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單元：力與壓力 ６７ 

(  )1. 有一物體重10gw，原靜置於桌上，現在在物體兩側分別施以水平20gw與9gw作用力，如圖，

發現物體仍然靜止不動，則該物體受到的摩擦力大小為多少gw？ 

(A)0  (B)1  (C)10  (D)11。 

(  )2. 容器裝水如圖，容器器壁所受靜水壓力何點最大？ 

(A)a  (B)b  (C)c  (D)d。 

(  )3. 重70gw物體靜置於水平桌面上，施水平拉力33gw恰可拉動，拉動後施力

30gw作等速度運動，物體靜止時施力40gw力拉之，則拉動後摩擦力為： 

(A)30gw  (B)33gw  (C)40gw  (D)70gw。 

(  )4. 右圖為盛裝液體的容器，若左右兩邊活塞面積的比為1：20，試問

在小活塞上施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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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重  (B)100公斤重  (C)150公斤重  (D)200公斤重。 

(  )5. 月球上作托里切利實驗，則玻璃管內水銀柱的高度為多少cm？ 

(A)0cm  (B)76cm  (C)1033.6cm  (D)1292cm。 

(  )6. 將馬德堡半球的半徑變為2倍時，使之分開的兩端拉力大小應為原來的多少倍？ 

(A)1/2倍  (B)2倍  (C)1/4倍  (D)4倍。 

(  )7. 質量相同的石塊(密度為2.3g/cm3)與鐵塊(密度為7.8g/cm3)，分別放入水與飽和食鹽水中，試問

下列哪一杯的物體所受的浮力最大？ 

 

(  )8. 密度為0.6g/cm3的物體30cm3，放入水中達平衡時，浸在液面下的體積為多少cm3？ 

(A)50  (B)36  (C)30  (D)18。 

(  )9. 小明站在磅秤上，單腳站立和雙腳站立，何種情形對磅秤產生的壓力較大？ 

(A)單腳站立  (B)雙腳站立  (C)都一樣  (D)無法比較。 

(  )10. 一般修車廠中的千斤頂是應用下列哪一項原理達到將力放大的效果？ 

(A)連通管原理  (B)阿基米德原理  (C)帕斯卡原理  (D)托里切利原理。 

(  )11. 下列何者是為了減少摩擦力影響而設計的？ 

(A)鞋子底面紋路  (B)浴室地板的止滑墊  (C)汽

車越來越趨向流線型  (D)輪胎表面的凹凸條紋。 

(  )12. 右圖，小英在實驗室中操作浮力實驗，圖中丁裝置

當方塊完全沒入食鹽水中時，所受浮力為若干？ 

(A)52  (B)48  (C)40  (D)20gw 

(  )13. 承上題，由哪兩個實驗可以說明物體所受的浮力大

小與沒入液體中的體積大小有關？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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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承上題，由以上實驗可推知方塊的密度為多少g/cm3？ 

(A)1.5  (B)2.5  (C)4.0  (D)5.0 

(  )15. 將27kg的銅塊完全沉入水中，已知銅密度為9g/cm3，則銅塊在水中重量變為多少kgw？ 

(A)3kgw  (B)16kgw  (C)24kgw  (D)27kgw。 

(  )16. 有一個冒險家駕駛同一艘帆船穿越台灣海峽、巴士海峽及太平洋，設三處海水密度分別為

1.04g/cm3、1.03g/cm3、1.02g/cm3，則該船在何處航行時船身下沉最多(即吃水線最高)？ 

(A)台灣海峽  (B)巴士海峽  (C)太平洋  (D)三者相等。 

(  )17. 阿華以右圖之裝置在平地實驗室量測大氣壓力，他所測量到的水銀柱垂直

高度為74cm。若他將此裝置移至2000公尺的阿里山上，則此裝置之水銀

柱垂直高度最可能變為多少cm？ 

(A)76  (B)74  (C)58  (D)0 

(  )18. 承上題，已知1atm＝1033.6gw/cm2，則平地實驗室的大氣壓力約為多少gw/cm2？ 

(A)1033.6÷76×74  (B)1033.6÷74＋76  (C)74＋1033.6÷76  (D)76＋1033.6÷74。 

(  )19. 「冰山一角」是報紙上常見的用語，若用科學的角度來解釋「冰山一角」，則下列相關的敘述

何者不正確？ 

(A)冰在水中所受浮力等於冰的重量  (B)冰浮出水面上的體積大於冰在水面下體積  (C)冰

可以浮在水中，表示冰密度比水小  (D)將冰丟入裝水的燒杯中，冰熔化後水位不變。 

(  )20. 同質量的銅球和軟木球(銅球密度為8.9g/cm3、軟木球密度為0.25g/cm3)，放在水中時，其所

受的浮力何者較大？ 

(A)銅球較大  (B)軟木球較大  (C)一樣大  (D)無法比較。 

(  )21. 將25公克的保麗龍(密度0.25g/cm 3 )及60公克的木塊(密度0.6g/cm 3 )

投入水中，何者所受的浮力較大？ 

(A)保麗龍  (B)木塊  (C)一樣大  (D)無法比較。 

(  )22. 兩玻璃管上端相連，下端分別浸入液體甲和液體乙中，如圖(一)。

今從管口 T 處抽出若干氣體後，兩玻璃管中液體的高度分別升高至

如圖(二)之位置，請問 X、Y兩點此時所受的總壓力比為何？ 

(A)1：1  (B)1：2  (C)2：3  (D)3：2 

(  )23. 將100立方公分的保麗龍(密度0.25g/cm 3 )及100立方公分的木塊(密度0.6g/cm 3 )投入水中，何

者所受的浮力較大？ 

(A)保麗龍  (B)木塊  (C)一樣大  (D)無法比較。 

(  )24. 羿婷要開著她的小 march 出門時，發現有一輪胎破了，她拿出車

內的油壓千斤頂(如右圖)，準備將車子頂起，自行更換輪胎，若

甲、乙截面積為 5000cm2、10cm2，請問：羿婷應施力在甲或乙？

若羿婷施力 8kgw，則她可在另一端抬起若干 kgw的車子？ 

(A)甲，4000kgw  (B)乙，4000kgw  (C)甲，6250kgw  (D)乙，6250kgw。 

(  )25. 碗中盛滿水，而碗壁內側的受力情形以箭頭方向表示，則下列何圖最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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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小敏潛水至海面以下2公尺的深度，以知海水密度1.2g/cm3，則小敏受到多大的海水壓力？ 

