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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 下列關於甲烷的敘述，何者正確？ 

(A)分子式是 C3H8。       

(B)常溫常壓下是液態。        

(C)其性質難溶於水。      

(D)燃燒後會產生二氧化硫氣體。 

 

2. (    ) 恩恩在實驗室中發現一瓶標示不明的有機藥品， 

由殘餘標籤得知分子式為 C2H6O，下列關於此藥品

的敘述，何者錯誤？  

(A)此藥品在常溫常壓下為液態，則可能為乙醇。  

(B)此藥品在常溫常壓下為氣態，則可能為甲醚。  

(C)此藥品為烴類化合物。  

(D)此藥品有同分異構物。 

 

3. (    ) 下列關於釀醋的敘述何者正確？ 

      (A)醋酸無色無味。    

      (B)由大豆發酵而得。 

      (C)由乙醇經酵母菌催化而得。 

      (D)需要在有氧的環境中才能將乙醇氧化成醋酸。 

 

4. (    ) 閎閎在廚房中把米酒與白醋混合加熱，覺得香味 

濃郁，可得知產生了新物質，下列關於此物質的 

敘述，何者正確？ 

(A)屬於有機化合物，難溶於水。       

(B)屬於聚合物，密度比水小。 

(C)屬於聚合物，可溶解油汙。 

(D)屬於有機化合物，常溫常壓下為氣態。 

 

5. (    ) 醣類是提供人體能量的主要營養素之一，可幫助 

生理機能得以正常運作，下列關於醣類的敘述， 

何者正確？ 

(A)綠色植物經光合作用可合成醣類。    

(B)纖維素是醣類，可被人體消化，分解成葡萄糖。 

(C)澱粉與蔗糖是聚合物，由小分子聚成巨大分子。 

(D)碳、氧兩種原子的數目比大多為 2:1，故醣類又  

  稱碳水化合物。 

6. (    ) 下圖為某有機化合物的分子模型，  代表碳原子、

代表氫原子、代表氧原子。下列關於此化合物

的敘述，何者錯誤？ 

 

 

 

 

 

 

(A)其分子式為 C3H8O                              

(B)此分子可溶於水，在水中不會解離。 

        (C)此化合物為稱為丙三醇，俗稱甘油。 

        (D)此分子為丙烷中的-H被-OH原子團取代所形成。 

 

7. (    ) 侑侑身上制服的標籤如右圖

所示，下列對於此成分纖維的

敘述，何者正確？  

     (A)棉是植物纖維，具有天然光澤。 

     (B)棉具有保暖及透氣的特性。 

     (C)聚酯纖維又稱人造絲，有很好的吸水性。 

     (D)聚酯纖維只由 C、H 兩原子聚合而成。 

8. (    ) 在釀酒的過程中，容器必須密封並經過發酵一段 

時間後，除了產生酒精外，還可以看見一些氣泡，

此氣泡應為下列何者？ 

(A)氧氣   (B)水蒸氣    

(C)氫氣   (D)二氧化碳 

 

9. (    ) 辰辰將四種液體分別置於 1~4 號試管後，分別進行

測試，結果如下： 

      (1)以廣用試紙測試，發現只有 4 號試管呈現紅色。 

      (2)以手搧聞液體氣味，發現 1號試管有類似水果香味。 

      (3)測試液體的揮發性，結果 3 號試管最容易揮發。 

      (4)分別在試管中加入水，發現 1、2 號試管有分層。 

      根據上述測試結果，則這四種液體依序為何？ 

      (A)乙酸、乙酸乙酯、乙醇、己烷 

      (B)乙酸乙酯、己烷、乙醇、乙酸       

      (C)乙醇、乙酸、己烷、乙酸乙酯        

      (D)己烷、乙酸乙酯、己烷、乙酸 

 

10. (    ) 勛勛在個人社群中發布了一則關於洗髮精產品的

訊息，下列關於同學們的留言，何者觀念錯誤？ 

 

 

 

 

 

 

 

 

 

 

 

 

 

 

 

 

 

 

 

(A)云云：這產品的原料來自石油的提煉呢! 

(B)星星：如果裡面含有磷酸鹽，排入河川中會加速 

        水質優養化喔! 

