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00學測) 平靜的湖面上常可看到湖邊建築或樹木的美麗倒影，但在有浪的海面上卻只能看
到海浪的起伏，而看不到岸邊物體的倒影，其原因為下列何者？
(A)浪濤洶湧，容易造成色散 (B)海水中含有鹽分，造成折射 (C)海浪使海面不平坦，造成
漫反射(漫射) (D)海水折射率大於純水的折射率，造成全反射 (E)海面遼闊無邊，容易使岸
邊物體的影像全部透射入海中。
【答案】：(C)
【解析】
：有浪的海面上卻只能看到海浪的起伏，而看不到岸邊物體的倒影，是由於海面起伏不平，
產生了多重反射(漫射)的結果。
( )2.(99學測) 小華透過護目鏡直接仰望觀測日蝕，發現日偏蝕的缺角在西北方。當時小華低頭摘
下護目鏡，看見地上樹蔭中有小小的日蝕光影。下列何者為樹蔭中的日蝕光影缺角的方位？
(A)東北 (B)東南 (C)西北 (D)西南 (E)光影無缺角。
【答案】：(B)
【解析】：樹蔭下的圓形亮點為太陽的像，為針孔成像的應用；而針孔形成的像會上下顛倒，左右
相反。日偏食時，我們所見太陽的缺口在西北方，此時地上的圓形亮點缺口在東南方。
( )3.(99學測) 大英博物館中收藏一只四世紀的羅馬酒杯，其獨特之處為：白天在光線照射下，酒
杯的顏色是綠色的；晚上若燈光由內透射，則呈紅色。也就是說，它具有反射光與透射光為互
補光的特徵。（兩道光為互補光的意義為此兩道光可合成為白色光。）分析這只酒杯的化學成
分，發現和現代無色透明玻璃相近，主要成分均為二氧化矽。比較特別的是含有金、銀混合比
例 3：7 的奈米顆粒，其粒徑約為 70 奈米。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 1 奈米等於 10－9 公分 (B)玻璃日夜顏色不同是二氧化矽的主要特徵 (C)金屬奈米顆粒
對紅光和綠光的反射能力約相同 (D)羅馬酒杯中的金屬奈米顆粒對綠光的反射能力高於對紅
光的反射能力 (E)羅馬酒杯中的金屬奈米顆粒對綠光的吸收能力高於對紅光的吸收能力。
【答案】：(D)
【解析】
：1 奈米＝10－10m＝10－8cm， 二氧化矽的顆粒顏色只有一種，不會白天和晚上顏色不同。
光從玻璃杯外面反射見到綠光，表示綠光的反射能力比紅光反射能力強；從玻璃杯內透
射出來是紅色，表示紅色的透射能力比綠色的透射能力強。
綠光的反射能力強，則吸收能力必較弱。
( )4.(98學測) 天文理論中，月蝕發生的主要原因為何？
(A)太陽的影子把月球遮住了 (B)地球的影子把月球遮住了 (C)月球的影子把太陽遮住了
(D)月球的影子把地球遮住了 (E)月球被雲遮住了。
【答案】：(B)
【解析】：月食為太陽－地球－月球依次排列，其中月球進入地球背
後的影子中。
( )5.(97學測) 已知無風時，空氣中的聲速是 v0。而某日風速為 w，一輛警車以速度 u(w＜u＜v0)
在筆直的公路上前進。假設 u、w 方向相同，在某一時間，車上的警笛開始響起，這時在它正
前方距離 L 處的靜止聽者，過了多少時間後才會開始聽到警笛聲？
L
L
L
L
L
(A)
(B)
(C)
(D)
(E)
。
v0＋u－w
v0－u＋w
v0＋u
v0
v 0＋w
【答案】：(B)
【解析】
： 觀察者測得的聲速為聲速＋風速＝v0＋w＝聲波的傳播速率，經車鳴笛後，聲波在空氣
中傳，已離開車子，因此和警車速率無關。
觀察者聽到的時間距離／速率＝L／(v0＋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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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7學測) 高處工地不慎掉落物件，施工人員以擴音器大聲通知下方人員閃躲。若不考慮空氣
阻力，則下列敘述哪一項正確？
(A)音調愈高，聲音傳播速率愈大 (B)音量愈大，聲音傳播速率愈大 (C)聲音傳播速率與音
調及音量均無關 (D)物體自 100 層(每層高 3.3 公尺)樓處，由靜止自由落下，到達地面時的
速率，已快過聲速。
【答案】：(C)
【解析】：音調高低、響度大小和聲速無關。
物體由高處自靜止落下，H＝100x3.3＝330 公尺，重力位能變成動能
mx10x330＝1/2xmxv2

