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北市普通型高中物理科素養導向評量（擇題示例）
一、
新北市萬里隧道全長約 1.1 公里，因兩端均為彎道，故設計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現行雖已於隧
道兩端的隧道口外設置固定式測速照相，但車輛在隧道內仍常有超速行為，過去每月平均發生約 5
起交通事故，每年更有 2 至 3 起重大死亡事故，屬高肇事路段，常讓 90%的守法道路使用者，無辜
受到少數不守法駕駛的牽連。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在萬里隧道首創實施區間平均速率科技執法，於
107 年 5、6 月全面宣導，自 7 月 1 日起開始執法，規定行駛時間低於 57.3 秒的車輛是為優先取締的
違規車輛，結果成效良好，違規車輛佔通過車輛的百分比自 4 月的 10.56%，逐月大降至 7 月的
1.10%，且 5 月至 7 月間僅發生 1 件交通事故。請問萬里隧道實施區間平均速率執法優先取締的違規
車輛，其平均時速約為多少公里／小時？ (A)70 (B)65 (C)60 (D)55 (E)50。 (A)

(2)如下圖所示，請判斷此人是否違規？並說明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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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編號

題 目
附表為小明家中電器及其電功率的資料，已知所有電器皆接於 110 V 的電源上使用，依據
此資料回答下列各題：
電 器
桌燈
電視機
錄放影機
冷氣機
電冰箱
電功率（W）

100

160

35

1200

300

電

器

電鍋

開飲機

微波爐

電腦

吹風機

電功率（W）

1000

600

1000

250

500

1.若小明某星期天使用桌燈看書 3 小時，看電視 2 小時，電腦玩線上遊戲 4 小時，請問小
明當天用電度數為何？
2.某天小明使用電器不當發生了電線走火而發生火災，於火災現場發現多處使用標示為
（125 V，7 A）的三孔延長線，同時連接三種電器，試問下列何者最不可能為起火點？
(A)錄放影機，開飲機，電冰箱 (B)電視機，開飲機，桌燈
(C)電鍋，電冰箱，微波爐
(D)電視機，碟影機，電腦
(E)吹風機，電腦，桌燈
答案
出題年級：高三學生
學校名稱：

1.( ? )

1. 小明在九月收到破萬的電費單，依上述的表格，最可能造成電費高昴的電器元兇的組合？
(A) 桌燈、電腦、電視機
(B) 錄放影機、開飲機、吹風機
(C) 開飲機、冷氣機、電冰箱
(D) 開飲機、電腦、微波爐
(E) 桌燈、電腦、電視機

2.(D)

三、
編號

題 目
在購車的時候，常常會聽到業代說我這台車的扭力有多少或者是我這台車的馬力有多
少。那什麼是扭力？什麼是馬力？扭力，跟引擎的出力有關，扭力越大，車子的加速感
越足夠；馬力，跟引擎的極速有關，馬力越大，車子的極速越高。
那扭力和馬力的關係是什麼呢？在引擎測試時，所能測到的是扭力值，馬力是由扭
力與引擎轉速算出來的，所以扭力與馬力是在同一個測試中得到的。馬力其實是功率的
單位，而不是力；並且「功率=力量*速度」，馬力是功率，在旋轉運動中，扭力是力量力
矩，而轉速是速度，所以馬力是扭力與引擎轉速的乘積。而英制的馬力為 1HP=746W。
則試回答下列 1-2 題：

1. (
)1.現在有一台車的扭力為 20kgw-m 在轉速為 3600r.p.m.會產生，試問轉成公制單位的
話，扭力為多少 N-m 以及轉速為多少 rad/s？(設g = 10 𝑚⁄𝑠 ' )
(A)(200N-m , 60rad/s)
(B) (20N-m , 60rad/s)
(C) (200N-m , 120πrad/s)
(D) (20N-m , 60πrad/s) (E) (20N-m , 120πrad/s)。
2. (

)2.呈上題，試問該台車的馬力大約為多少 HP？
(Ａ)50 (Ｂ)101 (Ｃ)150 (Ｄ)250 (Ｅ)300。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C )

2.(B)

