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理化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南一版自然與生活科技第四冊第五章&第六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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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單選題，1~25 題，每題 3 分，26~35 題，每題 2.5 分
1. 有機化合物必含有哪一種元素？
(A) 氫
(B) 碳
(C) 氮
(D) 烴
2. 以下何種物質並非有機物質？
(A) 二氧化碳
(B) 四氯化碳
(C) 乙烷
(D) 丙三醇
3. 有些有機物質的分子特別大，組成分子的原子數目可以多達數千到數十萬個，此類有機化合物稱為
(A) 單體
(B) 錯合物
(C) 複合物
(D) 聚合物
4. 以下哪些物質屬於高分子化合物？
(甲) 石墨； (乙) 椰子油； (丙) 聚乙烯； (丁) 澱粉； (戊) 尿素； (己) 醋酸
(A) 甲乙丙丁
(B) 丙丁戊
(C) 乙丙丁
(D) 丙丁
5. 生活中常見物質其主要成分屬有機化合物中的哪一類？請選出正確的配對。
甲、烴類
乙、醇類
丙、酯類
(A) 天然氣 --- 乙
(B) 醋酸 --- 甲
(C) 酒精 --- 乙
(D) 汽油 --- 丙
6. 以下常見食品保存的方法所使用的原理，何者錯誤?
(A) 蜜餞是利用高濃度的鹽及糖，使食物脫水，微生物不易生存
(B) 罐頭食品是經高溫滅菌後，密封隔絕氧氣
(C) 冷藏果汁、鮮奶等食品，常以加入防腐劑的方式抑制微生物生長
(D) 茶葉、海苔等是以乾燥法保存
7. 常用的清潔劑包含 肥皂 及 合成清潔劑 兩大類，以下關於日常清潔劑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標榜「中性溫和，不傷玉手」的洗碗精，應屬合成清潔劑
(B) 洗衣肥皂和洗碗精去污原理相似
(C) 清洗羊毛衣時，使用中性清潔劑，優於酸性或鹼性清潔劑
(D) 自來水水質容易生成鍋垢的地區，居民使用肥皂洗滌效果較佳
8. 由竹筷乾餾的實驗得知，竹筷可以被分解出 竹炭、醋酸、焦油、甲烷、氫氣和二氧化碳 等物質，
表示組成竹筷的重要元素
(A) 包含H、N、O、C
(B) 只含C、O
(C) 包含C、H、O
(D) 只含C
9. 以下有關有機酸的敘述，何者正確？
(A) C2H5COOH 是乙酸
(B) 硫酸也是有機酸 (C) 有機酸在水中會解離出 COOH
(D) 乙醇與氧氣在醋酸菌催化下，可以產生乙酸。這就是開瓶後的酒容易變酸的原因。
10. 天然氣和由石油分餾出來的石油氣、汽油都是常用的燃料，下列分析何者有誤？
(A)三者的主要成分均為烴類，故燃燒產物以二氧化碳和水為主 (B)石油氣在常溫下為氣態，加壓液化裝入
鋼瓶方便運送，即俗稱的桶裝瓦斯 (C)三者中汽油的沸點最低，常溫下為氣態 (D)三者均不易溶於水
11. 施水平作用力推一靜置於桌面的木塊，已知木塊重 200 gw，
所得推力與摩擦力的關係如右圖所示，木塊與桌面間的摩擦力為下列何者最正確？
(A) 當推力由 0 增加為 80 gw 時，物體開始等速移動
(B) 若木塊未受水平力，木塊和桌面間仍有靜摩擦力
(C) 若在木塊上放 400gw 的砝碼，則最大靜摩擦力為 300 gw，也就是瞬間水平施力
需大於 300gw 才能啟動物體
(D) 若在木塊上放 400gw 的砝碼，則動摩擦力不受影響仍為 80 gw。
12. 有機酸可以和醇類反應，但反應速度相當緩慢，有關此種反應的敘述，何者錯誤?
(A) 此反應產物為酯類及水
(B) 此類反應稱為酯化反應
(C) 加入甘油作為溶劑，同時隔水加熱，可使反應加快
(D) 產物難溶於水，有芳香味
13.「皂化反應」是製作肥皂的化學反應，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其通式為：油脂 + 鹼 → 肥皂 + 甘油
(B)實驗過程中加入硫酸當作催化劑
(C)油脂和鹼不互溶，故可用酒精當作溶劑，使充分反應
(D)肥皂是鹼性鹽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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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美美買了一雙鞋子、一個抱枕、一個兒童水壺和俗稱太空泡泡的小玩具。
已知有機化合物的分類如下圖，有關各標示成分的歸類，何者正確？：
甲
乙
丙
丁
(A) 鞋上面的標籤如圖
鞋面 羊皮------------乙
鞋底 合成橡膠------丁
(C)兒童水壺

