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浮力  ２４ 

 
(一)浮力： 

A.浮力：物體在水中時，水給予物體一個【向上】的作用力，這個作用力稱為【浮力】。 

B.浮力的因素： 

(1)物體沒入液體中的【體積】。 

(2)液體的【密度】。 

C.浮力的計算公式： 

     浮力 ＝ 物體沒入液體的【體積】× 液體【密度】 

        B ＝ V 沒入液體部分 × D 液體密度 

     浮力 ＝ 物體沒入液體後所排開的【液體重量】。 

D.當地球引力(【重力】)＝【浮力】時，達兩力平衡，故船浮在水上。 

E.物體在水中會減輕【重量】，這是因【浮力】會抵消部分物體的重量所致。 

  物體在空氣中重 － 浮力 ＝ 物體在水中重  W 空氣  － B ＝ W 水中  

F.物體在水中的浮沈： 

(1)物體可浮在水上：  D 物體【＜】D 水  。 

(2)物體可停留在水中任一地點  D 物體【＝】D 水  。  

(3)物體沈入水中： D 物體 【＞】D 水  。 

            

G.人會沈入海水中，但是卻會浮在密度很大的死海上， 

因為 D 人體【＜】D 死海的水  。 

H.浮力不僅只存在液體，也存在【氣體】。 

例如，一般我們說汽球會飄上天空，其實應該說汽球浮在空氣上。 

 

(二)阿基米得原理(浮力原理)： 

A、原理：物體在液體中【減輕】的重量，等於物體所受的浮力，也等於該物體【同體積】的液

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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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討論： 

(1) 將物體分為【沉體】及【浮體】： 

甲.物體密度 > 液體密度  【沉體】 

乙.物體密度 < 液體密度  【浮體】 

(2) 不論沉體或浮體体，所應用的【阿基米得原理】皆相同； 

甲.但浮體 浮力【＝】物體重量 

乙.沉體 浮力【＜】物體重量 

(3) 體積相同的不同物體(沉體)，雖然質量不同，但所受浮力皆相同。 

(4) 物體沉入液體中的體積愈大，則所受的浮力也愈大。 

(5) 物體在液中的不同深度處，僅影響【壓力】的大小；不影響【浮力】的大小。 

即：物體置於深處，則【上壓力】將變大；且【下壓力】也變大； 

但是【浮力】不變。 

(6) 同一沉體投入不同的液體中，因【液體密度】不同，因此所受的浮力亦不同。 

(7) 同一浮體在不同液體中，因【重量】相同，因此所受的浮力皆相同。 

 

 

C、 應用： 

(1) 熱氣球和天燈是利用浮力的原力升空。 

(2) 潛水艇是利用海水的進出來調節潛水艇的平均密度，藉以控制潛水艇的浮沉。 

(3) 魚類利用體內的浮鰾來控制浮沉。 

(4) 死海因為鹽分過高，海水的密度大於人體的平均密度，因此人可以輕鬆地浮在海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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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 

(    )1. 如圖中，同一石頭在甲、乙、丙三處水中所受的浮力分別為B1、B2、

B3，則B1、B2、B3的大小關係為何？ (A)B1＞B2＞B3 (B)B1＝B2＝

B3 (C)B1＜B2＜B3 (D)B2＞(B1+B3)/2  

(    )2. 同體積的鐵塊和鋁塊沒入水中，鐵塊沉入水中80公分，鋁塊沉入水中40公分，何者所受浮

力較大？ (A)鐵塊 (B)石塊 (C)一樣大 (D)無法比較  

(    )3. 同一艘輪船，行駛於淡水中和海水中，所受的浮力何者較大？ (A)在淡水中 (B)在海水中 

(C)相等 (D)無法比較  

(    )4. 如圖為相同的兩艘船，甲為空船，乙載滿貨物，所受浮力何者較大？ (A)甲船 (B)乙船 (C)