四、
編號

題 目
光學滑鼠的工作原理是:在光學滑鼠內部有一個發光二極體，通過該發光二極體發出的光
線，照亮光電滑鼠底部的接觸表面(這就是為什麽滑鼠底部總會發光的原因)。 然後將光電
滑鼠底部的接觸表面反射回的一部分光線，經過一組光學透鏡，傳輸到一個光感應器元件
(微成像器)內成像。因接觸面粗糙，陰影成像產生不同，這樣，當光學滑鼠移動時，比較
圖像就可以知道軌跡其移動軌跡便會被記錄為一組高速拍攝的連貫圖像。右圖是光學滑鼠
內部裝置圖，箭頭代表光線的行進路徑，
A.B.C.D 四個位置放了光學儀器，試回答下列問題
1.由光線的行進路徑判斷 B 位置應該放置哪一種光學儀器
(A)凸透鏡 (B)凹透鏡 (C)平面鏡 (D)凹面鏡 (E)凸面鏡
2.由光線的行進路徑判斷 D 位置應該放置哪一種光學儀器
(A)凸透鏡 (B)凹透鏡 (C)平面鏡 (D)凹面鏡 (E)凸面鏡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3.請問為何太光滑平整之表面不易使用光學滑鼠？
4.感應接收器所應用的原理？生活中有那些應用？

答案
1.(C )

2.(A)

五、
編號

題 目
【太空垃圾知多少】修改取自『科學人』雜誌
太空垃圾當然不是普通的生活垃圾，它們都是曾經
風光一時的太空高科技遺留下來的拋棄物。它們也
不是漫天亂飛，而是「乖乖」地沿各自的軌道在天
上運行，如同衛星一般。麻煩的是：它們數量千千
萬萬，並且越來越多；它們飛速極快，碰著就遭
殃；它們不聽使喚，你拿它們沒轍。
既然是垃圾，一概是人為造成的。來源林林總總，
有壽終的人造衛星、有把衛星送入軌道時剩下的末
節火箭，後者還往往自行爆裂成碎塊，還有太空軍
事試驗產生的爆裂物、各種包裝或屏罩材料，甚至
還有太空人執行任務時不慎掉了的工具。其中壽終
的人造衛星內部的電池、陀螺儀等零件，在太空那嚴酷的環境裡壞掉、失靈只是遲早的
問題，遲則十年、八年，早則三年、五年。而這些人造衛星死後哪裡去了？它大多仍在
原來的軌道上繼續繞地球飛行，可是已列名為垃圾了。
多年來美國空軍的北美空防司令部用光學或雷達方法偵測並追蹤這些遨遊太空的物體被
他們收錄進黑名單的大塊頭（超過 10 公分的垃圾），目前據說多達兩萬個。小於 1 公
分的則屬小塊，碎屑、殘漆片等，多不勝數又無從確知，不大不小的也應有幾百萬件。
太空垃圾的總重量倒是不難由記錄來估計：所有壽終的人造衛星及末節火箭等進入軌道
的物件重量加總，扣除已掉回地球的總量，估計目前有 5000 多公噸，約相當於台北市
民三天的垃圾量。
至於太空垃圾的分布也遵循著人造衛星軌道按照離地面的高度近至遠可大至分為三群，
分別為低軌道（LEO）衛星，中軌道（MEO）衛星及地球同步軌道（GEO）衛星。
處理太空垃圾的方式，科學家建議了不少處理太空殘骸的方法，包括利用雷射將太空垃
圾推回大氣層焚毀。但瑞士太空系統公司想到了一個創新且實惠的方法，來處理較大型
的太空垃圾。他們計畫在 2018 年的演示任務中，利用 S3 公司設計的小型太空飛機，
將 30 公斤的人造衛星「清空一號」（CleanSpace One）送上軌道。進入軌道後，人造
衛星將伸出四叉機械手臂抓住太空殘骸，接著利用人造衛星上的推進器，將垃圾帶到較
低軌道，釋放到大氣層中燒毀。第一次任務將花費 1600 萬美元，若任務成功，全球的
人造衛星業者將能利用相同的技術清掃地球軌道。
1.

下列對於太空垃圾的描述何者推論為正確? (A)
在相同軌道之垃圾，大塊頭相較碎屑的速度較慢
(B)根據右圖，低軌道垃圾應該屬於類型 C (C)同軌
道之垃圾，無論大塊頭或碎屑之加速度量值相同
(D)位於地球低軌道之垃圾，軌道面與赤道面同 (E)
太空垃圾最終會自己會落入大氣層銷毀毋須處理。

2.

