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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認識壓力： 

A、壓力強度的測量： 

(1) 壓力：單位面積所受的總力，稱為壓力強度，又稱為壓力。 

(2) 生活實例： 

甲、圖釘的釘帽很大，而釘頭很細，施力時手較不會痛。 

乙、躺著比坐著舒服，坐著比站著舒服。 

丙、注射針頭很細，可刺進皮膚，推進處則面積大。  

丁、鋸子可鋸木頭，鐵棒很難鋸木頭。 

戊、豆腐放在劍山上不會被刺穿。 

己、削尖的吸管很容易刺入飲料盒中。 

庚、在泥濘的地上平舖木板行走，可因受力面積增加而使壓力減小，避免陷入泥濘之中。 

(3) 公式：
總力

壓力＝
接觸面積

 或
F

P
A

＝   

(4) 單位：克重／平方公分、公斤重／平方公尺。 

換算：1gw／cm2 ＝10kgw／m2。 

：壓力和力單位不同，因此是不同的物理量；壓力不是力。 

B、影響壓力的因素： 

(1)正向力(F)相等時，壓力(P)與受力面積(A)成反比。 

(2)受力面積(A)相等時，壓力(P)與正向力(F)成正比。 

(3)壓力(P)相等時，受力面積(A)與正向力(F)成正比。 

(4)壓力的效果：壓力越大時，物體凹陷的程度越大。 

(5) 相同重量的人穿平底鞋時，走在沙灘上，沙灘凹陷的程度較淺， 

穿高跟鞋走在沙灘上，則沙灘凹陷的程度較深；這是由於受力

面積不同的結果。 

(6) 水果刀的刀鋒很薄，是藉著較小的受力面積，可產生較大的壓

力，方便切割食物。 

 

例1.如右圖，將柳橙汁裝入寶特瓶內，其中(A)裝半滿，

(B)(C)則裝全滿；將三瓶置於海綿上，則： 

(1) 比較(A)與(B)圖，有相同的________，但_____

圖的正向力較大，因此海綿凹陷較______。 

(2) 比較(B)與(C)圖，有相同的________，但____圖的受力面積較大，因此海綿凹陷較_____。 

(3) 在(A)與(B)圖中，_______為控制變因，________為操縱變因，________為應變變因。 

(4) 在(B)與(C)圖中，_______為控制變因，________為操縱變因，________為應變變因。 

 

 

 

重點內容 6-3 壓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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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2.瑛瑛雙腳站在磅秤上，磅秤所顯示讀數為 40 kgw，若瑛瑛鞋底與磅秤接觸的總面積為

500cm2，則此時磅秤所受的壓力為________gw／cm2。 

 

 

 

例3.甲乙丙皆為正立方體，甲邊長 2cm，24gw，乙邊長 4cm，

96gw，丙邊長 6cm，120gw，則： 

(1) 圖(一)中，乙與地面接觸的壓力為_______gw／cm2； 

(2) 圖(二)中，乙與甲的接觸面壓力為_______gw／cm2； 

(3) 圖(三)中，甲與地面接觸的壓力為_______gw／cm2； 

(4) 圖(四)中，丙與地面接觸的壓力為_______gw／cm2； 

 

 

 

 

例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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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甲丙 乙丙 乙桌： ： ＝___________。 

(2) 圖(二)中，P P P乙丙 甲乙 甲桌： ： ＝___________。 

 

 

 

 

例5.如右圖，一木塊重量 36kg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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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6.已知寶特瓶空瓶的重量 50gw，容積為 600mL，若將寶特瓶裝滿水後分別正立及倒立於桌面

上，則桌面所受到的壓力分別為若干？ 

 

 

 

例7.今有甲、乙兩個正方體，甲的邊長為 20cm、重 500gw；乙的邊長為 10cm、重

1000gw，依右圖放置，則： 

(1) 甲與乙接觸面的壓力大小為__________ gw／cm2。 

(2) B 與地面接觸的壓力大小為__________gw／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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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液體的壓力： 

A、形成原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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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液體重量 液體體積 液體密度
＝ ＝

底面積 底面積

底面積 液體深度 液體密度
＝ ＝液體深度 液體密度

底面積

 

D、靜止液體壓力的特性： 

(1) 壓力方向：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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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液體內部的壓力沒有方向性。 

