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96 學年度下學期第一月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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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溫同壓下，水氣較多的潮溼空氣與乾燥空氣相比較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潮溼空氣的密度較大 (B)相同體積時乾燥空氣的質量較大 (C)相同體積時潮溼空氣中所含的分子數目較大 (D)空氣潮溼時的大氣壓力較大 (E)相同體積時乾燥空氣所含的分子數目較小。 

(  )2.讓 4 克的氫氣升高 1℃所需的熱量約為 (A)5.9 (B)25 (C)41.2 (D)6.25 (E)9.9 卡。 

(  )3.將長度比 3：1、質量比 1：3 的 A、B 兩弦連成一線，則任何脈波在 A、B 上行進的波速比為 (A)3：1 (B)2：1 (C)1：1 (D)1：2 (E)9：1。 

(  )4.A、B 二揚聲器相距 14 米，若同相播放波長為 12 米的聲波，則在 AB 連線上距 A 若干米處可測得最微弱的聲音？ (A)6 (B)1 (C)4 (D)3 (E)5.5 米。 

(  )5.某一端閉口的竹管共鳴時的第二泛音頻率為 450 赫，若將其改成兩端均開口，則其所發出的第二諧音頻率為 (A)150 (B)120 (C)450 (D)360 (E)750 Hz。 

(  )6.一輛跑車於時間 t=0 秒從靜止狀態起動，並以等加速度沿直線駛向一靜止的聲源，已知空氣中聲速為
350 公尺／秒、靜止聲源發出 500 赫的聲波。若汽車上的乘客在 t=10 秒時聽到的聲波頻率為 600 赫，則汽車的加速率為 (A)1 (B)3 (C)5 (D)7 (E)9 公尺／秒 2。 

(  )7.布朗運動是 (A)只發生在水中花粉的運動 (B)間接證實分子存在的運動 (C)平均動能為零的花粉運動 (D)花粉愈大愈激烈的運動 (E)可預測的跳動。 

(  )8.取溫度 60℃的氦氣 2 莫耳和溫度 30℃的氫氣 x 莫耳充分混合，若此過程無熱量散失，且混合以後的平衡溫度為 35℃，則 x= (A)2 (B)4 (C)6 (D)8 (E)10。 

(  )9.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波由一介質傳至另一介質時波速、波長和頻率皆會改變 (B)電磁波為橫波 
(C)縱波必為力學波 (D)波可以傳遞動量 (E)聲波是縱波。 

(  )10.在「共鳴空氣柱」的實驗中，若共鳴管的長度為 1.5 公尺，且當時的聲速為 336 公尺／秒，則所用音叉的最低頻率為 (A)112 (B)168 (C)336 (D)84 (E)56 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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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圖所示，a、b、c 為定量理想氣體的三個狀態，ρ表密度、T 表絕對溫度，則下列敘述哪些錯誤？ (A)a、b、c 分子平均動能比為 2：2：1 (B)a、b、c壓力比為 4：2：1 (C)a、b、c 體積比為 2：1：1 (D)b 到 c 遵守波以耳定律 (E)a到 b 氣體對外界不作功。 

(  )2.根據分子運動論，下列關於「平衡狀態下的理想氣體」之敘述何者正確？ 

(A)靜止的容器中，分子在各方向的平均動能均相同 (B)氣體分子的總動量與溫度無關 (C)氣體壓力與分子的平均動能成正比 (D)分子的平均動能與絕對溫度成正比 (E)同溫時，氣體分子的方均根速率與分子量的平方根成反比。 

(  )3.下列有關「波之反射與透射」的敘述何者正確？ 

(A)波動由重繩傳至輕繩時，透射波的波速大於反射波的波速 (B)聲波遇牆壁反射是屬於自由端反射 
(C)波動遇到自由端反射時，反射波的波形顛倒、振幅不變 (D)波動由輕繩傳至重繩時，透射波的波

形不顛倒、振幅變小 (E)波動由輕繩傳至重繩時，反射波的波形顛倒、振幅變小。 

(  )4.長 L 的繩子兩端固定後產生駐波，已知繩中間有 3 個節點，若行進波的頻率為 f，則 (A)波長為 L/3 
(B)波速為 fL/2 (C)相鄰腹點間的距離為 L/3 (D)兩固定端為節點 (E)繩上共有 4 個節點。 

(  )5.下列有關「駐波」的敘述何者錯誤？ (A)波形的振幅成週期性振盪 (B)由入射波和反射波干涉所造成的現象 (C)波節數和波腹數相同 (D)波的能量不會向外傳送 (E)波形不會移動。 

