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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科學的演進有賴於眾多科學家努力的成果，下列重要的科學事蹟的描述，何者正確？ 

(A)哥白尼的日心說始終為天文學上大家堅信的理論  (B)克卜勒的行星運動定律證明牛頓的萬
有引力正確無誤  (C)庫侖發現等速度運動的電荷產生靜電力  (D)厄斯特最早發現電流磁效應
的現象  (E)日本物理學家湯川秀樹認為原子核內的弱作用力維持原子核的穩定。 

【答案】： (D) 

【解析】： 

 

2.四個繞地球運轉的人造衛星：衛星甲作半徑為 R 的圓周運動；衛星乙作半徑為 3R 的圓周運動；

衛星丙作近地點距離 R、遠地點距離 3R 的橢圓運動；衛星丁作近地點 R、遠地點 4R 的橢圓運
動，則四個衛星的週期長短比較，何者正確？ 

(A)甲＞丙  (B)乙＞丙  (C)丙＞丁  (D)丁＞乙  (E)四者皆繞地球，其週期皆相同。  

【答案】： (B) 

【解析】： 

 

3.行星繞太陽作橢圓軌道運動，行星距離太陽最遠距離是 16 天文單位，最近距離是 4 天文單位，

則行星與太陽相距最遠與最近時之切線速率比為何？ 

(A)1：4  (B)1：1  (C)l：2  (D)4：1  (E)2：1。 

【答案】： (A) 

【解析】： 

 

4.承上題，行星在近日點與遠日點的面積速率比為何？ 

(A)l：4  (B)1：1  (C)l：2  (D)4：1  (E)2：1。 

【答案】： (B) 

【解析】： 

 

5.若將地球公轉太陽一圈的時間(公轉週期)稱為
「地球年」，右表為太陽系內地球與某行星的資
料，則表中的 R 數值最接近下列哪一項？   

(A)600  (B)800  (C)1000  (D)1200  (E)1500  百萬公里。 

【答案】： (E) 

【解析】： 

 

6.假如太陽系中又發現一個小行星，其繞太陽的週期是地球繞太陽週期的 8 倍，已知行星近日點至

太陽間距離為 2 天文單位(AU)，試問行星遠日點與太陽間距離為若干天文單位？ 

(A)12  (B)8  (C)6  (D)4  (E)1。  

【答案】： (C) 

【解析】： 

 

7.水星和金星繞日週期分別為 Tl和 T2、平均軌道半徑為 Rl和 R2，下列哪一個關係式恆成立？ 

(A)R1T1＝R2T2  (B)R1
2 T2

3＝Rl
2T2

3  (C)R1
3 T2

2＝Rl
3T2

2   

(D)RIT2
2＝R2Tl

2  (E)RIT1
2＝R2T2

2。  

【答案】： (C) 

【解析】： 

 

8.某人造衛星繞地的軌跡為橢圓軌道，如右圖。試問下列幾個路徑中，

哪個路徑花費時間的長短比較，何者正確？ 

(甲)A→B→C  (乙)B→C→D  (丙)C→D→A  (丁)D→A→B 

(A)甲＝乙＝丙＝丁  (B)丙＜甲＝丁＜乙  (C)丁＜丙＝甲＜乙 

(D)丁＜丙＜甲＜乙  (E)乙＜甲＝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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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C) 

【解析】： 

 

9.如右圖，為地球澳太陽的軌道，已知 A 為近日點，C 為遠日點，則下列相
關性質，何者錯誤？ 

(A)AO距離為 1個天文單位  (B)A點的切線速率最大  (C)C點的動能最
小  (D)B 點的面積速率等於 C 點的面積速率  (E)A→B 所需的時間等於
B→C 所需的時間。 

【答案】： (E) 

【解析】： 

 

10.已知哈雷彗星繞太陽作橢圓軌道運動，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彗星運動的快慢不變，僅方向改變  (B)週期的立方與平均軌道半徑的平方成正比  (C)彗星
與太陽的連線在相同時間內掃過相同的面積  (D)太陽有時在橢圓軌道的某一焦點，有時在另一
焦點  (E)平均軌道半徑是半長軸與半短軸的平均值。 

