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7 學年度上學期「基礎物理(二 A)」二段考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二 5~7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單選題（60%，每題 3 分） 

(  )1.一質點在 x 軸上運動，取向右為正，若其初速>0、加速度<0，且全程未轉向，則其

呈現的運動狀態為 (A)向右跑，且愈跑愈快 (B)向左跑，且愈跑愈慢 (C)向右

跑，且愈跑愈慢 (D)向左跑，且愈跑愈快 (E)等速直線運動。 

(  )2.一汽車原以速度 20 公尺／秒行駛，開始煞車後再行 50 公尺才停止，若在煞車期間

此車為等加速度運動，則其加速度為 (A)20 公尺／秒 2，向前 (B)5 公尺／秒 2，

向後 (C)4 公尺／秒 2，向後 (D)10 公尺／秒 2，向前 (E)0.2 公尺／秒 2，向後。 

(  )3.下列哪一現象不屬於慣性定律的現象？ (A)曬被子時用棍子拍打被子除去灰塵 

(B)原子筆水路不順，甩一甩就好了 (C)在等速前進的車廂內鉛直上拋一球，球仍

掉回拋者手中 (D)刀柄鬆脫時，將柄往地上一擊刀就嵌緊了 

(E)洗衣服時用水沖去灰塵。 

(  )4.有一質點在 x 軸上運動，其 v-t 圖如右圖所示，單位為 SI 制，向

右為正。若質點出發時在原點右方 10m 處，則何時其將運動至原

點右方 100m 處？ (A)t=4 (B)t=5 (C)t=6 (D)t=7 (E)t=8。 

(  )5.在距地面高 100m 處同時將甲、乙兩物以相同速率 30m/s 分別鉛直上拋與鉛直下

拋，若不計阻力，且 g=10m/s
2，則兩者落地時間相差 

(A)6 (B)8 (C)10 (D)12 (E)14 秒。 

(  )6.一架飛機從水平跑道一端自靜止以 4×10
4牛頓的固定推進力開始作等加速運動，已

知第 5 秒末飛機的瞬時速率為 10 公尺／秒。若飛機質量為 10
4公斤，則飛機在前 5

秒的加速過程中所受之平均阻力為多少牛頓？ 

(A)1×10
5 (B)2×10

5 (C)1×10
4 (D)2×10

3 (E)2×10
4。 

(  )7.三物體 A、B、C 之位置(x)－時間(t)的關係圖如右所示，

則在 3 秒末時何者前進最遠？ 

(A)A (B)B (C)C (D)一樣遠 (E)無法判斷。 

(  )8.一質點原靜止，先以等加速前進一段時間，再維持等速一段時間，最後以等減速運

動至停止。已知等速期間的位移大小是全程位移大小的 1/4，則全程中最大速率與

平均速率之比為 

(A)13：11 (B)17：12 (C)5：3 (D)7：4 (E)條件不足，無法計算。 

(  )9.一質點作等加速直線運動，若第 1 秒末速度為 2m/s、第 4 秒末速度為 6m/s，則 1~4

秒的平均速度量值為 (A)0 (B)1 (C)2 (D)3 (E)4 m/s。 

(  )10.若每層樓平均高度為 3 公尺，則由臺北 101 大樓樓頂讓小球自由落下時，小球落

至地面需時約 (A)5 (B)8 (C)11 (D)14 (E)17 秒。(g=10m/s
2
) 

(  )11.如右圖所示，小美從圖書館門口 A 走

到朋友家 B，再返回自己的家 C，則全

程路徑長為  (A)2.7  (B)-2.7  (C)4.1 

(D)-4.1 (E)-3.4 公里。 

(  )12.棒球捕手為了減輕接球的疼痛，下列哪

一項作法應用了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A)接球時手向後拉 (B)選硬質的手套 (C)蹲的位置離本疊板遠一點 (D)請投手

投曲球 (E)站起來接球。 

(  )13.一質點在 x 軸上運動，其 v-t（速度－時間）圖如右所示，則其

x-t 圖可能為何？ 

(A)  (B)

 
(C)  (D)  (E)  

