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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二上  自然第1至2章 習作   題目卷     年   班  座號：     姓名：         

一、 單一選擇題 

1. (   )要表示出我們與天狼星的距離，使用下列哪一個單位最合適

？ (Ａ)公尺 (Ｂ)公里 (Ｃ)英里 (Ｄ)光年。 

2. (   )下列何種性質可以用來區分純物質與混合物？ (Ａ)是否具

有導電性 (Ｂ)是否具有延展性 (Ｃ)熔點是否固定 (Ｄ)

常溫常壓是否為固態。 

3. (   )小明取一重量百分率濃度為 10％的食鹽水溶液 20 公克，請

問此溶液中含有多少公克的純水？ (Ａ) 20 公克 (Ｂ) 18 

公克 (Ｃ) 8 公克 (Ｄ) 2 公克。 

4. (   )阿翰想要在國際間發表正式的科學文章，你覺得他的文章中

出現哪些單位較不恰當？ (Ａ)公尺 (Ｂ)磅 (Ｃ)公斤 (

Ｄ)秒。 

5. (   )小喬觀察兩個裝有水的燒杯如圖所示，當時室溫為 25℃，左

邊的燒杯內裝有 0℃、100 g 的水，右邊的燒杯內裝有 100℃

、100 g 的水，則兩個燒杯各在何處最先有霧狀的小水珠出現

？ 

 

(Ａ)甲和丁 (Ｂ)乙和戊 (Ｃ)丙和己 (Ｄ)甲和己。 

6. (   )小芽想利用天平測量錐形瓶裡水的質量，請問下列操作步驟

中，何者錯誤？ 

 

(Ａ)使用前先調整校準螺絲，使天平兩邊保持水平 (Ｂ)夾取砝碼時

，應使用砝碼夾 (Ｃ)當指針左右擺幅相同時，代表兩盤上的質量相

等 (Ｄ)當達成水平平衡時，將錐形瓶與砝碼互換位置，天平不會平

衡。 

7. (   )有關空氣中各種氣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空氣為

一種純物質 (Ｂ)氮氣是空氣中含量最多的氣體 (Ｃ)空氣

中只含有氧氣和氮氣 (Ｄ)氧氣可以自燃。 

8. (   )芳哥使用某把尺測量物體的長度，測量結果記錄為 0.566 公

尺，若他使用同一把尺測量門的高度為 2 公尺，其測量結果

應記錄為多少？ (Ａ) 2.0 公尺 (Ｂ) 2.00 公尺 (Ｃ) 2.000 

公尺 (Ｄ) 2.0000 公尺。 

9. (   )下列尺度的表示方式，何者最不適當？ (Ａ)水庫總儲水量

為 3 億公噸 (Ｂ)方哥身高 171 公分 (Ｃ)高速公路全長 

33600000 公分 (Ｄ)臺北到宜蘭走國道 5 號費時 50 分鐘。 

10. (   )關於科學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科學的目標是追求

真實 (Ｂ)驗證事實的方法在於實驗 (Ｃ)科學的概念架構

是不斷演進更新的 (Ｄ)有名的科學家提出的理論，不用經

過實驗證實就可以相信。 

11. (   )物質均是由粒子所組成，而固體、液體、氣體，何者的形狀

是固定的？ (Ａ)固體(Ｂ)液體 (Ｃ)氣體 (Ｄ)一樣大。 

12. (   )燒開水時，冒出的白煙為何？ (Ａ)水蒸氣 (Ｂ)小水滴 

(Ｃ)二氧化碳 (Ｄ)空氣。 

13. (   )下列何者是純物質？ (Ａ)蒸餾水 (Ｂ)糖水 (Ｃ)汽水 

(Ｄ)食鹽水。 

14. (   )阿翰將紅糖加入水中，攪拌後形成水溶液，下列有關此溶液

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此水溶液為混合物 (Ｂ)紅糖為

溶質 (Ｃ)紅糖為溶劑 (Ｄ)水為溶劑。 

15. (   )下列哪一個選項並不是完整測量結果的敘述？ (Ａ)今天早

上 8 點的氣溫為 30.6℃ (Ｂ)佳蓁的身高 165.8 (Ｃ)書桌長

相當於 5.3 枝原子筆長 (Ｄ)小毛 100 公尺賽跑成績為 13.4 

秒。 

16. (   )量筒內原有 15.0 mL 的水，加入一些細砂後，水位上升至 

18.0 mL，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細砂體積為 18.0 

cm3 (Ｂ)細砂體積為 3.0 cm3 (Ｃ)細砂質量為 3.0 g (Ｄ)

