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６ 

 

(   )1.佳紋欲測量 10 公克甲溶質的體積。她的實驗步驟如下： 

步驟一：取 10 公克甲溶質放入量筒中，輕敲量筒，甲溶質的平面對齊 12mL 的刻度處 

步驟二：將 20mL 水倒入此量筒中，充分攪拌後，水面在 26mL 的刻度處，並且有部份甲溶

質沉澱在量筒底部。 

步驟三：再加入 10 公克甲溶質於量筒內，充分攪拌後，水面在 34mL 的刻度處。 

則根據她的實驗，10 公克甲溶質的體積應為 cm3？ 

(A)6  (B)8  (C)12  (D)14。 

【解答】：(B) 

【解析】： 

 

(   )2.量筒內裝有 80mL 酒精(密度為 0.8g／cm3)，將體積 20cm3、質量 54g 的鋁球

投入酒精中，如右圖。試問量筒內酒精液面的刻度變為多少 mL？ 

(A)100  (B)118  (C)124  (D)134。 

【解答】：(A) 

【解析】： 

 

(   )3.依珊在學校用上皿天平測量某一鋁塊的質量，得到 54.80 公克。若到海拔 2000 公尺高的山

上，重複此實驗，則測得該鋁塊的質量應該為多少？ 

(A)小於 54.80 公克  (B)大於 54.80 公克  (C)等於 54.80 公克  (D)無法測量。 

【解答】：(C) 

【解析】： 

 

(   )4.怡潔使用附有騎碼(騎碼每一個刻度代表 0.1公克)且歸零後的等臂天

平測量物體的質量。某生錯把待測物放置於右盤，砝碼置於左盤，

當天平呈現水平時，在左盤上放置有 1 個 20 公克砝碼，騎碼的位置

恰好位在 57 刻度線上，請問右盤的物體質量為多少？ 

(A)14.30 公克  (B)19.43 公克  (C)20.57 公克  (D)25.70 公克。 

【解答】：(A) 

【解析】： 

 

(   )5.君宜取質量相等的鋁球(密度為 2.7g／cm3)和鐵球(密度為 7.9g／cm3)，將鋁球置於天平左

端，鐵球置於天平右端，則下列哪一個圖示是正確的？(實驗前天平已歸零) 

  (D)天平不會平衡。 

【解答】：(A)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７ 

(   )6.有四個物體，其質量與體積的值記錄如右表。已知甲、乙、丙、丁

中只有兩個是相同物質，則最有可能是下列哪一個選項？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解答】：(D) 

【解析】： 

 

(   )7.老師要同學們探討相同密度下，體積與質量的關係。則下列哪一組，所選擇的實驗材料是正

確的？ 

(A)第一組：10cm3鋁塊、20cm3鋁塊、30cm3鋁塊  (B)第二組：10cm3鋁塊、20cm3鐵塊、

30cm3金塊  (C)第三組：10cm3鋁塊、10cm3鐵塊、10cm3金塊  (D)第四組：10g 鋁塊、

10g 鐵塊、10g 金塊。 

【解答】：(A) 

【解析】： 

 

(   )8.有一個立方體的銅塊 80cm3，銅的密度是 9.0 公克／立方公分，假定將這個銅塊切割成體積

為 20cm3及 60cm3兩銅塊，則 60cm3銅塊的密度為多少公克／立方公分？ 

(A)4.5  (B)9.0  (C)18.0  (D)27.0。 

【解答】：(B) 

【解析】： 

 

(   )9.由實驗得知，甲、乙、丙三種物質體積和質量的關係如右圖，則三種物

質的密度大小，何者正確？ 

(A)甲＞乙＞丙  (B)乙＝甲＝丙  (C)丙＞乙＞甲  (D)無法比較。 

【解答】：(A) 

【解析】： 

 

(   )10.晏慈想測量某杯糖水的密度，她利用量

筒分別倒入不同體積的糖水後測得結果

如表。關於本實驗，下列何者正確？ 

(A)量筒的質量為 28.0克  (B)糖水的密度為 1.2g／cm3  (C)X為 80.0  (D)50mL糖水的質

量是 65.0 克。 

【解答】：(D) 

【解析】： 

 

(   )11.承上題，該生將實驗數據製作成三張關係

圖，哪一張關係圖的繪製是錯誤的？ 

(A)甲圖  (B)乙圖  (C)丙圖  (D)三張圖都

是正確的。 

【解答】：(C) 