一樣大 (D)和浮力無關  

(    )5. 承上題，假若甲船不慎觸礁沉入水

中，則所受浮力將有何改變？(A)變大 

(B)變小 (C)不變 (D)無法比較 

(    )6. 將同體積的保利綸和磚塊放入水中，前者浮，後者沉，何者所受浮力較大？ (A)相等 (B)

保利綸 (C)磚塊 (D)無法比較  

(    )7. 同一鐵塊，分別沉入淡水和鹽水中，則在何種液體中所受浮力較大？ (A)淡水 (B)鹽水 

(C)相等 (D)無法比較  

(    )8. 鐵達尼號浮在水面航行，當它沉入海水中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排水體積變小，浮力

變大 (B)排水體積變大，浮力變大 (C)排水體積變小，浮力變小 (D)排水體積變大，浮

力變小  

(    )9.  (甲)物體密度(乙)液體密度(丙)物體體積(丁)液體體積；將物體放入液體中，物體所受浮力

與何者有關？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    )10. 某物體之質量為100公克，當其完全沒入水中時的重量為80公克重，則此物體的密度是多

少公克／立方公分？ (A)1.25 (B)2.5 (C)5 (D)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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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體積均為50cm3的銅球(450g)與鉛球(570g)一起浸於水中，則何者所受浮力較大？ (A)銅球 

(B)鉛球 (C)一樣大 (D)由所給的數據無法判斷  

(    )12. 將一體積100cm3、質量70g的木塊和一體積50cm3、質量180g的金屬綁在一起，沒入密度

0.8g/cm3的酒精中，則木塊所受的浮力為多少gw？ (A)70 (B)80 (C)100 (D)120  

(    )13. 等體積的A、B兩物體，A的密度為6公克／立方公分，B的密度為2公克／立方公分，將其

分別沉入水中，則A、B所受浮力比為何？(A)3：1 (B)1：3  (C)1：1  (D)9：1  

(    )14. 將一均質鐵塊(密度為7.7g/cm3)放入盛滿汽油(密度0.75g/cm3)的燒杯中，共溢出汽油300

公克，則下列有關鐵球的敘述，何者錯誤？ (A)所受浮力為400gw (B)體積為400cm3 (C)

質量為3080g (D)在汽油中的重量為2780gw  

(    )15. 人可以躺在“死海”裡而不沉入水中，是因為什麼原因？ (A)“死海”的水是不流動的 (B)人

在“死海”中所受的浮力大於人的重量 (C)人在“死海”中所受的浮力等於人的重量 (D)此

人泳技高超  

(    )16. 一木塊置於密度為1.6g/cm3的液體A中，其體積的 浮出液面，若改置於另一液體B中時，

木塊浮出其體積的 ，則液體B的密度為多少？ (A)  (B)  (C)1.8 (D)2  

(    )17. 同一木塊分別浮於下列各液體中，以在何者中浮力最大？ (A)純水 (B)海水 (C)水銀 

(D)以上均相同  

(    )18. 有一物體分別置於A、B兩液體中(均沉入)，已知液體密度分別為dA、dB，又dA＞dB，則物

體的重量為何？ (A)在A中較輕 (B)在B中較輕 (C)同重但比空氣中輕 (D)均與在空氣

中同重  

(    )19. 如圖，同一金屬球分別置於甲、乙、丙三杯水中，所受

浮力分別為B甲、B乙、B丙，其大小關係為 (A)B甲＞B乙＞B

丙 (B)B甲＜B乙＜B丙 (C)B甲＝B乙＝B丙 (D)B甲＜B乙＝B丙  

(    )20. 兩個等重但不溶於水的物體甲與乙，甲的密度為1.2g/cm3，乙的密度為1.6g/cm3，則兩者

完全浸入水中所稱得的重量，下列何項正確？ (A)甲比乙輕 (B)甲比乙重 (C)甲與乙等

重 (D)無法比較  

(    )21. 已知鐵的密度比石頭的密度大，今將等重的實心鐵球與石頭放入水中，則所受的浮力何者

較大？ (A)鐵球大 (B)石頭大 (C)兩者相同 (D)無法比較  

(    )22. 一艘船總重5噸行駛在海上，則其所受的浮力為多少噸？ (A)大於5噸 (B)等於5噸 (C)

