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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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每題 3 分） 

(  )1.考慮下列四個敘述：(甲)牛頓開創了實驗物理學；(乙)伽利略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

(丙)焦耳證明了熱是一種能量；(丁)馬克士威將電與磁統一起來。以上敘述何者正

確？ (A)甲、丙 (B)丁 (C)乙、丙 (D)丙、丁 (E)甲、丁。 

(  )2.如果以原子（直徑為 1 埃）做為組成物質的單元，則直徑為 1 毫米的一粒細砂含有

的原子數目約為何種數量級？ (A)10
6 (B)10

9 (C)10
12 (D)10

18 (E)10
21。 

(  )3.若某病毒長度為 200 奈米，則其相當於多少公分？ 

(A)2×10
－5 (B)2×10

－6 (C)2×10
－7 (D)2×10

－8 (E)2×10
－9。 

(  )4.下列何者為 SI 制中的導出單位？ 

(A)牛頓 (B)安培 (C)克耳文 (D)莫耳 (E)公尺。 

(  )5.已知 56
Fe

3＋有 23 個電子，則其質子數、中子數依序為多少？ 

(A)20、36 (B)22、56 (C)23、33 (D)26、30 (E)26、36。 

(  )6.下列哪一項不是道耳頓原子說的內容？ (A)一切物質由原子組成，原子是最基本

的粒子 (B)不同元素的原子之質量與性質不同 (C)原子間可以簡單整數比結合

成化合物 (D)當原子與原子結合成化合物時電子有得失現象 (E)原子間以整數

個互相結合而成化合物，此現象可以解釋倍比定律。 

(  )7.下列有關「同位素」的敘述何者正確？ (A)質子數相同而中子數不同的原子 (B)

同位素容易藉著化學方法來分離 (C)同位素之物理性質完全相同 (D)
1
H、2

H、3
H

有相同的中子數 (E)同位素在自然界中不存在，它是人工產物。 

(  )8.下列關於「原子核」的敘述何者正確？ (1)原子核只佔整個原子很小的體積、(2)

原子核帶著原子中所有正電荷、(3)原子的大部份質量集中在原子核 

(A)僅(1) (B)僅(2) (C)僅(1)、(3) (D)僅(2)、(3) (E)(1)、(2)和(3)。 

(  )9.以陰極射線管實驗證實原子中含有帶負電微粒之科學家為 

(A)道耳頓 (B)拉塞福 (C)倫琴 (D)湯姆森 (E)居禮夫人。 

(  )10.下列有關元素核種的符號
A

Z
X 之敘述何者錯誤？ 

(A)A 為質量數  (B)Z 為原子序  (C)同位素有相同的 A 

(D)A-Z=中子數 (E)中性原子有 Z 個電子。 

(  )11.某元素 X 的原子結構如右圖所示，⊕、●、分別表示質子、

中子、電子，則此元素應為下列何者？ 

(A)
14

6X (B)
14

8X (C)
20

8X (D)
20

14X (E)
22

14X。 

(  )12.下列關於「基本粒子」的敘述何者錯誤？ 

(A)物質是由夸克與輕子所組成 (B)夸克共有六種 (C)夸克的帶電量為基本電量

的整數倍 (D)微中子屬於不帶電的輕子 (E)夸克與輕子都各有三個世代。 

(  )13.根據物理史，電子、中子、質子和夸克四者被發現的先後順序何者正確？ 

(A)質子、中子、電子、夸克 (B)質子、電子、中子、夸克 (C)電子、質子、中子、

夸克 (D)中子、電子、質子、夸克 (E)夸克、電子、中子、質子。 

(  )14.右圖為一汽車沿直線行駛之距離與時間的關係圖，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從第 2 秒到第 5 秒共行駛 4 公尺 (B)第 4 秒末的速度是

0.5 公尺／秒 (C)第 6 秒末的加速度是 0.5 公尺／秒 2 (D)

