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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聲波的反射： 

A、原因：聲波遇到障礙物，折返回介質的現象。 

B、反射：遵從反射定律： 

(1)入射線、法線、反射線在同一平面上。 

(2)入射角＝反射角。 

C、反射面吸收部分能量，且聲波傳播後的面積增大，故反射

波的振幅變小。 

D、重要名詞： 

(1)反射面：和波相接觸的障礙面。 

(2)法線：垂直於反射面的直線。 

(3)入射線：原來向障礙面接近的波稱為入射波，入射波前進的方向線，稱為入射線。 

(4)反射線：遇障礙面反彈回原介質的波動，稱為反射波，反射波進行的方向線，稱為反

射線。 

(5)入射角：入射線和法線的夾角，稱為入射角。 

(6)反射角：反射線和法線的夾角，稱為反射角。 

(二)回聲： 

A、定義：聲波遇到障礙物被反射回來的聲音，稱為回聲。 

B、限制： 

(1)講話時，因兩端牆壁甚為接近，而聲速又快，使得回聲

和原聲重合，因此聲音將會增強，在室內講話便比較

響亮。 

(2)在大禮堂或大廳中演說時，聲波要經過一段較長的距離

才遇到另一牆壁反射回來，所以回聲較原聲遲，陸續

發出的原聲和回聲相混，聽起來覺得混雜不清。 

(3)原聲與回聲二者至少須相隔 0.1 秒，耳朵才能辨別出來，因此在室溫下室內長度要在

17 公尺以內，才有聲音增強的效果。 

C、回聲的性質： 

回聲的頻率、波速、波長、週期都不變，但傳播時因能量的消耗，故振幅會變得較小。 

 

D、回聲的應用： 

(1)波的反射現象，傳聲筒、傳聲管、喇叭等可以使聲波集中而傳至遠處。 

(2)利用聲波的反射測量距離，若聲速為 v，聲音發出到回來的時間為 t，聲源與障礙物距

離為 S，聲波共傳播 2S 的距離， 

由  vt ＝ 2S    S ＝ 1／2 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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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回聲的害處及防治： 

(1)回聲的害處：若反射障礙物距離大於 17 公尺以上，則回聲較原

聲遲，陸續發生的原聲和回聲相混，聽起來覺得混雜不清，因

此大禮堂或大廳中應設法避免回聲。 

(2)避免回聲的方法： 

甲、在四周牆壁掛呢絨布幔。 

乙、裝吸音板。 

丙、便周圍凹凸不乎。 

丁、利用傾斜的天花板及不對稱的牆。 

 

 

(三)超聲波： 

A、定義： 

(1)人的耳朵能聽到的頻率範圍為 20 赫～20000 赫，若發生頻率超過 20000 赫以上，耳

朵便無法接收，我們將此種高頻率的聲波，稱為超聲波。 

(2)氣溫 15℃時，聲速為 340m／s，耳朵能聽檢的波長範圍為 0.017～17m。 

B、特性： 

(1)超聲波可由堅硬的材料振動產生，例如水晶。 

(2)超聲波具有高頻率、波長短、方向性佳、傳播方式和光波類似，採直線進行，容易有

折射和反射的現象。 

(3)無法用光線觀察的地方，有時可利用超聲波進行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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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應用： 

(1)漁船和艦艇上使用的『聲納』可以發射和接收聲波，測量聲波反射回來所需的時間，

可以探測海底深度、魚群或潛水艇位置等。 

(2)倒車雷達藉助發出的超聲波，偵測與障礙物距離，以發出警告的聲音。 

(3)工業上利用超聲波清潔機發出高頻率的振動，來清洗浸在溶劑中的精密機械及工具，

隨著波動的激烈碰撞，就像無數支刷子清洗物品的每一處角落。 

(4)蝙蝠夜間飛行，視覺退化，利用發出頻率 20000 赫～100000 赫的超聲波，藉助物體

反射回來的回聲，判斷附近生物的種類、大小和位置。 

(5)我們能聽到蚊子拍動翅膀振動的聲音，因為蚊子的翅膀振動頻率在我們的聽覺範圍；

狗常聽到我們無法聽到的聲音而狂吠。 

(6)醫學上人體內臟器官的檢驗、地下油礦的探勘、工業材料的裂縫等，均利用超聲波的

反射原理，來協助判斷。 

 

