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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 東 縣 1 1 0 學 年 度 八 年 級 期 末 共 同 評 量 自 然 科 試 題 
 

壹、 選擇題(每題 2.5分  共計 77.5分) 

1. (   )老師和四位同學聊起去年學校舉辦隔宿露營發生的事，請問哪位學生的測量值不會有誤差？ 

 (A)小惠:那天晚上有下雨，氣溫最低溫為 16℃，半夜我們還冷醒 

(B)阿豪:我們那組的帳篷有 6 位組員一起睡，有人睡覺打呼聲很吵 

(C)安安:當時我的體重只有 43 公斤重，現在多了 2公斤重 

(D)小勛:當天烤肉的肉片很厚，拿尺量有 0.7公分，烤起來真好吃 

2. (   )甲、乙、丙三種分子結構如右圖所示，已知甲+乙→丙(未平衡)，請選出最能表示

該圖之化學反應式？ 

(A) H2＋O2→H20  (B) 2H2＋02→2H20  (C) H2＋2N2→2NH3  (D) 3H2＋N2→2NH3 

 

3. (   )小森想測試甲、乙、丙三種不同金屬的活性，於是設計實驗，分別燃燒此三種金屬，其反應情形如下所述： 

 甲：加熱時，快速燃燒，發出白色強光 

 乙：加熱時，有黃綠色火焰，但移去火源後燃燒即停止 

 丙：加熱時，沒有火焰，金屬表面從紅棕色變成黑色 

 根據實驗結果，判斷甲、乙、丙三種金屬對氧的活性大小關係應為下列何者？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丙＞甲＞乙  (D)丙＞乙＞甲 

4. (   )「人類為了生存而透過呼吸運動吸取空氣進入肺臟，再藉由血液運輸到全身各處，所以進行深水活動時，也需要背負

氧氣瓶潛入水中，但是海水的壓力會影響氣體的溶解量，萬一返回海平面的速度過快時，血管內將會產生許多小氣泡、

影響生理機能，又稱『潛水夫病』。」根據短文並配合所學知識，判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平時吸入肺臟的空氣以氧氣含量最多                (B)氧氣瓶內的氧氣，可用大理石加鹽酸的方式製造 

(C)血管內出現小氣泡是因為水壓變小，氣體溶解度變小  (D)血管內出現小氣泡是因為海水溫度變低，氣體溶解度變小 

5. (   )任天堂有一遊戲玩家要在遊戲中找出可以幫助導電的液體，如果你是這個遊戲的玩家，哪一種液體無法完成此任務？ 

(A)檸檬汁  (B)澄清石灰水  (C)消毒用酒精  (D)浴廁清潔劑 

6. (   )如附圖為酸鹼中和實驗，以酚酞作指示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指示劑需加在滴定管中才能明顯看到由無色變粉紅色  

(B)滴定至酚酞顏色變化時，表示所加氯化氫與氫氧化鈣分子數相等 

(C)滴定過程中，燒杯內的溶液溫度會上升，因為酸鹼中和為一放熱反應 

(D)滴定反應完成後，將溶液加熱蒸發會析出白色的氯化鈉固體 

7. (   )八年忠班同學在實驗室找到三支音叉，並在相同時間內使它們振動發出的聲音，並透過示波器

轉換，描繪出圖形(如右圖)，請問以下同學的解釋何者正確?  

(A)小瑛：「甲的響度最大」                  (B)小花：「乙的頻率最高」   

(C)小新：「乙跟丙的音調相同」              (D)小葳：「丙的音調最高」 

8. (   )白雪公主對著魔鏡，發現魔鏡裡的自己是正立的但變得比較小，這塊魔鏡可能和哪一種光學鏡子相同? 

