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95 學年度下學期期末考「物質科學物理篇」試卷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二 1、2、3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 

(  )1.如右圖所示，一可變電阻器為 400Ω，ab 長 20cm。當移動滑鍵 k 至檢流計讀數為零時，k 與 b 點之距離為 (A)5 (B)8 (C)10 (D)12 (E)15 cm。 

(  )2.一長方形線圈長 50cm、寬 40cm，線圈上的電流為 2 安培，並置於強度為 1 特士拉的均勻磁場中。若線圈面與磁場夾 53º，則線圈所受之磁力矩的大小為 

(A)40 (B)32 (C)0.4 (D)0.24 (E)0.32 N-m。 

(  )3.五個完全相同的電阻器之產熱功率不得超過 60 瓦特，否則將燒毀；今若將其連接成如右圖的電路，則此電路最大的產熱功率為 

(A)140 (B)120 (C)300 (D)60 (E)180 瓦特。 

(  )4.如右圖所示，一條導線沿水平 x 軸放置，今通以 b 流向 a 的電流，則導線所受的磁力之方向為 (A)+x (B)+z (C)-y (D)+y (E)-z。 

(  )5.已知某處之地磁量值為 3×10-5T，在一靜止磁針的正下方 5cm 處平行磁針方向放置一長直導線。當導線通直流電後磁針偏轉了 45º，則導線上的電流強度為 (A)5 (B)6 (C)7.5 (D)20 (E)25 安培。 

(  )6.以速率 v 將一帶電粒子垂直射入一均勻磁場內，此時其作半徑為 R 的圓周運動；若將入射速率增為
2v，則其軌道半徑變為 (A)1/2 (B)1 (C)2 (D)1/4 (E)4 R。 

(  )7.一充滿氦氣的密閉絕熱容器內有 10 歐姆的電阻線，當持續通以 2 安培的電流 80 秒鐘後氦的溫度升高
20℃，若不計熱量損失，則瓶內氦氣約有 (A)7.7 (B)12.8 (C)6.7 (D)1.5 (E)3.3 莫耳。 

(  )8.在 25℃、1atm 的狀況下，某個水電解槽在 3 小時之內可析出 12.2 公升的氫氣，則其所用的電流強度約為 (A)1 (B)3 (C)5 (D)7 (E)9 安培。 

(  )9.如右圖所示，長直導線 XY 和矩形線圈 ABCD 同在一平面內，若在 XY 及 ABCD上分別通以 I1=5 安培及 I2=10 安培的電流，則 XY 作用於 ABCD 上之力的大小為 
(A)8×10-5 (B)2×10-4 (C)2.4×10-4 (D)1×10-5 (E)8×10-4 牛頓。 

(  )10.有 5 粒子以相同的速率垂直進入某均勻磁場中，其軌跡如圖所示。若此 5 粒子為碳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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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複選題（每個選項 0.8 分，答錯倒扣 0.2 分） 

(  )1.某安培計指針滿檔時電流為 1 毫安培，其內電阻為 100 歐姆；若欲將其改裝成可測量 10V 的伏特計，則下述何法可行可行可行可行？ (A)並聯 9.9 仟歐姆 (B)並聯 15 仟歐姆 (C)串聯 1000 歐姆 (D)串聯 9.9 仟歐姆 
(E)串聯 12 仟歐姆 的電阻。 

(  )2.如右所示電路，檢流計 讀數為零，R1=20Ω、R3=50Ω、R4=100Ω，電池電動勢ε=9V、內電阻 0。當 R5=50Ω時， (A)R2=80Ω (B)B、C 等電位 (C)AB間電位差為 4V (D)CD 間電位差為 5V (E)AC 間電流為 50mA。 

(  )3.在「電流天平」的實驗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電流天平線路應與螺線管線路獨立 (B)取數據

時，電流天平的 U 形金屬環應儘量維持水平 (C)電流天平之電流須等於螺線管之電流 (D)U 型金屬環上所加的質量可用粗短線或適當砝碼取代 (E)U 形金屬環在螺線管內的位置可任意擺放。 

(  )4.由二直線段和半徑為 a 及 b 的同心半圓構成的導線載電流為 i（如右圖），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半圓 AED 與 BFC 在圓心 O 點產生的磁場方向相反 
(B)半圓 BFC 在圓心 O 點產生的磁場量值為µ0i/b (C)AB 及 CD 在圓心 O 點產生的磁場為零 (D)若外加一垂直於紙面的均勻磁場 B0 於此導線處，則其所受之磁力量值為零 (E)承(D)，其所受之力矩量值為πiB0(a-b)/2。 

(  )5.帶電量+q 的離子受到電位差 V 的加速後進入一相互垂直的電場及磁場中，已知電場為均勻向下、磁場為均勻進入紙面，且離子通過該電磁場後稍微向上偏斜。若欲使離子沿水平方向筆直通過該電磁場，則下列作法何者可行可行可行可行？ (A)適當地將電場及磁場的量值等比例增大 (B)適當地減小磁場的量值 (C)適當地減小電場的量值 (D)適當地增大加速電壓 V 的量值 (E)適當地增強電場及減小加速電壓 V 的量值。 

(  )6.下列關於「空間中的均勻磁場」之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帶電質點在其中作等速度運動時其電場必為零 (B)載流閉線圈在其中所受的磁力必為零 (C)帶電質點在其中的運動軌跡必為圓 (D)帶電質點在其中運動時必不得到能量 (E)載流閉線圈在其中所受的力矩必為零。 

