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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簡單機械 

A、機械： 

(1) 定義：能解決工作上的需要，幫助人類作功的裝置，皆可稱為機械。 

(2) 目的：(1) 【省力】；  (2)【省時】；  (3) 改變【施力】的方向，使操作方便。 

註：(1) 若使用單一的簡單機械時，則使用的目的僅能有上述三種的其中之一，即： 

    省力的必定【費時】；省時的必定【費力】，不可能【省力】又【省時】。 

(3) 特性： 

甲、任何機械不論省時或省力，但不能【省功】或【省能量】，即： 

從作功的觀點，機械僅能【傳遞】功或能，但不能創造額外的功或能。 

乙、利用機械作功時，施力先對機械作功，機械再對負載作功。 

丙、如果有摩擦的存在，則機械在能量的傳遞過程中，會消耗一部份的功或能量。 

丁、理想狀況下，若不考慮摩擦力的作用，則能量的傳遞過程中，便不會耗損；即： 

 外力輸入的功 ＝ 機械輸出的功  

(二)簡單機械 

A、簡單機械應用了【槓桿】定律或【斜面】原理，作為傳遞功的裝置。 

B、種類： 

(1) 【槓桿】：螺絲扳手﹑起釘桿﹑鑷子﹑掃把﹑拖把﹑裁紙刀﹑剪刀……。 

(2) 【輪軸】：門把﹑方向盤﹑螺絲起子﹑汽車的後輪軸……。 

(3) 【滑輪】：升旗旗桿頂端的滑輪﹑滑輪式的起重機……。 

(4) 【齒輪】：鐘錶的齒輪零件﹑齒輪式的小玩具……。 

(5) 【斜面】：山坡上的路面反複盤旋至山頂﹑樓梯﹑搬運大油桶至卡車……。 

(6) 【螺旋】：螺絲釘﹑螺旋起重機﹑千斤鼎﹑螺旋壓榨機﹑刨冰機……。 

C、功的原理： 

(1) 沒有摩擦力時，施力對機械【輸入】的功＝機械對負載【輸出】的功。 

(2) 省力必【費時】，施力【＜】抗力，施力移動的距離【＞】負載移動的距離。 

(3) 費力必【省時】，施力【＞】抗力，施力移動的距離【＜】負載移動的距離。 

(4) 有摩擦力時，施力對機械輸入的功＝機械對負載【輸出】的功＋【摩擦熱】。 

 

 

例：右圖的槓桿可繞 O 點轉動，OA＝20cm，OB＝4cm。今於 A 點向上施力 10kgw，則： 

(1) 作用於左方活塞的力為向下__________kgw。 

(2) A 點上升 4cm 時，B 點將下降________cm。 

(3) 此機械為______力_______時的工具。 

 

 

 

例：右圖中的機械 M 完全沒有摩擦力，今施力 20kgw 恰可拉起 100kg 的

物體，則物體上升 50cm 時，右端的繩子必須拉動________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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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槓桿原理的機械： 

A、種類：【槓桿】、【輪軸】、【滑輪】、【齒輪】。 

B、槓桿定律： 

(1) 內容：當槓桿平衡時，對支點所產生【順時鐘】方向的力矩和恰等於【逆時鐘】方所

產生的力矩和，此種關係稱為【槓桿定律】。 

(2) 公式：【施力‧施力臂＝抗力‧抗力臂】     【】d1F1＝d2F2 

                 

類型 第一種槓桿 第二種槓桿 第三種槓桿 

特點 支點在中間 抗力點在中間 施力點在中間 

實例 

 
鉗子 

 
獨輪手推車 

 
釣魚竿 

性質  省力費時 費力省時 

 

C、槓桿： 

(1) 定義： 

甲、能繞著【固定軸】或【固定點】轉動的硬棒，皆稱為槓桿。 

乙、凡可繞固定點而轉動的硬棒，均可視為【槓桿】，而此固定點即為【轉軸】(支點)。 

(2) 槓桿的三要素：【支點(轉軸)】、【施力點】、【抗力點】。 

(3) 槓桿的種類： 

甲、依據支點施力點抗力點位置的不同，可分為三類： 

乙、第一種槓桿：【支點】在中間。 

(a)目的：省力費時  施力【＜】抗力； 

                 施力臂【＞】抗力臂。 

(b)省時費力  施力【＞】抗力； 

           施力臂【＜】抗力臂。 

(c)不省力也不省時  施力【＝】抗力； 

                 施力臂【＝】抗力臂。 

例：剪刀、起釘器、鉗子。 

丙、第二種槓桿：【抗力點】在中間。 

(a)目的：必定省力費時  施力【＜】抗力； 

                     施力臂【＞】抗力臂。 

例：開瓶器、裁紙刀、訂書機、獨輪手推車、開瓶器。 

丁、第三種槓桿：【施力點】在中間。 

(a)目的：必定省時費力  施力【＞】抗力； 

                     施力臂【＜】抗力臂。 

例：以長掃帚掃地、筷子、釣魚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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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項目 
支點在中間的槓桿 抗力點在中間的槓桿 施力點在中間的槓桿 

圖示 

 
  

特性 

(1)施力臂≧抗力臂 

  施力≦抗力 

(2)施力臂≦抗力臂 

  施力≧抗力 

(3)施力臂＝抗力臂 

  施力＝抗力 

施力臂＞抗力臂 

施力＜抗力 

施力臂＜抗力臂 

施力＞抗力 

目的 
可省力、省時 

或改變施力方向 
一定省力，但費時 一定省時，但費力 

實例 
剪刀、天平、桿秤、 

起釘桿、鉗子 

瓶蓋起子、裁紙刀、 

獨輪推車、大型釘書機 

筷子、掃帚、鑷子、 

麵包夾、打棒球 

 

D、輪軸： 

(1)裝置： 

甲、兩個半徑不等的圓柱，固定在同一轉軸上所組成

的機械，其中半徑大者稱為輪，半徑小者稱為軸。 

乙、輪與軸兩者固定在一起，輪轉一周，軸亦轉一周。 

(2) 原理： 

依槓桿原理： 

輪上施力(F)x 輪半徑(R)＝軸上抗力(w)x 軸半徑(r) 

    
F

w

r

R
＝     

依功能原理：施力作功＝抗力作功     

施力 x 施力下拉的距離＝抗力 x 物體上升的距離     

F L w h＝     

     
F

w

h

L
＝  

 

(3)種類： 

甲、省力輪軸： 

(a)施力在輪上，如圖。 

(b)因施力臂＞抗力臂，故為省力費時的機械。 

(c)如：螺絲起子、汽車方向盤、喇叭鎖、自行車腳踏板等。 

乙、省時輪軸： 

(a)施力在軸上，如圖。 

(b)因施力臂＜抗力臂，故為省時費力的機械。 

(c)如：擀麵棍、汽車後輪軸、自行車的後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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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性質： 