【解析】： 

 

(   )12.宏洋測量桌面上的五個物體(都是純物質)的質量與體積，並且將測量結

果標記在關係圖中，如右圖，試問哪些物體最有可能是同種物質？ 

(A)A、D  (B)B、D  (C)B、C  (D)A、E。 

【解答】：(D)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８ 

(   )13.尚儀測量自然課本的寬度，並正確地記錄成 18.85cm，則該生所使用的直尺最小刻度為 

(A)公厘  (B)公分  (C)公寸  (D)公尺。 

【解答】：(A) 

【解析】： 

 

(   )14.已知某空容器質量 26g，將容器內裝滿水時，總質

量為 46g，若改盛滿某液體時，總質量為 40g，則

某液體可能是？ 

(A)甲  (B)乙  (C)丙  (D)丁。 

【解答】：(A) 

【解析】： 

 

(   )15.已知冰密度為 0.9g／cm3，取 100 公克的水凝固成冰，求冰的體積大小約為多少？ 

(A)190cm3  (B)110cm3  (C)100cm3  (D)90cm3。 

【解答】：(B) 

【解析】： 

 

(   )16.修賢想測量一個公仔的體積，他先將水倒入量筒中，至水面為 50.0 立方公分處，當公仔完

全沒入水中時，發現水面上升至 80.0 立方公分處，試問此公仔的體積為多少立方公分？ 

(A)30.0  (B)50.0  (C)180.0  (D)130.0。 

【解答】：(A) 

【解析】： 

 

(   )17.如右圖，甲、乙兩個組織均勻的實心球體置於已歸零的等臂天平左

右兩秤盤中，天平兩臂呈現水平，下列有關甲、乙兩球體的敘述何

者正確？ 

(A)甲球的質量大於乙球的質量  (B)甲球的質量小於乙球的質量  

(C)甲球的密度大於乙球的密度  (D)甲球的密度小於乙球的密度。 

【解答】：(D) 

【解析】： 

 

(   )18.4℃的液態水，其密度與溫度的關係意示圖，下列何者正確？ 

 
【解答】：(B) 

【解析】： 

 

(   )19.一杯子恰好能裝 400 公克的柳橙汁，現在改裝 400 公克的蒸餾水，(已知柳橙汁的密度比蒸

餾水大)，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過滿溢出  (B)裝不滿  (C)恰好能裝滿  (D)無法判斷。 

【解答】：(A)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９ 

(   )20.以直尺測量物體長為 2.130 公尺，用同一直尺測得另一物長為 1 公尺 6 公分，應記為何？ 

(A)1.06 公尺  (B)10.6 公寸  (C)106 公分  (D)1.060 公尺。 

【解答】：(D) 

【解析】： 

 

(   )21.思榆以量筒裝某液體，測其質量對體積之關係如圖，下列何者錯誤？ 

(A)空量筒的質量是 10克  (B)D點的密度為 0.5g∕cm3  (C)體積 20cm3

時計算液體的密度為 0.5g∕cm3  (D)液體的體積愈大，密度愈大。 

【解答】：(D) 

【解析】： 

 

(   )22.上皿天平當左右兩盤均是空盤時，左盤下沉，則使用此天平前，應該如何歸零？ 

(A)將左邊校準螺絲旋出  (B)將右邊校準螺絲旋入  (C)將左邊校準螺絲旋入  (D)不論將哪

一邊的校準螺絲位置向外旋出，均可達到歸零的目的。 

【解答】：(C) 

【解析】： 

 

(   )23.利用懸吊式等臂天平測量某物體的質量，當指針歸零時，右

盤所放置的砝碼如圖，且騎碼在天平橫樑的第十五個刻度線

上。假設天平的橫樑上每一刻度代表 0.1 克，則左盤待測物

體的質量為多少公克？ 

(A)123.2  (B)123.20  (C)223.2  (D)223.20。 

【解答】：(B) 

【解析】： 

 

(   )24.已知冰密度為 0.93 克／立方公分，常溫下水密度約為 1.0 克／立方公分。當一塊質量 400

克的冰在常溫下完全熔化為水，體積最接近多少立方公分及密度變化，何者搭配正確？ 

(A)430cm3、密度變大  (B)400cm3、密度變大  (C)372cm3、密度變小  (D)400cm3、密度

變小。 

【解答】：(B) 

【解析】： 

 

