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07 學年度下學期「基礎物理(二 B)」二段考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二 1~4 

請 將 答 案 劃 記 在 電 腦 卡 上  

一、單選題（90%，每題 3分） 

(  )1.選出正確的敘述。 (A)若不斷冷凍，則物體的溫度就會無止境地下降 (B)目前尚

不知最低溫和最高溫各是多少 (C)攝氏零下 373度是溫度的下限 (D)物體受熱時

體積膨脹且質量略增 (E)任何物體的溫度下降到某一點後就不能再降。 

(  )2.某水銀溫度計在 0℃之冰水中的水銀柱長度為 6cm、在 100℃之沸水中的長度為

31cm，若用它浸入某液體中時長度為 9cm，則此液體的溫度為 

(A)12 (B)15 (C)20 (D)30 (E)36 ℃。 

(  )3.人體平均體溫為 37℃，約為克氏溫度 

(A)98 (B)267 (C)121 (D)53 (E)310 K。 

(  )4.有一金屬球恰能穿過同材質的另一金屬環，則下列何種作法可使金屬球無法穿過金

屬環？ (A)二者升高相同溫度 (B)二者降低相同溫度 (C)球降溫，環升溫 (D)

球升溫，環降溫 (E)環溫度大於球溫度。 

(  )5.設大氣壓力為 76cm-Hg，某定容氣體溫度計在室溫 27℃時的開管端水銀面較閉管

端水銀面高 24公分。若將該溫度計改放在溫度為 87℃的液體中，並調整閉管端水

銀面在原來的位置，則最後開管端水銀面較閉管端水銀面高 

(A)34 (B)44 (C)50 (D)60 (E)74 公分。 

(  )6.由 10℃、長 60 公尺的鋼軌排列而成的鐵軌在 40℃時兩鋼軌間恰無空隙，則 10℃

時兩鋼軌間的空隙為 (A)1.14 (B)1.32 (C)1.98 (D)2.06 (E)2.5 cm。（四捨五

入至小數點以下第二位，鋼之線膨脹係數=1.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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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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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已知冰的熔化熱為 80 卡／克、水的汽化熱為 540 卡／克。今將質量 50 克、100℃

的沸水和質量 20克、0℃的冰塊混合，則其末溫約為（假設無熱能散失） 

 (A)23 (B)35 (C)40 (D)49 (E)57 ℃。 

(  )8.對一質量為 400 克、比熱為 0.5卡／克-℃的某固體物質

穩定加熱，其溫度與加熱時間的關係圖如右所示，則此

物質的汽化熱為 

(A)47 (B)60 (C)95 (D)135 (E)270 卡／克。 

(  )9.實驗室中能得到的最佳「真空」為 10-14atm，在此「真空」中溫度 20℃時每立方厘

米約有氣體分子 

(A)2.5102 (B)2.5103 (C)2.5105 (D)5106 (E)5108 個。 

(  )10.A、B 兩氣筒容積比為 2：1，各裝入等質量的氫氣與氦氣，絕對溫度比為 2：1，

則兩筒內氣體總內能之比為 

(A)4：1 (B)8：1 (C)16：1 (D)32：1 (E)64：1。 

(  )11.降低溫度可使精密儀器量度時的精確度提高，此乃因為 (A)儀器重量減小 (B)

儀器彈性增加 (C)儀器壓力小 (D)布朗運動減少 (E)消除了熱輻射。 

(  )12.兩同體積的氣室以一體積可以忽略之細管相連通，兩氣室內含有一大氣壓、27℃

的氦氣。若將其中一氣室加溫至 127℃、另一氣室降溫至-73℃，則氣室中氦氣的

最終壓力為 (A)3/5 (B)4/7 (C)8/9 (D)1.5 (E)2.2 大氣壓。 

(  )13.室溫時，甲容器體積 V、內含壓力 2p的氦氣，乙容器體積 V/3、內含壓力 p的氦

氣。若把甲容器之氦氣全部加到乙容器內，且溫度不變，則乙容器內之壓力將變為 

(A)7 (B)5 (C)3 (D)7/3 (E)5/2 p。 

(  )14.如右圖所示，將粗細均勻、長度 40cm 的玻璃管管口朝下鉛

直壓入水銀槽中。若大氣壓力為 76cm-Hg，則當管口離管外

水銀面 6cm 時，管內外液面的高度差 h= 

(A)2 (B)4 (C)6 (D)8 (E)10 cm。 

(  )15.一氦氣鋼瓶容積為 40 公升、壓力為 150atm，用此鋼瓶對氣球充氣。若要求氣球

之壓力為 1.05atm、體積為 0.5公升，則此鋼瓶最多可充 

(A)975 (B)10382 (C)10716 (D)11093 (E)11348 個可用氣球。 

(  )16.在烈日曝晒下，碎石塊比池水溫度高，這是因為 

(A)太陽給碎石塊較多的熱量 (B)碎石塊有發熱物質 (C)碎石塊的比熱比池水小 

(D)碎石塊的密度比池水大 (E)碎石塊吸熱少但空隙較大，可儲存較多熱。 

(  )17.下列有關「溫度和熱」的敘述何者正確？ (A)溫度愈高的物體所含熱量愈多 (B)