【答案】： (C) 

【解析】： 

 

11.兩球相距 d 時，彼此間萬有引力為 F，若將距離改變成相距 2d／3，則萬有引力變為多少？ 

(A)
3

2
F   (B)

2

3
F   (C)

9

4
F   (D)

4

9
F   (E)質量不變，引力仍維持 F。 

【答案】： (C) 

【解析】： 

 

12.婷婷在地表體重 50 kgw，搭乘火箭上升至離地表 2R／3 的高空，R 為地球半徑，則婷婷的體
重變為多少公斤重？ 

(A)36kgw  (B)30kgw  (C)24kgw  (D)18kgw  (E)12kgw。 

【答案】： (D) 

【解析】： 

 

13.甲、乙、丙、丁四個小球在同一直線上依序排列，其質量
比為 4：3：2：1；若甲乙距離：乙丙距離：丙丁距離＝2：
2：1，則哪兩個物體間的萬有引力最小？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丙  (E)乙丁。 

【答案】： (E) 

【解析】： 

 

14.有甲、乙兩顆均勻的星球，已知甲星球質量與乙星球為 1：2，而甲星球半徑與乙星球半徑比為
2：1，則甲、乙兩星球表面的重力加速度量值比為若干？ 

(A)1：2  (B)4：1  (C)1：4  (D)1：8  (E)8：1。 

【答案】： (E) 

【解析】： 

 

15.若地球因自轉而略呈扁球狀的球體，即赤道表面的地球半徑大於南極(或北極)的地球半徑。則

關於地球表面各地之重力加速度的量值 g，下列相關的敘述何者錯誤？ 

(A)南北極處的重力加速度值比赤道附近的重力加速度值大  (B)南北極的重力加速度值比重力
加速度的標準值大  (C)在同一位置時，愈接近海平面，則重力加速度值愈小  (D)由赤道向北
前進的過程，重力加速度值逐漸增加  (E)輪船載重物由俄羅斯的西伯利亞航至非洲的過程，船
上的貨物重量會變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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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C) 

【解析】： 

 

16.如右圖，A、B、C、D 為四個大小可忽略的小鋼珠，其質量比為 A：

C＝3：2，B：D＝5：1，距離比 rAB：rCD＝3：2，則 A、B 間與 C、

D 間的重力比 FAB：FCD應為 

(A)5：1 (B)6：5 (C)10：9 (D)16：9 (E)10：3。 

【答案】： (E) 

【解析】： 

 

17.質量為 m 的衛星在圓軌道上繞地運行，其離地高度為 h，且加速度量值為 a。若地球半徑為 R，

則地球質量為多少？  

(A)
2ah

G
 (B)

2aR

G
 (C)

2( )a h R

G


 (D)

2( )a h R

G


 (E)

2( )

aG

h R
。 

【答案】： (C) 

【解析】： 

 

18.三個點電荷 X、Y、Z 位於等腰直角三角形的三個頂點如右圖，X 所受 Y、Z 的

庫侖靜電力之合力為 F。若 Y 與 Z 的位置互換，而 X 的位置不變，則下列何者

為 X 所受 Y、Z 的庫侖靜電力之合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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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 (E) 

【解析】： 

 

19.兩相同金屬球，各帶電荷量為＋2q 與－4q，庫侖力為 F，則將兩球以導線聯結後，達成平衡，

兩球間的庫侖力變為  

(A)
1

F
2

  (B)
1

F
4

  (C)
1

F
6

 (D)
1

F
8

 (E)
1

F
9

。 

【答案】： (D) 

【解析】： 

 

20.如右圖，兩個金屬球以絕緣細線並排懸掛，以帶正電玻璃棒從右方靠近金屬球，但不接觸，則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乙兩球均不帶淨電荷，但兩球相互吸引  (B)甲、乙兩球均不帶

