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樂音和樂器：
A. 樂音：樂器經由規律振動，所發出的聲音，可以讓人感覺愉快悅耳的聲音。
B. 可以用響度、音調、音品(音色)來分析聲音的不同和變化。
C. 樂器：可以分為管樂器，弦樂器和打擊樂器三類：

(二)樂音的三要素：
A、 響度和振幅：
(1) 聲音的強弱程度，稱為響度。
(2) 由聲音的能量(振幅)決定；振幅愈大，所表現的響度便愈大。
(3) 發音體的振幅愈大，對空氣擾動所形成的疏密波的空氣壓力變化就愈大，所入耳膜所引起
的振動就愈強烈，因此聽起來就愈大聲。
(4) 響度的單位通常為分貝，每增加 10 個分貝，聲音的強度便增強為 10 倍，
相差 30 分貝時，聲音強度便增強為 1000 倍。
例：30 分貝的聲音強度是 20 分貝聲音強度的 10 倍；
40 分貝的聲音強度是 20 分貝聲音強度的 100 倍。
(5) 0 分貝是人耳能接受的最低能量，並不是能量等於 0；
一般認為 80 分貝以上的聲響對身體健康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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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音調和頻率：
(1) 聲音的高低稱為音調，音調決定於發音體的振動頻率，單位為赫(簡稱為 Hz)。
(2) 發音體每秒的振動頻率愈大，發音的音調隨之愈高。
(3) 振動頻率＝每秒鐘振動的次數。

頻率(f)＝

振動次數(N)
時間(t)

單位＝

1
＝赫茲＝赫(Hz )
秒

(4) 人類聲帶的發音頻率約 80～1000 嚇之間；其中男生的聲音頻率約 80～200 赫；女聲的聲音
頻率約 250～600 赫，所以一般女生的聲音頻率比男生還高。。
(5) 一般樂器所發出的頻率為 20～4000 嚇之間；樂器中央 C 的頻率為 261.6 赫，高音 C 的頻
率為 523.2 赫；每升高 8 個音階，頻率增為 2 倍。
(6) 絃樂器的絃愈細、愈短、愈緊，則發出的音調愈高；
(7) 吹奏樂器(管樂器)的管愈短、或金屬簧片愈短、愈薄，所發出的音調愈
高。
(8) 吉他有六條粗細不同的弦線，同一條弦鬆緊度相同，空弦撥彈時，音調
較低，按住弦線愈靠近撥彈處，發音會愈高。
(9) 如右圖，掛愈重，弦線張力愈大，音調愈高，弦線愈長，音調會愈低，
因此丙音調最高，甲音調最低。
音調高低：丙＞丁＞乙＞甲。
C、音品(音色)和波形：
(1) 發音體所具有的發音特色，稱為音色，可以由此分辨
不同樂器或人的聲音。
(2) 音色由聲音的波形決定，又稱為音品。
(3) 音色為各種樂器獨特具有的發音特性，為辨別樂器種
類的依據。
(4) 音叉為最單純的波形，振動時僅發出單一的頻率，因
此通常為調音的工具。
(5) 大多數發音體所發出的聲音，是多種頻率與不同響度
的聲音所混合而成 ，因此所形成的波形也就不同。
(6) 樂團演奏時，即使多種樂器同時演奏，仍可以分辨出
鋼琴或小提琴的聲音，就是由於不同的樂器具有不同
的音色。
(7) 雖然沒有看到人，但是由於音色不同，仍然可以分辨不同人的聲音。
模仿秀的表演者是模仿他人的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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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聲波的共振：
A、共振的條件：兩物體有相同的發音頻率，才能夠發生共振。
B、 現象：第一個物體發出的聲
波，引起第二個物體產生相同
的振動，此現象稱為共振，此
現象可以說明波可傳遞能量。
C、在樂器上加裝的共振箱，可以
增強聲音的響度。
D、 我們能聽到聲音，也是因為耳朵的鼓膜和發音體產生共振的結果。
E、 耳朵靠近熱水瓶口，由於空氣振動，和瓶內空氣柱引起共鳴，因此可以聽到嗡嗡聲。

