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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國中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九年級 自然領域 補考題庫      

1. （C）為同一地點甲、乙兩單擺的擺動次數與擺動時間之關係，若 L甲及 L乙分別代表 

        甲 、乙兩單擺的擺長，以 M 甲及 M乙分別代表甲、乙兩單擺的擺錘質量，則下列關係何 

        者 正確？（甲、乙兩單擺的擺角皆小於 5 度） 

        (A)L甲＜L乙  (B)M 甲＜M 乙  (C)L甲＞L乙  (D)M 甲＞M 乙 

 

 

 

 

 

 

 

 

 

 

 

2. （C）【圖二】為一物體運動的位置－時間關係圖，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0～5 秒的平均速度等於 1 m／s      (B)10～20 秒的平均速度等於 20 m／s  

         (C)20～30 秒的平均速度等於－1 m／s   (D)0～40 秒的平均速度等於 1 m／s 

3. （C）根據下列圖形，判斷何者不是等速度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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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B）將打點計時器的頻率固定，以不同的速度拉動甲、乙、丙、丁紙帶，四段紙帶的長度 

         都相同，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紙帶甲的加速度大於乙  (B)紙帶乙的平均速度大於甲  

         (C)紙帶丙的加速度大於零  (D)紙帶丁的速度愈來愈慢 

 

 

 

 

 

 

 

5. （D）下列有關自由落體的敘述（不計空氣阻力），何者正確？  

     (A)物體質量不同時，落下的加速度也不相等  

        (B)落下高度不同時，落下的加速度也不相等  

        (C)物體落下過程中，速度和加速度同時增大  

        (D)物體落下過程中，每秒的速度變化量相等 

6. （C）將一球由高樓處自由落下，不考慮空氣阻力，經 4 秒後球落至地面如【圖四】，則樓高  

幾公尺？（該處的重力加速度值＝10.0 公尺／秒 2）(A)40  (B)60  (C)80  (D)100 

7. （B）在向東行駛的火車上，有一盛水的燒杯靜置於桌面，當火車減速準備進月台停止時，燒 

杯內水面的狀態最有可能為下列何種圖形？（右方為東方）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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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C)  (D)   

8. （A）手推車上放一裝滿水的水桶，以一固定的力推動手推車產生加速度運動。若此水桶底部 

         有一小孔不斷漏水，整體重量逐漸變輕，則手推車的加速度有何改變？  

        (A)變大 (B)變小 (C)不變 (D)等於零 

9. （D）甲、乙二物體的質量比為 3：2，同時施相同大小的力於甲、乙時，甲物體產生 1 公尺／ 

                  秒 2 的加速度。若將甲、乙兩物體綁在一起，施以同樣大小的力，則其加速度大小為多 

         少公尺／秒 2？  (A)5  (B)2  (C)1  (D)0.6 

10. （D）一個籃球急速撞擊在空中的足球。比較兩個球相互撞擊的作用力，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A)足球比籃球輕，故足球所受的撞擊力比籃球大 (B)籃球比足球速度快，故足球所 

         受的撞擊力比籃球大 (C)籃球又重又快，故足球所受的撞擊力比籃球大 (D)兩球相互作 

         用的力一樣大 

11. （A）下列何者為牛頓第三運動定律的實例？  

     (A)噴射機的引擎向後排氣，噴射機會向前衝  

         (B)拍打衣服以除去衣服上灰塵 

         (C)疾駛的汽車突然煞車，車上的人會往前傾  

         (D)汽車突然轉彎，車上旅客有被甩出的感覺 

12. （B）在鏈球比賽中，選手站在圖(二)中之 O 點，以逆時鐘方向快速旋轉拋擲鏈球，如 

【圖五】所示。則他在鏈球到達【圖六】 (二)中哪一個位置放開鏈球，才能讓鏈球飛得 

遠，又落在有效區域內？(A)甲  (B)乙  (C)丙  (D)丁 

 

 

 

 

 

 

 

 

