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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單選題單選題單選題單選題：每題 2.5分、共 100分 

1. 正德和女友同遊醉月湖，突然一陣風吹來，將女友的帽子吹到湖中間，於是正德想到妙招，他不斷在岸邊製造水波，讓

女友的帽子慢慢漂回岸邊，試問正德這招管用嗎？ (A)管用，因為水波會將帽子推到岸邊 (B)不管用，因為水波無法

傳播物質 (C)管用，因為水波會釋放能量給帽子，讓帽子能夠前進 (D)不管用，因為水波會跟岸邊反射回來的水波抵

消 

2. 附圖為一向右前進的連續週期波在某時刻的波形圖，則下列何者正確？ (A) E 點與 G 點的振動方向相同 (B) A 點比 B

點先回到平衡位置 (C) C點與 D 點的振動方向相反 (D) G 點比 F 點先回到平衡位置 

 

3. 一規律擺動的節拍器每分鐘來回 180次，則關於此節拍器的敘述何者正確？ (A)速率為 3 cm／s (B)頻率 3 cm／s (C)

週期為 3 秒 (D)週期為
 1 
 3 秒 

4. 下列為同一條繩索在同一時間振動出的繩波，請問哪一個頻率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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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小蓮手持細繩，上下擺動，使繩波向右前進，其手部擺動的順序如附圖所示，則其產生的繩波之波形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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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在空氣中，敲擊頻率分別為 100 Hz與 300Hz的兩音叉，當兩音叉發出的聲音傳入水中後，其傳播速率的比為何？ (A) 

1：3 (B) 3：1 (C) 4：1 (D) 1：1 

7. 如附圖，橫波依箭頭方向傳遞，最初波形如甲圖所示；1 秒後，波形如乙圖所示。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波長

20 公分 (B)振幅 6 公分 (C)週期 2 秒 (D)波速 10 公分／秒 

 

8. 下列何者為產生聲音的條件？ (A)振動體急速振動 (B)振動體作規則的振動 (C)振動體在介質中急速振動 (D)振動

體作不規則的振動 

9. 氣密式隔音窗戶兩玻璃中間應如何處理，隔音效果最佳？ (A)填入壓克力 (B)塞入保利綸 (C)貼上防爆隔熱貼紙 (D)

抽成真空 

10. 鄧校長在臺上訓話，臺下的同學聆聽教誨，關於校長訓話，所發出的聲波，下列敘述錯誤的有幾項？(甲)傳遞聲波的介

質為空氣；(乙)介質振動的方向和波前進的方向平行；(丙)聲波的速度與當時的溫度無關；(丁)此時的聲波為縱波。 (A) 

1 (B) 2 (C) 3 (D) 4 

11. 小夏將耳朵貼在鐵軌上，小熙由鐵軌的另外一端敲擊鐵軌。小夏共聽到兩次聲音，第一次由鐵軌傳來，第二次由空氣傳

來。若兩次聲音的間隔相差 2 秒，夏沫與洛熙的距離為多少公尺？（假設此時空氣中的聲速為 350 m/s，鐵軌中的聲速

為 2800 m/s） (A) 800 m (B) 1200 m (C) 1600 m (D) 2000 m 

12. 在某個下雨的夜晚，玫玲看到閃電後，經過 2 秒才聽到雷聲，若當時的氣溫為 15℃，則打雷的地點距離玫玲有多遠？ 

(A) 340公尺 (B) 1029公尺 (C) 680公尺 (D) 2040公尺 

13. (甲)波長；(乙)頻率；(丙)振幅；(丁)傳播方向；(戊)傳播速度。上列因素中，關於回聲和原聲的比較，不會改變的有幾

項？ (A)1 (B)2 (C)3 (D)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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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已知回聲的方向為附圖中的 R，則聲音入射角應為幾度？ (A) 30° (B) 60° (C) 90° (D) 120° 

 