一、選擇題：
____1. 甲的聲音大但音調低，乙的聲音小但音調高，兩人同時向在對街的丙喊話，則丙會先聽到誰
的聲音？
(A)甲 (B)乙 (C)同時 (D)不知當時的氣溫，無法判斷。
____2. 將下唇貼在試管的管口處用力吹使其發聲，若試管內盛少許水後再吹，比較前後的差別將發
現音調會
(A)升高 (B)降低 (C)不變 (D)先升高後降低。
____3. 下列各項敘述，何者正確？
(A)響度大小取決於頻率的高低 (B)聲音愈傳愈小，振幅愈小，波長不變
(C)音調較高的音波，波速將較快 (D)電話中辨別他人的聲音是根據音調的高低。
____4. 輕敲或重敲銅鑼，作用在改變
(A)響度 (B)音調 (C)音品 (D)波速。
____5. 使用絃樂器(如：小提琴)時，調節絃的鬆緊度，實際上是在調節樂器的
(A)音品 (B)音調 (C)響度 (D)音調及響度。
____6. 我們在電話中能聞其聲而辨其人，最主要原因是什麼不同所造成？
(A)音品 (B)音調 (C)響度 (D)基音。
____7. 音品不同的原因是由於
(A)聲波的頻率不同 (B)聲波的波速不同 (C)聲波的振幅不同 (D)聲波的波形不同
____8. 有關聲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分貝數愈大，聲音愈響 (B)音調的高低是由於發聲體的振動振幅大小不同 (C)同樣長度
的絃，若絃愈粗，所發出的聲音將愈低 (D)聽診器是利用細管傳播聲音，但是響度保持不
變。
____9.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水波速率和水溫有關 (B)水波遇到障礙物反射時，波速將改變
(C)大聲說話和小聲交談，聲速快慢都相同 (D)辨別樂器聲音，是根據音品的不同。
____10. 響度和音調及發音體的振動有何關係？
(A)響度愈大，音調愈高，發音體的振動愈快 (B)響度愈大，音調愈低，發音體的振動愈
慢 (C)發音體振動愈快，音調愈高，但響度不一定愈大 (D)發音體振動愈快，響度愈大，
但音調不一定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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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1. 蝙蝠盲目飛行，利用回聲探測障礙物位置，但牠發出的聲音我們並聽不到，是因為
(A)聲音太小 (B)頻率太高 (C)波長太長 (D)振幅太大。
____12. 聲音傳的愈遠，
(A)響度 (B)音調 (C)音品 (D)頻率會逐漸變小。
____13. 樂器演奏中，能調節與控制的要素是
(A)響度與音調 (B)音調與音品 (C)響度與音品 (D)響度、音調與音品。
____14. 有 ABCD 四支音叉，週期各為 2×10-3、4×10-3、3×10-3、5×10-3 赫，則發音最高的是
(A)A (B)B (C)C (D)D。
____15. 閉目欣賞音樂演奏，你能辨別那是小提琴的聲音，是因為各種樂器的
(A)音調 (B)音色 (C)響度 (D)演奏方式不同所引起的聽覺不同。
____16. 下列何項正確？
(A)響度大小是決定頻率的高低 (B)聲音愈傳愈遠，振幅愈小，波長不變
(C)音調較高的音波其速度較大 (D)電話中能辨別人的聲音，是由於有不同的音調。
____17. 有關樂器演奏時，我們所聽到的聲音，下列那一項敘述是錯誤的？
(A)發出聲音愈大，傳播速率愈快 (B)頻率較大的，聽起來聲音較高 (C)能區分各種樂器
的聲音，是因為它們音色不同 (D)樂器引起空氣振動愈大者，聲音愈強。
____18. 如果要使兩聲波的響度相同而音調不同，則需兩聲波的
(A)頻率相同而振幅不同 (B)振幅相同而頻率不同
(C)頻率不同且振幅不同 (D)振幅相同且頻率相同。
____19. 提琴、吉他等樂器的絃，都裝在木盒上，是為了那一項因素，來增強聲音的強度？
(A)美觀 (B)使用方便 (C)產生共鳴 (D)產生反射。
____20. 兩發音體要發生共振，必須兩個發音體
(A)響度相同 (B)振幅相同 (C)頻率相同 (D)音色相同。
____21. 在空水缸口附近說話，聲音聽起來會特別響，是因為
(A)錯覺 (B)回聲 (C)反射 (D)共鳴。
____22. 小賴和小林各拿著一支音叉作實驗，當小賴將手上的音叉敲擊一下便按住，發現小林手上
的音叉仍在響，發生此現象的原因是這兩支音叉
(A)音色相同 (B)音調相同 (C)振幅相同 (D)響度相同。
____23. 附共鳴箱的音叉所發出的聲音較強，是因為
(A)音叉的能量增加 (B)共鳴箱產生能量 (C)振動能變成聲能的效率增加
(D)附共鳴箱的音叉較重。
____24. 人類耳朵的耳殼，其主要的功能為何？
(A)增加聲波的頻率 (B)增加聲波的接受面積 (C)增加風速 (D)防止水跑入耳朵內。
____25. 利用聲波共振，我們可以說明聲波具有那一種特性？
(A)聲波是一種縱波 (B)聲波可以傳遞能量
(C)聲波有一定的波長 (D)聲波有反射的特性。
____26. 關於聲音，下列何者錯誤？
(A)聲波振幅愈大，響度愈強 (B)聲波頻率愈高，音調愈高 (C)就通常頻率的聲波而言，
同一介質中傳播，頻率愈高者，波長愈長 (D)溫度一定時，聲波傳播在不同介質中有不同
的傳播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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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7. 我們聽遠處人說話，經常將手張於耳後，以使聽到的聲音比較清楚，這是利用聲音的何種
特性？
(A)折射 (B)反射 (C)干涉 (D)繞射。
____28. 在一般的小室內，我們不容易聽到兩個聲音，這是因為
(A)沒有回聲 (B)回聲被牆吸收 (C)回聲和原音重合 (D)聲音穿牆而出。
____29. 改變振動頻率，可以改變聲音的什麼？
(A)強弱 (B)高低 (C)音色 (D)傳播速度
____30.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表面平滑而硬物體，較易吸收聲音 (B)物體振動幅度愈大，音調愈高，聲速傳播得愈
快 (C)利用回聲反射可以測定兩地的距離 (D)只有音叉才能產生共鳴現象
