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九年級 理化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九下 1-1～2-1＞

【劃卡代號：23】

班級：

參考範例：

座號：

姓名：

(A) 若將兩電器串聯在 110 V 電源上使用，則甲電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阻消耗的電能較大。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B) 此兩電器均不是歐姆式導體。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C) 若將兩電器並聯在 110 V 電源上使用，則乙電

填錯格。

器使用電壓為 55 V。

單一選擇題 100％（共 40 題，每題 2.5 分，總計 100 分）

(D) 若將兩電器串聯在 110 V 電源上使用，則經過

1. 下列何者不是電能的單位？

甲的電流較乙小。

(A) 度 (B) 焦耳 (C) 瓦特 (D) 庫侖×伏特
2. 下列為某知名品牌的電視機規格如下，關於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5. 下列電器中，何者主要使用電流熱效應的原理？
(A) 電腦 (B) 吹風機 (C) 微波爐 (D) 瓦斯爐
6. 關於交流電及直流電，下列說法何者較為正確？

(A) 此電視使用 110 V 的直流電。

(A) 直流電簡記為 AC。

(B) 使用一小時消耗 3.78×105 焦耳。

(B) 伏打電池產生的電流為交流電。

(C) 此電視可以於 220 V 的插座上使用。

(C) 一般家電用品大多使用交流電源。

(D) 此電視的電阻為 105 歐姆。

(D) 若將電池使用人工的方式來回轉向相接，則可
以產生穩定的交流電源。
7. 下圖關於這三種插座的敘述，何者錯誤？
甲

乙

丙

(A) 甲使用一條火線及一條中性線。
(B) 乙使用一條火線及兩條中性線。
(C) 丙使用兩條火線及一條接地線。
3. 有一導線中，某一些正電荷從負極到正極共獲得 10
焦耳的電能，已知當時電池兩端電壓為 2 伏特，則此

(D) 甲圖中，較小的插孔為火線。
8. 關於下圖，何者敘述較為錯誤？

電荷經過 5 秒，產生多少電流？
(A) 1 安培 (B) 1 庫侖 (C) 5 安培 (D) 5 瓦特
4. 現有下列甲、乙兩個電器的電阻-電壓關係圖，試問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V

甲

乙

(A) 一般家庭均有三條電源線經過此表，分別為一
條火線，一條中性線及一條接地線。
(B) 此設備俗稱為電表。

110

(C) 計算單位為度。
(D) 經過此表的電為交流電。

0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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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有間發電廠使用皮卡丘來發電，並用此電力輸送至各
用戶。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14. 通路的燈泡為：
(A) L1 (B) L4 (C) L2、L3 (D) L1、L2、L3

(A) 輸送過程需要轉換成直流電。

15. 下圖為某知名廠牌的延長線，關於下列敘述何者正

(B) 輸送過程需要降壓輸送，可以降低電流熱效應。

確？

(C) 輸送過程中，電流較小，可以減少電能損失。
(D) 輸送至住家時，電壓將會降壓處理，因降壓的
原因，導致輸出的功率減少。
10. 關於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 規格 110 V、220 W 的電器，正常使用時，流經
電器的電流為 2 安培。
(B) 規格 110 V、500 W 的電器，正常使用 2 小時，
消耗電能為 1 度。

(A) 該延長線可使用 220 V 的電器設備。
(B) 可以同時使用 1 台吹風機(900 W)及 1 台烤箱

(C) 若 2 庫侖電量流經燈泡會消耗 6 焦耳的電能，
則燈泡兩端的電壓為 3 伏特。

(1200 W)。
(C) 該延長線上的電器均為串聯使用。

(D) 度是功率的單位。

(D) 若延長線上只使用一個 110 V、電阻 9 Ω的電

11. 某知名品牌之吹風機 NA-2017 的額定電壓為 110
V、額定電功率為 1210 W，試問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器，則在安全範圍內。
16. 假設電線的最大安全負載為 10 安培，則應串接下列

