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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個 10 公斤重的物體在有
摩擦力的水平面上前進，已

題目卷

6.學校畢業旅行當天，小景提著行李站在隊伍內等著上遊
覽車，此時小興背著書包沿著水平人行道加速的跑過

知物體受到 3 公斤重的水
平推力，且維持等速度運動
如圖所示。請問此物體所受的合力大小為多少公斤重？
(A) 0
(B) 3
(C) 7
(D) 10
2.將彈簧平放在桌上，彈簧一端固定，
另一端緊連一木塊，如圖所示。小景
用手壓縮彈簧約 2 公分後把手鬆開，
觀察木塊在桌面上的滑動情形。等木塊停下來後，小興
把木塊拿回來重新放回原來緊連著彈簧的位置，接著用
手壓縮彈簧約 5 公分後把手鬆開，觀察這兩次木塊在桌
面上的滑動情形，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小興的作法讓木塊彈得比較遠
(B)小景對彈簧作正功
(C)小興把手鬆開後，彈簧對木塊作正功
(D)兩次木塊的滑動過程都符合力學能守恆。
3.小興的桌上有一個靜置的禮盒，
F1 為桌子支撐禮盒的力，
F2 為禮盒的重量，
F3 為禮盒作用於桌子的力，
F4 為禮盒吸引地球的力，請問
和 F1 互為作用力與反作用力的力，及與 F1 平衡的力依序
為何?
(A) F2、F3
(C) F4、F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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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請問這個時候兩人是否有對行李或書包做功?
(A)小景有，小興沒有
(B)兩人都沒有做功
(C)小景沒有，小興有
(D)兩人都有做功
7.承上題，大家都坐上遊覽車後，司機踩下油門讓遊覽車
從靜止啟動加速向前出發的瞬間，小景看到遊覽車上方
鐵架邊緣垂下來的麥克風會呈現下列哪一種狀況?

8.承上題，遊覽車從靜止啟動等加速度向前直行到下一個
十字路口時，司機瞄了儀表板一眼，發現儀表板上的速
率指針在 72 公里/小時(已知 36 公里/小時相當於 10
公尺/秒)，請問，遊覽車從靜止啟動等加速度向前直行
到下一個十字路口的這段時間，乖乖坐在位子上閉目養
神的小興，動能的變化情形? (小興的體重為 50 公斤重)
(A)無變化
(B)增加 2500 焦耳
(C)增加 10000 焦耳
(D)增加 20000 焦耳
9.小景參加學校的畢業旅行，開心的和同學邊騎腳踏車向
前進邊享受鄉間風景，突然前方衝出一隻狗，小景嚇得
立刻緊急剎車，請問此時小景的上半身會向哪一個方向
傾斜?
(A)向前
(B)向後
(C)向左
(D)向右

(B) F3、F2
(D) F3、F4。

4.下列各種現象，哪一個引號內的力所作的功不為零?
(A)施一力使物體做等速直線運動，移動過程中「合力」
對物體所做的功
(B)一水瓶做圓周運動三圈，
「向心力」對物體做的功
(C)施一推力於彈簧，將彈簧從平衡位置壓縮到最小，
「推力」對彈簧所做的功
(D)施一水平力推書櫃，書櫃不動，「靜摩擦力」對書櫃
所做的功。
5.小景在公園玩盪鞦韆，他從左
側 A 點開始盪下來，經過最低
點 O，來到右側 B 點，就開始
下降盪回來，如附圖所示。請
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小景在 A 點的重力位能和 B 點的重力位能相等
(B)小景在 B 點的動能為零
(C)擺盪到 B 點時，小景的重力位能最小，動能最大
(D)由 A 到 B 的擺盪過程中，重力對小景不作功

滑下

10.小景畢業旅行的腳踏車行
2m
程中有一段累人的上坡路
段，當小景總算通過這項考驗，來到一個斜坡高度為
2 公尺的下坡路段時，如圖所示。小景決定停止踩腳踏
車踏板，讓腳踏車沿著斜坡自己下滑，若腳踏車的質量
為 25 公斤，小景的體重為 45 公斤重，沿著斜坡的下滑
力為 14 公斤重，請問此時腳踏車沿著斜坡的加速度為多
少 m/s2 ? (g=10 m/s2)
(A) 0.2
(B) 0.8
(C) 2
(D) 8
11.承上題，請問，小景受到的萬有引力為多少牛頓?
(A) 9
(B) 45
(C) 90
(D) 450
12.承上題，請問，小景位能的變化量是多少焦耳?
(A) 18
(B) 90
(C) 180
(D) 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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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小景沿著斜坡下滑，享受著涼風拂面而來，一不注意，
腳踏車撞到路中間的大樹，腳踏車向後退了一小段距離
後倒下來，請問腳踏車撞到樹會後退與下列哪一個原理
不相同?
(A)游泳時腳蹬牆出發
(B)點燃沖天炮，沖天炮上升
(C)手撫過衣服上的垃圾，讓垃圾往後離開衣服
(D)划船，使船前進
14.小景畢業旅行的腳踏車行程
有一個向東邊轉彎的路段，
小景若想要順利通過彎道必
須要讓腳踏車往哪一個方向
傾斜才能做到?
(A)東

