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學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高一基礎物理期末考 

 科目代碼：12  

第一部分：多重選擇題(佔 80 分) 

說明：總共 16題，每題 5分，共 80分。每題有 5個選項，其中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選項，

請將正確選項畫記在答案卡上。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 5分；

答錯一個選項，得 3分；答錯兩個選項，得 1分；答錯三個選項(含)以上與未作答，

得 0分。 

1、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愛因斯坦因首先發現光電效應的現象而獲得諾貝爾物理獎 

(B)馬克士威是第一個理論導出電磁波傳播速率者 

(C)德布羅依以電子撞擊金屬晶體表面，產生電子繞射現象，證明物質波的存在 

(D)楊氏雙狹縫干涉實驗，證實了光的波動性 

(E)牛頓提出光的微粒說與愛因斯坦提出的光子，都認為光是由極輕的微小粒子所構成 

 

2、某生觀測拉緊的水平細繩上行進波的傳播，發現繩上相距 1.5cm的甲、乙兩點，其鉛直

位移之和恆為零，而甲點鉛直位移隨時間 t的變化如圖所示。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此繩波的週期為 0.4秒 

(B)此繩波的波長可能為 3公分 

(C)此繩波的波長可能為 0.4公分 

(D)此繩波的波速可能為 7.5公分/秒 

(E)此繩波的波速可能為 2.5公分/秒 

 

 

3、夜間潛水時，水面下的人與岸上的另一人以光互傳訊息，

如圖所示，圖中乙與戊為光不偏折的路徑。下列哪些選

項為光訊息可能的行進路徑？ 

(A)甲   (B)丙   (C)丁   (D)戊    (E)己 

 

4、下列關於都卜勒效應的敘述，哪些正確？ 

(A)適用於人耳可聽到的聲波，但不適用於頻率大於 2萬赫茲的超聲波 

(B)只適用於需要靠介質傳播的波動 

(C)適用於不同波長的電磁波 

(D)當波源越接近觀察者時，觀察者所測得的頻率會越高 

(E)將發出某單一頻率的喇叭靜置於東邊，則站立在西邊的靜止觀察者在順風時測得的

頻率會比逆風時更高 

5、一水波在水波槽中由 II 區向 I 區行進，在深淺不同的 I、

II 區界面處發生折射，圖中直線代表部分波動在白紙上所

投影的亮紋。已知入射波的亮紋與界面夾角為 60O，折射波

的亮紋與界面夾角為 30O，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在 I區的頻率比 II區小     

(B)在 I區的波速比 II區小  

(C)I區為淺水區         

(D)入射角為 30O 

(E)若水波在 I區波長為 10公分，則在 II 區水波波長為10√3公分 

 

6、下列哪些情況可以產生電磁波？ 

(A)靜止的電子   (B)等速運動的電子   (C)等加速運動的電子  

(D)變壓器變壓過程  (E)手機用無線充電器充電過程 

7、太陽表面在 2017年 9月接連發生二起被稱作「太陽閃焰」的大型爆發，規模為 10年來

最大。科學家預計爆發所噴出的帶電粒子團兩天後抵達地球，撞擊大氣層後產生電磁波，

以致影響通訊品質。已知太陽與地球距離約為1.5 × 1011公尺，光速約為3 × 108公尺/秒。

下列關於電磁波與帶電粒子團的敘述哪些正確？ 

(A)電磁波並無繞射與干涉的現象 

(B)電磁波在空間傳播須以帶電粒子為介質 

(C)電磁波具有隨時間作週期性變動的電場與磁場 

(D)帶電粒子團脫離太陽時的速率約為8.7 × 105公尺/秒 

(E)帶電粒子團撞擊地球大氣層之後約 8 分鐘，地球上才能觀測到太陽閃焰影像 

 

8、下列關於光電效應的實驗結果，哪些無法由古典電磁波理論成功解釋？ 

(A)沒有時間延遲，幾乎立即產生光電子 

(B)要使某金屬產生光電子，入射光的頻率必須超過某一定值 

(C)光電子的最大動能與入射光強度無關 

(D)光電子的最大動能隨入射光的頻率提高而增加 

(E)光的強度愈大，所放出的光電子愈多 

 

