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理化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 進入實驗室~3-1 ＞

【劃卡代號：23】

班級：

座號：

姓名：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選擇題(共 35 題，第 1~30 題每題 3 分，第 31~35 題每題 2 分，總分 100 分)
1.實驗操作方法，何者正確？
(A)稀釋濃硫酸，一定要用水沿著玻璃棒加入濃硫酸中，才會安全。
(B)為節省時間，可以用酒精燈點燃另一酒精燈。
(C)嗅聞氣體或液體之氣味時，臉部離開容器，用手揮引其氣體嗅之。
(D)量筒或量杯在實驗時為省時，可緩緩加熱。
2.下列哪個敘述屬於物理變化？(A)光合作用。 (B)雞蛋煮熟。

(C)鐵釘生鏽。

(D)乾冰昇華。

3.下列哪個敘述一定不會有誤差？
(A) 書桌寬度 60.5 公分。 (B)今日的氣溫 28℃。 (C)我今天花了 35 元買麵包。 (D)天平測量金屬質量 8.5 公克。
4 下列哪個是屬於化學性質的敘述？
(A) 氧氣具有助燃性。(B)水的密度是 1g/cm3 。(C)我的衣服是藍色的。 (D)在常溫下，水銀是液態。
5.純金、二氧化碳、食鹽水、酸辣湯、乾冰、氮氣、酒精、牛奶、豆漿、果汁、空氣、酒、汽水、葡萄糖，
屬於混合物的有幾項？
(A)5 項。 (B)6 項。 (C)7 項。 (D)8 項。
6.將酒精燈(甲)點火進行燃燒反應，酒精燈(乙)打開蓋子置於空氣中。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兩酒精燈中酒精的高度
都明顯下降，則甲、乙兩酒精燈中的酒精主要各發生了何種變化？
(A)兩者皆為化學變化。
(B)兩者皆為物理變化。
(C)甲發生物理變化，乙發生化學變化。 (D)甲發生化學變化，乙發生物理變化。
7.蠟燭燃燒的過程中，會經過以下三個階段：甲：固態蠟會逐漸熔化成液態蠟。乙：液態蠟變為氣態蠟。丙：氣態
蠟燃燒生成二氧化碳跟水等物質。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階段沒有產生新物質。(B)乙階段稱為凝結。(C)甲乙均為物理變化。(D)屬於化學變化的只有丙。
8.阿弘想進行「溫度對硝酸鉀溶解度的影響」實驗，實驗裝置如圖。他列出了以下變因：
甲.溶液的溫度、乙.試管內的水量、丙.燒杯中的水量、丁.硝酸鉀溶解度；
請問在此實驗中，下列配對何者正確？
(A)操縱變因：乙
(B)控制變因：甲丙
(C)應變變因：丁
(D)以上皆錯誤。
9.阿道以懸吊式等臂天平(如圖)測量銅塊質量，若天平歸零前，指針指向左盤方向，則哪盤較重，
阿道又該如何歸零？
(A)右盤較重；將校準螺絲往右旋出
(B)右盤較重；將校準螺絲往左旋入
(C)左盤較重；將校準螺絲往右旋出
(D)左盤較重；將校準螺絲往左旋入
10.承第 9.題，天平歸零後，阿道測量某金屬塊的質量，在右盤上放置 10 克 3 個、5 克砝碼 1 個，
騎碼位於第 45 個刻度上時(0~10 克，分成 100 個刻度)，左右兩盤恰達成平衡，
則該金屬塊質量為 ： (A) 39.50 克
(B) 39.455 克
(C) 35.45 克
(D) 35.450 克

。

11.承第 10.題，將此金屬塊利用排水法得到，該體積為 5.0 mL，根據質量與體積，請判斷該金屬塊可能是下列
哪種金屬？(A)黃金 19.3 g/cm3 (B)銀 10.5 g/cm3 (C)鐵 7.9 g/cm3 (D)鋁 2.7 g/c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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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A、B 二物質量比為 3：1，體積比為 2：5，求其密度比為？
(A)6：5 (B) 15：2 (C) 5：6
(D) 2：15
※某生以量筒盛裝甲液測其質量(M)和體積(V)如下，請回答 13~15 題：
M (克)
3