小於5噸 (D)條件不足，無法計算  

(    )23. 將大小相同的乒乓球(D＝0.5g/cm3)，分別投入水、汽油(D＝0.6g/cm3)、酒精(D＝0.8g/cm3)

中，則所受浮力何者較大？ (A)水 (B)酒精 (C)汽油 (D)相等  

(    )24. 在月球上將密度0.6公克／立方公分，體積300立方公分的物體置入水槽中，則排開水的體

積為若干立方公分？ (A)0 (B)180 (C)30 (D)300  

(    )25. 將大小相同的乒乓球(D＝0.5g/cm3)，分別投入水、汽油(D＝0.6g/cm3)、酒精(D＝0.8g/cm3)

中，則乒乓球在何種液體中液面下的體積最大？ (A)水 (B)汽油 (C)酒精 (D)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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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半徑為R、高為H、密度為D的圓柱體，放入某液體中，大部分沉入液體，但卻標浮豎立，

若其沉入之深度為h，液體之密度為d，則 等於下列何者？ (A)  (B)  (C)  

(D)H(H-h)  

(    )27. 3公斤重的空心圓筒，直立浮在水面上，筒底沒入水中30公分。今將油液注入浮筒，筒底

沒入水中深度為70公分，可知注入浮筒中的油為多少公斤重？ (A)3 (B)4 (C)7 (D)10  

(    )28. 一均勻物體密度為0.8公克／立方公分，體積為v立方公分，若將其置於水中，則會有多少

立方公分的體積浸在液面下？(水的密度為1公克／立方公分) (A)  (B)  (C)  

(D)   