        
 

一、選擇題： 

____1.漁船或軍艦常用下列何者探知魚群位置或海洋深度？ 

(A)無線電波  (B)聲納  (C)鋼尺  (D)重物下沈。 

____2.利用聲納的什麼作用可以探測魚群的位置？  

(A)反射  (B)散射  (C)折射  (D)繞射。  

____3.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聲音能在真空中傳播  (B)若物體不發生振動，就沒有聲音   

(C)聲音無反射現象  (D)聲音的傳播速度在固體中比液體與氣體中為慢。  

____4.聽遠處人講話，常張手於耳後，聽到的聲音較清楚，這是利用聲音的什麼原理？ 

(A)折射  (B)反射  (C)干涉  (D)繞射。  

____5.一般而言，大約在至少幾公尺以上，我們的耳朵才可以分辨出是發音體本身所發出的聲

音，或是它的回聲？ 

(A)11公尺  (B)15公尺  (C)170公尺  (D)17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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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6.以下那一個辦法，不是避免回聲發生的方法？ 

(A)加裝鐵板  (B)加裝吸音板  (C)在四周牆壁掛上尼絨布幔   

(D)利用傾斜的天花板或不對稱的牆。  

____7.聲音在海水中的傳播速率約為每秒1500公尺，若在海面某處聲納傳送聲音至海底後反射回

來，總共花了4秒鐘，則此處海洋深度約為多少公尺？ 

(A)300  (B)1500  (C)3000  (D)6000。  

____8.一架經國號戰鬥機，以每秒600公尺的速率飛過天空，則觀察者將有下列那一種現象？ 

(A)看見飛機掠過之後，才聽到噪音  (B)先聽到噪音，再看到飛機   

(C)同時看見飛機並聽到噪音  (D)看到飛機，但永遠聽不到噪音。  

____9.小如、小鴻兩人站在河流的兩岸，小如在對岸呼喚小鴻，小鴻見小如張口後，經0.2秒後才

聽到呼喚聲；則河流的寬度約為多少公尺？ 

(A)34公尺  (B)50公尺  (C)68公尺  (D)100公尺。  

____10.反射所造成的回聲與原聲到達耳朵的時間相差多少秒以上，才會造成明顯的干擾？ 

(A)0.1秒  (B)0.2秒  (C)0.5秒  (D)1秒。  

____11.下列何者與聲音反射的性質無關？  

(A)在室內講話聲音較響亮  (B)用聲納探測魚群的位置   

(C)傳聲筒使聲音傳得較  (D)晚上講話的聲音聽起來較白天清楚。  

____12.(甲)利用震波探勘油礦的位置  (乙)反潛巡洋艦利用聲納追擊海面下之敵人潛艇   

(丙)蝙蝠在夜間飛行及捕捉昆蟲。上列敘述何者與聲音的反射性質無關？ 

(A)甲  (B)乙  (C)丙  (D)皆有關。  

____13.在房間內講話覺得聲音很大，在大禮堂內講話覺得雜音很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房間內聲速較大禮堂快  (B)都是反射的現象   

(C)都是回聲的現象  (D)大禮堂內反射聲音回來的晚。  

____14.聲波遇障礙物反射而回，稱為回聲。回聲與原聲互相比較，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波速相同  (B)頻率相同  (C)波長相同  (D)振幅相同。  

____15.將一頻率為100赫的振動中之音叉浸入水中，若空氣中聲速為340m／s，水中聲速為

1500m／s，則聲波在水中的頻率為多少赫？ 

(A)0.34  (B)15  (C)100  (D)150。  

____16.聲音在物體表面反射產生回聲，將回聲與回聲做比較，下列何者不同？ 

(A)音調  (B)音品  (C)響度  (D)頻率。  

____17.同一介質中原聲與回聲不同的物理量為何？  

(A)傳播速率  (B)音調  (C)振幅  (D)頻率。  

____18.甲將雙手圍成喇叭就放在嘴旁，對遠處的乙喊話，乙則張手靠近耳旁傾聽，何者利用聲

音的反射？ 