(C)奇奇：動物毛髮的主成分是蛋白質，若此產品為  

        酸性清潔劑，則毛髮容易變成白色。 

(D)萌萌：它的去汙原理跟肥皂相同，所以也可以用 

        肥皂來去除油污。 

 

11. (    ) 廢寶特瓶(PET)送到回收處理廠後，會被粉碎變成

「塑膠碎片」；塑膠碎片經過分解、加工，融化成

塑膠粒再透過機器抽絲，變成可再利用的再生環保

紗。2014 世界盃足球賽中，有 16 個國家隊球衣使

用台灣回收寶特瓶製成的環保紗，讓國際驚豔。  

請問寶特瓶為下列哪種聚合物的結構與特性？ 

(A)鏈狀結構，為熱固性聚合物         

(B)網狀結構，為熱固性聚合物 

(C)鏈狀結構，為熱塑性聚合物 

(D)網狀結構，為熱塑性聚合物 

 

第 1 頁，共 4 頁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 第二學期 八年級 理化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題目卷 

 

12. (    ) 下圖為某實驗的步驟圖，關於此實驗的敘述，下列

何者正確？ 

 

 

 

 

 

           

        

        (A)步驟一的反應物皆為有機化合物。 

       (B)可以將步驟二中的濃硫酸改成濃鹽酸。 

       (C)步驟三代表此實驗為吸熱反應。 

       (D)步驟四中是利用化學方法使生成物分層。 

 

13. (    ) 承上題，步驟四的上層生成物，在下列哪種物質中

也存在同類的化合物？ 

      (A)牛奶   (B)醬油   (C)花生油   (D)白醋 
 

14. (    ) 陽陽不小心搞混了一堆布料，已知裡面有蠶絲、

麻、嫘縈與尼龍等布料。他將布料標號為甲、乙、

丙、丁，並進行下列測試： 

 

 

 

 

 

 

 

 

       根據測試結果，請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A)甲-嫘縈  (B)乙-麻  (C)丙-尼龍  (D)丁-蠶絲 

 

15. (    ) 小熹做皂化實驗的步驟如下圖所示，請問步驟一中

甲、乙反應物為下列何者？ 

 

 

 

 

(A)醋酸、乙醇   (B)乙醇、氫氧化鈉 

(C)油脂、乙醇   (D)氫氧化鉀、油脂 

 

16. (    ) 承上題，小熹發現在步驟二時，兩個反應物很難 

互相溶解，他可以再入加下列哪種物質，使得反應

物能更容易作用？ 

(A)H2SO4   (B)C2H5OH  (C)MnO2  (D)HCOOH 

 

17. (    ) 下列何者分類皆是聚合物？ 
 

 

 

 

 

18. (    ) 潘潘到超市買了芝麻湯圓、冷藏果汁、泡菜、罐頭、

保久乳，乾燥香菇、鮮奶及冷凍水餃。下列哪兩種

食品的保存方法為同一類？ 

(A)泡菜與罐頭 

(B)乾燥香菇與鮮奶 

(C)芝麻湯圓與冷凍水餃 

(D)冷藏果汁與保久乳 

 

19. (    ) 肥皂分子的結構示意如下所示，關於甲、乙兩構造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甲結構稱為親油端。     

(B)乙結構是由 C、H 原子組成的。  

(C)甲結構在水中會解離與乙結構分離。      

(D)乙結構在去汙的過程中會與水作用。 

 

20. (    ) 承上題，下列何圖為肥皂分子去汙過程的示意圖？ 

 

(A)                    (B)     

 

 

 

 

 

 

(C)                    (D) 

 

 

 

 

 

<科幻劇場> 劇本一 

碰！糟了， 

為什麼我的手拿不住盤子而掉到地上呢？ 

要趕快在媽媽回來前將地上清掃乾淨才行。 

咦？我怎麼在原地踏步呢？ 

快呀！快呀！不行啊， 

還是停留在原地，怎麼辦？ 

看看窗外，哇！不得了， 

發生了大車禍， 

路上的人車都撞成一團， 

而後面的車子還不停地撞上去。 

對面正在施工的鷹架散落一地， 

原本堆在旁邊的廢土堆也覆蓋到整個地面上，真是一團亂。 

不禁嘆了一口氣自問，我們的世界到底怎麼了。 

21. (    ) 請問上述劇本中，底線裡所描述的情況，是因為 

什麼力消失了？ 

(A)重力   (B)浮力   (C)正向力   (D)摩擦力 

 

22. (    ) 下列關於力的敘述何者正確？ 

(A)讓成熟的蘋果往下掉落的力是空氣浮力。 

(B)靜止在桌面上的香蕉只受到重力作用。 

(C)用湯匙挖西瓜肉的過程中會產生摩擦力。 

(D)浮在水中靜止的葡萄會受到摩擦力作用。 

 

