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一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
考試
「物理科」題解
壹、單選題：
三十題均單選題，題號自第題至第題，每題二分，計六十分。
未作答者不給分，答錯者倒扣該題分數四分之一。
請將正確答案以 2B 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Ｂ）下列有關於電冰箱的使用，那一項敘述是錯誤的
？（Ａ）冰箱要放置於通風良好且沒有日照的地方為佳（Ｂ）被搬運的
冰箱應在其冷媒未穩定前就要立即送電運轉，以增長其壽命（Ｃ）冰箱
的內部是靠對流保持各部分的低溫（Ｄ）使用冰箱時，冰箱內的食物不
要塞得太滿，且冰箱內部要勤於擦拭，以免滋生黴菌。
（Ｄ）吉他是時下普遍受到青年學子所喜歡的樂器，利用吉他可彈奏出許多輕
快動人的樂曲，則下面有關吉他設計原理的敘述，哪一項是不正確的？
（Ａ）彈奏長度相同，但粗細不同的弦，粗弦的音調較低（Ｂ）彈奏長
度相同，但張力不同的弦時，張力大者音調較高（Ｃ）彈奏時按住不同
的位置以改變弦長時，弦長較短者對應的音調也較高（Ｄ）調整彈奏的
力量，力量愈大時，彈出的音調也較高。
（Ｃ）若人由 1 樓坐電梯到 10 樓，則此人在電梯內的體重，在何時比較輕？
（Ａ）由 1 樓剛起動，加速上升時（Ｂ）往上在 5 樓，電梯等速度運動
時（Ｃ）往上快到 10 樓，電梯減速時（Ｄ）往下快到 1 樓，電梯減速
時。
（Ａ）夜晚由明亮的室內經透明玻璃窗向室外看去，不易見到室外的物體，其
原因是？（Ａ）室外經玻璃射入室內的光，強度比室內被玻璃反射的光
強度為小（Ｂ）室外的光線被玻璃全反射而無法見到室外物體（Ｃ）室
內的光線被玻璃全反射，而無法見到室外物體（Ｄ）室外的光線被玻璃
吸收，無法穿透玻璃達到室內。
（Ｃ）甲、乙兩帶體相距 R 時，其間的靜電力為 F，則當兩帶電體的電量皆變
為原來的 2 倍，且距離變為 2R 時，其間的靜電力變為多少？（Ａ）F/4
（Ｂ）F/2（Ｃ）F（Ｄ）2F。
（Ｃ）避雷針能夠避雷是因為：（Ａ）避雷針對閃電能造成排斥作用（Ｂ）避
雷針的絕緣效果良好（Ｃ）避雷針能中和建築物或雨雲上的部分電荷（或
感應電荷），避免雷擊發生（Ｄ）避雷針的導電能力極佳，可使雨雲上
的電荷接地，避免雷擊發生。

（Ｃ）以等速度向上提高的物體其：（Ａ）動能漸增，而位能漸減（Ｂ）位能
漸增，而動能漸減（Ｃ）位能漸增，而動能不變（Ｄ）動能、位能皆漸
增。
（Ｄ）不計空氣阻力，一石塊最高可拋至 H 的高度，則它上升至 H/2 高度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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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一架協和式噴射客機在跑逆上，自靜止開始滑行 20s 後，達到 360km/hr
的速度而起飛，則此飛機在跑道上滑行時平均加速度量值為若干？（Ａ）
8m/s2（Ｂ）6 m/s2（Ｃ）5 m/s2（Ｄ）4 m/s2。
（Ａ）火車由甲站靜止出發駛向乙站的過程中，先以等加速度行駛前 1/4 的路
程，接著以等速度行駛 1/2 的路程；最後再以減速度駛往剩餘的 1/4 路
程，則全程的最大速率為平均速率的幾倍？（Ａ）3/2（Ｂ）4/3（Ｃ）
5/4（Ｄ）9/7。
（Ｄ）一石由頂樓以 10m/s 向上鉛直拋出，石子經過 10s 後落地，則頂樓的離