15. 漁夫在海上捕魚時，常使用可接收及發射超聲波的儀器，從海面向著正下方的海底探測魚群的狀況。假設在海水中超聲

波的傳播速度為 1500 m／s，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發射超聲波 0.04秒後傳回某魚群的訊息，該魚群約在海面下 30 

m 處 (B)使用超聲波探測海中的魚群時，是運用聲音折射原理得知魚群的位置 (C)使用超聲波探測魚群的位置，原因

是只有超聲波能在海水中傳播 (D)若超聲波從海水中傳入空氣中，其傳播速率不會改變 

16. 某船以 34 m／s 等速度駛離懸崖，在船上的人於鳴汽笛後經 6 秒，始聽到由懸崖反射之回聲，若當時聲音速度為 337 m／

s，求鳴汽笛時，船與懸崖之距離多少公尺？ (A) 1113 (B) 1011 (C) 909 (D) 807 

17. 室內設計師為一家劇院重新裝潢，為了防止聲音被回聲所干擾，他可以在劇院四周的牆壁上，做下列哪幾項處理？(甲)

貼上多孔的木板；(乙)懸掛柔軟的布幔；(丙)加些修飾品，使牆面凹凸不平；(丁)焊上堅硬又光滑的鐵板。  (A)甲乙丙 

(B)甲乙丙丁 (C)甲乙丁 (D)乙丙丁 

18. 下列有關超聲波的敘述，何者正確？ (A)超聲波可在空氣中傳播 (B)人的耳朵聽得到超聲波 (C)超聲波的頻率大約介

於 20～20000赫之間 (D)超聲波遇到障礙物不會發生反射現象，會直接穿透 

19. 下列有關樂音三要素的敘述，何者正確？ (A)物體振動幅度愈大，音調愈高 (B)物體振動頻率愈高，所發出的分貝數

愈大 (C)響度愈大的聲音，傳得愈快，傳得更遠 (D)物體的音色，決定於物體發音的波形 

20. 甲音叉振動頻率 300赫茲，發聲強度為 80 分貝；乙音叉振動頻率 200赫茲，發聲強度為 100分貝；丙音叉振動頻率 300

赫茲，發聲強度為 70 分貝；丁音叉振動頻率 400赫茲，發聲強度為 90 分貝，當甲音叉發出聲音時，哪一支音叉會產

生共振？ (A)乙 (B)丙 (C)丁 (D 乙丙丁皆會 

21. 如附圖所示，阿輝在木板上以鐵釘固定甲、乙、丙三條橡皮筋，假設三條橡皮筋的鬆緊度相同，已知乙最粗，甲、丙一

樣細，乙、丙兩條橡皮筋一樣長。當阿輝撥動這三條橡皮筋時，其音調由高到低排列為： (A)甲＞丙＞乙 (B)甲＞乙

＞丙 (C)丙＞乙＞甲 (D)乙＞丙＞甲 

 

22. 一定溫度下，先後敲擊甲、乙、丙三支音叉，在同一位置分別測得空氣中三聲波振幅與同時間聲音位移的關係如附圖，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波響度最小，音調最高，聲速最快 (B)乙波響度最大，音調最低，聲速最慢 (C)丙波響

度最大，音調最低，但三者聲速相同 (D)甲波響度最小，音調最低，但三者聲速相同 

 

23. 兩種不同的樂器發出聲音並連接上示波器，得到聲音的波形如附圖所示，則此兩種聲音的不同點為何？ (A)頻率 (B)

音色 (C)速率 (D)波長 

 
24. 杰倫將紙杯底部刺一小孔，並用描圖紙黏貼住杯口，作為紙屏，以杯底的小孔對準蠟燭火焰，做針孔成像實驗，如附圖

所示。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針孔成像是光的折射造成的結果 (B)紙屏上的成像為倒立實像 (C)若將燭火靠近針

孔，紙屏上的成像會變小 (D)杯底的針孔愈大，紙屏上的成像愈清晰 

                                                                                               
25. 有一點光源，光源與屏幕不動，障礙物在光源與屏幕之連線上向屏幕移近時，則： (A)影漸小 (B)影漸大 (C)影不變 

(D)影有時增大有時減小 

26. 在太陽光照射下，身高 180 cm的許同學發現自己的影長有 45 cm，同時路旁的路燈影長有 85 cm，許同學因而作了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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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論：(a)影子的產生與光的直進性有關；(b)路燈的高度應有 5m；(c)太陽光可視為平行光源；(d)和透鏡成像的原理相同。

上述結論正確的共有幾項？ (A) 1 項 (B) 2 項 (C) 3項 (D) 4 項 

27. 小英帶了一只沒有數字的機械表，由鏡中看來顯示的時間是八點四十八分，則實際時間為： (A)兩點十二分 (B)三點

四十八分 (C)三點十二分 (D)兩點四十八分 

28. 甲、乙、丙、丁四道入射光，平行入射到粗糙不平的表面，其反射後的情形如附圖所示，何者遵守反射定律？ (A)僅

甲 (B)乙、丙、丁 (C)甲、乙、丙、丁皆遵守 (D)甲、乙、丙、丁皆不遵守 

 