甲、施力在【輪】上時，屬於【省力】的機械。 

例：喇叭鎖、汽車的方向盤、螺絲起子。 

乙、施力在【軸】上時，屬於【省時】的機械。 

例：汽、機車的後輪軸、擀麵棍。 

丙、輪半徑愈大或軸半徑愈小時，在輪上施力將愈【省力】。 

 

【題組】右圖中，甲、乙、丙、丁 4 個輪

軸懸吊的重物相同。輪半徑相

等，軸半徑甲＝丙＜乙＝丁丁，

試回答下列問題： 

(1)向下施力拉動繩子時哪些輪軸

的物體會上升？________。 

(2)承上題，何者使物體上升的施力最小(最省力)？_________。 

 

 

 

【題組】一輪軸的輪半徑為 20cm，軸半徑為 5cm，軸上懸掛 40kgw 的重物， 

      今欲使物體上升 20 公分，請回答下列問題： 

  (1)輪上要施力ˍˍˍˍkgw。 

  (2)該力需作功______焦耳。 

  (3)輪上的繩子要拉下______公分。 

 

 

 

【題組】一輪軸面積比 4：1，今在軸上掛有 60 公斤重的物體(密度為 10g/cm3)，請回答下列問題： 

  (1)在輪上施力_______公斤重，方能將物體等速抬起。 

  (2)在輪上將細繩拉下 60 公分，物體將上升_______公分。 

  (3)將此物體完全浸於水中，在輪上需施力_______公斤重。 

  (4)將此物體的體積浸於密度 0.8g/cm3的酒精中，在輪上需施力_______公斤重。 

 

 

 

E、滑輪： 

(1)種類： 

甲、通常分為三類： 

(1)【定滑輪】   

(2)【動滑輪】    

(3)【滑輪組】。 

(2)定滑輪： 

甲、定義：滑輪固定不動者，稱為定滑輪。 

定滑輪可視為【支點】在中間的一槓桿變形。 

 ∵施力臂＝抗力臂＝定滑輪的【半徑】 

 ∴不計摩擦時，施力＝抗力(物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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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作用：  

(A)不省力，或省時，僅是為了使用方便(改變施力的方向)。 

(B)繩拉下的距離＝物上升的距離。 

(3)動滑輪： 

甲、定義： 

(a)滑輪的軸能隨著物體上下移動者，稱為動滑輪。 

動滑輪可視為【抗力點】在中間的一槓桿變形。 

∵施力臂＝動滑輪的【直徑】，抗力臂＝動滑輪的【半徑】。 

∴動滑輪的【施力臂】是【抗力臂】的 2 倍。 

(b)不計摩擦時，施力＝【1/2】抗力(物重)。 

乙、作用： 

(a) 為【省力】但【費時】時的裝置。 

(b) 繩拉下的距離 L 時，物上升的距離為 1/2L 的高度。 

(4)滑輪組： 

甲、定義：將【定滑輪】和【動滑輪】組合使用時，即稱為滑輪組。 

                     滑輪組沒有限制定滑輪或動滑輪的數目。 

乙、作用： 

(a) 【動滑輪】的裝置愈多，愈省力。 

(b) 滑輪組中，同一條繩子的張力皆【相同】。 

(c)不計摩擦時，施力作的功＝物體增加的【位能】。 

                               

丙、不計滑輪重時，繩上施力的大小為物重的
1

2
，可以達到省力的效果，但是物體

上升高度，卻只有施力向上拉動繩子所移動距離的
1

2
。 

註：使用定滑輪時，繩子拉力的方向與拉力大小無關，原因是拉力方向始終與

半徑垂直。 

但使用動滑輪時，拉力大小與拉繩的方向有關，拉力方向與鉛直方向夾角愈大，

拉力將會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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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類 

項目 
定滑輪 動滑輪 滑輪組 

圖示 

 
  

原理 相當於支點在中間的槓桿 相當於抗力點在中間的槓桿 數個動滑輪與定滑輪的組合 

目的 改變施力方向方便作功 可省力，但費時 同時改變施力方向與省力 

 

【題組】右圖的定滑輪固定於 P 點，滑輪重 4kgw，懸吊的物體重 36kgw，試

回答下列問題： 

(1)摩擦力可略而不計，欲吊起物體至少需施力 F 為________kgw。 

(2)承上題，P 點的向上支撐力大小為________kgw。 

(3)施力的繩子向下掛動了 2 公尺，物體將上升________公尺。 

 

 

 

 

【題組】右圖的動滑輪重 4kgw，下方懸吊著 20kg 的物體，繩子一端固定於 P

點，今欲使物體上升 1 公尺，試回答下列問題： 

(1)欲吊起物體施力 F 至少需________kgw。 

(2)施力端的繩子須向上拉動________公尺。 

(3)P 點的向上支撐力為__________kgw。 

 

 

 

F、齒輪： 

(1) 裝置： 

甲、有輪齒的輪軸，將兩齒輪相互咬合或以鏈條連接，可傳動

或改變轉動方向的機械。 

乙、附有鋸齒的輪軸，用來改變轉動的快慢或方向。 

(2) 關係式： 

甲、大齒輪齒數 x 大齒輪轉速＝小齒輪齒數 x 小齒輪轉

速，因此小齒輪轉速較快。 

乙、大小二齒輪直接嚙合時，轉動方向相反；

以鏈條傳動時，轉動方向相同。 

(3)性質：齒輪能改變旋轉速度： 

甲、大齒輪帶動小齒輪時，轉速會增加。 

乙、小齒輪帶動大齒輪，轉速會減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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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面高
物體的下滑力 物重

斜面長

(四)應用斜面原理的機械： 

A、斜面： 

(1)定義：  

甲、任何和水平面成一【傾斜角度】的平面，皆可稱為斜面。 

乙、斜面必為【省力】的裝置，斜面和水平的夾角【愈小】，

愈省力； 

斜面高度一定時，斜面長度【愈長】者，愈省力。 

斜面不能【省功】。 

(2)作用：  

甲、不計摩擦時，等速將物體推上斜面，需先克服【下

滑力】，由於【下滑力】小於【物重】，因此沿斜面

施力必為省力的裝置。 

乙、光滑斜面上沿斜面施力，將物體等速推至斜面頂端

時，必須施力 ＝【下滑力】，此時：  

   施力作功 ＝ 【   F  F AC AC下＝ 】kgw‧m； 

                  抗力作功 ＝ 物體增加的【位能】 ＝【w BC BC ＝ mg 】kgw‧m； 

                  依據功能原理：【   F  F AC AC下＝ ＝ w BC BC ＝ mg w BC BC ＝ mg 】 

                                 A C   F m g B C下 ＝          
BC

F mg
AC

下＝  

   