地高度為（g=10m/s2）？（Ａ）100（Ｂ）200（Ｃ）300（Ｄ）400 m。
（Ｂ）質量 5kg 的物體靜置於一木板，當該木板提升至與水平夾 53°時，物恰
要下滑，則物體與木板間的靜摩擦係數為若干？（Ａ）5/3（Ｂ）4/3（Ｃ）
3/5（Ｄ）3/4。
（Ａ）旋轉雨傘，則雨水飛去，此現象是受：（Ａ）慣性（Ｂ）離心力（Ｃ）
向心力（Ｄ）地心引力 的影響。
（Ｃ）慣性是指「物體保持原來的運動狀態」，則下列何者不成立？（Ａ）蘋
果靜置於籃子裡（Ｂ）公車以每小時四十公里的速度等速前進（Ｃ）跳
水者以等加速度跳入水中（Ｄ）雨天車輪泥水，沿圓形車輪切線方向離
去的瞬間。
（Ｂ）一輛砂石車裝滿細砂，其車底破一小洞，細砂從洞口漏出，假設每秒鐘
漏出的細砂質量恆不變，則砂石車受一定力 F 推動的運動情形為：
（Ａ）
等加速度運動（Ｂ）加速度逐漸增加（Ｃ）等速度運動（Ｄ）等減速度
運動。
（Ｃ）有一電冰箱重 1000N，放在電梯內地板上，若電梯以 4.9 m/s2 之加速度
上升，則電梯地板作用於該冰箱的力為（g＝9.8m/s2）？（Ａ）500（Ｂ）
1000（Ｃ）1500（Ｄ）2000 N。
（Ａ）兩物體 A、B 發生迎面碰撞，碰撞後 A 和 B 都朝 A 原來移動的方向運
動。下列推論何者正確？（Ａ）碰撞前 A 的動量大小一定比 B 大（Ｂ）
碰撞前 A 的動能一定比 B 大（Ｃ）碰撞前 A 的速率一定比 B 大（Ｄ）
A 的質量一定比 B 大。
（Ｄ）下列那一種運動不具有切線加速度？（Ａ）簡諧運動（Ｂ）鉛直上拋運
動（Ｃ）斜向拋射（Ｄ）等速率圓周運動。
（Ｂ）力常數為 k 的彈簧平放在光滑平面上，一端固定在牆上。有質量為 m

的木塊以速率 v 撞向彈簧的另一端，則此彈簧的最大壓縮長度為若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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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流體穩定的流過粗細不均勻的水平管中，當通過的部分屬較狹隘部分
時：
（Ａ）流速變大、壓力變小（Ｂ）流速變小、壓力變大（Ｃ）流速、
壓力都變小（Ｄ）流速、壓力都變大。
（Ｂ）阿扁想喝杯溫水，若熱開水的溫度為 90℃，質量為 240 克，則阿扁須
加入多少公克 0℃的冰塊，才可使開水的溫差降為 40℃（不計熱量的散
失，冰的熔化熱為 80 卡∕克）（Ａ）50（Ｂ）100（Ｃ）150（Ｄ）200
克。
（Ｄ）當溫度 200K 時，在一靜止的容器內有一莫耳氫氣，其分子運動之總動
量為多少？（Ａ）3.72×103（Ｂ）3.72×102（Ｃ）1.24×103（Ｄ）0 kg．
m/s。
（Ｄ）氣體壓力 P 與體積 V 乘積，其單位與下列何者相同？（Ａ）加速度（Ｂ）
力（Ｃ）動量（Ｄ）功。
（Ｂ）兩行進正弦週期波，波幅各為 6cm 及 8cm，它們交會時介質質點振動
位移可能的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何？（Ａ）14cm，0cm（Ｂ）14cm，
2cm（Ｃ）16cm，2cm（Ｄ）16cm，4cm。
（Ｃ）一靜止聲源發出頻率 10000Hz 的聲波，波速為 344 公尺∕秒。如有速
率為 20 公尺∕秒的風從聲源東邊吹向西邊，今有 A 與 B 兩人，各位於
聲源之東邊與西邊，則 A、B 兩者所測得以下物理量，何者相同？（Ａ）
波速（Ｂ）波長（Ｃ）頻率（Ｄ）波速與波長。
（Ｂ）下列關於電場特性的敘述，何者錯誤？（Ａ）電場是向量場（Ｂ）電場
