之向

心加速度的大小相同 (E)A 點之法線加速度最小。 

(  )30.保利綸球很容易因摩擦起電而帶靜電。如圖所示為四個以絕緣細線懸吊的保利綸

球，其相互間因靜電作用而呈現的排列情形。如果甲球帶正電，且假設如果有帶電

則帶電量大小一樣，則丙球及丁球所帶的電性可能符合下列哪些選項？ 

 

(A)1 (B)2 (C)3 (D)4 (E)5。 

選項 1 2 3 4 5 

丙球 正電 正電 負電 負電 負電 

丁球 中性 負電 正電 負電 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