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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題練習題練習題練習題    

◎◎◎◎質子與質子與質子與質子與中子的發現中子的發現中子的發現中子的發現    

1.根據物理史，下列關於電子、中子和原子核三者被發現的先後順序何者正確？ 

(A)電子、中子、原子核 (B)中子、電子、原子核 (C)電子、原子核、中子 (D)原子

核、電子、中子 (E)原子核、中子、電子。♥ 

 

2.已知鈉(Na)的原子序是 11、質量數是 23，則一個中性的鈉原子中的中子數和電子數應

該各多少？ 中子數 (A)11 (B)12 (C)23 (D)34， 

      電子數 (E)11 (F)12 (G)23 (H)34。 

 

 

3.若元素 M 之陽離子 M
+有 20 個中子、18 個電子，則此元素之原子序為     。♥ 

 

 

4.以符號 MA

Z 表示元素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Z 是質量數 (B)A 是中子數 (C)Z

是原子核所帶之正電荷 (D)Z 是原子序 (E)A 是原子核內質子數與中子數之總和。♥ 

 

 

5.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同位素之質量數不同 (B)同位素之中子數不同 (C)同位素

之原子序不同 (D)同位素之原子量不同 (E)同位素之物理性質不同。 

 

 

◎◎◎◎原子核的構造原子核的構造原子核的構造原子核的構造    

1.下列有關近代物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A)利用電子在均勻電磁場中之運動可同時測定

其質量及電荷 (B)把晶體當成天然的繞射光柵可量出 X 射線之波長 (C)鈾 238（92 個

質子）原子核經過多次的α衰變及β衰變後會變成鉛 210（82 個質子）原子核 (D)原

子核不因質子互相排斥而解體的主因是原子核內的電子和質子互相吸引 (E)狹義相對

論假設在所有慣性坐標系中所量到的真空中的光速相同。 

 

 

 

2.金屬錫之某個同位素有50個質子和63個中子，則下列敘述中哪一個為錫的另一同位素？ 

(A)中子63個，質子113個 (B)中子63個，質子63個 (C)中子13個，質子50個 (D)中子

62個，質子50個 (E)中子50個，質子63個。 

3.如果以原子為組成物質的單元，則直徑0.1毫米的一粒細砂所含有的原子數目大約為 

(A)106 (B)109 (C)1013 (D)1017 個。♥ 

 

 

4.下列有關原子結構之敘述正確者為 (A)原子中大部分質量集中於核內 (B)同位素有

相等的核電荷 (C)發生化學反應時原子可獲得或失去電子，但不改變其核電荷大小 

(D)中子為原子核中帶正電的質點 (E)中子數與質子數之總和稱為質量數。♥ 

 

5.右圖為已知之穩定同位素的性質，縱軸為中子數 N、橫軸為

原子序 Z，直線 X 代表 N=Z，由圖中可看出下列哪些性質？ 

(A)直線 Y 上各點的質量數相同 (B)穩定的同位素滿足 N≥Z 

(C)質量數愈大 N 與 Z 的比值愈接近 1 (D)質量數為偶數的

元素有較多的穩定同位素 (E)穩定的同位素滿足 N<Z。 

 

 

6.銅的平均原子量為 63.54，已知它由兩種穩定同位素組成，若原子量 65 的同位素佔

30%，則另一同位素的原子量為     。 

 

 

 

7.原子核的半徑 R 可表示成 133 10A3.1R −×= 厘米，其中 A 為該原子核之核子數。設核子

的質量為 1.6×10
-24 克，則原子核的密度（克／立方厘米）之數量級為 

(A)1 (B)10
6 (C)10

14 (D)10
24 (E)10

37。 

 

 

 

8.若將原子核放大成半徑為 1 厘米之球，則按此比例放大後原子的半徑約為 

(A)1 毫米 (B)10 釐米 (C)1 米 (D)1 仟米 (E)100 仟米。♥ 

 

 