中的帶電粒子必定沿電力線運動（Ｃ）電場的觀念和定義與重力場相似
（Ｄ）電場的任何兩條電力線在中途必定不能相交。
（Ａ） n 個電動勢均為 ε，內電阻為 r 之電池串聯後，與電阻 R 之電阻器串聯，
則電路中之總電流為？（Ａ）
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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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欲測量教室內的地磁方向時，可利用下面哪個器材？（Ａ）帶電的保利
綸球（Ｂ）磁化的小磁針（Ｃ）單擺（Ｄ）力學台車。
（Ｂ）有一理想變壓器，原線圈為 104 匝，副線圈為 500 匝，輸入電壓為 11000V，
電流為 10A，則輸出的電壓及電流分別為多少？（Ａ）550V 與 240A
（Ｂ）550V 與 200A（Ｃ）600V 與 150A（Ｄ）650V 與 140A。
（Ａ） p 型半導體材料的多數載子為何？（Ａ）電洞（Ｂ）自由電子（Ｃ）價
電子（Ｄ）離子。

貳、複選題：
十題，題號自第題至第題，每題四分，計四十分。
答案有二至四個，須全答對者才給分，未作答及答錯者不給分也不倒扣分。
請將正確答案以 2B 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ＡＣＤ）二平面鏡分別放置在 X、Y 軸上。若一點光源置於兩平面鏡間，其
坐標為（3，2），則成像的位置坐標？（Ａ）（－3，－2）（Ｂ）（＋2，
－3）（Ｃ）（＋3，－2）（Ｄ）（－3，＋2）。
（ＡＤ）下列有關於照相機透鏡的敘述中，正確者為？（Ａ）底片上所形成的
像必為實像（Ｂ）底片上所接收的光量，只與透鏡的孔徑有關（Ｃ）孔
徑一定時，透鏡的焦距大，則曝光時間可以縮短（Ｄ）焦距一定時，透
鏡的孔徑減半，則曝光時間須增為 4 倍。
（ＡＢＣＤ）若欲使交流發電機的最大電動勢加倍，理論上哪些方法可以達到
目的？（Ａ）電樞轉動的角速度加倍（Ｂ）線圈匝數加倍（Ｃ）外加磁
場強度加倍（Ｄ）線圈面積加倍。
（ＢＤ）下列有關保險開關的使用，正確的有哪些選項？（Ａ）需與電源或電
器並聯使用（Ｂ）需依照所使用的導線粗細，選用合適安全電流範圍的
保險開關（Ｃ）過大電流通過保險開關，可切斷電流而形成短路（Ｄ）
保險開關應接在電源或電器的火線上。
（ＢＣＤ）下列有關摩擦起電之敘述何者正確？（Ａ）在摩擦時由摩擦力將電
子由一物移至另一物而帶電（Ｂ）被摩擦物可帶正電亦可帶負電（Ｃ）
摩擦起電必帶等量異性電（Ｄ）手持金屬棒無法使用摩擦使之帶電。
（ＢＤ） A 容器裝有氦氣，B 容器裝有氫氣。已知 A 容器的氦分子方均根速
率與 B 容器的氫分子方均根速率相等，則下列何者正確？（Ａ）兩容
器內的分子動量量值的平均值相等（Ｂ）兩容器內分子平均動能不相等
（Ｃ）兩容器內的分子總能量相等（Ｄ）A 容器的溫度比 B 容器高。
（ＢＤ）下列有關熱的敘述何者正確？（Ａ）固體熔化成為液體，分子間的距
離變小（Ｂ）潛能（熱）可代表兩相間分子的位能差（Ｃ）100℃的水
與 100℃的水蒸汽分子的內能相等（Ｄ）分子間作用力愈強者，相變時
所需的熱量也較多。
（ＣＤ）下列哪些情況，可用「白努力原理」解釋？（Ａ）火箭升空（Ｂ）物
體浮於水面上（Ｃ）棒球投手投變化球（Ｄ）飛機飛行。
（ＡＢＣＤ）下列何者正確？（Ａ）盛水桶中浮有冰塊，待冰塊完全溶解後，
桶中水面不升亦不降（Ｂ）物體全部放入液中時，沒入愈深所受浮力不
變（Ｃ）船自海中駛入淡水河中吃水深度變大（Ｄ）底面積相同、形狀
不相同之容器，盛有深度相同之液體時，其底面所受總壓力相同。
