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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老師：林怡秀 老師  審題老師：張家誠 老師 

一、 多重選擇題(每題 5 分，答錯不倒扣)： 

1.  已知光在真空中的速率為 3× 10
8
 m/s，在玻璃中的光速約為真空中的

2

3
，真空中綠光的波

長約為 600 nm，紫光的波長約為 400 nm，若綠光由真空中斜向折射進入玻璃，下列敘述

哪些正確？  

(A) 光徑與法線的夾角變小  

(B) 光速變為 2× 10
8
 m/s 

(C) 光波的頻率變大  

(D) 光的波長變為 400 nm 

(E) 光的顏色變為紫色  

2. 一觀察者觀測比較波源靜止與高速運動時所發出之電磁波的頻率變化，

藉以推測波源與觀察者之間的相對運動。已知不同電磁波的頻率的關係

如圖所示。考慮電磁波的都卜勒效應，下列推測何者正確？  

 

 

3. 如右圖所示，光沿水平方向行進，經過一片不透光之擋板 M 後，照射在垂直牆面 N 上，虛線為擋板頂

之水平延伸線，與 N 牆交於位置 y＝0。下列關於光在牆 N 上亮度之敘述，哪些正確？  

(A) 光因為具有粒子性而沿直線行進，故 y＜0 區域的亮度為零  

(B) 光因具有波動性，因而可能進入 y＜0 區域 

(C) 光的波長愈長，光線往下偏向進入 y＜0 區域的角度愈大 

(D) 光的頻率愈高，能量愈大，光線往下偏向進入 y＜0 區域的角度愈大 

(E) 光因折射的關係而可能進入 y＜0 區域 

 

4. 圖(一)為水波槽上兩個相同振動頻率的點波源 S1、S2 所產生的水波干涉示意圖。我們以平行光照射水

波槽，並投影在白紙上，實線代表波峰的位置。圖(二)為一道雷射光經雙狹縫 S3、S4 後在屏幕上產生

的干涉條紋（黑色部分為暗紋）。下列有關各位置的狀況哪些正確？  

                   

                      

                                 

                      圖(一)                              圖(二) 

 

(A) Z 點與 Q 點產生破壞性干涉 

(B) Y 點與 P 點產生建設性干涉 

(C) W 點是 S1 的波峰與 S2 的波谷疊加之處 

(D) P 點必為 S3 的波峰與 S4 的波峰疊加之處 

(E) 圖(一)白紙上的亮度為 Z＞X＝W＞Y 

 

5. 如右圖所示為一列向－x 方向傳遞的週期繩波在某一時刻的波形，P、Q 為繩上兩點，已知 P 點至少

需再歷時 1.5 s 後才能到達波谷位置，則關於此週期波的敘述何者正確？  

(A) 當 P 點速率為零的瞬間，Q 點的速率也必為零 

(B) 波速為 10 m/s 

(C) 質點 P 此時的振動速度向下 

(D) 週期為 2 s  

(E) 由圖中時刻算起 6 s 內 P 點行經的路徑長為 36 m 

 

 

6. 傑倫在 A點將籃球投出，經最高處 B 點後，在 C 點進入籃網，不計空氣阻力，

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 球於 A點時動能最大 (B) 球於 B 點時動能為零 (C) 球至 C 點時位能

最大 (D) 球於 C點速度量值小於A點 (E) 由A點至B點至 C點的過程中，

一路上都遵守力學能守恆律。 

 

7. 熱功當量實驗裝置如右下圖，兩重錘質量為 m，等速下降 H 的高度，水溫上升∆T，(A)、(B)、(C)、(D)、

(E)五位學生預測不同的重錘質量與下降高度，造成水溫的上升量如下表，哪些人的預測是正確的？ 

 

 

 