(A)2.4  (B)24  (C)240  (D)2400gw/cm2。 

(  )27. 將25克保麗龍(密度0.25g/cm 3 )及25克鋁塊(密度2.5g/cm 3 )投入水中，何者所受浮力較大？ 

(A)保麗龍  (B)鋁塊  (C)一樣大  (D)無法比較。 

(  )28. 阿西按右圖順序，分別測量岀石塊重量，燒杯連水的重

量以及石塊在水中的重量，則石塊的體積cm3？ 

(A)200  (B)120  (C)80  (D)60 

(  )29. 承上題(丙)圖中石塊全部沒入水中但未接觸杯底，則下方

磅秤讀數應為若干gw？ 

(A)600  (B)560  (C)500  (D)480。 

(  )30. 承翰體重60kgw，他想要表演躺在釘床上的功夫(每根釘子尖端的截面積為0.05cm2)，若他的

皮膚每平方公分承受超過200gw的力，那麼他將會被刺傷。請問釘床上至少須釘多少根釘子

，他才不會受傷？ 

(A)300  (B)1200  (C)6000  (D)15000 

(  )31. 大氣壓力在日常生活中隨處可見，下列哪一器具使用時，與應用大氣壓力沒有直接關係？ 

(A)用吸塵器吸地板上灰塵  (B)滴管吸水  (C)放天燈升空  (D)用吸管喝飲料 

(  )32. 相同容器裝等高度的水，將鋁碗與銅球以不同方式放入水中，何者水面最低？ 

(已知密度：銅＞鋁＞水) 

(  )33. 承上題，四個選項中鋁碗與銅球所受水浮力的總和，其大小比較，何者正確？ 

(A)A＞B  (B)A＞C  (C)D＞A  (D)C＞B。 

(  )34. 下列何者不是屬於超距力？ 

(A)磁鐵吸引迴紋針  (B)摩擦力  (C)手臂上的汗毛指向電視畫面  (D)乒乓球自由落下。 

(  )35. 下列哪一個敘述能證明力可使物體運動狀態改變？ 

(A)手按彈簧，彈簧會變短  (B)用力撞擊牆壁使牆壁破裂  (C)火藥爆炸能射出子彈  (D)電

風扇靜止掛在天花板上。 

(  )36. 下列何圖，物體是處於平衡狀態？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  )37. (甲)沙發坐久變形(乙)車速越來越快(丙)籃球架生鏽(丁)蘋果落地(戊)電燈突然熄滅，以上哪些

現象屬於力的效應？ 

(A)甲、丙、戊  (B)甲、乙、丁  (C)乙、丁、戊  (D)以上皆是。 

(  )38. 右圖為力的圖示，若每格代表2gw，則甲物體受力的大小及方向為： 

(A)向東，4gw  (B)向北，4gw  (C)向南，8gw  (D)向西，8gw。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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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一物體重30gw，原靜置於桌上，現在物體兩側分別施以作用力，如右

圖(力圖中的每一個刻度代表5kgw)，發現物體仍然靜止不動，則該物

體所受到的摩擦力大小為多少gw？ 

(A)向下30gw  (B)向左15gw  (C)向右15gw  (D)向左25gw。 

(  )40. 有一500公克重之物體置於水平桌面上，摩擦力和所受外力的關

係如右圖。今若對此靜止的物體分別施予30公克重55公克

重70公克重90公克重等四種水平作用力，則哪幾個作用力

將使物體產生運動？ 

(A)、  (B)、  (C)、、  (D)、、、。 

(  )41. 阿英取一個夠長的玻璃管，將玻璃管傾斜45度角做托里切利實驗，若大氣壓力為76公分-水銀

柱高，則此玻璃管內水銀的垂直高度約為76公分的多少倍？ 

(A)1.4  (B)1.2  (C)1.0  (D)0.8 

(  )42. 有一木塊大小如右圖，已知木塊每一個接觸面之粗糙程度皆相同，

若欲將木塊推動，以哪一面接觸地面時，最容易將木塊推動？ 

(A)甲  (B)乙  (C)丙  (D)以上皆相同。 

(  )43. 下列何種方法有助於減少摩擦力？ 

(A)輪胎表面凹凸條紋  (B)輪胎上加掛鐵鍊  (C)賽跑時穿釘鞋  (D)滾動代替滑動。 

(  )44. 下列哪一項不是摩擦力在日常生活中所帶來的好處？(A)使用吸管喝果汁  (B)使用筷子夾起

豆子  (C)行駛中的汽車，可以緊急剎車  (D)路上行走，不致滑倒。 

(  )45. 丁丁欲探討最大靜摩擦力與接觸面性質的關係，使用200gw的木塊，

分別置於甲、乙、丙三個平面上，得下圖五的函數圖形，試判斷哪個

平面最光滑？ 

(A)甲  (B)乙  (C)丙  (D)無法判斷。 

(  )46. 「若有外在壓力加在封閉容器內的流體上，則此壓力可完全轉移到流

體內部的每一處，以及此容器的器壁上。」，此為何種原理的內容？ 

(A)連通管原理  (B)帕斯卡原理  (C)阿基米得原理  (D)浮力原理。 

(  )47. 甲、乙、丙三個不溶於水的固體，其質量和體積如右表，將三者投

入水中時，所受的浮力大小分別為B甲、B乙及B丙。比較此三者浮力

大小關係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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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8. 哈特利使用四根管子裝入水銀，倒插於水銀槽中。已知甲、乙兩

