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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9學年第一學期八年級自然科第一次段考試題 
一、選擇(90%) 

1. 下圖這二項器材可分別得知待測物的甲、乙二種性質，這二

種性質在分類上分別屬於下列何者？ 

 

(A) 甲為物理性質、乙為化學性質 (B) 甲為化學性質、乙

為物理性質 (C) 甲、乙均為物理性質 (D) 甲、乙均為化

學性質。 

2. 小如用最小刻度為毫米的直尺測得手掌長度為 17公分時，他

應該如何記錄？ (A)17公分 (B)17.0公分 (C)17.00公

分 (D)17.000公分。 

3. 為測量一個石頭的體積，安安先在量筒中倒入 20.0毫升的

水，當石頭完全沒入水中後，量筒的水體積上升至 22.5毫

升，則這個石頭的體積是多少 cm
3
？ (A)20.0 (B)22.5 

(C)2.5 (D)5.0。 

4. 欲測量一滴水的體積，採用下列哪一個方法最恰當？ (A)

以有刻度的滴管吸取一滴水測量 (B)以滴管滴 50滴水於 15 

mL的量筒中，讀取量筒中水的體積再除以 50 (C)將一滴水

滴入量筒中直接讀取刻度 (D)將一滴水直接滴於桌面，先求

得圓面積再乘以水滴高度。 

5. 有關天平的操作，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砝碼生鏽不會影

響天平測量的準確度 (B)秤量粉末狀的化學藥品時，應在秤

盤上加放秤量紙 (C)天平若移到月球將不能使用，因為月球

上為真空狀態 (D)為了方便操作，可以用手直接拿取砝碼。 

6. 小麗利用天平測量量筒裝水後的質量，並逐次在量筒中加

水，依序測得水的體積與量筒的總質量關係，如下表所示，

請問量筒的質量約為多少？ 

 
(A)4.0公克(B)5.0公克(C)6.0公克(D)7.0公克。 

7. 甲、乙兩物體的體積比為 2：3，質量比為 3：4，則甲、乙兩

物體的密度比為何？(A)3：4 (B)2：3 (C)8：9 (D)9：8。 

8. 下列哪一項敘述是描述物質的化學變化？ (A)鞭炮爆炸放

出火光 (B)冰塊熔化成水 (C)汽車的輪胎爆胎 (D)擠壓

氣球時外形會改變。 

9. 有關混合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混合物可能是由兩

種以上的純物質組成 (B)由同樣兩種物質所組成的混合

物，其性質會隨著混合的比例不同而不同 (C)混合物的成分

比例固定者，可稱為純物質 (D)水溶液也算是一種混合物。 

10. 小威以排水法測量一物質的密度，他將多次測得的數據，標

示在坐標紙上，並做出實驗曲線，如附圖所示。由圖可知該

物質密度為多少？ (A)0.25 g/cm3 (B)3 g/cm3 (C)4 g/cm3 

(D)6 g/cm3。 

 

11. 已知蠟燭燃燒的過程如下，甲.固態蠟→液態蠟；乙.液態蠟

→氣態蠟；丙.氣態蠟→燃燒產生二氧化碳與水蒸氣。則何者

應為化學反應？ (A)甲 (B)乙 (C)丙 (D)甲乙丙三者均

為化學反應。 

12. 皓皓測得甲、乙兩物體體積與密度數據如下表所示。若將甲

物體放在上皿天平右端，乙物體放在左端，則天平哪一端會

下降？ (A)左端 (B)右端 (C)一樣高 (D)無從判斷。 

物質 甲 乙 

體積(cm
3
) 30 80 

密度(g/cm3) 1.1 0.5 

13. 世婷在實驗室取得下列四種液體，測其化學性質，發現均可

用火點燃；測其物理性質，所得沸點如括號內的溫度所示。

試問哪些是純物質？甲.乙醚(34.6℃)；乙.丙酮(56.1℃)；

丙.乙醇(78.4℃)；丁.煤油(175～300℃) (A)甲乙丁 (B)

乙丙丁 (C)甲丁 (D)甲乙丙。 

14. 加熱食鹽水，利用蒸發結晶法獲得食鹽，這是利用下列何種

特性？ (A)食鹽的沸點比水高 (B)食鹽的沸點比水低 (C)

食鹽是純物質 (D)食鹽易溶於水。 

15. 有關物質三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水可以同時以三

態存在 (B)固態物質的體積及形狀不會隨容器改變而改變 

(C)水是液態，體積不固定，但形狀會隨容器而改變 (D)氣

態物質的體積及形狀都會隨容器改變而改變。 

16. 甲乙丙三人將液態空氣緩慢蒸發，發現氮氣比氧氣先蒸發出

來。甲認為：氮氣的含量比氧氣多；乙認為：氧氣的沸點比

氮氣高；丙認為：該液態空氣一定是混合物。關於以上三種

推論，哪些較合於實驗所得結果？ (A)甲乙 (B)甲丙 (C)

