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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壓力強度的測量： 

A、 壓力：單位面積所受的總力，稱為壓力，又稱為壓力強度。 

B、 生活實例： 

(1) 圖釘的釘帽很大，而釘頭很細。 

(2) 躺著比坐著舒服，坐著比站著舒服。 

(3) 針頭可刺進皮膚，木棍很難刺入。  

(4) 鋸子可鋸木頭，鐵棒很難鋸木頭。 

C、 公式： 
總力

壓力
接觸面積

 或
F

P
A

＝   

D、 單位：【克重／平方公分】、【公斤重／平方公尺】。 

換算：1gw/cm2 ＝【10】kgw/m2。 

         

1. 甲乙丙皆為正立方體，甲邊長 2cm，12kgw，乙邊長 4cm

，48kgw，丙邊長 6cm，60kgw，則： 

(1) 圖一中，乙與地面接觸的壓力為_______kgw／cm2； 

(2) 圖二中，乙與甲的接觸面壓力為_______kgw／cm2； 

(3) 圖三中，甲與地面接觸的壓力為_______kgw／cm2； 

(4) 圖四中，丙與地面接觸的壓力為_______kgw／cm2； 

 

 

 

2. 甲乙丙皆為正立方體，邊長比為 1：2：3，甲乙丙三物體的重量比為

1：4：5；則： 

(1) 圖一中，P 甲丙：P 乙丙：P 乙桌＝___________。 

(2) 圖二中，P 乙丙：P 甲乙：P 甲桌＝___________。 

 

 

 

3. 如圖，一木塊重量 2400gw，邊長各為 30cm、40cm、50cm，則： 

(1) 一次將甲乙丙面朝下與桌面接觸，則______面接觸時的壓力最大

，______面接觸時的壓力最小。 

(2) P 甲：P 乙：P 丙＝_____________。 

(3) P 甲＝__________gw／cm2；P 丙＝__________gw／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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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液體的壓力 

A、 原因：容器內液體受【重力】的作用，使下層液體受上層液體【重量】的擠壓，由於液

體容易流動變形，因此液體內部的任何一點或容器與液體接觸的部分，都受到液

體壓力。 

B、 種類：   

(1) 【下壓力】：由於液體重量，上層液體擠壓下層，產生向下的壓力，稱為下壓力。 

(2) 【上壓力】：下層液體對上層液體所施給向上的壓力，稱為上壓力。 

(3) 【側壓力】：上層液體的重量壓迫下層液體，而向旁側擠壓，因此產生向側壓力。 

C、 公式：【P＝hd】。    

【說明】：液體的壓力=液面下的液體深度×液體的密度 

(三)靜止液體壓力的特性： 

A、 壓力方向： 

(1) 靜止液體的內部各點，由於液體對各方向均施有壓力，即各方向的壓力均相等，因此

壓力沒有方向性。 

(2) 液體內部的某一點【上壓力＝下壓力＝側壓力】，壓力大小僅和【液面下深度】有

關。 

(3) 在液體內部的液面下同一水平面處，各點的壓力皆相等。 

(4) 在靜止液體的界面處，壓力和界面【垂直】，且方向【向外】。 

(5) 靜止容器內液體壓力朝四面八方，只和深度有關；和容器形狀、或底面積無關。 

    

B、 壓力差： 

(1) 靜止液體兩點間的壓力差 = 兩點間的深度差 × 液體的密度。 

(2) 公式：【  P h d＝ 】。 

       
  F W V d A h d

P h d
A A A A

＝ ＝ ＝ ＝ ＝  

(3) 在液面處的深度為【0】，因此壓力為【0】。 

(四)水平面： 

A、 容器中的靜止液體，和空氣接觸的液面，稱為水平面。 

B、 無論容器的形狀或方向如何改變，靜止的液體液面必呈水平狀態。 

C、 水平面和【鉛垂線】保持垂直。 

D、 鉛垂線方向為【垂直地面】的方向，因此靜止液體的液面必和【水平面】方向垂直。 

E、 海平面和地球引力垂直，但由地球為球形，因此海平面略呈弧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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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液體的作用力方向可以是向上的，如圖，液體的上壓力抵住了硬塑膠片、砝碼、液體向

下的重量，但也只有口徑處的壓力才能抵消這些重力，因為塑膠片上其他部分的力量會

互相抵消，此外，大氣也如同液體的效果一般，因此能抵消液體及塑膠片的重力。 

    

(五)連通管原理： 

A、 數個容器底部以導管相連接的裝置，稱為【連通管】。 

B、 不論連通管形狀或粗細，連通管內液體靜止時，所有液體液

面必定在【同一水平面】上。   

C、 連通管內的液體靜止時，所有容器內液體的【高度】都相同。 

D、 連通管內的液體在同一水面上的任何位置，【液體壓力】皆相同。 

E、 自來水的給水系統及噴水池系統都是【連通管】原理的應用。 

     

例1. 已知水的密度為 1g／cm3，油的

密度為 0.6g／cm3，若不計大氣

壓力，下列容器內各點的壓力大

小為： 

(1) P1＝__________gw／cm2； 

(2) P2＝__________gw／cm2； 

(3) P3＝__________gw／cm2； 

(4) P4＝__________gw／cm2； 

(5) P5＝__________gw／cm2；。 

 

 

例2. 已知水的密度為 1g／cm3，水銀的

密度為 13.6g／cm3，若不計大氣

壓力，下列容器內各點的壓力大小

為： 

(1) P1＝__________gw／cm2； 

(2) P2＝__________gw／cm2； 

(3) P3＝__________gw／cm2； 

(4) P4＝__________gw／cm2； 

(5) P5＝__________gw／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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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3. 已知水的密度為 1g／cm3，汽油密度為 0.6g／

cm3，今在同一容器內分別裝入不同的液體，

如圖，不計大氣壓力時： 

(1) P1＝__________gw／cm2； 

(2) 汽油密度＝__________g／cm3； 

(3) h1＝__________cm。 

 

 

 

例4. 已知水的密度為 1g／cm3，水銀密度為 13.6g

／cm3，今在同一容器內分別裝入不同的液體

，如圖，不計大氣壓力時： 

(1) P1＝__________gw／cm2； 

(2) 油的密度＝__________g／cm3； 

(3) h1＝__________cm。 

 

 

 

例5. 底面積為 80cm2的空玻璃杯 70gw，內裝高度 15cm 的純水，再倒入油，油浮於水面上厚

度 10cm，靜止時總重量為 1670gw，則： 

(1) 杯底與浮油表面的壓力差為________gw／cm2； 

(2) 油的密度為__________g／cm3。 

 

 

 

