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96 學年度上學期期末考「物質科學物理篇」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二 1、2、3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 

(  )1.一圓盤自靜止以等角加速度 4rad/s2 開始轉動 5 秒，接著改以等角加速度-1rad/s2 減速至停止，則圓盤全程的角位移為 (A)250 (B)400 (C)500 (D)20 (E)100 rad。 

(  )2.兩質點 mA=2kg 和 mB=1kg 分別在距輪盤中心軸 0.4m 和 0.6m 處轉動，若輪盤的角位置θ與時間 t 的關係為θ=2+6t+t2，則 2 秒末兩質點的總角動量為 (A)1.4 (B)20 (C)6.8 (D)2.2 (E)22 kg-m2/s。 

(  )3.右圖所示為一飛輪傳動系統，已知各輪轉軸固定且相互平行、甲乙兩輪同軸且無相對轉動。若甲、乙、丙、丁四飛輪的半徑比為 4：2：3：1，且傳動帶在各輪轉動時不打滑，則丙、丁兩輪之輪緣切線速率的比值為 

(A)1/3 (B)3 (C)4/3 (D)2/3 (E)1/2。 

(  )4.將一木塊分別投入 A、B 兩液體，結果露出液面的體積分別為木塊體積的 1/4和 1/3，則 A、B 兩液體之密度比為 (A)3/4 (B)8/9 (C)4/3 (D)12 (E)7/12。 

(  )5.右圖為一油壓機示意圖，大、小活塞半徑比為 3：2。將某重物置於大活塞時，施力 F 於小活塞上可達平衡；若將該重物改置於小活塞上，則平衡時須在大活塞上施力 (A)9/4 (B)3/2 (C)1 (D)81/16 (E)27/8 F。 

(  )6.一正立的 U 形管中盛有水銀，若在其右臂注入 27.2 公分高的純水，則左臂的水銀面會自原來的液面上升 (A)0.5 (B)1 (C)2 (D)13.6 (E)0.25 公分。（水銀比重為 13.6） 

(  )7.水銀溫度計在 0℃之冰水中的水銀柱長度為 5cm、在 100℃之沸水中的長度為 30cm，若用它浸入某液體中時長度為 9cm，則此液體的溫度為 (A)5 (B)9 (C)36 (D)16 (E)64 ℃。 

(  )8.40℃的水 50 公克與 80℃的水 100 公克混合後之平衡溫度為 60℃，則此混合過程有 

(A)1000 (B)2800 (C)6000 (D)3000 (E)0 卡的熱量散失。 

(  )9.一電熱水爐的耗電功率為 4200 瓦，若熱水流量為每秒 40 立方厘米，則熱水的溫度會比自來水的溫度高出 (A)15 (B)20 (C)25 (D)30 (E)35 ℃。（熱功當量值為 4.2J/cal） 

(  )10.將-10℃、10 公克的冰塊加熱成 100℃的水蒸氣需要 (A)1100 (B)5400 (C)8800 (D)6250 (E)7250 卡的熱量。（冰的比熱為 0.5cal/g-℃、熔化熱為 80cal/g、水的氣化熱為 540cal/g） 

二、複選題（每題 4 分，每個選項扣 1.5 分，錯三個以上該題 0 分） 

(  )1.一飛輪作等角速度運動，則其上任一點 (A)有相同的切線加速率 (B)法線加速度為一變量 (C)瞬時加速度為一變量 (D)切線速率為一定值 (E)法線加速率與時間無關。 

(  )2.如右圖所示，質量比為 1：2 的 A、B 以等長的兩輕繩連接後，使其共繞 O 點作等速率圓周運動，則兩者之 (A)角速率之比為 1：2 (B)切線速率之比為 1：2 (C)動量大小之比為 1：2 (D)對 O 點角動量之比為 1：2 (E)向心加速率之比為 1：2。 

(  )3.某行星繞太陽作橢圓軌道運行，其在近日點與遠日點離太陽的距離比為 1：4。設該行星只受太陽的引力作用且可視為質點，則其在近日點與遠日點之 (A)角動量大小之比為 1：1 (B)角速率之比為 4：1 
(C)動能之比為 4：1 (D)法線加速率之比為 16：1 (E)切線加速率之比為 4：1。 

(  )4.下列關於「靜止液體內之壓力」的敘述何者有誤？ (A)連通管內液面等高 (B)壓力是向上的 (C)距液面等深處的壓力均相等 (D)壓力與物體表面垂直 (E)任兩點的壓力差與距離成正比。 

(  )5.下列有關「理想穩流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無粘滯性，故不因內部的摩擦而消耗能量 (B)流線上每一點的速度為定值 (C)流線上每一點的壓力為定值 (D)不會產生漩渦 (E)不可壓縮，即流體密度保持定值。 

(  )6.下列有關「表面張力」的敘述何者有誤？ 

(A)表面張力是分子內聚力產生的 (B)表面張力是異種分子之間的作用力 (C)液體溫度變低時表面張力會變小 (D)表面張力可用 J/m2 作單位 (E)繞地球的太空梭內部之液體沒有表面張力。 