9、關於氫原子光譜，下列哪些敘述正確？ 

(A)電子可在穩定狀態的特定能階之一存在而不輻射 

(B)電子在穩定軌道上運動時，不會輻射出電磁波 

(C)氫原子只有一個電子，故氫原子光譜只有一條譜線 

(D)電子由低能階躍遷至高能階時，會吸收一定頻率的光子 

(E)若電子以頻率 f繞核運動時，其躍遷所放出的光子能量為 hf，h為普朗克常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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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如圖為氫、氦、汞原子的發射光譜，三位同學觀察後發表

見解如下： 

甲生：正如條碼可用來辨識不同商品，不同原子產生的譜

線，可用來辨識原子的種類 

乙生：不同原子產生的譜線波長不同，是物質呈現不同顏色的主因 

丙生：原子僅發射特定波長的光譜線，這是原子具有不連續能階的證據 

丁生：我們測量月亮的發光光譜，就可以知道月球的組成物質 

戊生：波耳是第一個測量出氫原子發射光譜，並提出原子能階理論解釋之 

哪幾位同學的說法是正確的？ 

(A)甲生    (B)乙生    (C)丙生    (D)丁生    (E)戊生 

 

11、下列哪些是屬於能量的單位？ 

(A)功    (B)𝑘𝑔 ∙ 𝑚2 𝑠2⁄     (C)卡    (D)瓦特    (E)伏特 

 

12、下列關於「功」的敘述，哪些正確？ 

(A)一單擺左右來回擺動過程中，繩子張力對擺錘不作功 

(B)一單擺左右來回擺動過程中，空氣阻力對擺錘作負功 

(C)物體運動過程中，正向力對物體必不作功 

(D)物體運動過程中，摩擦力對物體必作負功 

(E)當物體所受合力作功為零時，物體必靜止或等速度運動 

 

13、將一質量 2公斤的石頭，以初速 10公尺/秒於崖邊鉛直上拋。石頭落在垂直高度 20公

尺的崖底，落地速率為 20公尺/秒。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重力加速度𝑔 = 10 𝑚 𝑠2⁄ ) 

(A)石頭的初動能為 100焦耳 

(B)石頭在最高點的動能為 0焦耳 

(C)此飛行過程力學能守恆 

(D)此飛行過程重力作功 400焦耳 

(E)此飛行過程空氣阻力作功−100焦耳 

 

14、下列關於各種形式的能量相互轉換之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飛機噴射引擎將化學能轉換成力學能   

(B)水力發電是將電能轉換成力學能 

(C)家用瓦斯爐是將化學能轉換成熱能   

(D)光合作用是將光能轉換成化學能 

(E)太陽能電池是將光能轉換成電能 

 

15、若某地核能電廠的反應爐發生嚴重意外事故，且情況有擴大之虞，則專家會建議對電

廠噴灑硼砂，以阻止反應爐的核反應繼續進行。已知硼可經由下列反應降低核反應產

生的熱中子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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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上列反應式中的 a、b、c以及 x、y，哪些正確？ 

(A)a＝1   (B)b＝1 (C)c＝4   (D)x＝1  (E)y＝2 

 

