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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僑泰中學 106 學年度上學期「選修物理(上)」期末考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三 2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單選題（70%，每題 2 分） 

(  )1.如右圖所示，一物體置於凸面鏡主軸上，F 為凸面鏡的焦點，

則圖中的光線 L 的反射路徑應為 

(A)A (B)B (C)C (D)D (E)E。 

(  )2.關於實物對單一面鏡的成像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凸面鏡所成的像皆為正立縮小虛像 (B)凹面鏡成實像時，像比原物體大 (C)

凸面鏡所成的像皆為倒立放大實像 (D)凹面鏡成虛像時，像比原物體小 (E)凸面

鏡可將平行入射的光線會聚在焦點上。 

(  )3.一靜止聲源發出頻率 10
4赫的聲波。今有靜止甲、乙二人，各位於聲源之東邊與西

邊，且風從聲源東邊吹向西邊，則甲、乙兩者所聽到頻率符合下列哪種關係？ 

(A)f 甲10
4赫，f 乙10

4赫 (B)f 甲10
4赫，f 乙10

4赫 (C)f 甲f 乙10
4赫 (D)f 甲10

4

赫，f 乙10
4赫 (E)f 甲10

4赫，f 乙10
4赫。 

(  )4.如右圖所示，學校有左、右兩間教室，左方教室前方

有兩個喇叭（可視為點波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喇叭同時播放聲音時，小強卻聽到比單一喇叭音

量更小的聲音，主要是因為聲音在教室中反射的緣故 

(B)陳老師在講話時小強可以聽到，主要是因為聲音

透過牆壁傳至小強耳中 (C)兩間教室皆容易產生回聲 (D)大明回答問題時聲音

比陳老師還低沉，此表示大明的聲速比陳老師的聲速快 (E)陳老師站立提問時，

教室前方的電風扇正往後方吹，則大明聽到的聲音頻率仍等於陳老師的聲音頻率。 

(  )5.右圖中繩上有一脈波正向右傳播，則此瞬間繩上 P 點的移動

方向為 (A)向上 (B)向下 (C)右上 (D)右下 (E)向右。 

(  )6.鉛直豎立一面積為 4 平方公尺的方形平面鏡，使其與一屏幕

對立且相距 3 公尺，若一點光源置於面鏡之中心軸線上與面鏡相距 1 公尺處，則屏

幕上被反射光照亮的面積為多少平方公尺？ (A)4 (B)8 (C)12 (D)16 (E)64。 

(  )7.某聲波在空氣中傳播時的頻率為 f1、波長為 1，當折射進入水中傳播時的頻率為 f2、

波長為 2，則下列關係何者正確？ 

(A)f1f2 (B)12 (C)f2f1 (D)21 (E)f1/f2=2/1。 

(  )8.水面上的油漬在陽光照射下會產生五彩繽紛的色彩，這個現象可用哪項光學性質或

原理來解釋？ (A)反射定律 (B)光的直進 (C)光的色散 (D)光的干涉 (E)光

的折射。 

(  )9.如右圖所示，兩平面鏡相交成直角，一光源置於圖中的 P 點，

光線經甲、乙兩鏡反射後射出之光線為出射光，則出射光與乙

鏡的法線夾角為 (A)15° (B)30° (C)60° (D)90° (E)120°。 

(  )10.下述有關「凹透鏡」的成像性質何者正確？ 

(A)將凹透鏡遮去一半的面積所成的像僅剩一半高度 (B)像的運動方向恆與物體

反方向 (C)物體置於兩倍焦距處，成倒立等大實像 (D)物體置於焦點之外，成正

立虛像 (E)在虛焦點到鏡面之間沒有像的存在。 

(  )11.由實驗觀察得知，當鎢絲的溫度逐漸增高時，其發光的顏色會由紅色逐漸變為藍

色。下列有關這個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鎢絲在溫度較低或較高時都能發出紅光與藍光，只是兩者的比例不同 (B)鎢絲