____31. 我們能分辨小喇叭與鋼琴的聲音，是因為小喇叭的聲音與鋼琴的聲音有何不同？
(A)音調不同 (B)聲音大小不同 (C)音色不同 (D)傳聲介質不同
____32. 下列何者是以分貝為測量的單位？
(A)聲音的大小 (B)聲音的音調 (C)聲音的音色 (D)聲音的速率
____33. 將吉他的絃線拉緊，會使吉他發出的聲音音調有何改變？
(A)時高時低 (B)變低 (C)變高 (D)不變
____34. 彈奏吉他時，用那種方法可得音調較高的樂音？
(A)彈得快一點 (B)彈得慢一點 (C)彈得用力一點 (D)用手指按住絃線
____35. A、B、C三音叉在月球上，以木槌擊之，所生的聲波頻率分別為100次／秒，200次／秒，
300次／秒，其中以何者的音調最高？
(A)A音叉 (B)B音叉 (C)C音叉 (D)以上皆非
____36. 在空氣中傳聲時，下列敘述中那些是正確的？
(甲)聲音愈強，聲速愈大 (乙)聲音愈高，聲速愈大 (丙)振幅愈大，聲音愈強
(丁)聲速與介質的振動頻率無關 (戊)溫度愈高，聲速愈大。
(A)甲乙丙 (B)乙丙丁 (C)丙丁戊 (D)甲丙戊‧
____37. 醫生欲觀察母體內的胎兒，應利用下列那一種頻率的聲波？
(A)20～200赫 (B)200～2000赫 (C)2000～20000赫 (D)20000赫以上。
____38. 附共鳴箱的音叉，若音叉每秒振動n1次，共鳴箱空氣柱每秒振動n2次，則n1、n2的大小關係
為何？
(A)n1＞n2 (B)n1＝n2 (C)n1＜n2 (D)無法確定
____39. 通常交談時，男生的聲音較低沉，而女生的聲音較尖銳，是因為下列何者不同而導致？
(A)振幅 (B)聲速 (C)頻率 (D)響度
____40. 音叉可以作為調音的工具，最主要是因為它有具有下列那一種特性？
(A)響度較強 (B)音調較低 (C)音的品質單純 (D)音質優美
____41. 傳聲筒和聽診器能把聲音傳至遠處，是因為它能保持下列何項因素？
(A)音色 (B)音調 (C)聲速 (D)響度
____42. 同一支音叉各種聲音的性質，下列何者可以改變？
(A)音調 (B)音品 (C)響度 (D)以上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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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43. 音叉振動頻率為f1赫，發出聲音的頻率為f2赫，則f1、f2的大小關係為何？
(A)f1＞f2 (B)f1＜f2 (C)f1＝f2 (D)無法比較
____44. 今有5支音叉，其振動頻率分別為：
(甲)100次／秒 (乙)200次／秒 (丙)150次／秒 (丁)100次／秒 (戊)300次／秒；
試問那一組會產生共鳴？
(A)甲乙 (B)甲丁 (C)丙戊 (D)視敲擊強度而定
____45. 由聲音的共振現象，可以說明聲波的何種特性？
(A)聲波可以傳遞能量 (B)聲波具有一定振幅
(C)聲波具有反射的特性 (D)聲波有一定的頻率。
____46. 在桌上放置鬧鐘，調整自己與鬧鐘的距離，直到聽不到鬧鐘所發出的滴答聲時，將耳朵貼
在桌上仍可聽到滴答聲，此現象可說明下列何者？
(A)傳遞聲音需介質 (B)聲音經由固體介質可傳播較遠距離
(C)木材傳聲速率大於空氣 (D)以上皆非
____47. 甲音叉振動頻率大於乙音叉，兩支音叉所發出的聲音，何者可以傳播較遠？
(A)甲 (B)乙 (C)相同 (D)視敲擊力大小才能決定
____48. 甲、乙兩名學生先後敲擊同一支音叉，甲輕敲，乙重擊，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敲擊時，其音調較高 (B)乙敲擊時，聲速較快
(C)甲、乙的響度相同 (D)乙敲擊時，聲音可傳得較遠
____49. 依樂理，音符Do、Re、Mi、Fa、So、La、Si，其排列次序是按照什麼原理？
(A)波長由短而長 (B)波速由小而大 (C)振幅由小而大 (D)頻率由小而大。
____50. 甲大聲唱出Do音符，乙小聲唱出音階中的Si，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聲音較大，音調較高 (B)乙響度較小但音調較高
(C)甲、乙之音色相同 (D)乙聲音較高可以傳播較遠
____51. 若冷氣機的運轉聲音為50分貝，爆竹爆炸的聲音為100分貝，則汽車防盜器的聲音可能為
多少分貝？
(A)40 (B)50 (C)80 (D)110
____52.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大部分樂器都有共鳴箱，目的藉由箱內空氣共鳴，增進聲音的強度 (B)我們能分辨電
子琴和鋼琴的聲音，是因為兩者音調不同 (C)同一介質中，改變聲音的頻率，可改變聲音
的傳播速率 (D)聲音在空氣中傳播時，音調愈高則聲音傳得愈遠
____53. 有關樂器演奏時，我們所聽到的聲音，下列那一敘述錯誤？
(A)發出聲音愈大，傳播速率愈快 (B)頻率較大，聽起來聲音較高 (C)能區分各種樂器的
聲音，是因為它們的音色不同 (D)樂器引起空氣的振動愈大者，聲音愈強
____54. 下列何項敘述正確？
(A)音調較高，其聲速較大 (B)電話中能辨別他人的聲音，是由於有不同的音調
(C)響度的大小，決定於頻率的高低 (D)聲音愈傳愈遠，振幅愈小，頻率不變
____55. 有關發音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甲)響度愈大，表示能量愈大(乙)音調愈高，表示發音
體振動愈快(丙)響度愈大，表示振幅愈大(丁)音調愈高，表示頻率愈大。
(A)甲乙 (B)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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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56. 小萱彈吉他，發現某根絃走音，音調降低了，小萱應用什麼方法來調音？
(A)將絃調緊 (B)換同材質，但較重的絃
(C)換不同材質，但較輕的絃 (D)加快撥絃的速度。
____57. 下列何者與超聲波無關？
(A)蝙蝠飛行 (B)聲納探測魚群 (C)婦產科醫師檢測胎兒性別 (D)夜半鐘聲到客船。