16、小明有天在 youtube上看到知名頻道「蒼藍鴿的醫學天地」的影片<<單側蛋疼 小心睪

丸扭轉導致終身不孕>>。影片中提到有天他在急診室的值班時，有個 11歲的弟弟來急

診，主訴是左邊的蛋蛋開始痛，而且從腹股溝慢慢地往上延伸，痛到下腹部，甚至痛到

噁心嘔吐。這初步判斷懷疑是「睪丸扭轉」，因此稍微做一下理學檢查。而泌尿科醫師

來會診用超音波掃陰囊，如果掃過疼痛那邊發現血液流速減少了，就可能是睪丸扭轉

的狀況。睪丸扭轉是個嚴重緊急的狀況，因為扭轉會讓動脈的血液被阻斷，也會壓迫

到靜脈，睪丸就會處於缺血的狀況，若持續超過 12個小時，則睪丸可能就會壞死。 

小明覺得超音波怎麼這麼厲害，能掃出蛋蛋裡面血液的流速！於是他上網找到了

以下資料： 

超音波是由頻率大於人類可以聽到的範圍

所組成的聲波，可以用於量測人體內血液的流

速。其作法是比較送入人體內的超音波頻率𝑓1，

與由血液反射回到人體表面的超音波頻率𝑓2，

當血液產生脈動使得流速改變時，偵測到的頻

率將隨之改變。如右圖所示，假設此為一條與超

音波行進直線成𝜃角(0𝑜 ≤ 𝜃 ≤ 90𝑜)的動脈，由動脈內血液所反射的超音波頻率𝑓2與原

始超音波頻率𝑓1相比可知血液的流向；由其變化量∆𝑓 = |𝑓2 − 𝑓1|可推得血液流速。 

試推論下列哪些選項正確？ 

(A)由血液反射回來的超音波頻率增加(𝑓2 > 𝑓1)，可知血液是由左向右流動 

(B)若𝜃角愈大則∆𝑓愈小 

(C)超音波能不需介質傳遞 

(D)藉由超音波檢測人體血管，主要是利用波動的繞射特性 

(E)此超音波檢測的原理與楊氏雙狹縫干涉實驗的原理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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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題組題（佔 20分） 

說明：總共 10 題，每題 2 分，共 20 分。各題只有一個正確或最適當的選項，請將答案劃

記在答案卡上，答錯、未作答或劃記多於一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17-18為題組 

甲生自一樓地面由靜止開始向上爬到一棟建築物的頂

層地板後停止。假設在此過程，甲生消耗的體能中，用以克

服重力的瞬時功率 P隨時間 t的變化如右圖所示。已知甲生

的質量為 50 公斤，每層樓的高度為 3.0 公尺，重力加速度

為 10公尺/秒 2。請回答第 17-18題 

17、甲生從一樓地面爬至頂層樓板，所消耗的能量有多少焦耳用以克服重力？ 

(A) 150  (B) 3000 (C) 4500 (D) 6000 (E) 9000 

 

18、若甲生爬樓克服重力所消耗的能量，等於上樓所增加的重力位能，則甲生相當於爬了

幾個樓層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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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為題組 

射向地球的高能宇宙射線會與大氣作用，因而產生許多極高速的緲子撞擊地表。緲子

是一種帶電粒子，其電量與電子相同，質量約為電子的 200 倍。緲子在高速通過物質時，

會使其路徑周遭物質的原子游離而造成緲子的動能損失∆E，已知∆E與緲子前進的路徑長及

所通過物質的密度均成正比。假設高能緲子在水中前進 1.0m，約損失 200MeV 的動能，其 

中 MeV 代表百萬電子伏特，相當於1.6 × 10−13焦耳，而水的密度為1000 kg m3⁄  。試依據

上述資料，回答第 19-20題。  

19、假設地表大氣密度為1.2 kg m3⁄ ，則高能的緲子在地表大氣中前進 1.0km，損失動能大

約多少 MeV？  

(A)0.24    (B)2.4    (C)24    (D)240    (E)2400  

 

 

20、利用高速帶電粒子在人體中行經腫瘤時所損失的動能，可以殺除癌細胞。假設某高速 

帶電粒子在人體中行經癌細胞與正常細胞時，每單位路徑長的動能損失分別為高速緲

子在水中前進時的 300 倍與 3倍。若欲利用加速器射出此高速帶電粒子，以治療人體

皮下 10cm處、厚度約 1.0mm的惡性腫瘤，則此帶電粒子的動能至少大約多少 MeV？  

(A)0.12    (B)1.2    (C)12    (D)120    (E)1200 

 

