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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媒體報導臺灣的半導體技術已進入 40奈米製程。所謂「奈米」是屬於哪一種物理量的單位？ 
�重量 �長度 �質量 �時間 

【3】2.以國際單位制（SI制）表示物理量「動能」的單位應為下列哪一項？ 
�千克 �莫耳 �焦耳 �瓦特 

【1】3.下列哪一選項是目前科學家認為組成物質的基本粒子？ 
�電子 �中子 �質子 �原子 

【1】4.依據科學家截至目前的發現，下列有關物質組成之相關敘述，哪一項正確？ 
�質子和中子皆由夸克構成 �原子的直徑大小約為 0.01公尺 
�原子核的直徑大小約為 0.001公尺 �原子由帶正電的質子和不帶電的中子所構成 

【3】5.有一輕質理想彈簧製成的彈簧秤，在未超過彈性限度的狀況下，當鉛直懸掛質量為 1.0 千克的物體
時，伸長量為 5.0公分；若改懸掛質量為 1.5千克的物體時，伸長量約為多少公分？ 
� 2.5 � 5.0 � 7.5 � 10 

【2】6.克卜勒行星運動第三定律是指所有繞同一恆星公轉的行星，其運轉週期與平均軌道半徑的關係。下
列有關此定律的敘述，哪一項最適切？  
�週期的平方與平均軌道半徑的比值為一定值 
�週期的平方與平均軌道半徑的立方之比值為一定值 
�週期的立方與平均軌道半徑的平方之比值為一定值 
�週期的立方與平均軌道半徑的四次方之比值為一定值 

【1】7.牛頓運動定律說明質量固定的物體，受力作用所產生的加速度與外力及質量的關係。下列哪一項敘
述最合理？ 
�物體受力作用產生之加速度量值與外力成正比，但與質量成反比 
�物體受力作用產生之加速度量值與質量成正比，但與外力成反比 
�物體受力作用產生之加速度量值與外力成正比，也與質量成正比 
�物體受力作用產生之加速度量值與外力成正比，卻與質量無任何關係 

【4】8.將一質量為 2.0 kg的木塊放在光滑的水平桌面上，若施 10牛頓的水平推力推動此木塊，則該木塊的
加速度量值為何？ 
� 2.5 m/s � 2.5 m/s2 � 5.0 m/s � 5.0 m/s2 

【2】9.一般而言，兩物體接觸並相對滑動時，其接觸面都具有動摩擦力。下列有關接觸面的動摩擦力與正
向力之敘述，哪一項最適切？ 
�動摩擦力與接觸面的正向力無關 �動摩擦力量值與接觸面的正向力量值成正比 
�動摩擦力量值與接觸面的正向力量值成反比 �動摩擦力量值與接觸面的正向力量值的平方成正比 

【3】10.家電用的電磁爐通常是利用磁場變化使置於爐面上的鍋子底部出現應電流產生熱效應，此應電流又
為「渦電流」，這種設計的概念是根據哪一個物理概念？ 
�愛因斯坦相對論 �亞基米得浮力原理 
�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 �海森堡測不準原理和德布羅意物質波概念 

【2】11.電磁波是媒體和大眾關注的主題，下列有關電磁波的發現，哪一項敘述最適當？ 
�光波不是電磁波的一種 
�電磁波在真空中以光速傳播 
�愛因斯坦透過實驗證實電磁波的存在 
�電磁波是人類科技的產物，在科學家實驗之前，並沒有電磁波的存在 

【2】12.只考慮重力作用，若將一質點以 30 m/s鉛直上拋，經過 3.0秒後到達最高點，則當地的重力加速度
量值大約為多少？ 
� 5 m/s2 � 10 m/s2 � 20 m/s2 � 90 m/s2 

【3】13.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說明兩質點間的萬有引力量值與質量以及距離的關係。下列哪一項說明最能適
切說明萬有引力定律的概念？ 
�兩質點間的萬有引力量值與兩質點的質量乘積成正比，而與兩質點的距離成反比 
�兩質點間的萬有引力量值與兩質點的質量乘積成反比，而與兩質點的距離成正比 
�兩質點間的萬有引力量值與兩質點的質量乘積成正比，而與兩質點的距離平方成反比 
�兩質點間的萬有引力量值與兩質點的質量乘積成正比，而與兩質點的距離立方成反比 

【3】14.經過實驗操作得知一物體置於光學鏡片前形成一正立縮小的像，則此鏡片最可能為下列哪一種鏡片？ 
�平面鏡 �凹面鏡 �凸面鏡 �凸透鏡 

【1】15.已知真空中的光速約為 30萬 km/s，若行動電話所使用的通訊頻率為 1,800 MHz，則其波長大約為多
少公尺？ 
� 0.17 � 17 � 1,700 � 170,000 