例6. 底面積為 300cm2的空玻璃杯 450gw，內裝高度 10cm 的純水，再倒入油，油浮於水面上

厚度 10cm，靜止時總重量為 5250gw，則： 

(1) 杯底與浮油表面的壓力差為________gw／cm2； 

(2) 油的密度為__________g／cm3。 

 

 

例7. 如圖，若將一圓筒形容器的側面上中下方各挖 A、B、C 小孔，在圓

筒內裝滿水並置於桌邊，則： 

(2) 水由側面小孔噴出，證明水對容器器壁施有_______；水噴出方

向和器壁_______。 

(3) 水噴出遠近和_______有關，距液面愈近，噴出速率愈_____；其中以_____孔噴出的距

離最遠，_____孔噴出距離最近，可知水的側壓力和其深度成_____比，愈深處，側壓

力愈_____，水亦噴得愈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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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帕斯卡原理(1652 年，法國，帕斯卡) 

A、 內容：密閉容器內的液體，任何一處受到壓力時，此壓力會以相同大小傳至一體的每一

處，稱為帕斯卡原理。 

B、 應用(水壓機)： 

(1) 底部相通的大小活塞內部充滿液體，此時兩活塞高度應【相等】(【連通管】原理)。 

(2) 對大活塞(截面積 A1)施力 F1，則依【帕斯卡】原理，壓力會傳至小活塞(截面積 A2) 

(3) 依【帕斯卡】原理，大活塞所獲得的壓力＝小活塞所獲得的壓力 

                
大活塞上施力 小活塞施力

大活塞截面積 小活塞截面積
   或   21

1 2

FF

A A
        

 

C、 應用： 

(1) 汽車千斤頂。 

(2) 油壓車門活塞。 

(3) 油壓起重機。 

(4) 注射針筒裝水後，施力擠壓注射筒，可將水噴出。 

 

例1. 如圖甲、乙、丙是有關壓力與作用力、受力面積的實驗： 

(1) 壓力的大小是根據下列何者判定？ 

(A)瓶內水重量  (B)瓶子與海綿接觸面積  (C)海綿的

凹陷程度。________。 

(2) 甲、乙、丙中，海綿所受壓力何者最大？_______；

何者最小？________。 

(3) 甲、乙二個是控制那一個變因？________；可探討________與________的關係。 

(4) 甲、乙、丙二個是控制那一個變因？_______；可探討________與________的關係。 

 

例2. 如圖，將兩個正方體鐵塊相疊，若 B 的邊長為 A 的三倍，則： 

(1) 將 A 置於 B 的上方，則 B 受到 A 的正向力與水平地面所受的正

向力比為________。 

(2) 承上題，B 受到 A 的壓力與水平地面所受的壓力比為______。 

(3) 將 B 置於 A 的上方，則 A 受到 B 的正向力與水平地面所受的正向力比為________。 

(4) 承上題，A 受到 B 的壓力與水平地面所受的壓力比為________。 

 

 

 

例3. 某人體重 50 公斤重，穿溜冰鞋溜冰時，設每隻冰刀刃囗的面積為 0.8 平方公分，當此人單

足溜冰時，接觸面的壓力強度為________gw/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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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4. 一圓形水塔，高 10 公尺，塔底距離地面為 15 公尺，當此水塔儲滿水時： 

(1) 塔頂承受的液體壓力為_________gw／cm2； 

(2) 塔底承受的液體壓力為___________gw／cm2； 

(3) 地面水管承受的液體壓力為___________gw／cm2。 

 

 

 

例5. 底面積為 10 ㎝ 2、高為 15 ㎝的燒杯，盛有 100 ㎝ 3的汽油(0.6ｇ/㎝ 3)，則： 

(1) 燒杯底面承受的液體壓力為___________ｇｗ／㎝ 2； 

(2) 燒杯底面所受的液體總力為___________ｇｗ； 

(3) 在燒杯內投入 20 ㎝ 3的石頭後，燒杯底面所受液體壓力為_________ｇｗ／㎝ 2； 

 

 

 

例6. ＡＢ兩量筒，半徑比 3：2，筒內分別注入等體積甲乙兩種液體，甲乙密度比 2：1，則： 

(1) ＡＢ兩量筒內底部所受液體的壓力比為___________； 

(2) 若量筒內分別注入等體積同種液體，ＡＢ兩量筒內底部所受液體壓力比為_______。 

 

 

例7. 兩圓形容器，底面半徑比為 1：2，盛等高的水，則： 

(1)容器底面所受的壓力比為___________； 

(2)容器底面所受的總力比為___________。 

 

 

例8. 兩圓形容器，底面半徑比為 3：1，盛等體積的水，則： 

(1)容器底面所受的壓力比為___________； 

(2)容器底面所受的總力比為___________。 

 

 

 

例9. 將 250 ㎝ 3甘油(1.2ｇ／㎝ 3)，倒入 20 ㎝高的燒杯內，若液面的高度為 10 ㎝，則： 

(1)燒杯底面所受的液體壓力為___________ｇｗ／㎝ 2； 

(2)燒杯底面所受的液體總力為___________ｇｗ； 

(3)若投入 100 ㎝ 3的鐵塊後，燒杯底面所受的液體壓力為_________ｇｗ／㎝ 2； 

(4)承上題，燒杯底面所受的液體總力為___________ｇｗ。 

 

 

 

例10. 如圖，Ａ﹑Ｂ﹑Ｃ三容器底面積皆相同，若盛入相同深度的水後，靜置於桌面上，則： 

(1)容器底部的壓力由大至小為___________； 

(2)容器底部的總力由大至小為___________； 

(3)桌面承受的總力由大至小為___________； 

(4)桌面承受的壓力由大至小為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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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11. 承上題，若分別在各容器內投入大小相等的石塊，則待液面靜止後： 

(1)容器底部的壓力由大至小為___________； 

(2)容器底部的總力由大至小為___________； 

(3)桌面承受的總力由大至小為___________； 

(4)桌面承受的壓力由大至小為___________。 

 

 

例12. 有 Ａ﹑Ｂ﹑Ｃ 三容器，其底面積皆相同，若裝入等體積的水後，靜置於桌面上，則： 

(1)容器底部的壓力由大至小為___________； 

(2)容器底部的總力由大至小為___________； 

(3)桌面承受的總力由大至小為___________； 

(4)桌面承受的壓力由大至小為___________。 

 

 

例13. 水壓機大小活塞半徑各為 20 公分及 2 公分，若大活塞上需舉起 4000 公斤重物，問： 

(1) 小活塞上需加力______kgw； 

(2) 此時小活塞上所受壓力為_______kgw；小活塞上所受的力為_________kgw。 

(3) 若小活塞下壓 1000 公分，則大活塞需上移______公分。 

 

