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3 學年度下學期「選修物理(下)」一段考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三 2、高三 4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單選題（90%，每題 3 分） 

(  )1 如右圖所示的直流電路中，AB 為一條長 100cm 的可變電阻

線，V1 及 V2 為理想伏特計。若 AC 長度等於 60cm 時 V1的讀

數為 2.5V，則此時 V2 的讀數為 

(A)0 (B)0.5 (C)1.0 (D)1.5 (E)2.0 V。 

(  )2.在原子模型中，若電子以 5×10
18 轉／秒的速率繞原子核作等速率圓周運動，則電子

在軌道上產生的平均電流為 

(A)0.08 (B)0.8 (C)3.2 (D)0.32 (E)0.5 安培。 

(  )3.一電路如右圖所示，則流經 2Ω電阻的電流為 

(A)2A (B)3A (C)4A (D)5A (E)6A。 

(  )4.已知一電池的電動勢為 6.0V、內電阻為 0.2Ω，若連接某燈泡後流經電池的電流為

5A，則此時該電池的端電壓為 

(A)6.0 (B)5.5 (C)5.0 (D)4.5 (E)4.0 V。 

(  )5.如右圖所示之電路，六個電阻器的電阻均為 R，a、O 兩點之間的

等效電阻為 R1。若將 b、c 兩點間改成短路後，a、O 兩點之間的

等效電阻變為 R2，則 R1：R2= 

(A)1：3 (B)1：2 (C)2：1 (D)3：1 (E)1：1。 

(  )6.右圖是惠司同電橋，圖中 R=2000Ω、電阻 X 待測、AB 之間

有均勻的電阻線。已知當滑動接頭接到 C 點時電流計沒有電流

通過，此時 AC=AB/3，則 X= 

(A)2000 (B)3000 (C)4000 (D)5000 (E)6000 Ω。 

(  )7.使用「家庭電器」時，下面哪一種事實是對的？ 

(A)保險絲可用銅絲代替 (B)家庭電器一般使用直流電 (C)使用電阻絲愈細愈安全 

(D)把兩個電爐並聯使用，比串聯使用時電力用得少 (E)把電爐並聯使用時，若把

電爐數繼續增加則保險絲終究會燒斷。 

(  )8.五個完全相同之燈泡連接如右圖所示，則當甲燒壞時何者

會變亮？ (A)乙 (B)丙 (C)丁 (D)戊 (E)沒有。 

(  )9.教室內的日光燈管規格為「110V、100W」，若每間教室內共有 20 支燈管、一天 8

小時的上課時間皆點燈，則每間教室每天必須用電 

(A)8 (B)4 (C)10 (D)16 (E)160 度。 

(  )10.右圖各電阻均為 5Ω，每個電阻發熱功率不可超過 30W，否則

將因過熱而被燒毀，則此電路的等效電阻為 

(A)2.5 (B)5 (C)7.5 (D)10 (E)15 Ω。 

(  )11.承上題，此電路生熱的最大功率為 (A)75 (B)30 (C)60 (D)45 (E)90 W。 

(  )12.室溫下，金屬導線的電阻值會隨溫度的上升而 

(A)減少 (B)不變 (C)增加 (D)不一定。 

(  )13.如右圖所示，自南向北前進的電磁波於某瞬間其磁場方向朝

東，則其電場方向為何？ 

(A)向西 (B)向南 (C)向上 (D)向下 (E)無從判定。 

(  )14.A、B 兩螺線管均以相同電阻係數、相同粗細之導線繞製而成，且每單位長度之匝

數相同，若已知兩管長度之比為 2：1、管截面半徑之比為 3：1，且在管之兩端分別

加以相同之電位差，則兩者管內磁場強度之比為 

(A)1：1 (B)1：2 (C)2：3 (D)1：3 (E)1：6。 

(  )15.在 x、y 軸上各有一載流長直導線，其電流如右圖所示，則在該

平面上磁場為零的所有點滿足下列哪個方程式？ 

(A)2x-3y=0 (B)2x+3y=0 (C)3x+2y=0 (D)3x-2y=0 (E)x=y。 

(  )16.如右圖所示，一 β粒子由南向北沿水平方向等速前進，途中射入一垂