(A)路口用來查看大範圍景象的凸面鏡         (B)用來整理服裝儀容的平面鏡 

(C)照相機裡面用來集中光線的凸透鏡         (D)手電筒裡面用來反射光線的凹面鏡。 

9. (   )小田在上課時，操作雙氧水分解成氧氣及水的實驗，並記錄了數據整理成以下表格。請根據以上記錄判斷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A)可以推測出濃度對反應快慢的影響。        (B)可以推測出溫度對反應快慢的影響。 

(C)可以推測出濃度對生成物產量多少的影響。  (D)可以推測 t介於 480 秒與 720 秒之間。 

 

 

 

 

背面尚有試題，請翻頁作答 

                       雙氧水                                                                  

                         體積及濃度 

收集 15ml氣體 

所需時間(分) 

反應條件 

10ml 30% 

雙氧水 

10ml 15% 

雙氧水 

10ml 10% 

雙氧水 

10ml 5% 

雙氧水 

無催化劑；20℃ 幾乎不反應 幾乎不反應 幾乎不反應 幾乎不反應 

無催化劑；30℃ 360 480 t 720 

加入 MnO2催化劑；30℃ 10 25 60 120 

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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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   )下圖選項中為四種光線經過面鏡反射和透鏡折射的行進示意圖，試問下列何者為近視眼鏡用的凹透鏡之行進示意圖？  

11. (   )在常溫常壓下，雙氧水可自然分解成水，反應式為:2H2O2→2H2O＋O2。將定量雙氧水置於常溫常壓下自

然分解，氧氣的生成量和反應時間的關係如右圖所示。若在相同的條件下，加入催化劑 MnO2再重新做

一次實驗，則水的生成量與反應時間關係圖最可能為下列哪一個？ 
 

 

 

(A)  (B)  (C)  (D)  

12. (   )將一個燒熱的鐵塊丟入常溫的水中，請問到達熱平衡之前鐵塊和水之間熱量流動的方向為何？  

(A)因為鐵塊溫度較高，所以熱量由鐵塊向水流動        (B)因為水的質量較大，所以熱量由水向鐵塊流動 

(C)因為鐵塊所含熱量較高，所以熱量由鐵塊向水流動    (D)因為水的比熱較大，所以熱量由水向鐵塊流動 

13. (   )下列選項中，何者是有機化合物？  

(A)清潔用的蘇打粉(Na2CO3)    (B)植物進行光合作用需要的原料－二氧化碳(CO2)  

(C)貝殼的組成物質(CaCO3)    (D)德國和俄羅斯之間所連接的北溪二號內的天然氣-甲烷(CH4) 

14. (   )下列關於有機化合物特性的敘述，何者錯誤？  

(A)烷類在空氣中完全燃燒後會產生二氧化碳和水   (B)乙酸的分子有原子團－COOH 

(C)乙醇可溶於水中，所形成的水溶液會導電       (D)進行酯化反應時，可加入濃硫酸加速反應 

15. (   )如右圖為衣料纖維的簡要分類，何者配對錯誤？ 

(A)棉麻屬於甲，由纖維素所組成    (B)貂毛屬於乙，由蛋白質所組成 

(C)人造絲屬於丙，是石化產品      (D)尼龍屬於丁，是石化產品 

 

 

16. (   )小康發現生活中有些塑膠製品遇熱會發生軟化，有些則不會，於是他查詢相關資料，並將有關於合成聚合物的特性及

分類，以下四個選項中哪一個資料是錯誤的? 

(A)合成聚合物主要分成鏈狀及網狀聚合物 

(B)寶特瓶這種遇熱會發生軟化的製品，屬於鏈狀聚合物 

(C)鍋具把手、包覆插頭的塑膠，主要是由鏈狀聚合物材料製成 

(D)電路板的製作，適合以網狀聚合物當作材料 

17. (   )2022 年 2 月 27 日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天公布國內新增 16 例本土，其中有 4 例和新北某火鍋店有關，目前安排

相關人員採檢，持續疫調中。專家指出，火鍋中不停燒著滾水，會令氣流在室內空間流動較快，導致飛沫微粒可能有機

會飄得更遠，有助於病毒的傳播。此與熱的傳播方式中的哪一項有較大的關係？  

(A)傳導  (B)對流  (C)輻射  (D)反射 

18. (   )小明和小華一同移動衣櫃，此衣櫃重 60kgw，原靜置於地面，現在於衣櫃於兩側分

別施以水平 30kgw 與 20kgw 作用力，且無離開地面，如右圖所示，發現衣櫃仍然靜

止不動，則衣櫃受到的摩擦力種類和大小為多少 kgw？ 

(A)靜摩擦力; 10kgw  (B)靜摩擦力; 50kgw  (C)動摩擦力; 10kgw  (D)動摩擦力; 50kgw 

19. (   )兩塊底面積不相等、重量相等的積木放在桌上。關於積木施予桌面壓力的大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積木底面積大者，所施予的壓力較大   (B)積木底面積小者，所施予的壓力較大  