21-22為題組 

在光電效應中，金屬吸收了光子的能量產生光電子逸出金屬表面。而在半導體中有另

一種類似的效應，稱為光伏效應。光伏效應是指半導體材料內部的不均勻，使電子吸收光

子能量後開始移動，並與失去電子的空穴(俗稱電洞)往相反方向移動，而形成可驅動電流

的電壓。 

光電效應與光伏效應有些不同之處，其中之一為光電效應產生的電子是離開金屬表

面，而光伏效應產生的電子並沒有離開半導體。另外，兩者可吸收光子的條件不同。光電

效應必須克服功函數(將電子移出金屬所需的最小能量)，通常是在紫外線的照射下才會發

生光電效應，例如：要使銅金屬發生光電效應的最大波長約為268𝑛𝑚。而光伏效應因半導

體內部結構之因素，可吸收某範圍波長的光子，例如：矽晶太陽能電池可吸收波長

400𝑛𝑚~1000𝑛𝑚。請回答第 21-22題 

21、關於銅的光電效應與矽晶太陽能電池的光伏效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光電效應是吸收光子產生電子，而光伏效應是吸收電子產生光子 

(B)能發生光電效應的光子頻率略低於發生光伏效應的光子頻率 

(C)450𝑛𝑚的藍光能使銅金屬產生光電效應 

(D)紅外線能使矽晶太陽能電池產生光伏效應 

(E)以600𝑛𝑚的橙光照射矽晶太陽能電池，調整入射光的強度，不會影響產生的電流 

 

22、已知光子能量𝐸 = ℎ
𝐶

𝜆
=

1240 (𝑒𝑉∙𝑛𝑚)

𝜆 (𝑛𝑚)
 。右圖為氫原子能

階，電子在不同能階間的躍遷會發出不同頻率的光，則下列

哪個躍遷所產生的光，能將銅金屬產生光電效應？ 

(A)n=4到 n=3   (B)n=4到 n=2   (C)n=3 到 n=2     

(D)n=2到 n=1     (E)n=5到 n=2 

 

 

23-24為題組 

「微波」指的是頻率範圍介於 300MHz 至 300GHz 的電磁波，其頻率介於紅外線與無線

電波之間。微波在現代科技已有廣泛的應用，例如：手機網路、衛星電視、雷達與微波爐

等。便利商店常見的微波爐是利用波長約為 12 公分的微波對食物加熱。其原理為食物中的

極性分子(例如：水分子)在電磁場中會轉向電場方向。當微波照射時，由於電磁波的電場

方向是不斷變化，因此水分子也會不斷地轉向電場方向，而這樣的轉動會產生熱能，使食

物的溫度上升。請回答第 23-24題。 

23、依據文章所提到的微波頻率範圍，試估計微波在真空中的波長範圍約為何？ 

(A)1𝜇𝑚～1𝑛𝑚  (B) 1𝑚𝑚～1𝜇𝑚  (C) 1𝑐𝑚～1𝑚𝑚  (D) 1𝑚～1𝑚𝑚  (E) 1𝑘𝑚～1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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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依據本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微波爐的加熱原理與電磁爐的工作原理相同  

(B)微波爐使用的微波頻率約為 400MHz 

(C)放在金屬盤的乾燥炒米粉可以放入微波爐加熱 

(D)電磁波中，微波的波長小於可見光的波長 

(E)微波爐加熱原理與水分子隨著電場方向旋轉有關 

 

