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96 學年度上學期二月考「選修物理」試卷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三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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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一質點做直線運動時位置 x 和時間 t 的關係為 x(t)=t2-4t+3（M.K.S.制），則當其行至 x=3 時速度為 

(A)-2 (B)0 (C)2 (D)4 (E)8 m/s。 

(  )2.B 車追趕前方 30 公尺處的 A 車，已知兩車的 v-t 圖如右所示，則兩車最接近的距離為 (A)0 (B)5 (C)8 (D)14 (E)16 公尺。 

(  )3.某氣球正以等速度 5m/s 上升，當其離地面 100m 時由底部靜止釋放一石塊，則
2 秒後該石塊離氣球底部 (A)10 (B)20 (C)30 (D)40 (E)80 m。(g=10m/s2) 

(  )4.一質點在平面上運動，其位置向量與時間的關係為 ĵt2ît3)t(r 2+=
r （M.K.S.制），則前 2 秒該質點的平均速度大小為 (A)1 (B)2 (C)3 (D)4 (E)5 m/s。 

(  )5.一物體以初速 40m/s 做水平拋體，則 3 秒後其切線加速度的大小為 

(A)6 (B)8 (C)10 (D)24 (E)30 m/s2。(g=10m/s2) 

(  )6.一球以仰角 53º射出，當其擊中前方 12m 遠的牆壁時撞擊點離地高度為 11m，則球的初速為 

(A)10 (B)20 (C)30 (D)35 (E)40。(g=10m/s2) 

(  )7.如右圖所示，長 15cm、彈力常數為 100N/m 的彈簧一端懸於天花板，另一端掛質量
2kg 的重錘，當系統達平衡時彈簧全長 30cm，則平板與重錘之間的作用力為 

(A)5 (B)10 (C)15 (D)20 (E)25 N。(g=10m/s2) 

(  )8.父子兩人用一根長 3m、重 10kgw 的均勻長棒合扛一隻重 90kgw 的野豬，若懸吊點離父親 1m，則父子兩人的負重比為 (A)4:3 (B)8:5 (C)13:7 (D)9:4 (E)11:8。 

(  )9.如右圖所示，將長 9cm、寬 2cm、高 2cm 的均勻積木堆高，若每塊積木均外露 2cm，則最多可疊幾塊而不傾倒？ (A)2 (B)3 (C)4 (D)5 (E)6。 

(  )10.如右圖所示，重量同為 W 的 A、B、C 三木塊堆在一起，若施水平力 F 將 C 抽出時 A、B 保持靜止，且 A、C 間和 B、C 間的靜摩擦係數分別為µ和 2µ，則 F 的最小值為 (A)µW 
(B)2µW (C)3µW (D)4µW (E)5µW。 

(  )11.一火車自靜止做等加速度運動，若其前 4 秒的位移為 60m，則其內天花板懸吊重錘的繩子與鉛直線的夾角為 (A)30º (B)37º (C)45º (D)53º (E)60º。(g=10m/s
2
) 

(  )12.如右圖所示，A 重 3W、B 重 2W，若忽略繩及滑輪的質量，也不考慮任何摩擦力，則釋放後 A 所受的淨力為 (A)2/3 (B)3/4 (C)1/2 (D)1/3 (E)3/5 W。 

(  )13.一物體做振幅 R 的簡諧運動，則其自端點移動 0.5R 與自平衡點移動 0.5R 所需的時間之比值為 (A)1/4 (B)1/2 (C)1 (D)3/4 (E)2。 

(  )14.下列有關等速率圓周運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A)作用力不變 (B)加速度不變 (C)速度不變 (D)法線加速度的大小不變 (E)切線加速度不為零。 

(  )15.一物沿圓軌道等速率下滑，則該物體的哪種物理量不變？ 

(A)水平速度 (B)所受的外力 (C)動量 (D)動能 (E)與軌道間的摩擦力。 

(  )16.某靜止岩石爆裂為 3 塊，其中兩塊質量為 5kg 和 4kg 的裂塊分別以 2m/s 和 6m/s 的速率垂直分開，若

第三塊飛離的速率為 13m/s，則第三塊的質量為 (A)0.5 (B)1 (C)2 (D)4 (E)7 kg。 

(  )17.如右圖所示，一質量 100g 的球以 50cm/s 的速率投向地面，反彈後以相同速率沿圖中所示的路線運動，若球與地面的接觸時間為 0.005 秒，則地面給球的平均作用力為 