(C)兩積木施予的壓力大小皆相等         (D)壓力跟底面積大小無關 

20. (   )已知液體壓力大小與液體深度及液體密度之乘積成正比。一容器裝滿水，底部水壓力為 20 公克重∕平方公分，若改裝

滿密度為 1.2公克∕立方公分的某液體時，容器底部所受液體壓力為何？  

 (A) 10 公克重∕平方公分  (B) 12 公克重∕平方公分  (C) 20 公克重∕平方公分  (D) 24 公克重∕平方公分 

 

 

背面尚有試題，請翻頁作答 

(A) 

 

(B) 

 

(C) 

 

(D) 

 
氧氣的生成量(mg) 

氧氣的生成量(mg) 氧氣的生成量(mg) 氧氣的生成量(mg) 氧氣的生成量(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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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   )有相同體積的甲、乙、丙三個球體，投入水中後，靜止於不同的位置(如右圖一)， 

請問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乙兩球所受的浮力相同   (B)甲球所受的浮力大於丙球所受的浮力 

(C)甲球所受的浮力大於其重量   (D)乙、丙兩球所受的浮力相等 

 

22. (   )將兩塊相同質量的黏土（密度＝ 2 g/cm
3
）捏成甲、乙兩球，甲球為實心球體，投入水中沉 

到水底；乙球為空心球體，投入水中會浮到水面(如右圖二)。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球所受的浮力小於甲球排開的水重 (B)甲球會沉到水底的原因是甲球密度大於水的密度 

 (C)乙球所受的浮力大小等於其重量     (D)乙球所受的浮力大於甲球所受的浮力 

 

23. (   ) 寶特瓶是石化原料製作而成的容器，瓶身經分類、回收加工後，可加熱抽絲、塑形，製成各式紡織品。試問此類紡織

品屬於下列何種纖維？ 

(A)天然的植物纖維  (B)天然的動物纖維  (C)人造的再生纖維  (D)人造的合成纖維 

24. (   )成熟的水果與盛開的花朵常有特殊的香味，因為他們含有酯類，人類也可以藉由化學合成的方式產生，請問下列哪些

原料可進行酯化反應？  

(A)甲烷+乙炔   (B)甲醇+丙酯  (C)乙醇+乙烷   (D)甲醇+丁酸 

25. (   )使用針頭進行藥物注射時，醫護人員可以輕易將針頭刺入皮下組織，將藥物注射進入人體。請問使用針頭進行藥物注

射的過程中，所使用到的原理，以下哪個描述較為正確？ 

(A)針頭與皮膚的接觸面積很小，可以增加壓力，將針頭輕鬆刺入皮下組織 

(B)針頭能將使用者的力量放大，使用少許的力量即可將針頭刺入皮下組織 

(C)壓力作用於密閉容器內的液體時，此壓力會以相同大小傳遞到液體內的任何一處，讓注射藥物達到省力的效果 

(D)依連通管原理，藥物可經由針頭與皮下組織連接，讓藥物能輕易流入皮下組織 

26. (   )有一密度為 2 g/cm3，質量為 100g 的物體，若將物體完全浸入水中時，則物體所受的浮力為多少 gw？ 

(水的密度= 1 g/cm
3
)。 

(A) 200  (B) 100  (C) 50  (D) 0 

27. (   )阿生參加野外生物觀察活動時觀察到蜘蛛懸吊在半空中不動，關於蜘蛛受力之情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僅受地球引力作用                       (B)僅受蜘蛛絲之拉力作用 