乙丙 (D)甲乙丙。 

17. 鐵釘生鏽、糖溶於水、食物腐敗、光合作用、汽油燃燒、開

水沸騰、食物消化、酒精蒸發、冰塊熔化、火藥爆炸、粉筆

折斷。以上屬於化學變化者有多少種？ (A)5 (B)6 (C)7 

(D)8。 

18. 下列哪一過程是在檢驗物體所具有的物理性質？ (A)在空

氣中的燃燒情形 (B)對抗酸液的腐蝕情形 (C)置於戶外觀

察生鏽情形 (D)撞擊之後的凹陷程度。 

19. 一杯重量百分率濃度為 10％的 200公克均勻糖水，瑩瑩喝掉

100公克後，剩下的糖水溶液重量百分率濃度應為何？ 

(A)2.5％ (B)5％ (C)7.5％ (D)10％。 

20. 將 25公克的食鹽加入 100公克的水中，待食鹽完全溶解後，

此溶液重量百分率濃度為何？ (A)10％ (B)20％ (C)25

％ (D)33％。 

21. 食鹽水溶液中，哪一個部分屬於溶質？ (A)食鹽 (B)水 

(C)食鹽水 (D)以上皆非。 

22. 有關擴散現象中粒子運動情形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為溶質在溶液中不停運動的現象 (B)擴散現象最終將使粒

子均勻分布於溶液中 (C)溫度越高，擴散運動的速率越快 

(D)擴散運動到達均勻平衡時，粒子即停止運動。 

23. 已知硫酸銅溶於水後，水溶液呈藍色。今有甲、乙、丙三杯

硫酸銅水溶液，甲杯濃度為 25％，乙杯濃度為 15％，丙杯濃

度為 5％，則甲、乙、丙三杯水溶液中，何者顏色最深？ (A)

甲杯 (B)乙杯 (C)丙杯 (D)三者顏色一樣深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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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桌上有一瓶 100公克、重量百分率濃度為 30％的食鹽水，小

旭將杯中溶液先倒去 50公克，再加入 50公克的純水，則此

食鹽水現在的重量百分率濃度為何？ (A)15％ (B)20％ 

(C)25％ (D)30％。 

25. 定溫下將某物質 7公克加入 20公克的水中，充分攪拌後尚有

2公克沉澱，則此杯溶液的重量百分率濃度為何？ 

(A)
5

5＋20
×100% (B)

7

5＋20
×100% (C)

5

7＋20
×100% 

(D)
7

7＋20
×100%。 

26. 某品牌營養液標示含鈣 40 ppm，其意義為每 1,000,000毫克

之營養液中，含有多少毫克鈣？ (A)4 (B)40 (C)0.04 

(D)0.004。 

27. 汙水處理會利用過濾的原理將水中垃圾分出。假如阻截垃圾

的柵欄孔洞間隙是 1cm寬，試問下列哪個選項中的東西，都

會被柵欄擋下而過濾出來？ (A)寶特瓶、細沙子 (B)細

菌、藻類 (C)油汙、洗潔精 (D)糖果盒、鋁罐。 

28. 小羽家在庭院架設了雨撲滿，雨撲滿儲存的水過濾後即可初

步使用。以下對於雨撲滿的水過濾後的使用方式，何者最為

合理？ (A)雨撲滿的水過濾後即可飲用 (B)即使過濾了，

只能做洗澡等用途，不可吃進肚子 (C)過濾後可能還有雜

質，僅能洗車、澆花等，不適合用於身體 (D)過濾僅僅是為

了減少汙染，這些水都不可以再利用。 

29. 有關以雙氧水和二氧化錳製造氧氣的實驗，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此實驗必須加熱才有反應產生 (B)加入更多的二

氧化錳可使反應速率增快 (C)反應剛開始時，橡皮管冒出的

氣泡多為空氣不宜收集 (D)宜用排水集氣法來收集氧氣。 

30. 二氧化碳可以用來滅火，主要和下列哪一性質有關？ (A)

助燃 (B)不助燃 (C)略溶於水 (D)無色無味。 

31. 明志準備上臺演出，他先深深吸入一口氣再慢慢吐出來以緩

和緊張的情緒。試問吐出來的這一口氣中含量最多的是哪一

種氣體？ (A)氬氣 (B)二氧化碳 (C)氧氣 (D)氮氣。 

32. 附表為四個地區一年來每月之平均 AQI值，則呼吸道敏感者

最不適合選擇居住在哪一個地區？ 

 

