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9 6 學年度上學期期末考「選修物理」試卷 

出題教師：陳冠榮  覆核教師：              適用班級：高三 1、2、3 

一、單選題（每題 2 分） 

(  )1.假設某艘船在靜水中航行時所受的阻力與船速平方成正比，今若使船速加倍，則引擎的功率須增為原先的 (A)1 (B)2 (C)4 (D)6 (E)8 倍。 

(  )2.某單擺的擺角為 53º，若不考慮空氣阻力，則最高點和最低點的繩力之比值為 

(A)3/2 (B)2 (C)4 (D)1/3 (E)1/2。 

(  )3.某彗星繞太陽公轉時近日距與遠日距的比為 1：4，若其在遠日點的動能為 K，則其總力學能為 

(A)2 (B)-2 (C)-4 (D)-16 (E)4 K。 

(  )4.質量 m、速率 v 的 A 球和質量 2m、靜止的 B 球做斜向碰撞後，A 球偏離原方向 127º以一半的速率運動，則 B 球的速率會變為 (A)1/2 (B) 20/185  (C)3/5 (D)4/5 (E) 4/35  v。 

(  )5.質量 m 的子彈射進光滑水平面上質量 4m、可自由移動的木塊，已知射入深度為 d；若將木塊固定在該平面上，並射入相同的子彈一顆，則此子彈深入的距離（未穿透木塊）為 

(A)5/4 (B)10/9 (C)3/2 (D)6/5 (E)5/3 d。（設子彈與木塊間的摩擦力固定） 

(  )6.一飛輪繞通過中心且垂直於輪面之軸做等角加速率轉動，當其轉速由 10r.p.s.增至 30r.p.s.的期間總共轉了 400 圈，則其角加速率為 (A)2π (B)4π (C)6π (D)10π (E)12π 圈／秒 2。 

(  )7.質量各為 2kg 的三質點置於邊長 2m 的正三角形之三頂點，若以通過某頂點之法線為轉軸，則該系統的轉動慣量為 (A)8 (B)16 (C)24 (D)32 (E)40 kg-m2。 

(  )8.某質量 3kg 的質點在 xy 平面上繞原點旋轉，當其位置在（4 米，-2 米）時其速度為（5 米／秒，-12米／秒），則此時其對座標點（1 米，2 米）的角動量大小為 

(A)25 (B)32 (C)48 (D)65 (E)130 kg-m2/s。 

(  )9.右圖密閉容器的上、下截面積之比為 3：4，此時容器內底部的液壓為 P；若將容器倒置，則底部的液壓變為 

(A)3/2 (B)4/3 (C)7/5 (D)9/8 (E)9/7 P。 

(  )10.已知海面上某冰山的比重為 0.93、海水的比重為 1.03，若該冰山露出海面的體積估計為 1000m
3，則其質量約為 (A)10

5 (B)10
8 (C)10

9 (D)10
6 (E)10

7 kg。 

(  )11.某架飛機穩定地水平飛行，已知流過機翼上、下表面的空氣流速分別為 40m/s、30m/s，若機翼的水平截面積為 20m
2、空氣的密度為 1.3kg/m

3，則飛機的總重量約為 

(A)910 (B)750 (C)520 (D)430 (E)250 kgw。（忽略機翼的厚度） 

(  )12.將 M1 克、100℃的水蒸氣與 M2 克、0℃的冰共置於一絕熱容器內，若 M2=4M1，則達熱平衡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何者正確何者正確何者正確？ (A)溫度為 100℃ (B)溫度為 0℃ (C)溫度為 64℃ (D)氣態質量佔 1/9 (E)液態質量佔 1/3。（冰的熔化熱為 80cal/g、水的氣化熱為 540cal/g） 

(  )13.水沸騰後若繼續加熱則溫度不會升高，這是因為 (A)水分子的內能沒增加 (B)水分子的振動能量增加 (C)所供給的熱量成為動能 (D)所供給的能量變成熱輻射 (E)所供給的熱量成為潛能。 

(  )14.一瓶子內裝 8atm、47℃、質量 2 克的氧氣，若因漏氣使其變為 4atm、27℃，則瓶內的氧氣約剩 

(A)0.4 (B)1.1 (C)1.3 (D)1.6 (E)1.7 克。 

(  )15.氧分子在 3atm、127℃時的平均質心動能約為氫分子在 2atm、-23℃時的平均質心動能之 
(A)1.3 (B)2.5 (C)0.5 (D)0.3 (E)2 倍。 

