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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游泳池中以腳蹬牆時，使身體在水中前進的力，是下列哪一種力？  
(A)水的浮力 (B)水的壓力 (C)水的反作用力 (D)牆的反作用力。 

2.承上題，若腳離開牆後，手並未划動，腳也未打水，只讓身體往自然的向前漂移的過程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合力方向與運動方向相同 (B)合力為零 (C)合力方向與運動方向相反  (D)合力與運動方向垂直。 

3.在運動會的大隊接力時，選手跑到彎道時，身體會向內傾斜，是利用哪一種力來幫助轉彎？  
(A)磁力 (B)向心力 (C)反作用力 (D)萬有引力。 

4.某人在4樓的窗口，將一物體分別以相同速率，向下、向前及向上拋出，則離手後該物體的加速度何者最大(不計任何阻力)？  
(A)向上 (B)向下 (C)向前 (D)皆相同。 

5.承上題，該物體落地瞬間的動能何者較大？  (A)向上 (B)向下 (C)向前 (D)皆相同。 
6.一物體靜置於水平桌面上，如右圖所示，若W1為物體所受之重力，N1為桌面支撐物體之力，  

W2為物體作用於地球之力，N2為物體作用於桌面之力，則下列何者分別為N1的平衡力與反作用力？ 
(A)W1與N2 (B)N2與W2 (C)W2與N2  (D)W2與N1。 

7.一塊大石頭重20公斤重，如果小緯用15公斤重的力往上抬，石頭仍然不動，則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石頭給小緯的反作用力為15公斤重 (B)石頭所受的合力為零  
(C)石頭給地面的作用力為5公斤重 (D)地面給石頭的反作用力為20公斤重。 

8.下列哪一種運動與向心力沒有關係？ (A)單擺的擺動 (B)自由落體 (C)車輛轉彎 (D)太空船環繞月球。 
9.將一小球鉛直上拋，令其達到最高點後又落下至原處，若忽略空氣阻力的作用，則有關小球的運動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在最高點時，加速度為零 (B)上升和下降的過程中，加速度的大小和方向都相同  
(C)在最高點時，動能為零   (D)上升和下降的過程中，遵循力學能守恆。 

10.若將小球以10 m／s的速度斜向拋出，忽略一切阻力的作用，有關小球的運動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整個過程為等加速度運動       (B)石頭到達「d」點時，速率最快 
(C)在最高點「b」時，速度為零   (D)上升和下降的過程中，遵循力學能守恆。 

11.承上題，小球由b到達c點時的運動狀態為 
  (A)瞬間運動方向為「↓」  (B)瞬間速度大小為10 m／s  (C)由b→c的過程中重力並未對小球作功  (D)以上皆非 
12.有關牛頓第三運動定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大小相等 (B)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可以互相抵消  
(C)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方向相反 (D)作用力與反作用力同時產生，也同時消失。 

13.下列何者動作的作用力對物體沒有作功？  
(A)在原地，手向上舉物體至頭頂  (B)用細繩綁一石子，使石子做單擺運動(重力) 
(C)將一物體垂直向上拋出之過程 (D)繩子繫小球，做等速率圓周運動(繩子)。 

14.有關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對一物體施力，必會對此物體作功   (B)對物體施一固定力使其由靜止開始運動，施力期間移動的距離越長，對物體作功越大 
(C)作功的大小只與作用力大小及物體位移大小有關 (C)對物體作功時，物體不一定會產生位移  。 

15.常見的無障礙坡道是屬於何種形式的機械？ (A)滑輪 (B)槓桿 (C)斜面 (D)輪軸。 
16.下列何種槓桿不是省力裝置？ (A)裁紙器 (B)起釘器 (C)老虎鉗 (D)長柄掃把。 
17.有關簡單機械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使用槓桿的目的是省力，且節省時間     (B)門上的喇叭鎖是省時的輪軸  
(C)以斧頭劈木材其斧刃是利用斜面的原理   (D)使用定滑輪可以省時及方便操作。 

18.(甲)樓梯、(乙)輪軸、(丙)滑輪、(丁)剪刀的刀刃、(戊)蜿蜒的山路，以上有幾種有使用到斜面原理的應用？  
(A)甲、丁、戊  (B)乙、丙 (C)甲、丙、戊 (D)甲、乙、丙、丁、戊。 