布料

編號 
光澤 燃燒 

甲 有 有似燒紙張的味道 

乙 沒有 末端結成小球狀 

丙 有 有似燒頭髮的味道 

丁 沒有 有似燒紙張的味道 

(A)  
醋酸、肥皂、蔗糖 

(B) 

油脂、甘油、羊毛 

(C) 

石墨、酚醛樹酯、保麗龍 

(D) 

尼龍、澱粉、美耐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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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    ) 水平桌面上放置了一個 10kgw 的鐵塊，今對鐵塊

施以不同的水平力及垂直力，鐵塊仍靜止不動， 

如圖所示。請問鐵塊所受摩擦力大小及方向為何？ 

 

 

 

 

 

 

 

(A) 3kgw，向右  (B) 3kgw，向左    

(C) 4kgw，向右  (D) 4kgw，向左 

 

24. (    ) 賢賢想利用砝碼測量自己鉛筆盒的重量，他先用 

砝碼進行彈簧伸長的實驗，結果如下表： 

砝碼(gw) 0 10 20 30 40 

全長(cm) 7 13 19 25 31 

   根據上表數據，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假設彈簧皆在 

   彈性限度內)       

   (A)砝碼每增加 10gw，長度會增加 6cm。                       

   (B)80gw 的砝碼會讓全長變成 55cm。 

   (C)當砝碼重量是原來的 3 倍時，伸長量也會變成 3 倍。  

   (D)砝碼越多時，全長越長，當砝碼重量變成原來的 2 倍 

      時，全長也會變成 2 倍。       

25. (    ) 承上題，賢賢利用彈簧繼續進行實驗，他將這兩條

相同的彈簧分別以不同的裝置方式進行測試，如下

圖一、圖二、圖三所示。圖二為彈簧並聯，圖三為

彈簧串聯，結果如下表： 

 

砝碼(gw) 0 10 20 30 40 

圖一全長(cm) 7 13 19 25 31 

圖二(並聯)全長(cm) 7 10 13 16 19 

圖三(串聯)全長(cm) 14 26 38 50 61 

 根據上表數據，下列敘述正確的有： 

 (甲)彈簧的受力與全長成正比。 

 (乙)所掛的物體重量越重，彈簧的伸長量越大。 

 (丙)掛相同的東西，彈簧圖三的伸長量比圖二要大。    

 (丁)掛相同物體時，彈簧材質越硬，彈簧的伸長量越小。 

 (A)甲、乙  (B)甲、乙、丙  (C)乙、丙、丁   (D)乙、丙 

 

26. (    ) 承上題，賢賢想測量鉛筆盒有多重，但是又怕鉛筆

盒太重，讓彈簧過度伸長造成彈性疲乏，超過彈性

限度，而測不準確。請問賢賢應該選擇圖一、圖二

還是圖三的彈簧好呢？ 

(A)圖一          (B)圖二(並聯)   

(C)圖三(串聯)     (D)三者皆可 

 

27. (    ) 下列哪些器材可以用來測量物體的重量？ 

 

   

 

 

 

            (甲)             (乙)            (丙)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甲、乙、丙 

 

28. (    ) 手握著 500gw 的杯子恰保持靜止，已知杯子兩側

手的握力皆為 250gw，如下圖所示。請問杯子的 

重量是靠什麼力支撐的？大小為何？ 

 

 

 

 

 

 

 

(A)握力，250gw         (B)握力，500gw    

(C)靜摩擦力，500gw   (D)動摩擦力，500gw 

 

29. (    ) 承上題，如果在杯子周圍抹上一層油，手握住杯子

仍須保持靜止，則下列哪些力皆會增加？ 

(甲)握力、(乙)正向力、(丙)靜摩擦力、 

(丁)動摩擦力、(戊)最大靜摩擦力 

(A)甲、乙、丁   (B)乙、丙、丁   

(C)甲、丙、戊   (D)甲、乙、戊 

 

30. (    ) 貫貫將數顆棉花糖放入密封罐中，如下圖一所示，

接著利用抽氣筒將罐中的空氣逐漸排出，也觀察到

棉花糖膨脹了起來，如下圖二所示。 

 

 

 

 

 

 

 