 

(七)大氣壓力的形成 

A、 地球表面的空氣形成一大氣層，此大氣層受到______的影

響，具有重量，壓在地球表面形成______，簡稱____。 

B、 大氣層的厚度約為______km，但約有______％ 集中在地

表上 32km 空間，故空氣的密度______，大氣壓力不能適用

p=h‧d。 

(八)大氣壓力的討論： 

A、 大氣壓力是因為空氣有【重量】而產生的。 

B、 高度愈大，大氣壓力愈小。 

C、 因為水蒸氣比空氣【輕】，所以水蒸氣含量愈多(濕度愈【大】)，氣壓愈【低】。 

D、 大氣壓力【沒有】特定方向，各方向皆相等，空氣對物體的壓力方向與界面【垂直】。 

       ☆【液體】和【氣體】因為都有流動性，合稱為【流體】。 

       ☆流體內部的壓力沒有一定的方向性；但是對接觸面的壓力則是保持【垂直】的。 

E、 水面下物體所受的壓力＝大氣壓力＋液體壓力。 

F、 實例： 

(1) 對空紙盒吸氣，紙盒立刻凹陷。 

(2) 盛滿水的杯子蓋上塑膠片後倒置塑膠片掉落。    

(3) 茶壺的蓋子上開一個小孔。 

(4) 煉乳罐頭上開兩個小孔，才能方便倒出。 

(5) 用抽水機抽取地下水。     

(6) 用吸管喝果汁。 

(7) 用吸塵器吸取灰塵。      

(8) 馬德堡半球。 

(9) 用鋼筆管吸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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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托里切利實驗(大氣壓力的測量) 

A、 取長 1 公尺長玻璃管，在管內盛滿【水銀】，將玻璃管倒插

入水銀槽中，並用手輕彈管壁，以避免玻璃管壁附有【氣泡

】，影響實驗的準確度。 

B、 此時玻璃管內水銀面將下降至某一高度才停止，這是由於【

大氣壓力】無法支撐１公尺高的水銀柱壓力。 

C、 測量水銀槽上的水銀柱高度為【76】cm，此時玻璃管內的

頂端部份為【真空】。 

D、 若操作過程有空氣進入管中，管內水銀柱高度將【下降】。 

E、 若本實驗使用較粗的玻璃管，則水銀柱高度將【不變】。 

F、 若將玻璃管插入更深，則水銀柱高度【不變】。 

G、 將玻璃管傾斜，則水銀柱長度將【上升】，但垂直高度【不變】。 

     

 

(十)密閉容器內的壓力 

   A、容器內壓力的來源：由於容器內的氣體分子不斷地撞擊器壁而造成。 

      密閉容器內的氣體對各器壁壓力大小【相等】，且方向恆與器壁【垂直】。 

   B、現象：充滿氣的皮球或輪胎，會變得較【硬】。 

   C、影響壓力大小的變因：【溫度】、【體積】、【分子數目】。 

   D、結果：容器內各部份受撞擊的機會相等，使得各處壓力均相等，但壓力方向垂直界面。 

   E、討論： 

(1) 充氣愈多，氣體的分子數目【愈多】，則壓力愈大。 

(2) 當體積【縮小】時，若氣體分子數目不變，則容器內的氣體壓力將增大。 

(3) 容器的體積不變時，溫度【升高】，則氣體分子運動愈激烈，壓力愈大。 

 

例1. 如圖，圖中的大氣壓力為_________cm-Hg； 

(1) P1＝_________cm-Hg； 

(2) h1＝_________cm； 

(3) P2＝_________cm-H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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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h2＝_________cm。 

 

例2. 如圖，圖中的大氣壓力為_________cm-Hg； 

(1) P1＝_________cm-Hg； 

(2) h1＝_________cm； 

(3) P2＝_________cm-Hg； 

(4) h2＝_________cm。 

 

 

 

 

例3. 如圖，圖中的大氣壓力為_________cm-Hg； 

(1) P1＝_________cm-Hg； 

(2) P2＝_________cm-Hg； 

(3) P3＝_________cm-Hg； 

(4) P4＝_________cm-Hg； 

 

 

 

 

例4. 取長約 1 公尺一端封閉的玻璃管裝滿水銀後，倒插入水銀

槽中，管內水銀柱即下降至某一高度而停止，試問： 

(1) 管內水銀面往下降至某一高度後即停止，是因為 

(A)有氣泡進入，所以水銀會下降  (B)大氣壓力無法

支持 1 公尺高水銀柱所產生的壓力。_____。 

(2) 管內水銀柱的上方是否有空氣？________。 

(3) 若管內外水銀面高度差 h 公分，故此時大氣壓力 P 是  

(A)P=hd，式中 d 為空氣密度  (B)P=hd，式中 d 為

水銀密度  (C)P=hd，式中 d 為水的密度  (D)P>hd，式中 d 為水銀密度。________。 

(4) 本實驗不用水而用水銀，是因  

(A)水易結冰  (B)純水不易取得水密度比水銀小  (C)水是透明的不易觀察。_______。 

(5) 將玻璃管傾斜，則管內外水銀面之鉛直高度差______於 h 公分。 (填：大、小或等) 

(6) 改用內徑較粗的玻璃管，管內水銀面鉛直高度差將______於 h 公分。(填：大、小或等) 

 

 

例5. 已知大氣壓力為 1033 公克重/平方公分，海水密度為 1.03 公克/立方公分。有一人潛到 10

公尺深的海底尋寶，此人在海底所受的壓力為大氣壓力與水壓的總和，則： 

(1) 此人所受的壓力為________公克重/平方公分。 

(2) 船上的人將尋獲的古砲由海底往上拉，則有關古砲所受的浮力，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在海裏深處所受的浮力較大  (B)接近海面所受的浮力較大  (C)在海裏不同深度所受

的浮力都一樣大。(填代號)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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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馬德堡半球實驗是在證明下列何者？ 

(A)大氣壓力很大 (B)水壓力很大 (C)大氣沒有壓力 (D)測出大氣壓力的大小 

(   )2. 在月球上作托里切利實驗，則玻璃管內水銀柱高度為何？ 

(A)0 cm  (B)76 cm  (C)1033.6 cm  (D)1292 cm。 

(   )3. 已知水的壓力水隨著深度的增加而增加，假設有某種魚類，最大的抗壓力為 10 atm，請問

：此種魚大約可以潛入多深的水域？ 

(A)90 公尺  (B)100 公尺  (C)110 公尺  (D)120 公尺。 

(   )4. 取一玻璃杯，底面積 30 cm2，裝水 6cm 深，此時水底所受水壓多少 gw／cm2？  

(A)6  (B)30  (C)60  (D)180。 

(   )5. 碗中盛滿水，而碗壁內側的受力情形以箭頭方向表示，則下列何圖正確？ 

 