(   )25.有三個人 A、B、C 量測不同物體的長度，測量結果為：A＝2.370 公尺、B＝125.93 公分、

C＝8.9397×103公厘；則三個人數據使用的最小刻度何者正確？ 

(A)B 與 C 相同  (B)A 與 B 相同  (C)A 與 C 相同  (D)A、B、C 所使用數據的最小刻度均

不相同。 

【解答】：(A) 

【解析】： 

 

(   )26.某生利用天平和容器，測量液體質

量和體積的關係實驗中，數據如表

所列，下列何者錯誤？ 

(A)該液體的密度為 0.5g／cm3  (B)容器的質量為 13.0g  (C)表中的 X 值為 46.0g  (D)將

密度為 0.8g／cm3的木塊放入此液體中，會浮於液面。 

【解答】：(D)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１０ 

(   )27.下列何者不是物質「占有空間，具有質量」的敘述？ 

(A)鋁塊放入裝滿水的水中，水會溢出來  (B)把水倒入杯內，將一把細砂放入水中水面上升  

(C)吹氣球使氣球膨脹  (D)剪刀可以被磁鐵所吸引。 

【解答】：(D) 

【解析】： 

 

(   )28.六位同學依次測量同一支毛筆的長度，六人所得結果分別為甲：30.6cm、乙：30.7cm、丙：

20.8cm、丁：30.4cm、戊：30.3cm、己：30.5cm，則： 

(A)毛筆的長度應記為 30.50 公分(B)己測量結果最正確(C)採用平均值的理由是為了減少誤

差(D)計算平均值時，丙的測量值也應列入計算。 

【解答】：(C) 

【解析】： 

 

(   )29.量筒內盛有 100c.c 的水，若投入一木塊後，見水面上升至 125c.c，並且木塊浮於水面，則

可推知此木塊 

(A)體積大於 25cm3，且密度小於 1g／cm3  (B)體積等於 25cm3，且密度小於 1g／cm3  (C)

體積小於 25cm3，且密度小於 1g／cm3  (D)體積大於 25cm3，且密度大於 1g／cm3。 

【解答】：(A) 

【解析】： 

 

(   )30.有一個天平的砝碼只有 100g、50g、20g、10g、5g、1g、500mg、200mg 各 1 個，則使用

此一天平能將下列幾種質量測出：83.60g、80.60g、62.30g、31.20g。 

(A)1  (B)2  (C)3  (D)4 種。 

【解答】：(A) 

【解析】： 

 

(   )31.實驗課時，老師發給大家一顆桌球，要同

學測出它的體積，天福設計了如下的方

法，如果 1V ＝100mL， 2V ＝120mL， 3V ＝

150mL，請問桌球的體積是多少 mL？ 

(A)120  (B)20  (C)150  (D)30mL。 

【解答】：(D) 

【解析】： 

 

(   )32.以懸吊式等臂天平測量一待測物，將其位置放錯置於右盤，而左盤需放 1 個 100g 砝碼、3

個 1g 砝碼、騎碼移置 17 刻度可達平衡，則待測物的質量 

(A)＞104.70g(B)＝104.70g(C)＜104.70g(D)無法判斷。 

【解答】：(C) 

【解析】： 

 

(   )33.下列屬於密度的單位有幾個？gw∕cm2；g∕cm3；kg∕dm3；kg∕m3。 

(A)1  (B)2  (C)3  (D)4。 

【解答】：(C)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１１ 

(   )34.右圖為不溶於水的甲、乙兩個固體物質之質量對體積之關係圖，下列

何者正確？ 

(A)甲、乙若放入水中甲會上浮  (B)甲、乙若質量相等，則體積比為

1：2  (C)甲、乙之密度大小為 1：2  (D)甲、乙若體積相等，則質量

比為 1：2。 

【解答】：(B) 

【解析】： 

 

(   )35.如圖，甲、乙兩個組成均勻的實心球置於已歸零的等臂天平秤盤中，天

平兩臂呈現水平，則甲、乙兩球的密度大小何者正確？ 

(A)甲＝乙  (B)甲＜乙  (C)甲＞乙  (D)無法判斷。 

【解答】：(B) 

【解析】： 

 

(   )36.定柔測量某物體的長度，結果為 3.472 公尺，則定柔所用的直尺最小刻度為何？ 

(A)1 公分  (B)0.1 公分  (C)0.01 公分  (D)0.001 公分。 

【解答】：(A) 

【解析】： 

 

(   )37.一支鉛筆的兩端各恰對準直尺(最小刻度為公厘)上的刻度數各為 6 刻度與 15 刻度，則此鉛

筆的長度為(A)9 公分  (B)9.0 公分  (C)9.00 公分  (D)9.000 公分。 

【解答】：(C) 

【解析】： 

 

(   )38.夢含郊遊時，在大樹旁拍一張照片，如圖。已知她的身高為 168 公分，由

這張照片，估計這顆樹的高度約為 

(A)3 公尺  (B)5 公尺  (C)7 公尺  (D)9 公尺。 

【解答】：(B) 

【解析】： 

 

(   )39.下列那一項沒有誤差? 