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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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在液面處的深度為 0，因此壓力為 0。 

丁、在液體內部的液面下同一水平面處，各點的壓力皆相等。 

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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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己、在靜止液體的界面處，壓力和界面垂直，且方向向外，愈深處則壓力愈大，如下圖的

箭號關係即代表壓力的變化。 

 

(2) 水平面： 

甲、容器中的靜止液體，和空氣接觸的液面，稱為水平面。 

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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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水平面和鉛垂線保持垂直。 

丁、鉛垂線方向為垂直地面的方向，因此靜止液體的液面必和鉛錘線垂直。 

戊、液面下各點的壓力，P＝h×d，其中 h 為液面下的深度，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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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已知圓柱的截面積為 A，液面下的深度為 h，液體的密度為 d，此時液體的壓力為 P： 

(A)口徑處的壓力 P＝hd。 

(B)砝碼重量 w，若忽略塑膠片的重量，則塑膠片落下的瞬間： 

   向下壓力＝向上的壓力 ➔ 
w

P
A

＝ ＝h d  

(C)液面下的深度 H，圓柱內的液體密度 D，則塑膠片落下的瞬間： 

   向下壓力＝向上的壓力 ➔ P H D h d＝ ＝  

(D)口徑處的壓力 P＝大氣壓力，則塑膠片落下的瞬間： 

   P＝HD＝P(大氣壓力) 

       

E、連通管原理： 

(1) 數個容器底部以導管相連接的裝置，稱為連通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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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連通管內的液體靜止時，所有容器內液體的高度都相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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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右圖。 

(5) 自來水的給水系統及噴水池系統都是連通管原理的

應用。 

(6) 馬桶的設計是連通管原理的應用，藉著馬桶底部保留一些積水，可以阻擋臭氣的揮發。 

(7) 熱水瓶的設計是連通管原理的應用。 

           

 

F、帕斯卡原理(1652 年，法國，帕斯卡)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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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應用(水壓機)： 

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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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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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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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3) 應用： 

甲、汽車千斤頂用利用帕斯卡原理在小活塞上施力，透過液體壓力的傳遞，可在大活塞上

產生較大的推力。 

乙、油壓車門活塞利用帕斯卡原理可迅速將車門開啟或關閉。 

丙、油壓煞車器利用帕斯卡原理將推力連結至車輪的煞車系統。 

丁、油壓起重機可將重物抬高。 

戊、注射針筒裝水後，施力擠壓注射筒，可將水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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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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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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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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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 

 

 

 

例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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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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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一桶子內裝密度為 0.8 公克／立方公分、液深為 150 公分的酒精，在酒精液面下 100 公分的

桶壁處，有一面積為 4 平方公分的小洞，則： 

(1) 該桶壁小洞處的側壓力大小為________gw／cm2。 

(2) 欲用力擋住以免酒精流出，至少需施力________gw。 

 

 

 

 

例9.水壓機大小活塞截面積各為 100cm2及 10cm2，若大活塞上需舉起 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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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2；大活塞上所受壓力為_______kgw／cm2。 

 

 

 

 

例10.如右圖，已知 A 活塞＝30cm2
，B 活塞面積＝5cm2，若在 B 活塞垂

直施以 60kgw 的向下壓力，則在 A 活塞可舉起_______kgw 物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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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氣壓力： 

A、大氣壓力的形成 

(1) 地球表面的空氣形成一大氣層，此大氣層受到重力的影響，具

有重量，壓在地球表面形成大氣壓力，簡稱氣壓。 

(2) 大氣層的厚度約為 800km，但約有 99％ 集中在地表上 32km

空間，故空氣的密度不均勻，大氣壓力不能適用 p=h‧d。 

B、大氣壓力的討論： 

(1) 大氣壓力是因為空氣受到重力作用而產生的； 

在太空、月球、水星上，因為沒有空氣，因此大氣壓力為零。 

(2) 距離地面高度愈大，大氣壓力愈小。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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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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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對接觸面的壓力則保持垂直。 

