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1 0 8 學年度上學期「物理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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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 

(  )1.下列有關「國際單位制」的敘述何者正確？ 

(A)能量為基本量，其 SI 單位為焦耳 (B)SI 的溫度單位是攝氏（℃） (C)加速度

的單位乃藉由長度與時間兩個基本量所導出 (D)電量為基本量，其 SI 單位為庫侖 

(E)在力學上最常用的三個基本量為長度、時間及物質數量。 

(  )2.下列何者並非 SI 制中的七個基本單位？ 

(A)長度：m (B)質量：kg (C)時間：s (D)物質數量：mol (E)電量：C。 

(  )3.當某人對觀察到的現象做出解釋或說明時，某人進行的是科學探索過程中的哪一種

技能？ (A)建模 (B)分類 (C)預測 (D)推理 (E)觀察。 

(  )4.下列哪個學說屬於「近代物理學」的領域？ 

(A)力學 (B)量子力學 (C)光學 (D)電磁學 (E)熱學。 

(  )5.下列長度單位與 SI 單位的關係何者錯誤？ 

(A)1pm=10
-11

m (B)1μm=10
-6

m (C)1nm=10
-9

m (D)1Tm=10
12

m (E)1mm=10
-3

m。 

(  )6.若以國際單位制來表示力的單位，則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m/s (B)kg．m/s (C)kg．m/s
2 (D)kg．m

2
/s (E)kg．s/m。 

(  )7.高鐵列車的車速為 252km/hr，換算後為多少 m/s？ 

(A)70 (B)50 (C)40 (D)25 (E)2.52。 

(  )8.一隻松鼠被狗沿直線追逐 4 公尺後，爬上鉛直豎在地面的木柱上端躲避，若木柱高

3 公尺，且松鼠被追逐之時間為 4 秒鐘，則此過程松鼠之平均速度大小為 

(A)1.5 (B)1.0 (C)1.75 (D)1.25 (E)2.0 公尺／秒。 

(  )9.右圖表示汽車在一直線上運動的速度與時間的關係，則汽車在前

6 秒內總共行走的距離為多少公尺？ 

(A)38 (B)24 (C)56 (D)72 (E)48。 

(  )10.一輛跑車在直線公路上自靜止開始加速 10 秒後達到 180km/hr 的速度，則該跑車

在此 10 秒內的平均加速度量值為若干 m/s
2？ (A)4 (B)5 (C)6 (D)9 (E)18。 

(  )11.右圖為一汽車直線移動時行駛距離與時間的關係，則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2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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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做

等加速運動 (E)平均速率>平均速度的大小。 

(  )12.某物自高處由靜止落下，若不考慮空氣阻力，則第 2 秒內的位移與前 2 秒內的位

移量值之比為何？ (A)1：4 (B)5：9 (C)1：3 (D)1：5 (E)3：4。 

(  )13.在一直線的街道上，一上班族以 6 公尺／秒的速度等速追趕前方停在路旁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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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4 (C)6 (D)8 (E)9。 

(  )14.原子是直徑約 10
-10公尺的微小粒子，下列有關「原子」的敘述何者錯誤？ 

(A)中性原子的核外電子數與核內質子數相等 (B)原子的質量大部份集中在原子

核 (C)原子的原子序等於原子核內質子數 (D)原子核佔有原子大部份的體積 

(E)質量數=質子數+中子數。 

(  )15.不計彈簧質量，三個乾冰盤質量均為 m，今以相同

之彈簧甲、乙聯結如右圖所示。今施一力 F 拉動時甲

彈簧的伸長量為 5cm，則乙彈簧的伸長量為多少

cm？ (A)10 (B)5 (C)15 (D)25 (E)20。 

(  )16.有一個原子核可以表示成「81

37
X」，則它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A)包含 37 個電子和 44 個中子 (B)包含 37 個中子和 81 個質子 (C)包含 37 個質

子和 44 個中子 (D)包含 37 個質子和 44 個電子 (E)包含 37 個中子和 81 個電子。 

(  )17.某物體作直線運動之 v-t 圖如右所示，則該物體前 8 秒內

的位移為多少公尺？ 

(A)-20 (B)-40 (C)20 (D)40 (E)60。 

(  )18.某人欲在牆壁上釘畫框，他用手把畫框暫時壓在牆壁上，

若畫框背面與牆壁間的靜摩擦係數為 0.5、畫框重 2kgw，則為避免畫框滑下此人壓

在畫框上的力至少應多大？ (A)5 (B)4 (C)3 (D)2 (E)1 kgw。 

(  )19.在東、西向直線道路上行駛的甲、乙、丙、丁四輛汽車之 x-t 圖或

v-t 圖分別如右圖所示，若以東方為正，則下列(1)~(5)項的敘述中正

確的有幾項？ 

(1)若為 x-t 圖，則丙車為靜止不動  (2)若為 v-t 圖，則甲車恆在

乙車的東方  (3)若為 x-t 圖，則甲車的加速度恆大於乙車  (4)若為 v-t 圖，則

由開始至乙、丙速度相同時，丙車的位移比乙車的位移大  (5)若為 v-t 圖，則當

乙、丙速度相同時，丁車的速度向西、加速度也向西。 

(A)5 (B)4 (C)3 (D)2 (E)1。 

(  )20.下列各圖為 α 粒子經過原子核（以圓點表示）附近被散射的軌跡，哪一個圖是錯

的？ (A)  (B)  (C)  (D)  (E) 。 

 