(A) 此吹風機使用一小時，約使用 1.21 度的電。

哪一種保險絲較為合適？

(B) 此吹風機的電阻為 10 Ω。

(A) 4 安培 (B) 9 安培 (C) 14 安培 (D) 19 安培

(C) 若此吹風機插在 220 V 插座上能正常運作，則
電阻變為 20 Ω。

17. 關於鋅銅電池的放電反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鋅片置於正極。

(D) 若此吹風機插在 55 V 插座上能正常運作，則電
功率變為 302.5 W。

(B) 兩極總質量不變。
(C) 需外接含 KNO3 的鹽橋。

※ 題組：電擊獸做電學實驗時，設計以下電路圖，試
問若按下開關 K3(其他開關未按下)，那些燈泡為斷路、
短路、通路？試回答 12～14 題。

(D) 此反應為利用電能轉成化學能。
18. 某科學家開著藍寶堅果跑車，行經半路突然拋錨沒
電，此時車上科學家立刻找來下圖裝置來充電，試
問該科學家該如何接才不會傷害到跑車的電池？
丙

K4

L1

K1

甲

Pb

PbO2

丁

乙

K2
L2

K3

L3

我是鉛蓄電池
(跑車的電池)
L4

(A) 甲接乙，丙接丁。
(B) 甲接丙，乙接丁。
(C) 甲接丁，乙接丙。

12. 斷路的燈泡為：

(D) 以上皆正確。

(A) L1 (B) L4 (C) L2、L3 (D) L1、L2、L3
13. 短路的燈泡為：
(A) L1 (B) L4 (C) L2、L3 (D) L1、L2、L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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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下列哪一項不符合家庭用電安全？

25. 鉛蓄電池充電時，下列何者正確？

(A) 插座不可以安裝於潮濕處。

(A) 兩極質量均變輕。

(B) 保險絲熔斷了，不可使用鎢絲代替。

(B) 電解液中的 pH 值逐漸減大。

(C) 不可以在同一插座上連接多個電器。

(C) 外接電源充電時，正極接鉛蓄電池的負極，負

(D) 保險絲應與總開關並聯使用。

極接鉛蓄電池的正極。

20. 關於電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D) 需使用交流電進行充電。

(A) 電池產生的電流均為直流電。

26. 關於一次性電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B) 電池是將化學能轉為電能的工具。

(A) 鋰離子電池屬於一次性電池，無法充電再使用

(C) 鎳氫電池是可充電式的電池。

(B) 碳鋅電池中，碳棒為正極，鋅殼為負極。。

(D) 乾電池中，體積越大的電池電壓越強。

(C) 鹼性電池中，二氧化錳為正極，鋅殼為負極。

※ 題組：關於鋅銅電池的裝置，請試回答 21～23 題。

(D) 鹼性電池因含有 KOH，故稱為鹼性電池。
※ 題組：吉利蛋設計一個電解水的實驗裝置如下圖，電
解一段時間後，所得之甲、乙氣體體積如下圖所示，
試回答 27～28 題。
甲

乙

21. 鋅銅電池放電時，裝置內的離子敘述何者正確？
(A) 溶液中的 Zn2+會越來越少。
(B) 鹽橋中的正離子往鋅極移動。
(C) 銅極失去電子，為負極。
(D) 硫酸銅溶液顏色越來越淡。
22. 鋅銅電池放電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G ，指針指向銅極。
(A) 檢流計的符號為○

(B) 電流從鋅片經導線流入銅片。

電源

(C) 放電的過程中屬於酸鹼中和反應。
(D) 遵守質量守恆，兩極反應前後總質量不變。
23. 若將鋅極改為銀棒(已知活性 Cu >Ag)，其餘裝置不
變，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

(A) 此時正極為 Ag，其反應式 Ag→ Ag + e 。
(B) 硫酸銅溶液的顏色會越來越深。

27. 關於此裝置，下列何者正確？
(A) 電解水需使用交流電。
(B) 甲處電極應接正極，乙處電極應接負極。
(C) 甲、乙氣體的質量比為 1：2。
(D) 為求實驗精確，水須使用蒸餾水，不需加入任

(C) 硫酸鋅溶液中的鋅離子濃度越來越大。
(D) 放電一段時間，鋅片上會有一層紅色的銅。
※ 題組：關於鉛蓄電池，試回答 24～25 題。

何其他液體。
28. 關於電解水，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若用碳棒電解水，碳棒除幫助導電外，也參與