淨電荷，但兩球相互排斥  (C)甲球帶正電，乙球帶正電，且兩球相互

排斥  (D)甲球帶負電，乙球帶正電，且兩球相互吸引  (E)甲球帶負

電，乙球不帶淨電荷，且兩球相互吸引。 

【答案】： (A) 

【解析】： 

 

21.將經毛皮摩擦過的塑膠棒靠近金屬球，再以導線連接金屬球與地面，則下列何者正確？ 

(A)電子由金屬球經導線流向地面  (B)塑膠棒帶正電  (C)金屬球最後是帶負電   

(D)塑膠棒與金屬球會感應得到同性電  (E)電子由地面經導線流向金屬球。 

【答案】：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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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題組】請在閱讀下列敘述後，試回答下列問題： 

甲、乙、丙為不帶電大小相同的金屬球，底部皆為絕緣底座，丁為帶負電的金屬導體。 

22.當丁靠近甲球時，下列相關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的左端帶負電，丙的右端帶正電  (B)此過程稱為感應起電  (C)

圖中負電荷向右移動，正電荷向左移動  (D)甲與丙兩端點的電量相

等，電性相反  (E)將丁移開後，金屬球需要接地的步驟才能恢復電中

性的狀態。 

【答案】： (D) 

【解析】： 

 

23.承上題，若先移開丙金屬球，再移開乙金屬球，再移開丁，試問三金屬球所帶電性和電量有可

能為下列何者？ 

(A)甲：＋2Q，乙：－Q，丙：一 Q  (B)甲：－2Q，乙：＋Q，丙：＋Q  (C)甲：－Q，乙：

－Q，丙：＋2Q  (D)甲：－Q，乙：不帶電，丙：＋Q  (E)甲：＋Q，乙：不帶電，丙：－Q。 

【答案】： (E) 

【解析】： 

 

24.承上題，若先移開丙金屬球，再移開丁，最後再把甲、乙兩金屬分離，試問三金屬球所帶電性

和電量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A)甲：＋Q，乙：＋Q，丙：－2Q  (B)甲：＋2Q，乙：－Q，丙：－Q  (C)甲：＋2Q，乙：

不帶電，丙：－2Q  (D)甲：－2Q，乙：＋Q，丙：＋Q  (E)甲：－Q，乙：－Q，丙：＋2Q。 

【答案】： (A) 

【解析】： 

 

25.承上題，若先於丙金屬球接地線，再分別移開丙、乙金屬球，再移開丁，試問三金屬球所帶電

性和電量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A)甲：－2Q，乙：＋2Q，丙不帶電  (B)甲：－2Q，乙、丙不帶電  (C)甲：＋2Q，乙、丙不

帶電  (D)甲、乙不帶電，丙：－2Q  (E)甲、乙不帶電，丙：＋2Q。 

【答案】： (C) 

【解析】： 

 

26.若丁帶－10Q 電量，直接接觸甲金屬球再移開後，分別移開丙、乙、甲，試問三球所帶電性和

電量有可能為下列何者？ 

(A)甲、乙、丙：＋Q  (B)甲、乙：＋Q，丙：＋2Q  (C)甲、乙：＋Q，丙：－2Q   

(D)甲、乙、丙：－Q  (E)甲、乙：－Q，丙：－2Q。 

【答案】： (D) 

【解析】： 

 

27.將長條形磁鐵放置在水平桌面上，在磁鐵周圍分布的磁力線示意圖如右

圖。今在水平桌面上甲、乙、丙、丁四點各放置一個磁針，若地球磁場的

影響忽略不計，則關於磁針 N 極的指向，下列何者錯誤？ 

(A)甲：向東  (B)乙：向北  (C)丙：向西  (D)甲與丙的磁針指向相同  (E)

乙與丁的磁針指向相同。 

【答案】： (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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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有關於磁場或磁力線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磁力線愈密，則磁場愈強  (B)兩根帶電的磁鐵棒會同時有靜電力、磁力及萬有引力的作用  

(C)靜止的電荷，會同時受到電場及磁場的作用  (D)在同一位置，磁針 N 極受到的磁力和 S 及
受到的磁力量值相等  (E)磁力線方向在磁鐵外部是由從 N 極指向 S 極，磁鐵內部則是 S 極指
向 N 極。 