【2】16.當波傳遞進入另一種介質時，其傳遞方向發生改變的現象，物理學上稱之為何？ 
�光的反射 �光的折射 �光的干涉 �光的繞射 

【4】17.當救護車接近我們時，警笛的音調聽起來較救護車靜止時高；當救護車遠離我們時，警笛的音調聽
起來較救護車靜止時低，因此當救護車經過我們身旁的瞬間，我們感受到音調突然的變化。這種由於聲
源與聽者間的相對運動，造成音調產生高低變化的現象，在物理學上是何種概念？ 
�質量守恆 �能量守恆 �質能互換 �都卜勒效應 

【3】18.用肥皂洗手或吹泡泡時，常常可以看到泡沫上出現美麗光彩的景象，這是物理學上的何種現象？ 
�光的反射 �光的折射 �光的干涉 �光的繞射 

【4】19.若想估算地球的質量，除了知道萬有引力常數 G以及地球半徑 R 外，還需要知道下列哪一項物理
量？ 
�人的質量 
�人造衛星的質量 
�月球的質量和密度 
�地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 

【1】20.在國道上駕駛汽車時最怕不小心超速被罰，交通警察乃依據測速決定是否開立罰單。國道上的測速
設置是依據哪一種概念來設計？ 
�測速裝置的設計是測得雷達反射波的頻率變化而反推車速的快慢 
�測速裝置的設計是測得雷達繞射波的波速變化而反推車速的快慢 
�測速裝置的設計是測得雷達折射波的波長變化而反推車速的快慢 
�測速裝置的設計是測得雷達反射波的波速變化而反推車速的快慢 

【2】21.探討宇宙學時會提到哈伯定律，下列哪一項敘述最能適切說明哈伯定律的概念？ 
�星系離我們遠去的速率與星系和我們的距離成反比 
�星系離我們遠去的速率與星系和我們的距離成正比 
�星系離我們遠去的速率與星系和我們的距離平方成正比 
�星系離我們遠去的速率的平方與星系和我們的距離立方成正比 



【1】22.探討宇宙的起源一般會採用「大霹靂學說(Big Bang theory)」的論點。下列哪一項是大霹靂學說的有
力證據？ 
�宇宙微波背景輻射的存在 �人造衛星能環繞地球運轉 
�太陽具有太陽黑子和核融合效應 �冥王星不再是太陽系的九大行星之一 

【3】23.二十世紀初，物理學家發現有些物理現象與古典物理的認知不同，如在某些實驗中，光其實也能呈
現粒子性。有關近代物理的光電效應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光電效應顯示光具有波動性 
�在光電效應中，欲增加光電子的動能，可選用波長較長的光 
�在光電效應中，入射光的頻率必須大於某一特定頻率，才會出現光電流 
�若入射光頻率愈高，則光電子離開金屬表面後的動能就愈小，這是因為光的能量與頻率成反比 

【4】24.在原子核的核反應過程中，會發現有能量變化伴隨反應前後總質量的改變。當總質量變小時，系統
會產生能量，能量的大小可依據質能轉換公式△E = -△mc2 來計算。此重要概念是由哪一位科學家所提
出？ 
�牛頓 �安培 �法拉第 �愛因斯坦 

【2】25.已知臺北 101大樓的高度約為 508.0公尺，該地區的重力加速度為 9.8 m/s2。若不考慮空氣阻力作用
的影響，且在安全的情況下，於樓頂使一小球靜止自由落下，則著地前的瞬間，該小球的速率大約為多
少 m/s？（提示：本題只需估算即可） 
� 50.0 � 100.0 � 150.0 � 200.0 

【1】26.在 0°C、1大氣壓條件下，下列哪一組化合物，能共存於同一容器內，而不發生變化？  
� H2(g)，O2(g) � NO(g)，O2(g) � CO2(g)，Ca(OH)2(aq) � AgNO3(aq)，K2CrO4(aq) 

【3】27.有關物質的沸點與熔點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物質的熔點愈高，則其莫耳熔化熱愈大  
�物質 A的沸點比 B的沸點高，則 A的熔點亦比 B的熔點高 
�物質的沸點愈高，則其莫耳汽化熱愈大  
�同一物質的熔點高於其凝固點 

【2】28.下列各醇類的化合物中，何者為第二醇？ 
� 4－甲基－1－戊醇 � 2－甲基－3－戊醇 � 2－甲基－2－戊醇 � 2－甲基－1－戊醇 

【4】29.下列各組離子半徑的大小比較，何者正確？（左下角為原子序） 
� 11Na＋＞9F

－  � 11Na＋＞19K
＋  � 12Mg2＋＞11Na＋  � 16S2－＞17Cl－ 

【3】30.硝酸銀的氨水溶液可以與下列哪種化合物反應？  
�乙烯 �乙烷 �乙炔 �環己烯 

【3】31.甲、乙、丙、丁四種實驗，哪幾種實驗的結果組合後，可以決定電子質量？ 
甲：拉塞福的α粒子散射實驗      乙：湯木生的陰極射線實驗 
丙：侖琴的 X射線實驗           丁：米立坎的油滴實驗 
�甲、乙 �乙、丙 �乙、丁 �丙、丁 