軌道週期分類
50
0

假設清空一號原位於低軌道上繞行，週期約為 3
類別 A 類別 B 類別 C
小時，總能量為 - E。而清空一號要更改至同步
軌道繞行進行清理。令軌道皆為等速圓周運動，則需再提供清空一號多少能量？
(A) E (B) 3E (C) E/4 (D) 3E/4 (E) E/2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答案
1.(C )

2.(D)

1. 請問台灣福衛衛星，成為太空垃圾會為何種軌道的太空垃圾？
2. 根據文章所知，藉由光學或雷達方法偵測並追蹤這些太空垃圾是應用何種物理原理
(a)都卜勒定律 (b)克卜勒定律 (c)牛頓運動定律 (d)司乃耳定律 (e)反射定律

六、
編號

題 目
2018 年冬季奧運訂於 2018 年二月在韓國的平昌市舉行。跳台滑雪是冬季奧運競賽項目之
一，其中選手先從特殊建造的助滑坡的起點向下沿斜面滑行起跑，抵達水平的跳台後，以
所獲的最大水平速度飛出，降落在陡峭的斜坡山丘上，以達到最大的跳躍距離。如圖，給
出了跳台滑雪賽道的輪廓，大致分為四部
分：助滑坡、跳台、飛行段、及著陸坡。
在起滑階段，選手要把摩擦減到最小以獲得
最大的加速度，讓起跑速度達到最大值，這
個速度量值明顯會影響跳躍的距離。θ、s
和 h 分別代表助滑坡的傾斜角度、斜面長度
和高度；H 和 N 分別代表從跳台到著陸山丘
斜坡底端的垂直高度和水平距離。因而著陸
坡的梯度(ｋ)，ｋ=H/N。我們以 g 表示重力
加速度，並假設從跳台躍出的速度（v0）是
水平的。
選手在助滑坡上加速運動期間，以下的選項中，哪個分別代表
重力、正向力以及空氣阻力的方向？(每一小格 2 分)
1.(
)重力
2.(
)正向力
3.(
)空氣阻力
4.(
)假設選手在助滑坡底端的速度為 v，試求雪橇與雪坡間的動摩擦係數μ。請以 h、
g、s、v 以及 θ 表示答案μ。(忽略空氣的阻力和上升力。)
5.(
)假設選手的起跳水平速率為 v0，試問從水平跳台的起跳點到著陸處之間的飛行時
間 t 是多少？請以ｋ、g、和 v0 表示答案 t。(忽略空氣的阻力和上升力。)
6.(
)試問跳台到著陸點的距離 D 是多少？請以 k、g 和 v0 表示答案 D。(忽略空氣的阻
力和上升力。)

出題年級：高二學生
學校名稱：

4.選手可以如何減少滑行期間的摩擦力？

答案
1.(? )

2.(?)

3.(?) 4.(?) 5.(?)

七、
編號

題 目
目前的汽車大多都是以汽油為燃料來驅動。若是能夠以太陽板將太陽能轉換成電能，再透
過電力來驅動汽車，則可以大大地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
1. 一般轎車的引擎輸出功率為10' ℎ𝑝(馬力)。(1 hp ≈ 7.5 × 10' 𝑊)
2. 太陽光線照射到地表的光強度約為8.5 × 10' 𝑊7𝑚' 。
3. 目前商業化的太陽能板的能量轉換效率約為25%。
利用上面的數據，請嘗試推論若單純以太陽能為能量來源，是否有可能製造一台具有實用
性價值的汽車。(需有必要之計算，只回答「是」或「否」者不予計分)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學校名稱：