◎◎◎◎原子核的放射性與衰變原子核的放射性與衰變原子核的放射性與衰變原子核的放射性與衰變    

1.下列關於原子核的α、β和γ衰變的敘述哪些正確？ (A)三種射線同時垂直射入一磁場

時，α和β射線沿相反方向作圓周運動、γ射線沿原方向直進 (B)α射線係氦 4 的原子

核，故發生α衰變時原子序少 2、質量數少 4 (C)β射線為質子，故發生β衰變時原子

序少 1 (D)γ射線即中子，故發生γ衰變時原子序不變、質量數少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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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已知 Np237

93 是人造的放射性元素，若其原子核會衰變成 Bi209

83 ，則在整個衰變過程中共進

行了     次α衰變與     次β衰變。 

 

 

 

 

3. Pu241

94 可發生下列之連續衰變： Pu241

94 →β Am →α Np →α Pa→......，則 Pa 核中之中

子數為 (A)142 (B)143 (C)144 (D)146 (E)140。♥ 

 

 

 

4.已知 Po218

84 依序放射 1 個β粒子、2 個α粒子、1 個β粒子之後變為放射性元素 E1，而

E1依序放射 l 個β粒子、l 個α粒子、1 個β粒子之後變為穩定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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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E1 的質量數

為 212 (E)E2 的質量數為 206。♥ 

 

 

 

 

5.下列各種核蛻變反應不可能發生的是 (A)電子捕獲 LiBe 7

3

7

4 →  (B)α蛻變 AlP 27

13

32

15 →  (C)

連續α蛻變 PbU 206

82

235

92 →  (D)正β蛻變 NiCu 64

28

64

29 →  (E)負β蛻變 PoBi 212

84

212

83 → 。 

 

 

 

 

 

 

6.若核反應 PbRa 208

82

228

88 → 總共經過x次α衰變、y次β衰變，則x+y=     。♥ 

 

 

 

7.下列關於三種輻射線的比較何者正確？ 

(A)穿透力α<β<γ (B)感光能力α>β>γ (C)運動速率α>β>γ (D)游離氣體的能

力α>β>γ (E)γ射線的能量較高，因其波長比X光短。 

8.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同位素的差異在於原子核中所含中子數目的不同 (B)β射

線的游離能力較α射線強 (C)放射性元素的衰變速率不受外界影響 (D)康卜吞效應

顯示X射線被散射時具有波動的特性。♥ 

 

 

9.在S.T.P.的條件下，已知1莫耳的 U235

82 在蛻變的過程中生成156.8公升的氦，若其中有4次

β−
0

1
衰變，則最後生成的穩定元素含有     個中子。 

 

 

 

 

 

 

10.以α粒子撞擊氮原子核 N14

7 時其核反應可用下式表示：α+ N14

7 →O+p（α表 He4

2 ，p

表質子），則產生的氧原子核是 (A) O15

8  (B) O16

8  (C) O17

8  (D) O18

8  (E) O19

8  。♥ 

 

 

 

 

11.從右方科學家中選出左方之發明或發現者。 

(1)鈾有自然放射性：         (A)居禮夫人  (F)湯木生 

(2)鐳放射α、β粒子：        (B)湯川秀樹  (G)貝克勒 

(3)核子作用（介子理論）：        (C)吳大猶  (H)查兌克 

(4)質能互換理論(E=mc
2
)：        (D)拉塞福 

(5)中子的發現：          (E)愛因斯坦 

 

 

 

12.完成下列人工核反應式（α表 He4

2 ，p 表質子，n 表中子）： 

(1) ++→+ KrBanU 92

36

141

56

235

92 3      

(2) +→α+ ON 17

8

14

7       

(3) →α+Be9

4      +n 

(4)2p+2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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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衰期半衰期半衰期半衰期    

1.一個放射性核種的放射活性與下列何者無關？ 

(A)半生期 (B)溫度 (C)化學鍵型 (D)量多寡 (E)來源。 

 

 

2.在「放射性元素之蛻變率」實驗中，所得計數率n與時間t的函數關係圖為 

(A)  (B)  (C)  (D)  (E) 。 

 

 

 

3.當放射性物質之放射強度減小至原來之1/16時，其所經過之時間是半生期的 

(A)2 (B)4 (C)6 (D)8 (E)16 倍。♥ 

 