溫標的零度不一定具有特定意義，可任意選擇 (C)愈冷溫度愈低，可以低到

-100℃、-1000℃ (D)我們可用溫度計直接測量出物體內所含的熱量 (E)所謂熱平

衡是指熱量由溫度高的物體流向溫度低的物體，最後兩者熱量相同。 

(  )18.小明約小華到家裡看灌籃高手影集，其間小明端了一杯熱開水給小華。假設熱開

水溫度為 90℃、質量為 240 克，則小華須加入多少 0℃的冰塊才可使開水溫度降



為 40℃？（不計熱的散失，冰的熔化熱為 80 卡／克） 

(A)50 (B)100 (C)150 (D)200 (E)300 克。 

(  )19.下列五種大氣壓力值何者最大？ 

(A)1atm (B)1020gw/cm
2 (C)1020毫巴 (D)1.0336kgw/cm

2 (E)75cm-Hg。 

(  )20.密閉容器中裝有某理想氣體，若在定容下溫度由-173℃升高到 127℃，則每秒撞擊

器壁的分子數為原來的若干倍？ (A)
4

1
 (B)

2

1
 (C)1 (D)2 (E)4。 

(  )21.定量理想氣體之體積隨絕對溫度變化的函數關係如右圖所

示，則該理想氣體從狀態 A 到狀態 B 的過程中其壓力如何變

化？ (A)不變 (B)漸增 (C)漸減 (D)無法判斷。 

(  )22.一氣缸中裝有 3mol 之理想氣體，設活塞與氣缸壁間之摩擦可

以略去，氣體之起始溫度為 300K、體積為 0.45m
3。今再將 1mol 的同種理想氣體

緩緩灌入氣缸，並將其溫度冷卻至 250K。設氣缸外之壓力維持不變，則最後平衡

時氣缸中氣體的體積為 (A)0.30 (B)0.40 (C)0.50 (D)0.60 (E)0.75 m
3。 

(  )23.有 A、B、C 三個金屬固體受熱時，單位時間熱源所提供的熱量

固定，其溫度(T)與加熱時間(t)之關係圖如右所示，則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A 之比熱最小 (B)欲得到相同之溫度差，C 吸收

之熱量最多 (C)供給之熱量相同時，C 升高之溫度最大 (D)受

熱之時間相同時，A吸收之熱量最多 (E)以上皆非。 

(  )24.有一掛鐘，其鐘擺由黃銅製成，當溫度為 20℃時此鐘擺恰好準確，若黃銅的線膨

脹係數 α=1.89×10
-5
℃

-1，則在 30℃時此掛鐘每小時 

(A)快 3.1秒 (B)快 1.3 秒 (C)慢 1.5 秒 (D)慢 1.07秒 (E)慢 0.34 秒。 

(  )25.今有溫度為 15℃、25℃及 35℃之三種液體 A、B 及 C，若將等質量的 A 與 B 混

合後溫度為 21℃、等質量的 B 與 C 混合後溫度為 32℃，則將等質量的 A 與 C 混

合後溫度為若干℃？ (A)29.1 (B)30.6 (C)32 (D)27.6 (E)30。 

(  )26.將 X克、0℃的冰塊與 Y克、100℃的水蒸汽混合置於絕熱容器內，已知最後全部

成為水，若
X

Y
的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 a與 b，則 a+b= 

(A)5 (B)11 (C)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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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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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7.絕對溫度為 T 的某理想氣體密封於一個靜置桌面的立方盒

內，盒內共有 N個分子，如右圖所示。依氣體動力論，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註：vx代表分子速度v在 x 軸方向之分量，分子速率 v=∣v∣，分

子的方均根速率以 vrms表示， xv 代表所有分子 vx的平均值，餘類推。k 為波茲曼

常數，m 為分子質量，MCM為系統的質心質量，vCM為系統的質心速度） 

(A)系統總動量 mv1+mv2+……+mvn=MCMvCM=0 (B)系統總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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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將設有打氣孔的容器連結一打氣筒，設原來容器內氣體體積為 1.5L、壓力 1atm。

