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理化科第一次題目卷 

命題老師：俞任厚 老師                                                   班級座號：       姓名：   

＊選擇題(1~20題每題 3分，21~40題每題 2分，共 100分) 

1. 小志向西走 10公尺，再向南走 30公尺，又向東走 50公

尺，共耗時 10分鐘，試問小志的位移大小為多少公尺？ 

(A) 20公尺(B) 10公尺(C) 50公尺 (D) 90公尺。 

2. 承第 1題，小志的路徑長為多少公尺? 

(A) 20公尺(B) 10公尺(C) 50公尺 (D) 90公尺。 

3. 承第 1題，小志的速度大小為?  

(A) 1 公尺/分 (B) 5 公尺/分 

(C) 1 公尺/秒  (D) 5公尺/秒。 

4. 承第 1題，小志的速率為?  

(A) 9公尺/分 (B) 9公尺/秒 

(C) 5公尺/分 (D) 5公尺/秒。 

5. 小明進行單擺實驗，

結果如右表一，試

問小明可以利用本

次實驗結果做出何

種結論?  

(A)擺長與擺 50次時間成正比 

(B)擺長與週期平方成正比 (C)擺長與擺角成正比 

(D)擺角與週期無關。 

6. 小智想知道自己的家有多高，因此他到屋頂上自由落下

一個物體，物體 5秒後著地，試問下列圖形哪一個可以

描述該物體的運動？(以上方為正) 

(A) (B) (C) (D)  

7. 試問下列選項中何者不適合用作測量時間？(A)心跳聲

(B) 落葉聲 (C)水鐘(D)節拍器。 

8. 下列選項中，何者為一個平均太陽日？(A) 86400秒    

(B) 1440分 (C) 24小時 (D)以上皆是。 

9. 試問下列物理量何者不具方向性？(A)位移(B)速率(C)

速度(D)加速度。 

10. 試問下列選項中，哪一個物體的平均速度大小等於平均

速率？  

            

11. 有一物體由靜止開始加速，a = 5 m/s2，試問在 t = 2時，

速度 V應為多少？ 

(A) 5   (B) 10    (C) 0   (D) -3 m/s。 

12. 承 11題，若 t = 4時，移動距離 S為多少？ 

(A) 20   (B) 40    (C) 80   (D) 100 m。 

13. 小天從距離學校大門 5公尺的地方向東出發(向東為正)，

初始速度為 3 m/s，加速度為 2 m/s2，當到達小春家門時

速度為 5 m/s，試問小春家距離學校多遠？ 

(A) 1 (B) 4  (C) 7  (D) 9  公尺。 

 

 

14. 右圖一是邊長 100公尺的正五邊形，甲

由 A出發順時針走到 D，乙由 A出發逆

時針走到 D，兩者同時出發同時抵達，

試問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A)甲乙位移相同   (B)甲乙速度不同

(C)甲乙速率相同   (D)以上皆非。 

15. 關於物體的加速度，請問下列說法，何者正確？  

(A)速度為零，加速度必不為零  

(B)加速度的方向不一定與速度的方向相同  

(C)加速度減小，速度必減小  

(D)加速度一定時，物體做等速度運動 

16. 根據下列圖形，判斷何者不是等速度運動？  

(A)  (B)  (C)  (D)  

17. 甲、乙、丙三人沿筆直的路線移動，0到 5秒期間距離出

發點的位置和時間的關係紀錄如表二所示，則在第 1秒

和第 5秒之間，何者的位移量最大？ 

時間(秒) 0 1 2 3 4 5 

甲位置(m) 0 5 10 10 10 10 

乙位置(m) 0 2 4 6 8 10 

丙位置(m) 0 -2 -6 -1 2 3 

  

(A)甲 (B)乙 (C)丙 (D)三者相同 

18. 小智在筆直的跑道上折返跑，他

從 P 點起跑，其路徑為 P→S→P

→Q→P→S，總共歷時 5 s，如圖

二所示。下列何者可表示此次小

智折返跑的平均速率？ 

(A)0 m/s   (B)1 m/s，方向向西   

(C)7 m/s   (D)7 m/s，方向向西 

19. 將打點計時器的頻率固定，以

不同的速度拉動甲、乙、丙、

丁紙帶，結果如圖三，四段紙

帶的長度都相同，請問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紙帶甲的加速度大於乙  

(B)紙帶乙的平均速度小於甲 

(C)紙帶丙的加速度小於零  

(D)紙帶丁的速度愈來愈慢 

20. 下列有關自由落體的敘述（不計空氣阻力），何者正確？  

(A)物體落下過程中，速度和加速度同時增大  

(B)物體落下過程中，每秒的速度變化量相等 

(C)物體質量不同時，落下的加速度也不相等  

(D)落下高度不同時，落下的加速度也不相等   

21. 將一球由高樓處自由落下，不考慮空氣阻力，經 4秒後

球落至地面，則樓高幾公尺？（該處的重力加速度值＝

10.0公尺／秒 2） 

(A)40 (B)60 (C)80 (D)100 

22. 在向東行駛的火車上，有一盛水的燒杯靜置於桌面，當

火車減速準備進月台停止時，燒杯內水面的狀態最有可

能為下列何種圖形？（右方為東方）  

(A)   (B)   (C)   (D)  

