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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中市立台中女中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考高一基礎物理科試卷 

 範圍：Ch 4-5 ~ Ch 6. 

一、單選題(每題 3 分，答錯不倒扣，20 題共 60 分。) 

1.2為題組 ： 

當波源與觀察者彼此間有相對運動時，就會發生「都卜勒效應」，都卜勒效應廣泛地運用於日常生活中。高速公路上取

締超速車輛的測速雷達、職棒比賽時測量投手投出的球速所架的測速槍等都是運用都卜勒效應原理，藉著波源本身「發

出一電磁波撞擊物體後反射回來時的波長改變」來測量車速或球速。試回答下列各問題： 

1. 在某公路上，靜止的測速雷達在一輛以最高速限行駛的車行方向的後面測出雷達反射波頻率為 f，則可判斷下列哪

輛車已經超速了？ (A)靜止的雷達在車行方向的後面測到反射波頻率低於 f (B)靜止的雷達在車行方向的後面測到

反射波頻率高於 f (C)靜止的雷達在車行方向的前面測到反射波頻率低於 f (D)靜止的雷達在車行方向的前面測到

反射波頻率高於 f (E)上述每輛車都沒有超速。 

2. 若雷達時時發出波長為 5.000000 毫米的微波，經某車反射，迅即測出反射波的波長為 4.999999 毫米，發出紅色警

燈告知該車減速。 假定不考慮相對論效應，車速 v遠小於微波波速 c， 微波波長的偏移率與車速的關係可表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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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尺/秒，據此可以計算得該車時速為若干公里/小時？ (A)95 (B)108 (C)120 (D)150 (E)160。 

 

3. 右圖為黑體輻射的強度 I 隨波長λ而變的分布圖，當溫度升高時，則  (A) Im 與λm 皆變大 (B) Im 與

λm 皆變小 (C)  Im 變大，λm 變小 (D) Im 變小，λm 變大 (E) Im 與λm 皆不變。 

 

 

4. 「約瑟夫森接面」是由超導體和絕緣體製成，若在這個接面的兩端加一定電壓 V，則它會輻射頻率為 f的電磁波，

且 f與 V成正比，即 f = kV，已知比例常數 k僅與基本電荷 e的 2 倍和普朗克常數 h有關，你可能不知道這其中的

原理為何，但仍可運用物理學中常用的方法，推理判斷出比例常數 k的值為下列哪一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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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如圖所示，M、N、P、Q為某原子的波譜，當以 N照

射某金屬板時，不能產生光電效應，則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A)仍以 N照射，但增長照射時間，可能產生

光電子 (B)仍以 N照射，但增強照光亮度，可能產生

光電子 (C)改以強度較大的M照射，即可產生光電子 (D)改以 Q照射，若照光強度不大，仍可產生光電子 (E)改以

P照射，金屬表面可能產生光電子。 

 

6. 波長 6000 埃黃光照射某金屬，產生 1.2 × 10 − 7 安培光電流，若平均每 200 個光子可打出一個光電子，試求單位時

間內，引發此電流的光子數為幾個？(A) 1.2 × 1010 (B) 7.5 × 1011 (C) 1.5 × 1014 (D) 7.5 × 1015 (E) 6.0 × 1018。 

 

7. 下列日常生活中常見的電器用品，何者不為光電效應的應用？ (A)大樓頂裝設的太陽能板 (B)百貨公司門口的自

動門感測器 (C)部隊進行夜間搜尋用的夜視鏡觀測器 (D)路口組成行人專用號誌「小綠人」的 LDE 燈 (E) 照相

機的感光元件。 

 

8. 有關物質波的性質，下列敘述何項錯誤？(A)所有的物質皆具有波動性 (B)以質量愈大的粒子進行繞射實驗，其波動

現象越顯著 (C)電子繞射現象中，螢幕上一顆顆的訊號，代表電子具有粒子性 (D)電子的雙狹縫實驗中，當黏著於

屏幕上的電子數目累積愈多顆時，呈現干涉條紋愈明顯，越能呈現波動性 (E)物質波波長愈大，波動性愈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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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下列哪一個實驗可最精確的判斷某一混合氣體中是否有氦氣的存在？ (A)觀察氣體的光譜 (B)觀察氣體壓力隨溫度

的變化 (C)用肉眼辨識氣體的顏色 (D)測量常溫常壓下氣體的密度 (E)測量常溫常壓下氣體的折射率。 

 

10. 波耳氫原子穩定態的提出，解決了拉塞福行星式原子模型所遭遇的疑惑，能階

理論更引領日後光譜學的蓬勃發展。如圖所示，為某原子的能階示意圖，a、b、

c為該原子躍遷所發出的三種波長的電磁波，在下列各選項中，譜線從左向右

的波長依次增大，下列何者正確？ 

 

   (A)  (B)  (C)  (D)  (E) 。 

 

