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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年____班  姓名:__________  座號: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段考三年級自然(理化)科試題卷 
代碼 03 
單選題：1~20 題，每題 3 分；21~4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下圖為感應起電的步驟示意圖，起電順序何者正確？ 

甲  乙  丙  丁  戊  

  (A)乙戊甲丁丙   (B)乙丙戊丁甲   (C)乙戊丁甲丙    (D) 乙丁甲戊丙  
2. 甲、乙、丙、丁四個帶電的小油滴，分別測量油滴上所帶的電量，測量結果下列何者不合理？ 

 (A)甲是 6.45 × 1020 個基本電荷       (B)乙是＋1.6 × 10－18 庫侖  
(C)丙是 3.2 × 103 個電子            (D)丁是－4.8 × 10－20 庫侖 

3.下列何種現象不屬於靜電現象？  
(A)撕開免洗筷塑膠包裝時，塑膠套會吸附在手上 (B)冰塊黏在微溼的毛巾上  
(C)摩擦過的塑膠氣球能吸引頭髮 (D)冬天脫毛衣時會發出霹啪的聲響 

4.下圖（一）是自製驗電器（迴紋針下方懸掛兩片金箔），用毛皮摩擦過的塑膠尺接觸驗電器上端的迴紋

針後，移走塑膠尺。再以絲絹摩擦過的玻璃棒靠近驗電器，接觸之後移開。則由玻璃棒靠近驗電器到

移開的過程中，迴紋針下方的金箔角度變化，下列何者正確？(玻璃棒的帶電量＞塑膠尺的帶電量) 
(A)金箔張開角度變小   (B)金箔張開角度變更大   (C)金箔張開角度先變小至閉合，然後再張開    
(D)金箔張開角度不變  

 
 
 
 
5.保麗龍球極易因摩擦起電而帶靜電，上圖（二）是四個以絕緣細線懸吊的保麗龍球在靜電作用下的排

列情形。若被絲絹摩擦過的玻璃棒會排斥 A 球，關於 A、B、C、D 的電性與作用，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A、D 兩球會相斥    (B) B 球必帶負電   (C) C 球必帶負電    (D) D 球必不帶正電 

6.四個相同的燈泡和兩個電池與導線組成的電路，如上圖（三）所示，拆除哪一顆燈泡並不會影響其他

燈泡繼續發光？ (A)甲  (B)乙 (C)丙 (D)丁 
7.在導線 A 點截面的帶電質點流動情形，下列何者正確？（  代表正電荷，  代表負電荷） 

 
8.  一多孔插座標示「110V、10A」附有保險絲。若在上面插上三種電器，分別是標示「110V、200W」

的音響，「110V、300W」的電視，「110V、250W」的電腦，同時使用中，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三種電器所使用的電壓相同  (B)電視的電阻最大  
(C)若使用 1 小時，不需要用到 1 度電  (D)多孔插座的保險絲不會熔斷 

9.  關於歐姆定律，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金屬導體的電阻和流經它的電流成正比  (B)導體兩端的電壓

愈大，電阻就愈大 (C)加在金屬導體兩端的電壓和通過它的電流其比值固定 (D)經過二極體的電流，

與加在二極體兩端的電壓大小成正比  
10.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ˉ （A）燈泡並聯時，各燈泡兩端的電壓相同（B）並聯的電燈數增加時，原燈

泡的亮度越暗（C）同一個燈泡，其兩端的電壓愈大時，電阻也愈大 （D）串聯的電燈愈多時，總電

流愈大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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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圖八 

象 印 電 熱 水 瓶  
型 號 ： C W PF－

M 30 
電 源 ： 110V /60H z

功 率 ： 990 W  
M A D E   IN   

JA PA N  
 

圖五 

11.教室裡有 40 W 的日光燈 10 盞，若每天使用 8 小時，每個月使用 20 天，而每一度的電費以 3 元計算，

請問全校 50 間教室每個月的總電費為多少元？ (A) 9.6×103 (B) 9.6×106 (C) 19200 (D) 24000。 
12.有甲、乙兩台冷氣機，甲標示為 110V、2200W；乙標示為 220V、2200W，當分別接上正確電壓，同

