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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光的特性： 

A、射入眼睛能使人產生視覺的一種電磁波。 

B、我們要看見物體，必須使始物體表面產生光，射入眼睛，才能形成影像。 

C、非發光體不能自行發光，但是能反射發光體所發出的光線，我們才能查覺物體的存在。 

D、電影放映機將光線投射到螢幕，螢幕再將光反射到我們的眼睛，因此所見到的螢幕非常明亮，

但是螢幕前的空中卻不亮。 

E、光具有能量，能轉換成熱能、電能、化學能...等不同形式的能量。 

(二)光的傳播： 

A、光的傳播不需要介質，在真空中依然能傳播。 

B、光在氣體(空氣)、液體(水)、固體(玻璃)中能傳播； 

且速率的快慢為氣體  ＞  液體  ＞  固體。 

(三)光的直線傳播： 

A、光在真空中或組織均勻的介質中，沿直線進行，因此一般通稱為光線。 

B、由於光的直線前進，因此遇到無法穿透的障礙物時，在物體的背後會產生陰影。 

C、影子的性質： 

(1) 同一光源，障礙物愈長，影子愈長。   

(2) 物體距離光源愈近，影子愈大。 

(3) 物體愈靠近屏幕，影子會愈小。 

       

 

D、影子的應用： 

(1)皮影戲。 

(2)日  晷。   

(3)日蝕、月蝕。 

E、光線直進的證據： 

(1)清晨的陽光沿直線射入門縫中 

(2)夜晚的手電筒、探照燈的燈光沿直線。 

(3)木匠以一眼沿板緣直視，判斷是否平直。 

(4)以單眼沿著桌子邊緣。判斷桌椅是否整齊排列。 

(5)打靶時閉左眼，以右眼瞄準罩門、準星、目標。 

(6)針孔成像： 

甲、取一長方形的密閉空心盒子，盒子的左面有一很小的針孔，右

面則貼有半透明紙或嵌入毛玻璃做成的光屏。 

乙、若在小孔前方放置一物體，由於光直線進行，在光屏上可以看

見一左右相反、上下顛倒的影像。 

丙、任何距離都可產生針孔像：屏幕遠，影像較大；屏幕近，影像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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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如果針孔的面積過大，物體上各點在光屏上對應形成的像不是一個點，而是一個小範

圍，影像因而模糊不清。 

戊、中午時，樹蔭下的小亮圈是太陽經樹葉間縫隙，所形成的針孔成像。 

己、日食時，樹蔭下的小亮圈並不是完整的圓，而是遮蔽的太陽影像。 

(a) 上下巔倒，左右相反； 

(b) 實像； 

(c)  物體靠近針孔，成像愈大；針孔愈小，影像愈清晰。     

     
 

   

 

(四)光的傳播速率： 

A、光的傳播速率比聲速【快】。 

B、實例：(A)  打雷時，先見到閃電，才聽到雷聲。 

    (B)  觀看焰火時，先見到火花，才聽到爆炸聲。 

C、比較：聲音在  15  ℃  時的速率為  340  米／秒。 

    光在真空中的速率為每秒三億公尺(3×108米／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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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光速的測量： 

A、最早時期：伽利略。 

甲、方   法：以測聲速的方法測量光速。 

乙、結   果：失敗  (認為光速無限大)。 

B、測量成功：菲左(法國人)。 

甲、結果：光在空氣中的速率為  3×108  米／秒。 

C、光在不同介質中的速率： 

甲、光在空氣中的速率約等於光在真空中的速率。 

乙、光在不同介質中，會有不同的速率。 

丙、光在真空的速率最快；在其它介質的速率較慢。 

丁、光速：真空＞氣體(空氣)＞液體(水)＞固體(玻璃)。 

    光在水中的速率約為空氣中速率的 3/4。 

    光在玻璃中的速率約為空氣中速率的 2/3。 

    光由空氣射至水中，速率變慢；光由水射至空氣中，速率變快。 

 

 