(5) 水面下物體所受的壓力＝大氣壓力＋液體壓力。 

(6) 馬德堡半球： 

德國馬德堡市長葛利克將直徑約 36 公分的空心銅

半球內部抽成真空，結果發現竟然需要左右兩側各

八匹馬才可打開此空心球，可知大氣壓力極大，但當時未測出大氣壓力的實際大小。 

(7) 生活中大氣壓力的應用： 

甲、對空紙盒吸氣，紙盒立刻凹陷。 

乙、盛滿水的杯子蓋上塑膠片後倒置塑膠片掉落。    

丙、茶壺的蓋子上開一個小孔。 

丁、煉乳罐頭上開兩個小孔，才能方便倒出。 

戊、用抽水機抽取地下水。     

己、用吸管喝果汁。 

庚、用吸塵器吸取灰塵。      

辛、用鋼筆管吸墨水。 

C、托里切利實驗(大氣壓力的測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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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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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測量水銀槽上的水銀柱高度為 76cm，此時玻璃管內的頂端部

份為真空。 

(4) 若操作過程有空氣進入管中，管內水銀柱高度將下降。 

(5) 若本實驗使用較粗的玻璃管，則水銀柱高度將不變。 

(6) 若將玻璃管插入更深，則水銀柱高度不變。 

(7) 將玻璃管傾斜，則水銀柱長度將上升，但垂直高度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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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1＝P2＝P3＝P4＝P5＝h1×D＝P(大氣壓力) 

       P6＋h2D＝P9＋h5D＝P10＋h6D＝P11＋h8D＝P(大氣壓力) 

       P(大氣壓力)＋h3D＝P7        P(大氣壓力)＋h4D＝P8 

 

(1) P2＝P5＝h1D1＋P1(大氣壓力)＝h1D2＋P4 

    ＝(h1＋h2)D2＋P3(大氣壓力) 

(2) h1D1＋P1(大氣壓力)＝(h1＋h2)D2＋P3(大氣壓力) ➔ P1＝P3 

h1＋h2＞h1  ➔ D2＜D1 

(3) h1D1＞h1D2 ➔ P1 ＜ P4  ➔  P1＝P3＜P4＜P5＝P2 

 

(1) P4＝P5(連通管原理)   P1(大氣壓力)＝P7(大氣壓力) 

(2) 右邊液面低，左邊液面高 ➔ 丙液體重量＞乙液體重量 

➔ 丙液體密度＞乙液體密度  ➔ 液體密度：甲＞丙＞乙  

(3) P1＋hD2＝P2  ➔ P2＞P7 

(4) P3＋hD1＝P6＋hD3  ➔ D1＞D3  ➔ hD1＞hD3 ➔ P3＜P6 

(5) P4＝P5＞P6＞P3＞P2＞P7＝P1 

D、密閉容器內的壓力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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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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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現象：充滿氣的皮球或輪胎，會變得較硬。 

(4) 影響壓力大小的變因：溫度、體積、分子數目。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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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討論： 

甲、充氣愈多，氣體的分子數目愈多，則壓力愈大。 

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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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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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P(大氣壓力)＋h1D＝P1 

(B) P(大氣壓力)＝P2 

(C) P(大氣壓力)＝P3＋h2D 

(D) P(大氣壓力)＝h3D＋P(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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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h2＝_________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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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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大氣壓力為 75cmHg，則右圖玻璃管內上端的氣體壓力為_______gw／cm2。 

(水銀密度 D＝13.6g／cm3) 
 
 
 
 
 
 
例6.芳芳做托里切利實驗時鉛直立起玻璃管於水銀槽中，所

得結果如右圖，若她將此玻璃管傾斜，使玻璃管頂端距

水銀槽液面的鉛直高度為 Xcm 時，水銀會充滿玻璃管

內，則 X 的最大值為________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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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演練： 

____1.下列何者與其他三者具有不同的單位？ 

(A)繩子張力  (B)壓力  (C)靜電力  (D)彈簧拉力。 

____2.茹茹在一長、寬、高各為 10cm、5cm、20cm 的長方體密閉容器中裝滿密

度為 1g／cm3的水，如右圖，試問容器底部所受到的壓力為何？ 

(A)5gw／cm2  (B)10gw／cm2  (C)15gw／cm2  (D)20gw／cm2。 

____3.某些玩偶可利用其吊繩上的塑膠吸盤吸附在玻璃窗上，請問主要是利用下列哪一種力量使

吸盤緊貼玻璃？ 

(A)萬有引力  (B)大氣壓力  (C)空氣浮力  (D)靜電力。 

____4.水的壓力計算可由 p(壓力)＝h(深度)×d(液體密度)算出，世界潛水紀錄由一位女性潛入海底

100 公尺所保持，同學們請算算看她承受海水的壓力大約有多大？(海水密度 1.03g／cm3) 