V (cm )

56.0

72.0

88.2

x

168.0

10.0

20.0

30.1

40.0

y

13.請問量筒質量為多少？(A) 26 克。 (B)36 克。 (C)40 克。 (D) 52 克。
14.甲液體密度為多少？(A) 5.6g/cm

3

3

3

3

(B) 3.6 g/cm (C) 2.6 g/cm (D) 1.6 g/cm 。

15.請推得表中的 x,y 的數值可能各為多少？
(A) x=104 ，y=80 (B) x=96 ，y=80 (C) x=104 ，y=90 (D) x=100 ，y=90。
16.小弘將綠豆放入空量筒中，輕敲量筒後，綠豆堆積到量筒刻度約為 65.0 毫升處。之後，小弘把 40.0 毫升的水，
倒入盛綠豆的量筒中，而水面的刻度到達 87.0 毫升處。若綠豆皆沉在水面下，則綠豆的體積大約為_______毫升？
(A) 23.0 毫升 (B) 27.0 毫升 (C) 42.0 毫升 (D) 47.0 毫升 。
17.已知水的密度＝1 g/cm3，冰的密度＝0.9 g/cm3，則 99 克的冰塊融化成水之後，體積將會
(A)增加 11 cm3
(B)增加 1.1 cm3
(C)減少 11 cm3
(D)減少 1.1 cm3
18.已知家庭用水計費單位為「度」，已知一度水為一立方公尺的水，請問，今天有 一座長方體的游泳池，它的
長 50 公尺、寬 25 公尺、深 1 公尺，想要將此泳池填滿請問需要用掉幾「度」水？
(A)750 度 。 (B)1000 度。 (C)1250 度。 (D)1500 度。
19.關於鈍氣的敘述何者錯誤？
(A)包含氮氣、氖氣、氬氣等。

(B)鈍氣在常溫或高溫下極不容易發生反應。

(C)氦氣因為其密度小，可以代替氫氣填充氣球。

(D)氖氣填入燈管，會放出紅光，可做成霓虹燈。

20.關於空氣中成分的敘述，何者正確？
(A)氮氣不可燃，不助燃室溫下幾乎不與其他物質反應，常用於食品包裝內防止食物變質。
(B)氧氣約占空氣總質量的 21%，且有助燃性。
(C)二氧化碳、水氣、臭氧等氣體，其實在空氣中各處的比例固定，只是因為太少，所以很少討論到。
(D)二氧化碳常常用二氧化錳加上雙氧水經由排水集氣法製得。
21. 附圖為小道丟一個小石頭到池塘後，在水面產生的漣漪。有關此漣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這個波動屬於橫波。
(B)此波動的介質是小石頭。
(C)這個波動跟光波、無線電波一樣，一定需要介質傳遞。 (D)水面上的葉子會隨波動前進。
22.下列有關擴散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擴散是溶質由溫度高往溫度低運動的現象。

(B)擴散是溶質在溶液中不停運動的現象。

(C)當粒子均勻分布在水中時，即停止運動。

(D)以上皆正確。

23.在 20℃時，食鹽對水的溶解度為 36g/100g 水。若 20℃時，將 25 g 食鹽加入 50g 水中配成食鹽水，則此溶液為：
(A)未飽和溶液，濃度為 26.5%