(    )29. A、B兩容器中各有一大塊冰浮在水面上，A的冰塊中有一部分未凍結的水，B的冰塊中有

一鐵塊被凍結在內部，則冰塊熔化後容器的水面是降低或升高？ (A)A升高，B下降 (B)A

下降，B升高 (C)A下降，B下降 (D)A不升降，B下降  

(    )30. 一底面積為100cm2的圓柱形杯子，裝了密度為2g/cm3的某液體，若放入一質量為100g的

冰塊浮於液面時，液面高度為20cm，則當冰塊完全熔化後，液面高度有何變化？ (A)升高 

(B)降低 (C)不變 (D)無法確定  

(    )31. 一彈簧秤下掛60公克的石塊，放入水中，彈簧秤顯示的重量變為40公克重，求石塊密度為

多少？(單位：g/cm3) (A)1.5 (B)3 (C)4 (D)無法判斷  

(    )32. 有一容器，內裝互不相溶的兩種液體。今將質量及體積皆相同的

三個鋁塊，分別以細繩吊於彈簧秤下，使靜止於液體中，如圖，

若「彈簧秤的讀數」分為W1、W2和W3，而細繩之重量及粗細不

計，則下列大小關係，何者正確？ (A)W1＝W2＝W3 (B)W1＞

W2＝W3 (C)W1＜W2＝W3 (D)W1＞W2＞W3  

(    )33. 試管內置入大理石碎塊，倒入稀鹽酸溶液密封後，再將之放入大水

槽中使其懸浮著，如圖。在反應過程中，試管的沉浮情形是何者？ 

(A)先升後沉 (B)逐漸上升 (C)逐漸下降 (D)仍保持不動  

(    )34. 500毫升燒杯內，水面位置在300毫升的刻度線上，加入冰塊後，水面位置升到380毫升刻

度線上，則冰塊質量為 (A)200公克 (B)120公克 (C)90公克 (D)80公克  

(    )35. 兩艘完全相同的甲、乙兩潛艇，若甲載有20個軍人，乙載有50個軍人，同時潛入海中，兩

者所受的浮力大小為何？ (A)甲較大 (B)乙較大 (C)一樣大 (D)無法比較  

(    )36. 小明和家人至花蓮秀姑巒溪泛舟，先測出橡皮艇加上所有配備淨重140kgw，橡皮艇的外緣

面積2平方公尺，已知小明等人的體重共200kgw，請問：小明等人登上橡皮艇仍浮於水面，

則此時橡皮艇所受浮力大小為多少kgw？ (A)200kgw (B)280kgw (C)340kgw (D)不

知海水密度，所以無法計算  

(    )37. 完全相同的甲、乙兩船，若甲船載有20個軍人，乙船載有50個軍人，兩船均浮於海面上，

兩者所受的浮力大小為何？ (A)甲較大 (B)乙較大 (C)一樣大 (D)無法比較  

(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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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某生欲做實驗(如圖)，驗證下列的假設：「接

觸面正向作用力愈大，則摩擦力愈大。」他須

做下列那一件事，才能針對假設驗證？ (A)要

保持木塊與桌面非常光滑 (B)要準備蠟、砂紙……等，用以改變木塊與桌面間「接觸面的

性質」 (C)要注意測量木塊在滑動前、開始滑動時和滑動後，三階段的拉力 (D)要在木

塊上放置不同數目的砝碼，進行測量  

(    )40. 體積相同的木、鋁、鐵三個小球，它們在水中的位置如圖所示，已知其

中一個小球是空心的，那麼空心小球一定是何者？ (A)無法判斷 (B)

木球 (C)鐵球 (D)鋁球  

(    )41. 如圖所示，所有物體在外力作用下皆呈靜止，則圖中摩擦力最小的是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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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2. 有一無蓋鐵盒子，形狀如圖，重量為1.5公斤重，放入水中後浮於水

面上。試問，鐵盒內最多可放多重的物體而鐵盒仍不下沉？(物體放

入液體中所獲得的浮力＝物體所排開液體的體積×液體密度) (A)1.5

公斤重 (B)3.0公斤重 (C)4.5公斤重 (D)6.0公斤重  

(    )44. 如圖中等臂天平放在大水槽中，左、右兩

端分別放置實心的銀塊和鐵塊而保持平

衡。若水由右下角缺口很緩慢的流入水槽

中，至圖中銀塊和鐵塊都浸入水中時，天平

的那一端會向下傾斜？ (A)左端向下 (B)右端向下 (C)天平不受影

響 (D)資料不足，無法判定  

(    )45. 如圖，雞蛋放入水中，則沉入桶底；今將水中加鹽後，

雞蛋浮出水面。由以上的現象，下列判斷何者不對？ 

(A)若加入的鹽愈多，則雞蛋浮出水面的體積則愈多 

(B)雞蛋的重量小於在鹽水中所受的浮力 (C)雞蛋的密度小於鹽水的密度 (D)浮在鹽水

中的雞蛋所受的浮力，比沉在純水中所受的浮力大  

(    )46. 在水中加入一些冰塊(見圖)，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因冰塊未

接觸杯底，故加入冰塊並不增加杯底所受的壓力 (B)加入冰塊後

水面會上升，杯底所受的壓力會增加 (C)若冰塊逐漸熔化，杯底

所受壓力會逐漸增加 (D)冰的密度比水小，加

入冰塊後密度變小，故壓力並不增加  

(    )47. 小莉有一個不倒翁玩具，他將此不倒翁玩具先

後放入甲、乙、丙三種不同的液體中，靜止時

如圖所示，則此不倒翁玩具在三種液體中所受

到的浮力大小，下列何者正確？ (A)甲最大 (B)乙最大 (C)丙最大 (D)一樣大  

(    )48. 將同質量的保利綸和磚塊投入水中，保利綸浮在水面上而磚塊沉入水中，何者所受浮力較

大？ (A)保利綸 (B)磚塊 (C)相等 (D)無法比較  

物質 密度(g/cm3) 