(   )6. 下列有關大氣壓力的敘述，何者錯誤？ 

(A)大氣壓力是因大氣的重量所產生的  (B)1atm＝76 cm-Hg (C)托里切利實驗中，若改用

水柱，則大氣能支撐的水柱高度仍然是 76 cm (D)大氣壓力並非固定不變，高山上氣壓比

山下小，且白天和晚上的壓力也可能不同 

(   )7. 如圖，甲、乙、丙三容器底面積及重量都相等，分別倒入相同量

的水，則底部桌面受壓力大小順序為何？  

(A)甲＞丙＞乙 (B)乙＞甲＞丙 (C)甲＝乙＝丙 (D)乙＞丙＞甲 

(   )8. 一大氣壓下進行托里切利實驗，甲玻璃管半徑 0.5 cm，長度 100 cm，管柱傾斜 3 度角；

乙玻璃管半徑 1.0 cm，長度 110 cm，管柱傾斜 5 度角；丙玻璃管半徑 1.5 cm，長度 120 

cm，管柱傾斜 7 度角，則水銀柱的垂直高度何者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一樣大 

(   )9. 在液體內部向上壓力的測定實驗中，將很輕薄的硬紙板置於玻璃圓筒下

方後，一起壓入至水面下 16 公分處，再將密度為的酒精沿筒壁慢慢注入

筒內，如圖，則筒內酒精上升約多少公分時，紙板才開始落下來？(酒精

密度 0.8 公克／立方公分，水密度 1 公克／立方公分) 

(A)20 公分  (B)24 公分  (C)28 公分  (D)32 公分 

(   )10. 以下例子可說明大氣壓力存在的共有幾個？(甲)麥管插入水中，用口吸麥管內之空氣，則

水可由麥管進入口中；(乙)汽球吹氣會膨脹；(丙)玻瓶盛滿水上覆蓋以玻片後，將其倒轉

，玻片及瓶內之水可不下落；(丁)生活中吸塵器的使用；(戊)噴水池；(己)將塑膠罐抽出

空氣，塑膠罐將凹陷不成罐形。 

(A)3 個  (B)4 個  (C)5 個  (D)6 個 

(   )11. 利用連通的兩密閉容器，施力 FA 下推活塞，使另一活塞上升，

上升的力量 FB。比較力量 FA、FB 及液體壓力 PA、PB 大小。 

(A)FA＜FB、PA＝PB  (B)FA＞FB、PA＞PB  (C)FA＜FB、PA＞

PB  (D)FA＞FB、PA＝PB。 

(   )12. 沙灘上有兩個車胎痕跡，一深一淺，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車胎痕跡深者必搭乘大人，淺者必搭乘小孩 (B)車胎痕跡深者車子的輪胎必較大，淺

者車子的輪胎必較小 (C)車胎痕跡深者搭乘者身高較高，淺者搭乘者身高較矮 (D)車胎痕

跡深者車胎給予沙灘的壓力必較大，淺者車胎給予沙灘的壓力必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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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靜置液體的壓力與下列何者有直接關係？(甲)液體的重量；(乙)液體的種類；(丙)所在位置

距液面的深度。 

(A)甲乙丙 (B)甲乙 (C)甲丙 (D)乙丙。 

(   )14. 將三個相同的正立方體鐵塊，以右圖中的方式排列在海綿墊上。已知每一

個鐵塊重 60 公克重，邊長 1 公分，則海綿墊所受壓力為何？ 

(A)30 公克重／平方公分  (B)60 公克重／平方公分  (C)90 公克重／平

方公分  (D)180 公克重／平方公分 

(   )15. 一容器底面積為 10 cm2，內裝有密度 1.5 g／cm3的液體，其深度為 20 cm，則容器底部

所受壓力為何？ 

(A)10 gw／cm2  (B)20 gw／cm2  (C)30 gw／cm2  (D)40 gw／cm2 

(   )16. 小英幻想做一個瘋狂的實驗，如果小英將托里切利實驗充滿水銀的玻璃管

一直延伸到大氣層外面，然後再將玻璃管上方打開，結果管內外水銀高

度差會如何變化(如圖)？ 

(A)管內水銀柱上升至 76 公分以上 (B)管內水銀柱仍維持 76 公分高 (C)

下降至 0～76 公分之間 (D)下降至 0 公分高 

(   )17. 在 4 樓高的樓頂有一裝滿水的水塔。今分別在 1 樓、2 樓、3 樓將相同大小的水龍頭完全

打開，則何處水龍頭的水較強？ 

(A)1 樓  (B)2 樓  (C)3 樓 (D)無法比較 

(   )18. 小修到汽車修理廠參觀，欲利用油壓千斤頂舉起很重的車子(如圖)，若將車子放在乙活塞

上，甲活塞上施 10kgw 的力，則可舉幾公斤重的車子？ 

(A)500  (B)1000  (C)2500  (D)5000 

(   )19. 下列大氣壓力的敘述何者錯誤？ 

(A)空氣的重量往下壓造成大氣壓力 (B)一大氣壓可支撐 76 cm 水

柱  (C)一大氣壓＝1013.25 百帕 (D)一大氣壓可簡記為 1 atm。 

(   )20. 如圖，A、B 容器中有不同高度的水，若將閥門打開，下列何者錯誤？ 

(A)因 A 容器水面較高，受到的大氣壓力較大，水將由 A 容器往 B 容器流

動 (B)水由 A 容器往 B 容器流動至水面等高為止，此即為連通管原理 

(C)熱水瓶的水位指標為此原理的應用 (D)即使縮小 B 容器的管徑，最後

A、B 容器的水面仍然等高 

(   )21. 下列有關壓力的敘述，何者錯誤？ 

(A)走在有鋪木板的泥地上，較不易陷入泥地中 (B)釘子的尖端易釘入物體內，是因為釘

子的尖端接觸物體的面積較小 (C)在沙灘上看見腳印愈深的，表示留下腳印的人體重愈重 

(D)在相同的作用力下，吸管削尖的一端較易穿透飲料包裝。 

(   )22. 翔晨和爸媽利用假日到阿里山旅遊，發現帶上山的充氣塑膠鋁箔包裝食品，每包都有膨脹

的現象。最主要的原因是下列哪一項？ 

(A)山上之氣壓較山下小 (B)山上之氣溫較山下低 (C)山上之物重較山下輕 (D)山上之溼

度較山下高 

(   )23. 汽水開罐後產生大量的氣泡，有關此現象的推論，下列何者不適當？ 

(A)此氣泡主要是二氧化碳 (B)此氣泡因受外界壓力擠壓而逸出 (C)開瓶前，瓶內氣體壓

力大於外界壓力 (D)開瓶後，氣體溶解度減少 

(   )24. 小侑搭飛機出國旅遊，在飛機上空服員發給他的小包零食，其包裝有明顯膨脹的現象，其

主要原因為何？ 

(A)高空上之氣壓較平地小 (B)高空上之氣溫較平地低 (C)高空上之物重較平地輕 (D)高

空上之溼度較平地高 

打開
真空

地球

大氣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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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如圖，A、B、C 三容器的底面積相同，容器中水的高度也相同。將三個相同材質、體積

