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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溫度： 

A、熱水溫度較高，冷水溫度較低，但此種僅屬於【定性】的敘述。 

B、溫度：物體【冷熱】的程度，稱為溫度。 

   例：60℃ 的熱水、或 10℃ 的冷水，皆為【定量】的敘述。 

C、溫度測量：溫度改變時，物質某些性質跟隨改變，利用此性質改變的特性，測量溫度的

高低。 

(1)利用液體(如水銀、酒精) 【體積】受熱膨脹，測量溫度。 

(2)利用氣體【體積】受熱膨脹，測量溫度。 

(3)利用金屬絲受熱後【長度】增長，測量溫度。 

(4)利用金屬受熱，【電阻】變大，測量溫度。 

      註：(1) 固體、液體、氣體皆可做溫度計的材料。 

          (2) 靈敏度以【氣體】＞【液體】＞【固體】。 

          (3) 水作溫度計能測量的範圍一般為【4℃～100℃】，實用性性不高。 

          (4) 體溫計測量體溫，其設計在玻璃管的底部特別狹窄，且有少許 

彎曲，目的在避免管內的水銀自動下降。 

(二)液體溫度計： 

A、原理：(1) 利用液體【熱漲冷縮】的性質，測量冷熱的工具。 

      (2) 溫度計和物體接觸時，溫度計的溫度逐漸接近物體的溫度， 

          二者溫度【相等】時，溫度計讀數保持固定，此時溫度計的  

          讀數，即為物體的溫度。 

B、種類：(1)水銀溫度計： 

(A)熱脹冷縮均勻，測量較精確，可測量－37℃～357℃。 

                (B)適合測量較【高】的溫度。 

            (2)酒精溫度計： 

(A)在酒精中加入紅色染料較易觀察，可測－111℃～78℃。 

                (B)適合測量較【低】的溫度。 

(三)溫標的設定： 

   A、溫標：設定的標準為水的【冰點】(冰水共同混合的溫度)， 

                        水的【沸點】(水沸騰的溫度)。 

   B、攝氏溫標：(1)溫度計在冰水中的高度定為【0】℃； 

                (2)溫度計在沸水中高度為【100】℃。 

                (3)將二者間的刻度區分為【100】格。 

   C、華氏溫標：(1)溫度計在冰水中的高度定為【32】℉。 

                (2)溫度計在沸水中高度為【212】℉。 

                (3)將二者間的刻度區分為【180】格。 

   D、自定溫標：(1)溫度計在冰水中的高度定為 Ｘ°。 

                (2)將溫度計放在沸水中高度為 Ｙ°。 

                (3)將二者間的刻度區分為【Y－X】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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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水的膨脹和收縮】 

  錐形瓶中裝滿 20℃的水，並使上端細管水面高出瓶塞 2cm，： 

(1) 玻璃管內滴入紅墨水目的在＿＿_________＿＿＿。 

(2) 插玻璃管目的在增加＿＿____＿＿，管口徑愈小，水位升降愈＿＿＿，靈敏度愈＿＿。 

(3) 錐形瓶放入沸水中，則_________先受熱體積膨脹，水位會__________，隨後瓶內的水

受熱，體積膨脹，但液體的體積膨脹__________固體的體積膨脹，所以水位

___________，故熱水中玻璃管內水位變化為____________________。 

(4) 將錐形瓶取出，放入冰水中，則__________先遇冷體積收縮，水位__________，隨後

瓶內的水遇冷，體積收縮，但液體的體積收縮_________固體的體積收縮，所以水位

_________， 在冰水中玻璃管內的水位變化為____________________。 

 

 

一、選擇題： 

____1.加熱使水溫度上升時，溫度計無法測出水： 

(A)冷熱的變化 (B)含熱量的多寡 (C)含熱量的變化 (D)溫度的高低 

____2.某生以錐形瓶盛水，橡皮塞的小孔插上一細玻璃管，將錐形瓶置於熱水中，觀察玻璃管

水柱的變化，你認為水柱高度與放入時間的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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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3.在無熱量損耗的情況下，以等量的熱加於溫度均為 20℃的 10 公克銅與 20 公克銅，當

前者溫度升高 20℃時，後者溫度應為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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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___4.臺灣避暑勝地清境農場位於海拔 2000 公尺左右，已知地球靠近地表的對流層約每上升
1 公里氣溫下降 6.5℃，若當時清境農場下的平地氣溫為 34℃，試估算一下清境農場之
氣溫約為多少℃？ 