( 下＝F
h

w
L

)         

 

丙、有摩擦存在，不施力而能使物體等速下滑的條件： 

【下滑力】＝【摩擦力】。 

丁、有摩擦存在，靜止時物體保持靜止，需施力才能使物體等速下滑的條件： 

            【外力】＋【下滑力】＝【摩擦力】。 

戊、有摩擦存在，靜止時物體保持靜止，施力將物體等速推至斜面頂端的條件： 

            【下滑力】＋【摩擦力】＝【外力】。 

(3)應用： 

甲、斜面的傾斜角愈小，愈省力。 

乙、無障礙坡道、樓梯、蜿蜒而上的山路、螺絲、附螺紋的瓶蓋、刀子或斧頭的刀口

等也都是應用斜面的裝置。 

 

例：右圖中的光滑斜面長 6 公尺、高 2 公尺，欲使 12 公斤重的物體

沿斜面上升： 

(1) 至少須施力_______kgw。 

(2) 沿斜面拉動 3 公尺，物體上升高度為_________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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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工人推質量 40kg 的手推車沿右圖的斜坡等速率

走了 10 公尺，已知重力加速度為 10m／s2，試

回答下列問題： 

(1)手推車的重力位能增加了_________焦耳。 

(2)如果沒有摩擦力。工人沿斜面至少須施力___________牛頓。 

(3)假設工人沿斜面施力 100 牛頓推車，才能使推車等速率走，則推動 10 公尺時因摩擦

消耗了能量__________焦耳。 

 

 

 

【題組】斜面長 10 公尺，高 5 公尺，將 60 公斤的重物置於斜面底部，以細繩綁住物體，繞過頂

端的滑輪，施力將物體等速拉至斜面頂端，若不計摩擦力的影響，請回答下列問題： 

(1)沿斜面施力_____公斤重，此時物體沿斜面的下滑力為______公斤重； 

(2)施力對斜面輸入的功為ˍˍˍˍ焦耳，物體增加的位能為_______kgw‧m。 

(3)細繩拉下 30cm 時，物體上升的高度為______cm。 

 

 

 

【題組】斜面長 5 公尺，高 3 公尺，將一重物置於斜面，以細繩繫於物體，繞過頂端的滑輪，發

現需 30kgw 的施力才能將物推至斜面頂端，請回答下列問題： 

(1) 若為光滑斜面，則物體重______kgw；此時施力作功______焦耳； 

(2) 若為粗糙斜面，且摩擦力為 12kgw，物體重______kgw；此時

物體位能增加_______焦耳； 

(3) 物體欲上升 15cm 時，施力端的細繩需作功______焦耳。 

 

 

 

【題組】(1)圖(一)為雙斜面之裝置，若吊於定滑輪兩端的滑車

達成平衡，若A車重720gw，則B車的重量為_______

克重。 

        (2)圖(二)，若達成平衡，則 x 值為_______cm。 

 

 

【題組】物體 w 置於水中，當彈簧的伸長量為 2cm，拉力 F 為 200 克重，此時系統達 

      成平衡，並發現容器內排開水量為 100 克重，請回答下列問題： 

(1)物體在水中的重量為_____克重；在空氣中的重量為_____克重。 

(2)此物體的密度為_____g/cm3； 

(3)水槽移走後，欲達成平衡，需施力_____gw，此時彈簧將再伸長

_______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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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螺旋： 

(1) 裝置： 

甲、為【斜面】的變形裝置；作為【省力】的簡單工具。 

乙、螺旋上凸出的紋路稱為「螺紋」， 

相鄰二螺紋間的距離為「螺距」。 

丙、螺旋每旋轉一圈，螺旋本身會上升或下降【一】個

螺距。 

丁、螺旋轉動一周，前進或後退一個螺距；螺距愈小，愈省力。 

(2) 螺旋起重機： 

甲、應用了【槓桿】及【斜面】兩種簡單機械的組合。 

乙、設螺距為 d，桿長為 L，則沿著螺旋的切線方向施力 F， 

                    旋轉一圈，重量 w 的重物將抬高一個螺距 d： 

                     輸入功＝(2πL)‧F 

                     輸出功＝w‧d 

               (2πL)‧F＝w‧d 

丙、螺紋愈密(螺距愈小)、施力的柄愈長的螺旋，愈【省力】。 

丁、應用： 

螺絲釘、螺旋起重機及附螺紋的瓶蓋等。 

 

【題組】一螺旋起重機上有 1884kgw 的重物，有長 1 公尺的柄，螺距為 0.5cm， 

      今欲抬起重物，請回答下列問題： 

(1)由上方俯視，起重桿旋轉的方向為______； 

(2)需朝哪個方向施力最省力？______；此時需用力______kgw 才能舉起重物，施力對

機械作的功為______焦耳。 

(3)欲使物體抬高 6 公分，起重桿需旋轉______圈。 

(4)此起重機旋轉 20 圈後共將物體抬高______cm； 

 

 

 

(   )1.下列何者不是簡單機械的功能？  

(A)省力  (B)省功  (C)改變作用力的方向  (D)省時。 

(   )2.關於機械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機械為一種省力的裝置  (B)機械就是槓桿、滑輪、斜面的總稱  (C)只要能幫助人類作

功的裝置，皆可稱為機械  (D)若沒有摩擦的存在，則機械即可又省力又省時。 

(   )3.有關於機械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對機械施力愈大，則所作的功將愈多  (B)完成一件工作的時間愈短，則所作的功將愈

多  (C)機械的作用可以省時、省力、又省功  (D)在不考慮摩擦力和機械動能的情況下，

對機械輸入的功等於由機械輸出的能量。 

(   )4.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機械能以省力費時的方式，幫助人類作功  (B)機械能以費力省時的方式，幫助人類作

功  (C)即使不能省時或省力，機械依然能幫助人類作功  (D)機械能以增加功的方式，幫

助人類作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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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在沒有摩擦的情況下，任何機械作功時  

(A)輸入機械的功＝重物增加的位能  (B)輸入機械的功>重物增加的位能  (C)輸入機械的

功<重物增加的位能  (D)輸入機械的功≧重物增加的位能。 

【題組】右圖是剪刀的示意圖，O 為轉軸，今於把手末端的施

力 F 為 200N，試回答下列問題： 

(1)置於 A 處被剪的物體受力大小為_________N。 

(2)置於 B 處被剪的物體受力大小為_________N。 

(3)在 A、B 二點中，_______處剪東西時較省力？。 

 