的木塊，丟入三個容器中，哪一個容器底部所受的液體壓力最大？ 

(A)A 容器  (B)B 容器  (C)C 容器 (D)一樣大 

(   )26. 正常狀況的大氣壓約為 76 公分的水銀柱高，下列何種水銀柱高度可

能為颱風中心位置的大氣壓？ 

(A)73 公分  (B)76 公分  (C)80 公分  (D)84 公分 

(   )27. 甲、乙、水三種不互溶的液體依序加入 U 型管中，甲液、乙液高

度均為 4 cm，右管水的高度 1.4 cm，左管水的高度 3 cm，乙液

的密度 0.8 g／cm3，則甲液的密度為多少 g／cm3？  

(A)0.4  (B)1  (C)1.1  (D)1.2 

(   )28. 位於海平面 30 層樓高的大樓，每層樓距為 3 m，該地區自來水廠及儲水池均位於海拔 25 

m 高的山坡上，設自來水出廠時加壓 300 gw／cm2，則理論上自來水應可達到第幾樓？  

(A)第 8 樓 (B)第 9 樓 (C)第 10 樓 (D)第 11 樓。 

(   )29. 一容器裝水如圖，請問：容器壁所受的靜水壓力以何點最大？ 

(A)a  (B)b  (C)c  (D)d 

(   )30. 車子的玻璃窗上，常可看見一些可愛的玩偶掛在上面，玩偶上的塑膠吸

盤主要是利用哪一種力量緊貼玻璃？ 

(A)空氣浮力 (B)萬有引力 (C)靜電力 (D)大氣壓力 

(   )31. 取一夠長的玻璃管，將玻璃管傾斜 45 度角作托里切利實驗，當時的大氣壓力為 1 atm，

則此玻璃管內水銀柱的垂直高度約為 76 cm 的多少倍？ 

(A)1  (B)1.4  (C)45  (D)1／76 

(   )32.  右圖中，大小相同的三顆小石頭，分別位於下列三杯液體中，則小

石頭所受之液體壓力的大小關係為何？ 

(A)甲＝乙＞丙 (B)甲＞乙＞丙 (C)甲＞乙＝丙 (D)甲＜乙＝丙。(密

度：食鹽水為 1.2 g／cm3，酒精為 0.8 g／cm3) 

(   )33. 下列各項關於大氣壓力的敘述，何者正確？ 

(A)颱風中心的大氣壓力恆大於 1013 百帕 (B)在玉山上做托里切利實驗，水柱的高度小於

76 公分 (C)在阿里山上煮開水的沸點較在平地上的沸點低 (D)塑膠吸盤能吸附在玻璃上

而不掉落，是因吸盤與玻璃的吸引力大於吸盤的重量 

(   )34. 小明在區運的會場幫忙釋放氣球，當這些被釋放的五彩氣球往上飄時，若氣體沒有進出，

則此時氣球將有何種變化？ 

(A)體積收縮、內部壓力變小 (B)體積收縮、內部壓力變大 (C)體積膨脹、內部壓力變大 

(D)體積膨脹、內部壓力變小 

(   )35. 如圖，大小相同的三個小石塊，分別位於水中不同的位置，則壓力以

何者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三者均相等 

(   )36. 油壓的千斤頂是利用： 

(A)阿基米得原理 (B)帕斯卡原理 (C)大氣壓力原理 (D)虎克定律 

(   )37. 下雨天地面泥濘，為了避免腳陷入泥中而墊塊木板方便行走，請問： 

(甲)接觸面積增加；(乙)水分被木板吸收；(丙)向下重量減輕；(丁)向下重量增加；(戊)壓

力變小了，上述哪些是利用木板的主要原因？  

(A)甲丙 (B)甲戊 (C)乙丙 (D)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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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8. 如圖，甲、乙、丙三點所受的水壓依序分別以 P1、P2、P3表示之，則下

列何者正確？ 

(A)P1＞P2＞P3  (B)P1＝P2＝P3  (C)P1＜P2＜P3  (D)P1＞(P2＋P3)。 

(   )39. 下列哪一種機械不屬於帕斯卡原理的應用？ 

(A)油壓煞車 (B)汽車用的千斤頂 (C)液壓起重機 (D)逃生用的緩降機 

(   )40. 標準大氣壓力下做托里切利實驗，測量右圖長度，何者為 76 公分？ 

(A)af  (B)ef  (C)de  (D)ac 

(   )41. 小黃將外套掛在吸附牆壁的塑膠吸盤上，吸盤牢固不動。判斷以下敘述

錯誤的是：(已知外套重 300 gw) 

(A)塑膠吸盤此時的摩擦力 300 gw (B)向上的大氣壓力恰抵銷外套向下的重力 (C)若讓空

氣進入吸盤中，就吸不住了 (D)換成較大吸盤能吊住更重的物體 

(   )42. 一氣泡由湖底往上浮升，下列有關此氣泡內氣體壓力與密度的敘述，何者正確？ 

(A)壓力逐漸增大，密度逐漸增大 (B)壓力逐漸增大，密度逐漸減小 (C)壓力逐漸減小，

密度逐漸增大 (D)壓力逐漸減小，密度逐漸減小 

(   )43. 如圖，在一杯靜置的液體中，A 點距液面 5 公分，距底部 10 公分，距左

右兩端各為 8 公分與 6 公分。下列關於 A 點壓力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上壓力大於下壓力 (B)上壓力小於下壓力 (C)上壓力等於下壓力 (D)