13. （C）下列有關圓周運動的敘述，何者正確？ 

     (A)是一等加速度運動 (B)所受的向心力方向維持一定 (C)轉動愈快，所需向心力愈大       

         (D)作圓周運動的物體其重量愈大，所需向心力愈小 

14. （B）遊樂園中搭乘輻射鞦韆，鞦韆繞著 O 點作平行地面的等速圓周運動，如【圖七】所示 

        。則當鞦韆在 M 處時，鞦韆所受向心力的方向應為下列哪一個方向？ 

         (A)甲  (B)乙  (C)丙  (D)丁 

15. （D）將 30 仟克重的啞鈴垂直舉高 2 m，須克服重力作功多少焦耳？  

     (A)0  (B)60  (C)294  (D)588 

16. （B）如附圖所示，斜面長 4 m、高 2 m，沿斜面方向施力 60 牛頓，將 10 仟克重的物體，在 

         5 秒內自底部推至頂端，請問施力在這段期間，對物體所作的功率為多少瓦特？  

         (A)
60 × 2

 5 
  (B)

60 × 4

 5 
  (C)

10 × 9.8 × 2

 5 
  (D)

10 × 9.8 × 4

 5 
 

 

 

 

 

 

【圖五】 【圖五】 【圖七】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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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A）以 10 牛頓的水平推力，使 100 仟克重的物體在水平面上前進 2 公尺，請問施力對物體 

         作功多少焦耳？ (A)20  (B)200  (C)196  (D)1960 

18. （C）【圖九】彈簧在水平方向沒有受到外力；【圖十】彈簧受到水平力作用，產生形變。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彈簧【圖九】在雖沒有受到水平外力，仍具有彈力位能  

         (B)彈簧由【圖九】→【圖十】的過程中，重力位能變大  

         (C)彈簧由【圖九】→【圖十】的過程中，彈力位能變大  

         (D)彈簧由【圖九】→【圖十】的過程中，彈簧的總能量維持定值 

 

 

 

 

 

 

 

 

 

 

19. （D）如【圖十一】所示，F1 和 F2 大小相等，同時作用於木棒上的同一點，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F1 產生的力矩等於 d2F1      (B)F1 和 F2 產生的力矩大小相等  

         (C)F1 和 F2 產生的力矩方向相反  (D)F1 產生力矩小於 F2 產生的力矩 

 

 

 

 

 

 

 

 

 

 

 

 

 

 

 

 

20. （B）如【圖十二】所示，將 100 gw 的懸吊砝碼，掛在均勻木尺上，木尺重為 60 gw，欲使 

         木尺維持水平平衡，彈簧秤的讀數為多少公克重？(A)60  (B)75  (C)100  (D)160 

21. （B）如【圖十三】所示，將重量皆為 W 的物體，分別置於不同槓桿上。若要使槓桿保持水 

         平平衡，何者施力最小？(A)甲  (B)乙  (C)丙  (D)丁 

22. （C）下列敘述，何者與靜電現象無關？  

     (A)脫毛衣時，聽見劈啪聲 (B)上下車開車門時，發生觸電的感覺 (C)潮溼的手拔插頭   

，發生觸電的感覺 (D)切割後的保麗龍屑易吸附於刀片上 

【圖九】 

【圖十】 【圖十一】 

【圖十二】 

（甲） （乙） 

（丁） （丙） 

【圖十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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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C）有四個帶電的小油滴，分別測量油滴所帶的電量，下列何者不合理？ 

（已知 1e≒－1.6×10
－19 庫侖）  

(A)＋6.4×10
－19 庫侖 (B)－8.0×10

－19 庫侖 (C)－4.0×10
－19 庫侖 (D)＋1.6×10

－18 庫侖 

24. （B）有關導體與絕緣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絕緣體可用靜電感應方式帶電 

 (B)絕緣體不易讓電子在原子間自由移動，電阻很大 

(C)導體通常適合用摩擦起電方式來帶電  

(D)導體電阻小，能讓質子在原子間自由移動 

25. （D）下列各圖，伏特計的使用法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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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B）下列有關【圖十四】電路的敘述，何者錯誤？ 

     (A)通路時，X1＝X2＝1.5 V  (B)斷路時，X1＝X2＝0  

(C)斷路時，X1＝0，X2＝1.5 V  (D)X1、X2 都是伏特計 

 

 

 

 

 

 

 

 

 