 

【題組】如圖的滑輪組，每個滑輪重 4kgw，今欲提升 60kgw 的重物，請回答下列問題： 

(1)不計摩擦時，需施力______kgw； 

(2)若繩子夠長，今將定滑輪的繩子拉下 40cm，物體升高的高度應為

______cm； 

 

 

【題組】某人用一滑輪組，如圖以 20 公斤重的力方能吊住一水中正立方體的金

屬，已知金屬邊長為 10cm，若定滑輪及動滑輪皆為 4kg，試回答下列問題： 

(1)若吊出水面，物體重量將增加_______公斤重。 

(2)物體吊出水面後，此人應施_______公斤重的力，才能將物體吊上。 

(3)物體密度為_______g/cm3。 

(4)若動滑輪重 10kgw，則物體吊出水面後，此人至少應施力_____公斤重。 

(5)承上題，將此金屬置入密度為 0.8g/cm3的液體中，需施力_______kgw。 

 

 

 

 

【題組】如圖之裝置，請求出下列各圖中的 F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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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圖，OB＝80 公分，OA＝50 公分，重物＝40 公斤重；則： 

(1)以彈簧秤作用在左側 B 點，應施力______公斤重，才可以將重物提

起。 

(2)欲將重物提升 5 公分，則施力處 B 點應提升_______公分。 

(3)承上題，施力作功______焦耳，重物獲得位能為______焦耳。 

(4)此種槓桿是否一定省力？______。 

 

 

 

2.如圖，整個系統在平衡狀態時，槓桿 CD 全長 25 公分，不計槓桿重量，

置於桿上的重物為 25gw，距 C 端為 15 公分，OA＝2OB，則： 

(1)彈簧秤的讀數 x 為______gw。 

(2)掛在輪軸上的重物 y 為_______gw。 

 

 

 

3.如圖，A 為 5gw 的鐵塊，B 為 10gw 的玻片(密度為 2.5g/cm3)，C 物

重量未知，請回答下列問題： 

(1) 欲使系統平衡，則 C 物重量應為______gw。 

(2) 當平衡後，將 B 物浸於密度 1.1g/cm3的食鹽水中，欲使槓桿保

持平衡，應_____(填：增加、減少)C 物的重量______gw。 

 

 

 

 

4.如圖，斜面的斜角 30°，斜面長 6 公尺，物重 200 公斤重，若滑輪與斜面均無

摩擦力，試回答下列問題： 

(1)此人應施力_______公斤重，才能把物體拉上來。 

(2)當物體由斜面底至斜面頂時，此人須作功_______焦耳，物體的位能增加

_______焦耳。 

(3)此時，應拉下繩長_______公尺。 

 

 

 

5.如圖，A 物重 4 公斤重，B 物重 10 公斤重，滑輪每個重 2 公斤重，請回答下列問題： 

  (1)P 點受力_______公斤重。 

  (2)臺秤指針指_______公斤重。 

  (3)欲使物體平衡需加_______公斤重之物體在______上。 

 

 

6.如圖，輪軸與槓桿組合裝置，輪半徑為 100 公分，軸半徑 60 公分，

今欲使棒保持水平，需在輪上施力_______公斤重。 

 

___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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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右圖為指甲刀之示意圖，指甲刀的「斜線部分」為一簡單機械，

關於此簡單機械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它是省力的機械  (B)它是省功的機械  (C)它是運用斜面裝置

的機械  (D)它是施力臂小於抗力臂的機械。 

____2.如右圖，在動滑輪下方掛 W 公斤重的物體，且施一力 F 使動滑輪等速度往上升。

假設繩子與動滑輪的質量及各接觸面的摩擦力不計，則在物體上升期間，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本裝置為省時、費力的機械  (B)拉上繩子的長度等於物體上升的距離  (C)

至少需施力 w 公斤重，才可使物體上升  (D)施力所做的功等於物體所增加的重

力位能。 

____3.汽車的方向盤和收音機上的轉鈕，是利用哪一種簡單機械製成的？  

(A)槓桿  (B)滑輪(C)輪軸  (D)斜面 

____4.有一輪軸，輪半徑為 R，軸半徑為 r，如右圖。施力 F 將繩拉下距

離 L，使得重量 w 的物體等速上升距離 H，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施力 F 大於物重 W  (B)施力 F 拉下距離 L 大於物體上升距離

H  (C)以軸心為支點，施力產生的力矩為 F×L  (D)施力對物體作

功為 F×R。 

____5.右圖裝置中物體重量均為 R，且滑輪重與摩擦力不計，哪些機械省力程度相同？ 

 

(A)甲乙  (B)甲丙  (C)甲丁  (D)乙丁。 

____6.甲與乙兩人欲分別將質量 50 公斤的重物自地面移至同一高度，甲

沿光滑斜面施力推動重物，乙利用定滑輪使重物垂直上升，重物

均等速度移動，如右圖。假設定滑輪與繩子均無摩擦力，則下列

關於施力與作功情形的敘述何者正確？ 

(A)施力：甲＜乙；作功：甲＜乙  (B)施力：甲＜乙；作功：甲＝乙   

(C)施力：甲＝乙；作功：甲＜乙  (D)施力：甲＝乙；作功：甲＝乙。 

____7.如右圖，在動滑輪下方掛 W 公斤重的物體，且施一力 F 使動滑輪等速度往上升，

假設繩子與動滑輪的質量及各接觸面的摩擦力不計，則在物體上升期間，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甲)本裝置為省時、費力的機械； (乙)拉上繩子的長度等於物體上升距離的兩倍； 

(丙)至少需施力 W 公斤重，才可使物體上升； (丁)施力所做的功等於物體所增

加的重力位能。 

(A)甲丙  (B)乙丁  (C)甲丁  (D)乙丙。 



3-4_簡單機械 １３ 

____8.分別使用定滑輪和動滑輪，將相同質量的物體等速拉高 2 公尺，如

右圖。若不計摩擦力和滑輪重，下列何者錯誤？ 

(A)施力大小：F1＝2F2  (B)F2拉上的繩子長度為 2 公尺  (C)F1拉

下的繩子長度為 2 公尺  (D)兩物體獲得的重力位能相等。 

____9.右圖是用開瓶器打開啤酒瓶蓋的示意圖，C 為施力點，則 A、B 中何者為支

點？施力的方向為甲或乙？ 

(A)A 為支點，施力方向甲  (B)A 為支點，施力方向乙  (C)B 為支點，施力

方向甲  (D)B 為支點，施力方向乙。 

____10.下列哪一項工具為抗力點在中間的槓桿？ 

。 

____11.右圖是常用指甲刀的側視圖，它可視為上、下二個槓桿的組合，則上、

下二槓桿的支點各為何？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____12.使用滑輪提升重物，下列各滑輪大小相同，哪一種方式最省力？ 