(B) 抱枕側面標籤
表布
棉-----------乙
填充物 聚酯纖維-----丁

外包裝 聚乙烯 PE--------丙
杯身 聚丙烯 PP--------丁

(D) 太空泡泡標籤
含無毒乙酸乙酯-------丙

15. 八年級有一名自稱帥哥的奇帥是街舞高手，在學校 FB 上有一組照片是他的表演照：
甲

乙

丙

美美是他的同班同學，喜歡數學科和自然科，她利用所學估算出三張照片中，奇帥和地板的接觸面積分別
約為：甲- 240cm2，乙- 100cm2，丙- 3000cm2 ，已知奇帥體重 60kgw，則以下哪一項推論正確？
(A) 在乙圖中，奇帥對地板產生之壓力最大，約 0.6 kgw/cm2 (B) 在丙圖中，奇帥對地板之正向作用力最大
(C) 在丙圖中，奇帥對地板產生之壓力最大，約 20 gw/cm2 (D) 在甲圖中，奇帥對地板之正向作用力最小
16. 某日奇帥見到心儀已久的美美走過來，趕緊擺了個從電視劇學來的帥氣倚牆姿勢，如圖(一)。
奇帥的手水平方向上(垂直於牆面)施力。
美美見狀說：
「奇帥你現在對地面的向下作用力變小了。」
奇帥回答：「這不是重點，你沒發現我帥氣的髮型嗎?」
美美說：
「老師又不考這個！」，就加入明明同學和智智同學的討論了。
從物理的觀點，以下哪位同學所發表的意見是正確的？
(A)美美：
「我覺得現在如果放一個體重計在奇帥腳下，量到的重量應該小於他的體重。」
(B)明明：「我覺得奇帥對牆施一水平力，反而增加磅秤讀數。」
(C)智智：「我覺得奇帥對牆垂直施力多少，體重計的讀數就減輕多少。」
圖(一)
(D)以上皆非
17. 承上 16 題，三人討論如何求證，此時奇帥加入，說道：
「我覺得拿一個壓縮型
彈簧秤，放在手和牆之間，就可以測出我對牆壁的正向力了。」
其他人覺得這是好主意，便找來磅秤、彈簧秤做實驗，結果讀數如圖(二)所示。
聰明的你請解釋所測到的現象。(奇帥手上的彈簧秤重量材質均可忽略)
8 kgw
(A) 壓縮型彈簧秤不適合在牆面上使用，會產生測量誤差
(B) 磅秤減輕的讀數 等於 人和牆之間的向上摩擦力之大小，
而非等於手對牆所施正向力之大小
(C) 奇帥傾斜站立時，手撐牆面 8kgw 的力 有部分被摩擦力抵銷
(D) 奇帥傾斜站立時，腳雖對磅秤施力 8kgw，但其垂直分力只有 5kgw，
圖(二)
故磅秤讀數減輕 5kgw
55 k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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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邊長 10cm 的正立方塊，A、B 為其上、下面。以細線懸吊此立方
塊，請回答以下 18~23 題：
18. 垂直置入水中 A、B 兩面仍維持水平。當 A 面距水面 12cm，
B 面距槽底 7cm 時，如圖(三)所示，水的密度為 1g/cm3，
A 面所受水壓為何？
(A) 12 gw/cm2 向下
(B) 12 gw/cm2 向上
(C) 120 gw/cm2 向下
(D) 1200 gw/cm2 向上
圖(三)
19. 承上題，此正立方體靜止在水中時，
(A) B 面所受水壓小於 A 面
(B) B 面所受水的向上作用力 = 700 gw
(C) A 面所受水的向下作用力 = 1200 gw
(D) B 面所受水的向上作用力 < A 面所受水的向下作用力
20. 承上題，若將細線輕放掉，請判斷立方體將如何移動？(不計細線重量)
(A) 可能下沉到槽底，也可能維持在水中相同位置
(B) 上浮而部分露出水面
(C) 只可能下沉倒底
(D) 資料不足無法判斷
21. 若將細線與立方體從水中拉出，同時將立方塊上的水擦乾，
再以相同方法將立方塊垂直向下放入密度為 4 g/cm3 的甲液體中，
結果細線自然彎曲，立方塊有部分露出水面，呈現圖(四)所示的狀態，
A、B 兩面仍水平，則請判斷立方塊的密度 D 為多少 g/cm3？
(A) D < 1
(B) 0 < D ≦ 1
(C) D > 4
(D) 1 ≦ D < 4
22. 承上 21 題，若進一步測得圖(四)中 H = 5 cm，則
(A) 物體重量 > 所受浮力
(B) 物體重量 < 所受浮力
(C) 立方塊所受浮力 < 2000gw
(D) 立方塊所受浮力 = 2000gw