(A)龍王颱風台北市的降雨量是153公厘  (B)靜修女中國二真班學生有33人  (C)今日的氣

溫 28.5℃  (D)現在時間是 13 點 24 分。 

【解答】：(B) 

【解析】： 

 

(   )40.某人用一直尺測得書桌長度為 60.2 公分，再以此直尺測量講桌高度恰為 1 公尺 20 公分，則

應表示為 

(A)1.2 公尺  (B)12.0 公寸  (C)120.0 公分  (D)1200.0 公釐。 

【解答】：(C) 

【解析】： 

 

(   )41.量杯中注滿密度為 1.2g／cm3的液體，一不規則形狀之鐵塊置入杯中後，溢出液體重 90g，

則鐵塊的體積是 

(A)70cm3  (B)75cm3  (C)85cm3  (D)108cm3。 

【解答】：(B)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１２ 

(   )42.某物體在地球上以等臂天平，測得質量為 36 克，已知月球的引力為地球的 1／6，太空船在

太空中運行處於失重狀態，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月球上以等臂天平測得質量為36克  (B)在太空船上以等臂天平測得質量為36克  (C)

在月球上以等臂天平測得質量為 6 克  (D)在太空船上以天平測得質量為 6 克。 

【解答】：(A) 

【解析】： 

 

(   )43.如右圖之天平，若發現未放仰體時，指針偏向右邊，則正確操作方法是 

(A)調節螺絲A固定，調節螺絲B向右旋出帽  (B)調節螺絲B固定，調節螺絲A向左旋出  (C)

調節螺絲 A 向右旋入，調節螺絲 B 向左旋入  (D)調節螺絲向左旋出螺帽，調節螺絲 B 向右

旋出。 

【解答】：(B) 

【解析】： 

 

(   )44.若使用等臂天平來測量物體的質量，當天平平衡時，右邊砝碼有 10

克砝碼 1 個，2 克砝碼 2 個，且騎碼在第 32 和 33 個刻度之間，則物

體質量最好記為 

(A)17.2 公克  (B)17.3 公克  (C)17.25 公克  (D)17.250 公克。 

【解答】：(C) 

【解析】： 

 

(   )45.有 A﹑B 兩物體，A 的質量為 B 的 3 倍，B 的密度為 A 的 1／4 倍，則 A 的體積為 B 的 

(A)12 倍  (B)4／3 倍  (C)3／4 倍  (D)1／12 倍。 

【解答】：(C) 

【解析】： 

 

(   )46.一燒杯內有 100 毫升的水，現再加入 180 公克的冰塊(密度為 0.9g／cm3)，當冰塊完全熔化

後，燒杯內總共有水若干 cm3？ 

(A)280cm3  (B)300cm3  (C)270cm3  (D)262cm3。 

【解答】：(A) 

【解析】： 

 

(   )47.密度 19.3 公克／立方公分的金 386 公克與密度 8.9 公克／立方公分的銅 445 公克做成的合

金，平均密度為若干公克／立方公分？(假設總體積不變) 

(A)
19.3+8.9

2
  (B)

386+445

386 445
( + )
19.3 8.9

  (C)
386 445

+
19.3 8.9

  (D)386 19.3+445 8.9  。 

【解答】：(B) 

【解析】： 

 

(   )48.將一材質均勻的木塊分割成大小不等的兩塊，請問下列各項敘述，何者正確？ 

(A)若兩木塊質量比 4：3，則體積比為 3：4 (B)若兩木塊質量比 4：3，則密度比為 4：3  (C)

若兩木塊體積比 4：3，則密度比為 3：4 (D)若兩木塊體積比 4：3，則密度比為 1：1 

【解答】：(D)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１３ 

【題組】阿信使用量筒裝某液體，測量其質量與體積之關係，他的記錄如下表。 

(   )49.某液體的密度為多少 g／
3cm ? 