（ＡＣＤ）一質量為 m 的子彈，以速度 v 水平射入一個放在光滑平面上的靜
止木塊，木塊的質量為 M，子彈射入木塊後嵌入其中。下列敘述何者

正確？（Ａ）碰撞前後，動量守恆（Ｂ）碰撞前後，動能守恆（Ｃ）碰
撞前後，總能量守恆（Ｄ）嵌有子彈的木塊，其速度為

mv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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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二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
學考試
「物理」題解

壹、單選題：
（Ａ）一鐵球鉛直上拋後自由落下，不計空氣阻力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
鐵球鉛直上拋與自由落下時所受的重力大小相同，方向相同（Ｂ）鐵球
達最高點時，速度與加速度均為零（Ｃ）鐵球鉛直上拋所經歷的時間大
於自由落下所經歷的時間（Ｄ）鐵球鉛直上拋與自由落下時所受的加速
度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Ｃ）質量 5kg 的物體受到一大小與方向皆固定的力作用時，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Ａ）必沿直線作等加速度運動（Ｂ）可作等速率圓周運動（Ｃ）
相同時間內的速度變化量必相同（Ｄ）物體受力的過程中必遵守動量守
恆。
（Ｂ）關於摩擦力的性質，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物體置於粗糙的平面上
必受摩擦力（Ｂ）摩擦力的方向可能與物體的運動方向相同（Ｃ）動摩
擦力必小於靜摩擦力（Ｄ）物體置於桌面上時，若物體與桌面間的接觸
面積越大，則摩擦力越大。
（Ｄ）鐵球 2kg、銅球 0.5kg，兩球發生正向彈性碰撞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Ａ）銅球所受的撞擊力為鐵球的四倍（Ｂ）銅球的動量變化量為鐵球
的四倍（Ｃ）銅球的動能變化量與鐵球相同（Ｄ）銅球的速度變化量為
鐵球的四倍。
（Ｄ）假設地球的重力場強度 g 減為原來的一半，則下列物理量何者保持不
變？（Ａ）同一單擺的週期（Ｂ）同一錐動擺的週期（Ｃ）同一根毛細
管插入水中時，管內外的液面差（Ｄ）同一彈簧下端掛一個質量為 m
的物體，使物體作鉛直簡諧運動時的週期。
（Ｂ）下列有關功的敘述，何者錯誤？（Ａ）單擺運動中，繩子的張力對擺錘
不作功（Ｂ）彈簧下端繫一物體，使物體由彈簧的自然長度處自由落下，
並作鉛直簡諧運動，則物體由端點向下運動至平衡點的過程中，彈力作
正功（Ｃ）地球由近日點運動至遠日點的過程中，萬有引力作負功（Ｄ）
質子在均勻磁場中做螺旋運動時，磁力對質子不作功。
（Ａ）下列有關功與能的敘述，何者錯誤？（Ａ）物體遵守力學能守恆時，其
所受的合力必為零（Ｂ）蒸汽機是將熱能轉換為力學能後，再對外作功
（Ｃ）冰箱是由電動機作功，吸收冰箱內食物的熱能，再將熱能排出冰
箱外（Ｄ）電鍋可將電能轉換成熱能。

（Ｂ）一質量為 m 的子彈，以水平速度 V，射入一個質量為 M 且置於光滑平
面上的靜止木塊內，子彈射入木塊後嵌入其中，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Ａ）碰撞前後動量守恆（Ｂ）碰撞前後動能守恆（Ｃ）子彈嵌入木塊
