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縣立三峽國民中學九十八學年度上學期第一次段考八年級自然科試題 

範圍：康軒版  第 1、2 章 

                                                                                本次試題共計 2  頁     第一頁 

選擇題(1~35 題每題兩分，36~45 題每題 3 分) 

1. （  ）想養孔雀魚，最好別使用下列哪一種水？(A)礦泉水(B)湖水(C)煮沸後剛冷卻的開水(D)溪水。 

2. （ ）下列的測量結果中，哪一項不是完整的敘述？ (Ａ)書桌寬度為 9 個手掌寬(Ｂ)小瓶飲料重 

200 公克(Ｃ)量筒的容量為 100毫升 (Ｄ)課本長度是 26 。 

3. （ ）使用量筒測量水的體積時，甲、乙、丙、丁四位觀察者之視線如右圖，請問誰的讀

數較正確？ (Ａ)(甲)(Ｂ)(乙)(Ｃ)(丙)(Ｄ)(丁)。 

4. （ ）量筒中裝有 100 立方公分、1360 公克之水銀，則水銀的密度為多少？(Ａ) 

13.6 g/cm (Ｂ) 1.36 g/cm (Ｃ) 1260  g/cm  (Ｄ) 1360  g/cm 。 

5. （ ）寶妹使用一支直尺，測量一個物體長度為 4.150 公尺，請問其中哪一個數字是量尺上最小刻

度的準確數值？ (Ａ) 4 (Ｂ) 1 (Ｃ) 5 (Ｄ) 0。 

6. （ ）小明的身高經測量為 185.00 公分，如果換算為公尺，則應記為下列何者？ (Ａ) 1.85 公

尺(Ｂ) 1.850 公尺(Ｃ) 1.8500 公尺(Ｄ) 1.85000 公尺。 

7. （ ）使用上皿天平測量物體質量，當天平平衡時，右盤上的砝碼為：50 公克一個、20 公克兩個、

1 公克 5 個；則此物體的質量應為多少？ (Ａ) 71 公克(Ｂ) 71.0 公克(Ｃ) 95 

公克(Ｄ) 95.0 公克。 

8. （ ）1毫米相當於多少公尺？ (Ａ)十分之一公尺(Ｂ)一百分之一公尺(Ｃ)一千分之一公尺(Ｄ)一萬

分之一公尺。 

9. （ ）使用天平時，必須注意減少誤差，則有關天平的操作，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Ａ)天平不能在月

球上使用(Ｂ)操作天平時，可以直接用手拿取砝碼(Ｃ)使用生鏽的砝碼，不會影響天平測量的

準確度(Ｄ)秤量粉末狀的物質時，應在秤盤上加放秤量紙。 

10. （ ）將某物切割成質量比為 3：1之 A，B兩物，則 A、B 之密度比為何？ (Ａ) 1：3 (Ｂ) 3

：1 (Ｃ) 1：1 (Ｄ) 4：3。 

11. （ ）已知 A、B 兩燒杯，A 燒杯裝水（常溫時），B 燒杯裝密度為 1.5 公克／立方公分之某

液體，某生欲測定一不規則物體之密度，有如下之量度：(甲)物體放入 A 杯內，物體下沉(

乙)物體放入 B 杯內，物體浮起；則所測物體密度可能為多少 g/cm ？ (Ａ) 0.9  g/cm  

(Ｂ) 1.0  g/cm (Ｃ) 1.3  g/cm (Ｄ) 1.8  g/cm 。 

12. （ ）有一密度為 2.24  g/cm  的物質，若改用 kg/m  為單位，則其數值為多少？ (Ａ) 

22400 (Ｂ) 2240 (Ｃ) 224 (Ｄ) 22.4。 

13. （ ）小明要測量一形狀不規則銅塊的密度時，小明可使用下列哪些器材來進行測量？ (Ａ)量筒、燒

杯、水(Ｂ)直尺、天平(Ｃ)直尺、試管、水、天平(Ｄ)量筒、水、天平。 

14. （ ）有關物質密度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Ａ)混合物體密度也可以和純水密度相同(Ｂ)密度愈大

