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9 7 學年度下學期一月考「選修物理」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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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將答案劃記在電腦卡上 

一、單選題（每題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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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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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兩者皆為第一泛音，則弦上橫波的波速為聲波的 

(A)9/20 (B)9/40 (C)3/20 (D)3/10 (E)9/10 倍。 

3.一停靠在路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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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Hz 和 660Hz。若當時的聲速為 340m/s，則 B 車的速率為 

(A)30 (B)25 (C)20 (D)15 (E)10 m/s。 

4.一物體放在凹面鏡前 30cm 處時產生一與物等大的實像，若將物改放在鏡前 20cm 處，則像位於鏡前 

(A)15 (B)30 (C)45 (D)60 (E)75 cm。 

5.一物體置於凹面鏡前某處時得一倒立實像，今若固定物體且逐漸加大凹面鏡的曲率半徑，則其像將 

(A)逐漸變小 (B)逐漸變大 (C)逐漸變大後成為正立虛像，且虛像逐漸變小 (D)逐漸變小後成為正立虛像，且虛像逐漸變大 (E)不變。 

6.一位身高 200cm 的籃球選手站在某平面鏡前 3m 處，若另一個站在鏡前 6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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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3 (B)100 (C)90 (D)75 (E)80/3 cm。 

7.將長 6cm 的筆平放在焦距 12cm 的凸透鏡之主軸上，若筆尖指向透鏡且筆端位於離透鏡 24cm 處，則所成之影像為 (A)長 6cm、筆尖向透鏡 (B)長 6cm、筆端向透鏡 (C)長 12cm、筆尖向透鏡 (D)長 12cm、筆端向透鏡 (E)長 24cm、筆尖向透鏡。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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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B)40° (C)60° (D)75° (E)80°。 

9.某束光線由空氣射入折射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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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B)37 (C)45 (D)53 (E)60 度。 

10.若某雙狹縫干涉實驗之中央亮紋的寬度為 a，則其第三暗紋與中央亮紋中點的距離為 

(A)1.5 (B)2.5 (C)3 (D)3.5 (E)4 a。 

11.以波長 5000 埃的光源垂直照射某單狹縫，已知在狹縫後方 1m 處的光屏上可形成寬度 0.8cm 的中央亮紋，則狹縫的寬度為 (A)0.025 (B)0.0625 (C)0.125 (D)0.375 (E)0.49 mm。 

12.邊長為 d 的正三角形之三頂點上分別放置 q、2q、3q 的點電荷，如右圖所示。若將此系統調整成邊長 d/3 的正三角形，則至少需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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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波長λ1 與λ2 的兩光源同時照射在單狹縫上，若λ1 之第一暗紋恰與λ2 之第一亮紋中線重疊，則λ1:λ2= 

(A)3:2 (B)2:1 (C)3:1 (D)1:2 (E)2:3 。 

14.電力線之切線方向為 (A)帶電質點所受之電力的方向 (B)帶負電質點之運動方向 
(C)帶電質點之運動方向 (D)電場方向 (E)帶電質點之加速度的方向。 

15.將一運動中的電子平行射入帶電金屬板之間，則電子的軌跡應為右圖中的哪一條？ 

16.兩半徑比 1:3 的金屬球帶同性電，此時其表面電位分別為 90V 和 30V。若將兩球接觸後再分開至甚遠的距離，則此時小球的表面電位為 (A)15 (B)30 (C)40 (D)45 (E)60 V。 

17.右圖 a、b 間各電阻均為 10Ω，且每個電阻的發熱功率不得超過 10W，則 a、b 兩端可外接的最大安全電壓為 (A)5 (B)10 (C)15 (D)20 (E)25 伏特。 

18.一質子與一α粒子由相距 r 處靜止釋放後因兩者之間的庫侖排斥力而相互遠離，則當兩者相距極遠時質子的速率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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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在邊長為l的正三角形之三頂點處各置一點電荷，如右圖所示，則三角形重心處之電場強度為 (A)KQ/l
2 (B)3KQ/l

2 (C)4KQ/l
2 (D)2KQ/l (E)4KQ/l 。 

20.將一物體置於曲率半徑 20cm 的凹面鏡前 5cm 處，則所成的像為 

(A)正立放大虛像 (B)正立放大實像 (C)倒立縮小虛像 (D)倒立縮小實像 (E)以上皆非。 

21.如右圖之線路，則 AB 間之總電阻 RAB 和 BC 間之總電阻 RBC 之比值 RAB/RBC= 

(A)3/2 (B)3/4 (C)1 (D)1/2 (E)1/3。 

22.兩完全相同的 A、B 金屬球各帶電 qA=2Q、qB=-3Q，當兩者相距 r 時其間的庫侖靜電力之大小為 F。今取另一相同的金屬球 C 與 A 接觸後再與 B 接觸，然後將 C 移至甚遠處，若 A、B 間的距離不變，則其靜電力變為 F 的 (A)1/6 (B)1/5 (C)2/3 (D)3/2 (E)2 倍。 