(A)10300kgw／cm2  (B)10300gw／cm2  (C)103kgw／cm2  (D)103gw／cm2。 

____5. 甲、乙、丙、丁四個人去爬山，為了知道自己爬了多高，四人身上都帶著氣壓計，測得

氣壓結果如下： 

甲－70cmHg；乙－72cmHg；丙－66cmHg；丁－62cmHg  

則根據結果判斷誰爬得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丁。 

____6.在積雪深厚的地區行走要穿上雪鞋，這些雪鞋的鞋底面積較一般鞋子大，請問穿上雪鞋主

要目的為何？ 

(A)增加對雪地的壓力，使雪地能更加堅固  (B)防止滑倒  (C)減少對雪地的壓力，使雙腳

不易陷入雪堆中  (D)入境隨俗，增加美觀。 

____7.在水平桌面上，放置一個從左至右，管口口徑依序變大的盛水連通管。今在三管管口上各

放置與管口口徑相同的甲、乙、丙三活塞，活塞與管壁、水面完

全密合且可以在管壁上自由滑動，忽略活塞與管壁間的摩擦力，

當三活塞達到靜止平衡時，三管內的水面齊高，如右圖，則關於

活塞甲、乙、丙的重量大小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  (B)乙＞甲＝丙  (C)甲＞乙＞丙  (D)丙＞乙＞甲 

____8.當活塞筒推進少許後鬆手，發現活塞會退回原處，這可以證明下列何者是影響氣體壓力的

變因？ 

(A)溫度  (B)體積  (C)質量  (D)以上皆是。 

____9.琳琳「單腳站在磅秤上」與「雙腳站在磅秤上」，何者對磅秤產生的壓力較大？何者秤出

的體重較重？ 

(A)一樣大、一樣重  (B)單腳、雙腳  (C)雙腳、單腳  (D)單腳、一樣重。 

____10.許多研究均顯示，書包過重不但影響中小學生骨骼發育，還會造成學童的背部酸痛。以

下四種書包款式，內裝相同重量的書，哪一款揹起來，肩膀承受的壓力最小？ 

(A)   (B)   (C)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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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1.沙灘上散步，看到沙灘上有深淺不同的腳印，可以推論產生腳印較深的原因是下列何者？ 

(A)較大的垂直力  (B)較小的受力面積  (C)較大的重力  (D)較大的壓力。 

____12.右圖盛裝液體的容器，若左右兩邊活塞面積的比為 1：20，

則在小活塞上施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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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B)100  (C)150  (D)200。 

____13.有一棟位於海平面十層樓高的大廈每層樓高 3 公尺，若該地區自來水廠及蓄水池，均位

於海拔 20 公尺高之山坡上，設水廠出水時加壓 300 公克重／平方公分，則自來水可送

達幾樓？ 

(A)7 樓  (B)8 樓  (C)9 樓  (D)10 樓。 

____14.如右圖，妮妮同時用兩手的指頭，頂住一端削尖了的鉛筆。若鉛筆靜

止不動，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端手指所施的力大於乙端手指所施的力  (B)甲端手指所施的力