管直立於槽中之液面，丁管上半部為真空，且乙、丙、丁三管內

部之液面在同一高度，如右圖。下列何者為當時氣壓的表示？ 

(A)1.05atm  (B)90cm-Hg  (C)1kgw/cm2  (D)933hPa。 

(  )49. 下列哪一個圖，可表示水壩的構造及其內壁所受水壓力的大小和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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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 如右圖，在一杯靜置的液體中，A點距液面5公分，距底部10公分，距左右兩

端各為8公分與6公分。下列關於A點壓力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上壓力大於下壓力  (B)向左的側壓力小於向右的側壓力  (C)四個方向

的壓力均相等  (D)無法判斷。 

(  )51. 一均質鐵球(密度為7.7g/cm3)放入盛滿汽油(密度為0.75g/cm3)之燒杯中，溢出

汽油300公克，則下列有關鐵球的敘述，何者正確？ 

(A)所受浮力為400gw  (B)體積為300cm3  (C)質量為2310gw  (D)在汽油中的重量為

2780gw。 

(  )52. 如右圖，A、B、C三容器底面積相同，重量也相同，今內裝等高的水時

，容器底部桌面所受壓力之大小次序為何？ 

(A)A＜B＜C  (B)A＝B＝C  (C)B＞A＞C  (D)C＞A＞B。 

(  )53. 一氣泡由湖底緩慢往上浮升，則氣泡上升過程中，下列何者錯誤？ 

(A)氣泡體積愈來愈大  (B)氣泡內氣體密度愈來愈小  (C)氣泡所受水壓力愈來愈大  (D)氣

泡所受浮力愈來愈大。 

(  )54. 物體在液體中會受到浮力作用，理由為何？ 

(A)物體放入液體中，密度會減少  (B)物體放入液體中，質量會減少  (C)液體施於物體一向

上合力  (D)物體在液體中不受大氣壓力作用。 

(  )55. 地面造成的壓力最大？ 

 

(  )56. 盛滿水的容器兩端各有一個活塞，已知活塞面積分別為3與300平方公分，若小活塞上面置一

鐵球6公斤重，則大活塞可舉起多少公斤重的重物呢？ 

(A)100公斤重  (B)200公斤重  (C)300公斤重  (D)600公斤重。 

(  )57. 下列連通管中，當液體靜止時何者之液面高度為合理？ 

 

(  )58. 如右圖，鉛筆兩端甲、乙分別用左右手食指相向頂住，頂住後鉛筆為

靜止狀態，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兩手食指所受到的作用力相同  (B)兩手食指的凹陷程度相同  

(C)左手食指受到的壓力較小  (D)右手食指感覺比較痛。 

(  )59. 某氣泡由湖面下20m處緩慢上升，則氣泡上升過程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氣泡所受水壓力越來越大  (B)氣泡內部氣體密度不變  (C)氣泡所受體積越來越小  (D)

氣泡所受浮力越來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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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右圖，三個裝水的不同容器，其底部所受水壓力最小者為何？ 

(A)甲  (B)乙  (C)丙  (D)不一定。 

(  )61. 容器裝滿水，底部水壓力為10公克重／平方公分，若改裝密度1.6公克

／立方公分的某液體時，則容器底部所受液體壓力將為何？ 

(A)8公克重／平方公分  (B)16公克重／平方公分  (C)32公克重／平方公分  (D)64公克重

／平方公分。 

(  )62. 車子上的玻璃窗上，常可看見一些可愛的玩偶掛在上面，試問玩偶上的塑膠吸盤主要是利用

哪一種力量緊貼玻璃？ 

(A)空氣浮力  (B)萬有引力  (C)靜電力  (D)大氣壓力。 

【題組】燒杯內裝適量的水，置於水平桌面上；操作如下，試回答下列問題： 

步驟一：將 100cm3的木塊投入裝水燒杯中，靜止時有 40cm3的體積在水面下如(甲圖) 

步驟二：用手指施一外力 F，恰將木塊全部壓入水面以下如(乙圖) 

步驟三：取細繩(不計體積、重量)將木塊綁上 500gw、100cm3的鐵塊後，一同置入燒杯中如(丙圖) 

(  )63. 甲圖中木塊所受水浮力為若干gw？ 

(A)100  (B)80  (C)40  (D)20。 

(  )64. 由甲圖可求出木塊密度為多少g／cm3？ 

(A)0.8  (B)0.6  (C)0.4  (D)0.2。 

(  )65. 在步驟二，恰將木塊全部壓入水面以下如(

乙圖)，則外力F至少需若干gw？ 

(A)100  (B)80  (C)60  (D)40。 

(  )66. 在步驟二，當木塊恰全部被壓入水面以下時如(乙圖)，木塊所受水的浮力若干gw？ 

(A)100  (B)80  (C)40  (D)20。 

(  )67. 在(丙圖)中木塊與鐵塊所受水的浮力比為 

(A)1：1  (B)1：3  (C)1：5  (D)5：1。 

(  )68. 在(丙圖)中細繩拉住木塊的拉力若干gw 

(A)100  (B)80  (C)60  (D)40。 

【題組】如右圖，A、B兩容器底面積相同，重量也相同，今內裝等高的水，試回答下列問題： 

(  )69. 容器底部所受水壓力何者較大？ 

(A)A  (B)B  (C)相同  (D)無法比較。 

(  )70. 桌面上所受壓力何者較大？ 

(A)A  (B)B  (C)相同  (D)無法比較。 

【題組】右圖，圖(一)為水槽，圖(二)為水銀槽，兩玻璃管的內、外液面差

皆為 76公分，若當時大氣壓力為 76公分水銀柱高。試回答下列問題： 

(  )71. 二管內液面以上的空間 

(A)圖(一)為真空  (B)圖(二)為真空  (C)圖(一)、圖(二)皆為真空  

(D)圖(一)、圖(二)皆不是真空。 

(  )72. 圖中高度均為38cm的A、B兩點壓力大小關係為何？ 

(A)A＞B  (B)A＜B  (C)A＝B  (D)無法判斷。(水銀密度13.6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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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實驗裝置如右圖，在燒杯中裝八分滿的水，將透明塑膠管的一端用附有細線的塑膠板蓋住，