選

項 

已知波源靜止時 

發出的電磁波 

波源運動時觀察到 

的電磁波頻率變化 

推測波源與 

觀察者的相對運動 

(A) 微 波 往紅外線區偏移 接 近 

(B) 微 波 往無線電波區偏移 接 近 

(C) 紫 光 往紫外線區偏移 遠 離 

(D) 紫 光 往紅外線區偏移 遠 離 

(E) 紅 光 頻率不變 接 近 

學生 質量 下降高度 水溫的上升量 

(A) 2m 2H 4∆T 

(B) 2m 2H 2∆T 

(C) 2m H 2∆T 

(D) m 2H ∆T 

(E) m 4H 4∆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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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施力於物體，使其緩緩等速上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 因為不加速，所以施力不作功 

(B) 物體速率沒有增加，所以系統力學能不變 

(C) 施力作正功，重力作負功，兩者互相抵消，所以動能不變 

(D) 物體動能不變，但位能增加，所以系統力學能也增加 

(E) 重力作負功，動能不增加，所以系統力學能減少 

 

9. 十九世紀末，實驗發現將光照射在某些金屬表面，會導致電子自表面逸出，稱為光電效應，逸出的電

子稱為光電子。下列關於光電效應的敘述，哪些正確？  

(A) 光電效應實驗結果顯示電子具有粒子的性質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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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光照射在金屬板上，每秒躍出的光電子動能與光照射的時間成正比  

(D) 紅光照射在金屬板上，有光電子躍出，換成紫光照射，也會有光電子躍出      

(E) 光照射在金屬板上，若無光電子躍出，提高光的強度，也不會有光電子躍出 

 

10. 俊傑準備一個雙狹縫及一個螢光屏電子偵測器，並在屏上劃分五個區域，如左下圖所示。現將 70000

個電子一次一個射向狹縫，經過漫長的時間後，偵測螢光屏上擊中各區的電子數目，如右下表所示。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擊中甲、丙、戊區的電子數目較多，為暗區 (B) 擊中甲、丙、戊區的電子數目較多，為亮區  

(C) 擊中乙、丁區的電子數目較少，為暗區 (D) 此實驗可以用牛頓力學解釋 (E) 此實驗中電子清

楚呈現了波動性，證明電子是一種電磁波。 

 

二、 單一選擇題(每題 3 分)： 

11. 日落時，當我們看到太陽有一半沒入地平線以下時，實際上整個太陽可能已經完全沒入地平線以下，

此一現象的成因，與下列何者的原理最相似？  

(A) 萬花筒內色彩繽紛 

(B) 游泳池底部看起來比實際要淺 

(C) 打雷時先看到閃電後聽到雷聲 

(D) 狙擊手以雷射光輔助瞄準 

(E) 太陽光穿過葉縫在地上形成的亮點邊緣模糊的現象 

 

12. 海上靜止的船隻，發出聲波以偵測魚群位置，經過 50 ms 測得聲波的回聲訊號，且發現回聲的頻率下

降。若當時海中聲波速率為 1520 m/s，則下列何者為該魚群在反射聲波時，其相對於船隻的距離與運

動狀態？  

(A) 相距 38 m，接近中 (B) 相距 76 m，接近中 (C) 相距 38 m，遠離中 (D) 相距 76 m，遠離中  

(E) 相距 76 m，相對靜止 

13. 傑倫在實驗室中利用雷射光分別照射雙狹縫及單狹縫，觀察在後方白紙上形成的干涉圖案。下列哪個

狹縫與對應產生的干涉圖案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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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如右圖所示，一單擺左右來回擺動，擺錘受有重力 W、擺線的張力 T 與空氣阻

力 R。下列有關此三力對擺錘作功的敘述何者正確？  

(A) W一定作正功，T 一定作負功  (B) R 一定作負功，T 一定不作功  

(C) W一定作正功，R 一定作負功  (D) T 與 W 一定作正功，R 一定作負功  

(E) W 與 R 一定作負功，T 一定不作功 

 

15. 位能為 200 焦耳的物體由靜止自由落下，不考慮空氣阻力，當下降至原來高度的一半時，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以地面為零位面） 

(A) 動能為 200 焦耳  (B) 位能為 25 焦耳  (C) 力學能為 200 焦耳  (D) 動能為位能的一半  

(E) 力學能為 0 

 

 