1.響度決定於________大小，音調決定於________高低，音品決定於________不同。
2.A 物以 1000 赫頻率發出聲音，響度 120 分貝，B 物以 2000 赫頻率發出聲音，響度 60 分貝，C
物以振動頻率 3000 赫發出聲音，響度為 20 分貝，則________的聲音可傳播得最遠。
3.弦樂器常附木盒(共鳴箱)，是利用弦振動使箱內空氣產生________作用，以增強________。
4.附在鐵軌上可聽到兩種火車的開動聲，最先聽到的聲音是從_______傳來，其次才________傳來。
5.胡琴等樂器常附有空盒，目的是要利用聲音的________，以增強聲音的________。
6.將水倒入熱水瓶中，瓶中盛水愈滿，聲音愈________，這是因為瓶中盛水愈滿，會使得空氣柱的
長度愈________，振動頻率愈________，波長愈________，故音調亦愈高。
7.取玻璃 A、B、C 各盛水深 5 公分、10 公分、15 公分，如圖：
(1) 用口向管口吹氣即可發音，這是因________振動而發音，而且以
________管發音最高。
(2) 以木槌敲擊各管亦可發音，此時以________管發音最高；以
________管所發出的波長最長。
8. 阿豪和班上同學阿梅、品超這三個人說話各有各的特色。阿豪體形壯碩，講起話來聲如其名，宏
亮如鐘；而阿梅是個纖細的小女生，講起話來聲音纖細尖銳；品超則是愛講話，說話速度很快，
像機關槍一樣。請回答下列各題：
____1. 哪一人的聲音分貝最高？
(A)阿豪 (B)阿梅 (C)品超 (D)一樣高。
____2. 哪一人的聲音音調較高？
(A)阿豪 (B)阿梅 (C)品超 (D)一樣高。
____3. 哪一人的聲音傳得最快？
(A)阿豪 (B)阿梅 (C)品超 (D)一樣快。