後，木塊獲得速度 mV∕（m＋M）
（Ｄ）若木塊用一質量可忽略之輕繩
吊著，則子彈嵌入木塊後，木塊上升之高度為 m 2 V 2 ∕［2g（m＋M）2］
（g 為重力場強度）。
（Ｄ）地球以橢圓軌道繞太陽運行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地球遵守線
動量守恆（Ｂ）地球對橢圓中心遵守角動量守恆（Ｃ）地球距橢圓中心
等遠的各位置處，速率相同（Ｄ）地球在近日點的速率大於遠日點的速
率。
（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將毛細管現象的實驗裝置，自地球移至月球
上，則兩地測得的毛細現象上升高度相同（Ｂ）荷葉上的水珠呈球形，
是因水分子的內聚力小於與液面分子的附著力（Ｃ）相同的液體溫度越
低，表面張力越大（Ｄ）當毛細管越粗時，插入液體中管內液面上升的
高度越高。
（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物質放出潛熱時，溫度會降低（Ｂ）水沸騰
時即使再加熱，溫度也不升高，是因為水分子間的位能不再增加（Ｃ）
10 克水的熱容量大於 10 克酒精的熱容量（Ｄ）不同的物體，比熱越大，
熱容量越大。
（Ｂ）對於某定量理想氣體，其壓力與溫度
的 關 係 如 右
圖，則 a、b、c 三種狀態中，體積的
大 小 關 係 為
何？（Ａ）c＞a＝b（Ｂ）b＞a＝c
（Ｃ）a＝b＞c
（Ｄ）a＝c＞b。
（Ａ）材質相同的粗繩與細繩連接後，有一
向上的脈波由
粗繩端輸入並向細繩端前進。當此向上脈波行經兩繩接點時，下列敘述
何者正確？（Ａ）粗繩上的反射波向上，細繩上的透射波向上（Ｂ）粗
繩上的反射波向下，細繩上的透射波向下（Ｃ）粗繩上的反射波向上，
細繩上的透射波向下（Ｄ）粗繩上的反射波向下，細繩上的透射波向上。
（Ｄ）將聲波傳入閉管空氣柱中，若管長為 x，則下列何者可能為聲波波長？
（Ａ）x∕4（Ｂ）2x∕5（Ｃ）x（Ｄ）4x。
（Ａ）物體置於焦距 f 之單一凹面鏡前 p 處，若成像後像距為 q，則下列哪一
區域為 q 不可能存在的位置？（Ａ）鏡頂與焦點之間（Ｂ）鏡後（Ｃ）
焦點與曲率中心之間（Ｄ）曲率中心外。
（Ｄ）若以紅光及藍光作為實驗的光源，下列敘述何者錯誤？（Ａ）水中同深
度之處，以紅光及藍光分別自水中射向空氣時，水面上的人感覺紅光的
視深較深（Ｂ）對同一凸透鏡而言，紅光的焦距比藍光長（Ｃ）光源經
三稜鏡折射後，紅光的偏向角小於藍光（Ｄ）各以相同的入射角斜向射
入一厚度為 d 的透明平行板，則紅光射出平行板後的側位移比藍光大。

（Ａ）以單色光作雙狹縫干涉實驗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狹縫到光屏
的距離增加時，亮紋的亮度會減弱（Ｂ）在干涉條紋中，中央亮帶的寬
度為其它亮紋寬度的兩倍（Ｃ）光源由紅光改為藍光時，其亮紋寬度會
增加（Ｄ）狹縫間距減小時，亮紋寬度亦減小。
（Ｂ）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兩點電荷間的距離越近，則電荷間的電位能
越高（Ｂ）電子在電場中所受的電力方向與電場方向相反（Ｃ）帶靜電
的金屬導體上，電荷越密集處，其電位越高（Ｄ）A、B 兩帶電金屬球
的半徑比為 2：1，電位為 40V、20V，將兩球接觸後，可得 A、B 兩球
的新電位為 20V、10V。
（Ｃ）將一盞檯燈的鎢絲燈泡，由 40 瓦換成 60 瓦後，發現燈泡變亮，其主要
的原因為何？（Ａ）鎢絲燈泡中的電壓增加（Ｂ）鎢絲燈泡的電阻增加
（Ｃ）通過鎢絲燈泡的電流變大（Ｄ）鎢絲燈泡的電功率減少。