16. 將一質量為 2 kg 的石塊，以初速 v0＝10 m/s 於崖邊斜向拋出，落於垂直高度約為

20 m的崖底時，速率為 20 m/s，則石塊飛行過程中，空氣阻力大約產生多少焦耳

的熱能？（重力加速度 g＝10 m/s
2） 

(A) 100 (B) 200 (C) 300 (D) 400 (E) 500 

 

 

17. 世界最大的瀑布是美、加邊界的尼亞加拉瀑布，高度超過 5500 m。假設瀑布的水從 5500 m 之高度一

瀉而下，落至下方水潭後，損失的能量變成熱能，其中有 10%被水吸收，則瀑布底的水溫比高度 5500 

m 高出多少？（重力加速度 g＝10 m/s
2，1 卡＝4.2 J） 

(A) 0.13°C (B) 1.3°C (C) 13°C (D) 20°C (E) 26°C 

 

 

18. 從 
238

92
U 蛻變為 

206

82
Pb是天然放射性蛻變系列之一，此系列總共經過幾個 α衰變及幾個 β衰變？（α

為 
4

2
He，β為電子） 

(A) 8，6 (B) 8，8 (C) 10，8 (D) 10，10 (E) 6，8 

 

19. 太陽核心每秒約進行 9.2×10
37次質子─質子鏈反應，此反應將 4 個自由的質子（氫原子核）融合成 1

個氦原子核（α粒子），故每秒約有 3.7×10
38個質子變成 α粒子，每次氫原子核聚合成氦時，大約有

0.7%的質量轉化成能量。因此，太陽每秒釋放出 3.8×10
26焦耳的能量，則每秒鐘太陽因質能互換所減

少的質量約為多少 kg？〔質量轉變為輻射能的形式離開，質能互換：E＝（∆m）c
2，光速 c＝3×10

8
 m/s〕

(A) 8.0×10
9 (B) 4.0×10

9 (C) 8.0×10
8 (D) 4.0×10

8 (E) 2.0×10
8
  

 

 

 

區 域 甲 乙 丙 丁 戊 

擊中數目 21621 1586 23745 1414 2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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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某生清晨被鬧鐘喚醒，以電動牙刷洗漱，早餐吃的是烤麵包機烤的吐司。出門搭公車上學時，遇到同

學提起，猛然發現忘了整理昨天數學課的筆記，於是拿出手機內建的相機拍攝同學的筆記參考，再使

用太陽能電池計算機輔助驗算。在上述過程所應用到的工具中，下列哪一選項中的組合最可能應用到

光電效應？  

(A) 鬧鐘和電動牙刷 (B) 電動牙刷和烤麵包機 (C) 烤麵包機和手機內建的相機 (D) 手機內建的

相機和太陽能電池計算機 (E) 烤麵包機和太陽能電池計算機 

 

21. 太陽或白熾燈泡發出的白光經過光譜儀可得到連續光譜，如同牛頓曾用三稜

鏡將光分離的色散現象。今用一束複色光線經玻璃板折射後分離成三束光線

（紅、綠、紫），分別照射到三塊相同的金屬板 a、b、c 上，如右圖所示。已

知金屬板 b有光電子放出，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皆可放出光電子 (B) 板 c一定不放出光電子 (C) 板 a一定不放出光電

子 (D) 板 a 一定放出光電子 (E) 板 c 一定放出光電子 

 

 

22. 承上題，若使用分離後的三束光線分別對相同的雙狹縫進行干涉實驗，則何者得到的干涉亮紋寬度最

寬？ 

(A) a   (B) b   (C) c   (D) 一樣寬   (E) 無法判斷 

 

23. 宥嘉測量氫原子的發射光譜，圖(三)是實驗的部分結果，若以 n＝1 能階（基態）為能量基準，則氫

原子部分能階如圖(四)所示。則處於基態的氫原子不可能吸收多少能量的光子而激發？？（「電子伏

特」是一種能量的單位，記為 eV，1 eV＝1.6×10
－19

 J） 

(A) 13.0 eV   (B) 12.7 eV    (C) 12.1 eV   (D) 11.3 eV   (E) 10.2 eV 

 

       

                 圖(三)                           圖(四) 

 

 

 