19.螺絲起子和螺絲，各是何種簡單機械的應用？  
(A)螺絲起子為斜面、螺絲為輪軸 (B)螺絲起子為輪軸、螺絲為斜面 (C)螺絲起子和螺絲皆為輪軸 (D)螺絲起子和螺絲皆為斜面。 

20.右圖為沾有雨滴的雨傘旋轉(逆時針)的情形，當雨傘旋轉速度太快時，甲處的雨滴會沿哪個方向飛出？  
(A)a (B)b (C)c (D)d。 

21.承上題，雨滴會瞬間飛出是因為何種原因所致？  
(A)牛頓第三運動定律     (B)牛頓第二運動定律  
(C)速度愈快，附著力愈小  (D)雨傘上的雨滴與雨傘之附著力不足以提供迴轉所需的向心力  

22.某人扛著斧頭，手握木柄末端，如圖(僅為示意圖未按比例)。木柄全長80 cm(重量不計)，  
鐵斧重5 kgw，距肩膀30 cm，當達靜力平衡時，農夫左手施力為 
(A)3 kgw (B)8 kgw (C)12 kgw (D)16 kgw。 

23.承上題，某人肩膀受力大小及方向為  (A)8 kgw向下 (B)8 kgw向上 (C)2 kgw向下 (D)2 kgw向上。 
24.如右圖所示，F1、F2及F3皆為15 gw，AC＝10 cm，BC ＝20 cm。對A點而言，F2 所產生的力矩大小為何？  

(A)0 gw．cm (B)150 gw．cm (C)300 gw．cm (D)600 gw．cm。 
25.關於功率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對同一物體作功時間越短，功率一定越大 (B)對同一物體作功越多、作功時間越長，功率一定越大 
(C)對同一物體作功越多，功率一定越大     (D)在相同的時間內，對同一物體作功越多，功率越大 



26.一抽水機在100秒內將1000 kg的水自地面等速抽至高10 m的水塔內，則此抽水機對這些水作功的功率為多少瓦特(g = 9.8 m/s2)？  
(A)0.98 (B)10 (C)100 (D)980  W。 

27.力臂的定義為下列何者？  
(A)支點到力的作用線的水平距離 (B)支點到力的作用線的垂直距離 (C)支點到力的作用點的距離  (D)支點到施力者的距離。 

28.雞蛋碰石頭後雞蛋破裂，何者受力較大？ (A)雞蛋 (B)石頭 (C)兩者受力相等 (D)不一定。 
29.右列是四個物體分別做直線運動的       (A)                 (B)                (C)             (D) 

關係圖，則在t 1到t 2時間內，哪一個 
物體具有的動能是保持不變的？ 

30.下列哪一個運動的物體處於靜力平衡的狀態？  
(A)自由掉落的物體  (B)時鐘的長針 
(C)靜止不動的蹺蹺板 (D)等加速度運動的車子。 

31.附圖為一個表面光滑半圓形的碗，將一小鋼珠放在半圓形碗壁，使小鋼珠自A自然滑下， 
若將D點處之重力位能設為0，則小鋼珠在「E」處的動能EK與重力位能EU的大小關係為： 
(A)EK＞EU  (B)EK＝EU  (C) EK＜EU  (D)以上皆非 

32.承上題，下列有關各種作用力對小鋼珠作功的敘述，何者正確？  
(A)重力在B點瞬間對小鋼珠作正功  (B)碗壁支撐力在B點對小鋼珠作正功  
(C)重力在D點瞬間對小鋼珠作正功 (D)碗壁支撐力在D點對小鋼珠作正功。 

33.圖中為一呈平衡狀態的均質槓桿，已知P～F各點間隔均等，若欲在砝碼下再加掛10 gw 
的物體，應將砝碼移至哪一點槓桿才可再維持平衡？ (A)B點 (B)C點 (C)D點 (D)E點。 

34.如右圖，在光滑的水平面上，靜止的甲、乙兩物體質量分別為m、2m，受同樣的水平力F作用， 
沿力的方向移動相同距離S，則：  
(A)F對乙物體作功較大 (B)甲、乙兩物體獲得的動能一樣大 
(C)F對甲物體作功較大 (D)F 對甲、乙兩物體平均功率一樣大。 