(  )16.兩絕熱容器內裝等壓的同種理想氣體，其中之一體積為 3V、溫度為 150K，另一個體積為 2V、溫度為 450K，若令此二容器相互連通，則達熱平衡時氣體的溫度約為 

(A)300 (B)425 (C)270 (D)205 (E)355 K。 

(  )17.如右圖所示，將線密度為µ1 和µ2 的兩理想彈性繩連起來，兩端固定後令其振盪而形成駐波，若µ1：µ2=4：9，則 L1/L2= 

(A)2 (B)2.25 (C)2.5 (D)2.75 (E)3。 

(  )18.水波槽中有兩同相點波源，兩者產生的水波波長均為 4cm，則中央腹線右方第 3 條節線上任一點至兩波源的距離差為 (A)2 (B)4 (C)6 (D)8 (E)10 cm。 

(  )19.某水波自淺水處傳至深水處，若其入射角為 30º、折射角為 37º，則淺、深兩處的波速之比值為 

(A)1/2 (B)5/8 (C)5/6 (D)4/3 (E)3/4。 

(  )20.如右圖所示，一小球以 37º之入射角射向某水平光滑桌面，撞後以 53º之反射角彈回，則其反彈速率為入射速率的 (A)3/4 (B)2/3 (C)9/16 (D)7/16 (E)4/5 倍。 

(  )21.質量 2kg 的物體靜置在水平桌面上，其和桌面間的動摩擦係數為 0.3；今以 8N 的水平力推物體並使其做等加速度運動，則物體移動 10m 之後其動能為 

(A)25 (B)20 (C)10 (D)5 (E)3 J。（g=10m/s
2） 

(  )22.如右圖所示，半徑 0.2m 的飛輪裝在無摩擦的轉軸上，飛輪之轉動慣量為 10kg-m
2，其邊緣纏繞一繩；若以 50N 的定力拉繩子，則飛輪的角加速率為 

(A)0.1 (B)0.2 (C)0.5 (D)1 (E)5 rad/s
2。 

(  )23.管徑 1cm 的澆花水管接一個有 20孔、孔徑 0.1cm 的噴水器，若水在水管中的流速為 1m/s，則水離開噴水器時的流速為 (A)5 (B)10 (C)20 (D)40 (E)100 m/s。 

(  )24.如右圖所示，將一方形空玻璃杯杯口朝下後用手垂直壓入水面下，直至內外水面差 10cm；若杯子的截面積為 50cm
2、重量為 200gw、不計杯內空氣重量及體積變化，則人須向下出力 

(A)100 (B)200 (C)300 (D)400 (E)500 gw。 

(  )25.質量 100 克的量熱器內盛 50 克、20℃的冷水，將 50 克、100℃的鐵塊投入後最後溫度為 25℃，若鐵的比熱為 0.1 卡／克-℃，則量熱器的平均比熱為 
(A)0.06 (B)0.111 (C)11.1 (D)0.2 (E)0.25 卡／克-℃。 

(  )26.右圖所示為定容氣體溫度計，已知 1atm、25℃時 b、c 兩管的水銀液面皆和 s等高。今將燒瓶放進-20℃的液體中，並保持 b 管的水銀面仍在 s 處，則 c 管的水銀面會和 b 管差 (A)9.7 (B)10.3 (C)10.8 (D)11.1 (E)11.5 公分。 

(  )27.A 容器體積 V，內裝溫度 T、壓力 P 的理想氣體；B 容器體積 2V，內裝溫度 3T、壓力 2P 的理想氣體。今以細管將 A、B 連接，若不發生化學變化，則平衡後容器內的壓力為 (A)4/3 (B)5/4 (C)5/3 (D)7/5 (E)7/4 P。 

(  )28.某開口容器之容積不因溫度而改變，其內貯存 27℃、1atm 的氣體，若欲利用加熱將其內 1/5 的氣體驅出容器外，則容器應加熱至 (A)102 (B)127 (C)87 (D)60 (E)200 ℃。 

(  )29.將長 0.25 公尺、線密度 0.01 公斤／公尺的某弦線之一端固定，另一端以質量可忽略的小環套在光滑細棒上，靜止時弦與細棒垂直；若某時刻弦振動的基頻為 50赫，則此時弦上的張力為 