等於乙端手指所施的力  (C)甲端手指所施的壓力大於乙端手指所施的

壓力  (D)甲端手指所施的壓力等於乙端手指所施的壓力。 

____15.下列有關壓力的敘述，何者正確？ 

(A)壓力是指物體在單位面積上所受垂直方向的作用力  (B)重量相同，接觸面積愈小，產

生的壓力愈小  (C)相同重量的物體置於桌面上，對桌面所施的壓力相同  (D)「水往低

處流」的現象為大氣壓力的作用。 

____16.用壓力鍋燉豬腳可縮短燉煮的時間，其原因為何？ 

(A)壓力升高使沸點降低  (B)壓力升高使沸點升高   

(C)壓力降低使沸點升高  (D)壓力降低使沸點降低。 

____17.在地球上取長 1m，一端封閉的玻璃管，裝滿水銀後，倒置入水銀槽中，管內水銀柱下降

至 75cm 而停止，如右圖。已知管內的水銀柱上方是真空，若將此實驗移到

月球上和空氣比地球稀薄的火星上，則水銀柱高度有何變化？ 

(A)在月球上和火星上，水銀柱的高度都為零  (B)在月球上和火星上，水銀

柱的高度都不為零  (C)在月球上，水銀柱的高度為零；在火星上，水銀柱

的高度不為零  (D)在月球上，水銀柱的高度不為零；在火星上，水銀柱的

高度為零。 

____18.有一底面積為 75 平方公分的空玻璃燒杯 55 公克重，之後加入高度 10 公分的純水，再倒

入油，油浮於水面上且厚度為 4 公分，靜止時燒杯總重量為 1045 公克重，油和水的交

界面液壓應為多少 gw／cm2？ 

(A)1  (B)3.2  (C)4  (D)10。 

____19.液體壓力是因為靜止液體的何種性質所造成？ 

(A)密度  (B)體積  (C)質量  (D)重量。 

____20.如右圖，甲、乙、丙三容器的底面積、重量皆相同，

若在三容器中加入相同高度的水後，再取三顆相同

體積的鐵球分別丟入甲、乙、丙容器中，則容器底

面所受水壓力之大小依序為何？(假設水未溢出) 

(A)甲＝乙＝丙  (B)乙＞甲＞丙  (C)丙＞乙＞甲  (D)乙＞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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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1.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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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cm，長度 110 cm，管柱傾斜 5 度角；丙璃管半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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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22.下列何種現象不能說明大氣壓力的存在？ 

(A)玻璃杯裝滿水，用一塊塑膠板緊接在杯口上，將杯子倒轉，使杯口朝下，見塑膠板不

會落下  (B)馬德堡半球實驗  (C)打足氣的籃球會變硬  (D)如蠟燭燃燒的實驗中，罩住

蠟燭的廣口瓶，在蠟燭燃燒後一段時間後，瓶內的水面會上升。 

____23.U 型管內，裝有甲、乙、丙三種互不相溶的液體，平衡時如右圖，其中

甲液柱長度與丙液柱長度相等，d 點為丙液柱的中間點，則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三種液體密度最大的是甲  (B)b 點壓力等於 0   

(C)a 點壓力等於 b 點壓力  (D)e 點壓力等於 f 點壓力。 

____24.如右圖，軒軒在一裝滿水的塑膠瓶壁上鑽了甲、乙、丙三個大小相同的孔，

則甲孔剛開始噴出來的水柱應該是哪一個方向？ 

(A)Ⅰ  (B)Ⅱ  (C)Ⅲ  (D)水不會由甲孔噴出。 

____25.承上題，哪一個孔所噴出的水柱可以噴得最遠？ 

(A)甲孔  (B)乙孔  (C)丙孔  (D)三者一樣遠。 

____26.地面上平鋪甲、乙兩片等重的木板，甲板的面積小於乙板的面積，在兩板上各加 20 公斤

重的物體，則哪一片對地面產生的壓力較大？ 

(A)甲板  (B)乙板  (C)兩板相等  (D)無法比較。 

____27.一研究人員在湖中探勘，他所在的位置為 P 點，湖中甲、乙、

丙、丁各點與 P 點的距離如右圖。若水流的影響忽略不計，

則研究人員由 P 點出發，移至下列哪一點所受到「液體壓力

大小的變化」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丁。 

____28.右圖是一內裝水的玻璃管，右側活塞面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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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個面積一樣的小孔洞，如果 A、B、C 分別以手指頭堵住，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A 孔洞所受壓力最大  (B)C 孔洞用手指頭的施力最大   

(C)B 孔洞壓力 0.2 gw／cm2  (D)三個孔洞同時放手時，噴出的水柱力道一樣大。 

____29.關於液體壓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液體的壓力必定和物體的接觸面垂直  (B)靜止的液態系統中某一點，該點所受液體的

上壓力與下壓力相等  (C)液體的壓力來自物體上部的液體重，因此深海潛水員若感到水

壓太大時，可躲在海底洞穴中避開水壓  (D)裝有液體的容器，不管容器傾斜角度如何，

其液面仍維持水平。 

____30.壓力的定義為「單位面積上所受的垂直作用力」，設 a 為長度單位，b 為力的單位，則下

列哪一個為壓力單位？ 

(A)
2

2

a

b
  (B)

2

a

b
  (C)

2

b

a
  (D)