(A)19／15  (B)23／25  (C)27／35  (D)4／

10。 

【解答】：(D) 

【解析】： 

 

(   )50.空量筒質量 M0為多少 g?X 值為多少? 

(A)M0＝13、X＝31  (B)M0＝15、X＝31  (C)M0＝17、X＝33  (D)M0＝11、X＝33。 

【解答】：(A) 

【解析】： 

 

(   )51.在實驗室測量甲、乙兩種液體的密度，將測得的液體和量筒的總質

量，量筒中液體的體積，實驗數據做圖如下。下列關於實驗的敘述

何者正確？ 

(A)甲液體的密度為 80g／70cm3(B)液體甲的密度較乙大(C)測量

甲、乙兩種液體體積時，使用的量筒質量相同(D)兩液體各為 20cm3

時，液體乙的質量比甲大(不含量筒)。 

【解答】：(B) 

【解析】： 

 

(   )52.將一密度是 1.2 公克／立方公分的物質，切割成體積相等的兩半，則此半個物質的密度為若

干？ 

(A)0.6g／cm3  (B)1.2 g／cm3  (C)1.8 g／cm3  (D)2.4 g／cm3。 

【解答】：(B) 

【解析】： 

 

(   )53.冰的密度 0.9g／cm3，今取 180g 的冰投入 500g 水中，當冰完全熔化，杯中水的總體積為？ 

(A)740cm3  (B)700cm3  (C)680cm3  (D)662cm3。 

【解答】：(C) 

【解析】： 

 

(   )54.如右圖，天平保持水平靜止，指針在「0」刻度線上，若取下蘋果與砝

碼，發現指針偏向右，則蘋果真正的質量 

(A)大於  (B)等於  (C)小於  (D)可能大於或小於砝碼的質量。 

【解答】：(A) 

【解析】： 

 

(   )55.下列的測量結果中，哪一項不能算是完整的敘述？ 

(A)今天的氣溫是 26.4℃  (B)舒跑運動飲料的容量為 500  (C)理化課本長 20.00公分  (D)

量筒的質量是 60.0 公克。 

【解答】：(B)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１４ 

(   )56. (1)冰塊熔化成水 (2)食物消化 (3)光合作用 (4)奶油凝固 (5)麥磨成麵粉 (6)鞭炮爆炸，以

上屬於物理變化的有哪些？ 

(A)124  (B)123  (C)136  (D)145。 

【解答】：(D) 

【解析】： 

 

(   )57.燒杯內有水 200 立方公分，現加入 200 公克的冰塊，當冰塊完全熔化後，燒杯內總

共有多少立方公分的水？(冰的密度為 0.91 公克／立方公分 ) 

(A)400  (B)419  (C)200  (D)219。 

【解答】：(A) 

【解析】： 

 

(   )58.有一立方體玻璃塊，每邊長 2.0 公分，測得其質量是 21.6 公克，則密度為多少 g／cm3? 

(A)10.8  (B)2.7  (C)5.4  (D)2。 

【解答】：(B) 

【解析】： 

 

(   )59.等質量的 A、B 兩物體，其密度比為 3：2，則 A、B 兩物體的體積比為：  

(A)9：4  (B)4：9  (C)3：2  (D)2：3。 

【解答】：(D) 

【解析】： 

 

(   )60.有 A、B、C、D 四種物質，其質量對體積之關係如右圖，已知 C 是水，若 A、

B、D 皆不溶於水，則何者會浮於水面上？ 

(A)A  (B)B  (C)D  (D)A、B。 

【解答】：(C) 

【解析】： 

 

(   )61.阿華從商店買了一瓶 1200mL 寶特瓶裝的運動飲料，回家後以天平稱出這瓶飲料的質量為

1350g。接下來阿華慢慢將飲料喝掉，當飲料被喝掉 1／2 及 3／4 時，阿華再以天平測出

此時飲料所剩餘的質量分別為 690g 及 360g，則寶特瓶所裝飲料的密度大小？ 

(A)1.10g／cm3  (B)1.16g／cm3  (C)1.06g／cm3  (D)1.00g／cm3。 

【解答】：(A) 

【解析】： 

 

(   )62.把同一支原子筆擺在三個不同的地方，在教室的質量為 X，在臺北 101

大樓頂質量為 Y，在太空中質量為 Z，請問 X、Y、Z 的大小關係？ 

(A)X＝Y＝Z  (B)Z＞Y＞X  (C)X＝Y＞Z  (D)X＞Y＞Z。 

【解答】：(A) 