(B)南

(C)西

(D)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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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承上題，小景從一樓揹著行李到五樓，為克服重力總共
做了多少焦耳的功? (g=10 m/s2)
(A) 600
(C) 7200

(B) 6600
(D) 7800

20.小興來到義大世界，興奮的從口袋
裡拿出預備好的氣球，用嘴巴吹飽
氣，用手捏緊，正預備打結時，被小
景的鬼臉嚇一跳，手一鬆，氣球向前
飛去，請問，下列何者為氣球前進所
利用的原理？
(A)噴出的高速氣體，會減少空氣阻力
(B)噴出的氣體給氣球的反作用力
(C)噴出的氣體施力於空氣，空氣給氣球的反作用力
(D)噴出的氣體減少氣球的重量，並產生浮力。

15.畢業旅行的遊覽車上，小景隨著音樂玩著丟沙包的遊
戲。小景將沙包鉛直上拋，發現當沙包上升後又下墜到
自己的手掌心。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沙包在最高點時靜止，加速度為零
(B)沙包下降時，加速度的方向與速度方向相反
(C)沙包上升時，加速度的方向與速度方向相同
(D)沙包上升時加速度的方向向下，下降時加速度的方向
向下。
16.承上題，假設沙包的質量為 10 公克，小景將沙包鉛直
上拋的初速度為 2 m/s，請問，在不考慮所有阻力的情
況下，沙包應該可以上升的最大高度為多少公尺?
(g=10 m/s2)
(A)0.1
(B)0.2
(C)0.4
(D)0.5
17.承上題，當沙包從最高點往下掉落到小景手掌心的過程
中，同樣在不考慮所有阻力的情況下，請問，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g=10 m/s2)
(A)沙包動能增加
(B)沙包位能減少
(C)重力對沙包做負功
(D)力學能守恆

21.畢業旅行的回程，遊覽車行駛在高速公路上，小興離情
依依的望向窗外回憶這三天的點點滴滴，突然發現對向
車道上，一輛小金龜車(質量 1000kg)失速撞向前方大台
休旅車(質量 3000kg)，造成休旅車往前衝出去，小金龜
車反彈往後退，在不考慮所有阻力的情況下，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休旅車被撞往前衝出去，受到的作用力比較大
(B)休旅車較重所以小車受到的作用力比較大
(C)休旅車往前衝出去，得到的加速度比較大
(D)小金龜車反彈往後退，得到的加速度比較大
22.「福爾摩沙衛星五號」是第一個由
台灣自主研發的人造衛星，在民國
106 年 8 月 25 日凌晨發射升空後，
在離地表 R(地球半徑)的高度上，以
等速率順時鐘方向在圓形軌道上繞
地球運行，如附圖所示，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人造衛星進行等速率運動，所以加速度為 0
(B)地球吸引人造衛星的力與人造衛星吸引地球的力
大小相等
(C)地球吸引人造衛星的力提供人造衛星繞圓形軌道
的向心力
(D)假設萬有引力突然消失，則圖中的人造衛星將沿
「丙」方向直線飛出去

18.畢業旅行第一天晚上到耐斯王子飯店住宿時，小景和小
興因為不想排隊等電梯，決定比賽誰可以最快揹著行李
到五樓，測量後發現，小景的體重是 55 kg，小興的體
重是 60 kg，小景的行李是 5 kg，小興的行李也是 5 kg。
飯店一樓到五樓的樓梯總共高 12 公尺，結果，小景花
了 50 秒爬到五樓，小興卻花了 100 秒才爬到五樓，請
問，小景和小興哪一個人對行李所做的功率比較大?
(g=10 m/s2)
(A)小景
(B)小興
(C)一樣
(D)條件不足

23.承上題，有另一個相同的人造衛
星在離地表 2R 的高度上，以順時
鐘方向在圓形軌道上等速率繞地
球運行，如圖所示。請問此人造
衛星受到的地球萬有引力是「福
爾摩沙衛星五號」的幾倍？
(A) 1／4
(B) 1／9
(C) 9／4
(D) 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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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小興在光滑
水平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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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人類目前對地球內部構造與成分的探索方式，主要是透
過以下哪一種方法？