v＝ 2 10  330＝81.2 m ，未超過聲速。
s

( )7.(97學測) 一般家用平面鏡是由一定厚度的透明玻璃片，在其中一面鍍上不透光金屬膜製成。
小明注意到若用鉛筆尖直接抵住鏡面時，鉛筆尖的像與筆尖有一小段距離，估計該距離是鏡面
玻璃片厚度的兩倍。依據上述，家用平面鏡使物體成像的主因，是下列敘述的哪一項？
(A)由光在透明玻璃片表面反射造成 (B)由光在透明玻璃片表面折射造成 (C)由光進入且透
過透明玻璃片，再被另一面的玻璃面反射造成 (D)由光進入且透過透明玻璃片，再被塗在另
一玻璃面上的不透光金屬膜反射造成。
【答案】：(D)
【解析】：用鉛筆尖直接抵住鏡面時，鉛筆尖的像與筆尖有一小段距離，估計該距離是鏡面玻璃片
厚度的兩倍。是由於筆尖距離反射面＝玻璃厚度＝物距，因此像距＝玻璃厚度，因此物
與像相差 2 被玻璃厚度，這是因光進入且透過透明玻璃片，再被塗在另一玻璃面上的不
透光金屬膜反射造成。
( )8.(97學測) 我們眼睛的視網膜中有三種色錐細胞，其感光範圍的中心波長分別約為 600 奈米
（紅光）、550 奈米（綠光）、450 奈米（藍光）。色盲就是色錐細胞因先天或後天異常。下列
哪一種色錐細胞異常的人，紅、橙、黃、綠看起來只是程度不同的綠？
(A) 600 奈米 (B) 550 奈米 (C) 500 奈米 (D) 450 奈米。
【答案】：(A)
【解析】：黃光是紅和綠的混合光，而橙光也是紅和綠光混合，但紅光偏多；因此紅、橙、黃、綠
看起來只是程度不同的綠，表示眼睛無法接受紅光，即紅光的接收出問題。
( )9.(95學測) 海水壓力隨著深度增加，一般的探測儀器無法承受深海的壓力。此外海水也會吸收
陽光，所以陽光不能穿透至深海，基於以上敘述，目前科學家探測海底地形，主要利用哪一項
儀器？
(A)數位攝影機 (B)回音探測系統（聲納） (C)都卜勒雷達 (D)全球定位系統（GPS）。
【答案】：(B)
【解析】：科學家探測海底地形，主要利用回音探測系統(聲納)。
( )10.(96學測) 某聲波在空氣中傳播時的頻率為 f1，波長為λ1，當折射進入水中傳播時的頻率為
f2，波長為λ2，則下列的關係，何者正確？
(A) f1＝f2 (B)λ1＝λ2 (C) f2＞f1 (D)λ2＜λ1。
【答案】：(A)
【解析】：聲波在不同介質進行時，頻率不變，因此聲波在空氣中的頻率＝在水中的頻率。
所以 f1＝f2。
聲速：固體＞液體＞氣體，因此，水中波速＞空氣中波速，水中波長＞空氣中波長。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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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94指考) 兩平行的平面鏡 A 與 B 相距 24 cm，一點光源 S 位在 A 鏡的前方 8.0 cm 處，如
圖所示。試問從點光源 S 所發出的光線，先經 A 面鏡反射一次，
再經 B 面鏡反射一次後的成像，其 z 坐標為何？
(A) z＝－8.0 cm (B) z＝－32 cm (C) z＝＋32 cm (D) z＝
＋56 cm (E) z＝＋64 cm。
【答案】：(D)
【解析】： 如圖，第一次在 A 鏡中成像，物距＝8cm，像在 A 鏡後 8cm。A 鏡後的像距離 B 鏡 8
＋24＝32cm，像在 B 鏡後 32cm，像的座標 z＝32＋24＝56cm。
( )12. (92學測) 將粗細均勻的金屬圓棒，插入盛水之圓形透明玻璃杯內。當人眼由杯外略高水面
的位置，透過水面與杯子側面觀看水中的圓棒時，圓棒看似折斷，粗細也不均勻。若以灰色線
段代表看到的水中圓棒，則下列哪一圖是人眼看到的景象？答：(A)
(A)

(B)

(C)

(D)

