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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力公司 106 年度新進僱用人員甄試試題 

科  目:專業科目 A（物理） 

考試時間:第 2節，6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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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項 

1.本試題共 4頁(A3 紙 1張)。 

2.本科目禁止使用電子計算器。 

3.本試題為單選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須用 2B 鉛筆在答案卡畫記作答，於
本試題或其他紙張作答者不予計分。 

4.請就各題選項中選出最適當者為答案，各題答對得該題所配分數，答錯或畫記多於一
個選項者，倒扣該題所配分數3分之1，倒扣至本科之實得分數為零為止；未作答者，
不給分亦不扣分。 

5.本試題採雙面印刷，請注意正、背面試題。 

6.考試結束前離場者，試題須隨答案卡繳回，俟本節考試結束後，始得至原試場或適當處所
索取。 

 

 2 [A] 1. 1公尺的標準最初曾經被定義為「由北極經巴黎到赤道的子午線(經線)，其長度的一千萬分之一」。

根據這個標準，請問地球的直徑約為多少公尺？ 
(A) 1 107 (B) 1 109 (C) 1 1011 (D) 1 1013 

 5 [B] 2. 下列有關幾位科學家的重要研究發現的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A)法拉第發現電磁感應定律 (B)庫倫發現導線通電流會使附近磁針偏轉 
(C)牛頓提出萬有引力及三大運動定律 (D)克卜勒提出三大行星運動定律 

 8 [B] 3. 某人以速率2公里/時上山，以速率3公里/時下山，若上、下山路徑相同，則上山後隨即下山

回到原出發點，其平均速率為多少公里/時？ 
(A) 2.3 (B) 2.4 (C) 2.5 (D) 2.6 

 11 [D] 4. 甲、乙兩車同時同方向同地點出發，兩車之V-t圖如右圖所示，下

列敘述何者正確？ 
(A)當t = 40 s時，乙車與甲車在同一地點  
(B)當t = 60 s時，乙車領先甲車180 m 
(C)當t = 80 s時，乙車領先甲車540 m  
(D)乙車最初加速度為0.3 m/s2 

 14 [C] 5. 將一顆棒球自地面以初速30公尺/秒鉛直上拋，不計空氣阻力，請問上升最大高度為多少公尺

？(g = 10公尺/秒2) 
(A) 15 (B) 35 (C) 45 (D) 55 

 17 [C] 6. 有一質點以初速V在水平桌面上沿直線滑行，因摩擦力作用，當行進距離S時，速度變為V/2
，請問滑行的時間為下列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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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B] 7. 投手以水平速度144公里/時投出質量約為0.2公斤的棒球，如果投手對原靜止棒球的加速時間

約為0.2秒，則投手對棒球平均施力約為多少牛頓？ 
(A) 20 (B) 40 (C) 200 (D) 400 

 23 [A] 8. 某人質量為60公斤，站在電梯內的體重計上，電梯原本靜止在第一樓層，電梯啟動後最初10
秒體重計的讀值均為72公斤重，則電梯經過10秒的位移為多少公尺？(g = 10公尺/秒2) 
(A) 100 (B) 120 (C) 160 (D) 200 

 3 [C] 9. 以繩繫一質量3公斤物體，作半徑3公尺、周期3秒之等速圓周運動，則向心力為多少牛頓？ 
(A) 2π2 (B) 3π2 (C) 4π2 (D) 6π2 

【請翻頁繼續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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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C] 10. 如右圖所示，將質量分別為甲=5公斤、乙=2公斤的物體相互接觸，

置於光滑的水平面上，以水平力F1=20牛頓、F2=6牛頓，分別作用於

甲和乙，則兩物體間相互作用力應為多少牛頓？ 
(A) 5 (B) 7 (C) 10 (D) 14 

 9 [D] 11. 在接觸面性質相同情形下，下列有關「摩擦力的觀察實驗」敘述何者正確？ 
(A)物體間接觸面積越大，摩擦力越大 (B)物體相對速度越快，摩擦力越大 
(C)靜摩擦力為一定值  (D)動摩擦力大小與物體間正向力成正比 