然後壓入水中 20cm處，再將水注入塑膠管中，試回答下列問題： 

(  )73. 此一實驗可以證明液體具有哪一種壓力？才可以使塑膠板不掉落？ 

(A)上壓力  (B)下壓力  (C)側壓力。 

(  )74. 若不考慮塑膠板的重量，當塑膠板掉落時，塑膠管中的水柱高度若干cm？ 

(A)5  (B)10  (C)15  (D)20。 

(  )75. 重複上述實驗，若改用密度0.8g∕cm3的酒精注入塑膠管中，當塑膠板掉落瞬間，塑膠管內外液

面高度相差為？cm 

(A)25  (B)20  (C)10  (D)5。 

(  )76. 水面上有一塊浮木，水面下有一塊沉鐵，若浮木與沉鐵的體積相同，則哪一個所受的浮力較

大？ 

(A)浮木  (B)沉鐵  (C)一樣大  (D)資料不足，無法判斷。 

(  )77. 已知甲、乙、丙皆為正立方體金屬塊(不與水反應)，其邊長為1cm、2cm、3cm

，密度分別為2g/cm3、3g/cm3、4g/cm3，放入一個水桶中，再將水注滿，將三

塊金屬完全淹沒，則此三塊金屬所受的浮力總合為多少gw？ 

(A)54  (B)36  (C)27  (D)18。 

(  )78. 雞蛋放入水中，沉入水底。今於水中加入食鹽攪拌均勻後，雞蛋隨即浮出水面

，試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雞蛋的重量小於在鹽水中所受的浮力  (B)鹽水中的雞蛋所受的浮力，比沉在純水中時大  

(C)雞蛋的平均密度小於鹽水的密度  (D)雞蛋的重量大於在純水中所受的浮力。 

(  )79. 若阿基米德將純金皇冠分別放在下列四種不同的液體中，則皇冠在下列哪一個液體中的重量

最重？ 

(A)水(1g／cm3)  (B)油(0.6g／cm3)  (C)酒精(0.8g／cm3)  (D)食鹽水(1.2g／cm3) 

(  )80. 里包恩使用彈簧秤懸掛著一物體，彈簧秤讀數為240gw，當此物體完全沉入某液體時，彈簧

秤讀數變為180gw，請問根據阿基米德原理的解釋，此物體排開某液體重量應為何？ 

(A)50gw  (B)60gw  (C)180gw  (D)240gw。 

(  )81. 同一張茶几，以四腳朝地和桌面朝地兩種方式擺設。關於不同擺設方式下茶几對地面的作用

力及壓力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對地面的壓力以桌面朝地較大  (B)對地面的壓力皆相同  (C)對地面的作用力以四腳朝

地較大  (D)兩種擺設方式對地面的作用力皆相同。 

(  )82. 已知水壓會隨著深度增加而增加，大約每增加10公尺就會增加1大氣壓，如果某種魚類最大的

抗壓力為5大氣壓，則此種魚至多可以潛入多深的水域？ 

(A)30公尺  (B)40公尺  (C)50公尺  (D)60公尺。 

(  )83. 地面上有一張四隻腳的桌子重10kgw，且在桌上放了一個重2kgw的書包，而每隻桌腳的面積

為50cm2，則地面被桌腳所壓之處的平均壓力為多少？ 

(A)1200  (B)500  (C)240  (D)60gw/c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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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如右圖油壓起重機，左右活塞上各放置重量不同的物體，

當達平衡時，試回答下列問題： 

(  )84. 若左右活塞半徑比為1：2，則平衡時承受的壓力比為 

(A)1：1  (B)1：2  (C)2：1  (D)1：4 

(  )85. 承上題，平衡時左右活塞承受重量比為 

(A)1：1  (B)1：2  (C)1：4  (D)1：8。 

(  )86. 如右圖，甲物體上、下兩底面積大小分別為 3cm2、5cm2，乙物體的上、

下底面積均為 3cm2，兩物的質量比為 5：1。在圖(一)和圖(二)中，甲對

乙所造成的壓力大小比為何？ 

(A)1：1  (B)5：3  (C)3：5  (D)3：1 

(  )87. 如右圖，將重量可忽略的塑膠板置於圓筒下方後一起壓入水面下 48公

分處，再將密度為 1.2g/cm3的食鹽水慢慢注入筒內，當筒內、外液面

相差多少公分時，纸板才開始落下？ 

(A)8  (B)9.6  (C)40  (D)57.6cm。 

(  )88. 「若有外在壓力加在封閉容器內的流體上，則此壓力可完全轉移到流體

內部的每一處，以及此容器的器壁上。」，此為何種原理的內容？ 

(A)連通管原理  (B)帕斯卡原理  (C)阿基米得原理  (D)浮力原理。 

(  )89. 諾諾在實驗室內作托里切利實驗測大氣壓力時，裝置與結果如右圖

(h1=76cm，h2=74cm)，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當時大氣壓力為 76cm-Hg  (B)將此系統移至月球上，水銀柱長度

h1=76/6cm  (C)將此系統移至真空室內，水銀柱長度 h1=0cm  (D)隔日，在

同一個實驗室，諾諾改用較細的玻璃管做同一實驗，h2仍為 74cm。 

(  )90. 實驗裝置如右圖，液面與杯底距離皆為 h，若將三個相同鋁塊(密度 2.7g/cm3)分別投入裝有

不同液體的容器中，當鋁塊在液中呈靜力平衡時，杯內

之液面與杯底的距離分別為 h 甲、h 乙、h 丙，且無液體溢

出杯外，物在液中所受的浮力為 B 甲、B 乙、B 丙。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h 甲＝h 乙＞h 丙  (B)h 甲＞h 乙＞h 丙  (C)B 甲＝B 乙＜B 丙  