(A)只有甲  (B)只有乙  (C)甲、乙都是  (D)甲、乙都不是。  

____19.下列何種現象與聲音反射無關？ 

(A)火車進入山洞時，聲音變得很大  (B)道路中間有分隔島時，汽車的行駛聲音特別大  

(C)擴音器的使用  (D)潛游水中的人可以聽到岸上的叫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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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0.柔軟的表面可以減低聲音的干擾是因為下列何者？ 

(A)它們能吸收聲音  (B)它們能被壓縮  (C)它們容易展開  (D)它們會反射聲音。  

____21.下列何者非聲音之反射現象或反射原理之應用？ 

(A)音叉的振動  (B)空谷中的回聲  (C)傳聲筒之設計  (D)船艦上之聲納。  

____22.在空的房間裡輕聲說話會顯得特別大聲，但是在擁塞的房間裡則沒有此種感覺，由這種

現象做推論，下列那些是不正確的？  

(A)空的房間容易藉由水泥牆壁產生回聲  (B)回聲易與原聲產生重疊而加大音量  (C)擁

塞的房間多了很多吸音物質  (D)此現象與利用傳聲筒將聲音

傳至較遠處的原理不同。  

____23.把一個小鬧鐘放在紙板與水管的前方，如右圖，則在甲處最容

易聽清楚鬧鐘的秒針走動的聲音，若把鬧鐘與右邊的水管一起

轉動到Q點，則左邊的水管應如何轉動，才能聽得最清楚？ 

(A)轉到乙處  (B)轉到丙處  (C)轉到丁處  (D)停在原處。  

____24.一船艦在海面利用聲納探測海洋某處之深度，若聲音在海水中傳播速率為1500m／s，今

日傳送聲音至海底後，反射回來，共花了5秒鐘，則知海洋深度為少m？ 

(A)1500m  (B)750m  (C)7500m  (D)3750m。  

____25.若聲音在空氣中傳播速為340m／s時，有一船以速率170m／s駛向山壁，鳴笛後船上的

人經6秒聽到回聲，則船鳴笛瞬間離山壁多少公尺？ 

(A)3060  (B)2040  (C)1530  (D)1020。  

____26.從水中進入空氣，因速率不同而產生折射現象，如圖

中甲、乙、丙、丁四路徑，何者是海豚所發出超聲波

從水中進入空氣的路徑？ 

(A)甲  (B)乙  (C)丙  (D)丁。  

____27.蝙蝠利用回聲能測知障礙物的距離，但吾人卻聽不見蝙蝠所發出之聲音，主要與下列何

者有關？(聲速＝波長×頻率) 

(A)響度太小  (B)波長太小  (C)波速太小  (D)頻率太小。  

____28.關於聲納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聲納比電磁波適合探測海面下的物體  (B)聲波在水中的速率比在空氣中慢   

(C)聲納的功率愈大，探測的距離愈遠  (D)聲納的波長應該比物體小。  

____29.某船以等速度 34m／s 朝懸崖前進，在船上的人鳴氣笛後經 6 秒後，聽到由懸崖反射之

回聲，若當時聲音速度為 337m／s，求在船上的人剛好鳴氣笛時，船與懸崖之距離是多

少公尺？ 

(A)1113  (B)1011  (C)909  (D)807。  

____30.列何種現象的原理和聲音的反射無關？ 

(A)在空谷中叫喊可以聽到回聲  (B)振動的音叉在水面產生漣漪   

(C)傳聲筒能夠使聲音傳得較遠  (D)聲納可以用來探測海洋深度。  

____31.利用回聲可測兩地之距離，自船上發出聲波，由海面傳至海底，再由海底反射回來，共

歷時 t 秒，而海水中之音速為 v(公尺／秒)，則海底深度為  

(A)2vt  (B)vt  (C)vt／2  (D)4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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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2.大禮堂演講的內容常無法聽清楚，何故？ 