 

 

4.右圖為 238U隨時間衰變的曲線，根據此圖可知：238U 的半

衰期為     年；238U 經過 180 億年的衰變後質量會

剩下原來的     ；若 238U 衰變後成為 206Pb，則經過

45億年後 238U 與生成的 206Pb 之數量比值為     。 

 

 

 

 

 

 

 

 

 

 

5.承上題，礦物之中 238U 與 206Pb 之量的關係為何？ 

(A)兩者的量相加，為一固定值 (B)238U 的量常多於 206Pb (C)礦物年代愈古老，238U

的比例愈高 (D) 206Pb 的量常少於 238U。♥ 

6.右圖是放射性元素 87Rb 和 238U 的衰變曲線，已知 87Rb 衰變成 87Sr，若某岩石中 87Rb

與 87Sr 的數量比為 3：1，則其年齡為     年。♥ 

 

 

 

 

 

7.若226Ra之半生期為1620年，則0.001克的226Ra之初始衰變速率

為 (A)2.16×106 (B)2.16×107 (C)2.16×108 (D)2.16×109 (E)2.16×1010 個／分。 

 

 

 

 

 

 

8.某放射性元素之半生期為10年，則其蛻變掉87.5%所需的時間為     年。♥ 

 

 

 

 

 

 

9.某放射性元素A蛻變成新元素B時其半衰期為T，今發現某化合物中A、B兩元素的含量

比為a：b，則此化合物存在的時間已有     T。 

 

 

 

 

 

 

10.某放射性元素起始質量有81克，經過45天後其質量剩1/3，則再經過     天之後

其質量將剩下1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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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甲放射性元素經過二年後有35/36的比例衰變成乙元素，則第三年末乙元素所佔的比例

為     。♥ 

 

 

 

 

12.已知某放射性元素之半生期為2天，則該種元素任何一個原子經過一天後會蛻變的機率

為      

 

 

 

 

 

13.一考古學家從某遺址中挖得一木炭，取質量25克當樣品，發現其輻射強度為每分鐘有

250次的蛻變；設大氣中的14C與12C含量的比值固定為1.3×10-12，且14C的半生期為5570

年，則此木炭的生存年代約為     年前。 

 

 

 

 

 

 

 

 

14.某放射性元素一開始每秒放出 6400 個α粒子，若 4 天後每秒放出 1600 個α粒子，則其

半生期為     天。 

 

 

 

 

 

15.自某古墓中取出一木塊，經探測器測得其 C14

6 的放射強度為同種植物生存時之放射強

度的64%，若 C14

6 的半生期為5570年，則此古墓已存在     年。♥ 

◎◎◎◎原子核的分裂與原子核的分裂與原子核的分裂與原子核的分裂與融合融合融合融合    

1.現行核能發電之技術包含下列哪些物理過程？ (A)原子核分裂 (B)原子核融合 (C)

熱能轉換成機械能 (D)核能轉換成熱能 (E)利用電磁感應發電。♥ 

 

2.下列有關近代物理之敘述何者正確？ 

(A)利用電子在均勻電磁場中的運動可同時測定電子之質量及電荷 (B)把已知晶體當

成天然的繞射光柵可量出某些 X 射線之波長 (C)鈾 238 原子核經過多次的α衰變及β衰

變後會變成鉛 210 原子核 (D)原子核不因其中帶正電之質子互相排斥而解體，其原因

是原子核內帶負電之電子和帶正電之質子互相吸引而阻止其解體 (E)狹義相對論假設

在所有做等速度運動的坐標系中光在真空中的速率相同。 

 

 

 

3.下列有關核反應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在常溫下核分裂不可能由慢速中子引發 (B)核融合反應必須在極高溫時方可發生 

(C)核分裂反應放出的能量與核融合反應放出的能量相等 (D)核分裂時放出的能量比

核融合時放出的能量小 (E)核分裂時放出的能量比核融合時放出的能量大。♥ 

 

