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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級：_______班   座號：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 

____1.下列有關等重的冰、水和水蒸氣三者的比較，何者必定正確？   

(A)密度：冰＞水＞水蒸氣  (B)分子數目：水＞冰＞水蒸氣  (C)分子本身的體積：冰＞水＞

水蒸氣  (D)分子的自由移動程度：水蒸氣＞水＞冰  (E)分子間距離：水蒸氣＞水＞冰。 

【答案】： (D) 

【解析】： 

 

____2.下列有關物質三態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固體變成液體需要吸收熱量  (B)水可以呈現固體、液體與氣體三種形態  (C)固體內的粒

子靜止於固定點上，無運動  (D)固體、液體內的粒子由於彼此緊靠，所以有近似的密度  (E)

固體在特定條件下可直接變成氣體。 

【答案】： (C) 

【解析】： 

 

____3.有關「物質的粒子模型」的敘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固態物質吸收熱能後，其內部分子的位能和動能增加  (B)溫度的微觀意義就是粒子運動

的激烈程度  (C)在熔化期間，物質吸熱使粒子運動速率變大  (D)物質受熱時，粒子間的平

均距離增加，故導致熱膨脹  (E)液體沸騰時具有一定的沸點，乃是因為當加熱到某一溫度，

液體分子運動加速足以完全克服分子間的拘束，變成快速運動的氣體分子。 

【答案】： (C) 

【解析】： 

 

____4.組成物質的分子間束縛力減小，分子可在容器內自由移動，但仍牽連在一起的物態是   

(A)固態  (B)液態  (C)氣態  (D)電漿態  (E)以上皆有可能。 

【答案】： (B) 

【解析】： 

 

____5.下列有關原子論的敘述，何者錯誤？   

(A)所有物質皆由原子組成  (B)原子不可再分割  (C)相同元素的原子質量相同  (D)化學反

應發生時，原子消失，形成新的原子  (E)不同的原子依照固定的比例，可形成化合物。 

【答案】： (D) 

【解析】： 

 

____6.溫度為 100℃的水蒸汽所造成的燙傷，一般會比相同質量的 100℃沸水來得嚴重，下列哪一

選項最能合理解釋此現象？   

(A)水蒸汽導熱性比沸水良好  (B)水蒸汽的密度小於沸水的密度  (C)水蒸汽的比熱大於沸

水的比熱  (D)水蒸汽的分子比沸水的分子大  (E)水蒸汽凝結會釋出大量的凝結熱。 

【答案】： (E) 

【解析】： 

 

____7.現代科技已經有相當純熟的顯微技術可直接觀察原子的影像，下列何者為觀察原子的工

具？   

(A)穿隧式電子顯微鏡  (B)光學顯微鏡  (C)解剖顯微鏡  (D)雷射全像技術  (E)正子造影技

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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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A) 

【解析】： 

 

____8.當碳12原子的質量數為 12、碳的原子序為 6時，元素符號以 12
6C表示，以此類推。試問若

某地僅存有此兩種碳原子，其中 12
6C原子的含量占 80%、 14

6C原子的含量占 20%，則此地碳

的平均原子量為多少？   

(A) 13.6  (B) 13.2  (C) 12.8  (D) 12.4  (E) 12.2。 

【答案】： (D) 

【解析】： 

 

____9.1959年，諾貝爾獎得主查理．費曼在美國物理年會上，以「底部還有很大的空間」為題演

講，並預言：「若能操縱對物體在微小尺寸的排列，就可以發現大量非比尋常的物質特性」。

這所指的是下列哪一種材料？   

(A)半導體材料  (B)超導體材料  (C)奈米材料  (D)液晶、電漿材料  (E)生物科技。 

【答案】： (C) 

【解析】： 

 

____10.一水分子長度約 0.1奈米，若將水分子一個接一個排成一串，使之環繞地球一周，約需多

少個水分子？(地球半徑約 6400 km)   

(A) 4  1014  (B) 4  1017  (C) 4  1020  (D) 4  1023  (E) 4  1026。 

【答案】： (B) 

【解析】： 

 