【解析】： 

 

(   )63.有形狀、大小都不同的 12 個物體，對每一物體測量它的質量和體積，在

方格紙上得 12 個點，如附圖所示；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物體中能浮於水面的共有 4 個  (B)密度最大的物質包括 4 個物體  (C)共含有 4 種物質  

(D)物質的密度最小為 1.0g∕cm3。 

【解答】：(A)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１５ 

(   )64.下列何種狀態下，二氧化碳最容易溶於水？ 

(A)2 大氣壓、20℃  (B)2 大氣壓、50℃  (C)0.5 大氣壓、20℃  (D)0.5 大氣壓、50℃。 

【解答】：(A) 

【解析】： 

 

(   )65.有關於溶液中粒子的擴散作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由濃度高流向濃度低  (B)平衡後，粒子靜止不動  (C)平衡後，粒子仍有移動  (D)溫度

越高，擴散作用越快。 

【解答】：(B) 

【解析】： 

 

(   )66.使用附有騎碼的天平測量物體的質量，測量結果為 3.456 公克，則天平使用的最小砝碼為多

少公克？ 

(A)1 公克  (B)0.1 公克  (C)0.01 公克  (D)0.001 公克。 

【解答】：(B) 

【解析】： 

 

(   )67.若鐡的密度為 7.8g∕cm3，則 1 立方公尺的鐡塊，其質量為何？ 

(A)7800Kg  (B)7800g  (C)7.8Kg  (D)780g。 

【解答】：(A) 

【解析】： 

 

(   )68.三個完全相同的燒杯，裝有一樣多的水，分別放入質量相同的金(密度：19.3
3cmg )，銀(密

度：10.5
3cmg )，鋁(密度：2.7

3cmg )，假設放入後燒杯中的水皆未溢出，則哪個燒杯中

的水面上升最多？ 

(A)放入金塊的燒杯  (B)放入銀塊的燒杯  (C)放入鋁塊的燒杯  (D)三個燒杯水面上升相同 

【解答】：(C) 

【解析】： 

 

(   )69.麥可以量筒裝 Y 液體，測其質量對體積之關係如右圖，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A)空量筒的質量是 10 克  (B)D 點的密度為 0.5g∕cm3  (C)體積

30cm3時計算 Y 液體的密度為 0.5g∕cm3  (D)Y 液體的體積愈大，密

度愈大。 

【解答】：(D) 

【解析】： 

 

(   )70.甲、乙兩物體的體積比為 3：4，質量比為 1：2，則甲、乙兩物體的密度比為何？ 

(A)3：8  (B)8：3  (C)2：3  (D)3：2。 

【解答】：(C) 

【解析】： 

 

(   )71.有關用雙氧水和二氧化錳製造氧氣的實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實驗必須加熱才有反應產生  (B)加入二氧化錳可使反應速率增快  (C)加入二氧化錳

可使溫度升高  (D)用排水集氣法來收集氧氣是因為氧氣易溶於水。 

【解答】：(B)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１６ 

(   )72.在元宵節所玩的仙女棒，請問會產生銀白色強烈光亮的煙火，其中可能含有什麼成分？ 

(A)鎂粉  (B)硫粉  (C)碳粉  (D)酒精。 

【解答】：(A) 

【解析】： 

 

(   )73.甲.夜晚水中植物葉片表面生成的氣泡；乙.鹽酸和大理石反應所產生的氣體.；丙.汽水中所冒

出的氣泡；丁.水煮開所冒出的氣泡。上述四種氣泡或氣體中，所含氣體何者相同？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丙丁。 

【解答】：(A) 

【解析】： 

 

(   )74.下列有關誤差的敘述，何者錯誤？ 

(A)誤差為測量值與實際值之間的差異  (B)實驗過程中誤差是可以避免的  (C)測量儀器越

精密，實驗方法越合理，實驗操作越謹慎，誤差就會越小  (D)用多次測量的平均值作為測

量結果，可以減少誤差。 

【解答】：(B) 

【解析】： 

 

(   )75.測量圖中 AB 線段的長度，下列何項測量結果的紀錄最為適當？ 

(A)3.0cm  (B)3.00cm  (C)3.000cm  (D)3.0000cm。 

【解答】：(B) 

【解析】： 

 