(D)B 甲＞B 乙＞B 丙 

(  )91. 下列四組吸盤之材質及密合度皆相同，若欲將相吸的吸盤分開，哪一組需要施力最大？ 

 

(  )92. 禾允將一裝水的燒杯置於磅秤上，燒杯與磅秤指針

的刻度如右圖(一)；若將甲物放入燒杯內，甲沉入

水中，燒杯與磅秤指針的刻度如右圖(二)：再將乙物放入燒杯內，浮於水

面上，燒杯刻度如右圖(三)。根據此實驗，下列何者錯誤？ 

(A)甲物體的密度為2.2g/cm3  (B)乙物體的質量為150克  (C)圖(三)的磅

秤讀數為 1180 克  (D)乙的密度為 0.8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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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3. 相同的碗與相同的金屬球，甲圖為將球置於碗內，乙圖為用繩將球掛於碗的下方(不考慮繩

的質量與體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圖所受浮力較大  (B)乙圖所受浮力較大  (C)甲圖的碗浸入水中的體積較大  (D)乙圖

的碗浸入水中的體積較大。 

(  )94. 世界最大的蓮花可以讓人站在上面都不會掉下去，這種蓮花叫

帝王蓮，如右圖，它的直徑可達 1.5公尺，若想承載 60公斤

的人，帝王蓮會下沉約多少公分？(帝王蓮重量不計) 

(A)1.7  (B)3.4  (C)8  (D)16cm。 

(  )95. 下列畫線部份何者是屬於「超距力」作用？ 

(A)阿元用拖鞋打扁蟑螂  (B)小齡在棒球賽中滑壘  (C)小又走路撞到電線桿  (D)大便斷掉

掉進馬桶裡。 

(  )96. 阿勝買了阿婆牌(彈簧)擴胸器鍛鍊手臂與前胸肌群，在彈性限

度內使用，下列哪種狀況彈簧彈力會最大？ 

(A)彈簧伸長量 5公分  (B)彈簧伸長量 10 公分  (C)彈簧伸長

量 15公分  (D)彈簧伸長量 20公分。 

(  )97. 阿唯和阿珮一起合力幫忙老婆婆推車，阿唯施的水平推力是向右 2公斤重，阿珮施的水平推

力是向右 3公斤重，則阿唯和阿珮的合力為多少公斤重？ 

(A)2  (B)3  (C)4  (D)5。 

(  )98. 質量 3公斤的物體，在地球上所受的重力為多少公斤重？ 

(A)
3

1
  (B)

18

1
  (C)3  (D)18。 

(  )99. 質量 5公斤的物體，小昇施 2公克重的推力恰可使物體開始移動，試問此物的最大靜摩擦力

為多少公克重？ 

(A)2  (B)3  (C)4  (D)5 

(  )100. 球鞋底下常製成凹凸不平的溝紋，其主要目的為下列何者？ 

(A)提高價錢  (B)增加美觀  (C)減少摩擦  (D)增加摩擦。 

(  )101. 阿方利用汽車用的千斤頂，將汽車架高換輪胎，請問汽車用千斤頂的原理為何？ 

(A)帕斯卡原理  (B)浮力原理  (C)阿基米得原理  (D)連通管原理。 

(  )102. 阿泓去永安漁港的沙灘玩，發現沙灘上有很多足印，足印有深有淺，則 

(A)深者體重必較重  (B)淺者足底面積必較小  (C)深者對沙灘壓力必較大  (D)無法比較。 

(  )103. 鮭魚會從海洋回到它出生的河流產卵，這種現象稱為「洄游」。現在有一條鮭魚從海洋游到

小河中，若鮭魚未浮出水面，且鮭魚體積保持一定，試問鮭魚在海洋及小河中所受的浮力比

較為何？(海水密度：1.02g/cm3，河水密度：1.00g/cm3)？ 

(A)鮭魚浮力在海洋中大於小河  (B)鮭魚浮力在海洋中小於小河  (C)鮭魚浮力在海洋中等

於小河  (D)鮭魚浮力還會隨著深度改變。 

(  )104. 大霖單腳站在磅秤上，與雙腳站在磅秤上，兩者稱出來的體重何者較重？ 

(A)單腳站立  (B)雙腳站立  (C)相等  (D)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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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5. 三容器 A、B、C的底面積相同，容器重量也相同，注入相同

高度的水，試問容器內部底部所受水壓力大小比較為何？ 

(A)PA=PB=PC  (B)PA>PB>PC  (C)PA<PB<PC  

(D)PB>PA>PC。 

(  )106. 在 1atm下，托里切利實驗的玻璃管半徑是 1cm，水銀柱高 76cm，若將玻璃管半徑增為 2cm，

並將此裝置移至月球時，水銀柱高多少 cm？ 

(A)0  (B)12.6  (C)38  (D)456。 

(  )107. 小祥試穿四雙底面凹凸紋路不同的鞋子，它們的底部面

積(包含黑色及灰色部位)皆相同，如下圖所示。若圖中

鞋底的黑色部位為小祥穿鞋子著地時，鞋子與地面接觸

的部分，且她的重量均勻分布在黑色部位上，則當她穿上哪一雙鞋子時，與鞋子接觸部分的

地面所受的壓力最小？ 

(A)甲  (B)乙  (C)丙  (D)丁。 

(  )108. 城市的自來水供應系統是利用何種原理，才能將水配送至各個家庭用戶呢？ 

(A)浮力原理  (B)帕斯卡原理  (C)連通管原理  (D)槓桿原理 

(  )109. 在相同的粗糙平面上，以甲、乙、丙三種施力方向，

推同一物體，如右圖。當物體恰將啟動時，三者的

最大靜摩擦力大小關係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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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0. 同一木塊分別浮於下列各液體中，則浮在哪一液體中的所受的浮力最大？ 

