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9 6 學年度下學期「選修物理」畢業考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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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 

(  )1.如下圖所示，某繩上的脈動波沿正 x 方向行進，則繩上任一質點之位移 y 與時間 t 的關係為          (A)      (B)      (C)      (D) 

 

 

 

(  )2.將長 0.5 米的弦之兩端固定，並將其置於一端封閉、長 1 米的閉管之管口附近。若弦振動時可使管中的氣柱形成駐波，且兩者皆為基音，則弦上橫波的波速為聲波的 

(A)1 (B)0.5 (C)0.25 (D)3 (E)4 倍。 

(  )3.右圖所示為一連續週期波，若此波之週期為 2s，則此波之波速為 

(A)10 (B)20 (C)30 (D)40 (E)50 cm/s。 

(  )4.一彈簧原長 L，則當其全長分別為 3L 和 2L 時的彈簧波之波速比值為 

(A)3/2 (B)2/3 (C)9/4 (D) 3  (E) 2 。 

(  )5.一停靠在路旁的 A 車正鳴著喇叭，當 B 車以等速度從 A 車旁邊駛過時，B 車上的乘客測得 A 車之喇叭頻率在接近及遠離時分別為 740Hz 和 660Hz。若當時的聲速為 350m/s，則 B 車的速率為 

(A)30 (B)25 (C)35 (D)40 (E)20 m/s。 

(  )6.一物體放在凹面鏡前 30cm 處時產生一與物等大的實像，若將物改放在鏡前 40cm 處，則像位於鏡前 

(A)8 (B)10 (C)15 (D)24 (E)30 cm。 

(  )7.長 10cm 的竹箭沿焦距 20cm 的凸面鏡之主軸放置，若其箭頭指向鏡面且離鏡 30cm，則其像的長度為 

(A)2/3 (B)6 (C)20 (D)10 (E)15 cm。 

(  )8.一位身高 200cm 的籃球選手站在某平面鏡前 3m 處，若另一個站在鏡前 1m 處、高 180cm 的人欲看見此選手的全身像，則此平面鏡的最小長度為 (A)10 (B)20 (C)30 (D)40 (E)50 cm。 

(  )9.如右圖所示，某人 A 與寬度 100cm 的平面鏡 M 相距 5m。若一輛汽車 C在離平面鏡 20m 處以速率 5m/s 垂直於 AM 的方向移動，則 A 所見 C 的車頭影像橫過 M 所花的時間為 (A)0.5 (B)1 (C)1.5 (D)2 (E)4 s。 

(  )10.一物置於凹面鏡前 60cm 的主軸上，已知其像在鏡前 12cm 處。若該物以 10cm/s 的速率向鏡面移動 4秒，則這 4 秒內像的平均速率為 (A)2 (B)4 (C)6 (D)8 (E)10 cm/s。 

(  )11.如右圖，一束光射向空氣與水之交界面的 A 點。若水的折射率為 4/3，則該束光行進方向的偏向角為 (A)15° (B)30° (C)45° (D)60° (E)90°。 

(  )12.長 1.1 米的竹竿垂直立於底部平坦的泳池中，超出水面的長度為 0.3 米。今若陽光與水面的夾角為 37°，則泳池底部竿影的長度為 

(A)1.5 (B)1.3 (C)1.1 (D)1 (E)0.7 米。（水的折射率為 4/3） 

(  )13.如圖，一光線垂直射入折射率 2 的三稜鏡之 AB 面，若其在 AC 面可發生全反射，則
φ之最大值為 (A)75 (B)60 (C)53 (D)37 (E)30 度。 

(  )14.某束光線由空氣射入折射率為 4/3 的透明介質，若其反射線與折射線互成直角，則其入射角應為 
(A)53 (B)30 (C)60 (D)37 (E)45 度。 

(  )15.如右圖所示，某束光射入頂角 74°、折射率 4/3 的等腰三稜鏡後其行進方向平行底邊，則其偏向角為 (A)37 (B)45 (C)32 (D)53 (E)74 度。 