H
甲液體

圖(四)
3
23. 今取兩體積形狀相同的冰塊，分別投入 水中 及 密度 4 g/cm 的甲液體中，已知冰密度為 0.9 g/cm 。
下列何圖最能表示冰塊在這兩種 液體中體積 與 露出液面之體積 的比例關係?
(A)
(B)
(C)
(D)
3

水

甲液

水

甲液

水

甲液

※請回答以下 24~26 題：
24.將廣口瓶裝滿水以墊板壓緊後，倒置如圖 (五)，
手放開後墊板部掉落水並不會流出以下解釋何者最正確？
(A) 墊板受向上大氣壓力
(B) 水有浮力作用
(C) 空氣產生向上浮力
(D) 墊板和廣口瓶之間產生摩擦力
25. 承上 24 題，將此裝置放入水槽中，墊板移開，如同上學期製氧實驗，
開始以排水集氣法收集氧氣。實驗過程中某時刻的水位，
如圖(六)，O 點為瓶中與水槽水位等高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瞬間瓶內氣體壓力 + O 點水壓 = 大氣壓力
(B) 收集的氣體愈多，瓶內外水面差 h 愈小，
瓶內氣體壓力愈大
(C) 離開管口的氣泡，其體積隨氣泡上浮而增加
(D) 收集氣體不可能使瓶內水位降至低於瓶外水位

水

圖(五)

O點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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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在八年級上學期我們學到，若產生氣體太快時，可將橡皮導管移出水面，以免錐形瓶內物質由薊頭漏斗
冒出。有關以上操作方法的原理，下列解釋何者正確？
(A) 移出導管可利用大氣壓力減緩反應速率
(B) 導管移出水面，氧氣通過管口時，受到的壓力減小，可增快氣體導出速率，減少錐形瓶內氣體壓力
(C) 導管移出水面，空氣會跑進錐形瓶，降低氧氣濃度，使反應速率變慢
(D) 導管移出水面，可增加錐形瓶內的氣體壓力。
27. 在相同環境下，以水銀操作托里切利實驗，結果如右圖(七)所示，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若測量 ab 長度為76 cm，則當時大氣壓力為1atm

圖(七)

(B) 無論θ角度如何，管內外水銀面高度差 cd 並不會改變
(C) 若測出cd長為 75cm，則當時大氣壓力為1033.6 gw/cm2
(D) 玻璃管傾斜，因此無法測量大氣壓力。
28. 高山上食物不易煮熟，原因為何？
溫度較低而反應速率較慢

(A) 高山上氣壓低，水的沸點較低，水沸騰時食物的溫度不再升高，

(B) 高山上氣壓低，水不易到達沸點

(C) 高山上氣壓高，水沸點上升

(D) 高山上氣溫低，水不易沸騰。
29. 在密閉容器內的液體，某處受到壓力作用時，此壓力會以相同大小傳到容器
和液體的其他部分，這個現象稱為帕斯卡原理。兩大小不同的注射筒管口以
橡皮管相連接，注射筒及橡皮管充滿液體，如圖(八)，拇指在甲面向下施力
400gw，則
(A) 液體中 A 點壓力最大，C 點壓力最小
(B) 所產生壓力會以等值傳至乙面
(C)面積較大的乙面所受上推力應小於 400gw (D)B 點液體不流動