，物質浮在水面的機率愈大(Ｃ)密度因物質種類不同而不同(Ｄ)金屬的密度通常比非金屬大。 

15. （ ）A、B 兩物體之質量比為 3：1，密度比為 4：1，則 A、B 之體積比為何？ (Ａ) 3：4 

(Ｂ) 3：1 (Ｃ) 4：1 (Ｄ) 4：3。 

16. （ ）喝汽水時有時會噎氣是因為下列哪一項？ (Ａ)溫度升高，氣體溶解度減小(Ｂ)溫度升高，氣體

溶解度增加(Ｃ)溫度降低，氣體溶解度增加(Ｄ)溫度降低，氣體溶解度減小。 

17. （ ）如圖，甲、乙兩個組織均勻的圓心球體置於已歸零的等臂天平左右兩秤盤中，

天平兩臂呈現水平，則甲、乙兩球體密度何者較大？ (Ａ)甲(Ｂ)乙(Ｃ)兩者

相等(Ｄ)無法判斷。 

18. （ ）冰塊附近常見的白色霧狀物是什麼？ (Ａ)冰塊釋放出的冷氣(Ｂ)冰直接熔化的小水滴(Ｃ)空氣

中的水蒸氣遇冷凝結而成的小水滴(Ｄ)冰吸熱變成的水蒸氣。 

19. （ ）56％的金門高粱酒中，下列何者為溶液？ (Ａ)酒精(Ｂ)水(Ｃ)高粱(Ｄ)高粱酒。 

20. （ ）雙氧水製取氧氣的過程中，薊頭漏斗的長管末端在液面下的原因是為何？ (Ａ)防止水槽內的水

倒灌(Ｂ)可增加反應速率(Ｃ)產生的氧氣不致於由薊頭漏斗散失(Ｄ)可增加產生氧氣的量。 

21. （ ）銅及金的合金在常溫下有一定的體積及一定的形狀，則此合金為下列何者？ (Ａ)固態溶液(Ｂ)

液態溶液(Ｃ)氣態溶液(Ｄ)以上皆是 

22. （ ）感冒發燒時，若使用酒精擦拭身體，可降低溫度，這是因為下列何者？ (Ａ)酒精溫度比皮膚溫

度低(Ｂ)酒精蒸發時，可以吸收皮膚表面相當的熱量(Ｃ)酒精滲入毛細孔中產生的化學反應(Ｄ

)酒精蒸發時將帶走身上的水分。 

23. （ ）下列哪一種情況下，鐵最容易生鏽？ (Ａ)塗上油漆的鐵(Ｂ)乾燥空氣中的鐵(Ｃ)浸在水中的鐵

(Ｄ)純氧中潮溼的鐵。 

24. （ ）下列哪一種作用或現象發生時，會增加大氣中的溫室氣體？(Ａ)燃燒化石燃料所產生之氣體(Ｂ)

海洋中碳酸鹽類的沉積作用(Ｃ)植物行光合作用產生之氣體(Ｄ)水蒸氣凝結為雨滴降落地面。 

25. （ ）有關空氣的成分與性質，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Ａ)空氣組成中以氧氣最多(Ｂ)暴露於空氣中的



B

C

蘋果會因氧的作用而變色(Ｃ)乾燥空氣中含量第三的為氦(Ｄ)氬氣體因易反應極不容易保存。 

26. （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Ａ)大理石與稀鹽酸作用產生氧氣(Ｂ)木材燃燒可產生二氧化碳(Ｃ)二氧

化錳可加速雙氧水分解，產生氧氣(Ｄ)氧氣具有助燃性。 

27. （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Ａ)氦氣的密度最小，可以用來替代氫氣填充氣球(Ｂ)氧氣是空氣中含量

最多的氣體(Ｃ)空氣中含有氧氣和二氧化碳等氣體(Ｄ)氫氣可以助燃。 

28. （ ）空氣、氧氣和氮氣分別盛放於甲、乙、丙三個廣口瓶中，以燃燒的線香插入，則其燃燒的劇烈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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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  ）利用結晶法分離物質時，所收集到的物質其沸點在溶液中具有何特性？ (A)沒有沸點 (B)沸點

不固定 (C)沸點較低 (D)沸點較高。 

30. （ ）下列有關蒸發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蒸發可在任何溫度下發生(Ｂ)蒸發時的水蒸氣，是看不

見的(Ｃ)溫度高時，蒸發的速率較快(Ｄ)當液體溫度到達某一特定溫度時，才會開始蒸發。 

31. （  ）有一之飽和食鹽水溶液，今在定溫下加入更多的水並攪拌後，發現杯中仍有食鹽固體沉澱，則關

於加水後此水溶液的變化，下列敘述何者正確？(A)溶解量增加，濃度不變 (B)溶解量不變，

濃度增加 (C)溶解量及濃度均不變 (D)溶解量及濃度均增加。 

32. （  ）有關惰性氣體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A)只有氮、氬、氖三種氣體 (B)在常溫或高溫下不易與