 



(  )21.一質點自高度 80m 處自由落下，則落下 2 秒後的速度、位移、加速度量值分別為

何？（g=10m/s
2） (A)20m/s、20m、10m/s

2 (B)10m/s、10m、10m/s
2 (C)10m/s、

20m、10m/s
2 (D)5m/s、20m、20m/s

2 (E)20m/s、20m、20m/s
2。 

(  )22.臺灣每年在秋、冬季節時，空氣中的細懸浮微粒往往是造成空氣品質不良的主因，

而直徑小於或等於 2.5 微米的細懸浮微粒對人體健康影響更大，這種細懸浮微粒統

稱為 PM2.5。臺灣 PM2.5 的主要來源包括石化工廠、火力發電廠、柴油燃燒不完全

產生的有機碳、硫酸鹽、氮氧化物、……等，請問一顆直徑 2.5 微米的懸浮微粒大

約含有多少個原子？ (A)10
3 (B)10

6 (C)10
9 (D)10

12 (E)10
15。 

(  )23.道耳頓的原子說中有一項不正確的觀點：原子是不能被分割的，也就是原子是「基

本粒子」。請問：下列哪一事件發生之後讓人類知道了這一項錯誤？ 

(A)布朗運動的發現 (B)湯姆森的陰極射線發現電子的實驗 (C)拉塞福的 α 粒子

散射實驗 (D)查兌克發現中子 (E)蓋爾曼提出夸克理論。 

(  )24.如右圖所示，有一木塊質量 2kg，置於粗糙水平面上，同時

持續受向右 F1=20N 及向左 F2=4N 的作用力後以速率 v=2 

m/s 向右等速運動。若某瞬間突然撤去 F2，則 2s 後此木塊的速度為何？ 

(A)4m/s 向左 (B)4m/s 向右 (C)2m/s 向右 (D)2m/s 向左 (E)6m/s 向右。 

(  )25.某行星公轉平均軌道半徑為地球的 4 倍，則該行星公轉一周為多少年？ 

(A)3 (B)4 (C)8 (D)9 (E)16 年。 

(  )26.如右圖所示，材質相同、半徑皆為 R 的均勻實心球靠在

一起時的萬有引力大小為 F。若讓同材質但半徑皆為 2R

的兩均勻實心球靠在一起，則其萬有引力變為多少？（球

體體積 V=
4

3
πR

3） (A)16F (B)
F

16
 (C)4F (D)

F

4
 (E)

F

8
。 

(  )27.已知木星的質量約為地球的 318 倍、半徑約為地球的 11 倍，則一太空船飛抵木星

表面附近所受的重力量值約為其在地球表面的多少倍？ 

(A)5.2 (B)1.6 (C)3.2 (D)2.6 (E)11。 

(  )28.有一物體靜止於斜面上，如右圖所示，則斜面施予物體的力方

向為何？ (A)→ (B)← (C)↑ (D)↓ (E)↖。 

(  )29.一質量為 5 公斤的質點受 500 牛頓向左的力作用 0.1 秒後，其速度將由 4 公尺／

秒向右變為下列何選項？ (A)4 公尺／秒向右 (B)6 公尺／秒向左 (C)8 公尺／

秒向左 (D)12 公尺／秒向左 (E)16 公尺／秒向右。 

(  )30.下列關於「原子結構」的敘述何者正確？ (A)組成原子的三種基本粒子是電子、

質子與夸克 (B)所有原子的原子核均包含質子與中子 (C)質量大小：質子>中子>

電子 (D)原子的中子數必等於或大於其電子數 (E)拉塞福提出了原子核的概念。 

二、多選題（40%，每個選項錯扣 3 分，每題最多扣 8 分） 

(  )31.一物體若有加速度，則此物體可能 (A)維持靜止 (B)作等速率直線運動 (C)作

等速率圓周運動 (D)作變速率直線運動 (E)作曲線運動。 

(  )32.下列有關「直線運動」之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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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速

度 (E)物體有加速度時其速度之量值必漸增。 

(  )33.某跑車由原點自靜止出發，開始沿直線前進，最初

10 秒內其速度與時間的關係如右圖，則在這段時間

內關於此跑車的敘述何者正確？ 

(A)跑車相對原點的總位移愈來愈大 (B)跑車每秒

內的位移愈來愈大 (C)跑車的速度愈來愈大 (D)

跑車的加速度愈來愈小 (E)跑車作變加速度運動。 

(  )34.下列各直線運動關係圖中，其路徑長恰與位移的大小相等的有哪些？ 

(A)  (B)  (C)  (D)  (E)  。 

(  )35.下列有關「牛頓運動定律」的敘述何者正確？ 

(A)等速度運動中物體所受的外力和必為零 (B)加速度與所受外力的大小成正比 

(C)加速度相同的物體所受的外力和必定相同 (D)加速度必與合外力同向 (E)作

用力與反作用力作用於不同物體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