乙面

甲面

C點
A點

※ 將一個 490gw 無蓋鐵盒放入水中，鐵盒可靜止浮在水面上，如圖(九)所示。
已知鐵盒外觀底面積為 12cm*12cm、高 10cm，水密度為 1g/cm3，
實驗所用到的磁鐵塊，每個體積 50cm3，重量 200gw。
請回答以下 30~33 題：

B點

圖(十)
圖(九)

圖(十一)

30. 在尚未放入磁鐵塊時，有關圖(九)中鐵盒的敘述何者正確？
(A) 水對鐵盒的浮力＞490gw
(B ) 鐵盒可浮在水上，故鐵的密度必小於水的密度
3
(C )鐵盒所排開水的體積為 490cm
(D) 鐵盒所受合力≠0
31. 在鐵盒中輕輕放入一個 200gw 的磁鐵塊，發現鐵盒仍可靜止浮在水上，如圖(十)。
有關放入磁鐵前、後，鐵盒所受水的浮力，以下哪一個示意圖最正確？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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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持續放入相同的磁鐵塊，當放入第五塊時，整個裝置下沉至槽底，如上圖(十一)，則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 在放入第一到四塊的過程，鐵盒排開水的體積逐漸增加。
(B) 當鐵盒中僅有四塊磁鐵時，鐵盒浸入液中的體積(排水體積)為 1290 cm3。
(C) 放入第五塊磁鐵後，整個裝置下沉，最後靜止於槽底，在槽底鐵盒所受合力=0，處於力平衡狀態，
但所受浮力大小 < 鐵盒重量 。
(D) 若鐵盒要載五塊磁鐵而不下沉，必須注入更多水到水槽中 。
33. 承上 32 題，若將五塊磁鐵吸在鐵盒外，如右圖(十二)，再將整個裝置
放入水槽，發現整個裝置可以浮起。又因磁鐵塊分布平均，故鐵盒水平
浮在水面上，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 整個裝置所受浮力大於 1490gw
(B) 圖中鐵盒露出水面的高度 h 約為 8.6 cm
(C) 五塊磁鐵全放入鐵盒中會下沉，吸在鐵盒外則可上浮。
此現象與「船由淡水駛入海水中，船身會上浮的原理」相同。
圖(十二)
(D) 五塊磁鐵全放入鐵盒中會下沉，吸在鐵盒外則可上浮。
所以危急時，若想讓限載 10 人的船協助 15 人過河，可以應用此原理，讓部份的人附掛在船邊，
身體浸在水中，即可一次讓全部的人過河。
※閱讀以下兩段文章，了解「同分異構物」及「同素異形體」，並回答 34~35 題：
有機化合物的性質主要由組成原子的種類、數目和排列方式決定。甲醚與乙醇的分子式都是 C2H6O，
雖然兩者的組成原子種類及數目均相同，卻因原子的排列情形與結合方式不同(如下圖)，造成兩者性質上
的差異，例如：甲醚的沸點 －24.9 ℃，常溫下為氣態；乙醇的沸點 78 ℃，常溫下為液態。
此兩種物質為同分異構物。

(乙醇)

(甲醚)

同一種元素可以構成不同形式的固體。這些不同的形式稱為同素異形體。碳的同素異形體就是最佳例子。
最常見的碳同素異形體包括鑽石和石墨。雖然兩者都是由碳原子構成的，但它們表現出完全不同的性質。
這是由於它們的原子以不同的方式結合在一起。

鑽石

石墨

34. 由以上資料判斷，以下何組物質為同素異形體？
(A) 氧氣(O2)、臭氧(O3)
(B) 碳-14、氮-14
(C) 碳-12、碳-14
35. 由以上資料判斷，下列何者為甲酸乙酯的同分異構物？
(A) 乙醚
(B) 丙酸
(C) 丙醇
(D) 葡萄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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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葡萄糖、果糖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理化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3 次定期考試
8 年級 理化 班級範圍:01 班～15 班 組別範圍:第一組～第一組 標準答案
1

B

2

A

3

D

4

D

5

C

6

C

7

D

8

C

9

D

10

C

11

C

12

C

13

B

14

A

15

A

16

A

17

B

18

A

19

C

20

A

21

D

22

D

23

C

24

A

25

D

26

B

27

B

28

A

29

B

30

C

31

A

32

D

33

D

34

A

3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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