上，利用一組
質量相同的
砝碼及滑車
一台，想瞭解「拉力是否會影響物體加速度的大小」的
實驗，裝置如附圖，請問，下列哪一種的操作方法可以
符合小興的探究問題？
(A)每一次實驗僅須改變滑車上的砝碼數，秤盤上的砝碼
數不變
(B)每一次實驗僅須改變秤盤上的砝碼數，滑車上的砝碼
數不變
(C)將桌上的砝碼一次一個慢慢移到秤盤上，每移一個，
測一次加速度
(D)將滑車上的砝碼一次一個慢慢移到秤盤上，每移一個
砝碼，測一次加速度
25.承上題，不考慮秤盤質量，滑車的質量為 720 克，每一
個砝碼質量為 40 克，如圖所示，滑車上有三個砝碼，
秤盤上也有三個砝碼，請算出滑車的加速度為多少 m/s2 ?
(g=10 m/s2)
(A)0.125
(B)0.167
(C)1.25
(D)1.67
26.在完全光滑的平面上，將甲、乙兩物體各放在彈簧的一
端，用力壓縮彈簧後放開。2 秒後甲的速度為 4 m／s，
乙的速度 為 5 m／s，已知甲物的質量為 20 公斤，請
問誰獲得的能量比較多？
(A) 甲
(B) 乙
(C) 一樣多
(D) 條件不足，無法比較。
27.水力發電是利用高處的水，經大鋼管下沖推動發電機而
發電的過程，再經由高壓電線將電能輸送到家庭使用。
請問關於整個發電、用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鑿井挖掘法
(B)高空衛星拍攝
(C)探索其他行星內部，再和地球比對
(D)透過地震波的資料分析
30.承上題，根據探測結果得知，固體地球分層由內而外
分別是
(A)地核、地函、地殼
(B)地核、地殼、地函
(C)地函、地核、地殼
(D)地殼、地函、地核
31.從北大西洋到南大西洋海底，有一道連綿上萬公里的海
底山脈-中洋脊，下列何者是中洋脊兩側的海底地殼的年
代分布？
(A)中洋脊以東向非洲方向年代較老，以西南美洲方向年
代較新
(B)越靠近中洋脊，是越晚生成的海洋地殼
(C)以中洋脊在赤道處為圓心，離圓心越遠，海洋地殼越
古老
(D)北大西洋中洋脊地殼較年輕，越往南邊地殼越老
32.地球物理學家在地球內部發現以下哪一個構造，證實了
地球板塊運動的力量來源？
(A)海溝
(B)中洋脊
(C)岩漿庫
(D)軟流圈
33.如下圖所示的海溝與山脈的地質構造，符合台灣哪一處
的地理環境？
(A)西部海岸
(B)澎湖群島
(C)東部海岸
(D)北海岸地形

(A)水的位能並沒有直接轉換成電能
(B)電能只可以轉換為光能和熱能，不能轉換為位能。
(C)能量形式的轉換過程中，通常伴隨熱能的產生
(D)整個過程仍然遵守「能量守恆」定律。
28. 請問下列哪一項資料不是提出大陸漂移學說的學者
韋格納，所根據的理論基礎？
(A)南美洲東岸和非洲西岸海岸線吻合
(B)大西洋兩側古化石種類與年代相近
(C)大西洋兩側大陸至今生態環境仍相似
(D)大西洋兩側陸地岩層與礦產相同

34.承上題，這種地形符合哪一種板塊交界的特徵？
(A)聚合性板塊交界
(B)錯動性板塊交界
(C)張裂性板塊交界
(D)任意性板塊交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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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如下圖所示的地質構造，甲和乙各代表何種地質構造?
(A)甲：正斷層；乙：背斜
(B)甲：正斷層；乙：向斜
(C)甲：逆斷層；乙：背斜
(D)甲：逆斷層；乙：向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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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如下圖所示地層，若該地層未曾發生地層反轉，在甲地
層挖掘出恐龍化石，以下四個人宣稱在乙地層挖出的化
石何者可能是假的？
(A)另一種恐龍化石
(B)菊石化石
(C)長毛象化石
(D)三葉蟲化石

36.根據下圖所示全球板塊分布圖，以下哪一個地區發生地
震機率最小？
(A)地中海
(B)南美洲西岸
(C)日本東岸
(D)非洲內陸
39.承上題，圖中各地質事件的正確順序為何?
(A)乙丁丙戊甲己
(B)乙丙丁戊甲己
(C)乙戊丙丁甲己
(D)乙丁戊丙甲己
40.下列何處是台灣地區主要變質岩分布地區與原因？

37.下圖是中央氣象局地震報告，這次地震是因為哪一種
板塊活動造成？
(A)板塊擠壓
(B)火山爆發
(C)核彈試爆
(D)哥吉拉出動

(A)北部山區，因為此處有火山活動溫度高壓力大
(B)中央山脈，這裡是板塊擠壓最劇烈的地方
(C)西部平原，因為從海底升起，與海水發生化學變化
(D)北部海邊，因為此處風化侵蝕最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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