(A)甲 (B)乙 (C)丙 (D)丁。 

33. 某違規酒後開車的駕駛，喝了 500毫升酒精體積百分率濃度

5％的啤酒。警察臨檢時，請他對著酒精濃度測試器呼氣。酒

測結果，酒精濃度超過標準值，於是警察開單告發並當場吊

扣汽車。請問此駕駛總共喝進多少毫升的酒精？ (A)2.5 

(B)25 (C)250 (D)500。 

34. 榮顯將一質量 7.2公克的冰塊放入盛有 20毫升水的量筒中，

當冰塊完全熔化後，則量筒中水的體積應該為多少毫升？(冰

塊的密度為 0.9g/cm3) (A)8 (B)7.2 (C)28 (D)27.2。 

35. 取一質量 10 kg 材質均勻的合金，將其分成兩塊，其中一塊

製成一個邊長為 10 cm 的實心正立方體，另一塊製成一個質

量為 2 kg 的實心球，則此實心球的體積應為多少？ 

(A)4000 cm3 (B)5000 cm3 (C)200 cm3 (D)250 cm3。 

 

 

36. 有甲、乙、丙三個大小不同、材質相同的均勻實心正立方體，

取一已歸零的天平分別進行附表中的三組測量，每組天平測

量均達到靜止水平平衡。已知乙的邊長為 1cm，由上述資訊

判斷甲、丙的邊長分別為多少？ 

 

(A)甲：2cm，丙：5cm (B)甲：3cm，丙：4cm (C)甲：8cm，

丙：125cm (D)甲：27cm，丙：64cm。 

二、素養導向題(10%) 

甲、 空氣中存在著許多物質，其中飄浮在空氣中類似灰塵的粒

狀物稱為「懸浮微粒」（Particulate Matter，簡稱 PM）。

懸浮微粒的粒子直徑大小不同，通常以微米（μm）作為其

粒徑大小的單位，例如懸浮在空氣中的花粉粒徑約為 30μ

m，而粒徑小於或等於 2.5μm的，就是一般常說的「細懸

浮微粒」，簡記 PM2.5。 

細懸浮微粒主要為懸浮在空氣中的固態與液態物質的混合

物，成分不固定，來源可分為自然界釋出與人為活動產出

二種。自然界釋出的包括火山爆發、森林或草原火災以及

岩石風化等；人為活動產出的則包括使用化石燃料、工廠

排放廢氣、營造施工與道路揚塵等。 

人體每次呼吸都會吸入數以百計的懸浮微粒，PM2.5可深入氣

管、支氣管，並且沉積於肺泡組織中，導致呼吸系統發生

病變，若被肺泡組織吸收則會進入微血管，隨著血液循環

到達人體的各種器官，例如心臟、腎臟等。這些細懸浮微

粒成分因環境不同而含有多種化學物質，其中可能含有一

些有毒物質，例如汞、鉛、苯或戴奧辛等，若長久存在人

體中，將可能引發心血管疾病、肺癌等。 

 

37. 下列關於 PM2.5的敘述何者有誤？ (A) PM2.5可進入微血管到

達各種器官 (B)自然界與人為活動都可能產生 PM2.5 (C) 

PM2.5是純物質 (D)PM2.5可能引發癌症。 

38. 市面上有販售可防護 PM2.5的口罩，你認為它是利用什麼原理

阻擋微粒？ (A)過濾 (B)蒸發 (C)結晶 (D)層析。 

39. 下列行動中，何者可以降低空氣中 PM2.5的濃度以及對人體的

危害？ (A)燃燒稻草 (B)祭祀多燒金紙以表虔誠 (C)興

建火力發電廠 (D)多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或騎自行車。 

 

乙、 新冠病毒造成人心惶惶，不僅口罩大幅缺貨，就連消毒用

酒精也一瓶難求。衛生福利部提醒，若買不到 75%消毒酒

精，用 95%酒精也可輕易調配出消毒用酒精！到底該如何調

製消毒用酒精？根據衛福部資料指出，消毒用酒精並非一

定要剛好是 75％，只要酒精濃度介於 70至 78%之間都可達

到消毒的作用。79ml的 95%藥用酒精加純水稀釋到 100ml，

就可調製成 100ml的 75%酒精液。 

40. 若要用 95%的藥用酒精加水調製出約 75%的消毒用酒精，則藥

用酒精與水的體積比例大約為  (A)1:4 (B)1:1 (C)4:1 

(D)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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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9學年第一學期八年級自然科第一次段考答案卷 

1 2 3 4 5 6 7 8 9 10 

C C C B B B D A C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C A D A C C B D D B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A D A A A B D C A B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D A B D D B C A D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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