 12 [D] 12. 請問下列哪一位是開創實驗物理學，被稱為近代實驗方法之父的物理學家？ 
(A)虎克 (B)萊布尼茲 (C)法拉第 (D)伽利略 

 15 [C] 13. 如右圖所示，彈簧秤及質量系統一起作等速度運動，其速率為0.1公尺/秒
，則彈簧秤上指標所顯示之量值應為多少牛頓？(g = 10公尺/秒2) 
(A) 20 (B) 40 (C) 200 (D) 400 

 18 [A] 14. 要判斷物體所受合力為零，應依下列哪一項判斷才正確？ 
(A)物體質心以等速度運動或靜止不動 (B)物體質心所受合力為零必靜止不動  
(C)物體質心以等速率運動 (D)物體質心以等加速度運動 

 21 [B] 15. 有一質量10公克子彈，以水平速度1000公尺/秒，擊中一質量990公克靜置於光滑水平面上沙

包後陷於沙包內，則沙包末速約為多少公尺/秒？ 
(A) 5 (B) 10 (C) 20 (D) 100 

 24 [B] 16. 兩個塑膠吸盤互相用力擠壓，能夠緊緊吸附在一起，主要是下列何種原因？ 
(A)內聚力 (B)大氣壓力 (C)摩擦力 (D)浮力 

 1 [C] 17. 有一質量100公克之球，自高塔上自由落下，當其下降100公尺時速度為20公尺/秒，此時已轉
移至空氣中的能量為多少焦耳？(g = 10公尺/秒2) 
(A) 20 (B) 60 (C) 80 (D) 100 

 4 [B] 18. 對一定體積之理想氣體加熱，使其溫度為原來2倍，則氣體壓力變為原來的幾倍？ 

(A) 2  (B) 2 (C) 4 (D) 8 

 7 [D] 19. 有一物體浮在水面上，露出水面部分為全部體積1/8，則此物體密度為多少 g/cm3？ 
(A) 1/8 (B) 1/2 (C) 3/4 (D) 7/8 

 10 [D] 20. 物體作等速圓周運動時，是屬於下列何種運動情形？ 
(A)等速度運動 (B)變速率運動 (C)等加速度運動 (D)變加速度運動 

 13 [A] 21. 下列何者不是向量？ 
(A)速率 (B)速度 (C)位移 (D)加速度 

 16 [C] 22. 某物體置平板上，當平板傾斜至30度時，物體即將開始下滑，則物體與平板間靜摩擦係數為？ 

(A) 1/3 (B) 1/2 (C) 1/ 3  (D) 1/ 2  

 
19 

[C] 23. 已知某行星自轉周期為T，半徑為R。環繞它的某一衛星之圓軌道半徑為64R，繞行周期為8T
，則環繞該行星運行的同步衛星，其圓軌道半徑為多少？ 
(A) 2R (B) 8R (C) 16R (D) 32R 

 22 [A] 24. 下列何者是功率單位？ 
(A)馬力(hp) (B)焦耳(J) (C)牛頓(N) (D)達因(dyne) 

 25 [D] 25. 將物體甲、乙接觸，熱能由物體甲傳至物體乙，則物體甲一定具有下列何種特性？ 
(A)較大體積 (B)較多熱能 (C)較大比熱 (D)較高溫度 

 27 [B] 26. 有一南北走向且平行水平地面之空中電纜線，在電纜線正下方之地面上平放一羅盤，電纜線

原無電流通過，當通有由北往南之大電流時，該羅盤磁針N極之指向將往何處偏轉？ 
(A)由北往西偏轉 (B)由北往東偏轉 (C)由南往西偏轉 (D)由南往東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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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A] 27. 下列何者為電磁波？ 
(A)紫外線 (B)超聲波 (C)陰極射線 (D)物質波 