(  )16.以波長 6000 埃的紅光和 4000 埃的紫光做雙狹縫干涉實驗，則其所形成之相鄰兩暗紋的間距比值為 

(A)0.5 (B)1.5 (C)1.6 (D)2.2 (E)2/3。 

(  )17.若某雙狹縫干涉實驗之中央亮紋的寬度為 a，則其第二暗紋與中央亮紋中點的距離為 

(A)1.5 (B)2 (C)2.5 (D)3 (E)3.5 a。 

(  )18.以波長 5000 埃的光源垂直照射某單狹縫，已知在狹縫後方 1 公尺處的光屏上可形成寬度 1cm 的中央亮紋，則此狹縫的寬度為 (A)0.25 (B)0.625 (C)0.125 (D)0.1 (E)0.5 mm。 

(  )19.波長 λ1 與 λ2 的兩光源同時照射在一單狹縫上，若 λ1 之第二暗紋恰與 λ2 之第一亮紋中線重疊，則 λ1/λ2= 

(A)2 (B)0.5 (C)0.75 (D)3 (E)1.5。 

(  )20.兩狹縫間距 0.3mm，放在離屏幕 50cm 處，然後將上述裝置放在折射率 2 的液體中。若光源的波長為
6000 埃，則第三及第四暗紋的間距為 (A)0.4 (B)0.8 (C)0.9 (D)1.2 (E)1.5 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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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一脈動沿繩子向右行進，如右圖所示，則此瞬間 

(A)A、F 的運動方向向下 (B)C、D 的運動方向向上 (C)B、E 的瞬時速率為零 
(D)G 的瞬時速率最大 (E)B、E 的瞬時加速率最大。 

(  )2.一脈動由 A 彈簧傳至 B 彈簧，若其在界面處的反射脈動與入射脈動的位移方向相同。則 

(A)波速 vA>vB (B)波長λA>λB (C)頻率 fA=fB (D)線密度 dA>dB (E)重量 wA>wB。 

(  )3.右圖中凹面鏡焦距為 20cm，一光點 O 在鏡前垂直主軸做振幅 1cm 的 S.H.M.。若其平衡點離鏡心 30cm，則 (A)像在鏡前 60cm (B)像的振幅為 2cm (C)像的週期比物小 (D)像做 S.H.M.運動 (E)像與物反向運動。 



(  )4.在焦距 10cm 的凹面鏡前置一物體，若得一放大 2 倍的像，則物距可為 

(A)12 (B)6 (C)18 (D)20 (E)5 cm。 

(  )5.下列關於「面鏡」的敘述何者為真？ (A)若入射光方向不變，則平面鏡轉 θ角時反射光將轉 2θ角 (B)對凹面鏡而言，實物之物距大於焦距時像皆在鏡前 (C)對凹面鏡而言，實物之物距小於焦距時像為縮小虛像 (D)對凸面鏡而言，實物與像必位於鏡的兩側 (E)實物在凹面鏡前必成虛像。 

(  )6.如右圖，一光線以 37°射入一置於空氣中的平行玻璃板，則 

(A)偏向角為 37° (B)入射線與出射線平行 (C)承(B)，其側位移為 10cm (D)若 d變大則側位移變大 (E)若 n變大則側位移變大。 

(  )7.下述何者錯誤？ (A)凹透鏡的像恆在焦點與鏡心之間 (B)凹面鏡所生的實像必為倒立 (C)面鏡或透鏡所成的像皆能顯示在光屏上 (D)物愈靠近凹面鏡時像也愈靠近鏡面且愈小 (E)物愈靠近凸面鏡時像也愈靠近鏡面且愈大。 

(  )8.一物體在凸透鏡前遠方等速度移向透鏡，則下述何者有誤？ (A)實像逐漸變大 (B)虛像逐漸變小 
(C)實像及虛像的運動方向相反 (D)實像做加速度運動 (E)虛像做等速度運動。 

(  )9.以單色光做雙狹縫干涉實驗，則下列關於干涉條紋的敘述何者正確？ 

(A)狹縫與光屏的距離加大時亮紋的亮度降低 (B)狹縫間距縮小時亮紋的間距亦縮小 (C)狹縫寬度減小時亮紋亮度提高 (D)狹縫寬度減小時暗紋間距亦變小 (E)光源波長減小時暗紋間距加大。 

(  )10.下列關於單狹縫繞射的敘述何者錯誤？ (A)亮紋的寬度和光源的強度有關 (B)其它次亮紋的亮度依序為中央亮紋的 1/3、1/5、1/7…… (C)所有次亮紋的寬度均相同 (D)中央亮紋的寬度為其它次亮紋的 2 倍 (E)亮紋的寬度和光源的擺放位置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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