(C)同時受地球引力和蜘蛛絲拉力之作用       (D)不受力作用 

28. (   )一靜止的物體，同時受兩個大小相同的外力作用，若仍維持靜止狀態，則此兩力的夾角為何？ 

 (A)0°  (B) 45°  (C) 90°  (D) 180° 

29. (   )如右圖所示，一物體置於磅秤的上方，同時掛在一彈簧秤下，已知磅秤的讀數為 300 公克重，彈簧秤

的讀數為 100公克重，且物體呈靜止不動，則物體的實際重量應為多少公克重？  

(A) 100  (B) 200  (C) 300  (D) 400 

30.  (   )張小英家中盛產葡萄，因為產量過剩所以張小英將葡萄釀製成葡萄酒，但是在釀酒過程中發生失誤，酒缸蓋子沒有密

封好，讓氧氣跑了進去，最後葡萄酒變成了葡萄醋! 請問(甲)葡萄糖、(乙)葡萄酒與(丙)葡萄醋三者中，有那些含有

C、H、O 的有機化合物？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乙丙 

31. (   )阿姆斯壯在月球上做托里切利實驗測量月球大氣壓力，玻璃管內外的水銀柱的高度差是 0cm，若他返回地球在海邊做同

樣的實驗，則玻璃管內外的水銀柱的高度差可能為多少 cm呢？ 

 (A) 13.6cm  (B) 75.6cm  (C) 760.6cm  (D) 1033.6cm 

 

貳、 題組(每個答案 2.5分  共計 22.5分) 

一、 小明進入實驗室進行彈簧總長度與所受外力大小關係的實驗，並將結果繪製成右圖，如附圖所示。試回答下列問題： 

32. (   ) 彈簧未受外力時，請問原來長度為多少？ 

(A) 8公分  (B) 10 公分  (C) 12公分  (D) 14公分 

33.  (   )彈簧伸長量為 5公分時，彈簧受到的外力為多少？ 

(A) 5公克重  (B) 10公克重  (C) 15公克重  (D) 20公克重 

 

 

 

 

 

背面尚有試題，請翻頁作答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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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周杰倫的《聽見下雨的聲音》中唱道:  

而我聽見下雨的聲音 想起你用唇語說愛情 

幸福也可以很安靜  我付出一直很小心 

終於聽見下雨的聲音  於是我的世界被吵醒 

就怕情緒紅了眼睛  不捨的淚 在彼此的臉上透明 

34. (   )下雨的聲音由窗外傳進室內時，雨聲傳遞的是什麼？ 

(A)空氣  (B)雨滴  (C)能量  (D)質量 

35. (   )下列關於雨聲的敘述，何者錯誤？ 

(A)雨聲的由來是水滴撞擊物體產生振動所造成     (B)傳遞雨聲的介質為空氣 

(C)雨聲在真空中亦能傳播                       (D)空氣中傳播的雨聲是縱波 

36. (   )雨聲在下列木頭、空氣、海水三種介質中的傳播速率大小，下列何者正確？ 

(A)海水>空氣>木頭   (B)海水>木頭>空氣   (C)木頭>空氣>海水   (D)木頭>海水>空氣 

 

三、 心心在實驗室做影響摩擦力因素的實驗，完成後將數據記錄如下表一；繪製成外力與摩擦力之關係如下圖二 

 

 

 

                                                                                         

                                                                                                    

 

37.  (   )由表一實驗結果可推出如下何者結論？ 

(A)接觸面積與最大靜摩擦力有關    (B)接觸面積與最大靜摩擦力無關 

(C)木塊重量與最大靜摩擦力有關    (D)木塊重量與最大靜摩擦力無關 

38. (   )由附圖二所示，心心施一作用力推此木塊，此木塊重量為 400 gw，當推力為 120 gw，此時木塊所受的摩擦力為下列何

者？ 

(A)靜摩擦力 = 80 gw   (B)靜摩擦力 = 120 gw   (C)動摩擦力 = 80 gw   (D)動摩擦力 = 120 gw 

 

四、 小文以下圖一流程製造肥皂，並查詢肥皂分子的結構如圖二。請依據下圖一、圖二回答下列問題： 

 

 

    

 

                                             

 

 

 

 

39. (   ) 根據圖二肥皂分子示意圖，小文對肥皂實驗的說法，何者正確？  

(A) A端可以吸附油汙             (B) B 端為親水端 

(C)洗衣粉與肥皂的去汙原理相同    (D)此類分子結構屬於聚合物 

40. (   )皂化完成後的溶液，為何要加入飽和食鹽水？ 

(A)使肥皂和甘油分離              (B)使氫氧化鈉溶解於食鹽水中 

(C)降低肥皂的鹼性                (D)增加肥皂的去污能力 

 

 

 

 

試題結束，請仔細檢查 

 

 

 

表一 

實驗 木塊重量 接觸面性質 接觸面積 拉動木塊所需的最小施力 

甲 400 gw 砂紙 100 cm2 100 gw 

乙 400 gw 砂紙 80 cm
2
 100 gw 

丙 400 gw 砂紙 50 cm2 100 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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