【答案】： (C) 

【解析】： 

 

29.有關磁鐵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磁力線永不相交  (B)金銀銅鐵皆可被磁化成為磁鐵  (C)N 極只受磁力作用時，N 極的運動
的軌跡極為磁力線  (D)靜止的電荷可以產生磁力線  (E)磁力線對靜止的電荷可以產生作用。 

【答案】： (A) 

【解析】： 

 

30.下列有關磁力線、磁場的敘述，何者正確？  

(A)真空中不可能有磁場 (B)通電流的導線其附近的磁場方向與導線必定垂直 (C)將磁鐵切割
後，磁力線便不是封閉曲線 (D)地表各處的地磁方向必定與地面平行 (E)條形磁鐵會在空間
中造成均勻磁場。 

【答案】： (B) 

【解析】： 

 

31.右圖中的棒形磁鐵，周圍置有甲、乙、丙、丁四個羅盤(其中黑色部分
表示 N 極、灰色部分表示 S 極)，在受到棒形磁鐵的磁力線作用下，哪

個羅盤的指針偏向是正確的？ 

(A)只有甲正確  (B)乙丙皆正確  (C)只有乙正確  (D)只有丙正確  (E)只有丁正確。 

【答案】： (C) 
【解析】： 
 

32.關於磁力線性質的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任何一條磁力線的兩端連結同性磁極  (B)地球磁場的磁力線方向是由北方指向南方  (C)磁

力線上任一點的切線方向表示電荷在該點所受磁力的方向  (D)升高溫度，可使磁極的原子具有
較大的能量，因此磁性更強  (E)磁力線的疏密程度代表磁場強度的強弱，磁力線愈密，表示該
處的磁場強度愈強。 

【答案】： (E) 
【解析】： 
 

33.將長條形磁鐵放置在水平桌面上，在磁鐵周圍分布的磁力線示意圖如右

圖。今在水平桌面上甲、乙、丙、丁四點各放置一個磁針，若地球磁場的

影響忽略不計，則關於磁針 N 極的指向，下列何者錯誤？ 

(A)甲：向西  (B)乙：向北  (C)丙：向西  (D)甲與丙的指針指向相反  (E)

丁與乙的指針指向相同。  

【答案】： (D) 
【解析】： 
 

34.兒童樂園入口處常見許多販賣充填氦氣的氣球，若考慮同一氣球內的兩個氦原子甲與乙，則甲
原子內的質子與乙原子內的質子，兩者間存在那些基本作用力？  

(A)重力、電磁力  (B)重力、電磁力、強力  (C)電磁力   

(D)重力、電磁力、強力、弱力  (E)重力。 

【答案】： (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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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有關弱作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法拉第提出弱作用理論  (B)弱作用是能使原子核維持穩定的作用力  (C)弱作用的強度比萬

有引力小  (D)弱作用可使 3 個夸克聚集形成中子  (E)β 衰變的過程釋放出大量的能量是弱作

用所導致。 

【答案】： (E) 
【解析】： 
 

36.下列有關強力和弱力比較的敘述，何者錯誤？ 

(A)強力作用範圍較弱力更大  (B)弱力作用需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發生  (C)在原子核內部的強

力作用較弱力更容易存在  (D)不論是強力或弱力作用，皆可改變粒子的本質  (E)強力作用強

度較弱力更大。 

【答案】： (D) 
【解析】： 
 

37.關於自然界的四種作用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將質子和中子緊密束縛在原子核內的是電磁力  (B)人與人之間雖有重力存在，但因人的質