2

2

a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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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1.如右圖，一密閉罐中放入一個氣球，將罐內空氣逐漸抽掉時，氣球的變

化為何？ 

(A)壓力變大、體積變小、密度變小  (B)壓力變小、體積變大、密度變小   

(C)壓力變小、體積不變、密度變小  (D)壓力不變、體積變大、密度變大。 

____32.有關大氣壓力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一大氣壓相當於高度 86 公分的水銀柱所產生壓力  (B)一大氣壓約等於每平方公尺有

1 公斤重  (C)玉山山頂的大氣壓力要比嘉義平地的大氣壓力大  (D)在托里切利測量大

氣壓力的實驗中，以玻璃管內水銀面距槽內水銀面的鉛直高度為準，與玻璃管傾斜的角

度無關。 

____33.甲、乙、丙是三個相同材質組成的正立方體，相互堆疊如

右圖。已知甲、乙、丙的邊長比為 1 : 2 : 3，則圖(一)和圖(二)

對桌面的壓力比為多少？ 

(A)1：1  (B)2：1  (C)16：9  (D)4：3。 

____34.如右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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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35.雙雙拿了一個氣球裝水，水球壁由高而低有三個小孔，結果發現水球噴水時會是下列哪

種狀況？ 

(A)   (B)   (C)   (D) 。 

____36.璇璇與葳葳兩人分別以 500gw 之力相向互推一截面積為 10cm2的實心圓柱兩端，則該圓

柱所受的合力與壓力大小分別為何？ 

(A)0gw；50gw／cm2  (B)0gw；100gw／cm2   

(C)500gw；50gw／cm2  (D)1000gw；100gw／cm2。 

____37.右圖為某水潭之垂直剖面圖，則圖中哪一點的水壓最大？ 

(A)甲點  (B)乙點  (C)丙點  (D)丁點。 

____38.如右圖，一物體靜止在地面上分別受到大小相等的甲、乙、

丙三力，則受到哪一個力時對地面會造成比較大的壓力？ 

(A)甲  (B)乙  (C)丙  (D)三者相同。 

____39.水壓觀測器放入水桶中，當壓入水中的深度愈深時，橡皮的凹陷程度愈大，這代表什麼

意義？ 

(A)深度愈深時，水的密度愈大  (B)深度愈深時，水的重力愈大   

(C)深度愈深時，水的壓力愈大  (D)深度愈深時，水的阻力愈大。 

____40.下列哪一個圖可表示水壩的構造及其內壁所受的水壓力之大小和方向？ 

(A)   (B)   (C)   (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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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41.妮妮將空注射筒的針頭部分用橡皮塞塞住，然後手推注射針筒的活塞，使筒內的氣體體

積變小，接著放手，發現活塞會自動退出並恢復原來位置。據此研判、當注射針筒內氣

體被壓縮時，下列哪一項推論正確？ 

(A)筒內氣壓變大，且大於筒外大氣壓力  (B)筒內氣壓變大，且等於筒外大氣壓力   

(C)筒內氣壓變小，且小於筒外大氣壓力  (D)筒內氣壓變小，且等於筒外大氣壓力。 

____42.如右圖，同一鐵球分別在甲、乙、丙三處所受的水壓依序為

P P P甲 乙 丙、 、 ，則三者壓力的大小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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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 甲 丙
乙