(   )76.懸吊式等臂天平左盤放置一待測物，右盤放置 10 公克砝碼一個，5 公克砝碼一個，2 公克

砝碼兩個，騎碼的位置在第 18 個刻度線上，則此待測物的質量為多少？ 

(A)18.8g  (B)18.80g  (C)20.80g  (D)28.8g。 

【解答】：(C) 

【解析】： 

 

(   )77.三個完全相同的燒杯，裝有一樣多的水，分別放入質量相同的銀(密度： 310.5 g cm )，鐵(密

度： 37.8g cm )，鋁(密度： 32.7 g cm )，則哪個燒杯中的水面上升最多？ 

(A)放入銀塊的燒杯 (B)放入鐵塊的燒杯 (C)放入鋁塊的燒杯 (D)三個燒杯水面上升相同。 

【解答】：(C) 

【解析】： 

 

(   )78.如右圖，天平保持水平靜止，指針在「0」刻度線上，若取下蘋果與砝

碼，發現指針偏向右，則蘋果真正的質量 

(A)大於  (B)等於  (C)小於  (D)可能大於或小於砝碼的質量。 

【解答】：(A) 

【解析】： 

 

(   )79.下列的測量結果中，哪一項不能算是完整的敘述？ 

(A)今天的氣溫是 26.4℃  (B)舒跑運動飲料的容量為 500  (C)理化課本長 20.00公分  (D)

量筒的質量是 60.0 公克。 

【解答】：(B)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１７ 

(   )80.晏維測量某物體的長度，結果為 3.472 公尺，則晏維所用的直尺最小刻度為何？ 

(A)1 公分   (B)0.1 公分   (C)0.01 公分   (D)0.001 公分。 

【解答】：(A) 

【解析】： 

 

(   )81.一燒杯內有水 200 立方公分，現加入 200 公克的冰塊，當冰塊完全熔化後，燒杯內

總共有多少立方公分的水？(冰的密度為 0.91 公克／立方公分) 

(A)400  (B)419  (C)200  (D)219。 

【解答】：(A) 

【解析】： 

 

(   )82.有 A、B、C、D 四種物質，其質量對體積之關係如右圖，已知 C 是水，若

A、B、D 皆不溶於水，則何者會浮於水面上？ 

(A)A  (B)B  (C)D  (D)A、B。 

【解答】：(C) 

【解析】： 

 

(   )83.等質量的 A、B 兩物體，其密度比為 3：2，則 A、B 兩物體的體積比為：  

(A)9：4  (B)4：9  (C)3：2  (D)2：3。 

【解答】：(D) 

【解析】： 

 

(   )84.下列有關天平使用的敘述何者錯誤？ 

(A)使用天平首先必須要歸零  (B)天平在太空中仍可使用  (C)當利用天平稱取化學藥品

時，不可直接將化學藥品置於秤盤上稱量  (D)拿取砝碼時應利用砝碼夾，以防止砝碼生銹。 

【解答】：(B) 

【解析】： 

 

(   )85.已知冰密度為 0.9 克／立方公分，常溫下水密度大約為 1.0 克／立方公分。當質量 600 克的

冰在常溫下完全熔化為水，其體積最接近多少立方公分及密度變化，何者搭配正確？ 

(A)600cm3、密度變大  (B)600cm3、密度變小  (C)667cm3、密度變大  (D)667cm3、密度

變小。 

【解答】：(A) 

【解析】： 

 

(   )86.大同欲測量 X 液體的密度，實驗結果如下表，試求 X

液體的密度為何？ 

(A)0.8  (B)1.0  (C)1.2  (D)1.5   g／mL。 

【解答】：(C) 

【解析】： 

 

(   )87.下列有關單位的換算，何者錯誤? 

(A)1 毫克＝10-3g  (B)1 微米＝10-3m  (C)1 奈米＝10-9m  (D)1g／cm3＝103kg／m3。 

【解答】：(B)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１８ 

(   )88.下列有關體積的測量，何者正確? 