(A)水銀  (B)水  (C)酒精  (D)以上均相同。 

(  )111. 小諺畢業典禮結束時，開心的將氣球釋放升空，請問氣球往上升至高空時，將有何種變化？ 

(A)體積膨脹，內部壓力變大  (B)體積膨脹，內部壓力變小  (C)體積收縮，內部壓力變小  (D)

體積收縮，內部壓力變大。 

(  )112. 下列現象中，何者與大氣壓力的作用最有關係？ 

(A)指南針的Ｎ極指向北方  (B)用吸管吸飲料  (C)重物難推動  (D)水往低處流。 

(  )113. 有甲、乙、丙三種不溶於水的固體，其質量和體積如右表，若

將三者投入水中，則哪一個所受浮力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一樣大。 

(  )114. 車子在煞車停止過程中(不包括停止瞬間)，其摩擦力變化為何？(車子總質量不變) 

(A)逐漸減小  (B)逐漸增加  (C)不變  (D)先小後大。 

(  )115. 一油壓千斤頂如下圖，甲活塞單面面積 10cm2，乙活塞單面面積

2000cm2，若在甲活塞上施 5kgw的力，則在乙活塞上可舉起若干

kgw的物體？ 

(A)400  (B)1000  (C)2000  (D)4000kgw。 

(  )116. 假設分別在甲赤道，乙月球，丙北極，丁太空，用彈簧秤測同一物體的重量，所得數值的大

小為何？ 

(A)丙＞甲＞乙＞丁  (B)乙＞甲＞丙＞丁  (C)丁＞甲＞乙＞丙  (D)甲＞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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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 未注入水前，等臂天平左邊的鋁塊與右邊的砝碼達成平衡，如右圖。若將水緩緩注入盆內，

使鋁塊與砝碼皆沒入水中後，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注入水之前，砝碼的質量比鋁塊小  (B)注入水之前，鋁塊所受

的重力比砝碼大  (C)兩物皆沒入水後，砝碼所受浮力比鋁塊大  

(D)兩物皆沒入水後，天平右端向下傾。 

(  )118. 手握住一枝筆不動，筆與地面垂直，手的握力為 30gw，若筆重為 20gw，則手與筆之間的摩

擦力為多少克重？ 

(A)10  (B)20  (C)30  (D)40。 

(  )119. 以1公斤重的水平作用力施於靜置在

水平桌面的木塊，恰可拉動木塊。若

在此木塊上放置砝碼，如右圖，其可

拉動木塊之水平施力和砝碼數的關係如右表，已知每個砝碼 2公斤重，依此表推算木塊的重

量是多少公斤重？ 

(A)5  (B)7  (C)10  (D)13。 

(  )120. 小曾將甲、乙兩物體疊在一起，如右圖，放入一盛水的燒杯內，待靜止後，

甲、乙兩物體的接觸面恰好與水面在同一高度，如圖。假設甲、乙兩物體為

具有相同體積的正立方體，它們的密度不同，甲物體的密度小於 0.5g/cm3，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物體密度大於 0.5g/cm3  (B)乙物體密度等於 0.5g/cm3  (C)緩慢地拿走甲物體後，乙

物體沉在水面下的高度應等於
2

h
  (D)緩慢地拿走甲物體後，乙物體沉在水面下的高度應小

於
2

h
。 

(  )121. 小新在鋪磁磚的地板上推動一張書桌，到了鋪地毯的地板上時，就推不動了。後來他把桌上

的書全部拿走後，又可順利推動書桌。在這過程中，有關摩擦力的敘述，哪一項錯誤？ 

(A)在鋪地毯的地板上推不動書桌時，水平推力小於靜摩擦力  (B)在鋪磁磚的地板上，書桌

移動的過程中，動摩擦力不變  (C)物體所受的最大靜摩擦力與接觸面的性質有關  (D)書桌

啟動瞬間，書桌上的總重量越重，所受的摩擦力也越大。 

(  )122. 有一物體重量為 13kgw，靜置於水平桌面上。若物體兩側分別施以在同一直線上的水平作用

力 25kgw和 20kgw，發現物體仍靜止不動，如右圖，則該

物體所受摩擦力大小為下列何者？ 

(A)5kgw  (B)7kgw  (C)13kgw  (D)45kgw。 

(  )123. 將甲物體放入液體中，如右圖。若甲的質量為 20g，體積為 100cm3，則甲

在液面上的體積占本身體積的幾分之幾？ 

(A)
3

1
  (B)

3

2
  (C)

6

1
  (D)

6

5
。 

(  )124. 體積 100cm3的木塊(密度 0.75g/cm3)和 200cm3的保麗龍(密度 0.25g/cm3)

靜止浮在水面上，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木塊的質量為100公克  (B)保麗龍質量75公克  (C)兩者所受的浮力相等  (D)沉在水面

下的體積，木塊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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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 一個未知材料製成的空心球，其重量 220gw。將它投入容積為 1公升盛滿水