Au 19.3 

Ag 10.5 

Cu 8.9 

Fe 7.86 

Zn 7.1 

(    )43.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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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相同體積的鐵塊和木塊綁在一起，完全沉入水中，比較兩者所受浮力的大小為何？(A)鐵塊

＞木塊 (B)鐵塊＝木塊 (C)鐵塊＜木塊 (D)視兩者重量而定  

(    )50. 將9000c.c.的水倒入截面積300平方公分的量筒中，0cm刻度在量筒底部，現有一個邊長為

10公分的正立方體木塊，密度為0.9公克／立方公分，將木塊置入量筒中，當木塊平衡時

水面與量筒的那一刻度對齊？(每一刻度代表1c.c.) (A)30 (B)33 (C)36 (D)39  

(    )51. 杯中裝有果汁及冰塊，當冰塊熔化後，液面會如何變化？(果汁密度1.2公克／立方公分，

冰塊密度0.9公克／立方公分) (A)不變 (B)升高 (C)降低 (D)不一定  

(    )52. 一艘漁船，由河內向外海口緩慢行駛期間，漁船吃水深度的變化情形如何？為什麼？ (A)

保持定值，因為所受的浮力不變 (B)逐漸減小，因為所受的浮力逐漸變小 (C)逐漸減小，

因為船經過的地方，水的密度逐漸變大 (D)逐漸增加，因為所受的浮力逐漸變大  

(    )53. 體積比為3：1的鋁塊(密度2.7g／cm3)和鐵塊(密度7.8g／cm3)，分別放入水銀中(密度13.6g

／cm3)，成平衡狀態時，何者所受的浮力較大？  (A)鋁塊 (B)鐵塊 (C)兩者相同 (D)

無法比較  

(    )54. 等臂天平左邊的鋁塊與右邊的砝碼達成平衡如圖。若將水

緩緩注入盆內，使鋁塊與砝碼皆沒入水中後，則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天平左臂下傾 (B)砝碼所受的浮力比鋁

塊所受的浮力大 (C)鋁塊與砝碼所受重力相等 (D)鋁

塊所受重力會造成順時鐘方向的力矩  

(    )55. 掛120公克重物體可伸長1公分的彈簧，在彈性限度內掛一銅塊，沉入水中靜止如圖所示，

此時彈簧伸長4公分。已知銅塊密度為9公克／立方公分，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銅塊

所受水浮力為60公克重 (B)將銅塊拉離水面，則彈簧將再伸長1公分 (C)銅塊在空氣中重

量為480公克重 (D)銅塊體積為120立方公分  

(    )56. 大小相同的鐵球與木球置於水銀槽中均上浮，試問何者所受的浮力較

大？ (A)鐵球 (B)木球 (C)一樣大 (D)無法判斷  

(    )57. 質量5公斤，密度8g/cm3的鐵球，浸入密度1.2g/cm3的液體內，鐵球所

受的浮力為多少？(A)625 (B)750 (C)1000 (D)5000  

 

二、填充題： 

1. 有一物體在空氣中的重量100gw，在水中的重量是80gw，試問：  

(1)該物在水中的重量減輕_____________gw。  

(2)該物在水中所受的浮力為_____________gw。  

2. 物體在水中時受到浮力與_____________作用，當浮力比較_____________時物體就沉入水

中。  

3. 把雞蛋與小鳥蛋放入水中與鹽水中，如圖(一)、(二)所示，由圖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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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水中的浮力，雞蛋_____________於小鳥蛋。  

(2)在鹽水中的浮力，雞蛋_____________於小鳥蛋。  

(3)雞蛋在水中的浮力大或在鹽水中的浮力大？答：_____________。  

(4)鹽水的密度_____________於水的密度。  

4. 如圖為液體浮力的實驗裝置。平衡時，甲圖中彈簧秤的讀數為 45

公克重，乙圖中彈簧秤的讀數為40公克重；試問：  

(1)物體在液體中所受的浮力為_________公克重。  

(2)乙圖中，金屬圓柱在水中重量減輕的理由是 (Ａ)圓柱不受大 氣

壓力作用(Ｂ)圓柱所受合力(Ｃ)水施予圓柱一向上的作用力 (Ｄ)