 33 [D] 28. 有關理想變壓器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變壓器是用於改變直流電之電壓裝置 (B)原線圈與副線圈之電流和線圈匝數成正比 
(C)副線圈匝數增加時，輸出電壓下降 (D)原線圈與副線圈內磁通量之變化率為相同 

 36 [C] 29. 當電力輸送功率相同時，輸電電壓 V 越高，則電流 I 越小，輸送電線耗電越少，若輸送電線

電阻值為 R，則有關輸送電線本身所消耗之功率P，下列何者正確？ 

(A) P IR (B) P VI (C) P I R (D) P  

 39 [C] 30. 有一螺線管，長度20公分，均勻纏繞線圈2000匝，如將線圈通以0.2安培之電流，則螺線管內

中間附近之磁場強度為多少高斯？( 4 10  特斯拉-公尺/安培) 
(A) 4  (B) 4 10  (C) 8  (D) 8 10  

 42 [B] 31. A與B兩帶電體所帶之電量分別為 與 ，距離為R，其庫倫靜電力為F，當此兩帶電體之電

量增為3 與3 ，距離不變，則其靜電力為多少F？ 
(A) 3 (B) 9 (C) 1/3 (D) 1/9 

 45 [B] 32. 有一平行板電容器(內部抽真空)，其中一極板帶正電，另一極板帶等量負電，當兩電極板之

間距為2 cm時，電容器內部電場強度為30 kV/m，若該電容器兩電極板間之電位差維持不變，

但兩極板間之間距變為3 cm時，則電容器內部電場強度為多少kV/m？ 
(A) 10 (B) 20 (C) 30 (D) 40 

 48 [A] 33. 如右圖所示，一電阻值為R之長方體電阻，若將該長方體之長、寬及高均增

大為原來之2倍，則電阻值為多少R？ 
(A) 1/2 (B) 2 (C) 4 (D) 8 

 28 [B] 34. 如右圖所示，由金屬管上方靜止釋放一磁棒(N極朝上鉛直放置)，假設金屬管之

任一橫截面均可視為一封閉之金屬線圈，此時磁棒正遠離A線圈而接近B線圈，

下列何者正確？ 
(A)由上往下看A線圈上之感應電流方向為順時針  
(B)由上往下看B線圈上之感應電流方向為順時針  
(C)磁棒於金屬管中落下較在管外落下快  
(D)磁棒於金屬管中之落下過程僅受重力影響 

 31 [D] 35. 如右圖所示，有兩條垂直於紙面之直導線，其電流大小相同，方向分別為流入、流出紙面，

則有關AB線上之磁場方向，下列何者正確？  
(A)丙區之磁場方向朝下 (B)甲區之磁場方向朝下 
(C)乙區之磁場為零 (D)乙區之磁場方向朝下 

 34 [A] 36. 下列電器設備之運轉原理，何者非屬電磁感應？ 
(A)電鍋 (B)變壓器 (C)交流發電機 (D)電磁爐 

 37 [A] 37. 如右圖所示，有一平面鏡，若將平面鏡順時針旋轉15度，但入射線之

方向不變，則入射線與後來之反射線夾角為多少度？ 
(A) 120 (B) 100  
(C) 80 (D) 60 

 40 [C] 38. 某君想了解家中每月用電度數，已知主要使用之電器分別為電冰箱300瓦特，每天使用24小
時，日光燈組合計100瓦特，每天使用8小時，則每月(以30日計算)用電度數為多少度？ 
(A) 180 (B) 200 (C) 240 (D)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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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B] 39. 在同一介質中，甲、乙兩單一頻率之波形如右圖所示，則下列何者正確？  
(A)波速比= 甲	:	 乙=1 : 2  (B)波長比= 甲	:	 乙=1 : 2  