在溫度較高時只發出藍光 (C)鎢絲在溫度較低時只發出紅光 (D)鎢絲在溫度較

高時不發出紅光 (E)鎢絲在溫度較高時會變成單色光源。 

(  )12.某生觀測拉緊的水平細繩上行進波的傳播，發

現繩上相距 1.5 公分的甲、乙兩點，其鉛直位

移之和恆為零，而甲點鉛直位移隨時間 t 的變

化如右圖所示，則下列何者可能是此繩波的波

速？ (A)12 (B)7.5 (C)5.0 (D)4.5 (E)3.0 公分／秒。 

(  )13.下列光的反射路徑中，哪一張圖是錯誤的？ 

(A)

60° 60°
 

(B)

 

(C)

 

(D)

 

(E)

60° 60°60°

60°

 

(  )14.電磁波有隨時間變動的電場和磁場，下列各圖示所描述的電場 E 、磁場 B和波的

傳遞方向C 何者正確？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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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光線由左向右通過一光學元件後如右圖所示，則此光學元件最可能是下

列哪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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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6.大淵站在平面鏡前 2 公尺處，觀察身後的盆栽於鏡中的像時發覺盆栽的像與他相

距 6 公尺，則盆栽與平面鏡相距多少公尺？ (A)10 (B)8 (C)6 (D)4 (E)2。 

(  )17.若以箭頭代表聲音的前進方向，將聲音以相同的入射角從水中射往四種不同的介

質，其折射情形如下圖所示，則聲音在哪一種介質的傳播速率最快？ 

(A)介質 A (B)介質 B (C)介質 C (D)介質 D (E)條件不足，無法判斷。 

介質 A

水

70°
介質 B

水

60°
介質 C

水

40°

介質 D

水
30°

 

(  )18.如右圖所示，兩個相同波形的波之傳播方向相反，若某瞬間

兩波恰好完全重疊，則 A、B、C、D、E 中有幾處在干涉期間

持續保持靜止？ (A)1 (B)2 (C)3 (D)4 (E)5。 

(  )19.小寧坐在車內聽到救護車的鳴笛聲，其音調先變高然後再變低，則此救護車運動

方式不可能為下列何者？ (A)救護車速大於小寧車速，於小寧後方同方向行駛過

來 (B)救護車速大於小寧車速，於小寧前方反方向行駛過來 (C)救護車速小於小

寧車速，於小寧後方同方向行駛過來 (D)救護車速小於小寧車速，於小寧前方反

方向行駛過來 (E)小寧車靜止，救護車於小寧車後方行駛過來。 

(  )20.下列有關「波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A)波動是以擾動的方式將介質擴散，以達傳遞能量的目的 (B)波的傳遞一定需要