1.光的直線傳播之證明如圖，甲、乙兩生

分別持一支長約一公尺的塑膠管，其中

甲生的塑膠管成彎曲狀，乙生的塑膠管

則成直線狀，然後分別對著電燈望去。則： 

(1)甲生_______(填看見或看不見)燈光；乙生________(填看見或看不見)燈光。 

(2)由兩生實驗結果，可約略斷定光線是以________方式進行。 

2.愛莉絲將一厚紙板鏤有三角形、圓形、長方形的洞，垂直立於牆壁之前，

然後以手電筒照射，如右圖。則： 

(1)牆上的三角形、圓形、長方形是明亮或黑暗？_________。 

(2)三角形、圓形、長方形以外的牆壁上，是明亮或黑暗？______。 

(3)以上觀察，顯示出光線以_________方式進行，因此無法透過障礙。 

3.在伽利略測定光速的實驗中，試回答下列問題： 

(1)兩山頭距離約 1 公里，光在兩山頭來回一吹時間為______秒。 

(2)伽利略實驗測量光速，失敗的理由是光在這兩山頭來回一次   

(A)時間太短，憑人類的反應無法測量  (B)時間太長，無法正確測量  (C)光無法反射，故

測量不出  (D)能量消耗太多，無法測出。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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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文蕙從右圖中小孔，可以看到燭火發出的光，試回答下列問題： 

(1)此時小孔位置是否在同一直線？______。 

(2)承上題，將其中任一紙板向右移動，是否可見到燭光？____。 

(3)這個實驗可以證明光具有下列那一種性質？   

(A)直線傳播  (B)反射  (C)折射。______。 

5.如右圖 S 表光源，Q 表不透明體，請回答下列問題： 

(1)眼睛在 A 點，可看到光源的_________。 

(2)眼睛在 B 點，看到光源的_________。 

(3)眼睛在 C 點，看到光源的_________。 

(4)眼睛在 D 點，看到光源的_________。 

(5)大自然界的什麼現象和上述的原理相同呢？_________。 

6.我國古時代就利用右圖的裝置測時間，試回答下列問題： 

(1)右圖中的測時的儀器稱為_________。 

(2)若標竿所成影子的範圍最大時為 O、A及 O、G 兩點構成的扇狀，則當

太陽剛出來時，影子到達_________點。 

(3)夏天正午時，標竿的影子_________(可或不可)見到。 

(4)若標竿影子範圖為 0、B 連線構成的扇形時，約為_____午_____時。 

7.曉茹在山谷中做聲速及光速的測定，若山谷兩側相距 1 公里，她在東側山壁放了一面大鏡子讓

光與聲波均能反射回西面山壁的原發射地，已知聲波速率約為 340 公尺/秒，光速約為 3×108

公尺/秒，她同時在西側山壁發出聲波與光波，則： 

(1)首先看到反射光或聽到回音？_______。理由是。_____________________。 

(2)能否由上述實驗求出聲波之波速？_________。 

(3)能否由上述實驗求出光速？_________。 

8.燭火光線經過小孔，可在後面紙屏上形成倒立的燭火影像，如圖。試回答下列問題： 

(1)本實驗可證明光的傳播有何種性質？________。 

(2)針孔移近燭火時，燭火的像  (A)變大  (B)變小  (C)不變。_____。 

(3)紙屏移近針孔時，燭火的像  (A)變大  (B)變小  (C)不變。____。 

(4)若針孔和紙屏距燭火各為 20 公分及 50 公分，紙屏上燭火影像高

為 15 公分，今僅將紙屏向後再移離針孔 20 公分，則像之高度

變為_________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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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木匠以單眼沿木板邊緣直視判定是否平直，是利用光的 