第 25-26為一題組： 

探索浩瀚的宇宙一直是人類的夢想，近幾年物理諾貝爾獎常將榮耀頒給宇宙、天文學

領域。2017年物理諾貝爾獎頒給 85 歲的 Rainer Weiss、77 歲的 Kip S. Thorne、81 歲

的 Barry Barish，他們因為 LIGO探測器及重力波探測的成就而獲獎。而 2019年物理諾貝

爾獎一半的獎金頒發給 Michel Mayor與 Didier Queloz，以表彰他們發現繞行恆星的系外

行星。 

什麼是重力波呢？1916年，愛因斯坦發表「廣義相對論」，預測了重力波的存在。簡而

言之，重力波是一種「時空曲率的漣漪」，以波的形式從源頭向外傳播，並以重力輻射的形

式傳遞能量。先想像將一顆保齡球放在彈跳床（trampoline）上，周遭的物體會以它為中

心向它「落下」。當物體加速，附近的曲率會隨之改變，這種曲率變化會以光速向外傳播，

也就是重力波。物體質量越大，重力波的效應越顯著，越容易被探測到。因此宇宙中最強

的重力波，是來自最激烈、最壯觀的事件，例如：兩個黑洞相撞、大型恆星爆炸。 

當兩顆星體以緊密而快速的模式互相環繞對方時，會產生以光速向外傳播的重力波。

2017 年三位物理諾貝爾獎得主，他們在 2015 年偵測到一個來自雙黑洞系統產生的重力波

訊號，右圖為重力波之示意圖。雙黑洞系統最主要會經歷

旋近、合併、而歸於沉靜的過程，在它們彼此旋近過程所

產生的重力波，波的振盪會由緩漸急、由弱漸強；而在快

速合併的過程中，產生的重力波之頻率與能量則會漸增，

最終合併為一時，重力波將歸於沉寂。 

目前的宇宙長怎樣呢？科學家認為宇宙是由可見物質、暗物質以及暗能量所組成。目

前我們對宇宙的認知為暗能量約佔 70%，暗物質約佔 25%，剩下的可見物質包括各式星球

等，約佔宇宙總質量的 5%。如果用一杯咖啡來比喻這個宇宙，那黑咖啡的部份就相當於是

暗能量，加入的一小杯牛奶就相當於是暗物質，而再加入的一些糖就相當於是可見物質。

對物理學家來說，他們所看到的這個宇宙，基本上就是這三者的混合物。而 2019年物理諾

貝爾獎得主 Michel Mayor 與 Didier Queloz 的研究則可相當於是專注於這杯宇宙咖啡中

的那 5%的部份，尤其是所謂的系外行星。 

什麼是系外行星呢？一般指的是太陽系之外，繞著其他恆星運轉的行星。但是要找到

這種系外行星非常困難。因為恆星離地球很遠，所以不易觀測。此外，即便有系外行星的

存在，由於行星不會自己發光，使我們幾乎看不到行星的存在。於是，我們將觀測的重點

放在該恆星上，當行星繞行時，恆星並非靜止不動，而是與

行星一起繞著共同的中心運行，如圖所示。當我們觀測恆星

的光譜時，會發現光譜呈現週期性的變化，由此變化可得知

繞行週期與速率，進而推論出行星的存在。 

1995年 10月，瑞士天文學家 Michel Mayor 在一場國際

會議當中發表了驚人的成果。他從 1994 年開始觀測一顆類

太陽恆星飛馬座 51 (51 Pegasi)，他發現飛馬座 51有晃動

的跡象，並在 1995年在《自然》雜誌上發表了在類太陽恆星附近找到的第一顆類似木星的

系外行星，飛馬座 51 的軌道周期只有 4.2 天，這表示軌道半徑約 0.05 天文單位，比水星

更接近太陽。 

請回答第 25-26題。 

25、科學家曾對各種天體過程可能的重力波輻射進行模擬估算，並與實驗偵測到的訊號振

幅作比對。下列的重力波訊號（橫軸代表時間，由左向右遞增），何者最適合描述雙黑

洞系統經歷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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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右圖甲、乙、丙、丁、戊為科學家測量系外行星時某

恆星的光譜，下圖為科學家推論恆星運行時速度與週

期的關係圖，請問圖中ㄅ、ㄆ、ㄇ、ㄈ、ㄉ的光譜可

能為何？ 

 ㄅ ㄆ ㄇ ㄈ ㄉ 

(A) 甲 乙 丙 丁 戊 

(B) 戊 丁 丙 乙 甲 

(C) 甲 戊 丁 乙 丙 

(D) 丙 乙 甲 戊 丁 

(E) 丁 戊 甲 丙 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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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恆星 

行星 

恆星接近地球的速度(m/s) 

                                 ㄉ 

 

ㄅ        ㄆ     ㄇ      ㄈ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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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 ABDE BE C BCE CDE CD ABCD ABD 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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