35.在光滑的水平面上，靜止的甲、乙兩物體質量分別為m、2m，受同樣的水平力F作用， 
均受力4秒鐘，針對甲、乙兩物體在此受力期間的能量變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F對甲物體作功較大 (B)F對乙物體作功較大 (C)甲、乙兩物體獲得的動能一樣大  (D)F對甲、乙兩物體平均功率一樣大。 

36.有一個2公斤的物體在水平面上做等速度運動，當其移動10公尺時，合力對物體作功多少焦耳？ (A)0 (B)20 (C)196 (D)980。 
37.若施力於門板的作用點固定時，當施力方向和門板的夾角為下列何者時，可以用最小的力推動門板？  

(A)30度 (B)45度 (C)60度 (D)90度。 
38.施15 N的力將 5公斤重的物體沿著斜面往上等速度推20公尺，如圖。如果將物體推到 

頂點後靜置，則該物體在上升的過程中增加多少焦耳的重力位能？(g＝10 m / s2) 
(A)25 (B)75 (C)250 (D)300  焦耳。 

39.承上題，該斜面的狀況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該斜面絕對光滑  (B)施力對物體作功75焦耳  (C)此過程重力不作功  (D)該斜面的摩擦力做負功50焦耳。 

40.一光滑水平面上置有一質量為2公斤的物體，今施一力於此物體上使其產生2 m/s2的加速度， 
則此物體沿受力方向移動3公尺後，此力對它作功多少焦耳？  
(A)16 (B)12 (C)8 (D)4  焦耳。 

41.一組均質槓桿，如右圖所示，槓桿上面的每個刻度皆為5cm，砝碼皆為10g。在右邊3號位置掛上 
4個砝碼，若想要使槓桿平衡，則需在左邊2號位置掛上多少個砝碼？ (A)1 (B)2 (C)3 (D)6。 

42.承上題圖，在右邊2號位置掛上2個砝碼，在左邊4號位置掛上3個砝碼，此時槓桿所受的合力矩大小為  
(A)80 (B)160 (C)400 (D)800  gw‧cm。 

43.右圖為螺旋千斤頂，假設起重桿長為1公尺，螺旋的螺距為0.5cm，如果要讓重物被抬高25公分， 
則起重桿需要轉幾圈才行？    (A)20圈 (B)30圈 (C)40圈 (D)50圈。 

44.一個繞著地球運轉的人造衛星，以12公里∕分的速率運行，關於此衛星運動情形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屬於圓周運動             (B)衛星的移動屬於等速度運動  
(C)衛星的加速度隨時間而改變 (D)衛星與地球間的引力，即為其運行的向心力。 

45.抗力點在中間的槓桿具有下列何種效果？ (A)僅可省力 (B)僅可省時 (C)僅可省功 (D)可能省力或省時。 
46.承上題，下列機械裝置何者屬於抗力點在中間的槓桿？  (A)輪軸  (B)定滑輪  (C)打羽球  (D)大型釘書機 
47.附圖是輪軸和斜面結合的機械組，若輪軸直徑比為2：1，則當將80kgw的重物由斜面底部拉至頂端， 

若不考慮摩擦力，則需要施多少公斤重的力並拉多少公尺才能將物體等速度拉至頂端？  
(A) 8kgw、10m (B) 8kgw、20m (C)16kgw、10m (D)16kgw、20m。 

48.兩齒輪的軸半徑相等，且大齒輪的齒數是小齒輪的兩倍，若兩齒輪相互咬合， 
如右圖。，施力F使小齒輪旋轉50圈，則大齒輪旋轉幾圈？  
(A)25 (B)50 (C)100 (D)200。 

49.承上題圖，試問當施力F時兩個齒輪應如何轉動？  
(A)大齒輪順時針、小齒輪逆時針 (B)都是順時針  (C)大齒輪逆時針、小齒輪順時針 (D)都是逆時針。 

50.下列何項物理量，沒有方向性？ (A)力 (B)功 (C)速度 (D)加速度。 
F

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