向左的側壓力小於向右的側壓力。 

(   )44. 將底面積 5 cm2，重量 50 gw 的甲砝碼和底面積 2.5 cm2，重量 30 gw 的乙砝碼，同時靜

置於桌子上，則桌面所承受甲、乙兩砝碼的壓力大小關係為何？ 

(A)甲＞乙 (B)甲＝乙 (C)甲＜乙 (D)無法判斷 

(   )45. 如圖為裝水的燒杯，靜置在斜面上，則下列對水中各點壓力的敘述，何者正確？  

(A)水壓力是由於承受水的重量所造成，故甲點的壓力必定向下 (B)容器

底面所受壓力和容器的形狀，底面積大小無關，故乙、丙兩點壓力大小

相等 (C)甲、乙、丙三點所受的壓力，其大小依序為乙＞丙＞甲 (D)將一

小球自甲向下壓至乙，小球所受的上壓力變小 

(   )46. 如右圖，一物體分別受到大小相等的甲、乙、丙三力，則

受到哪一個力時對接觸面會造成比較大的壓力？ 

(A)甲 (B)乙 (C)丙 (D)三者相同 

(   )47. 賓棋用一長方體容器裝水放置在傾斜的楔形木塊上，則下列圖中其壁上各點壓力何者正確

？(箭頭代表壓力方向，長短代表壓力大小) 

 

(   )48. 由左管注入水如圖，當左管高度為 40 cm 時，則右管高度多少 cm？ 

(A)50  (B)40  (C)20  (D)30。 

(   )49. 游泳池長、寬、深皆放大 3 倍，放大前後，各裝滿水則池底所受液體壓力為原來若干倍？ 

 (A)1 倍 (B) 3 倍  (C)9 倍 (D) 27 倍。 

(   )50. 小德玩吸盤槍，吸盤重為 W，發射後吸盤吸附在玻璃板上，若由大

氣壓力擠壓吸盤而生成之摩擦力為 F，且吸盤靜止吸附在豎直的玻璃

板上，如圖，則下列何者正確？(不考慮力的方向) 

(A)F＞W  (B)F＝W  (C)F＜W  (D)F＝W＝1 大氣壓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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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使用半徑為 1 公分的玻璃管做托里切利實驗，在一大氣壓時，水銀柱的高度為 76 公分，

改用半徑為 2 公分的玻璃管時，水銀的高度為若干公分？ 

(A)76 公分  (B)38 公分  (C)19 公分  (D)152 公分 

(   )52. 如圖，在容器中盛水，則圖中甲、乙、丙、丁四點所受水壓力的大小

比較應為何？  

(A)乙＞丁＞丙＞甲 (B)甲＝乙＝丙＝丁 (C)乙＞丙＝丁＞甲 (D)乙

＞丙＞丁＞甲 

(   )53. 下列哪一個鋁罐將不因受到大氣壓力的擠壓而變形？  

(A)空鋁罐內加一些水，加熱至沸騰後，鋁罐封住開口，放入水中 (B)空鋁罐內加一些水

，鋁罐封住開口，加熱至沸騰 (C)罩住鋁罐開口，使用抽氣機抽

氣 (D)在山上喝完飲料，密封住開口，帶回山下。 

(   )54. 一容器裝水如右圖，試問容器器壁所受水壓力以何點為最大？ 

(A)a  (B)b  (C)c  (D)d 

(   )55. 右圖是某社區供水系統示意圖，若水塔水位高有 42 公尺，而大

樓每層樓高 4 公尺。在未加壓供水的情況下，目前水位最高可

達幾樓(F)？ 

(A)9 F  (B)10 F  (C)11 F  (D)12 F 

(   )56. 有一 U 型的玻璃管，連接甲、乙兩容器，且兩容器內的水銀面在

同一高度，如圖。若再將水銀注入乙容器，使乙容器內的水銀面

上升，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只有 U 型管內右邊的液面與乙容器的液面會上升，但它們的高

度差不變 (B)隨著乙容器的液面上升，U 型管內右邊的液面會下降 

(C)在 U 型管內，左右兩邊的液面都上升相同的高度 (D)在 U 型管內，左右兩邊的液面位

置都沒有改變 

(   )57. 興雅國中的活動中心是木質地板，請問：直接在地板舉辦哪一活動，孔主任及家豪老師會

最緊張地板被踩壞？ 

(A)日本橫綱貴乃花大戰墾丁包子王戎祥相撲大賽 (B)熱火隊歐尼爾慈善籃球表演賽 (C)

名模志玲姊姊穿 LV 當季時尚高跟鞋走秀 (D)信義區健康寶寶爬行大賽 

(   )58. 下列何者壓力最大？ 

(A)2 大氣壓  (B)76 公分水銀柱高  (C)100 公克重／平方公分  (D)10 公尺水柱 

(   )59. 右圖是一內裝水玻璃管，左側活塞面積 100 cm2(可上下移動)，上面

放有 20 公斤重的物體，玻璃管在相同高度有 A、B、C 三個面積一

樣的小洞，如果 A、B、C 分別以手指頭堵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A 洞所受壓力最大  (B)C 洞用手指頭的施力最大  (C)B 洞壓力

0.2 gw／cm2 (D)三個洞同時放手，噴出的手柱力道一樣大 

(   )60. 下列何者不是帕斯卡原理的應用？ 

(A)液壓起重機 (B)吸塵器 (C)玩具水槍 (D)汽車用的千斤頂 

(   )61. 將三罐可樂分別倒入甲、乙、丙三個杯子，底面積甲＞乙＞丙，如

圖，則杯子內底部所受可樂的壓力何者較大？ 

(A)甲 (B)乙 (C)丙 (D)三者皆相等 

(   )62. 如圖連通管內盛水，試將 A、B、C、D 四點依水壓力由大而小排列之

，下列何者正確？ (A)A＞B＞C＞D  (B)D＞C＞B＞A  (C)A＝B＝C

＞D  (D)A＝B＝C＝D 

水
A B C

20kg

封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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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 甲、乙、丙三種不同液體同時同地做托里切利實驗，得三液柱高度 h 甲＞h 乙＞h 丙，則： 

(A)三管之半徑為 r 甲＞r 乙＞r 丙  (B)三管之半徑為 r 甲＜r 乙＜r 丙  (C)三液體之密度為 d 甲＞

d 乙＞d 丙  (D)三液體之密度為 d 甲＜d 乙＜d 丙 

(   )64. 玻璃上吸有兩圓形吸盤，小圓形吸盤半徑為 1 cm、最大負載可掛起重物 1 kgw；則大圓

形吸盤半徑 2 cm 時，其最大負載可掛起多重之物？(假設兩吸盤內部空氣皆已排除呈真

空狀態)  