24. 鉛蓄電池放電時，下列何者正確？
(A) 正極質量減少，負極質量增加。
(B) 電解液中的硫酸濃度不變。
(C) 正極為 PbO2，負極為 Pb。

反應的進行。
(B) 若要加快電解效率，可將兩電極靠近。
(C) 甲處產生的氣體具有助燃性。
(D) 若將甲、乙蒐集的氣體混和點燃，則會產生水。

(D) 兩極顏色變為白色 PbS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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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組：卡比獸設計一個電解硫酸銅溶液的裝置，試回
答 29～30 題：

※ 題組：三合一磁怪想將自己的外表電鍍成不同顏色，
因此設計以下裝置來進行電鍍，試回答 33～35 題。

甲

乙
甲

乙

33. 若三合一磁怪本身皆是由鐵元素所構成，此時三合
29. 關於碳棒電解硫酸銅水溶液的過程，下列敘述何者

一磁怪想在表面電鍍上一層紅棕色的銅，關於此電

正確？

鍍過程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甲處質量增加，乙處質量減輕。

(A) 三合一磁怪應放在乙處。

(B) 水溶液中的 pH 值逐漸變小。

(B) 電解液必須含有鐵離子。

(C) 甲處產生大量氣體，該氣體具有可燃性。

(C) 電解液中的銅離子濃度會越來越大。

(D) 硫酸銅溶液的顏色均不改變。

(D) 甲處會產生大量氧氣。

30. 若將甲處的碳棒更換為銅棒，其餘不變的情況下，

34. 電鍍完成後，三合一磁怪想將鋅製的湯匙鍍上紅棕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色的銅，關於此電鍍過程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電解過程中，水溶液顏色不變。

(Zn = 65.4， Cu = 63.5)

(B) 乙處碳棒周圍會產生紅色的銅。

(A) 銅片應放置於甲處。

(C) 銅棒減輕的重量和碳棒增加的重量相同。

(B) 電解質液中必須含有銅離子。

(D) 水溶液中的 pH 值逐漸變小。

(C) 電解過程中，兩極總質量減少。

※ 題組：快龍設計一個電解硫酸銅的裝置，試回答 31
～32 題。

(D) 水溶液中的 pH 值不變。
35. 承 34 題，若將湯匙改為碳棒，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此電鍍反應將不會進行。

甲

(B) 碳棒的質量將會減少。

乙

(C) 水溶液中的 pH 變小。
(D) 水溶液中的銅離子濃度不變。
36. 關於磁鐵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31. 關於銅棒電解硫酸銅水溶液的過程，下列敘述何者

(A) 能吸引金屬材質的物體。

錯誤？

(B) 鐵釘不需要接觸磁鐵就可以被磁化，具有磁性。

(A) 硫酸銅溶液的顏色變淡。

(C) 有些磁鐵僅有 N 極，沒有 S 極。

(B) 電解前後，甲、乙兩極總質量不變。

(D) 只能吸引鐵粉。

(C) 水溶液中的硫酸根離子濃度不變。
(D) 全反應式：Cu → Cu。
32. 若將乙處的銅棒更換為鋅棒(已知活性：Zn > Cu)，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過程中，鋅棒質量減輕，銅棒質量增加。
(B) 硫酸銅溶液的顏色不變。
(C) 甲處產生大量氧氣。
(D) 全反應式：Zn + Cu2+ → Zn2+ + 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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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題組：噴火龍有次看到了一根磁鐵條，且磁鐵條周圍

科普閱讀：電與磁的親密關係

的鐵粉排列圖形如下，試回答 37～38 題。
一七七七年，一位名叫奧斯特（H.C. Oersted）的人，
出生於一個藥劑師家庭，後來到德國和法國遊學時，在上天
造萬物必有其關係的哲學洗禮下，他堅信電現象和磁現象有
著共同的根源。一八二○年，奧斯特主持一個電磁的講座，
N

