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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學年第二學期第一次段考八年級理化科試題
一、單選題：100% 

(  )1. A物質 10公克與 B物質 20 公克反應，其反應式為   

2A＋B → 3C＋D，反應後產生 D物質 11公克，剩下

A物質 1公克，則請問產生 C物質為若干公克？  

(A)9 (B)18 (C)19 (D)20 

(  )2. 附圖是銅與氧氣反應的情形，今有 8克的銅完全與氧

氣作用，需消耗氧氣多少克？ 

  
(A)1 (B)2 (C)3 (D)4 

(  )3. 把裝有稀鹽酸的試管放入裝有碳酸鈉溶液的錐形瓶

中，並以橡皮塞緊密塞住錐形瓶瓶口，用天平量出總

質量；接著倒轉錐形瓶，使稀鹽酸和碳酸鈉溶液混合

後，取下橡皮塞，與錐形瓶一起放在天平秤盤上，再

量出總質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稀鹽酸和碳酸鈉溶液不發生反應，故所量出的總

質量不變 (B)稀鹽酸和碳酸鈉溶液發生反應，但所

量出的總質量不變 (C)稀鹽酸和碳酸鈉溶液發生反

應，但所量出的總質量增加 (D)稀鹽酸和碳酸鈉溶

液發生反應，但所量出的總質量減少 

(  )4. 下列哪一項為鈉與水反應的反應式？  

(A)2Na＋2H2O → 2NaOH＋H2 (B)2H2O2 → 2H2O＋O2 

(C)CaO＋H2O → Ca(OH)2 (D)2K＋2H2O → 2KOH＋H2 

(  )5. 若有一批混合物在空氣中燃燒後產生二氧化碳、二氧

化硫、碳酸鈉與水蒸氣，請問該混合物中至少含有哪

些元素？  

(A)硫、碳、氫、氧 (B)硫、碳、氫、鈉 (C)鈉、

氧、硫、碳 (D)氧、硫、碳 

(  )6. 22克的二氧化碳氣體中，下列何項正確？（C=12，O=16）  

(A)共有 6×1023個分子 (B)含有 3×1023個氧原子  

(C)含有 6×1023個碳原子 (D)共有 9×1023個原子 

(  )7. (甲) 2.4×1023個 C6H12O6分子；(乙) 0.3莫耳 CaCO3

分子；(丙) 1.2×1023個 CO2分子；(丁) 0.5莫耳 H2SO4

分子；以上這四種分子，何者之質量最大？ (H=1， 

C=12，O=16，S=32) 

(A)甲 (B)乙 (C)丙 (D)丁 

(  )8. 甲烷（CH4）與丙烷（C3H8）在充足的氧氣下完全燃燒

反應，反應式如下，其反應式皆未平衡：「CH4＋O2→

CO2＋H2O」；「C3H8＋O2→CO2＋H2O」。若各取 1莫耳的甲

烷與丙烷使其完全燃燒，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兩氣體燃燒前的質量比為 1：1 (B)燃燒所產生

水蒸氣的莫耳數比為 1：2 (C)燃燒所需氧氣的莫耳

數比為 2：5 (D)燃燒所產生二氧化碳的莫耳數比為

1：3 

(  )9. 反應式中化學式前的數字稱為平衡係數，可代表物

質反應時的莫耳數比，由 2H2O 電解
───→2H2＋O2可知 

2莫耳水（H2O）經電解後可得多少莫耳的氧氣（O2）？  

(A)1 (B)2 (C)3 (D)4 

(  )10. 下列何種物質，燃燒後的生成物之水溶液可使紅色

石蕊試紙變成藍色？  

(A)銅 (B)碳 (C)鈉 (D)硫 

 

 

(  )11. 有關硫粉在空氣中燃燒的實驗結果，下列敘述何者

錯誤？  

(A)燃燒的火焰呈藍紫色 (B)硫的燃燒生成物是SO2 

(C)硫的燃燒生成物溶於水生成 H2SO4 (D)硫的燃燒

生成物溶於水可使廣用試紙呈紅色 

(  )12. 鎂、鋅、銅、碳四種元素對氧的活性由大而小的順

序是下列哪一項？  

(A)C＞Mg＞Zn＞Cu (B)Mg＞C＞Cu＞Zn (C)C＞Mg

＞Cu＞Zn (D)Mg＞C＞Zn＞Cu 

(  )13. (甲)氧化鎂；(乙)氧化銅；(丙)氧化鈉，三種氧化

物與碳作用何者反應最激烈？  

(A)甲 (B)乙 (C)丙 (D)皆相同 

(  )14. 關於「Mg＋CuO → Cu＋MgO」的反應中，下列何者

敘述正確？  

(A)Mg是還原劑，CuO是氧化劑 (B)Mg是氧化劑，

CuO是還原劑 (C)Mg被還原，CuO被氧化 (D)對氧

活性是 Cu大於 Mg 

(  )15. 食鹽溶解在水中可以導電，是因為水溶液中有何種

粒子？  

(A)電子 (B)質子 (C)分子 (D)離子 

(  )16. 關於電解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電解質水溶液可以導電 (B)電解質可以溶於水 