(B)未飽和溶液，濃度為 33.3%

(C)飽和溶液，濃度為 26.5%

(D)飽和溶液，濃度為 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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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有一如圖之 20℃飽和食鹽水溶液，今將此杯加熱至 50℃並攪拌後，發現杯中仍有食鹽固體沉澱，
則關於加熱後此水溶液的變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已知 20℃時，食鹽溶解度為 35.8g/100g 水；50℃時，食鹽溶解度為 36.7g/100g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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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承 24 題，若加熱到 50℃後，不再加熱，假設溫度保持固定，加 10mL 水進去充分攪拌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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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如右圖，將 30 公克的白糖倒入 90 公克的水中完全溶解後，形成糖水溶液下列關於此糖水溶液的敘述，
何者正確？
(A)糖水是混合物，混合均勻之後，有固定的沸點。
(B)此杯糖水的濃度為 25% 。
(C)溶液中的水稱為溶質。
(D)若將這杯糖水加熱蒸發，則濃度變小。
27.生活中有些東西並不是濃度越高效果越好，消毒用的酒精就是一個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已知 75%的酒精
消毒效果最好，若今天取得市售消毒酒精 75%，根據標示知道整瓶總共是 500mL，請問內含純酒精大約____mL？
(A) 375 mL

(B) 425 mL

(C) 450 mL

(D) 480 mL

※有一杯重量百分濃度為 8％的 250 公克糖水，若弘弘一口氣喝掉其中的 50 公克，請回答 28~29 題：
28.剩下的糖水溶液重量百分濃度應為何？(A)大於 8％
29.弘弘喝掉

(B)等於 8％

(C)小於 8％

(D)數據不足，無法判斷。

公克的糖？(A) 8 公克。(B) 6 公克。(C) 4 公克。(D) 2 公克。

30.關於打開汽水瓶瓶蓋氣體迅速冒出、喝汽水之後時常會發生打嗝，下列關於此兩種現象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會打嗝是因為汽水到了身體的環境相較原本冰涼環境溫度高，溶解度降低，因此二氧化碳排出。
(B)喝汽水的時候會順便喝入氣體，一定會需要排出氣體，所以會打嗝是因為一起喝進去的空氣。
(C)打開汽水瓶蓋氣體迅速冒出是因為汽水的質量在打開的瞬間，突然變大，氣體會冒出來。
(D)以上皆正確。
31.已知不同物質在個溫度下的溶解度(g/100g 水)如下表
温度（℃）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硝酸鉀

13.3

20.9

32

45.8

64

85.5

110

138

169

食鹽

35.7

35.8

36

36.3

36.6

37

37.3

37.8

38.4

氫氧化鈣

0.189 0.182 0.173 0.160 0.141 0.128 0.121 0.104 0.086

若弘弘今天取在相同溫度下，三個物質的飽和水溶液，請問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若升高溫度，會有三杯都會有沉澱析出。
(B)若降低溫度，會有兩杯開始有沉澱析出。
(C)取氫氧化鈣水溶液的那一杯，可以利用升溫溶進更多的溶質。
(D)定溫下，硝酸鉀水溶液的那一杯，如果加入更多的水，可以溶進更多的溶質，而且濃度可以比本來的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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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一杯 20℃，600 公克均勻混合的食鹽水，若已知溶解的食鹽與水的質量比為 1：4，則關於此水溶液的敘述
何者正確？(已知，20℃，食鹽對水的溶解度 36g/100g 水；50℃，食鹽對水的溶解度 37g/100g 水)
(A)此杯水溶液的重量百分比濃度為 40％。
(B)此杯水溶液中，含有水 480 克。
(C)若倒出這杯食鹽水的一半，則剩下的食鹽水的重量百分濃度會減半。
(D)若將這杯食鹽水加熱溫度升高，它的濃度就會增加(忽略水的蒸發)。
33.老師要道道將濃度 30％的雙氧水 10 公克，稀釋成濃度 3％的雙氧水，則道道應該加入多少公克的蒸餾水？
(A)70 克。 (B)80 克。(C)90 克。(D)100 克。
34.若今天做實驗需要 25%的雙氧水，現有 60%的雙氧水 10 克，需加入 20%的雙氧水_____克，可以調配出 25%的
雙氧水？
(A)70 克。(B)80 克。(C)90 克。(D)100 克。
35.右圖是測量 A、B 兩種液體的密度後，所繪出的液體與量筒的總質量（M）對液體體積（V）的關係圖，
根據此關係圖，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若取相同質量的 A、B，A 的體積會比 B 的體積大。
(B)A 的密度比 B 的密度小
(C)若取相同體積，A 的質量會比 B 的質量小。
(D)量筒的質量是 40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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