以上皆非。 

17. (   )一般紅酒的酒精濃度為 12 度，代表的意義為下列何者？ (

Ａ) 100 毫升的水中加入 12 毫升的酒精 (Ｂ) 100 公克的水

中加入 12 公克的酒精 (Ｃ) 100 公克的紅酒中含有 12 公克

的酒精 (Ｄ) 100 毫升的紅酒中含有 12 毫升的酒精。 

18. (   )阿華撿到一枚金屬戒指，想起學過的密度概念，想藉由密度

來判斷這枚戒指是由哪一種金屬所製成。他利用天平及排水

法測得此枚戒指質量為 26.25 g，體積 2.5 cm3，對照表中密度

，你知道阿華撿到的是哪一種戒指嗎？ 

金屬 金 銀 銅 鐵 

密度（g/cm3） 19.3 10.5 8.9 7.9 

(Ａ)金戒指 (Ｂ)銀戒指 (Ｃ)銅戒指 (Ｄ)鐵戒指。 

19. (   )玲玲在實驗室的藥瓶櫃中發現硝酸鉀，瓶上標明 30℃時溶解

度為 45 g/100 g 水，請問下列解釋何者正確？ (Ａ) 30℃時

，100 公克的水最多可以溶解 45 公克硝酸鉀 (Ｂ) 30℃時，

100 公克的水中一定含有 45 公克硝酸鉀 (Ｃ) 30℃時，硝酸

鉀的重量百分濃度為 45％ (Ｄ)在 30℃以下，100 公克的水

都可以溶解 45 公克硝酸鉀。 

20. (   )有關蒸發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蒸發可在任何溫度

下發生 (Ｂ)蒸發時產生的水蒸氣，是看不見的 (Ｃ)溫度

高時，蒸發的速率較快 (Ｄ)當液體溫度到達某一特定溫度

時，才會開始蒸發。 

21. (   )將質量相同的金、銀、鉛和鋁分別做成正立方體，則何者的

邊長最大？（金、銀、鉛、鋁的密度分別為 19.3、10.5、11.4 

及 2.7 g/cm3） (Ａ)金 (Ｂ)銀 (Ｃ)鉛 (Ｄ)鋁。 

22. (   )分離食鹽水可以使用以下哪些方法？(甲)過濾法；(乙)結晶

法；(丙)色層分析法；(丁)排水法。 (Ａ)甲乙丙 (Ｂ)乙

丙 (Ｃ)丙丁 (Ｄ)甲乙。 

23. (   )依依在飲料店買了一杯 350 c.c. 的珍珠奶茶，她想知道珍珠

占了多少體積，於是她將奶茶倒入數個量筒中，直到液體全

部倒完，結果如圖所示，請問珍珠的體積共多少 cm3？ 

  

(Ａ) 350 cm3 (Ｂ) 190 cm3 (Ｃ) 150 cm3 (Ｄ) 90 cm3。 

24. (   )下列敘述何者屬於化學變化？(甲)巧克力被切成兩塊；(乙)

巧克力在手中遇熱軟化；(丙)巧克力在胃腸內被消化吸收。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乙丙。 

25. (   )體積 100 立方公分、溫度為 4℃的水，若將其放入冰箱，凝

固成密度為 0.92 公克／立方公分的冰塊，則此冰塊的質量為

多少公克？ (Ａ) 111.1 公克 (Ｂ) 109 公克 (Ｃ) 90 公克 

(Ｄ) 100 公克。 

26. (   )一個密度為 2.7 g/cm3 的均質鋁塊，若將其分割成體積比為 2

：1 的兩個鋁塊，則兩者的密度比為何？ (Ａ) 2：1 (Ｂ) 