(C)電解質是化合物 (D)會導電的物質都是電解質 

(  )17. 氫氧化鈣水溶液中，鈣離子（Ca2＋）和氫氧根離子  

（OH－）的總數比例為何？  

(A)1：2 (B)2：1 (C)1：1 (D)1：3 

(  )18. 將各 1莫耳的下列何種化合物，投入水中，所解離

出的離子個數最少？  

(A)NaOH (B)CaCl2 (C) C2H5OH (D)Ca(OH)2 

(  )19. 關於水溶液的導電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化合物溶於水後，若水溶液呈酸性，則其水溶液

具導電性 (B)化合物溶於水後，若水溶液呈中性，

則其水溶液不具導電性 (C)可溶於水的化合物，其

水溶液必具有導電性 (D)化合物溶解的質量越大，

水溶液的導電性越好 

(  )20. 有一電解質的化學式為 A3BX，若溶於水後，完全解離

產生 150個 A2＋及 100個 B粒子，則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B粒子帶正電 (B)X＝3 (C)B離子為 B3－ (D)

該溶液帶正電 

(  )21. 在古埃及文物中，法老王的金製面具經歷了數千年，

至今仍然色澤鮮艷。這與黃金的哪項性質有關？  

(A)延展性 (B)導熱性、導電性 (C)軟硬度 (D)

化學性質的活性 

(  )22. 矽是半導體科技發展的關鍵元素，在高溫下氫氣與

四氯化矽（SiCl4）反應，可製取高純度的矽，該反

應的化學反應式為「2H2＋SiCl4 → Si＋4X」，關於

反應式中「X物質」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Si=28，Cl=35.5) 

(A)X的化學式為 HCl (B)此化學反應屬於分解反應 

(C)X物質為非電解質 (D)四氯化矽中矽元素和氯

元素的質量比為 1：4 

(  )23. 詩詞乃是古人為我們留下的珍貴寶藏，充實我們的

精神內涵，下列各選項的詩句中何者與化學變化無

關？  

(A)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涙始乾 (B)爆竹聲

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C)何意百煉鋼，化為

繞指柔 (D)風吹柳花滿店香，吳姬壓酒勸客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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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適量的稀土元素對於人體健康有益，具有抗凝血、

抗腫瘤、抗動脈硬化、消炎殺菌等藥理功能：據統

計人體內平均攝入的稀土元素為每天 250毫克，若

稀土元素的平均原子量為 45，則一年中（365天計

算）人體所攝入的稀土量約有多少莫耳？  

(A)0.5莫耳 (B)1莫耳 (C)1.5莫耳 (D)2莫耳 

(  )25. 鋼絲絨生鏽質量變大，木炭燃燒後質量變小，關於

此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鋼絲絨與氧氣反應，所以質量變大 (B)木炭燃

燒產生 CO2溢出，所以質量減小 (C)此二反應都不

遵守質量守恆定律 (D)二者都是化學反應 

(  )26. (甲)原子種類(乙)原子數目(丙)質量總和(丁)分子

種類(戊)分子數目(己)原子排列方式。依道耳吞原

子說，化學反應前後，上述不變的有哪些？  

(A)甲乙丙 (B)丁己 (C)丁戊己 (D)戊己 

(  )27. (甲)鈉燃燒火焰為黃色，生成產物 Na2O，產物溶於

水呈鹼性(乙)鎂燃燒產生白色強光，生成產物 MgO，

產物溶於水呈鹼性(丙)鋅燃燒火焰成藍紫色，生成

產物 ZnO，產物溶於水呈中性(丁)銅燃燒火焰呈綠色，

生成產物 CuO，產物溶於水呈中性。上述何者正確？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  )28. 甲醇（CH3OH）燃燒的反應式如下：aCH3OH＋bO2→cCO2

＋dH2O，係數尚未平衡。若將 4莫耳的甲醇與氧完全

作用燃燒，則需供應多少克的氧氣？  

(A)64 (B)96 (C)128 (D)192 

(  )29. 在實驗室中，取 140 g的化合物甲與 30 g的化合物

乙完全反應恰可生成 170 g 的化合物丙，其反應的

分子示意圖如附圖所示，甲表示為 ，乙表示為 

，丙表示為 ，則甲：乙：丙的分子量比為

多少？ 

  
(A)1：3：2 (B)14：3：17 (C)14：9：28  

(D)28：2：17 

(  )30. 小華將鋅片放入硫酸銅水溶液中，觀察到有反應發

生，則關於此反應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溶液中有氧氣不斷冒出 (B)鋅片上有紅色的銅