（Ｃ）一帶電質點，在固定的均勻磁場 B 中，作半徑為 r 的等速率圓周運動，
若忽略重力的影響，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運動的平面必與磁場 B
平行（Ｂ）圓周運動的週期與半徑平方成正比（Ｃ）質點繞圓心的角動
量量值，與圓的面積成正比（Ｄ）質點遵守動量守恆。
（Ｃ）下列何種情形下，線圈上沒有感應電動勢？（Ａ）線圈面和均勻磁場垂
直，而磁場突然增加（Ｂ）線圈本身有電流，將線圈斷路的瞬間也有感
應電動勢（Ｃ）線圈面和均勻磁場方向平行，磁場突然增加（Ｄ）線圈
面的法線和磁場方向夾 60 度角，磁場突然增加。
（Ｄ）下列何者不是角動量守恆的例子？（Ａ）花式溜冰的選手，表演旋轉動
作時，利用雙手的平伸或收回，來改變轉動時的角速度大小（Ｂ）直昇
機利用主、副螺旋槳來保持機身穩定（Ｃ）行星繞日公轉時，行星與太
陽之連線在相同的時間內掃過相同的面積（Ｄ）子彈在空中爆炸後，碎
片以拋物線軌跡落地。
（Ａ）將 a、b、c 三個體積相同、密度不
同的小球置於水
中，平衡後如右圖，則下列敘述
何者正確？（Ａ）
a 球所受浮力最小（Ｂ）c 球密度
最大（Ｃ）a 球密
度最大（Ｄ）b 球所受浮力最小。
（Ｂ） a 容器內裝有氧氣，b 容器內裝有
氮氣，已知 a、b
容器內的分子方均根速率相等，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兩容器內
的氣體壓力相等（Ｂ）兩容器內的分子總動量相等（Ｃ）兩容器內的分
子平均動能相等（Ｄ）兩容器內的分子總能量相等。
（Ｂ）長 2 公尺的弦兩端固定，若一脈波從一端進行到另一端時需 0.05 秒，
則此弦產生震動時的基音頻率為多少 Hz？（Ａ）5（Ｂ）10（Ｃ）15
（Ｄ）20Hz。
（Ａ）在兩端開口的管子，對其中一開口端吹氣，使之發出聲音，則下列敘述
何者正確？（Ａ）管長必為發出聲波之半波長的整數倍（Ｂ）此聲波的

基音含兩個節點（Ｃ）最低音的頻率為 V∕L，其中 V 為聲波波速，L
為管長（Ｄ）若將管子的一端封閉，則基音頻率增為兩倍。
（Ｃ）一站在路邊的路人，聽到遠方鳴有警笛聲的警車，以等速度 V1 快速靠
近後隨即駛離，當時聲波波速為 V，則路人聽到警笛在靠近與遠離時的
音頻比為？（Ａ）
（V－V1）
：
（V＋V1）
（Ｂ）
（V1－V）
：
（V1＋V）
（Ｃ）
（V＋V1）：（V－V1）（Ｄ）（V1＋V）：（V1－V）。
（Ｂ）在單狹縫繞射實驗中，測得中央亮帶的寬度為 a，則第二亮紋的中點至
中央亮帶的中點其距離為何？（Ａ）a（Ｂ）5a∕4（Ｃ）3a∕2（Ｄ）
2a。
（Ｄ）中空金屬塊的表面電量增加時，其內部中空處的電場強度會如何變化？
（Ａ）電場強度與表面電量成反比（Ｂ）電場強度與表面電量成正比（Ｃ）
電場強度隨金屬塊的形狀不同而改變（Ｄ）電場強度不變。
（Ａ）用相同的燈泡、導線及電池，分別組成下列四種電路圖，則哪一個電路
圖中的電池提供最大的電功率？
貳、多重選擇題：
（ＡＢＣＤ）水波槽實驗中，水波由深水區進入淺水區時，水波波長由 4cm
變成 3cm，假設深水區的水波頻率為 10Hz，則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Ａ）深水區的水波波速為 40cm/s（Ｂ）淺水區的水波波
速為 30cm/s（Ｃ）淺水區對深水區的折射率為 4/3（Ｄ）淺水區
的水波頻率為 10Hz（Ｅ）淺水區的水波頻率為 7.5Hz。
（ ＢＤ ）一砲彈自地面斜向發射而於途中爆炸，當爆炸後所有碎片尚未著