(A)回聲和原聲重合兩增大聲音  (B)回聲和陸續發生的原聲混合   

(C)禮堂周圍有布幔  (D)禮堂沒有回聲。 

____33.國家音樂廳採用傾斜的天花板及不對稱的牆，其目的是用來 

(A)使回聲和原聲重合  (B)純粹為了藝術氣氛  (C)消除回聲的干擾  (D)製造回聲效果。 

____34.要防止聲音反射造成的干擾，下列何種情形是無法辦到的？  

(A)裝吸音板  (B)天花板成傾斜形狀  (C)牆設計成不對稱形  (D)把建築物空間加大。 

____35.雷聲轟隆隆地響，是由於  

(A)共鳴  (B)回聲  (C)連續地閃電  (D)錯覺。 

____36.下列何項敘述是錯誤的？ 

(A)在大廳中說話常有回聲，所以聲音有反射的現象  (B)船發出聲波，遇到魚群即有反應

可由漁船內之接受器偵知，故聲音有反射的現象  (C)在小房間內說話，聽不到回聲，因

為此時聲音不發生反射  (D)利用喇叭可將聲音傳得較遠，這是利用它的反射現象。 

____37.當聲音傳播到物體表面時  

(A)必全部被反射  (B)必全部被吸收  (C)部分被吸收，部分被反射  (D)必可聽到回聲。 

____38.聲音碰到下列那些物體較易被反射  

(A)硬的平面  (B)軟的平面  (C)凹面  (D)凹凸不平的硬表面。 

____39.在洞穴或山谷中能清楚的聽到『空谷回音』是因為聲音的何種現象？ 

(A)反射  (B)折射  (C)干涉  (D)繞射。 

____40.在空蕩的房間雖輕聲細語，仍會覺得聲音很大，何故？ 

(A)心理作用  (B)牆壁的回聲和原聲重合  (C)回聲產生干擾  (D)除了原聲外別無雜音。 

____41.自海平面垂直向下發出 100 赫茲的聲波，2 秒後收到回聲，則海底深度為 (設海中聲速為

1500 公尺／秒)  

(A)150  (B)750  (C)1500  (D)3000  公尺。 

____42.使用頻率為 100(1／秒)的音叉在水面下發出聲音，已知當時聲音在水中及空氣中的聲速

分別為 1500 公尺／秒及 340 公尺／秒。則當聲音由水中傳至空氣中時，下列何者正確？ 

(A)頻率不變，速度變小  (B)頻率不變，速度變大   

(C)頻率變大，速度變小  (D)頻率變小，速度變小。 

____43.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山谷中大聲喊叫，可以聽到回音，是聲波反射回來的現象  (B)如果月球爆炸，地球

上的人可以聽到爆炸聲  (C)講話講得愈快，聲波就傳得愈快  (D)任何頻率的聲波，不

管多高或多低，人耳都可以聽到。 

____44.聲音遇到障礙物反射而回，稱為回聲。回聲與原聲音互相比較，則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波速相同  (B)頻率相同  (C)響度相同  (D)強弱不同。 

 

 

 



3-3_回聲和超聲波 ２８ 

二、題組：  

1.已知聲速為340公尺／秒，某人在山谷中甲、乙兩峭壁間喊叫，如下圖，2.5秒時聽到回聲，

再經2秒又聽到回聲，則：  

____1.第一個回聲來自下列何處聲音的反射現象？ 

(A)甲  (B)乙  (C)甲、乙  (D)地面。 

____2.承第(1)小題，聲音由甲峭壁傳到乙峭壁需要若干時間呢？ 

(A)3.5秒  (B)2.5秒  (C)4.5秒  (D)以上皆非。  

____3.承第(2)小題，甲、乙間的距離約為幾公尺？ 

(A)700  (B)1000  (C)1190  (D)1500。  

 

