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立僑泰中學 97 學年度下學期二月考（畢業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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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有關「電洞」的敘述何者正確？ (A)電洞是電子離開後之電中性空位 (B)電洞是往負極移動的正離子 
(C)電洞是電子離開後之空位，其行為有如正電荷 (D)是帶正電的質子 (E)是帶正電的電子。   

2.在金屬導體內，價電子所受的束縛力非常微弱，所以幾乎可以在原子間的空隙中自由行動，這類電子稱為 

(A)束縛電子 (B)內層電子 (C)自由電子 (D)電洞電子 (E)游離電子。       

3.在純矽的晶體內摻入 5A 族的元素而形成的半導體稱為 (A)p 型半導體 (B)n 型半導體 (C)p－n 型半導體 
(D)n－p 型半導體 (E)PNP 型半導體。     

4.右圖(一)的電路中，D1 和 D2 為兩個相同的二極體、R 為一電阻。已知二極體的「電流-電壓」特性曲線如右圖(二)所示，今測得 R兩端的電壓為 4V。若電池的電壓為 5V，則 R 的耗電功率約為 

(A)1 (B)2 (C)4 (D)8 (E)16 mW。     

5.下列何者不是電晶體的特性？ 

(A)內有真空區 (B)耗電功率小 (C)操作時不生高熱 (D)通電後瞬時可操作 (E)體積小。    

6.雙極性接面電晶體之三極區中最薄的一層是 (A)基極 (B)射極 (C)集極 (D)一樣 (E)以上皆可。  

7.目前的積體電路中最主要的電子元件為 (A)BJT (B)JFET (C)MOSFET (D)LED (E)LCD。   

8.下列有關「光子」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光子的動量和能量成正比 (B)光子是一種電磁量子 (C)光子不帶電 (D)光子可以任意產生或消滅 (E)光子的波長愈短能量愈低。        

9.一個 100 瓦特的燈泡發射波長為 5000 埃的單色光，若其功率的 2％變為光能，則此燈泡每秒所射出的光子數約為 (A)5×10
10 (B)5×10

15 (C)5×10
18 (D)5×10

20 (E)5×10
23 個。       

10.某離子束穿越一磁場與電場互相垂直的空間，已知離子的入射方向與兩場互相垂直，且磁場及電場強度分別為 B 及 E 時離子運動的軌跡為直線。若離子束穿過兩場後再垂直進入另一強度為 B'的磁場，此時測得迴轉半徑為 r，則該離子的荷質比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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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已知鉀的功函數為 2.1eV，若以波長為 400nm 的紫光照射鉀金屬的表面，則產生的光電子之最大動能為 

(A)0.5 (B)0.8 (C)1.0 (D)1.2 (E)1.5 eV。            

12.下列關於「光子」的描述何者正確？ 

(A)電磁波的能量密度只與光子的密度成正比，與電磁波的波長無關 (B)光的干涉現象必須有許多光子同時存在才能發生 (C)在康卜頓效應中光子將所有能量傳給電子 (D)光子易於產生也易於消滅，但在產生及消滅的過程中必須遵守能量及動量守恆定律 (E)光子的動量與波長成正比。      

13.波長λA 的 X 光照射石墨時在與入射方向成θA 角的方向可測得波長為(λA＋ΔλA)的散射波，改用波長λB 的 X光時波長(λB＋ΔλB)的散射波出現在θB 的方向，則ΔλA/Δλ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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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 300K 的溫度下，質量為 m 的氣體分子所對應的物質波波長為（卜朗克常數為 h，波茲曼常數為 k）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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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k3

h 。       

15.波長為 h／mc 的單色光與靜止的自由電子作彈性碰撞，已知碰撞後電子具有最大動量。若散射光子的波長為λ1、電子的物質波波長為λ2，則λ1/λ2= (A)1 (B)1/2 (C)2 (D)4 (E)5。      

16.下列諸圖為α粒子經過原子核附近時被散射的軌跡示意圖，何者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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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若入射速率為 v 的α粒子與金（原子序 79）原子核的最近距離為 r0，則具有相同入射速率的氘核撞擊銀（原子序 47）原子核時的最近距離約為 (A)0.6 (B)12 (C)1.5 (D)1.8 (E)2 r0。     

18.在α粒子的散射實驗中，最靠近原子核的α粒子之散射方向為 

(A)30° (B)90° (C)120° (D)150° (E)180°。            

19.已知要使基態氫原子游離可用的最長光波波長為 913 埃的紫外光，則氫原子的來曼系光譜之波長可用下列何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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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在氫原子光譜中，巴耳麥系的最短波長與最長波長之比為 

(A)1：3 (B)3：5 (C)5：9 (D)9：11 (E)5：7。           

21.下列哪個陳述不能用波耳氫原子理論解釋？ (A)氫的游離能 (B)多電子原子的光譜 (C)氫原子的光譜 
(D)類氫原子如 He

+及 Li
2+的光譜 (E)氫原子的能階。          

22.在氫原子的能階公式 En= -
2n

613. （電子伏特）中，係數 13.6等於
2

422

h

emk2π 。設有一種粒子，其質量為電子的 200倍、帶電量與電子相同，若以此種粒子取代氫原子中的電子，則在基態時其能量為 

(A)-5.44×10
3 (B)-1.36×10

3 (C)-2.72×10
3 (D)-13.6 (E)-6.08×10

2 eV。       

23.以某頻率之電磁波照射氫原子時恰可使處於基態的氫原子游離，今以相同頻率之電磁波照射處於激發態之



鋰離子 Li
2+時發現亦可將其游離，但較低頻率的電磁波卻無法使其游離，由此可知該鋰離子原本處於量子數為 (A)2 (B)3 (C)4 (D)6 (E)9 的狀態。           