____11.從原子的觀點觀看物質的三態，其分(原)子間距離大小關係為何？   

(A)固態 > 液態 > 氣態  (B)液態 > 氣態 > 固態  (C)氣態 > 固態 > 液態   

(D)液態 > 固態 > 氣態  (E)氣態 > 液態 > 固態。 

【答案】： (E) 

【解析】： 

 

____12.某原子半徑約為 1010 m，將此原子覆蓋在 1平方公分的表面所需的原子數為多少個？ 

(A) 109個  (B) 1011個  (C) 1013個  (D) 1015個  (E) 1017個。 

【答案】： (D) 

【解析】： 

 

____13.水結冰時，體積會如何變化？   

(A)因為熱脹冷縮，所以水結冰時，體積變小  (B)因物質不變，密度不變，所以水結冰時，

體積不變  (C)因冰的密度比水小，所以水結冰，體積變大  (D)因為水結冰質量不變，所以

體積不變。 

【答案】： (C) 

【解析】： 

 

____14.物理學家費曼曾說：「假使現在地球因不明原因，將在極短的時間內發生毀滅性的事故，

此時你只能用一句話概括人類有史以來所獲得的最重要科學知識，那句話會是什麼？」。那

句話就是：「所有物質都是由 X所組成的」。請問 X為下列何者？   

(A)原子  (B)夸克  (C)分子  (D)質子  (E)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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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D) 

【解析】： 

 

____15.下列哪一項不是道耳頓原子說內容？   

(A)一切物質由原子組成，原子是最基本的粒子  (B)不同元素的原子，其質量與性質不同  (C)

原子可以簡單整數比結合成化合物  (D)當原子與原子結合成化合物時，電子有得失現象 (E)

化學反應時，原子會重新排列，形成新的分子。 

【答案】： (D) 

【解析】： 

 

____16.以下關於物質三態的敘述，何者錯誤？   

(A)氣態物質沒有固定體積與形狀  (B)液態物質有固定體積卻沒有固定形狀  (C)固態物質

有固定體積與形狀  (D)物質狀態變化時，溫度保持不變，故不須吸收能量  (E)固體變成液

體的過程，需吸收熱能，以增加分子間的引力位能。 

【答案】： (D) 

【解析】： 

 

____17.有關物質三態中固態的敘述，何者錯誤？   

(A)有一定的體積  (B)組成粒子靜止於固定位置  (C)有一定的形狀   

(D)組成粒子間有吸引力  (E)在三態中的引力一般是最大的。 

【答案】： (B) 

【解析】： 

 

____18.一個 0.4毫米的鋼珠筆，筆頭的鋼珠直徑約 0.4毫米，一般原子的直徑大約 0.1奈米，則

球形的鋼珠上面大約可以容納多少顆的原子個數？   

(A)1020  (B)1018  (C)1016  (D)1014    個。 

【答案】： (A) 

【解析】： 

 

____19.輝輝老師在引導學生了解固態、液態、氣態的微觀結構，

提出下列三張圖，則甲、乙、丙三張圖分別對應？ 

(A)固態、液態、氣態  (B)固態、氣態、液態  (C)氣態、

液態、固態  (D)液態、固態、氣態  (E)液態、氣態、固態。   

【答案】： (A) 

【解析】： 

 

____20.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一般物質在固態時因原子間的吸引力作用，原子排列傾向最密堆積  (B)一般物質溫度升

高時，原子吸引力增加，體積會縮小  (C)冰融化成水時，體積變大  (D)下雪時結成冰晶的

水氣，生成的雪花形狀都一模一樣  (E)100℃的水和 100℃的水蒸氣，因溫度相同，所具有

的熱量相同。 

【答案】： (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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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1.下列有關物質狀態的描述，何者錯誤？   

(A)物質中的每一顆原子都有其固定位置者，稱為固態  (B)具有一定的對稱性，即「結晶構

造」者，為固態的特性  (C)物質固態、液態和氣態間的變化，均源自於組成原子(或分子)

間的相互作用，在不同溫度或物理條件下，顯現的不同微觀行為  (D)物質在不同的狀態間

改變時，會影響物質的本質  (E)物質在固態和液態的區別，主要是分子間距離不同，但是

粒子的本質仍是相同的。 

【答案】： (D) 

【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