(A) 21℃ (B) 24℃ (C) 16℃ (D) 14℃ 

____5.寒流來襲，阿南看氣溫計讀數，發現只有 11 ℃，同時發現氣溫計水銀球的部位有點髒，
於是他對著水銀球哈氣，順便用手將它擦乾淨，當他將氣溫計清乾淨的瞬間，溫度是否
有發生改變？ 

(A)沒有改變 (B)溫度下降 (C)溫度上升 (D)資料不足，無法判斷 

____6.若欲利用水的熱脹冷縮性質來當溫度計，則可測量的溫度範圍讀數為何？ 

(A) 0～100 ℃ (B) 0～4 ℃ (C) 4～100 ℃ (D) 32～212 ℃ 

____7.健一想要自製一支溫度計，如圖，為提高溫度計的靈敏度，健一應該要： 

(A)試管內裝水，選用直徑 1 cm的玻璃管 (B)試管內裝水，選用直徑 2 cm

的玻璃管 (C)試管內裝酒精，選用直徑 1 cm 的玻璃管 (D)試管內裝酒
精，選用直徑 2 cm 的玻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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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8.右圖所示為 A、B 兩相同高度裝置，但不同溫標之水銀溫度
計，若 A 溫標之 100℃到 0 ℃之間的高度差為 8 公分，則 B

杯中在 500 °L 以下 5 公分位置處的溫度是： 

(A) 150 °L (B) 200 °L (C) 250 °L (D) 350 °L 

____9.下列是錸德利用實驗室一些可用的器材所製成的各種「溫度

計」，請問哪些裝置確實可以用來測量溫度？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都可以 

甲   乙   丙  

____10.若將裝有熱水的大試管，放入冷水中進行實驗，如圖，則細玻璃管
中水面剛開始的變化如何？ 

(A)一直迅速上升 (B)先稍升而後下降 (C)先稍降而後上升 (D)

先稍升而後迅速上升 

____11.承上題，一試管裝滿冷水，如圖，將其放入熱水中，則放進去後水面的變化為： 

(A)上升 (B)先升後降 (C)先降後升 (D)下降 

____12.已知水銀的熔點－38.87 ℃，沸點 356.58 ℃，酒精的熔點－114.1 ℃，沸點 78.5 ℃，
若阿燦要前往零下 40℃的南極探險，他應攜帶那一種溫度計比較合適？ 

(A)水銀 (B)酒精 (C)兩者皆合適 (D)兩者皆不合適 

____13.如圖，甲、乙兩相同的錐形瓶，上插玻璃管，甲瓶玻璃管較
乙瓶細，20℃時水面在等高處。下列何者錯誤？ 

(A)作溫度計使用時，甲測量的結果較準確 (B)滴紅墨水是
為容易觀察 (C)使用原理：體積熱脹冷縮 (D)甲管較細，
可測 110℃水最後高度 

____14.左、右兩手分別放入熱水、冰水中，隔一會同時抽出，再放入同一盆溫水中，則： 

(A)神經麻木 (B)右手感覺冷，因其吸熱 (C)左手感覺冷，因其進行放熱反應 (D)

兩手感覺相同，因水溫相同 

____15.溫度計製作的原理是利用物質的「熱脹冷縮」現象，則下列哪一種物質比較不適合 ？ 

(A)酒精 (B)水銀 (C)水 (D)汞 

____16.攝氏溫標與華氏溫標在下列哪一溫度的數值會相等？ 

(A)－20 ℃ (B) 158 °F (C) 122 °F (D) －40 ℃ 

____17.已知地球靠近地表的平流層約每上升 1 公里氣溫下降 6.5 ℃，小明搭直升機，飛往海
拔8000公尺的高山，若當時山下的平地氣溫為32 ℃，試估算高山上之氣溫約為多少？  

(A) 20 ℃ (B) 10 ℃ (C)－10 ℃ (D)－20 ℃ 

____18.芸芸將一錐形瓶裝滿水，塞上橡皮塞，並插上細玻璃管。

再將此錐形瓶分別放入甲、乙兩液體中，結果如圖。由
此結果推論下列何種物理量，甲液一定比乙液大？ 

(A)質量 (B)比熱 (C)溫度 (D)導熱性  

A B

冰點

沸點

0。C

100。C 500。L

100。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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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9.豔陽高照時，若要測量操場上空氣氣溫，應用下列何種方式進行？ 