29. 小俊站在百貨公司的大平面鏡前 5 公尺照鏡子，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小俊會發現自己在鏡中左右相反 (B)小俊

向鏡子的方向前進 2 公尺，小俊與鏡中的像之距離會縮短 4 公尺 (C)小俊向鏡子的方向前進 3 公尺，他在鏡中的像大

小不變 (D)小俊面向鏡子的方向後退 5 公尺，他在鏡中的像會變小 

30. 小美到科博館參觀，站在哈哈鏡前，發現鏡裡的像為正立的，但是臉及雙腿變得不一樣。若哈哈鏡側面如附圖所示，則

她所看到的像為何？ (A)臉與腿皆變長 (B)臉與腿皆變短 (C)臉變短腿變長 (D)臉變長腿變短 

 

31. 大雄手上拿著一面 20 公分寬的平面鏡，鏡面朝向自己放在距眼前 10 公分處，若大雄想要從鏡子內看到背後寬 2.2公尺

的布告欄，則他至少要距布告欄多少公分才能完全看到？ (A) 40 (B) 80 (C) 90 (D) 100 

32. 如附圖所示，甲、乙、丙三點位於一平面鏡前，E 點為眼睛所在處。依光的反射定律，眼睛可從平面鏡中看到哪幾個點

的像？ (A)丙 (B)乙 (C)乙、丙 (D)甲、乙 

 
33. 光由空氣經透鏡後其行徑如附圖所示，則透鏡為凹透鏡的是哪幾個？ (A)甲乙 (B)丙丁 (C)乙丙 (D)甲丁 

甲  乙  丙  丁  

34. 光由玻璃進入空氣時會發生折射現象。下列關於光的傳播路徑之示意圖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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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在透鏡前二倍焦距外，直立一蠟燭，當蠟燭逐漸接近透鏡之焦點時，可以在透鏡另一側找到實像。其位置與大小的變化

是為何？ (A)像漸小且距離透鏡漸遠 (B)像漸大且距離透鏡漸遠 (C)像漸小且距離透鏡漸近 (D)像漸大且距離透鏡

漸近 

36. 小強參加科學營時，看到了一個很特別的眼鏡，用來看相同大小的 ABCD 時，結果如附圖所示，則左、右眼鏡各為何

種透鏡？ (A)左眼鏡是凸透鏡，右眼鏡是凸透鏡 (B)左眼鏡是凸透鏡，右眼鏡是凹透鏡 (C)左眼鏡是凹透鏡，右眼鏡

是凸透鏡 (D)左眼鏡是凹透鏡，右眼鏡是凹透鏡 

B
A

C

D

右眼鏡左眼鏡
 

37. 在桌上平放一直尺，將焦距 15 cm的凸透鏡放在直尺上方，以眼睛觀察結果如附圖所示，則凸透鏡與直尺的距離可能是

多少 cm？ (A) 40 (B) 25 (C) 20 (D)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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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某部卡通影片中出現以下的劇情：「哈利被恐龍抓住，情急之下他拿下近視眼鏡來聚集太陽光，灼傷恐龍，並趁機會

逃走……」。有關「他拿下近視眼鏡來聚集太陽光」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近視眼鏡是一種凸面鏡，在空氣中可

以聚集太陽光，故此劇情符合科學原理 (B)近視眼鏡是一種凹面鏡，在空氣中可以聚集太陽光，故此劇情符合科學原

理 (C)近視眼鏡是一種凹透鏡，在空氣中無法聚集太陽光，故此劇情不符合科學原理 (D)近視眼鏡是一種凸透鏡，在

空氣中無法聚集太陽光，故此劇情不符合科學原理 

39. 如附圖，光線從 P 點發出，經凸透鏡折射後，應為哪一條光線？ (A) a (B) b (C) c (D) d 

P 2F 2FF F

a

b

c
d

 

40. 已知 P 光源經由凸透鏡成像於 P' 點，如附圖所示。則凸透鏡的右側焦點在何處？ (A) A  (B) B (C) C (D) D 
P'

P

O A B C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