該運動為等加速度運動 (E)其速度與時間成正比。 

(  )15.一隻松鼠被狗沿直線追逐 8 公尺後，爬上鉛直豎在地面的木柱上端躲避。若木柱

高 6 公尺，且松鼠被追逐之時間為 5 秒，則松鼠全程之平均速度大小為 

(A)1 (B)2 (C)1.5 (D)0.8 (E)0.6 m/s。 

(  )16.承上題，松鼠全程之平均速率為 

(A)1.5 (B)1 (C)0.5 (D)2 (E)2.8 m/s。 

(  )17.作直線運動的物體，其速度 v 對時間 t 的函數圖

如右圖所示，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此物體作等加速度運動 (B)0~5 秒的路徑長

為 5m (C)2 秒末發生折返 (D)0~5 秒的平均速

度為-1m/s (E)2~5 秒的平均速率為 3m/s。 

(  )18.一鋼珠自地面以 v0之初速垂直上拋，到達最高點後下墜，若忽略空氣阻力，則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鋼珠在各位置所受之重力相同 (B)鋼珠在最高點時的速

度和加速度皆為零 (C)鋼珠全程做變加速度運動 (D)鋼珠受到法線加速度而掉

落 (E)鋼珠的速率隨時間流逝而變大。 

(  )19.右圖為一物體沿直線運動之速度對時間的關係，哪個時

刻與 3 秒末所通過的位置相同？ 

(A)t=9 (B)t=7 (C)t=6 (D)t=5 (E)t=1。 

(  )20.在一直線街道上，一上班族以 6 公尺／秒的速度等速追趕停在路旁的公車，當他

距公車 24 公尺時公車以 1 公尺／秒 2的等加速度駛離，則該上班族和公車最接近

的距離為多少公尺？ (A)0（可搭上公車） (B)4 (C)6 (D)8 (E)10。 
 



二、多選題（40%，每個選項扣 2 分，每題最多扣 5 分） 

(  )21.有關物理學家的貢獻，下列哪些敘述正確？ 

(A)哥白尼提出日心說 (B)牛頓致力於熱功轉換 (C)海森堡發現 X光 (D)湯姆森

發現電子 (E)馬克士威推論出電磁波。 

(  )22.下列哪些是 SI 制的基本單位？ (A)m (B)kg (C)cd (D)A (E)℃。 

(  )23.下列關於「物質三態變化」之敘述何者正確？ 

(A)固體時，分子間的距離保持固定，無法改變 (B)固體分子不停地振動 (C)液體

與固體比起來，分子間的束縛力相對減小 (D)液體分子間因沒有束縛力，所以液

體可以任意的改變形狀 (E)三態變化與溫度有關，與壓力無關。 

(  )24.下列關於「原子結構」之敘述正確者為 (A)原子中大部份質量集中於核內 (B)

同位素之原子具有相同之核電荷 (C)原子可獲得或失去電子而不改變其核電荷大

小 (D)中子的質量稍小於質子 (E)原子核內中子數必大於質子數。 

(  )25.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等速度運動必為直線運動 (B)瞬時速度的大小必等於

瞬時速率 (C)一運動物體之速度改變，則速率必改變 (D)不在一直線上運動必為

變速度運動 (E)瞬時速度的方向恆在運動路徑的切線方向。 

(  )26.下列有關「直線運動」之敘述何者錯誤？ 

(A)加速度最大時速度可能最小 (B)速度為零時加速度可能不為零 (C)平均速度

之量值必等於平均速率 (D)加速度對時間之關係圖與時間軸所包圍的面積代表速

度變化量 (E)向負方向減速則加速度為正。 

(  )27.下列各直線運動中，其經過的路徑長與位移的大小必相等的有哪些？ 

(A)  (B)  (C)  (D)  (E) 。 

(  )28.警車接獲搶案通報之後，以最高車速 40 公尺／秒沿直線道路向東趕往搶案現場；

當警車距離搶匪 250 公尺時，搶匪開始駕車從靜止以 4 公尺／秒 2的加速度沿同一

道路向東逃逸。若警車保持其最高車速繼續追逐匪車，匪車的最高車速也是 40 公

尺／秒，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匪車加速 10 秒後警車前進了 400 公尺 (B)

兩車最近距離為 50 公尺 (C)匪車加速 10 秒後前進了 200 公尺 (D)承(C)，此時匪

車的車速為 40 公尺／秒 (E)兩車均為直線運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