。 

____13.下列傾斜角不同的光滑斜面上分別推動同一物體由 A 至 B，沿哪一個斜面推動最省力？ 

。 

____14.有一輪軸的輪半徑 20 公分，軸半徑 10 公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輪轉一圈軸轉兩圈  (B)屬於抗力點在支點與施力點之間的槓桿的變形  (C)若在軸上

掛 5 公斤重則在輪上至少要施力 10 公斤重才可平衡  (D)若軸上物體上升 1 公尺，則輪上

的繩子須拉下 2 公尺。 

____15.以下敘述何者較正確？  

(A)任何簡單機械都可省力  (B)任何簡單機械都可省時   

(C)簡單機械若不是用來省力，就是用來省時省功  (D)簡單機械只能用來傳遞功。 

____16.如右圖，三種抬石頭方法中，何者必費力？ 

(A)甲  (B)乙  (C)丙  (D)無法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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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7.一省力的輪軸，輪面積為 100 平方公分，軸面積為 4 平方公分，今欲舉起 200 公斤重的物

體時，至少須施力若干公斤重？  

(A) 8  (B) 40  (C) 100  (D) 200 

____18.利用斜面將物體由低處移至高處，較為容易，這是因為：  

(A)地球對物體的吸引力變小  (B)沿斜面的施力小於物體本身的重量   

(C)斜面以力幫忙把物體推上高處  (D)產生摩擦力的緣故。 

____19.如圖，將 100 kg 之物體 A 放在距支點 40 cm 處之槓桿上，槓桿全長 100 

cm，假設槓桿與滑輪及彈簧之重量可略而不計，彈簧每伸長 1 cm 須施

力 10 kgw，欲使槓桿成水平平衡狀態，須施力 F 於彈簧，此時彈簧之

伸長量為多少公分？  

(A) 2  (B) 3  (C) 4  (D) 6。  

____20.如圖，下列各種拉動定滑輪的方式，何者所需的施力最小？ 

(A)Fa  (B)Fb  (C)Fc  (D)以上均相同。 

____21.下列何種槓桿不是省力裝置？  

(A)裁紙器  (B)起釘器  (C)老虎鉗  (D)長柄掃把 

____22.右圖中，甲、乙二人分別沿左、右二斜面，將等重的二物體由底

部等速推至斜面頂端，若接觸面的摩擦力可略而不計，則甲、

乙二人何者較省力？ 

(A)甲  (B)乙  (C)甲乙均相同  (D)無法判定。 

____23.如圖，沿一光滑斜面施力 F，將物體由斜面底端等速度拉到頂端，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物體沿斜面上升過程中，因為速度不變，所以位能保持不變  (B)

施力 F 的大小等於物體的重量  (C)斜面高度固定時，斜面長度愈

大，施力 F 愈小  (D)斜面長度固定時，斜面高度愈大，施力 F 愈小。 

____24.提升東西用的輪軸裝置，輪和軸半徑比為 2：1，拉動繩子使物體上升，那麼在上升中每拉

6 m，則物體應上升多少 m？  

(A) 6／2π  (B) 6  (C) 3  (D) 3／2π。 

____25.如右圖，動滑輪下方掛 W 公斤重的物體，且施一力 F 使動滑輪等速度往上升，

假設繩子與動滑輪的質量及各接觸面的摩擦力不計，則在物體上升期間，下列

何者正確？ 

(A)本裝置為省時、費力的機械  (B)拉上繩子的長度等於物體上升的距離  (C)

至少需施力 W 公斤重，才可使物體上升  (D)施力所做的功等於物體所增加的重

力位能。 

____26.一斜面長 20 公尺，高 10 公尺，今沿斜面施以 30 牛頓之力，可把一重 50 牛頓的物體由

斜面底等速推升至斜面頂，此力共作功多少？  

(A) 300 焦耳  (B) 600 焦耳  (C) 500 焦耳  (D) 1000 焦耳。 

____27.右圖中的輪軸，輪緣上懸吊著 10 公斤重物體，輪半徑 12 公分，軸半徑 3 公

分，今欲使物體上升 3 公尺，則軸緣的繩子至少要下拉若干公尺？ 

(A)0.75 公尺  (B)1.5 公尺  (C)3 公尺  (D)12 公尺。 



3-4_簡單機械 １５ 

____28.(甲)螺絲起子；(乙)麵包夾子；(丙)筷子；(丁)拔釘器，以上哪些為省力的槓桿？  

(A)丙丁  (B)甲丙  (C)甲丁  (D)乙丙。 

____29.有關斜面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可以省功亦可產生能  (B)斜角愈大，其斜面高與斜面的比值愈大  (C)使用斜面的目的

是要省力而費時  (D)利用斜面可以省力，因為斜面負擔了一部分物重。 

____30.右圖為一滑輪組的裝置，不計摩擦力及滑輪組的重量，欲將 10 kgw 的重物提

升，至少需施力 F 多少 kgw？  

(A) 5  (B) 10  (C) 15  (D) 20。 

____31.將 20 kgw 物體垂直和沿著不同角度斜面往上推到高度 1 m 處，假

設摩擦力可以忽略不計，有關外力和功的敘述何者錯誤？  

(A)斜面角度為 45 ° 時，施力為 10  2 kgw  (B)斜面角度為 60°

時，施力為 10  3 kgw  (C)斜面可以省力  (D)斜面可以省功。 

____32.利用斜面把物體移高，如果要愈省力，則須： 

(甲)斜面長度愈長愈好； (乙)斜角愈小愈好； (丙)斜角愈大愈好； (丁)斜面長度愈短愈好。  

(A)甲乙  (B)乙丁  (C)丙丁  (D)甲丙。 

____33.右圖為一個輪軸，輪半徑為 10cm、軸半徑為 4cm，利用此輪軸拉起一個重

200gw 的物體，則在輪上至少需往下施力 F 多少？ 

(A)50gw  (B)80gw  (C)200gw  (D)500gw。 

____34.下列何種機械不屬於施力點介於支點和抗力點之間的槓桿？  

(A)船槳  (B)鑷子  (C)開瓶器  (D)筷子。 

____35.圖中體重 50 公斤的小明乘坐在滑輪下方的吊椅上，甲圖中定滑輪下方的

兩段繩子均繫在吊椅上方，乙圖中改將右方的繩子繫在牆壁上突出的鐵條

上，假設繩子所能承受的最大張力為 40 公斤重，吊椅重量不計，則甲、

乙二圖中小明是否會因繩子斷裂而摔下來？ 

(A)甲、乙均會斷裂  (B)甲、乙均不會斷裂   

(C)甲會斷裂，乙則不會  (D)乙會斷裂，甲則不會。 

____36.右圖中甲、乙是相同材質的彈簧，今在乙彈簧下方掛 300gw 的物體，假設甲、

乙兩彈簧受力都在彈性限度內(動滑輪重量不計)，則下列有關甲、乙兩彈簧受

力與伸長量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受力比為 1：1、伸長量比為 1：1  (B)受力比為 2：1、伸長量比為 2：1   