9.家維準備甲、乙、丙、丁四音叉，用木槌敲擊後使之發音，甲音叉發音頻率為 300 赫，40 分貝；
乙音叉發音頻率為 200 赫，80 分貝；丙音叉發音頻率為 100 赫，60 分貝；丁音叉發音頻率為
200 赫，60 分貝；試回答下列各題：
____1. 聽起來聲音最尖銳的音叉，為下列哪一支？
(A)甲 (B)乙 (C)丙 (D)丁。
____2. 四支音叉聲音的響度，正確的大小順序為何？
(A)甲＞乙＝丁＞丙 (B)乙＞丙＝丁＞甲 (C)甲＝乙＝丙＝丁 (D)甲＞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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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 四支音叉聲音傳播的快慢，應該是哪一選項？
(A)甲＞乙＝丁＞丙 (B)乙＞丙＝丁＞甲 (C)甲＝乙＝丙＝丁 (D)甲＞乙＞丙＞丁。
____4. 會產生共鳴者，為哪兩支音叉？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
10. 電視影集〞百戰天龍〞裡，馬蓋先為了要打開一個音調為 Mi、Sol、
Si、Re 的音樂鎖，他取得四個大小相同的酒杯倒了四杯酒如圖，以
嘴唇貼著瓶口吹氣，得到這四個音調，終於將鎖打開，請問他必須
按什麼順序對酒杯吹氣？____________。
11. 音樂可以改變人的心情，透過不同的樂器，可以發出千變萬化的聲音。宇倫跟佳容一起到國家音
樂廳去聽交響樂演奏會，讓兩人的感情更加甜蜜。在交響樂演奏會中，有許多種樂器，如鼓、直
笛、喇叭、法國號、小提琴等，藉由這些樂器，演奏出非常美妙的音樂。試回答下列各題：
____1. 大提琴是將絃線裝在有開口的木盒上，其主要目的是為何？
(A)增加美觀 (B)增加音色 (C)使聲音加大 (D)演奏的時候，琴身會比較穩。
____2. 改變敲擊大鼓的力氣，可以改變聲音的哪些因素？
(A)音調 (B)音色 (C)響度 (D)速度。
____3. 小提琴手以手按壓弦線的作用是為了調整下列何者？
(A)聲音的音調 (B)聲音的響度 (C)聲音的音色 (D)聲音的速率。
____4. 在演奏會中，宇倫跟佳容可以分辨出直笛與法國號的聲音，這是因為兩者所發出的聲音
有何不同？
(A)音色不一樣 (B)響度不一樣 (C)音調不一樣 (D)聲速不一樣。
12. 如右圖為吉他的六條絃線，第 1 絃最細，第 6 絃最粗。A 端固定在箭頭所指處振彈之，試回答
下列問題：
____1. 若手指分別按在甲、乙、丙，則所發出的聲音最高者為何？
(A)甲 (B)乙 (C)丙 (D)三者相同
____2. 若手指分別按在甲、丁、戊，則所發出的聲音最高者為何？
(A)甲 (B)乙 (C)丙 (D)三者相同
____3. 吉他之所以用共鳴箱，其目的為增加什麼？
(A)響度 (B)音調 (C)音色 (D)音質
13. 音樂的三要素：(A)響度 (B)音調 (C)音品；下列應用與何者有關？
(1)彈吉他時，手要按在不同的位置：________；
(2)醫生使用聽診器：________；
(3)分辨電子琴和鋼琴的聲音：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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