析出 (C)溶液的顏色由無色漸漸變成藍色 (D)反

應會生成具刺激性臭味的SO
 

2氣體 

(  )31. 將以下四種的物質分別放入未蓋上玻片的蒸發皿內

進行反應： 

(甲) 碳酸氫鈉受熱分解為二氧化碳、水與碳酸鈉 

(乙) 碳酸鈉溶液與氯化鈣溶液混和 

(丙) 大理石粉末加入鹽酸溶液 

(丁) 雙氧水溶液加入二氧化錳 

以上四種化學變化，有幾項的蒸發皿內物質質量變

化將如附圖改變？ 

   
(A)1項 (B)2項 (C)3項 (D)4項 

(  )32. 小華在準備實驗器材時，不慎將鹽酸、氫氧化鈉、

硝酸鉀、蔗糖等四種溶液混淆，為了分辨溶液種類，

他設計了幾個檢驗步驟，結果如附表。關於四杯溶

液的種類配對，何者正確？ 

 甲 乙 丙 丁 

導電性 X O O O 

（藍）石蕊試紙顏色 藍色 紅色 藍色 藍色 

（紅）石蕊試紙顏色 紅色 紅色 紅色 藍色   
(A)甲—鹽酸 (B)乙—氫氧化鈉 (C)丙—硝酸鉀 

(D)丁—蔗糖 

(  )33. 小珍和爸媽一起到附近攤販吃麵，她拿起桌上的免

洗筷聞了聞，發現有一股酸味，這股酸味是由於免

洗筷的製作、運送、儲存過程中，哪一個過程造成

的?  

(A)用過氧化氫來消毒 (B)用二氧化硫醺筷子以使

筷子變白 (C)用類胡蘿蔔素當作抗氧化劑 (D)放

置時間太長，導致過期變質 

(  )34. 毅凡看到在實驗桌上的化學藥品中，氯化鈉(NaCl)、

氫氧化鈉(NaOH)和金屬鈉(Na)三種固體的標籤中都

有「Na」符號。他想，這些物質都含有「Na」，它們

的性質有多少是相同的？以下是他列出的一些性質，

你認為其中哪一個最正確？  

(A)三種物質中的「Na」符號相同，這些「Na」的化

學性質應該相同 (B)三種物質置於水中，與水作用

後，一個「Na」所帶的電量應相等 (C)三種固體都

含有「Na」，連接電極時應該都能導電 (D)三種固

體都含有「Na」，置於水中後，水溶液的酸鹼性應相

同 

(  )35. 下列何者不屬於電解質共同的性質？  

(A)必為化合物 (B)可溶解於水中 (C)本身可導

電 (D)大致可分為酸、鹼、鹽等三類物質 

(  )36. 電解質溶於水中後會產生離子，並藉由離子的移動

達到導電效果，關於電解質及離子的描述，下列何

者正確？  

(A)電解質在水中產生離子的過程稱為溶解 (B)離

子是由原子經得失電子後所形成，故有正、負電性

之分 (C)正、負離子的總個數必相等，以保持水溶

液的電中性 (D)常見的氫離子、銅離子和氯離子，

皆屬於正離子 

(  )37. 新北市某游泳池進行消毒工作時，疑似新進員工誤

將鹽酸與漂白水一起加在水中，而產生刺鼻異味，

造成現場至少 8 人身體不適。請問鹽酸和含次氯酸

鈉的漂白水混用，會產生何種氣體，對人體造成傷

害？  

(A)氫氣 (B)氨氣 (C)氯氣 (D)一氧化氮 

(  )38. 煤焦煉鐵反應式為「2Fe2O3＋3C → 4Fe＋3CO2」，若

12公斤的煤焦與足量的 Fe2O3反應，約可煉得多少公

斤的鐵? (Fe=56，C=12，O=16)  

(A)224 (B)112 (C)75 (D)56 

(  )39. 下列各項敘述中，何者是還原劑的特性？  

(A)它一定含有氧 (B)在反應中經常與氧作用產生

氧化物 (C)它在氧化還原反應中被還原 (D)活性

通常都很小 

(  )40. 下列哪一種現象與元素的活性無關？  

(A)銅器古物比鐵器古物易於保存 (B)磁鐵可吸住

鐵釘，但不能吸住銅片 (C)在硫酸銅溶液中加入鋅

粉可產生銅 (D)鋅片在鹽酸中會冒氣泡，銅片則不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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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7 8 9 10 

B B D A B D A A A C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D B A D D A C A C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A D D C A A D D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C B B C B C C B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