時使用 10 小時，若不考慮電線發熱損耗，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甲接 110V 的電源，所以較省電 (B)流過乙的電流較小，所以較省電 (C)甲的電阻較乙大，所以

電流較小也較安全 (D)甲、乙的用電度一樣 
13.如下圖(四)所示，甲燈泡的亮度大於乙燈泡，則下列何者正確？(A)燈泡兩端的電壓：甲＜乙  (B)燈

泡電阻；甲＜乙  (C)燈泡消耗的電能：甲＜乙  (D)若將甲、乙燈泡改成並聯，則燈泡亮度：甲＜乙。 
 
 
 
 
 
 
 
 

14. 在上圖（五）所示的電路中，以一條粗銅線連接在 a 點和 b 點（圖中虛線所示），則下列敘述何者

錯誤？ (A)電池提供的電功率增加 (B)丙燈泡兩端的電壓變大 (C)乙燈泡的亮度增加 (D) 甲燈泡

瞬間燒壞  
15. 利用伏特計、毫安培計、二個10歐姆的電阻，以及數個1.5伏特的電池，探討電壓與電流的關係，獲得

甲、乙兩組數據如上圖（六）。下列何者正確？  
(A)由數據知電流愈大，電阻愈大 (B)乙數據是兩個10歐姆電阻串聯的結果 (C)電壓的大小可以用不

同數目的電池並聯來變化 (D)伏特計應與電路串聯，毫安培計應與電路並聯 
16.未知電阻 RA 及 RB。今欲藉由一個伏特計 及一個安培計 測量值的比值，得到 RB 電阻的大

小；則下列何種電路的連接方式才是正確的？ 

(A)  (B)  (C)  (D)  
17. 家中所裝的電錶，是用來測量什麼物理量？ (A)電流 (B)電能 (C)電功率 (D)電阻。 
18.如下圖（七），有一負電荷，電量為 0.8 庫侖，從 A 點到 B 點獲得 4 焦耳的能量，則 A、B 間的電壓

為多少伏特？ A、B 兩點的電位高低關係為何？ 
 
 
 
 

 
19.上圖（八）是電熱水瓶的標示，關於此電熱水瓶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正確使用時，電源為直流電   (B) 正常工作電壓下使用電熱水瓶 10 小時，共耗電 9900 度   (C)
改接 220 V 電壓的插座，熱水瓶的電功率會增為 2 倍   (D)正常電壓下使用，有 9A 的電流流過電熱

水瓶 
20.鎢絲燈泡標明電壓是 110 V、功率 200 W，在尖峰用電的時候，若家中的電壓降為 90 V，下列敘述何

者正確？ (A)燈泡的電阻減少 (B)通過燈泡的電流增加 (C)燈泡的功率降低 (D) 燈泡的亮度增加  
21. 有關保險絲的特性，下列哪一項敘述是正確的？ 

(A)保險絲可在導線電流過大時造成短路 (B)為避免電線走火，應在電路中並聯適當規格的保險絲  
(C)保險絲的荷載量(電流負荷能力)應該比被保護電路的安全容量小 (D)保險絲的熔點通常會高於一

般導線。 
22. 下列有關日常用電的敘述何者正確？ (A) 400 W 的冰箱使用 10 分鐘，比 60 W 的電燈使用 1 小時消

耗更多的電能 (B)保險絲燒斷時，可以用導電良好的銅線代替 (C)電力公司供應一般家庭用戶的是

110 V 或 220 V 的直流電  (D)電力公司為了減少電能損耗，以高電阻輸送電力。     
 

選項 A、B間的電壓（伏特） 電位高低 
(A) 5 A＞B 
(B) 0.2 A＞B 
(C) 5 A＜B 
(D) 0.2 A＜B 

圖六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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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一盞家用檯燈，本來是使用 20W 的鎢絲燈泡， 換成 40W 的鎢絲燈泡後，變得更亮了，其主要原因