23.右圖中 R1=1Ω、R2=2Ω、R3=3Ω、R4=4Ω，若經過 P 點的電流為 5A，則 

(A)A、B 間總電阻為 2Ω (B)A、B 間的電位差為 10V (C)流經 R1 的電流為 2A (D)F 點的電位高於 G 點 (E)A、F 間的電位差為 2V。 

24.右圖電路中每個電阻皆為 1歐姆，若 A、B 間的電壓為 2 伏特，則 C、D 間的電流為 
(A)2 (B)1.5 (C)0.5 (D)1/3 (E)0 安培。 

25.一電子以垂直於磁場方向的速度進入一均勻磁場中，此時其圓周運動的軌道半徑為 R。若將入射動能增為



原來的 4 倍，且電子的入射方向不變，則其軌道半徑變為 (A)R/2 (B)R (C)2R (D)3R (E)4R。 

26.將如右之裝置放在方向為指出紙面的均勻磁場中，當鐳衰變時，其放射線會被磁場分成三束，則 (A)γ射線偏向 C (B)α射線偏向 A (C)β射線偏向 C (D)β射線偏向
A (E)所有放射線均集中在 B。 

27.已知 A螺線管長 2 米、半徑 2厘米、載電流 2 安培、單位長度繞 2000匝，B螺線管長
1 米、半徑 1厘米、載電流 1 安培、單位長度繞 1000匝，則 A、B 兩螺線管內部的磁場強度之比為  (A)4:1 (B)2:1 (C)1:1 (D)1:2 (E)1:4。 

28.甲乙兩根磁鐵棒在相距甚遠處自相同高度自由落下，若途中甲穿過一封閉線圈而乙沒有，則甲乙何者先抵達地面？ (A)同時 (B)甲 (C)乙 (D)依磁場強度而定 (E)以上皆非。 

29.如右圖所示，一 U 形軌道無電阻、無摩擦，另一導線 PQ 由靜止開始向左做等加速度運動，若欲維持此運動模式，則其拉力 F 與時間的關係為（磁場 B 大小固定） 

(A)      (B)      (C)      (D)      (E)      。  

 

30.已知某理想變壓器之原線圈的匝數為 600匝，若欲將 120 伏特的電壓降至 6 伏特，則副線圈的匝數應為  (A)1200 (B)300 (C)120 (D)60 (E)30 匝。 

二、多選題（每題４分，每個選項答錯扣 1.5 分，錯 3 個以上不給分） 

31.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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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瞬時速率最大 (D)G的瞬時速率最大 (E)B、E 的瞬時加速率最大。 

32.下列關於「面鏡」的敘述何者有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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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凸面鏡而言，實物與像必位於鏡的兩側 (D)對凹面鏡而言，實物之物距小於焦距時像為縮小虛像 (E)實物在凸面鏡前必成虛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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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經由一小孔觀看極為接近之兩光源，則下述何者正確？ 

(A)孔徑愈小鑑別率愈高 (B)光源的波長愈短鑑別率愈高 (C)光源的間距固定時，鑑別率與光源的大小無關 (D)光源相距愈近時鑑別率愈高 (E)點光源與小孔愈近鑑別率愈高。 

35.下列關於電場與電位的敘述何者正確？ 

(A)電位愈高處電場愈強 (B)電位及電場皆為向量 (C)帶電導體內部的電場為零，故其為一等位體 (D)電力線必與等位面垂直 (E)正電荷在電場內的運動路徑即為電力線。 

36.下列關於帶電金屬球的敘述何者正確？ (A)球內部的電場為零 (B)球內部的電位為零 (C)電力線與球面

垂直 (D)球為一等位體 (E)球內部的電場與表面電場相等。 

37.右圖兩電路為測量電阻時使用，已知安培計、伏特計和待測電阻之電阻值分別為 RA、
RV 和 R，左、右兩電路測得之電阻值分別為 R1、R2，則 

(A)R2=RA+R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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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2>R>R1 (D)右圖適合測高電阻 (E)左圖適合測低電阻。 

38.下列關於稜鏡的敘述何者正確？ 

(A)白光經三稜鏡後，折射率愈小的光偏向角愈小 (B)稜鏡的色散起因於稜鏡中的光速為波長的函數 (C)紅光經稜鏡後的偏向角最大 (D)各色光在稜鏡中所走的路徑相同 (E)紫光在稜鏡中的波速最小。 

39.一帶電質點在一均勻的靜磁場中運動，則下述何者正確？ (A)質點的軌跡必是圓形或螺旋形，不可能為直線 (B)磁場對質點不作功 (C)若軌跡為圓形，則磁力線垂直軌道面 (D)若某時刻質點的運動方向與磁場垂直，則其它任何時刻兩者必垂直 (E)若質點作圓周運動，則其動能與圓軌道的面積成正比。 

40.如右圖，一長直導線通向下的電流，若電流強度與時間的關係為 at（a>0），則其左方之封閉迴圈 (A)受到向左的磁力 (B)有順時針方向的感應電流 (C)無感應電動勢 (D)感應電動勢與時間成正比 (E)所受的合力矩為零。 

請將答案劃記在電腦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