圓柱被彈簧秤拉住。答：__________________。  

(3)丙圖中，使金屬圓柱沉入水中較深處，但不著底，靜止平衡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

彈簧秤讀數會減少(Ｂ)彈簧秤讀數不變(Ｃ)彈簧秤讀數會增加(Ｄ)圓柱受力變為不平衡。答：

__________________。  

5. 有一密度為0.6公克／立方公分，體積為100立方公分的木塊浮在水面上，試問：  

(1)木塊的質量為___________公克。  

(2)木塊浮在水面上時，所受的浮力為___________公克重。  

(3)若木塊整個被壓入水中，則浮力變成___________公克重。  

(4)承(3)，要把木塊壓入水中，至少需要施力___________公克重。  

6. 元宵節時施放「天燈」祈福，如圖，當天燈體積變________時，就會緩緩 上

升，因為空氣的___________變大。  

7. A、B兩金屬密度分別為2.7與6公克／立方公分，體積相等，放入水中時，何 者

所受的浮力大？答：___________。  

8. C、D兩金屬密度分別為2.7與6公克／立方公分，質量相等，放入水中時，何者所受的浮力大？

答：___________。  

9. 甲的密度為1.2公克／立方公分，分別放入酒精中(0.8公克／立方公分)與水中，則甲在

___________中時浮力比較大，在___________中比較重。  

10.丙的密度為1.1公克／立方公分，分別放入水中與鹽水(1.2公克／立方公分)，則丙在何種液體中

浮力比較大？答：___________。  

11.漁船由淡水河漸漸駛入臺灣海峽，漁船受的浮力怎麼變化？___________。  

12.下圖所示是有關浮力的實驗，彈簧秤的數字為公克重，乙的液體為水，則：     

(1)金屬圓柱體在水中所受的浮力為 

(Ａ)14(Ｂ)21(Ｃ)30(Ｄ)100 公克重。答：

__________。  

(2)金屬圓柱體在丙液中所受的浮力

__________於水中的浮力。  

(3)丙液體的密度__________於1公克／立方公分。  

13.鐵達尼號在大西洋上航行時被冰山撞沉，請回答下列有關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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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鐵達尼號是鋼鐵所打造的，為何能在海上航行？ (Ａ)因為鐵的密度比海水小(Ｂ)因為鐵會浮

在海水面上(Ｃ)因為船的空間很大，整艘船的平均密度比海水小(Ｄ)因為船在行駛中有速率，

自然就不會沉。答：__________。  

(2)鐵達尼號在海面上航行時，整艘船的總重量__________於浮力。  

(3)承(2)，鐵達尼號沉入海底時，所受的浮力__________。(填變大、變小或不變)  

14.國華用三種不同的物體，在某液體中作

浮力實驗，得到如下表的資料；試回答

下列問題：  

(1)__________所受的浮力最大。  

(2)本實驗中，浮體有________個。  

(3)下圖表示上述物體在液體中沉浮的情

形，何者正確？答：_________。  

(甲) (乙) (丙) (丁)   

15.如圖力大小相同的兩物體浮在水面上，沉入水中的體積乙比較大，質量甲________於乙。  

16.如圖中，P、Q、R體積相等，則浮力大小為P______於Q，  Q_____於R。  

 

 

17.大小相同的A、B兩物體，分別投入甲、乙、丙三種液體中，結果如圖；試問：  

   

(1)甲、乙、丙三種液體的密度由大而小依次為_________________。  

(2)A、B兩物體的密度以________較大。  

  (3)A、B兩物體所受的浮力，在甲中何者較大？答：________；在乙中何者較大？ 

  答：________；在丙中何者較大？答：________。 

 

 質量(g) 體積(cm3) 在液體中減輕的重量(gw) 

保利綸 4 16 4 

木塊 7.2 8 6.4 

鉛塊 113 10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