(A)直接將溫度計放置在操場地上測量 (B)一手持溫度計頂端，一手撐把傘幫溫度計
遮陽 (C)手持溫度計在陽光下曝曬一分鐘測量 (D)除非有百葉箱，否則不能測量 

____20.以室溫下的溫度計測得一小杯冰水的溫度為 6 ℃，則冰水未測量前的溫度應較 6 ℃為： 

(A)高 (B)低 (C)相等 (D)無法判斷 

____21.甲物體以攝氏溫度計測得為 30 ℃，乙物體以華氏溫度計測得為 96 ℉，則溫度以何者

較高？ 

(A)甲 (B)乙 (C)兩者相等 (D)無法判定 

____22.小瑛晚上煮紅豆湯，煮沸 5 分鐘後放入悶燒鍋悶熟，隔天打開鍋蓋用溫度計測得溫度
只有 68 ℃，試問此溫度約為多少 °F？ 

(A) 100.8 (B) 130.2 (C) 154.4 (D) 162.8 

____23.文君自製一溫度計，測量水的冰點為 10 °X，沸點為 90 °X，若將此溫度計測量一杯熱水，

其水溫為 66 °X，試問此溫度約為多少℃？ 

(A) 60 ℃ (B) 70 ℃ (C) 80 ℃ (D) 90 ℃ 

____24.下列何者不是用於測量溫度？ 

(A)耳溫槍 (B)壓力計 (C)液晶溫度計 (D)酒精溫度計 

____25.下列物理量，何者可以表示物體的冷熱程度？ 

(A)溫度 (B)熱量 (C)比熱 (D)以上皆可 

____26.一位媽媽從美國報章雜誌中看見一則有關撫育新生嬰兒的報導：「嬰兒洗澡時，最適當
的水溫大約是 104℉左右」，試問此溫度約為多少℃？ 

(A)30 ℃  (B) 40 ℃ (C) 45 ℃ (D) 50 ℃ 

____27.氣象報告：現在英國白天的溫度為 86 ℉，則此時的溫度為多少℃？ 

(A) 10 ℃ (B) 20 ℃ (C) 30 ℃ (D) 40 ℃ 

____28.如圖是孝宗從科技雜誌上查閱到

的有關水「加熱時間與溫度變化」
的關係圖，如果他想要以一支自
製的溫度計來重做右圖的實驗，
而下表是四種不同液體的熔點與沸點的資料，則他應
選擇哪一種液體來做為溫度計的材料，實驗才會準

確？ 

(A)甲 (B)乙 (C)丙 (D)丁 

____29.水銀常被用來做為溫度計材料，主要是因為水銀具有
哪種特性？ 

(A)熱脹冷縮很均勻，且沸點較高 (B)不會黏在玻璃上 (C)密度較大 (D)價格便宜 

____30.將插有玻璃管的錐形瓶浸入 10 ℃的冷水中，發現水面高出瓶塞 1 公分，接著將此錐形
瓶浸入 90 ℃的水中，發現水面高出瓶塞 11 公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將錐形瓶浸入不同溫度的水中，水面會升降是因為水比玻璃膨脹或收縮快速 (B)

若將錐形瓶浸入一杯不知溫度的水中，發現水面高出瓶塞 4 公分，則此杯水的溫度為

32 ℃ (C)若將錐形瓶浸入 50 ℃的水中，則水面會高出瓶塞 6 公分 (D)若讓水面降
至瓶塞口，此時的溫度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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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1.在一大氣壓下，某人將一溫度計自訂溫標，並訂定純水之凝固點為－100°Y，訂定純水之
沸點為＋100°Y，則絕對零度(即－273℃)，用該溫標表示為： 

(A)－373°Y (B)－446°Y (C)－546°Y (D)－646°Y 

____32.阿姿自製溫標換算，在一大氣壓下水的凝固點為 40°Y、沸點為 290°Y，則 190°Y 相當於
多少℃？ 

(A) 30 (B) 40 (C) 50 (D) 60【96 高縣鳳西二上段 2】 

____33.已知黃金開始熔化的溫度為 1064 ℃，則黃金的： 

(A)沸點為 1064 ℃ (B)凝固點為 1064 ℃  

(C)凝結點小於 1064 ℃ (D)熔點大於 1064 ℃ 

____34.表示物體的冷熱程度稱為： 

(A)溫度 (B)熱量 (C)比熱 (D)溫差 

____35.在華氏溫標中，下列何者是水開始結冰的溫度？ 

(A) 32 ℉ (B) 0 ℉ (C) 100 ℉ (D) 212 ℉ 

____36.阿凱的體溫 37℃，阿翔的體溫 97℉，何者的體溫較高？ 

(A)阿凱 (B)阿翔 (C)一樣高 (D)單位不同無法比較 

____37.甲物體以攝氏溫度計測得為 33 ℃，乙物體以華氏溫度計測得為 95 ℉，則兩者溫度：  

(A)溫標不同無法比較 (B)甲、乙溫度相等 (C)乙溫度較高 (D)甲溫度較高 

____38.右表，－4 ℉換算為攝氏溫標的度數應為多少？ 

(A) 5 ℃ (B) 0 ℃ (C)－10 ℃ (D)－20 ℃ 

____39.下列有關溫度計的敘述，何者錯誤？ 

(A)利用物質質量的熱脹冷縮性質做溫度計 
(B)固體、液體、氣體都是溫度計的材料 (C)常用體溫計的材料是水銀或酒精 (D)液
晶溫度計是利用液晶隨溫度升降而顏色改變的性質製作 