11. 下列有關物理的發展過程，哪一個選項的敘述是錯誤的？ (A)焦耳證實力學能可轉換為熱能，並在實驗結果求得熱

能與功的單位換算比值 (B)波耳提出氫原子模型，並假設電子可以穩定地在某些特定的電子軌道上運行 (C) G.P.湯

木生以電子束入射金屬薄膜，電子在屏幕上出現同心圓的圖案，驗證了電子具有粒子性 (D)在研究熱輻射的問題時，

普朗克提出原子吸收或放出的能量是呈現不連續性的 (E)爲了解釋光電效應實驗的結果，愛因斯坦提出光是由光量

子所組成的，後來稱為光子。 

 

12. 如右圖所示，在相同高度以相同速率將球沿三個不同方向拋出，球均落於水平地面上，若在飛

行過程中小球不受空氣阻力作用，試問，下列有關三種不同運動軌跡的敘述何者正確？(A)重力

作功量值：甲>乙>丙 (B)著地時，三者速度相同 (C)著地時的力學能量值：甲=乙>丙 (D)在空中

運動時間：甲=乙=丙 (E) 運動過程中，重力作功的功率：甲<乙<丙。 

 

13. 如圖所示，一物塊以速度 30 m/s 在水平地面上滑動 160 公尺後，速度變為 10 m/s，試

問讓此物塊繼續滑動下去，最後還可以再向右行走多少公尺？  

   (A)80 (B)40 (C)20 (D)10 (E)5。 

 

14. 一質量為 5 kg 的物體，放置於粗糙的水平地面上，物體與地面的動摩擦係數為 0.5。以 40 N 的推力沿水平方向推

動物體時，已知重力加速度 g = 10 m/s2，當物體的動能增加 30 J 的期間，推力作功為何？ 

   (A)30  (B)45  (C)60  (D)80  (E)120  J。 

 

15. 下列有關理想氣體的平均動能與溫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兩容器內分裝理想氣體，相互接觸時，熱由平均動能

較大者傳至較小者  (B)攝氏0°C時，理想氣體的平均動能為零  (C)10K的理想氣體比0°C時有更高的平均動能  (D)

理想氣體最低溫度約−1000°C  (E)兩理想氣體，溫度較高者，必有較大的位能。 

 

16. 「地球暖化」最明顯的證據就是「溫室效應」的發生，科學家們發出嚴重警告，地球年平均溫度逐年的提高，最後

將導致地球上許多生物的滅亡，間接地人類可利用之能量將會愈來愈少，因此產生能源危機。科學家們偵測統計，

每度電（即 1 千瓦·小時）約會釋放出 0.69 公斤的二氧化碳。「節能減碳」以防止地球暖化已是全球目前最重要的議

題！身為地球村的每一位成員，對此議題的響應，應確實履行於日常生活中。某學校為響應節能減碳，每天中午午

休教室熄燈一小時，若每間教室有 25 盞 40 瓦的日光燈，每月平均上課 20 天，學校共 50 班，則該校每月約可減少

多少公噸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A)0.7 (B)1.4 (C)2.8 (D)7 (E)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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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臺灣某地區全年（包含晚上及陰雨天等）太陽在其地表照射的平均強度為 250 瓦特/公尺 2，假定太陽能吸收板將照

射光能轉換成電能的效率為 20%，而且吸收的能量不會散逸，該地區某戶人家的太陽能板面積為 10 平方公尺，如

果用此電能來加熱水的效率為 100 ％，則此太陽能板平均吸收 1 小時的太陽能用來加熱 40 公升的水，可使水的溫

度上升幾度？ (A)2.5 ℃  (B)11 ℃ (C)45 ℃ (D)54 ℃。 

 

18. 高空落下的雨滴，因受到空氣阻力，落地前會以等速下降。一雨滴的質量為 2.7×10
－7 公斤，落地前以等速度 20 公尺

∕秒下降，設在此等速運動期間，雨滴受空氣阻力所生之熱量全部被雨滴吸收，且雨滴之質量保持不變，則此雨滴每

秒溫度約升高多少 ℃？（g＝10 公尺∕秒 2）(A) 50 (B) 5 (C) 5×10
－2. (D) 5×10

－3 (E) 5×10
－4。 

 

19. 核能的產生係來自核反應時減少的質量所轉換成的能量。某一核能電廠的滿載發電容量為 6×109瓦，若其發電機組

可以有效的將核反應時所產生能量的 20％轉換為電能，則該電廠在發電容量滿載時，反應爐中之燃料棒每小時減少

的質量約為多少公克？(A) 0.20 (B) 0.12 (C) 1.2 (D) 0.020  (E) 0.0012。 

 

20. 下列有關「核分裂」與「核熔合」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A)核熔合反應後的質量減少，而核分裂反應後的質量增