(C)受力比為 1：2、伸長量比為 1：2  (D)受力比為 1：2、伸長量比為 2：1。 

____37.敏浩利用滑輪組自製一個手動升降機，如右圖，已知敏浩與升降機共重 45kgw，

則不計任何阻力下，敏浩至少需往下施力若干才能使自己往上升？ 

(A)15kgw  (B)30kgw  (C)45kgw  (D)60kgw。 

____38.有一輪軸，輪之半徑為軸之半徑的 4 倍，現欲舉起軸上 40 公斤重物，至少須施力

多少？  

(A) 160 公斤重  (B) 80 公斤重  (C) 40 公斤重  (D) 10 公斤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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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9.一彈簧秤的兩端用兩條細繩跨過兩個定滑輪，繩子的兩端分別繫上 10

公斤重的物體（如圖），繩子的質量及繩與滑輪之摩擦力不計，則此時

彈簧秤之讀數為何？  

(A) 0.0 公斤重  (B) 5.0 公斤重  (C) 10.0 公斤重  (D) 20.0 公斤重。 

____40.以下是凱杰一天所做過的事：用麵包夾夾取麵包、用掃帚掃地、用裁紙鍘刀裁紙、用筷子

吃飯、用鋼剪剪鐵片、用開瓶器打開瓶蓋、用羽毛球拍打羽毛球、用筆寫自然筆記。以上

器具中，施力點在中間的共有幾項？  

(A) 4  (B) 5  (C) 6  (D) 7。 

____41.如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為一省功裝置  (B)使用時為一較費力的機械  (C)抗力點在支點與施力點

之間  (D)使用時至少可省一半的力。 

____42.下列簡單機械若不考慮摩擦力，在使用時何者無法達到省時的目的？ 

(A)輪軸  (B)槓桿  (C)齒輪  (D)斜面。 

____43.右圖，在動滑輪下方掛 W 公斤重的物體，且施一力 F 使動滑輪等速度往上升，

假設繩子與動滑輪的質量及各接觸面的摩擦力不計，則物體上升期間，下列何者

正確？ 

(A)本裝置為省時，費力的機械  (B)拉上繩子的長度等於物體上升的距離  (C)至少需施力

w 公斤重，才可使物體上升  (D)施力所做的功等於物體所增加的重力位能。 

____44.如圖，在滑輪組的滑輪上分別掛上砝碼甲、乙後，恰好達靜力平衡，若滑輪

重、繩重及摩擦力均皆可忽略不計，則甲、乙的重量關係為何？  

(A)甲＞乙  (B)甲＜乙  (C)甲＝乙  (D)無特定關係。 

____45.棒球比賽時，建民打擊揮棒時，此應屬於何種簡單機械？  

(A)省力的槓桿  (B)省時的槓桿  (C)省功的槓桿  (D)以上皆非。 

____46.如圖，使用瓶蓋起子打開汽水瓶蓋的敘述，何者錯誤？  

(A)圖中乙點為支點(B)圖中甲點為抗力點  (C)依圖中施力的方式，可知施

力臂大於抗力臂  (D)此種瓶蓋起子屬於費力的槓桿。 

____47.下列各種簡單機械，哪一種機械最能省力？（圖中 W 表抗力，F 表施力） 

 

____48.如右圖甲，欲將某物體向上提升 3 公尺，最少需施力 Fa，現若

將物體改置於光滑無摩擦之斜面上，如右圖乙，同樣欲提升 3

公尺，則沿斜面之拉力 Fb至少為多少？是否較省時？ 

(A)Fb＝0.6Fa，較費時  (B)Fb＝0.6Fa，較省時   

(C)Fb＝0.75Fa，較費時  (D)Fb＝1.3Fa，較省時。 

____49.有關於施力點的位置在支撐點和抗力點之間的槓桿；下列哪一種器具是應用了此槓桿？(甲)手握原

子筆寫字 (乙)汽水瓶蓋起子之使用 (丙)用竹掃把掃地 (丁)用筷子吃飯 (戊)使用螺絲起子。  

(A)甲乙  (B)乙戊  (C)甲丙丁  (D)丙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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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50.下列圖中各種工具，何者在使用上是屬於施力點在中央的槓桿？ 

。 

(A)甲、丁  (B)乙、丙  (C)丁、戊  (D)丙、戊。 

____51.右圖是由一個定滑輪及一個動滑輪所組成的滑輪組，在動滑輪下掛 W 公斤重

的物體，（滑輪重及摩擦力不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至少需施力 W，才可使物體上升  (B)拉下繩子的長度＝物體上升的距離  

(C)施力所作的功＝物體增加的重力位能  (D)本裝置為省時費力的機械。 

____52.雯馨的媽媽使用銳利的剪刀剪開布料，試問使用一般剪刀輕易剪開布料，主要是運用了下

列哪幾項簡單機械？  (甲)槓桿；(乙)輪軸；(丙)斜面；(丁)滑輪。  

(A)甲  (B)甲丙  (C)乙丁  (D)甲乙丙丁。 

____53.有一輪軸，輪的半徑為 R，軸的半徑為 r，如右圖。施力 F 將繩下拉

距離 L，使得重量 W 的物體等速上升的距離 H，下列何者正確？ 

(A)施力 F 大於物重 W  (B)施力拉下距離 L 大於物體上升距離 H  

(C)以軸心為支點，施力的力矩為 F×L  (D)施力對物體作功為 F×R。 

____54.若芸使用螺絲起子將鬆脫的螺絲旋緊，這兩樣工具各是何種機械原理的應用？ 

(A)螺絲起子為輪軸，螺絲為螺旋  (B)螺絲起子為螺旋，螺絲為輪軸  (C)螺絲起子和螺絲

皆為輪軸  (D)螺絲起子和螺絲皆為螺旋。 

____55.如右圖，斜面頂瑞 a 處有一 4kg 的物體，光滑斜面長 5m。bc 為粗糙平面，摩擦力 4.9N。

若該物體由 a 點下滑到 c 點時停止不動，則 bc 長度？ 

(A)5m  (B)10m  (C)15m  (D)20m。 

____56.有關螺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是斜面的一種變形  (B)每轉一圈，螺旋即上升或下降一個螺距  (C)螺紋愈密，愈費力  

(D)需旋轉的瓶蓋是螺旋的運用。 

____57.軒雅將槓桿的一端掛在彈簧秤下，如圖，若施力臂長 9 公分，抗力臂長

4 公分，當槓桿呈水平平衡時，彈簧秤顯示之讀數為 200 公克重，若桿

重不計，則物重為多少公克？ 

(A)160  (B)250  (C)360  (D)450。 

____58.螺絲起子為用來旋緊螺絲的工具，試以所學之力矩觀念，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螺絲起子越長使用時越費力  (B)螺絲起子越短使用時越費力  (C)螺絲起子的握柄越