介質 (C)介質振動方向與波行進方向平行者稱為橫波 (D)能量必須依靠波動方

可傳遞 (E)需要介質才能傳播者稱為機械波。 

(  )21.若某一原子有一系列的能階如下表所示，則哪兩個能階間的躍遷會發射最短波長

的光？ (A)E2→E1 (B)E6→E5 (C)E6→E1 (D)E1→E6 (E)E3→E4。 

能階代號 E1 E2 E3 E4 E5 E6 

能量（電子伏特） －13.60 －3.40 －1.51 －0.85 －0.54 －0.38 
  

(  )22.根據光量子論，太陽能電池吸收一個紫外線光子比吸收一個紅外線光子產生的電

子數目 (A)多 (B)少 (C)相等 (D)視電子本身而定 (E)視吸收強度而定。 

(  )23.已知欲從某金屬靶表面打出光電子至少需要 2.5 電子伏特的能量，若小東以波長

4000 埃的光照射該金屬靶，且無其它能量的轉移或損失，則金屬靶的表面電子被

打出後其動能為 (A)0 (B)0.6 (C)1.6 (D)2.6 (E)3.6 電子伏特。 

(  )24.德布羅意認為單一的電子、質子、原子、分子與鋼珠等物質除了粒子的特性外，

也都兼具有波動的性質。今假設上述物質以相同速率運動時，哪一種物質的波動性

最顯著？ (A)電子 (B)質子 (C)原子 (D)分子 (E)鋼珠。 

(  )25.右圖為 A、B 兩金屬在光電效應實驗中最大動能 Kmax與入射光

頻率 f 的函數關係圖，圖中 a：b3：5，若以頻率 3fA入射光分

別照在 A、B 金屬表面時，則 A、B 電子的最大動能比值為 

(A)3/2 (B)4/3 (C)5/4 (D)6/5 (E)7/6。 

(  )26.氫原子電子由能階 n =4 躍遷回基態的過程中，可能放出的光譜線有幾種？ 

(A)1 (B)3 (C)5 (D)6 (E)8。 

(  )27.愛因斯坦首先引入光子概念，來解釋光電效應。下列有關光子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光子與電子類似，都是具有質量與電荷的質點 (B)光子以聲速運動 (C)光束的

能量愈大時，表示光束中每個光子的能量愈高 (D)可見光由光子組成，其它電磁

波則否 (E)光波的頻率愈高時，對應的光子能量也愈大。 

(  )28.右圖為氫原子某三個能階示意圖，任兩能階間吸收或放出光

子的波長如右圖所示，則下面哪個關係是正確的？ 

(A)3>2>1  (B)1>2>3  (C)3>1>2  (D)2>1>3 

(E)3=2+1。 

(  )29.電子經過雙狹縫後打中屏幕，並在螢光屏上形成干涉條紋。下列何者是產生亮、

暗干涉條紋的主因？ 

(A)電子釋放電磁波，電磁波經狹縫後形成干涉 (B)電子只會朝幾個特定方位前進 

(C)電子通過狹縫後，落在屏上某些位置的機會較小 (D)以上皆是 (E)以上皆非。 

(  )30.由雷納所作的「光電效應」實驗可知，當照射光的頻率小於底限頻率時 

(A)必須照射較久的時間才會產生光電子 (B)必須以較大強度的光來照射才會產

生光電子 (C)必須以較大強度的光且照射較久的時間才會產生光電子 (D)不管

光的強度多大或照射時間多久都無法產生光電子 (E)必可產生光電子。 

(  )31.某金屬的功函數為 4.0 電子伏特，若要使該金屬放出光電子，則入射光最大波長

為 (A)3100 (B)4300 (C)5500 (D)6700 (E)7900 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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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3K 背景輻射」所代表的意義為 (A)目前整個宇宙的最低溫為 3K (B)目前整個

宇宙的平均溫度為 3K (C)目前整個宇宙的最高溫為 3K (D)太陽的溫度會逐漸冷

卻至 3K (E)所有恆星的溫度會逐漸冷卻至 3K。 

(  )33.小明發現離我們最近的星系距離我們居住的地球大約 4× 610 光年，利用哈伯定律

0v H d （哈伯常數 H0=70 公里／秒／326 萬光年）估計此星系遠離地球的速率為 

(A)2.3× 210-  (B)5.2 (C)87 (D)326 (E)930 公里／秒。 

(  )34.下列是四個高中生針對宇宙演化概念的敘述，哪幾個學生正確？ 

(甲)宇宙中大多數的恆星是在大霹靂時一起誕生；(乙)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比星光還

古老；(丙)宇宙誕生後既不膨脹也不收縮；(丁)若哈伯定律中的哈伯常數愈大，則

表示宇宙膨脹愈快。 (A)僅有甲、乙、丙 (B)僅有甲、丙 (C)僅有甲、丁 (D)

僅有乙、丁 (E)僅有丁。 

(  )35.西元 1920 年天文學家哈伯發現星系與我們之距離愈遠者其遠離的速率愈快，稱為

哈伯定律。此發現對宇宙學說之主要貢獻為 (A)發現宇宙正處於收縮階段 (B)可

作為大霹靂理論之證據 (C)對宇宙邊界以外作詳細的說明 (D)證明萬有引力在

宇宙中是適用的 (E)證明相對論在宇宙中是適用的。 

二、多選題（30%，每個選項扣 1 分，每題最多扣 3 分） 

(  )36.右圖表一繩波通過繩上某一點時，其位置與時間的關係

圖，則 (A)繩波的振幅為-4 公分 (B)繩波的振幅為 4 公

分 (C)繩波的頻率為 4 赫 (D)繩波的週期為 2 秒 (E)繩

波波長為 8 公分。 

(  )37.一靜止的警車發出頻率為 2000 赫的聲波，距離警車 100 公尺的卡車以 50 公尺／

秒的速率朝警車而來，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卡車司機可聽到比 2000 赫高的聲音 (B)當卡車與警車愈接近，卡車司機聽到