(A)10 (B)12 (C)16 (D)20 (E)28 N。 

(  )18.質量 200 公斤、長度 6 公尺的船隻靜止於水中，一質量 50 公斤的人靜立於船頭，若不計水的阻力，則當人自船頭走至船尾時船身移動的距離為 (A)1 (B)1.2 (C)1.5 (D)1.8 (E)2 公尺。 

(  )19.甲、乙兩衛星繞地球做等速率圓周運動，若兩者的週期比值為 T1/T2=27，則兩者的速率比值為 v1/v2= 

(A)1/3 (B)1/2 (C)1 (D)2 (E)3。 

(  )20.若某行星的半徑和平均密度均變為 3 倍，則其表面重力場強度會變為 

(A)1 (B)6 (C)9 (D)3 (E)12 倍。 

(  )21.某彗星以橢圓軌道繞太陽公轉，其遠日點的距離為近日點的 50 倍，若其最接近太陽時的速率為
100km/s，則其離太陽最遠時的速率為 (A)1 (B)2 (C)5 (D)50 (E)5000 km/s。 

(  )22.以 15m/s 的速率水平拋出一物體，若不計空氣阻力，則當其水平位移為鉛直位移的 1.5 倍時，其法線加速度大小為 (A)2 (B)4 (C)6 (D)8 (E)10 m/s
2。(g=10m/s

2
) 

(  )23.某火車自靜止開始沿直線以加速度 3m/s
2 前進一段距離後改以加速度-2m/s

2煞車至停止，若全程花 50秒，則其移動距離為 (A)1250 (B)2500 (C)1500 (D)3500 (E)5000 m。 

(  )24.如右圖所示，重量 W 的均勻圓球放在甲、乙兩光滑平板上，兩板的傾角分別為 37º、53º，則乙板給球的作用力為甲板的 

(A)0.35 (B)0.5 (C)0.6 (D)0.75 (E)4/3 倍。 

(  )25.質量 4kg 的木塊於 5 秒內速度由 ĵ7î3v0 +=
r

m/s 變成 ĵ3î6v +=
r

m/s，則其所受的平均作用力之大小為 (A)4 (B)5 (C)7 (D)9 (E)12 N。 

(  )26.如右圖所示，質量 80kg 的人站在質量 20kg 的平台上，並垂直下拉一滑輪組的繩索，設滑輪及繩索之質量和摩擦力均不計，若欲使平台和人一起以 2m/s
2 的加速率上升，則人須施力 (A)400 (B)500 (C)480 (D)200 (E)800 N。(g=10m/s

2
) 

(  )27.某物體以初速 40m/s、仰角 30º自地面斜拋出去，稍後在空中裂為質量 2:1 的兩碎塊，若質量大者於拋出後 3 秒落地，則此時質量小者的高度為  (A)15 (B)45 (C)20 (D)60 (E)120 公尺。 

(  )28.質量 60kg 的人站在質量 20kg 的台車上，兩者在光滑水平面上以速率 9m/s 向東移動，若某時刻人以對地速率 15m/s 向東跳離台車，則最後台車的對地速度變為 

(A)3m/s 向東 (B)6m/s 向東 (C)0 (D)9m/s 向西 (E)6m/s 向西。 

(  )29.設某星球為密度均勻、半徑 R 的球體，若一物體在其表面的重量為 W，則該物體在離星球表面 2R處的重量為 (A)1 (B)2 (C)3 (D)1/4 (E)1/9 W。 

(  )30.某彗星繞太陽公轉的週期為 27年，且其近日距為 2AU，若其在遠日點的動能為 Ek，則其自遠日點運行至近日點期間太陽對其所做的功為 (A)2 (B)8 (C)15 (D)24 (E)63 Ek。 