粗使用時越省力  (D)螺絲起子的握柄越細使用時越省力。 

____59.如圖，甲、乙兩物為不同材料所製成，甲密度為 3 公克／立方公分，乙

密度為 4 公克／立方公分，乙物置於水中未碰及杯底，若兩物達靜力平

衡，則甲、乙兩物之體積比為多少？ 

(A)4：3  (B)3：4  (C)3：2  (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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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60.右圖中甲、乙兩物在光滑斜面上呈靜止平衡，若不計摩擦力，則甲、

乙兩物的質量大小關係如何？ 

(A)甲＞乙  (B)甲＝乙  (C)甲＜乙  (D)無法比較。 

____61.有一桿子，支點在正中央，兩端各掛甲、乙兩個物體，而且其重量與

體積分別為 W 甲、W 乙、V 甲、V 乙，當將甲、乙都放入盛有水的燒杯

中，發現桿子保持水平靜止，則下列敘述的關係何者正確？ 

(A)W 甲＝W 乙  (B)W 甲＋V 甲X1＝W 乙＋V 乙X1   

(C)W 甲－V 甲X1＝W 乙－V 乙X1  (D)W 甲＋V 乙X1＝W 乙＋V 甲X1。 

____62.右圖是由一個定滑輪及一個動滑輪所組成的滑輪組，在動滑輪下掛 W＝10

公斤重的物體，若滑輪重及摩擦力不計，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至少需施力 F＝10 公斤重，才可使物體上升  (B)當拉下繩子的長度 1 公

尺，物體上升的距離是 0.5 公尺  (C)施力 F 所作的功小於物體增加的重力

位能  (D)本裝置是省力與省功的機械。 

____63.下列四種不同機械裝置的示意圖，當各種機械平衡時，何者最省力？ 

。 

____64.使用輪軸以 25 公斤的力舉起 100 公斤重物時，輪軸半徑比為：  

(A) 4：1  (B) 1：4  (C) 16：1  (D) 1：16。 

____65.關於各種機械裝置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支點在中間的槓桿一定較省力  (B)抗力點在中間的槓桿一定較費力  (C)施力點在中

間的槓桿一定較費力  (D)支點在中間的槓桿一定較費力 

____66.如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為一動滑輪  (B)為一省力裝置   

(C)可改變施力方向  (D)抗力點在支點與施力點之間。 

____67.下列哪一種輪軸無法省力？  

(A)方向盤  (B)水龍頭  (C) 麵棍  (D)喇叭鎖。 

____68.在下列質地相同的斜面由 A 至 B 推動同一物體，何者較省力？ 

(A)   (B)   (C)   (D) 。 

____69.如圖，若不考慮定滑輪的摩擦力，兩物體的重量分別是 5 kgw、8 kgw，定

滑輪重量是 4 kgw，系統處於平衡狀態，則磅秤的讀數應為多少 kgw？ 

(A) 0 kgw  (B) 3 kgw  (C) 8 kgw  (D) 17 k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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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70.「2000 年前阿基米德曾經說過：「給我一個支點，我可以舉起整個地球。」21 世紀的今天，

曾小嵐讀到這句話，十分興奮，躍躍欲試。」如果曾小嵐所施的力是遠小於地球重量的，

請你給她幾個建議： 

(A)要具備一根夠長且耐用的棍子；(B)支點要在地球和曾小嵐的中間；(C)支點要靠地球近

一點；(D)支點要靠近曾小嵐一點；(E)不需要支點；(F)曾小嵐要有站的地方。  

(A) ABD  (B) ACF  (C) BDE  (D) ABC。 

____71.如圖機械組合，輪軸中輪半徑為 R，軸半徑為 r，斜面長為 L，斜面高

為 H。今施力 F 於輪上向下拉，使物重 W 從斜面底等速上升至斜面頂，

不計摩擦力和阻力，則下列哪一個列式是正確的？  

(A) F＝W  (B) F ×R＝H ×W  (C) F ×L＝H ×W  

(D) F ×L ×R＝r ×H ×W 

____72.A、B 兩斜面各對應於甲、乙兩螺絲釘，若要將螺絲釘旋入相同

材質的木板內何者較省力？  

(A)甲較省力  (B)乙較省力  (C)兩者同樣省力  (D)無法比較。 

____73.下列何種機械不屬於施力點介於支點和抗力點之間的槓桿？  

(A)船槳  (B)鑷子  (C)開瓶器  (D)筷子。 

____74.物體的加速度與其所受的合力成正比，與其質量成反比，而加速度的方向與

合力方向相同。如右圖，一細繩跨過一個定滑輪，繩的一端繫一面鏡子，猴

子抓住另一側的繩子，面對鏡子靜止不動。假設猴子與鏡子的質量相等，繩

子夠長且不計質量，並忽略所有的摩擦力。若猴子不喜歡面對鏡子，開始嘗

試以各種方式在繩上運動，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猴子向上爬時，鏡子便往下運動  (B)猴子向上爬時，鏡子始終維持不變  

(C)猴子向下滑時，鏡子的上升速率比猴子的下降速率還大  (D)猴子無論如

何運動，鏡子始終和猴子維持相同的高度。 

____75.右圖為一滑輪組的裝置，不計摩擦力及滑輪組的重量，欲將重物提升 1 公尺，

則施力需將繩子下拉多少公尺？  

(A) 0.5  (B) 1.0  (C) 1.5  (D) 2.0。 

____76.棒球隊員手持球棒擊中一球如右圖，正確的圖形應為下列哪一種？ 

 (A) (B) (C) (D) 。 

____77.如圖，滑輪組的滑輪上分別掛上砝碼甲、乙後，恰好達靜力平衡，若滑輪重、繩

重及摩擦力均皆可忽略不計，今在甲、乙下各加掛一個質量相等的小砝碼，則：  

(A)甲將下降  (B)甲將上升  (C)甲乙仍保持靜力平衡  (D)條件不足，不能判斷。 

____78.如圖斜面裝置，孟芊施力 5 公斤重下拉時，物體恰巧可以在光滑的

斜面上從底端等速上升，5 秒後到達頂端，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施力作功 30 焦耳  (B)物體重量為 5 公斤重   