延伸
1.裝設效率 100%的電池，若要讓該車行駛 1 小時，則要充電多久？
2.若行駛速率 72km/hr，則空氣阻力為多少牛頓？

答案

八、
編號

題 目
在小說「哈利波特」中出現一種魔法道具「隱形斗篷」，在現實生活中似乎可以實現
了。現在科學家設計出一種「超穎材料」，是一種自然界不存在的、人造具有奈米結構的
特殊複合材料。不同於自然界材料都固有一種結構的特點，而可以由科學家隨意改變組
成這種材料最小單位的內在結構、外在形狀等因素，以及這些最小單位的排序，從而賦
予這種材料各式各樣神奇的特質。通過一定的「人工」安排，可以引導光波繞過物體，
只讓它們在物體的另一側出現，就好像穿過一個空無的空間，達到讓物體隱形的效果，
如圖(一)所示。
一般材料的折射率大於 1，由折射定律從真空（或空氣）中入射進這種材料的光
線被偏折，入射線和折射線位於法線的兩側，且入射角大於折射角。不同於一般自然界
中存在材料的折射現象，「超穎材料」可以實現負折射率的材料，即入射光線和折射光線
分布在法線的同側，如圖(二)所示。
電漿子技術是近年來相當熱門與新穎的技術與研究，主要是因為金屬材料結構尺寸
縮小至比可見光波波長小時，會造成自由電子與外加電磁場間交互作用，使金屬材料物
理特性改變，進而使得物質具有新穎的光學特性「負折射率」。
光可繞過介電常數（ε）及導磁係數（μ）為零之球殼狀物質而使得其內物質不與
光波作用，如此便如同隱形一般。超穎物質使用的是具有負折射係數之電漿子物質及正
折射係數的介電質材料，兩者若設計得當，可使等效介電常數趨近於零，為目前最有可
能實現隱形斗篷方法之一。然而目前大部分研究尚只能在單頻光下實現，與人眼可偵測
到之可見光頻段（約 400 ～ 700 nm）仍有段距離。當然，以目前超穎材料的發展程度，
我們離製造出實用的隱身衣還很遠。而以這個領域的發展速度，我們可以想像不遠的未
來能夠做出有實用價值的隱身材料。

(ａ)

(ｂ)

圖(一) 淺色部分代表要隱形的物體，深色部分表示「隱形斗篷」。從圖可看出光波被斗
篷扭曲，從物體旁邊繞過去。
圖(二) (ａ)為光由空氣射入一般材料的折射現象，(ｂ)則為光由空氣射入超穎材料的折射
現象。
閱讀上列短文，回答下列問題：
1.( )當某特定頻率光線以相同入射角從空氣分別射入甲、乙及丙三種不同天然材料的介
質，其折射角的大小關係為甲＞乙＞丙，則下列的敘述中，哪些正確？（應選兩項）
(Ａ)光在甲介質的傳播速率最大 (Ｂ)光在丙介質的傳播速率最大 (Ｃ)光在甲介質的頻率
最大 (Ｄ)光在丙介質的頻率最大 (Ｅ)光在三種介質中的頻率相同。
2.( )「隱形斗篷」是如何使物體達到「隱形」的結果？
(Ａ)物體蓋此隱形斗篷，物體真的消失不見了 (Ｂ)物體蓋上隱形斗篷，物體發出的光線完
全被遮住 (Ｃ)物體蓋上隱形斗篷，光線會被斗篷彎曲，繞過物體，所以我們看不見物體
(Ｄ)物體蓋上隱形斗篷，物體會變成透明，讓光線穿透，所以我們看不見它。
3.超穎材料具有新穎的光學特性「負折射率」，主要與一般材料不同的地方為何？
(Ａ)結構尺寸縮小至奈米(Ｂ)由金屬與塑膠混合製成 (Ｃ)自由電子濃度大 (Ｄ)為一種金屬
材料。
4.超穎材料是屬於現代科技中的哪方面的研究？
(Ａ)半導體 (Ｂ)光電 (Ｃ)奈米 (Ｄ)超導。
出題年級：高一學生
答案
1.(E )
5 如何用現有的科技、技術，設計一個隱形斗篷？
參考答案:軟性 OLED 螢幕、迷彩服。

2.(C)

3.(A)

4.(C)

九、
從 108 年 09 月 01 日起，位於台北
市的自強隧道開始實施「區間測
速」。台北市警局表示「區間測速」

測速終點

係以行駛全路段之車速平均值作為認
定標準，故於監測路段間偶然不慎超
速不至於立刻構成違規，惟後續應再
注意控制車速即可，因自強隧道速限
規定為 40 公里，將針對超逾 20 公里
以上之違規，實施取締。右圖為自強
隧道附近的地形圖，請由上段資訊判
斷，通過自強隧道監測路段時間，最
少需要多少秒，才不會被取締？
(A) 15 秒