(  )7.某蓄電池之電動勢為 1.5V、內電阻為 1Ω，則 (A)若充電時通以 1A 之電流，則其端電壓為 2.5V (B)承(A)，此時每秒有 1J 之電能變為化學能 (C)承(A)，電池的產熱功率為 1W (D)若放電時電流為 1A，則端電壓為 0.5V (E)放電時電流愈小端電壓亦愈小。 

(  )8.一電阻 100Ω的檢流計 G 滿載時的電流為 20mA，則 (A)G能承受的最大電壓為 2V (B)若欲將其改裝成可量 2A 的電流計，則須並聯小電阻 (C)承(B)，該電阻值約為 1Ω (D)若欲將其改裝成可量 10V的電壓計，則須串聯一大電阻 (E)承(D)，該電阻值約為 1000Ω。 

(  )9.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正確正確正確？ (A)科學家尚未發現磁單極 (B)磁力線必可施力於運動中的電荷 (C)磁力線必為封閉曲線 (D)磁力線之數目等於磁場強度 (E)在北半球磁針的磁傾角為正值。 

(  )10.下列關於「磁場性質」的敘述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磁力線不會相交 (B)磁場無法對任何質點作功 (C)平面載流線圈在均勻磁場中所受的力矩與線圈的形狀有關 (D)中性粒子在磁場中必不受力 (E)在均勻磁場中任何形狀的載流線圈所受的磁力均為零。 

三、填充題（每題 3 分） 

1.在「歐姆定律」實驗中，已知安培計內電阻為 20Ω、伏特計內電阻為 1800Ω。如以圖(一)的接法量電阻時，安培計量到 0.2A、伏特計量到 22V；若改以圖(二)的接法測量時安培計量到 0.21A，則伏特計量到 甲 伏特。 

2.右圖中 R1=20Ω、R2=30Ω，當 S 與 A 接通時伏特計的讀數為 8 伏特，當 S 與 B 接通時，伏特計的讀數為 9 伏特，則電池的內電阻 r= 乙 Ω。 

3.電流強度 10
-5安培的電子束垂直穿過 0.5 特士拉的均勻磁場，則長度 1米的電子束所受的總磁力為 丙 牛頓。 

4.若半徑 r 的載流圓線圈在圓心處產生的磁場大小為 B，則在其對稱軸上距圓心 2r 處的磁場大小為 丁 B。 

5.若質子與α粒子在同一均勻磁場中作同半徑的圓周運動，則其動能之比值 Kp/Kα= 戊 。 

6.一帶電質點自原點射入一平行於 x 軸的均勻磁場後做螺旋線運動，若其入射方向落在 xy 平面上，且與 x 軸



夾θ=37°，則螺旋軌道之半徑與螺距之比值為 己 。 

7.長度 200 公分、通有電流 20 安培的長直導線與強度 5000 高斯的均勻磁場夾 53º角時，導線所受的磁力大小為 庚 牛頓。 

8.右圖電路中伏特計 V1 的內電阻為 5000Ω、最大刻度為 150 伏特，伏特計 V2的內電阻為
3000Ω、最大刻度為 75 伏特，若將這兩個伏特計串聯後接在某電器的 A、B兩端，則此組合所能測量的最大電壓為 辛 伏特。 

9.右圖電路中電池無內電阻、R 為可變電阻，則 R= 壬 Ω時電池有最大耗電功率。 

10.若一直導線載有 25 安培的電流，則其在距離 2 公分處產生的磁場大小為  癸 高斯。 

四、計算題（每題 5 分，無解題過程不給分） 

1.右圖中兩電池電動勢分別為 4V 與 1V，R1、R2、R3 的電阻值分別為 5Ω、5 Ω、10 Ω，則流經 R2 的電流為多少安培？ 解： 

 

 

 

 

 

 

 

 

 答：       

2.A、B 兩螺線管均以緊密纏繞的銅線製成，其單位長度內所繞的匝數比為 4：1，已知兩螺線管的長度比為 2：1、管截面半徑比為 3：1，若在兩端施加 1：2 的電壓，則 A、B 兩管內磁場的強度比值為何？ 解： 

 

 

 

 

 

 

 

 

 答：       

私立僑泰中學 95 學年度下學期期末考「物質科學物理篇」答案卷 

班級：高二    座號：    姓名：       

一一一一、、、、單選題單選題單選題單選題（（（（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2222 分分分分））））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二二二二、、、、複選題複選題複選題複選題（（（（每個選項每個選項每個選項每個選項 0.80.80.80.8 分分分分，，，，答錯倒扣答錯倒扣答錯倒扣答錯倒扣 0.20.20.20.2 分分分分））））    

1111        2222        3333        4444        

5555        6666        7777        8888        

9999        10101010                        

三三三三、、、、填充題填充題填充題填充題（（（（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3333 分分分分））））    

甲甲甲甲        乙乙乙乙        丙丙丙丙        丁丁丁丁        

戊戊戊戊        己己己己        庚庚庚庚        辛辛辛辛        

壬壬壬壬        癸癸癸癸                        

（（（（繳卷時請繳本張試卷繳卷時請繳本張試卷繳卷時請繳本張試卷繳卷時請繳本張試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