24.法朗克－赫茲關於「汞原子之電子激發」的實驗結果直接證實了 (A)粒子的波動性 (B)波動的粒子性 (C)原子之穩定態的存在 (D)拉塞褔原子模型的正確性 (E)原子核的存在。       

25.下列何能量的電子撞擊基態的氫原子後可以產生巴耳麥系的 Hβ譜線？ 

(A)2.55 (B)4.5 (C)6.8 (D)12 (E)13.2 eV。           

26.以α粒子 He4

2 撞擊氮原子核 N14

7 時，其核反應可用下式表示： NHe 14

7

4

2 ＋ →O＋p（p 表質子），則產生的氧原子核 O 是下列何者？ (A) O15

8  (B) O16

8  (C) O17

8  (D) O18

8  (E) O19

8 。       

27.某放射性元素第一天衰變 1000 個原子、第二天衰變 900 個原子，則最初未衰變時之總原子數為 

(A)10000 (B)50000 (C)3800 (D)7600 (E)1900 個。          

28. 241

94 Pu 可發生如下的連續衰變： 241

94 Pu →
β

Am →α
Np →α

Pa，則 Pa核種中的中子數目為 

(A)140 (B)141 (C)142 (D)143 (E)144。            

29.核反應進行的過程會遵守 

(A)原子不滅 (B)能量不滅 (C)粒子數不滅 (D)質量不滅 (E)電荷不滅 定律。     

30.同位素不能用化學方法加以區分的原因是 (A)原子核外之電子數不同 (B)原子核內之質量數不同 (C)原子核外最外層之電子數相同 (D)原子核內之中子數不同 (E)原子核內之質子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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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溫度升高時金屬導體的電阻會增加 (B)溫度上升時半導體的電阻會下降 (C)P 型半導體的主要載子是電洞 (D)N 型半導體中電洞的濃度會隨溫度升高而減少 (E)N 型半導體為帶負電的材料。   

2.下列關於「半導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電洞的運動方向和價電子的運動方向相同 (B)電洞和自由電子同樣承擔半導體內的導電工作 (C)在純矽晶體內，電洞和自由電子的數目相同 (D)在 n 型半導體中，自由電子的數目遠大於電洞的數目 (E)在 p 型半導體中，自由電子擔任主要的導電任務。   

3.下列有關電晶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有放大訊號的功能 (B)可作為電子開關 (C)可以使交流電變直流電 (D)在 E-B 接面施加順向偏壓便可使電晶體呈通路狀態 (E)BJT 和 FET 的差異在於 BJT 為一以電壓控制電流的元件，而 FET 為一以電流控制電流的元件。         

4.哪些光電效應的現象不能用「光波」而必須用「光子」來說明？ (A)光電流之強度與入射光強度成正比 (B)入射光之波長較某一定值為小時極弱之光也能產生光電子 (C)入射光之波長愈短光電子的動能愈大 (D)若欲產生光電子，則入射光的頻率必須超過某一定值 (E)光電子的動能和入射光強度無關。  

5.不同溫度下的黑體輻射強度與波長的關係圖如右所示，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圖形與黑體的材料無關 (B)當黑體的平衡溫度相同時，輻射能量強度的分佈相同 (C)T1>T2>T3 (D)T1：T2：T3=λ1：λ2：λ3 (E)黑體輻射的光譜中，最大能量強度的頻率隨溫度的升高而下降。       

6.拉塞福之α粒子散射實驗所得的結論包括 

(A)原子呈電中性 (B)正電荷及大部份的質量集中在半徑約為 10
-10米的區域（原子核）內 (C)原子就像小型的太陽系，電子與原子核之間以距離平方反比的萬有引力互相作用 (D)α粒子與原子核之間的作用力是庫倫排斥力 (E)散射角大於 60°者佔很小比例。          

7.某原子的能階示意圖如右所適，若以能量為 2.5eV 的電子激發處於基態的原子，則當此原子躍遷回基態時可能放出的光波長為 

(A)8860 (B)5390 (C)4310 (D)3100 (E)2800 埃。     

8.下列哪些敘述是波耳針對氫原子模型提出的假設？ 

(A)原子核所帶的正電量量值等於原子內所有電子之負電量的總和 (B)電子穩定存在的軌道是不連續的 
(C)電子在穩定態時的角動量等於 h／2π的整數倍 (D)電子由一個穩定態躍遷至另一個穩定態時才會釋放出電磁輻射 (E)電子繞原子核運行時類似行星繞太陽運行。        

9. Po218

84 在放射 1 個β粒子、2 個α粒子、1 個β粒子後變成元素 E1，而 E1 在放射 1 個β粒子、1 個α粒子、1 個β粒子後變為穩定的元素 E2，則 (A)E2 是 E1 的同位素 (B)E2 不是 E1 的同位素 (C)E1 的質量數為 210 (D)E1的質量數為 212 (E)E2 的質量數為 206。            

10.下列關於α、β和γ衰變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三種射線垂直射入某均勻磁場中時，α、β將作反向的圓周運動，γ則不偏折 (B)三種射線垂直電力線射入某均勻電場中時，α、β作反向的拋物線運動，γ則不偏折 (C) α衰變後原子序少 2、質量數少 4 (D) β衰變後原子序不變、質量數加 1 (E)原子核不可能同時放出α、β和γ三種射線。     

請將答案劃記在電腦卡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