直向下的均勻磁場，則其進入磁場後將向何方偏轉？ (A)東 (B)西 

(C)順磁場方向向下 (D)逆磁場方向向上 (E)繼續依原來方向前進。 

(  )17.將一直導線置於由南向北之磁場中，若導線上之電流為由東向西，則

導線所受的磁力方向為何？ 

(A)鉛直向上 (B)鉛直向下 (C)向南 (D)向北 (E)向東。 

(  )18.在「歐姆定律」實驗中，用下列圖(一)和圖(二)兩種聯結法量出的電阻值 R1 和 R2

以及電阻的真實值 RX 之間有下列何種關係？ (A) RX<R2<R1 (B) R2<RX<R1 

(C) R1<RX<R2 (D) R1<R2<RX (E) RX<R1<R2。 

圖(一)    圖(二) 

(  )19.如右圖所示，水平線上方佈滿均勻磁場，方向垂直於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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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質子由左下方的缺口分別以初速 v 與 2v 垂直射入磁場。若初速為 v 與 2v 的質

子在磁場中的飛行時間分別為 T1 與 T2，則 T1：T2= 

(A)4：1 (B)2：1 (C)1：2 (D)1：1 (E)1：4。 

(  )20.如右圖所示，邊長 L 的正方形區域 abcd 內有均勻磁場，

其方向垂直紙面向內，一質量 m、電量-q 的帶電質點沿

cd 邊中點垂直磁場以初速 v 水平射入，若質點可由 ab 邊

穿出此區域，則該磁場強度 B 最大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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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面積為 0.5 平方公尺的迴路置於 2 特士拉的磁場中，若迴路所在平面與磁場夾 37

角，則通過此迴路之磁通量為 (A)1.0 (B)0.8 (C)0.6 (D)0 (E) 韋伯。 

(  )22.當線圈與磁鐵之間有相對運動時，應電流的方向是使線圈所生的感應磁場阻止兩

者有相對運動，此定律稱為 

(A)安培定律 (B)法拉第定律 (C)歐姆定律 (D)冷次定律 (E)馬克士威定律。 

(  )23.利用三用電表來檢測標示「110V、100W」的電燈泡之好壞，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用電阻檔測燈泡的電阻 (B)用電流檔測燈泡的電流 (C)用直流電壓檔測燈泡的

電壓 (D)用交流電壓檔測燈泡的電壓 (E)以上皆非。 

(  )24.如右圖所示，一橫置之日字型電路以等速度由磁場為零的

空間進入一均勻分佈的磁場中，則導線 ab 間的電流 I（由 a

向 b 為正）隨時間的變化可由下列何者正確表示？ 

(A)

 

(B)

 

(C)

 

(D)

 

(E)

 

(  )25.有一安培計之內電阻為 200Ω，全額偏轉時的電流為 0.1A，若欲將其改裝成可測

量 10A 的安培計，則應 (A)串聯 2Ω 之電阻 (B)串聯 2000Ω 之電阻 (C)並聯 2Ω

之電阻 (D)並聯 2000Ω之電阻 (E)以上皆非。 

(  )26.設某封閉迴線之電阻為 R，若某時距內磁通量的變化量為 Δφ，則在此段時距內通

過迴線某一截面的電量應為 

(A)Δφ/R
2 (B)(Δφ/R)

2 (C)R
2
Δφ (D)RΔφ (E)Δφ/R。 

(  )27.如右圖所示，一 U 形導線無電阻、無摩擦，另一導線 PQ 由

靜止開始向左作等加速度運動，則 PQ 所需之向左推力的大小

隨時間變化的關係以下列何圖最正確？（B 為均勻磁場） 

(A)  (B)  (C)  (D)  (E) 。 

(  )28.下列各圖中，線圈在磁場中移動或轉動時何者不會產生感應電流？ 

(A)  (B)  (C)  

(D)  