27. （A）如【圖十五】所示電路元件，若要使燈泡發亮，應該如何連接？ 

(A)a 接 f、c 接 e  (B)a 接 d、b 接 f  (C)a 接 e、e 接 b  (D)a 接 f、f 接 c 

28. （C）下列有關電流的敘述，何者錯誤？  

      (A)1 安培的電流表示電路上某一截面，每秒有一庫侖的電量通過  

(B)電流在導線上流動有如水流，各分支電流的總和等於總電流  

(C)使用安培計測量電流大小時，安培計必須和待測電路並聯  

(D)串聯電器上所流過的電流大小均相同 

29. （D）如【圖十六】所示，小英測量二個串聯燈泡線路上的電流，L1、L2 代表燈泡，I1、I2、 

          I3 代表電流，已知 L1 較 L2 亮，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I1＞I2＞I3 (B)I3＞I2＞I1 (C)I1＝I2＞I3 (D)I1＝I2＝I3 

 

 

 

 

 

 

 

【圖十四】 

【圖十五】 

【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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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C）在截面積 0.01 平方公分的導線，通以 0.1 安培的電流，則在 10 分鐘內通過此截面的總 

         電量為多少庫侖？  (A)0.01  (B)1  (C)60  (D)600 

31. （C）關於【圖十七】的電路裝置，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兩電阻器為並聯連接  (B)通過 3Ω電阻器的電壓為 3 伏特  

         (C)通過 2Ω電阻器的電流為 1 安培  (D)流經電池的總電流為 2.5 安培 

 

 

 

 

 

 

 

 

 

32. （D）大大測量電阻器兩端的電壓與通過電流的關係，結果如【圖十八】，則電阻器的電阻 

大小為多少歐姆？(A)0.05  (B)0.15  (C)15  (D)50 

33. （D）如【圖十九】，一物體作直線運動，自 A 點向右移動到 B 點，再由 B 點折返移動到 C 

        點，則總位移及總路程分別為多少？ 

(A)總位移 3cm，總路程 9cm  (B)總位移－3cm，總路程 9cm  

(C)總位移 3cm，總路程 15cm  (D)總位移－3cm，總路程 15cm 

 

 

 

 

 

 

 

34. （D）如【圖二十】所示，水平桌面上的物體，在不同的水平方向上，同時受到四個大小相 

         等的力作用，O 為物體的支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F1 和 F4 對物體產生逆時鐘方向的力矩 (B)F2 和 F3 對物體產生順時鐘方向的力矩   

        (C)物體會逆時鐘方向轉動 (D)物體所受的合力矩等於零 

35. （B）下列有關牛頓第一運動定律的敘述，何者正確？  

     (A)靜置在水平桌面上的物體，並未受到任何外力作用  

        (B)公路上以等速度行駛的汽車，符合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C)牛頓經由軌道實驗和觀察，建立物體慣性的觀念   

        (D)物體不受任何外力作用時，必為靜止狀態 

36. （C）有一個 15 公斤重的冰桶，小明只用 10 公斤重的力往上抬，冰桶仍靜止不動，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冰桶合力為 5 公斤重  (B)地面給冰桶摩擦力為 10 公斤重  

        (C)地面給冰桶的反作用力為 5 公斤重  (D)地面給冰桶的反作用力為 10 公斤重 

37. （C）下列哪一位科學家提出「運動中的物體，會維持原來的運動狀態。」 的觀念，與之前  

        人們認為「運動的物體最後終將靜止」的看法不同？  

        (A)亞里斯多德  (B)阿基米德  (C)伽利略  (D)牛頓 

【圖十七】 

【圖十八】 

【圖十九】 

【圖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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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B）在一小山坡上，如【圖二十一】所示，將三個質量相同的網球由同一位置拋出。甲的方 

        向偏上、乙為水平、丙的方向偏下，不計網球所受的空氣阻力，在網球拋出後、未落地 

        前的飛行期間，它們的加速度大小分別為 a 甲、a 乙及 a 丙，則下列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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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A）如【圖二十二】，志偉由 A 點出發經 B 點、C 點至 D 點，則志偉之總位移與總路程各 

         為多少？ 

         (A)總位移 20m，總路程 40m  (B)總位移 40m，總路程 20m  

         (C)總位移 20m，總路程 20m  (D)總位移 40m，總路程 40m  

40. （A）下列四圖是某質點的運動情況，箭頭表示運動方向，試問何圖中之質點所受合力為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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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二十一】 【圖二十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