二二二二、、、、複選題複選題複選題複選題（（（（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4444 分分分分，，，，每個選項扣每個選項扣每個選項扣每個選項扣 1.51.51.51.5 分分分分，，，，錯錯錯錯 3333 個以上該題零分個以上該題零分個以上該題零分個以上該題零分））））    



(  )1.右圖所示為沿 x軸運動的質點之 v-t 關係圖，若 t=0s 時質點的位置在 x=5m，則 (A)t=4s 時 x=9m (B)t=8s 時 x=12m (C)t=12s 時 x=17m (D)t=2s 時加速度 a=1m/s2 (E)t=5s 時 a=0。 

(  )2.甲、乙兩等質量的石頭自相同高度做水平拋體，並落在平坦的地面上，若甲的初速為乙的一半，且不考慮空氣阻力，則下述何者錯誤？ (A)甲的射程較大 (B)落地時甲的動能較大 (C)落地時兩者的加速度相等 (D)兩者的飛行時間相等 (E)落地時甲的鉛直速度分量較大。 

(  )3.下列何做法無法提高穩定度？ (A)加大物體的底面積 (B)張開雙腳屈膝下蹲 (C)降低物體的重心 
(D)金雞獨立的站姿 (E)拿重棒走鋼索。 

(  )4.如右圖所示，6個質量各為 1 公斤的木塊併排在光滑水平面上，若施推力 F=3kgw 在第 1 塊，則 (A)第 1 塊的加速度為 3m/s2 (B)第 6 塊的加速度為 5m/s2 (C)第 3 塊所受的淨力為 5N (D)第 3 塊給第 4 塊的力為 15N (E)第 6 塊給第 5 塊的力為 10N。(g=10m/s2) 

(  )5.某物體做簡諧運動時位置與時間的關係為 x(t)=4cos(2t)（C.G.S.制），則 (A)振幅為 4cm (B)週期為π秒 (C)最大速率為 8cm/s (D)最大加速率為 16cm/s2 (E)t=0 時恢復力最大。 

(  )6.一物體以初動量 p 在水平面上運動時，因受到動摩擦力 F 的作用而逐漸減速，並於時間 t 之後靜止，則 (A)由 p、F 和 t 可求出物體的質量 (B)由 p、F 和 t 可求出物體的初速 (C)t 與 F 成正比 (D)F與 p無關 (E)t 與 p成正比。 

(  )7.若某人造衛星繞地球做半徑 r 的圓周運動，則該衛星的下列哪些物理量隨 r 的增加而增加？ 

(A)速率 (B)角速率 (C)週期 (D)動能 (E)對地心的角動量。 

(  )8.下列有關簡諧運動之敘述何者正確？ (A)合力最大時速率最小 (B)加速度大小與位移大小成正比 
(C)平衡點的速率最大 (D)位移為振幅一半時速率亦為最大速率的一半 (E)端點的加速率最大。 

(  )9.如右圖所示，一物體放置在電梯內斜角θ的斜面上，當斜面隨著電梯以加速度 a上升時，該物體始終靜止在斜面上，則下述何者錯誤？ (A)θ固定時，若 a愈大則斜面給物體的正向力愈大 (B)θ固定時，若 a愈小則斜面給物體的摩擦力愈大 (C)a 固定時，若θ愈大則斜面給物體的正向力愈小 (D)a 固定時，若θ愈大則斜面給物體的摩擦力愈大 (E)斜面給物體的力必垂直斜面。 

(  )10.若太空中一對雙星只靠彼此的重力做圓周運動，沒有受到其它的外力，則兩者下列何物理量的大小必相等？ (A)動量 (B)速度 (C)週期 (D)軌道半徑 (E)動能。 

私立僑泰中學 96 學年度上學期二月考「選修物理」答案卷 

班級：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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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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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複選題複選題複選題複選題（（（（每個選項扣每個選項扣每個選項扣每個選項扣 1.5 分分分分，，，，錯錯錯錯 3 個以上該題零分個以上該題零分個以上該題零分個以上該題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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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卷繳卷繳卷繳卷時請繳本張試卷時請繳本張試卷時請繳本張試卷時請繳本張試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