(  )29.某交流發電機以等角速率轉動發電，若線圈面的法向量與磁場夾角為 53°時其瞬時

感應電動勢為 ε，則此發電機的最大感應電動勢為 

(A)5ε/4 (B)5ε/3 (C)25ε/9 (D)25ε/16 (E)2ε。 

(  )30.下列電器用品中，何者的工作原理和應電流有直接的關係？ 

(A)電鍋 (B)燜燒鍋 (C)微波爐 (D)電磁爐 (E)電烤箱。 

二、多選題（30%，每題 3 分，每個選項扣 1 分） 

(  )31.一條粗細均勻的電阻導線通以電流後，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導線上各點的電

位皆相同 (B)導線內各點的電場強度為零 (C)電流自高電位的

一端流向低電位的另一端 (D)導線內只有自由電子在流動 (E)

在導線內移動的電子之電位能漸減小而動能漸增加。 

(  )32.如右圖所示的電路中，若 R3 量值減少，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R1 的電流增加 (B)R1 的電壓增加 (C)R2 的電壓減少 (D)R2

的電流減少 (E)R3 的電流減少。 

(  )33.一盞電燈本來使用 60W 的鎢絲燈泡，將其換成 100W 的鎢絲燈泡後就變得比較

亮，其原因主要是 

(A)燈泡中的電壓升高 (B)燈泡鎢絲的電阻變大 (C)燈泡鎢絲電阻

變小 (D)通過鎢絲的電流變大 (E)通過鎢絲的電流變小。 

(  )34.右圖所示電路中：=6 伏特、R1=1 歐姆、R2=2 歐姆、R3=4 歐姆、



R4=2 歐姆，若電路的總電流為 2 安培，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電池內電阻為 1 歐姆 (B)電池每秒消耗化學能 12 焦耳 (C)流過 R4的電流為 2/3

安培 (D)R2 兩端的電位差為 8/3 伏特 (E)電池的內電阻每秒消耗 4 焦耳的電能。 

(  )35.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電力線為起於正電荷、止於負電荷的封閉曲線 (B)運動的電荷在電場中的受力

方向與該點的電場方向垂直 (C)等位線必與電力線垂直 (D)磁力線上任一點的切

線方向為 N 極在該點所受磁力的方向 (E)磁力線愈密集處表示該處磁場愈強。 

(  )36.如右圖所示，一圓形線圈置於平面上、通有順時針方向的電

流 i，線圈中心有一垂直於該平面的長直導線、通有穿入平面

的電流 I，則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直導線不受磁力的作用 

(B)直導線在平面兩側的部份所受的磁力方向相反 (C)線圈之

各部份皆受向心力作用 (D)若將線圈中電流的方向改變，則

線圈之各部份皆受離心力作用 (E)線圈所受的磁力與電流的方向無關。 

(  )37.右圖為某帶電粒子在均勻磁場中運動的軌跡，中央是一組極薄的

平行板電場，粒子穿過時會獲得電場的加速，ABCDE 為粒子軌跡

上的五個點，試問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運動方向為 ABCDE (B)該粒子帶正電 (C)在半圓軌跡上的

運動是等速率圓周運動 (D)質點在 CDE 半圓所花時間較短 (E)

質點在兩半圓周運動的角速度相同。 

(  )38.下列關於電磁感應的敘述何者正確？ (A)冷次定律是能量守恆的必然結果 (B)

將磁鐵棒鋸成很多小段後可使其中一小段只帶北極 (C)帶電粒子順著磁場方向運

動時不受磁力 (D)靜止的帶電粒子在靜磁場中不受磁力 (E)磁通量變動時會產生

感應電場，其強度與磁通量當時之大小成正比。 

(  )39.法拉第定律 ε=-
Δψ

Δt
式子中的負號之物理意義為 (A)磁通量若增加則應電流所生的

磁場方向與原磁場同向 (B)承(A)，與原磁場反向 (C)磁通量若減少則應電流所生

的磁場方向與原磁場同向 (D)承(C)，與原磁場反向 (E)能量是守恆的。 

(  )40.某電磁波由南向北傳播時，其電場與磁場之方向可能為 

(A)電場向上，磁場向東 (B)電場向西，磁場向下 (C)電場向東，磁場向上 (D)

電場向下，磁場向西 (E)電場向東偏下方 45°，磁場向西偏下 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