(B) 20 秒

(D) 72 秒

(E) 80 秒

(C) 54 秒

整體答對率 56.04%
高分組答對率 71% 低分組答對率 42% 鑑別度 0.305 中

測速起點

十、
育仁老師示例

科目

物理(加深加廣)

命題者

新北市立三重高中

陳育仁

學習內容

PEb-Ⅴa-3 二質點在同一直線上運動，其相對速度 為二質點速度之差。

學習表現

pa-Ⅴa-2 能運用科學原理、思考智能、數學、統計等方法，從所得的資訊或數據，
形成解釋、發現新知、獲知因果關係、理解科學問題、解決問題或是發現新的
問題。並能將自己的結果和同學的結果或其他相關的資訊比較對照，相互檢核，
確認結果； 如果結果不同，能進一步探究原因。

評量重點

一、測驗考生自然科學的基本知識與概念
二、測驗考生科學資料和圖表的理解能力
三、測驗考生自然科學知識的應用能力
四、測驗考生歸納事物因果的分析能力
五、測驗考生運用科學素養的綜合與表達能力
題組1~3題：

情境設定

題目類型

在道路上行車時與前
車保持好安全車距是
最重要的安全守則之
一，今年2月12日交通
部高速公路局公布最
新國道事故檢討分析
顯示，106年國道(高
速公路)A1類事故(當
場或24小時內死亡)
中，最大肇事原因是
未保持行車安全車
距，占比高達
43.33%，比第二名的
肇事原因所占比率
12.18%，高出
31.15%。安全車距是指後方車輛為了避免與前方車輛發生意外碰撞，而在
行駛中與前車所保持的必要間隔距離，。保持安全車距是防止追撞事故最
直接有效，且最根本的方法。安全車距是當前方車輛停止在原地時，足夠
讓後方車輛剎車至停止的距離，右圖是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所公告的國道上
行車時，前後車應保持的安全距離之算法，請依據右側圖表所給資料回答
第1.至3.題：

■單一選擇題 ■ 多選題 ■ 非選題

1. 一部以速率 v 公里/小時行駛的小型車，若在安全車距內恰好可以剎車至停

止，假設在剎車過程中車子作等加速度運動，則此車的加速度量值約為多
少公尺/秒2？(單選、5分) (A)0.077v (B)0.5v (C)v (D)4.9v (E)9.8v 。
指標三
2. 根據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所公告的國道行車時，前後車應保持的安全距離之

算法資料可知，以下敘述何者正確？(多選、6分)

試題說明

(A)同樣速率的大型車及

小型車剎車時，大型車所獲得的加速度大小 < 小型車所獲得的加速度大小
(B)同樣速率的大型車及小型車剎車時，大型車所獲得的加速度大小 > 小型
車所獲得的加速度大小 (C)同一車子在國道上以任何車速行駛，剎車時所
獲得的加速度量值皆相等 (D)同一車子在國道上行駛，剎車時所獲得的加
速度量值隨行車速率的增加而變大 (E)同一車子在國道上行駛，剎車時所
獲得的加速度量值隨行車速率的增加而變小。
指標四
3. 根據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所公告的國道行車時，前後車應保持的安全距離之

算法資料可知，一部行駛中的小型車，若在安全車距內保持等速度運動，
則：
(1)此車以等速度走完安全車距需時幾秒？(5分)
指標三
(2)你認為後車可以如何運用上題所求得的時間，粗估是否與前車保持好安
全距離？(5分) 指標五
1. A
2. AD
3. 解答

解析

參考答案

(1)1.8秒

(2)如解析

(1)初速=5v/18、位移=v/2 (每個給1分)
因為 t = v/2 ÷ 5v/18

Þ t = 18/10 = 1.8秒

(給3分)

(2)當後車見前車過路邊某一定點時開始計時，若後車經同一定點時
歷時超過1.8秒則代表其與前車的距離符合安全距離。 (不論前
一題的秒數是否算錯，只要有提出說法且合理即給5分)

難度

預計
4.5 分鐘

中

主觀判定

答題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