金屬產生反應 (C)焊接金屬時使用氬氣可防止金屬與氧反應 (D)氖氣為霓虹燈內的填充氣體 

33. （  ）小明把5公克的糖完全溶解到95公克水中，請問所配製出來的糖水濃度為何？ (A)5％ (B)15

％ (C)95％ (D)100％。 
34. （  ）有一杯重量百分濃度為8％的250公克糖水，若一口氣喝掉其中的50公克，則相當於喝掉多少克的

糖？ (A) 4克(B) 8克(C) 25克(D) 50克。 

35. （  ）小華將10％的食鹽水100公克與20％的食鹽水300公克混合之後，加水至500公克，試問此杯混合

後的食鹽水濃度為多少％？ (A)10％ (B)14％ (C)15％ (D)30％。 

36. （  ）熄滅燃燒中酒精燈的方式，以何者最安全？ (A)用口吹熄 (B)用筆把燈芯壓到瓶中或用剪刀將

燈芯剪掉 (C)用水潑熄 (D)蓋上蓋子使其自然熄滅。 

37. （  ）有關水的溫度對物質溶解度的影響，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水溫越高，氫氧化鈣的溶解度越

大 (B)水溫越高，硝酸鉀的溶解度越大 (C)水溫越低，二氧化碳的溶解度越大 (D)水溫越高

，氧的溶解度越小。 

38. （  ）甲.鐵釘生鏽；乙.食物腐敗；丙.酒精蒸發；丁.汽油燃燒。以上有哪些屬於化學變化？ (A)甲

丙丁 (B)甲乙丁 (C)甲丁 (D)丙丁。 

39. （  ）有關製造氧氣的實驗中，下列何者錯誤？(Ａ)  實驗初期的氣體不予收集(Ｂ) 將點燃的碳粉置

入氧氣瓶中，會產生急劇的爆炸(Ｃ) 鎂帶和木炭粉燃燒之後，廣口瓶外壁溫度上升(Ｄ) 此次

實驗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氧氣 

40. （ ）請問在右圖中(無座標軸名稱)，試問何者何者密度較大?  (Ａ) A(Ｂ) B(Ｃ

) C(Ｄ) 不能確定。 

41. （ ）依據下圖圖一所示，容器的質量為? (Ａ)200(Ｂ)400(Ｃ)600(Ｄ)800 克重 

42. （ ）依據下圖圖二所示，重物甲的密度為 (Ａ)1.2g/cm (Ｂ)1.5 g/cm  (Ｃ

)1.9g/cm (Ｄ)2  g/cm    

43. （ ）依據下圖圖三所示，重物乙密度的範圍落在 (Ａ) 小於 1 g/cm  (Ｂ) 1~1.3 g/cm  (Ｃ) 

1.3~1.5 g/cm  (Ｄ)1.5~1.8  g/cm   之內。 

圖(一)    圖(二)    圖(三)

 

44. （ ）在甲、乙、丙、丁四個廣用瓶進行附表之檢測，氣體分別為氨氣、氮氣、二氧化碳和氧氣，則甲

、乙、丙、丁四瓶中成分依次為下列哪一項？ (Ａ)氨氣、二氧化碳、氧氣、氮氣(Ｂ)氧氣、

二氧化碳、氨氣、氮氣(Ｃ)氨氣、二氧化碳、氮氣、氧氣(Ｄ)二氧化碳、氨氣、氧氣、氮氣。 

瓶號 加水 加澄清石灰水 助燃性 

甲 可溶 無反應 無 

乙 微溶 混濁 無 

丙 難溶 無反應 有 

丁 難溶 無反應 無 

45. （ ）在上題的氣體乙，必須以排水集氣法收集的原因是 (Ａ) 氣體本身不溶於水(Ｂ) 在大氣中成

分最多(Ｃ) 氣體本身活性強，易產生反應(Ｄ) 欲得到純度較高的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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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1    CDBAC 

6    CDCDC 

11  CBDBA 

16  ABCDC 

21  ABDAB 

26  ACCDD 

31  AAAAB 

36  DABBD 

41  BBA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