組次 1 2 3 4 

擺長 m 0.8 0.8 0.8 0.8 

擺角∘ 5 6 7 8 

擺 50次
時間 s 

90.2 90.8 90.6 90.0 

圖一 

表一 

圖三 

<<背面尚有試題>> 

圖二 

表二 



23. 將一小球自左邊斜面

上的 O點自由滑下，

右側有 A、B、C三斜

面，如圖四所示（各

斜面均為完全光滑面），試問小球在 A、B、C三斜面爬升

的高度比較為？ 

(A)A>B>C (B)C>B>A (C)A=B=C (D)B>A>C。 

24. 承 23題，小球在 A、B、C三斜面爬行的距離比較為？

(A)A>B>C (B)C>B>A (C)A=B=C (D)B>A>C。 

25. 下表二為羅東國中某位同學操作加速度運動，使用打點

計時器在紙帶上所留痕跡位置記錄表，任意兩點間隔為 1

秒，試問 AB間平均速度為？ 

 A B C D E 

位置(m) 0 1 4 9 16 

 

(A) 1 m/s (B) 3 m/s (C) 5 m/s  (D)20 m/s。 

26. 承 25題，BC間平均速度為？ 

(A) 1 m/s (B) 3 m/s (C) 5 m/s  (D)20 m/s。 

27. 承 25題，B點瞬時速度為？ 

(A) 1 m/s (B) 2 m/s (C) 3 m/s  (D)10 m/s。 

28. 承 25題，由位置記錄表間距的速度變化，物體的平均加

速度？(A)1 m/s2 (B)2 m/s2(C)3 m/s2 (D)4 m/s2。 

29. 測量某部車在 100公尺的運動過程中，第 5秒末的速度

為 10.6公尺／秒，第 10秒末到達終點時的速度是 10.1

公尺／秒，則此部車在 100公尺內的平均速度為多少公尺

／秒？  

(A)10.0  (B)10.1  (C)10.3  (D)10.6 

30. 右圖五為一遙控飛機由靜止起來到

降落之速度與時間關係圖，試問

0-10秒飛機的加速度為？   

(A) 1 m/s2   (B) 3 m/s2  

(C) 5 m/s2   (D) 10 m/s2。 

31. 承 30題，飛機由起飛到降落一共飛了多遠？ 

(A) 200 m   (B) 400 m   (C)600 m   (D)800 m。 

32. 一物體由靜止做等加速度運動，最初 2秒走 12公尺，若

全部行程 363公尺，若要走完全程還需多少秒? 

(A) 4秒   (B) 8秒   (C) 9秒  (D) 11秒。 

33. 一物體在一直線上作等加速度運動，已知 AB距離為 100m

物體由 A至 B需時 5秒，若通過 A點速度為 10m/s，則物

體通過 B點速度為多少 m/s？ 

(A) 20  (B) 30  (C) 40   (D) 50。 

34. 恰恰在棒球比賽中擊出全壘打

後，由本壘出發依序經過一壘、

二壘、三壘後回到本壘，所經

過的路線形成一個正方形，如

圖六所示。則恰恰經過下列何

處時，與本壘間的位移大小最

大？  

(A) 一壘 (B) 二壘 (C) 三壘 (D) 本壘 

 

 

 

 

 

 

35. 小英和小瑜分別對牛頓第一運動定律提出自己的見解，

其敘述如下： 

小英：若靜止的物體不受外力作用，則此物體會一直維

持靜止。 

小瑜：若運動中的物體所受合力為零，則此物體會一直

作等速度運動。 

關於兩人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兩人均合理   (B)兩人均不合理  

(C)只有雅婷合理  (D)只有怡君合理  

 

36. 阿昌騎腳踏車在筆直的道路上向東前進，當他發現前方

的號誌為紅燈後開始煞車減速並停車，等到號誌轉為綠

燈後再向東加速前進。若阿昌煞車減速時與加速前進時

的加速度分別為 a1與 a2，則兩加速度的方向分別為何？  

(A)a1向東；a2向東   (B)a1向東；a2向西  

(C)a1向西；a2向東   (D)a1向西；a2向西 

 

37. 圖七為一輛汽車在筆直公路上

行駛之 v-t圖。關於汽車在 0

～12秒內的平均加速度，下列

何者正確？  

(A) 2.50 m/s2  (B) 1.25 m/s2 

(C) －1.25 m/s2  (D) －2.50 m/s2 

 

38. 用木棍拍打毛衣可去除表面灰塵，是因為下列何者作用? 

(A)離心力作用(B)反作用力(C)引力作用(D)慣性作用。 

 

39. 下列選項中的運動，何者符合牛頓第一運動定律？ 

(A)鬧鐘靜置在桌上     (B)投手用力將棒球投出 

(C)汽車剎車的減速運動 (D)國旗在風中飄揚。 

 

40. 圖八為直線行駛的甲、乙兩車速度與

時間關係圖，若甲乙兩車在 t1點相

遇，t2點停止，試問下列選項何者正

確？ 

(A)甲乙兩車皆做等速度運動 

(B)甲乙兩車在 t1點前移動距離相同 

(C)甲乙兩車在 t2點前移動距離相同 

(D)甲乙兩車在 t2點位置相同。 

 

圖四 

圖五 

表二 

圖六 

圖七 

圖八 

<<試題結束，請仔細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