2.如右圖，P是聲音前進的方向，則當它遇到障礙物的K點時，則：  

____1.反射的方向為何？   

(A)a  (B)b  (C)c  (D)都可能。  

____2.承第(1)小題，若距離相等，則反射的聲音強度為何？  

(A)比原聲強  (B)比原聲弱  (C)與原聲相同。  

____3.承第(1)小題，障礙物是那一種材料時，反射的聲音強度最小？  

(A)鋼鐵  (B)磚塊  (C)木材  (D)棉花。  

 

3.100公尺賽跑的終點計時員在聽到槍聲時，開始以馬錶計時，已知聲音速率為345公尺／

秒，則：  

____1.計時的誤差為多少秒？  

(A)0秒  (B)0.29秒  (C)0.145秒  (D)0.58秒。  

____2.承第(1)小題，若記錄第一名的馬錶停在12.5秒處，則正確的成績為多少秒？  

(A)12.79秒  (B)12.21秒  (C)12.6秒  (D)12.5秒。  

 

4.今有一直昇機在距水面34公尺處，利用聲納探測潛艇位置經0.8秒接收到回音，今知當時氣

溫為150，且聲音在海水中的速率為其在空氣中的4倍；則：(空氣中聲速V＝331＋0.6t)  

____1.聲波由水進入空氣中的頻率如何變化呢？ 

(A)變大  (B)變小  (C)不變  (D)無法確定。  

____2.承第(1)小題，聲音在空氣中與海水中的傳播速率分別為多少m／s？  

(A)340m／s，1360m／s  (B)1360m／s，340m／s   

(C)322m／s，966m／s  (D)966m／s，322m／s。  

____3.承第(1)小題，求潛艇在水面下若干公尺處呢？ 

(A)804公尺  (B)408公尺  (C)204公尺  (D)402公尺。 

 

二、填充題： 

1.聲音遇障礙物產生反射，反射回來的聲音稱為________，漁船常用________探測魚群所在。 

2.在空的房間裹雖輕聲說話，會覺得聲音很大，是因為牆壁的_________和原聲重合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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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軍隊常利用聲納來探測海洋深度，其原理仍是利用聲音具______的性質。 

4.音樂廳或歌劇院四周牆壁加裝吸音板或布幔，目的是用於＿＿＿＿，並防止聲音________。 

5.在大禮堂內，往往受_________的影響，使演講不清楚，欲使聲音清晰，最好用吸收聲波的材

料做牆壁。 

6.傳聲筒是利用聲音_________的性質來將聲音傳到遠處。 

7.人耳能辨別二種聲音，必須間隔 0.1 秒以上，因此吾人在傳聲速度為 346 公尺／秒的空氣中，

欲清楚聽到回聲時，與障礙物距離至少要_________公尺以上。 

8.海水的傳聲速度為 1460 公尺／秒，若聲納發出一聲音經 6 秒鐘才收到回聲，則此聲納所測得

標的物的距離為_________公尺。 

9.一般回聲的大小會較原聲音大小為_________，是因聲音被_________的緣故。 

10.在日常生活中，並不容易時時刻刻聽到回聲，其理由是： 

(1)聲音被物體_________。 

(2)發音體與聲音反射面的距離太_________。 

11.硬的表面較軟的表面________產生聲音的反射。 

12.一般來說，發音體和障礙物須距離________公尺以上才容易聽到回聲。 

13.聲音的反射方向遵守________定律，即入射角________反射角。 

14.較硬的障礙物易________聲音，較粗糙的表面易________聲音。 

較軟的障礙物表面易________聲音。 

15.二個人在小山谷內發聲，不久可以聽到自己的回聲，這證明聲波具有________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