1：2 (Ｃ) 1：1 (Ｄ) 3：1。 

27. (   )欲測量一滴水的體積，採用下列哪一個方法最好？ (Ａ)以

滴管按壓 100 滴水於 10 mL 的量筒中，讀取量筒中水的體積

再除以 100 (Ｂ)將一滴水按壓入量筒中直接讀取 (Ｃ)使

用有刻度的滴管，吸取一滴水測量 (Ｄ)將水直接滴於桌面

，用直尺測量圓的直徑，再用公式計算求得體積。 

28. (   )空氣、氧氣和氮氣均為無色、無臭、無味的氣體，分別盛放

於甲、乙、丙三個廣口瓶中，放入燃燒的線香後，則其燃燒

的劇烈程度大小為何？ (Ａ)乙＞甲＞丙 (Ｂ)甲＞乙＞丙 

(Ｃ)丙＞乙＞甲 (Ｄ)甲＝乙＝丙。 

29. (   )對於多次測量求得的平均值而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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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平均值通常較接近物體實際的測量值 (Ｂ)平均值經過多

次測量，因此不會有誤差 (Ｃ)求平均值時，小數點後面保

留的位數愈多愈好 (Ｄ)平均值就是被測物體的實際測量值

。 

30. (   )臺灣空氣品質標準中，一氧化碳的平均指數訂為 35 ppm，代

表 1 m3 空氣中含有的一氧化碳體積為多少？ (Ａ) 35 立方

公分（cm3） (Ｂ) 0.35 立方公分（cm3） (Ｃ) 35 立方毫

米（mm3） (Ｄ) 35 立方微米（μm3）。 

31. (   )下列敘述何者使用的是國際單位？ (Ａ)若華測量書桌寬度

為 1.2 公尺 (Ｂ)芳哥量得大杯紅茶的體積約為小杯的 2 倍 

(Ｃ)測得佳蓁跑 100 英尺的速率為 6.4 公尺∕秒 (Ｄ)孟純

量得小包芒果乾的質量為 1.5 臺斤。 

32. (   )孟純以最小刻度為 1 mm 的直尺，測量書本寬度剛好為 20 

cm，請問下列何者為最正確的測量結果？ (Ａ) 20 cm (Ｂ

) 20.0 cm (Ｃ) 20.00 cm (Ｄ) 20.000 cm。 

33. (   )阿勉以同一直尺測量便條紙的長度數次，所得結果分別記錄

為：82.3 毫米、81.6 毫米、81.8 毫米、61.5 毫米、81.3 毫米

，則最終應記錄為多少較合理？ (Ａ) 77.7 毫米 (Ｂ) 

81.75 毫米 (Ｃ) 81.8 毫米 (Ｄ) 82.3 毫米。 

34. (   )阿翰想要知道紅色的水性筆是由哪些顏料所組成，你會建議

他用哪種方法進行實驗？ (Ａ)排水法 (Ｂ)排水集墨法 (

Ｃ)色層分析法 (Ｄ)結晶法。 

35. (   )有關汽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蒸發在任何溫度都

會發生 (Ｂ)達到特定溫度會沸騰 (Ｃ)物質由液態直接轉

變為氣態的過程 (Ｄ)煮水時因為汽化會產生白色煙霧。 

36. (   )兩個容積相等、質量都為 50 公克的容器，一個裝滿水之後

質量為 250 公克，一個裝滿果汁之後質量為 300 公克，則果

汁的密度為多少 g/cm3？ (Ａ) 1.2 g/cm3 (Ｂ) 1.25 g/cm3 

(Ｃ) 1.3 g/cm3 (Ｄ) 1.5 g/cm3。 

37. (   )小明使用直尺測量自然科學課本的長度，試問下列哪一種方

式無法增加測量的準確性？ (Ａ)選擇刻度較小的直尺 (Ｂ

)選擇長度較短的直尺 (Ｃ)測量時應小心謹慎 (Ｄ)多次測

量求出平均值。 

38. (   )有三隻細菌，甲細菌的長度是 0.1 毫米，乙細菌的長度是 10 

微米，丙細菌的長度是 1000 奈米，則三隻細菌的長度大小關

係為下列何者？ (Ａ)甲＞乙＞丙 (Ｂ)丙＞乙＞甲 (Ｃ)