(A)波動  (B)直進  (C)反射  (D)折射。 

____2.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均勻的介質中，光沿直線進行  (B)由樹葉空隙射到地面的日光現出無數小圓形，這是

樹葉空隙的像  (C)障礙物與光源相距越遠時，生成的影子輪廓會不清晰  (D)光源非一點而

有相當面積時只生本影。 

____3.日光照射下，電線桿在地面上有影子而電線無影子，原因為 

(A)電線過細，本影不能達地面  (B)電線為透明物體  (C)太陽距地球太遠  (D)日光過強。 

____4.光源附近置一物體而形成影子，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影子與光源在物體異側  (乙)影子形狀與物體形狀相同  (丙)若光源的大小一定，則影子

的大小僅隨物體的大小而變  (丁)光源的距離與光源照射的角度均與影子的形狀、大小有關。 

(A)甲乙  (B)乙丙  (C)甲丁  (D)甲乙丙。 

____5.夜晚施放美麗煙火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先看到煙火在高空中散開來  (B)先聽到煙火爆炸聲   

(C)同時聽到爆炸聲及看到燄火  (D)以上皆有可能。 

____6.陰影之形成是由於光之何種特性？ 

(A)反射  (B)直線傳播  (D)折射  (D)干涉。 

____7.右圖手電筒右移時，則照射左側牆壁上亮區面積大小，如何變化？ 

(A)變大  (B)變小  (C)不變  (D)以上皆錯。 

____8.由樹葉空隙照射在地面上的日光現出無數小圓形之原因 

(A)樹葉空隙是圓的  (B)地球是圓的  (C)圓形面積最小  (D)太陽是圓的。 

____9.光在下列何情況或介質中速率最慢？ 

(A)真空  (B)空氣  (C)水  (D)各介質中速率相等。 

____10.右圖 S代表光源，Q 代表不透明物體，眼睛在下列何

點可看到光源呈環形？ 

(A)A  (B)B  (C)C  (D)D。 

____11.夏天太陽由早上到黃昏前，升旗桿影的移動方向及大小如何變化？ 

(A)向西移，逐漸變小  (B)向東移，逐漸變大   

(C)向東移，先變小後變大  (D)向西移，先變大後變小。 

____12.右圖，將金屬球移近牆壁時，牆壁上球的影子大小如何變化？ 

(A)變大  (B)變小  (C)不變  (D)視金屬球大小而定。 

____13.甲、乙兩星球發生星際大戰，甲星球上發明一種能以光速飛行的太空武器，且以此武器攻

擊乙星球，則乙星球上的人 

(A)當飛行物起來時，即能觀測知  (B)起飛後數秒，即能觀測知   

(C)在其飛行時，無法觀測知  (D)以上皆非。 

____14.右圖，桌面上架一燈泡，燈頭朝右，燈泡與桌面遮以大硬紙屏(紙屏上穿一針孔)。在暗室中

作實驗，紙屏的針孔正對著燈泡時，桌面會覺得 

(A)燈頭朝左明亮的燈泡像  (B)燈頭朝右明亮的燈泡像   

(C)針孔型的光點  (D)無光線透過。 

____15.承上題，若將紙屏下移，則桌面上的成像大小如何變化？ 

(A)成像變大  (B)成像變小  (C)成像大小不變  (D)無光線透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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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6.北極星與地球相距 43 光年，若今晚北極星發生爆炸，則地球上科學家如何得知？ 

(A)今晚以眼睛往北極星的方向看就可能知道  (B)今晚以天文望遠鏡觀察就可知道   

(C)要 43 年後才能觀察得知  (D)要 86 年後才能知道。 

____17.請按大小順序排列光在下列介質中之傳播速度 

(甲)空氣  (乙)水  (丙)金剛石  (丁)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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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18.中秋夜晚觀賞煙火，總是先看到火花，再聽到傳來的爆炸聲，這是因為 