4.一個α粒子撞擊鈹原子之後會產生下列核反應：4He+9Be→
12C+1n，它們的質量分別為

4.006a.m.u.、9.0122a.m.u.、12.0000a.m.u.和 1.0087a.m.u.（1a.m.u.=1.66×10-27公斤），則

反應後 12C 與 1n 之總動能比α粒子之入射動能約多出 

(A)10-18 (B)10-12 (C)10-6 (D)104 (E)1011 焦耳。 

 

 

 

 

 

5.已知 1 個 235U 原子核經中子撞擊後能放出 3.2×10-11焦耳的能量，則(1)1莫耳的 235U全

部發生核分裂後能產生     焦耳的能量。♥ 

 

 

 

6.核電廠核反應器內的核燃料減少了 1公克的質量，若減少的質量全部轉換成電能，則可

產生     度的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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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下列敘述正確者為 (A)中子與質子有近似的質量 (B)兩個不同元素之原子必具有不

同的質量 (C)相同元素的不同同位素必具有不同的質量數 (D)核分裂反應比核熔合

產生較少放射性廢料 (E)元素的原子量是質子與中子的總和。♥ 

 

8.下列有關核能之敘述何者正確？ (A) U238

92 與中子撞擊後可產生核分裂之連鎖反應 

(B) Pu239
94 可由 U235

92 與中子撞擊後連續放出二個β粒子後產生 (C)核融合是由較輕之原

子核融合成較重之原子核的反應，且必需在極高溫下進行 (D)兩個氘核融合後可產生

氦核並放出巨大能量 (E)核能的釋放不一定涉及核子質量的耗損。♥ 

 

 

◎◎◎◎補充題補充題補充題補充題♥♥♥♥    

1.原子核帶何種電？ (A)正電 (B)負電 (C)不帶電 (D)不一定。 

 

2.下列有關原子核之敘述何者錯誤？ (A)原子序等於質子數 (B)質量數等於中子數加

質子數 (C)每一種原子核內質子個數均等於中子數 (D)氫原子核內無中子。 

 

3. U235

92 之中子數為 (A)235 (B)92 (C)143 (D)327。 

 

4. C14

6 經β衰變後會變成 (A)硼 (B)碳 (C)氮 (D)鈹。 

 

5.放射性同位素碳 14 之半衰期約為 6000年，則碳 14 之數量減少至原來 1/8 所需的時間

為     年。 

 

6.銫 137 的半衰期為 30年，則銫 137 經多久後其輻射強度剩原來的 1/4？ 

(A)30 (B)60 (C)15 (D)7.5 年。 

 

7.發生原子核反應時，反應前後需遵守 

(A)質量守恒 (B)能量守恒 (C)質能守恒 (D)司乃耳定律。 

 

8.放射性同位素 C14 的半衰期為 5600年，現有 C14 32 克，則經過多少年後會剩下 2 克？ 

(A)28000 (B)22400 (C)16800 (D)11200 年。 

 

9.原子核放射 1 個α粒子後質子數     、中子數     、原子序     、

質量數     ，原子核放射 1 個β粒子後質子數     、中子數     、

原子序     、質量數     ，原子核放射γ射線後質子數     、中子

數     、原子序     、質量數     。（填不變或增減多少） 

 

10. Bi215

83 發生某類衰變後轉變成 Po215

84 ，則此類衰變所放射出的放射線為 

(A)α射線 (B)中子 (C)β射線 (D)γ射線。 

 

11.原子核內的質子和中子主要以何種力互相作用？ 

(A)萬有引力 (B)靜電力 (C)磁力 (D)核力。 

 

12.右圖所示為我國核能電廠利用核能發電時所發生的一個原

子核的分裂反應，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為中子 (B)乙為 U
235

92
原子核 (C)丙為質子 (D)丁為

放射性的原子核。 

 

13.已知某一核反應發生後質量減少1×10-20公克，則此過程放出的能量為 

(A)3×10-15 (B)9×10-15 (C)3×10-7 (D)9×10-7 焦耳。 

 

14.原子序相同而質量數不同的原子稱為     ，它們的     性質相同、 

     性質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