的燒杯中，燒杯置於水平桌面上，如圖。球投入水後，若測得溢出的水為

200gw，則下列何者最可能為該球達到力平衡的狀態？ 

(A)該球浮在水面上，它在水中的體積比露出水面的體積少  (B)該球浮在水

面上，它在水中的體積比露出水面的體積多  (C)該球完全沒入水中，但是

球沒有接觸到燒杯底部  (D)該球完全沒入水中，且沉在燒杯底部。 

(  )126. 用手將密度為 0.6g∕cm3，體積為 150cm3的木塊完全壓入水中，則手至少要施力若干？ 

(A)60gw  (B)90gw  (C)120gw  (D)150gw。 

(  )127. 右圖(一)木塊重 400gw，平放時最大靜摩擦力為 200gw，若將其直立

如圖(二)，欲使木塊不會下滑，則接觸面應產生多少克重的摩擦力？ 

(A)200  (B)400  (C)600  (D)800。 

(  )128. 體積為定值的船，由海洋駛入河流，船所受的浮力有何變化？ 

(A)增加  (B)減少  (C)不變  (D)先變大後變小。 

(  )129. 如圖，一物體置於磅秤上方，同時上有一被壓縮的彈簧，已知磅秤的讀數為 500

公克重，彈簧此時的彈力為 200公克重，且物體靜止不動，則物體的重量為多

少公克重 

(A)700  (B)500  (C)300  (D)200。 

【題組】：如圖，一條彈簧受力和其總長度的關係圖，試回答下列兩題： 

(  )130. 彈簧的原長多少公分? 

(A)20  (B)22  (C)24  (D)26。 

(  )131. 彈簧受力 35gw 時，伸長量為多少公分？ 

(A)31  (B)30  (C)7  (D)6。 

(  )132. 右圖是一個裝水的燒杯將其右邊墊高後的情況，請問在哪一個圖中，A點所受的水壓小於 B

點，以致水才會向左流動。 

(A)圖 a  (B)圖 b  (C)圖 c  (D)在三個圖中，A、B兩

點所受的水壓都相同。 

(  )133. 下列哪一現象可說明有不平衡的力作用在車子上? 

(A)車子在下坡時愈跑愈快  (B)車子在上坡時等速前進  (C)車子在平台上靜止不動  (D)車

子被吊著靜止不動。 

(  )134. 已知一彈簧下方若懸掛 10kgw 的物體時其伸長量為 6cm，現

在如果要使三條完全相同的彈簧如圖連接，且並聯的兩條彈簧

每條伸長量皆為 3cm，則所需的外力 F為何? 

(A)5kgw  (B)10kgw  (C)15kgw  (D)20kgw。 

(  )135. 質量分別為 lkg的棉花和鐵塊，在同一地點所受地球引力何者較大? 

(A)鐵塊  (B)棉花  (C)一樣  (D)無法比較。 

(  )136. 同體積的鋁塊(密度 2.7g/cm3)和鐵塊(密度 7.8g/cm3)一起放入水銀中(密度 13.6g/cm3)，兩者

都浮在水銀面上，成平衡狀態，何者所受浮力較大? 

(A)鋁塊  (B)鐵塊  (C)相等  (D)無法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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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右圖是考古學家利用吊車將一具古老的銅像由海中吊起的情況，如果銅像是由

純銅打造而成，在空氣中重量為 400公斤重(設銅的密度為 8.0g/cm3)，且纜線

上方有一個計重用的彈簧秤。(設海水密度為 1.0g/cm3)請回答下列兩題： 

(  )137. 當銅像還在水面下時，彈簧秤的讀數 

(A)400  (B)375  (C)350  (D)325 公斤重。 

(  )138. 銅像由海底一直向上拉(尚在水面下)的過程中，其所受海水的上下壓力差如何變化？ 

(A)變大  (B)變小  (C)不變  (D)先變大再變小。 

(  )139. 做托里切利實驗，如圖，不慎滲入空氣，測得試管內水銀高度為

38cm。若當時大氣壓力為 1020gw/cm2，水銀密度為 13g/cm3，上部

P 點的壓力為 

(A)500gw/cm2  (B)526gw/cm2  (C)610gw/cm2  (D)982gw/cm2。 

(  )140. 有三個形狀不同的容器 A、B、C，它們的底面積大小也不相

等，如右圖，假定三個容器中盛放的水深度相等，下面的各項

釵述中，那一項是正確的?為什麼? 

(A)容器A的底面積最小，所以容器底面所受水的壓力最大  (B)

容器 B中所盛水的體積最大，所以容器底面受水的壓力最大  

(C)容器 C的底面積和盛水的體積，都介於容器 A和容器 B之間，因此容器 C底面所受水的

壓力也必定介於容器 A和容器 B之間  (D)水的深度一樣，所以三個容器底面所受水的壓力

完全相等。 

(  )141. 如圖，一 U形管內裝有甲、乙、丙三種液體，彼此不相溶解，其密度分

別為 d、4d、2d(g／cm3)；當其呈靜止平衡時，則兩邊液面高度差為多

少公分？ 

(A)0  (B)h  (C)2h  (D)3h。 

(  )142. 搬家的時候，名美想移動一只書櫃，但她怎麼也推不動，於是她找來弟

弟再一起用力推，還是無法將書櫃推動。請問此時書櫃與地面的摩擦力 

(A)變大了  (B)變小了  (C)不變  (D)無法判斷。 

(  )143. 鐵達尼號撞上冰山後下沉的過程中，則所受的浮力將 

(A)變大  (B)變小  (C)不變  (D)不能確定。 

(  )144. 下列有關托里切利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A)外界大氣壓力愈大，管內水銀柱高度愈高  (B)玻璃管愈長，管內水銀柱的高度愈高  (C)

若改用水柱，則大氣所能支撐的水柱高度仍然是 76cm  (D)當玻璃管傾斜時，管內水銀柱高

度會增加。 

(  )145. 已知某彈簧伸長量對外力的關係如右圖，則

圖中磅秤讀數為公克重，彈簧伸長量為

cm，上述兩格的答案分別為 

(A)200，4.5  (B)170，9  (C)200，9  

(D)170，4.5。 

(  )146. 下列哪些措施對減少摩擦力是無效的? 

