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95 學年度下學期二月考「基礎物理」社會組試卷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一 4、5、6、7 

一、單選題（每題 3 分） 

(  )1.三個固定的點電荷 A、B、C 之排列如右圖所示，其帶電量及電性分別為+q、–2q、
+4q，若 A、B 之間的靜電力大小為 F，則 B、C 之間的靜電力大小為 

(A)2F (B)F/2 (C)4F/3 (D)F/4 (E)F。 

(  )2.有 A、B、C 三個大小相同且表面塗有導電物的塑膠小球，若分別將 A、B 或 B、
C 移近時均互相排斥，則下列判定中何者可能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A 帶正電，B 帶負電，C 不帶電 (B)A、C帶正電，B 帶負電 (C)A、C 不帶電，B 帶正電 (D)A 帶正電，B、C 不帶電 (E)三者均帶正電。 

(  )3.若欲使一物體帶負電，則須將 (A)質子移至物體上 (B)電子移至物體上 (C)物體內的質子全部移去 
(D)物體內少部分電子移去 (E)物體內的電子全部移去。 

(  )4.三個帶等量電荷的小球放置在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如右圖所示，若 A 帶正電、B和C帶負電，則A球所受之淨力淨力淨力淨力的方向為 (A)� (B)� (C)� (D)� (E)�。 

(  )5.「磁力線」之切線方向為 

(A)帶電粒子受力的方向 (B)N 極在磁場中運動的方向 (C)S 極在磁場中運動的方向 (D)N 極在磁場中所指的方向 (E)S 極在磁場中所受之磁力的方向。 

(  )6.A、B 二點電荷相距 r 時之庫侖力為 F，則相距 r/2 時之庫侖力為 F 的 

(A)2 (B)1/4 (C)1/2 (D)4 (E)1/8 倍。 

(  )7.標示 110V、50W 的燈泡若按規格使用，則連續使用 5 小時後所消耗的電能為 

(A)0.25 (B)0.5 (C)250 (D)55 (E)0.1 度。 

(  )8.「電磁鐵」的工作原理為 

(A)歐姆定律 (B)電流的熱效應 (C)電流的磁效應 (D)電磁感應 (E)電流的化學效應。 

(  )9.如右圖所示，若不考慮電池的內電阻，則每分鐘由電池流出來的電量為 

(A)9 (B)480 (C)240 (D)8 (E)300 庫侖。 

(  )10.一導線長 L，若兩端電位差為 V 時，電流的大小為 I；若將該導線拉長為 3L 且兩端的電位差為 3V，則電流的大小為 (A)3 (B)9 (C)1 (D)1/9 (E)1/3 I。 

(  )11.長 10 公尺、電阻 1 歐姆的均勻銅線通有電流，若量得相隔 6 公尺的兩點間之電位差為 1.2 伏特，則此銅線上的電流為 (A)5 (B)2 (C)7.2 (D)1.2 (E)0.5 安培。 

(  )12.下列關於「變壓器」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交流電和直流電均能改變電壓 (B)變壓器會將部份電能轉換成熱能 (C)電流會形成磁場 (D)磁力線數的變化產生感應電動勢 (E)輸出電壓愈大時輸出電流愈小。 

(  )13.使用家庭電器時外殼須接地的理由為 (A)避免雷雨季時電器被雷擊 (B)不接地則不能構成迴路，電流無法流通 (C)電器過熱時可將多餘熱量導入地面，以策安全 (D)漏電時可將外漏之電流導地，以免人體觸電 (E)保證電器正負兩極維持恆定電流。 

(  )14.一封閉線圈上能產生感應電動勢的原因是 (A)線圈內的電力線數目發生變化 (B)線圈內的磁力線密度保持不變 (C)線圈的溫度發生變化 (D)線圈的面積發生變化 (E)線圈內的磁場發生變化。 

(  )15.一電熱器外接 110V 的電源，若其內電阻為 100Ω，則使用 10 小時所消耗的電能為 

(A)6.05 (B)100 (C)1.21 (D)11 (E)10 度。 

(  )16.右圖為一變壓器的簡圖，則通過 600Ω電阻器的電流為 

(A)20 (B)0.02 (C)12 (D)2.4 (E)0.24 mA。 

(  )17.某電路上有 10 安培的電流，則每秒通過導線某一截面的電子數約為 (A)1.6×1019 (B)6.24×1019 (C)6.24×10-19 (D)1.6×10-19 (E)6.24×1018 個。 