接著用打氣筒緩慢的向容器打氣，每次打進 250cm
3的空氣，打氣過程中溫度保持

不變、外界大氣壓力為 1atm。若要使容器裡的壓力達 4atm，則打氣筒應打氣的次

數至少為多少次？ (A)15 (B)18 (C)22 (D)27 (E)30。 

(  )29.將 0.3 公斤的鋁塊由室溫 20℃加熱直到完全熔化（熔點為 660℃）時，鋁塊所吸

收的熱量約為若干仟卡？（鋁的比熱為 0.22 卡／克．℃、熔化熱為 76.8 卡／克） 

(A)21.4 (B)36.7 (C)46.8 (D)65.3 (E)70.2。 

(  )30.焦耳實驗中，重錘緩緩下落之目的是為了 (A)保持一定的動能 (B)勢能之損失

不計 (C)重錘之動能可不計 (D)熱能較不散失 (E)熱能不會被重錘吸收。 

二、多選題（30%，每個選項錯扣 1分，每題最多扣 3分） 

(  )31.下述敘述哪些錯誤？ (A)溫度愈高的物體含熱量愈多 (B)熱是能量而不是物質 

(C)比熱大的物體一定較比熱小的物體難熱難冷 (D)熱可由高溫系統傳到低溫系

統 (E)當甲、乙兩物體達到熱平衡時，甲、乙兩物體的溫度必相同。 

(  )32.下述何者正確？ (A)由固態變成氣態稱為昇華，由氣態變為液態稱為凝固 (B)

在沸點時的汽化現象稱為蒸發 (C)潛熱是以勢能的形式潛藏在物體中 (D)壓力

鍋可在短時間內燉爛食物的原理是「增加壓力可提高水的沸點」 (E)在冰塊上置

放重物則見重物漸沉入冰塊中，此乃冰的熔點因加壓而下降。 

(  )33.下列關於「平衡狀態下的理想氣體」之敘述何者正確？ 

(A)定量定壓的氣體之體積與分子之平均動能成正比 (B)同溫同壓時，同體積的不

同氣體含有相同數目的分子 (C)同溫下，不同氣體分子的方均根速率與分子質量

的平方根成反比 (D)氣體分子平均動能和絕對溫度成正比 (E)定量定容積的氣

體之壓力與分子之平均動能成正比。 



 

 (  )34.如右圖 a、b、c 為定量理想氣體的三個狀態，ρ 為密度、T

為絕對溫度，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a、b、c體積比為 2：1：1 (B)a、b、c壓力比為 4：2：

1 (C)a、b、c 分子平均動能比為 2：2：1 (D)a 到 b 遵守

波以耳定律 (E)b到 c 氣體不作功。 

(  )35.定量定體積的單原子理想氣體溫度升高時， 

(A)分子的平均動能增加 (B)氣體的壓力增大 (C)分子間互相吸引的作用力增加 

(D)氣體的密度增大 (E)氣體的內能增加。 

(  )36.如右圖所示，用雙手按住燒瓶時有色水柱會上升，則有關瓶內氣體的

敘述下列哪些正確？ (A)壓力不變 (B)密度變小 (C)體積變小 

(D)質量不變 (E)這是定壓氣體溫度計之原理。 

(  )37.計示壓力是指 

(A)大氣壓力 (B)氣體壓力 (C)氣體壓力與大氣壓力差 (D)開管壓力計中兩臂液

面高度差的液體壓力 (E)大氣壓力與氣體壓力和。 

圖(a)    圖(b) 

(  )38.上圖(a)和(b)分別為水和酒精的三相圖，則下列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高山上水的凝固點比平地低 (B)高山上水的沸點比平地低 (C)高山上酒精的

熔點比平地低 (D)高山上酒精的沸點比平地低 (E)將 5atm、0℃的水恆溫降壓至

0.01atm 時，歷經的相變為液體→氣體→固體。 

(  )39.下列有關「氣體分子模型理論」的敘述哪些錯誤？ 

(A)於 0℃、1 大氣壓下氣體分子的體積等於氣體所佔有空間之體積 (B)分子相互

間之碰撞為完全彈性碰撞 (C)分子與器壁間之碰撞為非彈性碰撞 (D)分子於任

一時刻向各方向運動的機率相等 (E)分子為體積極微小的剛體。 

(  )40.設某一密閉容器中裝有 2莫耳之單原子氣體，若其溫度由零下 73℃升高至 127℃，

且體積不變，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氣體密度變為原來的 2倍 (B)氣體壓力

變為原來的 2倍 (C)氣體分子之方均根速率變為原來的 2倍 (D)氣體平均動能變

為原來的 2倍 (E)升溫過程共吸熱約 5000 焦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