____40.阿智自製一種新的溫標，將一大氣壓時水的冰點與沸點等分為 200 格，冰點定義為－

150 °S，沸點定義為 50 °S，今量測一杯水為－70 °S 時，則該度與攝氏幾度等溫？ 

(A) 30 ℃ (B) 40 ℃ (C) 50 ℃ (D) 60 ℃ 

____41.溫度計可直接測量物體的哪一項性質？ 

(A)溫度 (B)物體含熱的多少 (C)比熱 (D)熱量變化 

____42.利用某油性液體當溫度計的材料，其熔點與沸點分別為－5 ℃及 200 ℃，設它的熱脹
冷縮很均勻，若某生以它測量 10℃的水時發現該溫度計的高度為 10 cm，以它測量

100 ℃的水時發現該溫度計的高度為 40 cm，該生以此為基礎，將刻度畫在此溫度計
上。請問如果以此溫度計測量某物發現溫度計的高度在 17 cm 處測該物的溫度應為： 

(A) 21 ℃ (B) 26 ℃ (C) 31 ℃ (D) 36 ℃ 

二、填充題： 

1.手接觸一杯水時覺得涼爽，這是因手的溫度_______於水，水_________(吸收或放出)熱量而

產生的。 

2.溫度計是利用物體的__________常隨溫度的升降而___________的原理設計而成的。 

3.液體溫度計是利用液體熱脹的性質來測量溫度的，因此使用的玻璃管越______(粗或細)，效

果愈明顯，愈容易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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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試回答下列溫度的換算： 

(1) －40℃＝___________℉；   

   (2) 167℉＝___________℃。.    

5.假設玻璃較水銀易膨脹，則右圖 A、B 兩溫度計指示的溫度何者較高？________。 

6. (1) 水池水面溫度為 20℃，則底部水的溫度必________於 20℃。 

(2) 面溫度為 2℃ 的池水，則底部水的溫度必________於 2℃。 

7.一溫度計放入正在熔化的冰中，則溫度計的示度為－2℃，放在 1 大氣壓下且正在沸騰的水蒸

氣中，則示度為 103℃；若將此溫度計放入某液體中，其示度為 61℃，則某液體的真正溫

度為__________℃。 

8.1atm 下，若水凝固點 60°Y，沸點 360°Y，則 156°Y＝________℃，又 122℉＝_______°Y。 

9.將錐形瓶內盛 20℃的水，使細管內的水面高出瓶塞 2cm，圖(一)；

將錐形瓶浸 100℃的沸水中時，圖(二)；試回答下列問題： 

(1) 水面高低表示何種量的大小？ 

(A)質量  (B)密度 (C)體積。_______。 

(2) 錐形瓶剛放入沸水時，細管中水面如何變化？________；原因

是 _________________。 

(3) 放入一些時間後，水面有什麼變動？____________；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 

10.小明在氣溫 T℃時，將裝有液體的錐形瓶依次置入 A、B 兩燒杯中，如圖，試回答下列問題： 

(1)實驗進行過程中，控制變因是液體的________。(溫度、體積或質量) 

(2)承(1)可知：A、B 兩燒杯中的水溫與當時的氣溫比較，結果為 

(A)TA＞TB＞To  (B)To＞TA＞TB  (C)TA＞TB＝To  (D)TB＞TA＞To。______。 

(3)水溫高低與燒瓶內液體體積變化關係 

(A)水溫高，體積變小  (B)水溫高，體積變大  (C)水溫低，體積大  (D)兩者無關。_____。 

(4)將此裝置移至未知溫度之液體，測得有色水柱在在尺上刻度為 2 公分，預測液體溫度為

x℃，則  

(A)x＞TA  (B)TA＞x＞TB  (C)TB＞x＞TA  (D)資料不足，無法判斷。______。 

11.1atm 下，水的冰點 120°X，沸點 370°X，則 46℃相當於______°X；170°X 相當於_______℉。 

12.如圖水銀溫度計，水的冰點為 32℉，沸點為 2514℉，兩點間的距離為 20 公分，試問： 

(1)水銀柱每上升 1 公分，則水溫上升______℉或_______℃。 

(2)水溫上升 30℃，即上升______℉，水銀柱上升______公分。 

(3)一自製溫標，其水的沸點為 430oS，冰點為 30oS，此兩點距

離仍為 20 公分，則水溫 180oS 時水銀柱頂點距冰點______

公分，亦等於________℃。 

(4)承(3)，－10°S 時，水銀柱最高點距冰點距離為________公分，亦為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