(A)1 kgw  (B)2 kgw  (C)4 kgw (5) 8 kgw 

(   )65. 將一顆水球，用針刺破四個小洞，如圖，其水柱噴出情形，何者錯誤？ 

(A)甲 (B)乙 (C)丙 (D)丁 

(   )66. 將一本 600 gw 的書平放(用最大面積)於桌面上，書本的長、寬、厚度

各為 30、20、5 公分，則此書本對桌面接觸部分的壓力大小為多少 gw／cm2？ 

(A)1  (B)4  (C)6  (D)20 

(   )67. 今天霽心要去校外教學，地點是阿里山，他帶了最喜歡的「乖乖」從山下來到阿里山上；

當他從背包拿出「乖乖」時，「乖乖」將會有何變化？  

(A)變重了 (B)包裝袋裡的乖乖變多了 (C)包裝袋膨脹起來 (D)包裝袋緊縮起來 

(   )68. 城市的自來水供應系統是利用何種原理，才能將水配送至各個家庭用戶呢？  

(A)浮力原理 (B)帕斯卡原理 (C)連通管原理 (D)槓桿原理 

(   )69. 工程師要設計一座水壩的結構圖，試問下列四種水壩剖面圖，何者較恰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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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 底面積 50 cm2，1 kgw 的木箱靜置於地板上，則地板承受木箱壓力大小為何？  

(A)10 gw／cm2  (B)20 gw／cm2  (C)30 gw／cm2  (D)40 gw／cm2 

(   )71. 1 atm 時，小新潛入 10 m 深，密度為 1.2 g／cm3的海水中觀賞熱帶魚，則他所受的壓力

為多少 gw／cm2？  

(A)1000  (B)1200  (C)2033.6  (D)2233.6 

(   )72. 右圖有一 U 型管，其內原來裝有密度 d1的水銀，另將不互且溶密度為 d2

的某液體加注於左邊，使左邊液面高出右邊液面 1，所加液柱長 2，則

右管 P 點(與 C 點在同一水平高度)和左管何點所受壓力可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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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3. 下列四粒泰國椰子的打洞方式，何者最容易將椰子汁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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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4. 如圖，當鬆掉細繩時，圓形鐵板為何不會掉下來？  

(A)因為鐵板可以浮在水中 (B)因為鐵板受到大燒杯中的水給予的壓力 (C)因

為塑膠管對鐵板具有引力 (D)因為鐵板在水中的重量將變為 0 gw 

(   )75. 如圖，當注射筒的活塞向內推入使得筒內體積變小時，則下列有關筒內空氣的描述，何

項正確？  

(A)其壓力變小，且密度變小 (B)其壓力變大而密度變小 (C)其壓力變小

而密度變大 (D)其壓力變大且密度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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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6. 大氣壓力應用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下列何者所應用的原理與大氣壓力無關？  

(A)生活中吸塵器的使用 (B)用吸管喝果汁 (C)用吸盤吊掛物品 (D)潛艇沉入水中 

(   )77. 如圖，甲、乙兩圓柱形容器之底面積比為 3：1，分別裝有深度相等的酒精

時，則甲、乙兩容器底面所承受液體的壓力大小關係為：  

(A)甲＜乙 (B)甲＝乙 (C)甲＞乙 (D)無法比較 

(   )78. 有一鐵塊長 5 cm、寬 4 cm、高 2 cm、重 300 gw，置於桌上，則此鐵塊對

桌面產生最大的壓力值大小為多少 gw／cm2？  

(A)15  (B)30  (C)37.5  (D)300 

(   )79. 同一密度均勻物質製作出三個實心圓柱 a、b、c，置於桌面上，如圖。

則三者對桌面的壓力大小？  

(A)a＝b＝c  (B)a＞b＞c  (C)a＜b＜c (D)無法判斷。 

(   )80. 作托里切利實驗，如圖，不慎滲入空氣，測得試管內水銀高度為 38 

cm。若當時大氣壓力為 1020 gw／cm2，水銀密度為 13.6 g／cm3，則

試管內部 P 點的壓力為：  

(A)37 cm－Hg  (B)38 cm－Hg  (C)510 gw／cm2  (D)982 gw／cm2 

(   )81. 阿明在實驗室量測大氣壓力，測得水銀柱垂直高度 74 cm，如圖。若他

將此裝置移至真空室內。則此裝置之水銀柱垂直高度變為多少？  

(A)76 cm (B) 74 cm (C) 38 cm (D) 0 cm 

(   )82. 下列四個水壩內壁所受液體壓力之方向標示，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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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83. 如圖，A、B 兩容器內盛相同液體，以附有開關的 C 管相通，則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開關打開時，液體不流動 (B)開關打開後，A 容

器液體流向 B 容器 (C)開關打開後，待液體靜止平衡時，A、B 容器

底面所受液體壓力相等 (D)開關打開後，待液體靜止平衡時，A 容器

液面較 B 容器液面高 

(   )84. 一桶子內裝密度 0.8 g／cm3的酒精，深 150 cm，在酒精液面下 50 cm 處，有一面積為 5 

cm2的小洞，欲用力擋住以免酒精流出，至少須用力多少 gw？ 

(A)50  (B)100  (C)150  (D)200。 

(   )85. 如圖是盛裝水容器兩端之活塞面積各為 3 cm2與 300cm2，若小活塞

上置一鐵球 6 公斤重，則大活塞可舉起多少公斤重的重物呢？ 

(A)100  (B)200  (C)300  (D)600。 

(   )86. 如圖為盛裝液體的容器，若左、右兩邊活塞面積的比為 1：50，

試問在小活塞上施予 5 公斤重的力，當壓力傳到大活塞時，大

活塞最多可舉起多少公斤重的物體？  

(A)50  (B)250  (C)1000  (D)25000 

(   )87. 如圖，甲、乙兩容器的水面在同一高度上，一條內部充滿水的塑

膠軟管連通兩容器的底部。有關軟管內液體流動的情形，下列

何者正確？  

(A)液體由甲容器流向乙容器 (B)液體由乙容器流向甲容器 (C)

液體不流動 (D)無法判斷 

a b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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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 某高山上的大氣壓為 38 cm-Hg，這樣的壓力與下列何者相差最大？  

(A)0.5 atm  (B)500 gw／cm2  (C)1000 hpa  (D)0.5 kgw／cm2 

(   )89. 如圖，圖釘的釘帽很大，其目的是：  

(A)減少手指所受的總力  (B)增加手指所受的壓力  (C)增加釘帽所受的壓力 

(D)減少手指所受的壓力 

(   )90. 氫氣球升空後，到達某個高度就會因為體積膨脹而爆破，原因為何？ 

(A)高空氣壓小 (B)高空氣壓大 (C)高空氣溫高 (D)高空氣溫低 

(   )91. 俊宏和麗君相約去新疆沙漠玩，結果麗君兩腳陷入流沙中，一隻腳拔起，則另一隻腳會愈

陷愈深，俊宏見狀，立刻丟一塊木板給麗君，讓麗君能順利逃離流沙，請問：俊宏這樣

做的原因是什麼？  

(A)接觸面積減小，壓力減小 (B)接觸面積增加，壓力增小 (C)重量增加，壓力減小 (D)