從圖一到圖二的過程中，讓棉花糖膨脹的原因， 

與那位科學家所證明或發現的原理最有關係？ 

(A)虎克  (B)帕斯卡  (C)托里切利  (D)阿基米德 

 

31.  (    ) 一座水庫的蓄水池如下圖所示，已知此蓄水池處

於滿水位狀態，水位高度為 250m，則水面下兩處

的水壓 P1及 P2，其 P1：P2為何？  

 

 

 

 

 

   

 

 

 

 

(A) 3：4  (B) 4：3  (C) 9：13  (D) 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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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    ) 將兩個大小不同、材質均

相同的甲、乙兩吸盤， 

緊緊的吸附在浴室磁磚

上，若吸盤與瓷磚間沒有

空氣存在，如下圖所示。

則關於兩吸盤所受的大氣

壓力與最大靜摩擦力之 

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選項 所受大氣壓力 最大靜摩擦力 

(A) 甲=乙 甲=乙 

(B) 甲=乙 甲<乙 

(C) 甲<乙 甲=乙 

(D) 甲<乙 甲<乙 

 

33. (    ) 有一隻玩具小鴨浮在靜止的水

面上，如右圖。已知此小鴨重

量為 10gw、體積為 15cm3。此

時小鴨在水面上的體積為多少

cm3？ (水的密度為 1g/cm3) 

(A) 5    (B) 7    (C)10    (D) 12 

 

34. (    ) 承上題，阿廣在小鴨身上 

綁了一條棉繩，在棉繩下綁

一個體積 10 cm3的金屬塊，

剛好使得小鴨完全沒入水面

下，如圖所示。請問金屬塊

的密度為多少 cm3？ 

(假設金屬塊沒有碰到底部，且不計棉繩重量) 

(A) 1.5   (B) 1.2  (C) 1.1   (D) 1.0  

 

35. (    ) 承上題，有一塑膠材質的正立方體浮在水面上， 

在水面下的深度為 1cm，如圖(一)所示。若在塑膠

正立方體上方，置放 10gw 的玩具小鴨時，此正立

方體在水面下的深度增加為 1.5cm，如圖(二)所

示，則此塑膠正立方體的重量為多少 gw？ 

 

 

 

 

 

 

 

(A) 10   (B) 20   (C) 30   (D) 40 

 

36. (    ) 有一個水壓機之大小活塞面積分別為 20cm2、

5cm2，今在大活塞上放置一個 1kgw 的鐵塊， 

如下圖所示。若在小活塞上施一力 F 使兩活塞高度

相等，請問 F 應為多少 kgw？ 

 

 

 

 

 

(A) 0.25    (B) 1   (C) 5   (D) 20 

37. (    ) 琳琳在書上看到一個測定噴霧罐內藥品含量多寡

的圖片，如下圖所示。其方法是把噴霧罐放進水

中，根據浮沉情形而判別噴霧罐的含量。 

 

 

 

 

 

 

 

 

請根據上圖判斷甲、乙、丙、丁四個噴霧罐的浮力

大小為何？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丁   

(C)甲<乙=丙<丁      (D)甲<乙<丙<丁 

 

38. (    ) 芯芯喜愛登山，到了高山營地後測得當地氣壓為

720mm-Hg，若在此處進行大氣壓力測定的實驗，

則會看到下列何種結果？ 

(玻璃管上部皆真空，h 為水銀柱的高度) 

(A)                    (B)  

 

 

 

 

 

 

 

 

(C)                    (D)  

 

 

 

 

 

 

 

 

 

39. (    ) 承上題，芯芯帶著圓筒形的鍋子上山，她在高山營

地煮水時，發現水在不到 100℃就沸騰了。關於此

現象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水在 1atm，沸點約 100 ℃。  

      (B)當氣壓降低時，水的沸點會下降。       

      (C)若增加鍋內氣體的壓力，會提升水的沸點。    

      (D)沒有蓋上鍋蓋，水煮久了還是會到達 100℃。 

 

40. (    ) 承上題，芯芯看到隊友在圓形的鍋蓋上，放了一塊

石頭，如下圖。食物就能很快的煮熟了，她了解到

這是壓力改變水沸點的關係。若圓筒形鍋蓋半徑 

為 R，重量為 W1，石頭重量 W2、底面積為 A， 

則石頭給予鍋蓋的壓力，可用下列何者表示？ 

(A) W2 ÷ A      

(B) (W1＋W2) ÷ A  

(C) W2 ÷ (πR2)  

(D) (W1＋W2) ÷ (π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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