加 (B)無論是「核分裂」或「核熔合」，反應前後的原子種類均不會改變 (C)目前世界各地的核能發電廠，有的採用

核分裂，有的採用核熔合 (D)核融合必須在高溫的環境下進行反應 (E)無論是「核分裂」或「核熔合」，其反應後產

物均有輻射污染的問題。 

 

 

二、多選題(每題 5 分，錯 1 個選項扣 2 分，8 題共 40 分) 

21. 下列各應用哪些是利用了都卜勒效應？ (A)利用地球上接收到遙遠天體發出的光譜的波長變化來判斷遙遠天體相

對於地球的運動速度，進而解析宇宙的起源 (B)交通警察向行進中的汽車發射一個已知頻率的電磁波，該電磁波被

運動的汽車反射回來，根據接收到的頻率發生的變化，就可以測量得汽車的速度，若超速便得以逕行舉發 (C) 鐵

路工人用耳朵貼在鐵軌上可以判斷遠處火車的運動情況 (D)有經驗的戰士從砲彈飛行的風切聲，判斷飛行的砲彈是

接近還是遠離 (E)隔壁教室傳來優美的鋼琴聲。 

 

22. 下列有關光電效應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A)入射光頻率低於底限頻率時，增加光強度後可產生光電子 (B)光電

子最大動能與入射光頻率相關，但與入射光強度無關 (C)入射光波長愈短，打出的光電子最大動能愈大 (D)電子最

大動能與入射光頻率成正比 (E)底限頻率隨金屬種類而異。 

 

23. 有關波耳氫原子模型的敘述，下列哪些選項是錯誤的？  

   (A) 波耳提出氫原子模型理論後，實驗物理學家依理論發現氫原子不連續光譜   

   (B) 原子的能量為不連續的狀態，可以推論原子具有能階的概念   

   (C) 電子在環繞原子核時，半徑較大的軌道能量較高，狀態比較不穩定   

   (D) 電子欲由能階 Em躍遷至較高能階 En時，需吸收光子能量 E，其中 E ≥ En－Em   

   (E) 必須不斷的供給能量，用以維持電子在固定的軌道上運動。 

 

24. 如圖所示，小明在一場火災演習中，利用高樓緩降機等速向下滑降，則下列有關小明下降的過程敘述

哪些是正確的？ (A)因等速下降，所以重力及繩張力對小明均不作功 (B)重力持續對小明作正功，位

能持續減少 (C)因合力作功為零，所以力學能不變 (D)因繩張力對小明作負功，力學能持續減少 (E)

無論力學能守恆與否，能量都是守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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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風能是因空氣流動而產生的一種可利用之能量，空氣流動具有的動能稱為風能，空氣流

速（風速）愈高，它的動能愈大。我們可以利用風能轉動風車的葉片，讓風車的發電機

產生有用的電能。但是在真實環境中，風速(v)與電能(E)並沒有直接關係，如圖所示為真

實環境中，風速(v)與電能(E)的關係圖，則下列關於真實環境中風力發電機的敘述，哪些

正確？(A)當風速達到𝑣1的時候，葉片開始轉動 (B)當風速𝑣1為的時候，所產出的電能達

到最大 (C)當風速大過𝑣2的時候，葉片的轉速不會增加 (D)當風速達到𝑣3的時候，葉片

停止轉動 (E)只要有風，風力發電機便會持續產生電能。 

 

26. 如圖所示，質量皆為 m的兩相同金屬球，其

初始溫度亦相同。今兩者以相同速率 v對撞

之後呈靜止，達成熱平衡後溫度上升 ΔT。若不計阻力與熱量散失，

則當改變兩金屬球之質量或速率，其所對應之上升溫度將改變，試

問下列各項哪些正確？ 

 

27. 密閉的金屬空瓶內裝有氦氣，瓶內外的溫度皆為室溫，壓力皆為一大氣壓。將該瓶置入沸水中數分鐘，若可忽略金

屬瓶內部體積的改變，則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置入水中前後，瓶內氣體的分子數不變 (B)置入水中後，溫度升

高，而瓶內氣體的分子數變少 (C)置入水中後，每個分子的速率均變大 (D)置入水中後，瓶內每個氣體分子動能均

變大 (E)置入水中後，瓶內氣體分子總動能變大。 

 

28. 如右圖所示， U92
238 是一種放射性元素，進行一系列放射性衰變，試問下列敘

述哪些正確？(A)圖中 a是 84 (B) 圖中 b是 206 (C) (i)是 β衰變，放出電

子，電子是由中子轉變成質子產生的 (D) (ii)是 β衰變，放出電子，電子是

由中子轉變成質子產生的 (E)從 U92
238 衰變成 Pb82

206 ，要經過 8 次 β衰變，6

次 α衰變。 

 

 

<<試卷結束>> 

 

選項 質量 速率 預測溫度上升量 

(A) 3m v ΔT 

(B) 2m v 2ΔT 

(C) 2m 2v 4ΔT 

(D) m 3v 8ΔT 

(E) m 4v 16ΔT 

v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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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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