為何？ (A)通過鎢絲的電流變大了 (B)燈泡中鎢絲的電阻變大了  (C) 燈泡中的電壓升高了 (D) 
40W 燈泡中鎢絲長度比 20W 長。 

24. 某導線的截面在16分鐘內通過6×1021個電子，則流經此導線的電流為多少安培？  
 (A)1安培 (B)10安培 (C)4安培 (D)1.6安培。 

25. 下列有關電流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A)直流電簡記為AC (B)交流電採用高電壓、低電流的輸送方

式 (C)乾電池為交流電的一種 (D)電力公司所提供的交流電之電流大小固定，方向來回變換一次需

1/60秒 
26.做電學實驗時，使用下圖所示的電路裝置，來測量電阻器的電流與電壓。圖（九）的 1、2、3、4 各

接點與圖（十）中的甲、乙、丙、丁各點連接的順序為何？   
  (A)丙丁甲乙  (B)丁丙乙甲  (C)乙甲丁丙  (D)甲乙丙丁  

 

 

 

 

 

27.承 26.題，若測量的結果如上圖（十一）所示，伏特計的指針指在刻度「1」上，毫安培計的指針指在

刻度「4」上。則電阻器 R 的電阻是多少歐姆？ (A) 0.25 (B) 0. 5 (C) 50 (D) 0.05  歐姆 
28.承 26.題，利用此裝置分別測甲、乙兩電阻器，結果如下表所示，根據此表，下列推論何者正確？ 
 
 
 
 
 
 
 
 
 
 
29.下列各組電路圖，都有兩個相同的電池及燈泡，則哪一組電路中的燈泡最暗？ 

 
 
 

 

 

 

 

30. 有關符合歐姆式導體的電阻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導線的電阻和導線的材料有關（B）導體中

的電子在移動時，會和導體中的原子碰撞，就形成電阻 （C）同一條導線，流過的電流愈大，電阻就愈

大（D）相同材料，相同長度的導線，若導線愈粗，則電阻愈小  
31. 在某電器的用電安全說明中，其中一項：「同一插座勿連接過多的電器，以避免導致電線走火，引起

火災。」導致電線走火的主要原因，應是下列哪一項科學原理？  
(A)電磁感應 (B)電流的化學效應 (C)電流的磁效應 (D)電流的熱效應。 

32.某導體通電後，測量其電壓與電流的關係，並將結果記錄於表格，發現此導體遵守歐姆定律；但數據

卻遭墨水掩蓋，如下表所示。則表中第三次所得之電阻值應為下列何者？ (A)2 (B)4 (C)6 (D)8 Ω 
 

 

 

 

 

電阻 電池數 伏特計讀數 安培計讀數

一個 1.5V 100mA 
二個 3.0V 200mA 
三個 4.5 V 300mA 

 
甲 

四個 6.0 V 400mA 
一個 1.5V 200mA 
二個 3.0V 400mA 
三個 4.5V 600mA 

 
乙 

四個 6.0V 800mA 

圖九 
圖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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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乙         丙          丁 

（A） （B）

 
 
 
 （C）             （D）

圖十一 

圖十二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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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五 

33.電路裝置如上圖（十二）所示，電路的電流為1A。若將原來的電池再串聯上一個相同的電阻，且再並

聯一個相同的電池，若電阻器符合歐姆定律，電路中導線的電阻忽略不計，電路並未受損，且電池沒有

內電阻，則通過電阻器的電流變為多少？ (A)0.5A (B)1A (C)2A (D)4A。 
34.電路裝置如上圖（十三）所示，三個電阻器的電阻均相同，且均符合歐姆定律，導線、安培計及電池