24. 承上題，圖(三)的 A、B、C、D 四條譜線，均為電子由較高能階躍遷至 n＝2 能階所釋放的光子之對

應波長，已知譜線 C 是 n＝4 躍遷至 n＝2 所釋放出的光子，則譜線 B 應為哪個量子態躍遷至 n＝2 所

釋放出的光子？  

(A) n＝1   (B) n＝2   (C) n＝3   (D) n＝4   (E) n＝5 

  

25. 右圖是光譜示意圖，縱軸是光波強度，橫軸是光波波長，圖中

可以明顯看到幾個強度較弱的地方，試問此光譜圖最可能是下

列何者？ 

(A) 高溫氣體中電子躍遷所形成的發射光譜   (B) 太陽光透

過低溫氣體，電子躍遷所形成的吸收光譜 (C) 波長 532 nm

之綠光雷射所形成的光譜   (D) 高溫之鎢絲燈泡所形成的

連續光譜 (E) 由紅光、綠光、藍光組成之 LED 燈泡所形成

的光譜。 

 

◎ 閱讀下列文章後，回答 26、27 題： 

   愛因斯坦在 1905年發表三篇影響二十世紀物理學發展至為重要的論文，其中一篇就是對布朗運動的討

論。在當時物質由原子所組成的想法尚未被廣泛接受，愛因斯坦則從相信原子與分子是真正存在的方向來

思考布朗運動的問題，進而計算懸浮在液體表面上的微粒受到液體表面分子的衝擊所應表現出的運動方

式。愛因斯坦在論文裡謹慎地說：「此處所討論的運動可能與所謂的布朗運動完全一樣」，讀到這篇論文

的研究人員很快的向愛因斯坦確認，他以數學方式描述的正合於布朗運動所觀測到的。在某種程度上，愛

因斯坦預測了布朗運動，而實驗也證實了他的預測。 

愛因斯坦的計算是基於假設布朗運動即是分子熱運動的表現，最主要的物理現象來自於溫度的效應，

分子運動的平均動能與採用絕對溫標的溫度成正比關係。愛因斯坦進一步利用自然分佈機率論與分子動力

論的概念，計球形微粒的布朗位移，發現布朗位移會與液體溫度的開根號成正比的關係，而與懸浮微粒的

半徑、液體黏度、及亞佛加厥常數值的開根號成反比的關係。1908年，法國物理學家佩蘭更用實驗支持

愛因斯坦對布朗運動的理論解釋，並且由此求得亞佛加厥常數值應介於 6.5×10
23與 7.2×10

23之間。愛因斯

坦說明了布朗運動的本質就是分子的熱運動，而布朗運動的發生也成為分子會有熱運動的實驗明證。重要

的是，對布朗運動的了解協助啟動了「物理現象終究都要歸結於分子之間的交互作用」的觀念。 

26. 根據愛因斯坦對布朗運動的計算，若某液體的溫度由 27℃上升至 327℃，懸浮微粒的半徑減為
2

1
倍，

則布朗位移約會變多少倍？  

(A) 1   (B) 2   (C) 5   (D) 2    (E) 2.5 

 

27. 由本文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愛因斯坦在 1905 年發表了關於布朗運動的論文 

(B) 愛因斯坦認為，液體表面的懸浮微粒受到液體表面分子的衝擊表現出的運動方式就是布朗運動 

(C) 布朗運動證明了分子的熱運動 

(D) 某分子的溫度若升高 2 倍，其平均動能會增加 2 倍 

(E) 愛因斯坦求得亞佛加厥常數值大約介於 6.5×10
23與 7.2×10

23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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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閱讀下列文章後，回答 28～30 題： 