【答案】：(A)
【解析】：由側面所見筷子為向上折，由上面看覺得筷子變淺變短，如圖(A)。
( )13.(93學測) 游泳戲水是炎夏消暑的良方之一，但因無法準確判斷水深，有時導致溺水事件。
若站在戶外游泳池旁，估計池水的深度，總會覺得池水比實際深度淺。此錯覺主要源自於下列
哪一項原因？
(A)光在水中的色散現象 (B)池底的反射光在水面的折射現象 (C)
目光在水面的反射現象 (D)陽光在水面的反射現象。
【答案】：(B)
【解析】：從空氣中看水中由於光線進入水中，經水底的反射光，再穿
透進入空氣中進入眼睛。
( )14.(92學測補) 在陰暗的房間裡拿小鏡子照自己，如果要光源充足看得更清楚，應該把檯燈放
在何處？
(A)臉的後面，光線照向鏡子 (B)鏡子與臉之間，光線照向鏡子 (C)鏡子與臉之間，光線照
向臉 (D)鏡子後面，光線照向鏡子。
【答案】：(C)
【解析】
： 要看清楚自己的臉，只需要將光線直接照在自己的臉上，自己的臉是亮的，鏡中像的臉
也會是亮的。
( )15.(92學測補) 一教室的牆上有一平面鏡，如圖為其俯視圖。學生四位甲、
乙、丙、丁在教室內排演話劇。當教師站在門口黑點的位置，四位學生分
別位於圖中所示的位置，則教師由鏡中可以看到哪一位學生？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A)
【解析】
：將甲乙丙丁等人的鏡中影像先求出，由圖中可知，只能見到甲，其餘
都被教室牆壁擋住了。
( )16.(91學測補) 夜晚在照明很弱的室內，以照相機對準近處正視鏡頭的人拍攝時，若照相機的
閃光燈只快閃一次，則拍攝到的彩色相片，人像的眼睛常呈紅色，而成為「紅眼」。因此，有
些照相機採用防紅眼的設計，先讓閃光燈發出強度較弱但近乎連續的閃光，等到最後拍照時，
再快閃一次，發出較強的閃光。下列有關紅眼的敘述，何者正確？
(A)波長較長的紅光容易被人眼的角膜反射，故會出現紅眼 (B)眼睛與其他可以強烈反射閃光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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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景物，在相片上都會呈現紅色 (C)在連續閃光下，角膜反射的光會累積增強，故不會出現
紅眼 (D)紅眼是高強度的閃光通過張大的瞳孔，經滿布微血管的視網膜反射造成的。
【答案】：(D)
【解析】
： 照相的紅眼是由於光線較暗時，使用閃光燈，因此此時的瞳孔為放大的狀態，而閃光燈
經瞳孔直接到達視網膜，拍攝到視網膜微血管的影像，因此新式的閃光燈，消除紅眼是
連續閃幾次後，使眼球的瞳孔因強光而縮小，避免拍攝到放大的視網膜所佈滿的微血管。
( )17.(91學測) 某人站在一面大磚牆前 80 公尺，以木槌敲擊木塊，每當聽到磚牆反射的回聲時，
立即再次敲擊，若第 1 次敲擊與第 21 次敲擊的時間間隔為 10.0 秒，則當時的聲速約為多少
公尺∕秒？
(A) 160 (B) 180 (C) 320 (D) 340 (E) 360。
【答案】：(C)
【解析】： 第 1 次到第 21 次有 20 個間隔，相隔 10.秒，因此每個間隔為 10／20＝0.5 秒，即每
次回聲相隔 0.5 秒，聲音來回距離＝80x2＝160 公尺，速率＝160÷0.5＝320 公尺／秒。
( )18.(91學測) 可聞聲的頻率範圍大約為 20 赫茲到 20000 赫茲。某人
由於長期在高分貝的環境下工作，聽力受損，他能聽到的最微弱聲
音，其分貝值較聽力正常者高出 d，如圖所示為 d 隨頻率的變化。
下列有關此人聽力的敘述，何者正確？
(A)此人與同車內聽力正常者比較，會覺得汽車的隔音效果較差 (B)
在低音調的部分，此人的聽力，比聽力正常者為佳 (C)在高音調的部分，此人的聽力，比聽
力正常者為佳 (D)此人會覺得親友說話的音調比以往為低。
【答案】：(D)
【解析】
：(A)此人有很多頻率的聲音聽不到，因此會覺得汽車的隔音較佳。 (B)此人在 1000 赫以
下頻率聽力和一般人相同，因此低音頻率與正常人無異。 (C)高音部分的頻率此人需響
度較大的聲音才能聽見，因此高音部分的聽力較正常人差。 (D)此人的聽力將高音的部
分過濾，因此只能聽到較低音的部分，因此聽到的聲音頻率比正常時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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