的電阻可忽略不計，若在接通開關S後，通過安培計的電流為6A，則打開開關S後，通過安培計的電流

應為下列何者？(A)
1
3A (B)2A (C)9A (D)18A 

35.如下圖（十四）所示，電路中之安培計應為：(A) 0.5 安培 (B) 1 安培 (C) 2 安培 (D) 3 安培 
36. 電路裝置如下圖（十五）所示，電源為兩個9V的電池串聯，X是0.5 Ω的保險絲，電路中串聯二個同為

4V，8 W的電燈泡，分別為L1、L2，且能正常發光，若此時流經電燈泡的電流為4安培，且電池與導線

的電阻可忽略不計，則下列何者為電池組輸出的總電功率？(A) 16 W (B) 32 W (C) 36 W (D) 72 W  
 

 

  

  

 

  

 

37.設四個完全相同的燈泡連接如上圖（十六），已知甲燈泡的功率為4W，則電池的功率為多少W？(A)12   
(B)15 (C)16  (D)30W。   

 
☆☆☆閱讀下列文章後回答38~40題☆☆☆ 

17世紀時，科學家推測2個不同的物體經摩擦之後會帶有電荷，此種帶電方式，稱為摩擦起電。在日

常生活中，摩擦起電的現象經常發生，但是因為所帶電荷不大，所以產生靜電的現象也不明顯。不過這種

小小的靜電現象，有時候也會造成大損失和大災難。 
現今在高科技工廠作業工作的電子作業員，在製造、修理電路板時，會採取一些防止靜電累積的措施。

不是害怕靜電把房子燒掉，而是預防精細的電子元件受到損害。有些電子元件十分敏感，可能被靜電火花

燒掉。因此電子作業員在一些容易累積靜電的環境中工作時，必須穿上特殊纖維製造的衣服，在袖子和位

子上連接地線，避免靜電在身上累積。  
 
38.如果有一位作業員在地毯上走過時，將電子拖在他的雙腳上，作業員把電子拖在雙腳上是因為他的腳

和地毯發生摩擦起電的現象，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腳上產生了電子，因此腳帶負電。           (B)電子從地毯轉移到他的腳上，因此地毯帶正電。  
(C)電子從地毯轉移到他的腳上，因此腳帶負電。 (D)此現象遵守電荷守恆    

39.200年前，專門在舊式戰艦裡面搬運火炮用火藥袋的年輕男孩子，被稱為「火藥猴子」。當時船上規定 
他們自艙底把火藥袋抬至甲板時，必須要赤腳。請試著從上面的文章想想看為何要這樣規定？  
(A)赤腳時，腳的摩擦力較大，可以防止跌倒。      (B)穿著鞋子時，鞋子易沾附火藥而造成危險。 
(C)赤腳時，可以防止靜電累積的發生，因為赤腳相當於有接地的作用。可以排除電荷。  

  (D)穿著鞋子時易有摩擦起電的現象發生，因為鞋子是導體。 
40.用梳子梳頭髮可以使梳子帶電，而且在乾燥的氣候中特別有用。而把梳子靠近小紙片可吸引小紙片，

小紙片一開始會靠近梳子但不久又掉落，靠近從水龍頭流出的細水時，細水會被吸引，關於上述現象何

者正確?  (A)梳子帶電的原理是接觸起電。 (B)梳子與碎紙片間的靜電力大於碎紙片所受的重力 (C)由
細水會被帶電的梳子吸引這一個現象，我們可以推論水分子和梳子間的萬有引力大於水分子所受到的空

氣浮力 (D)小紙片一開始會靠近梳子但不久又掉落，表示其中發生了感應起電。 
 

 

圖十四 

甲 

圖十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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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3 次段考 
三年級理化科解答單 
 
單選題： 
1~20 題，每題 3 分 
1-5    ADBCD      6-10   CCBCA 
11-15  ADDDB      16-20  DBADC 
 
21~40 題，每題 2 分 
21-25  CAAAB      26-30  ACCBC 
31-35  DAABB      36-40  DBAC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