的聲波頻率就愈高 (C)卡車司機所測得的聲速也加快 (D)卡車司機聽到的聲波

頻率變高，是因為聲波行進時的波長變短了 (E)當卡車經過警車後，以同樣速率

遠離警車而去，則卡車司機可聽到比 2000 赫低的聲音。 

(  )38.下列有關聲波的敘述何者正確？ (A)空氣分子在平衡位置以與聲音傳遞方向平

行的方向來回振動 (B)「隔牆有耳」是由於聲波的反射所造成 (C)演藝廳若設計

不良易形成交混回響，此乃因聲波的反射所引起 (D)聲波所到之處空氣的壓力與

密度均會呈現週期性變化 (E)白天聲音不容易傳至遠方是因折射所造成。 

(  )39.下列有關不同色光的折射現象哪些正確？ (A)真空中各色光速度相同 (B)水中

紅光速度較紫光慢 (C)紫光偏折程度較紅光嚴重 (D)由水面上方看水底紅、紫兩

球感覺紅球較淺 (E)由空氣射入水中時，紫光偏向角較大。 

(  )40.一平面鏡垂直立於地面上，鏡面的反射面朝向西方，如右圖

所示，今平面上有一小球在鏡前運動時，則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小球向西運動時，其像也向西運動 (B)小球向北

運動時，其像也向北運動 (C)小球向西北方運動時，其像向

東南方運動 (D)小球向東北方運動時，其像向西北方運動 

(E)小球向西南方運動時，其像向東北方運動。 

(  )41.在光電效應實驗中，欲增加光電子之速率應 

(A)增加入射光之波長 (B)減小入射光之波長 (C)增加入射光之頻率 (D)降低入

射光之頻率 (E)選用能量較大之光子。 

(  )42.下列敘述中哪些是原子能階的假設？ 

(A)電子在繞核作圓周運動時，因有加速度而放出輻射能 (B)氫原子只有一個電

子，故氫原子光譜只有一條譜線 (C)電子可以在一組特定能階（穩定狀態）之一

存在而不輻射 (D)電子由低能階躍遷至高能階時會吸收一定頻率的輻射能 (E)

外界必須不斷地供給能量才能維持電子在固定能階運動。 

(  )43.拉塞福「原子行星模型」的主張遭遇到質疑的地方有哪些？ 

(A)原子核的靜電力會將電子吸住 (B)電子繞原子核作圓周運動時會釋放電磁波

而墜毀 (C)原子核的體積很小 (D)原子大部份的空間是空曠無物的 (E)電子放

出的光譜線應是連續的，而不是觀察到的分立性。 

(  )44.下列有關宇宙起源的敘述何者正確？ 

(A)宇宙起源於一個炙熱的火球，在某個時刻發生爆炸，不斷的膨脹與收縮一直到

現在 (B)哈伯定律可以支持大霹靂理論 (C)宇宙微波背景輻射是支持大霹靂理

論最有力的證據 (D)大爆炸產生了我們的宇宙，包含物質與能量、空間與時間 (E)

宇宙誕生前的時間發生何事目前無從考證。 

(  )45.根據「大霹靂」的說法，下列何者正確？ (A)宇宙是有起始的，宇宙起始來自一

個體積很小的原始火球 (B)宇宙在膨脹中，由宇宙大小可推算宇宙年齡 (C)宇宙

經過大霹靂爆炸後，即形成現今模樣 (D)宇宙在大霹靂初期所含元素大部份為氫

和氦 (E)距離我們愈遠的星系移動速率愈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