(  )7.下列有關「熱膨脹」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水銀溫度計置於火焰中時，水銀柱先伸長再縮短 (B)膨脹係數均無單位 (C)容器內液體的視膨脹量大於實際的膨脹量 (D)空心鐵球的膨脹係數大於實心鐵球 (E)若溫度計內的液體與玻璃管的膨脹係數相同，則無論升溫或降溫所測得的溫度均不變。 

(  )8.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物質在「三相點」時三態可共存而平衡 (B)加熱物質使其溫度上升時會改變分子熱運動的動能 (C)加熱物質使其產生相變時會改變分子間的位能 (D)對水而言，壓力增大時其沸點上升 (E)液體的沸點高低和外界的壓力無關。 

(  )9.甲、乙兩物從同一溫度開始加熱，設兩者在單位時間內所吸收的熱量均相同。若其溫度 T 與加熱時間 t 的關係如右圖所示，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的質量較乙小 (B)甲的熱容量較乙大 (C)甲的比熱較乙小 (D)升高相同溫度時乙需加熱較長的時間 (E)受熱時間相同時甲的溫度較高，故甲吸收較多的熱量。 

(  )10.設 M1 公克、0℃的冰和 M2 公克、100℃的水蒸氣混合後末溫為 T，令 M1/M2=x，則 

(A)x=1 時 T=100℃ (B)x=3 時 T=90℃ (C)x=4 時 T=64℃ (D)x=9 時 T=15℃ (E)x=12 時 T=0℃。（冰的熔化熱為 80cal/g、水的氣化熱為 540cal/g） 

三、填充題（每題 3 分） 

1.一飛輪原先以角速度 120r.p.m.轉動，若軸承的固定摩擦使其在 5 分鐘後停止轉動，則此段時間內飛輪轉了  甲 圈。 

2.右圖為某質點的運動情況，已知 r=20m、p=5kg-m/s、θ=53°，則質點對 O 的角動量大小為  乙 kg-m
2
/s。 

3.一半徑 50cm 的車輪在水平地面上以 l00cm/s 的速率做純滾動，則距輪心 40cm 處的輪上某點的最大瞬時速率為 丙 cm/s。 

4.如右圖所示，從水龍頭平順流出的水柱之截面積會隨落下的高度而減小。已知截面積
A'=1cm

2、A=0.25cm
2、h=75cm，則水龍頭的流量為 丁 cm

3
/s。（g=10m/s

2） 

5.某昆蟲有三對腳，已知每隻腳長 2.5 公分，若該昆蟲欲在水面上行走而不致下沉，則其體重最大可為 戊 公克重。（水的表面張力為 0.073牛頓／公尺，g=10m/s
2） 

6.右圖中 100 公克的 A 物體掛在槓桿的左端、300 公克的 B 物體掛在右端並浸入密度為
5g/cm

3 的液體中，若槓桿可以保持平衡狀態，且不計槓桿質量，則 B 的密度應為  己 g/cm
3。 

7.已知大氣壓力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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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公分。若將該溫度計放在溫度為 5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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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比閉管端水銀面高 庚 公分。 

8.由 10℃、長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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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兩鋼軌間預留的空隙應為 辛 cm。（四捨五入至小數以下第二位，鋼之線膨脹係數α=1.1×10
-5℃-1） 



 

9.對一質量為 500 克、比熱為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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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所示，則此物質在液態時的比熱為 壬 卡／克-℃。 

10.A、B、C三金屬桿在 0℃時各長 30 公分，當其溫度升至 100℃時三者伸長量各為 0.075 公分、0.05 公分及 0.07 公分。若 C 是由 A、B 兩種材料各一段相接而成，則 C複合桿中 A、B 兩種材質的長度比值為 癸 。 

四、計算題（無解題過程不給分） 

1.一質點在半徑為 0.5 公尺的圓周上運動，若某瞬間其角速率為 3rad/s、角加速率為 12rad/s
2，則此時其加速度的大小為何？（3 分） 解： 

 

 

 

 

 

 

 答：       

2.若欲從滅火器噴出密度 1.2g/cm3、速率 20m/s 的液體，且外界的氣壓為 1atm，則滅火器內部的壓力應為多少
atm？（四捨五入至小數以下第一位）（3 分） 解： 

 

 

 

 

 

 

 答：       

3.已知冰的熔化熱為 80 卡／克、水的汽化熱為 540 卡／克。今將質量 10 克、100℃的水蒸氣和質量 50 克、0℃的冰塊混合，則其末溫為多少℃？（假設無熱能散失）。（4 分） 解： 

 

 

 

 

 

 

 答：       

私立僑泰中學 96 學年度上學期期末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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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分分分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二二二二、、、、複選題複選題複選題複選題（（（（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4 分分分分，，，，每個選項扣每個選項扣每個選項扣每個選項扣 1.5 分分分分，，，，錯三個以上該題錯三個以上該題錯三個以上該題錯三個以上該題 0 分分分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三三三三、、、、填充題填充題填充題填充題（（（（每題每題每題每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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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