乙＞甲＞丙 (Ｄ)丙＞甲＞乙。 

39. (   )下列哪些是天平使用時，該注意的事項？(甲)使用前應先轉

動校準螺絲，使天平歸零；(乙)為了節省時間，可以用手直

接取放砝碼；(丙)待測物應置於左盤中，砝碼則放置在右盤

中央。 (Ａ)甲乙丙 (Ｂ)甲乙 (Ｃ)乙丙 (Ｄ)甲丙。 

二、 題組 

1. 小敏利用簡單的方法將食鹽與細砂分離，以區別混合物與純物質

的不同，在混合物分離的實驗結束後，試回答下列問題： 

40.（ ）食鹽水中混有細砂時，要先將細砂過濾去除，試問濾紙放

入漏斗之前，其正確操作順序為何？(甲)疊為一半再疊

為四分之一；(乙)放入漏斗(丙)展開為錐形；(丁)撕去

外層一小角。 (Ａ)乙→甲→丙→丁 (Ｂ)甲→丙→丁

→乙 (Ｃ)甲→丁→丙→乙 (Ｄ)丁→甲→丙→乙。 

41.（ ）承利用濾紙過濾食鹽水與細砂的原理為何？ (Ａ)細砂的

附著力較大 (Ｂ)濾紙具有磁性可以吸附細砂 (Ｃ)細

砂的溶解度較大 (Ｄ)細砂的顆粒大所以無法通過濾紙

。 

42.（ ）過濾後的濾液中，可能含有什麼物質？ (Ａ)水、食鹽和

細砂 (Ｂ)水和食鹽 (Ｃ)水 (Ｄ)食鹽和細砂。 

43.（ ）將濾液置於蒸發皿中加熱，最後得到白色顆粒的食鹽，這

是利用食鹽的什麼特性將其分離出來？ (Ａ)沸點高 (

Ｂ)熔點高 (Ｃ)密度大 (Ｄ)溶解度大。 

2. 有 10 個形狀大小不同的固體，分別測其質量和體積，並以質量為

縱座標、體積為橫座標，標示在方格紙上，如圖所示，試回答下

列問題： 

 

44.（ ）由圖可知，此 10 個物體最少可分成幾種物質？ (Ａ) 2 

種 (Ｂ) 3 種 (Ｃ) 5 種 (Ｄ) 10 種。 

45.（ ）承(１)題，可作出此判斷，是依據下列哪一個物理量？ 

(Ａ)物體的體積大小 (Ｂ)物體的質量大小 (Ｃ)物體

的質量和體積的比值 (Ｄ)物體的質量和體積的乘積。 

46.（ ）若以天平測得一鋁塊的質量為 54.26 g，以排水法測得體積

為 20.1 cm3，根據這些數據，判斷圖中的物體，可能是

鋁塊的共有幾個？ (Ａ) 2 個 (Ｂ) 3 個 (Ｃ) 4 個  

(Ｄ) 5 個。 

47.（ ）將體積大小相同的鋁塊和銅塊，分別置於天平左右兩秤盤

上，則天平將呈現何種情況？ (Ａ)放銅塊那端下傾 (

Ｂ)放鋁塊那端下傾 (Ｃ)天平可達水平平衡 (Ｄ)數據

不足，無法預測。 

48.（ ）已知體積為 10 cm3 的鋁塊，其質量為 27.00 g。小詹將 

81.00 g 的鋁塊放入量筒，若原本量筒中裝有 150 c.c. 的

水，且放入鋁塊後水未溢出，則此時水面讀數為多少？ 

(Ａ) 170 c.c. (Ｂ) 180 c.c. (Ｃ) 200 c.c. (Ｄ) 230 c.c.

。 

3. 小珍進行製造氣體的實驗，實驗裝置如圖所示，試回答下列問題

。 

 

49.（ ）下列哪種方法，可以確認 A 瓶的內的氣體為何？ (Ａ)將

點燃的線香放入 (Ｂ)將其通入澄清石灰水 (Ｃ)靠近

瓶口以手搧聞氣味 (Ｄ)以石蕊試紙靠近瓶口觀察變色

情況。 

50.（ ） A、B 瓶製造出的氣體分別是什麼物質？ (Ａ)氧氣、二

氧化碳 (Ｂ)氧氣、氮氣 (Ｃ)二氧化碳、氫氣 (Ｄ)

氮氣、氫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