(  )18.已知某電湯匙的電阻值為 55Ω，若將其接在 110V 的電源上，並欲將 500 毫升、20℃的冷水加熱至
100℃，則約需多少時間？（假設電湯匙產生的熱量完全被水吸收） 

(A)500 (B)660 (C)1050 (D)1100 (E)760 秒。 

(  )19.如右圖所示，某直線上有兩個點電荷：電量為+9Q 的點電荷位於 x=2a處、電量為+4Q 的點電荷位於
x=12a處，則將電荷為-Q 的點電荷置於何處時其所受的靜電力為零？ 

(A)-2a (B)3a (C)6a (D)8a (E)16a。 

(  )20.一α粒子沿水平面由南朝北等速前進，已知途中經過一方向垂直向下的均勻磁場，則該α粒子進入磁場後行進方向會 (A)不改變 (B)偏向下 (C)偏向西 (D)偏向上 (E)偏向東。 

二、複選題（每個選項 0.8 分，答錯倒扣 0.2 分） 

(  )1.有 A、B、C、D 四個小導體球以棉線鉛直懸掛如右圖所示，先取一帶負電的塑膠棒與 A 接觸，然後每次取兩球靠近（但不接觸）做試驗，發現下列現象：(1)B、C 均可與 A 相吸引，(2)B 和 C 無作用力，(3)B、
D 相吸引，(4)A、D 相排斥；則下列判斷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A 帶正電 (B)B 帶負電 (C)C 不帶電 (D)D 帶正電 (E)A、D 帶同性電。 

(  )2.下列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磁力線的切線方向為磁場的方向 (B)磁力線由磁鐵的 N 極出發經磁鐵內部到 S 極 (C)磁力線會相交 (D)磁力線愈密的地方磁場愈弱 (E)磁鐵內部無磁場。 

(  )3.當無限長的直導線有電流流動時，下列關於其所產生之磁場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若其附近有另一平行且載有同向電流的直導線，則兩導線會互相吸引 (B)離導線愈近磁力線愈密 (C)磁場方向隨電流的方向改變 (D)磁力線環繞導線成同心圓環狀分佈 (E)磁場強度與電流強度成正比。 

(  )4.下列何裝置利用「電流的磁效應」？ (A)電風扇 (B)電鍋 (C)電熨斗 (D)電鈴 (E)電燈泡。 

(  )5.將一規格為 120V、60W 的燈泡接到 120V 的電源上，則 

(A)燈泡的電阻為 240Ω (B)通過燈泡的電流為 0.6A (C)使用 10 小時會消耗 0.6 度的電能 (D)使用 5小時會消耗 300焦耳的電能 (E)若串聯兩個燈泡一起使用但電壓不變，則其亮度會減弱。 

(  )6.下列關於「保險絲」的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通常用鉛、錫、鉍、鎘等金屬的合金作成 (B)需要與被保護的電路串聯 (C)通過保險絲的電流與被保護電路中的總電流相等 (D)熔點較銅線高 (E)常燒斷時可以用鉛絲代替。 

(  )7.將 5 個完全相同的燈泡連在一起並接上電池，如右圖所示，則 

(A)最亮的燈泡為 5 號 (B)通過 1 號和 2 號的電流一樣 (C)3 號的電壓大於 2號 (D)通過 5號的電流最大 (E)最暗的燈泡為 2號。 

(  )8.變壓器之輸入端的電壓為 100V、電流為 0.5A、繞 40匝的線圈，若欲輸出 200V



的電壓，則輸出端 (A)電流為 1A的交流電 (B)應繞 80匝的線圈 (C)功率為 100W (D)電流為 0.25A的直流電 (E)功率大於輸入端。 

(  )9.右圖為家用 110V 交流電的線路圖，甲、乙為插座之接線，丙、丁為電燈之接線，乙和丁均與電位為零之地線相接。下列有關此電路之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甲之電位恆為+110V (B)流經丙與丁之電流大小不固定 (C)甲之電位恆比乙高 (D)丙之電位可能比丁低 (E)乙與丁之電位恆相等。 

(  )10.右圖電路中， 、 分別表示伏特計與安培計，若將電路中的甲電阻拆掉，則 與 的讀數有何變化？（不考慮 與 的內電阻） (A) 的讀數不變 (B) 的讀數變大 (C) 的讀數變小 (D) 的讀數不變 (E)兩者的讀數皆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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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卷時請繳本張試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