(A)接觸面間加潤滑油  (B)滾動代替滑動  (C)減少質量  (D)加深輪胎上的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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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 如圖，彈簧下端掛一水桶，測量彈簧伸長量如表，此彈簧的彈性限度可能為多少？ 

(A) 30gw ～ 40gw  (B) 40gw ～ 50gw  (C) 

50gw ～ 60gw  (D) 60gw ～ 70gw。 

(  )148. 右圖，實驗裝置呈靜力平靜。已知鋼圈重量 250gw，物體 W 重量 450 gw，兩彈簧

秤重量很微小可忽略不計，則甲、乙彈簧秤指針所指的刻度差應下列何者？ 

(A) 150gw  (B) 200gw  (C) 250gw  (D) 300gw。 

(  )149. 電影『獵殺 U-571』中，潛艇為躲避德軍追擊，潛到深度 200公尺的海水中，但卻

因承受不了海水的壓力而漏水，下列何者正確？(已知海水密度 1.03g/cm3，且密度

不隨深度改變) 

(A)海水給予潛艇壓力約 200×1.03gw/cm2  (B)潛艇所受的浮力與下潛深度成正比  (C)當潛

艇在深度 200公尺的海水中修復漏水時，海水給予潛艇的壓力將逐漸變小  (D)以上皆非。 

(  )150. 右圖為一裝有氣體的密閉系統，若氣閥向右壓縮，則密閉系統內的氣體

的哪一個性質將因此而變小？ 

(A)壓力  (B)質量  (C)密度  (D)氣體分子間的平均距離 

(  )151. 水龜伯在尋寶過程中誤闖陷阱，被困在一個小房間內，此時水從房間上

方逐漸流入，如右圖所示。試問當水面逐漸上升而淹沒水龜伯的過程中，

其雙腳對地面的壓力變化為何？(假設水面還沒有完全淹沒水龜伯，且過

程中水龜伯雙腳皆未離地) 

(A)逐漸變小  (B)逐漸變大  (C)保持不變  (D)先變小再變大。 

(  )152. 右圖為一個活塞平衡時的剖面圖。(每個砝碼質量皆相同)請問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大、小活塞的面積比為 3：1  (B)活塞底部甲點的壓力等於

乙點的壓力  (C)大活塞所受的砝碼壓力大於小活塞所受的砝

碼壓力  (D)以上皆正確。 

(  )153. 誠實布為了探討液壓存在，做了如右圖實驗。(硬塑膠板重量不計)若將

硬塑膠板壓入水面下 20㎝後鬆手，此時由上方筒口慢慢加入酒精(密

度：0.8g/cm3)，則當加入酒精高度為多少公分時，硬塑膠板才會落下？ 

(A)30  (B)25  (C)20  (D)0 公分。 

(  )154. 喬巴吃火鍋時，在清水中放入等體積的魚丸與米血各一個，只見魚丸浮

出水面，米血沉到水底，試問此時： 

(A)密度：魚丸大於米血  (B)質量：魚丸小於米血  (C)浮力：魚丸大於米血  (D)以上皆正確。 

(  )155. 承上題，喬巴想加少許鹽調味，一不小心倒入整包食鹽，攪拌後發現連米血也浮出水面。(假

設在調味過程中，魚丸、米血的體積、密度皆不變。)試問此時 

(A)米血所受的浮力大於米血的重量  (B)魚丸上浮少許，所受浮力變大  (C)魚丸的浮力等於

米血的浮力  (D)魚丸的浮力小於米血的浮力。 

(  )156. 兩津於一大氣壓下，取一片塑膠片與高度 100㎝、底面積 300㎝ 2的水杯裝滿紅墨水，進行

如下圖的實驗。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點的壓力等於乙點的壓力  (B)此實驗可以說明大氣壓力

的存在  (C)若將水改成水銀，實驗結果仍然相同  (D)塑膠片

需塗滿膠水，實驗才能成功。(甲、乙點位於紅墨水與塑膠片的

接觸面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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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 兩個等重的鋁球和鐵球，如右圖，吊在距離支點一樣遠的地方，桿子呈水平

狀態，達靜力平衡，此時將這兩個球放進水裡，假設桿子和線的重量忽略不

計，則桿子會傾向哪邊？(已知密度：鋁球＜鐵球) 

(A)桿子向左傾  (B)桿子向右傾  (C)和原來一樣  (D)不一定。 

【題組】魯夫將餅乾裝入塑膠袋後密封，再將此塑膠袋帶到甲地並投入水中，結果如圖(一)、圖(二)

所示。接著再將此塑膠袋帶到乙地並同樣的投入水中，結果如圖(三)、圖(四)所示。試依據此

狀況，回答下列問題： 

(  )158. 比較甲地與乙地的氣壓，何者較大？ 

(A)甲  (B)乙  (C)一樣大  (D)無法判斷。 

(  )159. 比較圖(二)與圖(四)的浮力，何者較大？ 

(A)甲  (B)乙  (C)一樣大  (D)無法判斷。 

(  )160. 美娜取四支試管內裝水銀，倒插於水銀槽中。已知甲、乙管

直立於槽中之液面，丁管上半部為真空，且乙、丙、丁三管

內部的液面都在同一高度，如右圖所示。試問下列何者為當

時的氣壓？ 

(A)70cm-Hg  (B)76cm-Hg  (C)80cm-Hg  (D)90cm-Hg 

(  )161. 承上題，若將此裝置移到真空室內，下列何者正確？ 

(A)甲管內部的液面最低  (B)甲乙丙丁四管內部的液面高度皆為 0公分  (C)試管內部的液

面高度由小到大依序為甲乙丙丁  (D)以上皆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