重量增加，壓力增加。 

(   )92. 水壓機大小活塞半徑比 4：1，對小活塞施力 50 kgw，大活塞可以舉起多少 kgw 物體？ 

(A)200 kgw  (B)400 kgw  (C)600 kgw  (D)800 kgw。 

(   )93. 有大、小兩個吸盤其質量相同，然而面積比 4：1，觀見吸盤各緊緊的吸附在相同的玻璃

窗上，小華想垂直向上施力以拔掉大、小吸盤，請問需施力若干？(F 大、F 小各為大、小

吸盤所受垂直盤面向上的作用力)  

(A)F 大：F 小＝4：1  (B)F 大：F 小＝1：4  (C)F 大：F 小＝1：1  (D)F 大：F 小＝2：1。 

(   )94. 若大氣壓力為 1 atm，下列何者較合理？  

(A)可將水抽至 5 層樓高(設一層樓高度為 3 公尺) (B)以 1 公尺的玻璃管，裝水(密度為 1 g

／cm3)可測量大氣壓力 (C)以 1 公尺的玻璃管，裝水銀(密度為 13.6 g／cm3)可測量大氣

壓力 (D)以 1 公尺的玻璃管，裝酒精(密度為 0.8 g／cm3)可測量大氣壓力。 

(   )95. 盛滿水的容器兩端各有一個活塞，已知活塞面積分別為 3 與 300 平方公分，若小活塞上

面置一鐵球 6 公斤重，則大活塞可舉起多少公斤重的重物呢？  

(A)100  (B)200  (C)300  (D)600。 

(   )96. 將鋁罐裝少許水以酒精燈加熱至冒煙約 5 分鐘，再用摺好多層的保鮮膜把罐口封好，然後

手戴手套把鋁罐壓入水中，發現鋁罐迅速凹陷，這是因為：  

(A)鋁罐受到水壓作用而凹陷 (B)罐中的空氣迅速膨脹所致 (C)遇冷後鋁罐內的氣體壓力

遠小於大氣壓力 (D)鋁罐本身劇烈的熱脹冷縮引起的。 

(   )97. 在某地使用直徑 1 cm 的玻璃管作托里切利實驗，量出的水銀柱垂直高度是 75 cm，水銀

上方為真空。當玻璃管直徑改為 2 cm 重作實驗時(其他條件不變)，水銀柱垂直高度將變

為多少 cm？  

(A)150  (B)76  (C)75  (D)37.5。 

(   )98. 裝置如圖，當施力向下給活塞 A 時，哪一個活塞

可以撐起最重的車子？  

(A)活塞 B (B)活塞 C (C)活塞 D (D)一樣重。 

(   )99. 如圖，U 型管裝甲、乙兩種液體，互不相溶，當達平衡時，已知甲液體

為水，水的密度 1 g／cm3，則乙液體密度為多少 g／cm3？ 

(A)0.2  (B)0.5  (C)2  (D)4 

(   )100. 馬德堡半球試驗當初使用的是直徑 36 公分的金屬半球，抽真空後，每邊需 8 匹馬才能

將半球分開，若當初使用的是直徑 18 公分的金屬半球，抽真空後，欲將半球分開，每邊

所需的馬匹數會？  

(A)少於 8 匹 (B)多於 8 匹 (C)仍等於 8 匹 (D)無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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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 1.】取玻璃杯裝滿水，杯口蓋上一塊平整的墊板後將之翻轉過來，如圖(甲)、(乙)： 

(   )1. 圖(甲)之墊板不會掉落，是因受到哪一個方向的大氣壓力作用？ 

(A)↑  (B)↗ (C)↖。 

(   )2. 圖(乙)之墊板不會掉落，是因受到哪一個方向的大氣壓力作用？ 

(A)↑  (B)↗ (C)↖。 

 

【題組 2.】(A)將吸管插入果汁，用力一吸就可將果汁吸上來； (B)鋁箔包的飲料，用雙手大力

一壓果汁就會噴出來  (C)玻璃瓶盛滿水，開口蓋住玻片後倒轉，玻璃瓶裡面的水不會流出來  

(D)馬德堡半球實驗。 

以上哪些可以證明大氣壓力的存在？答：______。 

 

【題組 3.】桌面放置左右相通的燒杯，中間連通部分有 T 型螺栓如

圖，燒杯內左邊裝水右邊裝水銀，左邊燒杯底面積為 5 cm2，右邊燒

杯底面積為 10 cm2。試回答下列問題：  

(   )1. 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A)左邊燒杯底部液體壓力為 20 gw／cm2 (B)右邊燒杯底部液體壓力為 136 gw／cm2 

(C)水杯底部受到的總力較大 (D)水銀杯底部桌面受到的壓力較大 

(   )2. 當中間 T 型螺栓拔掉時，請問下列何者正確？  

(A)水銀會流向水杯 (B)水會流向水銀杯 (C)無法流動，兩邊液體卡在中間位置 (D)兩

杯液體最後均勻混合呈銀色混濁 

 

 

【題組 4.】如圖，在 1 大氣壓，一端封閉的玻璃管長 100 cm，充滿水銀後，

倒插入水銀槽，管內上端有 4 cm 長的真空，試回答下列問題：  

(1) 玻璃管再拉出 5 cm 時，管內上端真空部分長為______cm。 

(2) 把玻璃管再壓下 5 cm 時，管內上端真空部分長為______cm。 

(3) 圖中，A 點的壓力為______gw／cm2，B 點的壓力為______cm-Hg。 

 

 

【題組 5.】有四支 U 形玻璃管一端封閉，另一端開口，內部裝有水銀，其兩端的水銀高度如右

圖。設當時的大氣壓力為 1.5 大氣壓，試回答：  

(1) 何管的閉口端壓力為 1 大氣壓？答：______。 

(2) 何管的閉口端內的壓力最小？答：______。 

(3) 何管的閉口端內為 1.5 大氣壓？答：______。 

 

【題組 6.】有 A、B 兩容器，底面積相等，且均裝有 5 cm 高的水，K 為

容器間的活栓，依右圖的資料，請回答下列問題：  

(1) 這個裝置是______原理的應用。 

(2) 開關 K 打開後，水將向右或向左流動？答：______。 

(3) 承上題，當水不再流動時，A、B 兩容器底部，所受的水壓力比為______。 

 

水 水銀

20cm

10cm

100cm

4cm

A

B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