量太小，幾乎感受不到，故重力是短程力  (C)哈雷彗星是受到太陽對其的重力，使彗星繞太陽

運行  (D)各種接觸力是弱力  (E)電子和原子核之間有強力作用，使得電子繞原子核運動。 

【答案】： (C) 
【解析】： 
 

38.下列力量：(甲)使地球繞太陽公轉之力  (乙)重物置於桌面，桌面施予物體之正向力  (丙)緊急

煞車時使汽車停止之摩擦力  (丁)電子繞原子核運轉之力  (戊)原子核中使核子聚集之力。本質

上可歸類為基本作用力中電磁力的作用共有幾種？   

(A) 1  (B) 2  (C) 3  (D) 4  (E) 5。 

【答案】： (C) 
【解析】： 
 

39.人造衛星繞地球運行的向心力、車子在路上行走所受的摩擦力、小明的體重 80kgw、加速座標

系中的假想力、浮力。上述的五個力量中，有幾項屬於萬有引力？  

(A)1  (B)2  (C)3  (D)4  (E)5。 

【答案】： (B) 
【解析】： 
 

40.如右圖，一個水平放置的金屬圓環通上逆時針方向的電流，試比較甲乙處的磁場   

(A)甲處磁場為零，乙處磁場不為零  (B)甲乙兩處磁場方向皆向

上，且甲處磁場強度大於乙  (C)甲處磁場方向向上，乙處磁場方

向向下，且甲處磁場強度小於乙  (D)甲處磁場方向向上，乙處磁

場方向向下，且甲處磁場強度大於乙  (E)甲處磁場方向向下，乙

處磁場方向向上，且甲處磁場強度大於乙。 

【答案】： (D) 
【解析】： 
 

41.如右圖，在均勻磁場中(磁場方向進入紙面)，光滑軌道上有一可自由滑動的

導線 PQ，當按下開關 S 成通路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導線 PQ 產生的磁場方向由 Q 至 P  (B)導線 PQ 產生的磁場為導線的右

邊垂直紙面向上 (C)導線 PQ 向左運動  (D)導線 PQ 受外在磁場的作用，使

得導線右邊的磁場比左邊強  (E)導線 PQ 受磁力方向朝左。 

【答案】： (B) 



 ７ 

７ 

 

【解析】： 
 

42.水平放置的磁針，指示方向如右圖，請問為以下何種水平放置的電流造成？ 

(A)位於磁針上方的長直導線，載有由南向北的電流  (B)位於磁針上方的長直導

線，載有由東向西的電流  (C)位於磁針上方的長直導線，載有由北向南的電流  

(D)位於磁針下方的長直導線，載有由南向北的電流  (E)位於磁針上方的長直導

線，載有由西向東的電流。 

【答案】： (A) 

【解析】： 

 

43.紙面上有一條載流直導線，其電流由上向下流，如右圖，則 

(A)導線左方的磁場方向朝左、右方的磁場方向朝右  (B)導線左方的磁場方向朝右、右方的

磁場方向朝左  (C)導線左方磁場方向和電流同方向、右方磁場和電流反方向  (D)導線左方

的磁場垂直進入紙面、右方垂直離開紙面  (E)導線右方的磁場垂直進入紙面、左方垂直離

開紙面。 

【答案】： (D) 

【解析】： 

 

44.如右圖，螺管線圈有電流通過時，管內產生磁場，下列何者正確？ 

(A)螺線管內磁場方向，N 極是在 A 端  (B)在螺線管內中心處，其磁力

線為均勻磁場  (C)螺線管的長度愈大，產生磁場愈強  (D)螺管兩側端

點的磁場強度比中心磁場強  (E)銀的導電性最好，因此螺線管內插入

銀棒後，可產生更強的磁場。 

【答案】： (B) 

【解析】： 

 

45.如右圖裝置，將兩組線圈繞在同一根軟鐵棒上，若甲線圈中的

開關由通路突然切斷成為斷路時，在乙線圈上電阻的電流方

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有瞬間電流從 A 流向 B  (B)有瞬間電流從 B 流同 A   

(C)有持續電流從 A 流向 B  (D)有持續電流從 B 流向 A。 

【答案】： (B) 

【解析】： 

 

46.如右圖，有一靜止線圈，電路被接通，當可變電阻器 R 逐漸增大時，由

眼睛方向觀察，銅環的感應電流方向為何？ 

(A)順時鐘  (B)逆時鐘  (C)順時鐘或逆時鐘皆可  (D)無感應電流。 

【答案】： (B) 