(A)500 (B)400 (C)100 (D)25 (E)10 牛頓。 

(  )30.右圖中實線為 t=0 秒時某向右傳遞的行進波之波形、虛線為 t=0.5 秒時的波形，若該行進波的週期為 T，且 0.2 秒<T<0.3 秒，則其波速為 

(A)26 (B)18 (C)15 (D)10 (E)6 公尺／秒。 

二、複選題（每題 4 分，每個選項扣 1.5 分，錯 3 個以上該題零分） 

(  )1.一繞地做圓周運動的人造衛星原有動能 K，當其受阻力而使力學能減少 K 後仍做圓周運動，此時衛星



之 (A)動能變 2 倍 (B)加速率變 4 倍 (C)週期變 1/8 倍 (D)速率不變 (E)軌道半徑變 1/4 倍。 

(  )2.已知 A、B 兩質點發生正向碰撞，撞後兩者皆朝 A 原先運動的方向運動，則下列推論何者正確何者正確何者正確何者正確？ 

(A)碰撞前 A 的動量大小必大於 B (B)碰撞前後動能守恆 (C)碰撞前後動量守恆 (D)A 的質量必大於 B (E)恢復係數必小於 1。 

(  )3.右圖所示為質量 m 克的某物體受熱時溫度變化的曲線，則下列關於該物體的敘述何者不正確何者不正確何者不正確何者不正確？ (A)未加熱前為-10℃的固體 (B)吸熱 20 卡後變成 20℃的液體 (C)熔化熱大於氣化熱 (D)固態比熱大於液態比熱 
(E)固態比熱為 m-1 卡／克-℃。 

(  )4.長 L 的細繩一端繫一小球，手握另一端使小球做鉛直圓周運動，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何者正確何者正確何者正確？ 

(A)最低點的最小速率為 gL  (B)切線加速率可能為零 (C)加速度=向心加速度 (D)最高點與最低點的合力大小相等 (E)小球上升過程繩力漸小、下降過程繩力漸大。 

(  )5.某做等角加速度轉動的物體在第 3 秒內的角位移為 14rad、第 5 秒內的角位移為 22rad，則 

(A)初角速度為 4rad/s (B)角加速度為 4rad/s2 (C)前 2 秒的角位移為 16rad (D)第 8 秒內的角位移為
34rad (E)前 4 秒的平均角速率為 12rad/s。 

(  )6.下列有關流體的敘述何者正確何者正確何者正確何者正確？ (A)表面張力會使液體的體積達到最大值 (B)同一種液體的溫度愈低表面張力愈大 (C)荷葉上之水珠呈球形是因附著力大於內聚力 (D)將同一支毛細管插入不同種類的液體後液面的升降高度亦不同 (E)毛細管內液面的升降高度和重力有關。 

(  )7.下列有關熱的敘述何者何者何者何者錯誤錯誤錯誤錯誤？ (A)甲、乙接觸後若淨熱量由甲流向乙，則甲有較多的熱量 (B)熱傳導與熱對流均需介質 (C)物體放出熱能後溫度未必下降 (D)熱輻射只由高溫物體傳向低溫物體 (E)力學能和熱能均可以百分之百互相轉換。 

(  )8.甲、乙、丙三物體之質量分別為 20g、50g、100g，三者輪流受相同熱源加熱後，其溫度與時間的關係圖如右；若三者每分鐘吸收的熱量相等，則 (A)熱容量之比為 1：2：4 (B)比熱之比為 5：4：4 (C)加熱相同時間後溫度變化之比為 4：2：1 
(D)溫度變化相同時加熱時間之比為 1：2：4 (E)熱傳導係數之比為 1：2：4。 

(  )9.某定容積的密閉容器裝 1莫耳的單原子理想氣體，若其溫度由 200K 升至 600K，則下列關於該氣體的敘述何者有誤何者有誤何者有誤何者有誤？ (A)平均動能變為 3 倍 (B)壓力變為 3 倍 (C)方均根速率變為 3 倍 (D)密度變為 3倍 (E)總動量變為 3 倍。 

(  )10.若在某兩端固定的弦上產生駐波，則 (A)其成份波之頻率、振幅、波長、波速均相同，但行進方向相反 (B)相鄰兩波腹的距離等於波長 (C)弦長必為波長的整數倍 (D)除了波節之外，其餘各點的振動頻率皆不同 (E)波節的數目與波腹的數目必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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