地前，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爆炸後質心加速度受爆炸力
的影響而改變（Ｂ）爆炸後質心仍作等加速度運動（Ｃ）當碎
片下落時，質心遵守動量守恆（Ｄ）無論砲彈有無爆炸，其質
心的運動軌跡不變（Ｅ）整個過程遵守動能守恆。
（ ＡＤ ）右圖為某一空間中的電力線分
佈圖，其中關於
a、b 兩點之電位 V 及電場 E
的敘述，下列何者
正確？（Ａ）E a＜Eb（Ｂ）
Ea＞Eb（Ｃ）Va＜
Vb（Ｄ）Va＞Vb（Ｅ）
Va＝Vb。
（ ＢＣＥ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若變壓器的副線圈匝數大於原線圈匝
數，則接上 1.5V 的電池後為一升壓變壓器（Ｂ）在均勻穩定的
磁場中，一長方形載流線圈所受的磁力必為零（Ｃ）平面載流
線圈在均勻穩定的磁場中所受的力矩與線圈面積成正比，與線
圈形狀無關（Ｄ）一帶電質點在一空間作等速度運動，則此空
間之磁場必為零（Ｅ）發電機在均勻穩定的磁場中所產生的最
大感應電動勢隨其角速度增快而增加。

（ ＡＣＥ ）相同的兩個人造衛星以不同的旋轉半徑繞地球作等速率圓周運
動，其中距離地球較遠的衛星，具有下列何種特性？（Ａ）速
度較小（Ｂ）總能量較小（Ｃ）加速度較小（Ｄ）位能較小（Ｅ）
動能較小。
（ ＡＢＥ ）質量為 m 的質點，在一水平地面上以速率 V0 前進，沿一半徑為
R 之半圓形軌道內緣上升，至最高點後再水平射出，如右圖所
示。若重力場強度為
g，到達最高點時之
速率為 V，不計空氣
阻力及摩擦力的影
響，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Ａ）V 須大於
或等於 gR （Ｂ）

最低點與最高點的

動能差為 2mgR（Ｃ）V 越大則落地所需的時間越短（Ｄ）質點
上升過程中，重力對質點作正功（Ｅ）從上升至落回地面的過
程中，質點遵守力學能守恆。
（ ＣＤ ）一力常數為 k 的彈簧，上端固定，下端懸掛一質量為 m 的重錘，
若重錘從彈簧的自然長度自由落下至最低點時其最大伸長量為
x，則重錘在彈簧下端作鉛直簡諧運動的過程中，最大動能為
何？（Ａ）kx2∕2（Ｂ）kx2∕4（Ｃ）kx2∕8（Ｄ）m2g2∕2k（Ｅ）
m2g2∕4k。
（ＡＢＣＥ）下列何者需要用到「白努利原理」來說明？（Ａ）飛機的機翼上
升原理（Ｂ）棒球的變化球原理（Ｃ）噴霧器的原理（Ｄ）熱
氣球自地面上升的原理（Ｅ）自來水以不同粗細的水管連接運
送時，其水壓變化的原理。
（ ＡＢ ）將一彈簧秤掛於電梯的天花板，秤的下端懸掛一個 1kg 的物體，
設重力場強度 g＝10m∕s2，則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當電
梯以等加速度 10m∕s2 下降時，秤的讀數為 0（Ｂ）當電梯以等
加速度 1m∕s2 上升時，秤的讀數為 11 牛頓（Ｃ）當電梯以等加
速度 1m∕s2 下降時，秤的讀數為 11 牛頓（Ｄ）當電梯以等速度
3m∕s 上升時，秤的讀數為 1 牛頓（Ｅ）當電梯以等加速度 10m
∕s2 上升時，秤的讀數為 0。
（ ＤＥ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Ａ）物體所受的合力為零時，則其所受的
合力矩亦為零（Ｂ）砲彈斜向拋射至空中僅受重力作用時，則
運動過程中遵守動能守恆（Ｃ）物體所受的合力矩為零時，則
其所受的合力亦為零（Ｄ）物體所受的合力矩為零時，角動量
一定不變（Ｅ）物體所受的合力為零時，動量一定不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