＋
＝ 。 

____43.關於大氣壓力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大氣壓力會隨著地勢高度不同而改變  (B)大氣壓力是大氣的重量所造成的   

(C)同一地點早晚的大氣壓力可能不同  (D)氣體的壓力與接觸面不一定垂直。 

____44.芯芯將注射筒的前端部分用手指緊緊壓住，然後向內用力推動針筒的活塞，試問此時注

射筒內部的氣體會有什麼變化？ 

(A)氣體體積變小，壓力不變  (B)氣體體積不變，壓力變小   

(C)氣體體積不變，壓力變大  (D)氣體體積變小，壓力變大。 

____45.琪琪將一塑膠板緊貼塑膠管口後，以繩子拉住，放入一裝水八分滿的容

器中，如右圖，然後將繩子鬆開，結果塑膠板仍緊貼塑膠管口而不掉落，

這是因為受到哪個方向的水壓？ 

(A)向左  (B)向右  (C)向上  (D)向下。 

____46.承上題，假設塑膠板的重量為 50gw，截面積為 10cm2，當塑膠管移至水面下 5cm 處時，

塑膠板恰好掉落，則在水面下 5cm 處的水壓約為多少 gw／cm2？ 

(A)5  (B)10  (C)50  (D)1。 

____47.如右圖，在靜止水槽的水面下有一點 A，則 A 點所受向上壓力(P 上)、向

下壓力(P 下)、向左壓力(P 左)、向右壓力(P 右)的大小關係為何？ 

(A) P P P P上 下 左 右＝ ＝ ＝   (B) P P P P上 右 下 左＞ ＞ ＞    

(C) P P P P下 右 上 左＞ ＞ ＞   (D) P P P P上 下 左 右＝ ＞ ＝ 。 

____48.下列哪一個實驗無法證明大氣壓力的存在？ 

(A)利用吸盤可在牆面上吊掛物品  (B)在廣口瓶內裝滿水，用塑膠板蓋緊後瓶口朝下，塑

膠片不會掉下來  (C)將密閉針筒的活塞向內擠壓一小段後放手，活塞會自動向外推   

(D)將充滿水蒸氣的鋁罐封閉後冷卻，鋁機會被擠壓變形。 

____49.有關大氣壓力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1atm＝76cm-Hg  (B)大氣壓力無特定方向，但垂直於接觸面   

(C)托里切利實驗中，若玻璃上端非真空，則水銀柱的高度仍是 76cm   

(D)大氣壓力並非固定不變，例如在高山上氣壓比山下小。 

____50.有關大氣壓力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大氣壓力是由於大氣的重量所造成，故方向必定向下  (B)若將托里切利實驗的水銀改

以其他液體代替，液柱高度與原來汞柱相同  (C)地表的大氣壓力會隨著天氣變化而有所

不同  (D)玉山山頂的大氣壓力與平地相同。 



 15 

____51.下列日常生活中的現象，何者與大氣壓力無關？ 

(A)使用吸盤吊掛飾品  (B)用吸管喝果汁  (C)水壩的底端建得比上端厚   

(D)密封包裝的食物從平地攜帶到高山上會膨脹。 

____52.菁菁作托里切利實驗時，發現管內水銀柱高 75.5cm，而當時標準氣壓計的讀數為

76cm-Hg，若實驗室內的大氣壓力逐漸增至 76.5cm-Hg，但室溫不變，則玻璃管內的水

銀柱高度應在下列哪一個範圍內？ 

(A)75.5cm 以下  (B)75.5～76cm  (C)恰為 76cm  (D)76cm 以上。 

____53.三個量筒甲、乙、丙，底面積大小為甲＞乙＞丙，各裝同體積的水，則各量筒底部所受

的水壓力何者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一樣大。 

____54.右圖是一個置於桌邊上盛有水的塑膠杯，在杯壁上打了大小相同的三個小

孔，則甲、乙、丙三個小孔之中，何者噴出的水柱最遠？ 

(A)甲  (B)乙  (C)丙  (D)一樣遠。 

____55.嘉嘉在一個空鋁縱中加入 10mL 的水，將鋁罐加熱至罐內的水沸騰後以保鮮膜封住罐口，

再馬上放入裝水的水桶中，則會發生下列哪一種情形？ 

(A)鋁罐被壓扁  (B)鋁嚨膨脹  (C)鋁罐中的水產生飛濺  (D)鋁譏中的水結成冰。 

____56.如右圖，已知 A 活塞＝10cm2，B 活塞面積＝4cm2，若在 B 活塞垂

直施以 40kgw 的向下壓力，則在 A 活塞可舉起多少 kgw 的物體？ 

(A)10  (B)16  (C)100  (D)160。 

____57.蓉蓉將一個 500g 的機頭放在水平木板上，假設罐頭和木板的接觸面積為 20cm2，若分別

在玉山山頂、聖母峰峰頂及月球上做相同的動作，則在哪一個地方木板所受的壓力最小？ 

(A)玉山山頂  (B)聖母峰峰頂  (C)月球上  (D)三者的壓力相等。 