(  )14.如下圖所示，兩物體 A=5kg、B=2kg，同置光滑平面上，用一理想彈簧連結。今

做兩次不同的施力情形，分別如甲、乙兩圖所示。若甲圖中的伸長量為 x1、乙圖中

的伸長量為 x2，則 x1：x2= 

(甲)
    

(乙)  

(A)1：1 (B)5：2 (C)5：3 (D)2：3 (E)3：2。 

(  )15.某物體作直線運動，其位置由+3m 移到-3m，則 (A)路徑長為 0 (B)路徑長為 6m 

(C)位移為 0 (D)位移為-6m (E)位移大小=路徑長。 



(  )16.若某物體運動的速度對時間的函數關係如右圖所示，則其

全程的平均加速度量值為 

(A)0 (B)1.5 (C)2.5 (D)5.3 (E)7.0 公尺／秒 2。 

(  )17.某歹徒駕車以 20 公尺／秒等速度向前疾行，行經警車時，

警車自靜止起以等加速度 4 公尺／秒 2追趕，則經過幾秒後警車可追上歹徒？ 

(A)5 (B)10 (C)15 (D)20 (E)25。 

(  )18.右圖為一物體做直線運動的位置(x)－時間(t)關係圖，

則 0~8 秒的平均速度為 

(A)0 (B)-0.2 (C)0.25 (D)0.6 (E)-0.6 公尺／秒。 

(  )19.一質點在 x 軸上做等加速直線運動，其出發位置在 x=2 m 處、速度為 4m/s、加速

度為 6m/s
2，則 3 秒後質點位置在 x= (A)12 (B)18 (C)22 (D)34 (E)41 m。 

(  )20.如右圖所示，小明手持直尺，使直尺下方零點位於小華拇指與食

指之間。當小華一看到小明鬆手就立即抓握直尺，結果直尺落下

20 公分。若重力加速度為 10 公尺／秒 2，則小華的反應時間約為 

(A)0.02 (B)0.1 (C)0.15 (D)0.2 (E)1 秒。 

 

二、多選題（40%，每個選項錯扣 3 分，每題最多扣 8 分） 

(  )21.如右圖所示，甲、乙兩物並排於光滑水平桌上，m 甲=4kg、m

乙=1kg，今在甲的左側施一水平推力 F=20N，則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甲的加速度量值=4m/s
2 (B)乙的加速度量值=5m/s

2 (C)甲給乙的力

=4N 向右 (D)乙給甲的力=8N 向左 (E)甲給乙的力和乙給甲的力恰好抵消。 

(  )22.如右圖所示，甲、乙兩人以繩索水平拉扯一圓環，

令其向右等速度移動，若圓環兩端分別受拉力T1與

T2，F1 與F2 分別為繩拉甲與甲拉繩之力，F3 與F4

分別為繩拉乙與乙拉繩之力，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T1 和T2 為一組平衡力 (B)T1=-T2 (C)F1 和F2 互為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D)F

1=-F2 (E)若繩子質量可忽略，則｜F1｜=｜F2｜=｜F3｜=｜F4｜。 

(  )23.將一物自地面鉛直上拋，若不計阻力，且初速為 50m/s、g=10m/s
2，則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經 10 秒落地 (B)上升最大高度為 125m (C)經 5 秒達最高點 (D)出發後第 4

秒與第 8 秒末距地高度相同 (E)出發後第 4 秒與第 6 秒末速率相同。 

(  )24.兩個質量不等的球從光滑斜面上的不同高度處同時由靜

止開始下滑，如右圖所示，則下列哪幾項敘述正確？ 

(A)大球所受的合力等於小球 (B)大球所受的正向力等

於小球 (C)大球與小球具有相同的速度 (D)大球與小

球間的距離逐漸減少 (E)大球與小球具有相同的加速度。 

(  )25.右圖為一質點運動的 v-t 圖，向右為正，若為直線運動，則下

列敘述何者錯誤？ (A)AB 間為等速向右運動 (B)BC 間為等

速向左運動  (C) 全程平均速度量值 = 全程平均速率 

(D)△ABC 面積÷AC 時距=平均速度 (E)BC 段加速度向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