【2】32.下列何組為同素異形體？ 
� 12C，13C � O2，O3 � 14C，14N � CH4，C2H6 

【4】33.取相等重量之下列化合物，完全燃燒時，哪一個化合物所需氧量與其他三者不相同？ 
�苯乙烯(C6H5CHCH2) �乙炔(C2H2) �苯(C6H6) �?(C10H8) 

【4】34.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重量百分率濃度相同的兩水溶液，其重量莫耳濃度亦相同 
�兩水溶液重量莫耳濃度大者，莫耳分率小 
�溫度改變時，重量莫耳濃度亦隨之改變 
�莫耳分率相同的兩水溶液其重量莫耳濃度相同 

【2】35.在 25°C、1atm時，5公升的氧氣含有 n個原子，則在同狀況下，10公升的氖氣含有若干個原子？  
� n/2 � n � 2n � 4n 

【2】36.在 25°C、1atm 時，將 3 升的氨氣與 5 升的氯化氫氣體兩者混合，若混合後壓力仍為 1atm 時，
則體積為若干？ 
� 5升 � 2升 � 3升 � 8升 

【2】37.某反應的速率定律式為 r＝k[A][B]2，則速率常數的單位為下列何者？（M表體積莫耳濃度；s表秒） 
� M－2s � M－2s－1 � M2s－1 � Ms－1  

【3】38.某 pH＝2的水溶液，其 [OH－] 濃度為 pH＝5溶液的若干倍？ 
� 2.5 � 0.25 � 10-3 � 103 

【4】39.下列何反應不屬於氧化還原反應？ 
� Br2＋2I－?  2Br－＋I2 � 2ClO2＋2OH－ ?  ClO2

－＋ClO3
－＋H2O 

� C2H2＋H2 ?  C2H6 � 2CrO4
2－＋2H＋ ?  Cr2O7

2－＋H2O 

【4】40.有 40毫升的 Fe2＋水溶液與 36毫升 0.1M的 KMnO4酸性溶液達到完全反應，則水溶液中亞鐵離子
的濃度為若干？  
� 0.09 M � 0.18 M � 0.36 M � 0.45 M 

【3】41.下列哪些反應無法產生氫氣？  
� Zn與稀硫酸作用 �金屬鈉與水作用 � MnO2與濃鹽酸共熱 �燒紅的碳加水 

【4】42.將下列各組水溶液混合，何者顏色不會有顯著變化？  
� K2Cr2O7＋NaOH � K4Fe(CN)6＋FeCl3 
� KSCN＋FeCl3  � K3Fe(CN)6＋FeCl3 

【2】43.若將濃度為 0.20M的食鹽水溶液，稀釋至 0.10M時，則下列何項性質會較原濃度溶液為低？ 
�蒸氣壓 �沸點 �凝固點 �食鹽的溶解度 

【4】44.下列三種液體蒸氣壓大小比較，何者正確？（甲：純水，乙：食鹽水溶液，丙：酒精水溶液）  
�甲＞乙＞丙 �丙＞乙＞甲 �乙＞甲＞丙 �丙＞甲＞乙 

【4】45.就化學平衡：A＋B C＋D＋熱量，若欲增加 D的產量，下列哪一種操作正確？  
�移去部分的 B �加入催化劑 �升高溫度 �移去部分的 C 

【3】46.鹽 AB、AB2、AB3為 A、B兩元素組成的三種難溶性鹽，若其 Ksp數值相等，則各鹽的溶解度何者
最大？（溶解度均以莫耳／升為單位）  
� AB � AB2 � AB3  �一樣大 

【4】47.下列各實驗中，如所加入之試劑過量時，何者最後沒有沉澱？  
�加入濃氨水於 0.1M硝酸鋁水溶液 �加入 NaOH水溶液於 0.1M CuSO4水溶液 
�加入 AgI(s)於 0.1M氨水溶液 �通入 CO2於 0.1M氧化鈣水溶液 

【2】48.下列哪一項事實不能用氫鍵的觀念解釋？ 
�水、氟化氫的沸點比同族其他元素的氫化物沸點高 
�反-1，2-二氯乙烯的熔點比順-1，2-二氯乙烯的熔點高 
�乙酸在極性較小之有機溶劑中溶解，利用凝固點下降方法測定分子量時，分子量之大小介於 60∼120
之間 
�水結成冰時，固體之體積變大，密度變小 

【3】49. Na＋的還原電位小於 Zn2＋的還原電位，此表示： 
� Na＋可還原 Zn � Zn可還原 Na+ � Na可還原 Zn2+ � Zn2＋可還原 Na 

【4】50.下列何項反應產生的氣體，溶於水中呈鹼性？  
� Na2CO3＋HCl?  � NaHCO3 →∆

 
� Na＋C2H2OH?  � NH4Cl＋Ca(OH)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