(  )6.下列關於「都卜勒效應」的敘述何者錯誤？ (A)只有聲波才會產生此效應 (B)當波源與觀察者之間有相對運動時便會產生 (C)「宇宙膨脹說」的證據之一是此效應 (D)當波源與觀察者遠離時頻率會升高 (E)雷達測速器是此效應的應用。 

(  )7.右圖二曲線表示在絕對溫度 T1 及 T2 時某密閉容器內氣體分子速率的分佈圖，若 a1及 a2 表 其方 均 根 速率 、 b1 及 b2 表其平 均 速率 ， 則  (A)T1>T2  (B)a2>b2>V2 
(C)a1T2=a2T1 (D)V1

2/T1=V2
2/T2 (E)T1 曲線底下之面積=T2 曲線底下之面積。 

(  )8.某定量理想氣體在 V-T（體積－絕對溫度）圖上由狀態 a 經歷圖中所示之過程後又回到狀態 a，已知 ab 平行 cd、ab 之延長線通過原點，則下述何者正確？ 

(A)b→c 為等溫過程但壓力減小 (B)a→b 壓力不變 (C)d→a 為定容過程但壓力增加 (D)c→d 壓力不變 (E)狀態 c 的壓力最小。 

(  )9.A、B 兩正弦波振幅分別為 5cm、7cm，當兩波相向運動而重疊時，其合成波的位移不可能為下列何值？ (A)1 (B)13 (C)4 (D)9 (E)12 cm。 

(  )10.下列有關「駐波」的敘述何者正確？ (A)駐波上各點的振幅相同 (B)駐波的波形固定 (C)腹點在平衡位置時速率最大 (D)駐波沒有能量 (E)駐波上各點的振動頻率相同。 

三、填充題（每題 3 分） 

1.某密閉容器中裝有氦氣，當絕對溫度增為原來的 9倍、容積變為原來的 4倍時，氦氣分子每秒撞擊單位面積器壁的次數為原來的 甲 倍。 

2.若氦氣在低壓下從-73℃升至 127℃，則分子的方均根速率增加 乙 ％。（四捨五入至整數） 

3.一遵守虎克定律的均勻彈性繩原長為 L，若將此彈性繩拉長至 1.2L 的長度並將兩端固定，測得繩上的波速為 V；若將此彈性繩拉長至 1.6L 並將兩端固定，則繩上的波速為 丙 V。 

4.一水波由深水區傳入淺水區，已知入射角為 53º、折射角為 30°。若深水區中的波速為 24cm/s，則淺水區中的波速為 丁 cm/s。 

5.有一兩端開口的空管，朝內吹氣時可發出 400Hz 的基音；若將其一端封閉，則基音的波長變為 戊 公尺。（聲速為 352m/s） 

6.一反射器以 20 公尺／秒的速率接近一個靜止聲源，該聲源發出頻率為 400 赫的聲波。若空氣中的聲速為 340公尺／秒，則在聲源處聽到的反射波頻率為 己 赫。 

7.一 U 形玻璃管之左管封閉、右管開口，今由右管倒入水銀，當兩管液面等高時左管的空氣柱長 20cm，此時氣壓為 75cm-Hg；若再倒入水銀直到左管的空氣柱變為 15cm 長，則左右兩管的液面高度差 庚 cm。 

8.已知 27℃、1atm 時某氣體之體積為 3 公升，則當溫度增為 127℃、壓力變為 4atm 時其體積變為 辛 公升。 

9.一兩端均為開口的直笛長 0.4 公尺，若聲速為 344m/s，則聲波在笛中振動時的基音頻率為 壬 Hz。 

10.甲站在路邊看到警車鳴笛駛過來又呼嘯而去，若他測得笛聲的頻率最小為 420Hz、最大為 560Hz，且當時聲速為 350m/s，則警車車速為 癸 m/s。 



四、計算題（無解題過程不給分） 
1.某瓶子氣壓為 1atm、溫度為 250K，則將此瓶加熱至絕對溫度幾度時可以驅走瓶中原有分子的 1/6？（3 分） 解： 

 

 

 

 

 

 

 

 

 答：       

2.一弦線的一端固定、另一端以一輕環套在細長且光滑的棒上，弦在靜止時與細棒垂直。若弦的長度為 0.5 公尺、質量為 2 公克、振動的基頻為 50 赫，則此弦的張力為多少牛頓？（3 分） 解： 

 

 

 

 

 

 

 

 

 答：       

3.甲、乙兩車靜止時，甲車喇叭聲的頻率為 3f、乙車為 f。今讓甲、乙兩車各以速率 vs背向遠離，若此時甲車司機所聽到的乙車喇叭聲頻率為 0.5f，則乙車司機所聽到的甲車喇叭聲的頻率為 f 的幾倍？（4 分） 解： 

 

 

 

 

 

 

 

 

 答：       

私立僑泰中學 96 學年度下學期第一月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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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