(C)重力作功 300 焦耳  (D)施力作功，功率為 60 瓦特。  
6m 3m

F＝5kgw

F

H L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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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79.如圖，不計滑輪重，動滑輪下吊一 100 kgw 的物體，小明沿繩子施力 F，若 F

下拉 10 cm，則 100 kgw 的物體會上升多少？（不計摩擦）  

(A) 2 cm  (B) 4 cm  (C) 5 cm  (D) 10 cm。 

____80.提升東西用的省力輪軸裝置，輪和軸半徑比為 2：1，今拉動繩子使物體上升，

那麼在上升中每拉下 6 公尺的繩子，物體應上升多少公尺？  

(A) 6  (B) 4  (C) 3×3.14  (D) 3 

____81.如圖，物體靜止於斜面底部，以 60 N 之力沿斜面將物體拉了 5 m，則此

施力對物體所作的功為多少？  

(A) 300 J  (B) 150 J  (C)不作功  (D)物體之質量未給定，故無法計算。 

____82.山間公路往往繞著山坡盤山而上，山路這樣設計主要是使上山的汽車如何？  

(A)提高功率  (B)提高力學能   

(C)減小所需作用力  (D)減小所需的功。 

____83.如圖：甲、乙、丙三種腳踏車，

腳踏板的齒輪皆相同，但後齒輪

齒數：甲＞丙＞乙；若三個後齒

輪都裝上相同尺寸的輪子，當在

甲、乙、丙的腳踏板上各踩十圈時，哪一輛車前進的距離較遠？  

(A)甲車  (B)乙車  (C)丙車  (D)三車相同。 

____84.甲、乙兩人欲分別將質量 50 公斤的重物自地面移至同一高處，甲沿

光滑斜面施力推動重物，乙利用定滑輪使重物垂直上升，如右圖，重

物均等速移動，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比乙省力，但甲對物體作功較多  (B)甲比乙省力，但兩人對物

體作相同的功  (C)乙比甲省力，但兩人對物體作相同的功  (D)乙比

甲省力，但甲對物體作功較多。 

____85.利用滑輪拉動重物，下列各圖中，箭頭方向表示施力方向，不計滑輪重量，何者最省力？ 

。 

____86.利用簡單機械將重物提到高處如右圖，不計摩擦及動

滑輪的重量，若將四個物體等速提升相等的高度時，施

力所作的功相等，則下列何者正確？  

(A) Fa＜Fb  (B) Fb＞Fc  (C) Fc＞Fd  (D) Fb＝F。 

____87.右圖中不考慮斜面的摩擦力，欲將 20kgw 的物體沿 30°的斜面上

推，至少需施力多少 kgw？  

(A) 10  (B) 10  2   (C) 10  3   (D)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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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88.用同一螺絲起子，旋轉螺絲鎖住物體，下列何者正確？  

(A)旋轉螺紋較密的螺絲時，較省力  (B)旋轉螺紋較疏的螺

絲時，較省力  (C)旋轉螺紋較密的螺絲時，較費力  (D)省

力，費力和螺紋疏密無關。 

____89.一滑輪組安裝如圖，下懸一 10 公斤之重物 R，今欲使之上升 2 公尺，則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A)右端 F 處需施力 5 公斤  (B)右端 F 處需將繩拉下 4 公尺   

(C)右端需作功 196 焦耳  (D)此滑輪組之施力為物重的四分之一。 

____90.右圖裝置中物體重量均為 R，且滑輪重與摩擦力不計，哪些機械省力程度相同？  

(A)甲乙  (B)甲丙  (C)甲丁  (D)乙丁 

。 

____91.如圖為動滑輪及兩完全相同之 A、B 彈簧，其質量均可不計，則以力 F 拉 B 彈簧，

當 A 彈簧伸長量為 4 公分時，則 B 彈簧之伸長量為多少公分？  

(A) 4  (B) 3  (C) 2  (D) 1。 

 

【題組】右圖的輪軸，輪半徑為 20cm，軸半徑為 5cm，軸緣的繩掛 0kw 的重

物，要使物體上升 2m，參考右圖，試回答下列問題： 

____1.在輪緣至少要施多少若干公斤重？ 

(A)2.5  (B)5  (C)20  (D)40。 

____2.輪緣的繩子要下拉多少公尺？ 

(A)0.5  (B)1  (C)4  (D)8。 

 

【題組】參考右圖，試回答下列問題： 

____1.甲圖中分別以 a、b、c 三方向施力，將重物提升，則所需的力 a、b、c 大小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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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2.乙圖中，動滑輪重量不計，分別以 a、b、c 三方向施力，

將重物提升，則所需的力 a、b、c 大小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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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3.若甲圖中滑輪的半徑增為原來的 2 倍，是否較省力？ 

(A)是  (B)否  (C)不一定。 

____4.上列甲、乙兩圖中的施力 a 大小的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  (B)甲＝2 乙  (C)2 甲＝乙  (D)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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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某人利用三個斜面，將物體由斜面底等速推至斜面頂，如圖，

已知物重 10 kgw，不計摩擦，試回答下列問題：  

____1.三者施力的大小為何？  

(A)甲最大  (B)乙最大  (C)丙最大  (D)都相同。 

____2.承上題，三者作功的大小為何？  

(A)甲最大  (B)乙最大  (C)丙最大  (D)都相同。 

____3.承上題，三者作功的功率大小為何？  

(A)甲最大  (B)乙最大  (C)丙最大  (D)都相同。 

 

 

 

 

【題組】如圖，體積 100 cm3物體 W 完全沒入水中，但不與容器底面接觸，滑輪

組的重量及細繩間的摩擦均不計，請回答下列問題：  

(1)施力 F 為 150 克重時，物體可維持平衡，則物體密度為______g／cm3。 

(2)承上題，將物體 W 提離水面的瞬間施力大小為______gw。 

 

 

 

 

【題組】如圖，滑車 900 克重，砝碼 450 克重，體積 450cm3，若有

2/3 的體積沈入水中，已知斜面高度為 12cm，不計摩擦及其

他阻力，請回答下列問題： 

(1)砝碼受浮力_______克重。 

(2)支撐滑車的細繩拉力為_______克重。 

(3)斜面長度為_______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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