【解析】： 

 

47.如右圖，在同一平面上有四條彼此絕緣的載流長直導線，此四條導線恰可圍成

一個以 O 點為中心之正方形區域，而導線電流的大小與方向如圖所示，若導

線在 O 點產生的磁場恰好為零。則以下哪個步驟能使在 O 點產生的磁場為最

大值？ 

(A)切斷 I1  (B)切斷 I2  (C)切斷 I3  (D)切斷 I4  (E)切斷 I2與 I4。 

【答案】： (B) 

【解析】： 

 



 ８ 

８ 

 

48.下列哪一線圈上所產生的感應電流圖是正確的？ 

 
【答案】： (B) 

【解析】： 

 

49.將小線圈置於大線圈內側的裝置如右圖，當大線圈通入逆時鐘方向的電流瞬間，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大線圈產生的磁場垂直穿入紙面  (B)大線圈產生逆時針方向的磁場  (C)小

線圈產生的應電流為逆時針  (D)小線圈產生的磁場和大線圈的磁場同方向  (E)

小線圈產生的感應磁場垂直穿入紙面。  

【答案】： (E) 

【解析】： 

 

50.在水平面上，有一載有固定電流 I 的長直導線，其右方有一長方形金屬線

圈。如右圖，當此線圈以水平向左等速貼著導線下方運動，由甲→乙→

丙→丁期間，若可忽略地磁的影響，則線圈在運動過程中所產生應電流

的方向，下列何者正確？ 

(A)載流導線的右邊，磁場為垂直出紙面的方向  (B)線圈甲→乙的過程，

應電流為順時針  (C)線圈乙→丙的過程無應電流  (D)線圈丙→丁的過

程，應電流為逆時針  (E)甲→乙時線圈產生的應電流方向，與丙→丁時線圈產生的應電流方向

相反。 

【答案】： (D) 

【解析】： 

 

51.如右圖，有一圓形線圈，外加方向固

定但大小會變化的磁場於線圈，其中

甲、乙、丙、丁的磁場皆與線圈面平

行，則下列哪些方向的磁場會讓線圈

產生應電流？ 

(A)甲乙  (B)乙戊  (C)丙丁  (D)戊己  (8)甲丁。  

【答案】： (D) 

【解析】： 

 

52.在紙面上兩條垂直的載流長直導線，其電流均為 i，方向分別沿著＋x

與＋y 方向。已知長直導線在周圍所產生的磁場量值隨著與長直導線

的垂直距離增加而減少，則圖中所標示坐標的各點位置，何處磁場

量值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答案】： (C) 

【解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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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如右圖，有四條電流大小相同且垂直紙面的平行導線，四條導線和紙面分別交

於 A、B、C、D 四點(此四點排成正方形)，且四條導線在圖中 O 點(正方形的

對角線交點)處所建立的磁場為零，其中 A 導線電流方向為流出紙面、B 導線

電流方向為流入紙面。則有關四條導線所產生的磁場性質，下列各項敘述何者

正確？ 

(A)A 與 B 在 O 點產生的磁場方向相反  (B) A 與 C 在 O 點產生的磁場方向相反  (C)A 與 D 在

O 點產生的磁場方向相反  (D)A 與 C 的電流方向相反  (E)B 與 C 電流方向相同。 

【答案】： (B) 

【解析】： 

 

54.承上題，若將與紙面交於 D 點處的導線電流變為零後，則下列對 O 點處的磁場敘述，何者正確？ 

(A)磁場方向由O點指向A點  (B)磁場方向由O點指向B點  (C)磁場方向由O點指向C點  (D)

磁場方向由 O 點指向 D 點  (E)O 點處的磁場仍為零。 

【答案】： (C) 

【解析】： 

 

55.兩長直導線電流流向相反均垂直紙面，大小相同如圖，則 A、B、C 點磁場

方向何者正確？   

(A)↑↓↑  (B)↑↓↓  (C)↓↓↓  (D)↓↑↓  (E)↓↓↑。 

【答案】： (A) 

【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