(A)火花先產生  (B)聲音產生的位置比較遠  (C)光速比聲速快  (D)以上都正確。                                                               

____19.若光速降低與聲速相等，則月蝕自初虧到復圓時間將 

(A)增長  (B)縮短  (C)不變  (D)不一定。 

____20.下列敘述，何者不能說明光的直線傳播？ 

(A)湖光山色  (B)以一目判定教室內的桌椅是否排整齊  (C)日蝕、月蝕   

(D)用一根棍子及皮尺，我們在白天可以測量旗竿的高度。 

____21.臺北到高雄的距離約三百公里，光需要多久的時間可以到達？ 

(A)百分之一秒  (B)千分之一秒  (C)萬分之一秒  (D)十萬分之一秒。 

____22.管理組長下口令:「各班排頭為準，向右看齊。」同學們是利用光的何種特性看齊？ 

(A)光速很快  (B)光的直線傳播  (C)光的反射  (D)光的折射。 

____23.s 代表光源，Q代表不透明體，則何者敘述錯誤？ 

(A)A 點看到光源的上部分  (B)B 點看到光源的下部分  

(C)C 點看不到光源  (D)D點看不到光源。 

____24.在陽光下有關於影子的敘述，何者錯誤？ 

(A)竿影頂點與竹竿頂點雨點連線的延長線可通過太陽  (B)竿影的大小可隨陽光照射角度

的不同而變  (C)影子可能比物體大，也可能比物體小  (D)長方形物體，其影子一定是長

方形。 

____25.光在那一種情況或介質內沿直線傳播？ 

(A)真空  (B)水  (C)玻璃  (D)以上皆是。 

____26.影子與光源在物體的 

(A)同側  (B)異側  (C)同側異側均可能  (D)無法判定。 

____27.志佳於下午四點時，發現其影長為 40 公分，同一時刻 20 公尺高之水泥柱影長為 5 公尺，

則志佳身高為若干公尺？ 

(A)1.50  (B)1.60  (C)1.70  (D)1.80。 

____28.如圖為針孔成像的實驗裝置，蠟燭長 5 公分，則紙

屏上像的長度為多少公分？ 

(A) 10 (B) 20 (C) 30 (D) 40。 

____29.下列敘述哪一項和光的直線傳播沒有關係？ 

(A)日食、月食的產生 (B)狙擊手瞄準敵人開槍 (C)計時工具──日晷  

(D)水中的魚兒看起來比實際上的位置較淺。 

____30.如圖是胖多在暗室中，以蠟燭和手在牆壁上做出各種造型的影子，

這個現象的成因是因為光有哪一種性質造成的？ 

(A)繞射性 (B)直進性 (C)反射性 (D)折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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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1.由樹葉空隙照射在地面上的日光，出現無數亮的小圓形是因為下列何者？ 