當天晚上他正在講課時突然靈感一來：
「如果將通電導線與

S

磁針平行排列，磁針會有怎樣的反應？」結果小磁針會擺
動，當改變電流方向時，發現小磁針會向相反方向偏轉，此
一現象說明了電流方向與磁針轉動之間有著某種關聯，於是

37. 關於棒狀磁鐵的磁力線分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應。他證明了電與磁之間是有關係的，也揭開了電磁學的序

(A) 磁力線不是封閉曲線。

幕。後來人們為了紀念他，就把磁場強度的單位以「奧斯特」

(B) 磁力線越長，磁力越強。
(C) 在磁鐵內部，磁力線的方向為 N 極指向 S 極。

命名。
於是包括安培（Andre Marie Ampere）在內的法國科學

(D) 磁力線越密集的地方，磁力越強。
38. 若將該磁鐵做成磁針放在噴火龍身上，此時噴火龍
從台灣飛往澳洲(經赤道)，試問磁針的變化下列敘

家們如夢方醒，才知道他們錯誤地信奉了吉爾伯特關於電、
磁之間沒有關係的教條。在聽到奧斯特的實驗結果之後，這
些科學家開始重複奧斯特的實驗，並提出了磁針轉動方向和

述何者錯誤？
(A) 磁傾角角度變化：逐漸變小 → 逐漸變大。
(C) 若飛往地磁南極，則 N 極會指向地面。
39. 傑尼龜將一個燈泡接上 50 伏特 的電源，通過的電
流為 2 安培，如果將該燈泡使用 49 分鐘所消耗的電
能，完全轉換成力學能時，能將多少瓶 1 公斤的飲
料抬上離地 4 公尺高的二樓？(g = 9.8 m / s2)
(B) 4900 瓶

(C) 7500 瓶

(D) 9800 瓶

的相互作用和兩電流元的大小、距離以及方向之間的關係。
後來人們把這個定律稱為「安培定律」
。目前所用的電流強

(D) 飛到澳洲時，N 極會上仰。

(A) 750 瓶

電流方向的關係遵從右手定則，這個定則後來被命名為「安
培定則」。此後，安培又做了許多實驗，描述兩電流元之間

(B) 在北半球時，S 極會上仰。

度單位–安培就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奧斯特和安培的研
究工作，揭示了長期以來被認為性質截然不同的電現象和磁
現象，二者之間的關聯性，在很短的時間內，電磁學便進入
了一個嶄新的發展時期。
奧斯特的電磁效應論文發表後，法拉第（Michael
Faraday）的心中一直存著一個疑問，既然電與磁有密切聯

40. 妙蛙種子口渴了，想喝熱開水，於是設計了下列裝
置來煮熱開水，若要喝到 42℃的水，需等候多久時
間？已知水的質量為 5 公斤，水的比熱為 1 cal / g‧
℃，1 卡 = 4 焦耳，當時水溫 20℃，且無熱散失。

繫，電能產生磁，那麼它的逆效應「磁能產生電」嗎？一八
三一年的某一天，他在公園散步時突然想到，是否反過來利
用磁的運動也可以產生電流，於是他急忙回到實驗室進行試
驗，結果試驗成功。把一塊磁鐵放入金屬線圈中時，會使電
流流入線圈，拿出磁鐵時，電流則反方向流動。這一現象肯

(A) 0.4 秒。

定了一個事實，電流不能無中生有，必須作功才能產生，於

(B) 4 秒。

是他發現了電磁感應現象，這個現象的發現，奠定了日後電

(C) 40 秒。
(D) 400 秒。

在一八二○年七月二十一日向科學界宣布了電流的磁效

11Ω

力工業發展的基礎。 (摘自科技大觀園：電磁學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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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1 次定期考試
9 年級 理化 班級範圍:01 班～17 班 組別範圍:第一組～第一組 標準答案
1

C

2

B

3

A

4

A

5

B

6

C

7

B

8

A

9

C

10

D

11

C

12

C

13

A

14

B

15

D

16

B

17

C

18

C

19

D

20

D

21

D

22

A

23

B

24

C.D

25

A

26

A.C

27

B

28

A

29

B

30

D

31

A

32

B

33

A

34

C

35

D

36

B

37

D

38

C

39

C

4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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