(C)振幅比= 甲	:	 乙=1 : 2 (D)頻率比= 甲:	 乙=1 : 2 

 46 [D] 40. 某君配戴400度近視眼鏡，該眼鏡之鏡片應為下列何種透鏡？ 
(A)焦距為10公分之凸透鏡 (B)焦距為10公分之凹透鏡 
(C)焦距為25公分之凸透鏡  (D)焦距為25公分之凹透鏡 

 49 [B] 41. 有關光纖利用光之全反射傳播，下列何者正確？ 
(A)沿著光傳播之方向，光纖之折射率須逐漸增加 (B)光纖包層之折射率小於纖芯之折射率 
(C)沿著光傳播之方向，光纖之折射率須逐漸減少 (D)光纖傳播無法沿著彎曲型之導管前進 

 26 [C] 42. 某君晚上在公司加班，無意間朝透明玻璃窗外看去，發現不易見到室外景色，原因為何？ 
(A)室外之光線被玻璃全反射  
(B)室外之光線被玻璃吸收而無法穿透  
(C)室外經玻璃射入室內之光強度比室內被玻璃反射之光強度小 
(D)室內之光線被玻璃全反射 

 29 [A] 43. 下列現象不須使用近代物理即可解釋？ 
(A)光之雙狹縫干涉 (B)氫原子光譜 (C)黑體輻射實驗 (D)光電效應 

 32 [D] 44. 某記者深入戰地，突然感覺到地面劇烈晃動，隔9秒後又聽到爆炸聲，判斷應

為某休息站被炸毀，該記者與所有休息站之位置關係如右圖所示，每小格長、

寬均為1公里，則哪個休息站可能被炸毀了？(假設聲波於空氣中及地面傳播之

速度分別為350公尺/秒及3500公尺/秒，並以圓中心當作休息站之座標位置) 
(A) 1號休息站 (B) 2號休息站 (C) 3號休息站 (D) 4號休息站 

 35 [C] 45. 右圖為一盛水之圓柱型開口容器，其右側某固定高度朝固定方向射入一雷射光

，在容器底部中央產生一光點，若水位下降時，下列何者正確？ 
(A)折射角變小、光點向右移 (B)折射角不變、光點向右移 
(C)折射角不變、光點向左移 (D)折射角變大、光點向左移 

 38 [A] 46. 電子伏特(eV)為何種物理量之單位？ 
(A)能量 (B)電荷 (C)電位 (D)電場 

 41 [D] 47. 如右圖所示，S點為上下振動之波源，振動頻率為80 Hz，
其產生之橫波以波速為40 m/s 分別向左及向右傳播，在波

源左右兩端有R、T兩質點，與波源S之距離分別為6 m與7 
m，當S恰通過平衡位置且向上振動時，下列何者正確？ 
(A) R與T均在波峰 (B) R在波峰、T在波谷 
(C) R在波谷、T在波峰 (D) R與T均在平衡點 

 44 [B] 48. 有一雷射光以一入射角θ自空氣射入雙層薄膜再進入空氣，各層薄膜厚度

均為2 d，折射率分別為n1及n2，今以折射率為n且厚度為4 d之薄膜取代原

雙層薄膜，若光線射入與射出之位置及角度均與右圖所示相同，則n1、n2

及n之大小關係為何？ 
(A) n1 > n2 = n (B) n1 > n > n2 (C) n2 > n > n1 (D) n2  > n1 = n  

 47 [B] 49. 單色光從折射率n1之介質進入折射率n2之介質，若n1 > n2，則下列何者正確？ 
(A)光之頻率變小 (B)光之速率及波長均變大 
(C)光之頻率及波長均變小  (D)光之速率變小 

 50 [D] 50. 在吉他箱體中間有一開孔處，某君因好奇而在孔前以管笛吹奏某特定頻率之聲音，發現即使

不彈也有可能會發出聲音並看到弦在振動，這原因主要是下列何種物理現象所造成？ 
(A)繞射 (B)折射 (C)反射 (D)共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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