(A)樹葉空隙是圓的 (B)地球是圓的 (C)圓形面積最小  

(D)是太陽的像，太陽是圓的。 

____32.如圖為針孔成像的實驗裝置，當針孔向左移動靠近燭火時，則紙

屏上的像將如何變化？ 

(A)放大 (B)縮小 (C)不變 (D)正立。 

____33.假設陽光經樹葉的細縫，在地面上形成的圓形光點，就是太陽的「像」。已知太陽到地球之

距離約為 1.5×108 公里，樹葉的細縫離地面之距離約為 5 公尺，光點的直徑為 5 公分，小

堂據此推算太陽的直徑大約為多少公里？ 

(A) 7×106 公里 (B) 7×107 公里 (C) 1.5×106 公里 (D) 1.5×107 公里。 

____34.某生於下午四點時，發現其影長為 40 公分，同一時刻 20 公尺高之水泥柱，其影長為 5 公

尺，則該生身高為多少公尺？ 

(A) 1.50 公尺 (B) 1.60 公尺 (C) 1.70 公尺 (D) 1.80 公尺。 

____35.在針孔成像實驗中，如果針孔開得太大時，則在紙屏上的成像會發生什麼變化？ 

(A)像由實像變虛像 (B)像的清晰度減低 (C)像由倒立變正立 (D)像面積縮小。 

____36.下列哪些現象跟光線的直進性有關？ 

(甲)皮影戲  (乙)雨後的彩虹  (丙)日食與月食   

(丁)游泳池的實際水深比看到的還要深  (戊)立竿見影。 

(A)甲丁戊 (B)甲乙丙 (C)甲丙戊 (D)甲丙丁。 

____37.人眼能看到五光十色的各種物質是因為下列哪一項？ 

(A)這些物質是發光體 (B)從這些物質有光線到達人眼中  

(C)這些物質即使不發光，也能將光完全反射出來 (D)這些物質能將光完全吸收。 

1.燭火立在障礙物前，一束光線穿細小針孔，方向如右圖，則： 

(1) 此光線發自那一點？_______。   

(2) 紙屏上的燭火像應是_______立的形狀。 

(3) 承上題，由像說明了光的何種性質？_______。 

(4) 若把障礙物移近燭火，則紙屏上燭火像大小如何改變？______。 

2.如右圖(一)，障礙物呈正方形，細小的光源正向照射障礙物時，在光屏

上有一個正方形的影子，則： 

(1) 若把光源向右移，其餘不動，則影子面積________。 

(2) 若把障礙物向右移，其餘不動，則影子面積變______。 

(3) 若光屏向右移，其餘不動，則影子面積變______。 

(4) 若光源改成手電筒，如右圖，則手電筒向右移時，影子大小的改

變比較明顯或不明顯？________。 

3.光不像聲音，光可以在________中傳播。   

4.早上六點太陽由地平面升起，下午六點由地平面下去，正午時高 20 公分的日晷，影長為零，則： 

(1) 何時日晷影子最長？ 

(A)上午 7 點  (B)下午 4 點  (C)上午 10 點  (D)下午 1 點。______。 

(2) 太陽光與地面夾 45 角時為下午幾點？   

(A)1點  (B)3 點  (C)4 點  (D)5 點。_____。 

(3) 承上題，此時日晷的影長為_______公分。 



4-1_光的傳播 ８ 

(4) 下列那些可證明光的直進？_________________。  

(A)燈泡比蠟燭發光強  (B)往嘴巴內看時，無法看到胃膩  (C)以一目能斷定板緣平直與否  

(D)不透光的物體後面產生影子  (E)我們看不到牆壁背面的東西  (F)沒有比光更快的東西  

(G)月球運行到太陽與地球之間發生日食現象。 

5.民國 86 年 3 月 9日上午，臺灣地區可以觀看到日偏食，是因為光以_______方式傳播的結果，

所以部分太陽光被月球遮住而不能照射到臺灣。   

6.真空中，光速＝a×10x公里／秒＝a×10y公分／秒＝a×10z公尺／秒，則： 

a＝___，x＝____，y＝____，z＝____。   

7.下列各項中，那些可用來證明光的直進？答：_________________。 

(A)燈泡比蠟燭發光強  (B)往嘴巴內看時，無法看到胃腸  (C)以一目能斷定板緣平直與否  (D)

不透光的物體後面產生影子  (E)我們看不到牆壁背面的東西  (F)沒有比光更快的東西  (G)月

球運行到太陽與地球之間發生日食現象  (H)眼睛無法由彎曲管子的一端看到另一端。  

8.右圖是小華在暗室中，以蠟燭和手在牆壁上做影子的遊戲，試回答下

列問題： 

(1) 手不動，將燭火移近手，影子大小變化如何？ 

(A)變大 (B)變小 (C)不變。 

(2) 小華接著將手至牆壁的距離固定不變，而將蠟燭改換一較亮的小燈泡，仍放在蠟燭原來的位

置上，則此時牆上的影子大小變化如何？ 

(A)變大 (B)變小 (C)不變。 

(3) 小華的手會在牆壁上產生影子，這是因為光有哪一種性質造成的？ 

(A)光速極快 (B)光沿直線傳播 (C)光的反射 (D)光的折射。 

9.針孔成像實驗，裝置如圖，回答下列問題： 

(1) 此實驗是在證明光的________，所得的成像是______立(正、倒)______像

(實、虛)。 

(2) 燭火離針孔愈近，成像愈______(大、小、不變)。針孔愈大，成像愈______(清

晰、模糊)，愈______(亮、暗)。 

10.如圖，物體與蠟燭的距離為 60  cm，蠟燭與紙屏的距離為 90  cm，

試回答下列問題：   

(1) 若圖 h為 12  cm，則 H 為______cm。 

(2) 若物體面積 a為 144  cm2，則圖中影子面積 A 為______cm2。 

11.1997 年 7 月 4 日，美國的太空登陸小艇降落火星，由地球上的科學家發出的電磁波(速率與光相

同)，經過 500 秒時收到回訊，若訊號交換的時間不計，則火星與地球距離約_________萬公里。 

12.如圖，有一不透明的物體面積 10  cm2，將其置於距離點光源 50  cm

處，則距該物體後方 150  cm的牆壁上，會出現________cm2的影子。 

13.光在空氣中的傳播速率每秒約___________公里。   

60 cm
90 cm

a A
Hh蠟

燭

物體
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