____58.若某水池的長、寬、深度皆放大為原來的兩倍，當放大前、後各裝滿水，則放大後的池

底所受液體壓力為原來的多少倍？ 

(A)2  (B)4  (C)6  (D)8。 

____59.翔翔將四根管子裝入水銀，倒插於水銀槽中。已知其中

甲、乙兩管與水平面垂直，丁管上半部為真空，且乙、

丁兩管內部液產在同一高農，如右圖。下列何者為當時

的氣壓？ 

(A)50cmHg  (B)70cmHg  (C)74cmHg  (D)90cmHg。 

____60.有一長、寬、高各為 5cm、4cm、3cm 的木塊，密度為 0.5g／cm3，當平放於桌上時，

產生的壓力最大值為多少 gw／cm2？ 

(A)1.5  (B)2  (C)2.5  (D)3。 

____61.如右圖，一質料均勻的長方體鐵塊，若依序以甲、乙、丙面接觸

於桌子，三者對桌子的壓力分別為P P P甲 乙 丙、 、 ，則P P P甲 乙 丙： ： ＝？ 

(A)12：15：20  (B)20：15：12  (C)3：4：5  (D)5：4：3。 

____62.一容器裝滿水時，底部的水壓為 p1，接著將容器內的水倒掉一部分，剩餘水位高度為原

來的五分之三，此時容器底部的水壓為 P2，則 P1：P2＝？ 

(A)5：2  (B)3：5  (C)5：3  (D)未知容器形狀，故無法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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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63.利用水銀做托里切利實驗時，下列何者正確？ 

(A)玻璃管愈細，管內水銀柱的垂直高度愈高  (B)玻璃管愈長，管內水銀柱的垂直高度愈

高  (C)外界大氣壓力愈大，管內水銀柱的垂直高度愈高  (D)玻璃管傾斜時，管內水銀柱

的垂直高度愈高。 

____64.下列何者不是大氣壓力的單位？ 

(A)atm  (B)cmHg  (C)kg／m3  (D)kgw／m2。 

____65.坦克車以履帶與地面接觸而行，是為了下列何者？ 

(A)減少對地面的重力  (B)減少對地面的摩擦   

(C)減少對地面的壓力  (D)減少對地面的扭力。 

____66.關於靜止時液體壓力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是由靜止液體的體積所形成的壓力  (B)靜止液體中，任一點所受各方向的液壓均相同  

(C)液壓必垂直於接觸面  (D)在同一深度時，液壓相同。 

____67.取一夠長的玻璃管，將玻璃管傾斜 45 度角做托里切利實驗，若當時的大氣壓力為 1atm，

則此玻璃管內水銀柱的垂直高度約為 76cm 的多少倍？ 

(A)1  (B)1.4  (C)45  (D)76。 

____68.利用吸管飲用泡沫紅茶，紅茶會沿吸管上升，其主要是和哪一種作用有關係？ 

(A)拉力  (B)摩擦力  (C)大氣壓力  (D)浮力。 

____69.如果在月球上做托里切利實驗時，則玻璃管內水銀柱高度會如何？ 

(A)比 76cm 高  (B)約只有 76cm 的 1／6  (C)仍是 76cm  (D)0。 

____70.一般的氣壓很少以水來測量，是因為下列何者原因？ 

(A)水易蒸發  (B)水密度太小，水柱太高  (C)水柱的變化太小  (D)不曾有水柱產生。 

____71.在海面下 100 公尺處時，海水的重量所造成之壓力大約是多少個大氣壓？ 

(A)1  (B)10  (C)100  (D)1000。 

____72.下列哪一項器具不屬於大氣壓力的應用？ 

(A)吸盤  (B)千斤頂  (C)馬桶疏通器  (D)吸塵式板擦機。 

____73.一大氣壓約略是多少的重量壓在心平方公分的平面上？ 

(A)1 公斤重  (B)10 公斤重  (C)76 公斤重  (D)1033.6 公斤重。 

____74.在相同大氣壓力的環境中，兩個塑膠的圓吸盤緊貼，若吸盤面積愈大，則將其分開時所

需的外力會如何？ 

(A)愈大  (B)相同  (C)愈小  (D)不一定。 

____75.下列哪一項壓力的形成原因與其餘三者不同？ 

(A)桌上重物給予桌面的壓力  (B)大氣壓力  (C)游泳池底部所承受的水壓   

(D)腳踏車輪胎內的氣壓。 

____76.水底有一氣泡在往上浮升的過程中，該氣泡的哪一項物理量會漸增？ 

(A)質量  (B)體積  (C)密度  (D)氣泡內的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