物質波又稱德布羅意波(de Broglie wave)，是 1923年由法國物理學家路易‧德布羅意(Louis Victor de 

Broglie)提出，是指所有粒子都存在波動的特性，例如電子經過雙狹縫會干涉。而物質存在粒子與波動的

特性，就是所謂的波動-粒子二相性(wave-particle duality)。 

粒子性與波動性是兩個截然不同的行為，粒子性符合牛頓運動定律所描述的粒子，例如古典物理中所

認知的電子、原子、棒球等等，而波動通常是一種藉由介質（群體粒子的行為）來傳遞能量的行為，例如

聲波、水波；但有些波動則不需要介質傳遞能量，例如光波。最先提出二相性的看法是因為對光的研究。

於 1704年牛頓 (Isaac Newton)在光學這本著作中，認為光是由一群非常微小的粒子所組成，但直到楊氏

雙狹縫干涉實驗以及馬克士威的波動方程式之提出，人們才從實驗與理論上奠定了光的波動性，並推翻了

牛頓的微粒說。 

但是在 1905年愛因斯坦由光電效應的實驗結果提出了光是由一顆一顆的光量子（light quantum，後

來被稱為光子 photon）所組成之概念，所以光同時具有粒子或是波動的特性，而當實驗中光若顯現粒子性

的時候波動性則不明顯，反之亦然。由於光子的能量是 /hchfE  ，其中 h為普朗克常數

( 341063.6 h J · s)、 f 為光的頻率、c為真空中的光速，為光的波長。但另一方面古典電磁理論又說

PcE   ，其中 P為電磁波的動量，故可得到光子的動量是 /hP  ，德布羅意遂將此觀念推廣到所有的

物質粒子，假設其物質波之波長跟動量成反比，即 mvhPh //  。(物質粒子的動量 mvP  ，m為粒子

的質量，v為速率) 

    物質波概念的實驗證明首先由戴維森 (C. Davisson)與革末 (L. Germer)以及湯姆森 (G.P. Thomson)所

分別完成。此實驗證明了電子的波動性並在 2002年被 Physics World雜誌讀者選為最美麗的物理實驗。1999

年，大分子如 C60（直徑約 0.7 nm）也觀察到波的特性。 

28. 根據本文內容，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波動-粒子二相性是指光具有波動的特性，而電子具有粒子的特性 

(B) 有些波動是一種藉由介質來傳遞能量的行為，例如水波—；有些波動不需要介質傳遞能量，例如 

    光波。而物質波是如同水波般需要介質傳遞的波動 

(C) 光的二相性是指牛頓提出光是由微粒組成，具有粒子的性質，與楊氏雙狹縫干涉實驗證實光具有 

    波動性質 

(D) 物質的波動性不只能藉由電子、質子這些質量小的物質來觀察，大分子物質也能觀察到波動性 

(E) 戴維森與革末提出了物質波的概念，由湯姆森以實驗證明物質波的存在 

 

29. 原理上，我們也可以計算現實生活中的物質波，但其波長遠小於可以量測的極限，所以在日常生活中

觀察不到這個現象。試問，若投手王建民將一顆 150 克的棒球以時速 144 公里/小時丟出，物質波的

波長約為多少公尺？  

(A) 
35101.3     (B) 

38101.3     (C) 
34101.1     (D) 

37101.3     (E) 
33103.6   

 

 

30. 波長 6600 埃的黃光，每個光子能量約為多少 J？ 

(A) 
19102     (B) 

19103     (C) 
19104     (D) 

19105     (E) 
19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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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公 佈 表  

臺中市立臺中第二高級中等學校   

 1 0 8  學年度第  二  學期   一  年級        類組   物理   科期末考試題答案 

 
 

一、多重選擇題： 

1.   (A)(B)(D) 2.   (A)(D) 3.   (B)(C) 4.   (B)(E) 5.   (A)(D) 

6.   (A)(D)(E) 7.   (A)(C)(E) 8.   (C)(D) 9.   (D)(E) 10.  (B)(C) 

二、單選題： 

11.    (B) 12.    (C) 13.    (D) 14.    (B) 15.    (C) 

16.    (A) 17.    (B) 18.    (A) 19.    (B) 20.    (D) 

21.    (E) 22.    (A) 23.    (D)  24.    (E) 25.    (B) 

26.    (B) 27.    (E) 28.    (D) 29.    (C) 30.    (B) 

附註：1.本表請隨同試題、命題袋 一併繳送教務處。 

      2.命題教師：  林怡秀       簽章 

                                       109   年   07   月    02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