(A)將綠豆放入空量筒中，輕敲量筒後，綠豆堆積到量筒的刻度約為 50cm3，綠豆的體積為

50cm3  (B)測量砂糖的體積：先在容器內倒入適量的水，再倒入砂糖，以排水法測砂糖體

積  (C)容器內先放 50ml 的水,將乒乓球置入容器中，水面上升至 52ml，可知乒乓球在液面

下的體積為 2cm3  (D)容器內先放 50ml 的水，將鐵球完全浸入水中，水面上升至 68ml，

可知鐵球的的體積大於 18cm3。 

【解答】：(D) 

【解析】： 

 

(   )89.測量桌子長度結果如右：甲＝61.2cm、乙＝61.5cm、丙＝61.3cm、丁＝76.1cm，下列有關

測量結果，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上述平均值為 65.0cm  (B)每次的測量結果，都可能產生誤差  (C)多次測量求平均值，

是為了使測量結果更精準  (D)甲的數據中，數字 2 是經由估計而得的。 

【解答】：(A) 

【解析】： 

 

(   )90.有關下列甲、乙、丙、丁四個長度的測量值：甲＝1.2363m；乙＝23.5cm；丙＝236mm；

丁＝43.12mm，測得上述長度，所使用直尺的最小刻度單位，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丁相同  (B)甲、乙相同  (C)丙、丁相同  (D)乙、丙相同。 

【解答】：(D) 

【解析】： 

 

(   )91.下列關係圖，何者錯誤? 

 
【解答】：(B) 

【解析】： 

 

(   )92.甲、乙、丙、丁四個金屬球，測其體積與質量關係如右

表，哪兩個金屬球可能為相同材質金屬球 

(A)丙、丁  (B)乙、丙  (C)甲、乙  (D)甲、丁。 

【解答】：(A) 

【解析】： 

 

(   )93.承上題，若乙為鋁金屬球，將乙球切一半，則此半球的密度為 

(A)2.7g／cm3  (B)1.35g／cm3  (C)0.37g／cm3  (D)24.3g／cm3。 

【解答】：(A) 

【解析】： 

 

(   )94.若酒精的密度為 0.8g／cm3，量筒中裝滿酒精，某金屬球甲，以天平測其質量為 80g，將甲

金屬球置入酒精中，排開酒精的質量為 16 克，則甲金屬球的密度為 

(A)5g／cm3  (B)4g／cm3  (C)3g／cm3  (D)2g／cm3。 

【解答】：(B)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１９ 

(   )95.美美將某液體倒入量筒中，測得液體的體積

V，再置於天平上，測出量筒和液體的總質量

M，如右表，則某液體的密度為多少公克／立

方公分？ 

(A)0.3  (B)0.6  (C)1.1  (D)3.0。 

【解答】：(B) 

【解析】： 

 

(   )96.宏洋將絲豆放入空量筒中，輕敲量筒後，綠豆堆積到量筒刻度約為 65mL 處之後，宏洋把

40mL 的水，倒入盛綠豆的量筒中，而水面的刻度到達 87mL 處。若綠豆皆沉在水面下，則

此堆綠豆的體積大約為多少 mL？ 

(A)22  (B)47  (C)65  (D)87。 

【解答】：(B) 

【解析】： 

 

(   )97.如果我們認定影響車子煞

車且巨離的變因有：車子

廠牌、煞車時的車速、車

子的重量等，以此進行測

試，所得的結果如右表，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由 1、2 次的實驗中，可推論車子的重量會影響煞車距離  (B)第 1、2 次的實驗中，煞車

距離是應變變因  (C)在第 1、3、4 次的實驗中，車子重量和煞車時的速度是操縱變因  (D)

由 3、4 次的實驗中，可推論車子的速度會影響煞車距離。 

【解答】：(B) 

【解析】： 

 

(   )98.下列有關誤差的敘述，何者錯誤？ 

(A)誤差為測量值和實際值之問的差異  (B)只耍操作準確，儀器精密，是不會有誤差的  (C)

測量儀器越精準，實驗方法越合理，實驗操作越謹慎，誤差值就會越小  (D)用多吹測量的

平均值作為測量結果，可以減少誤差。 

【解答】：(B) 

【解析】： 

 

(   )99.欲測量一滴水的體積，下列的方法哪個最恰當？ 

(A)以有刻度的滴管吸取一滴水直接測量  (B)以滴管吸取 50 滴水於量筒中，讀取量筒中水

的體積後再除以 50  (C)將一滴水滴入量筒中直接讀取  (D)將一滴水直接滴於桌面，再利

用圓柱體的體積計算公式求出水滴的體積，即是一滴水的體積。 

【解答】：(B) 

【解析】： 

 

(   )100.刻度單位為公分，最小刻度為公釐的直尺量一枝鉛筆長度，將筆的一頭對齊尺上刻度 0 的

位置，筆的另一頭在刻度訂到 13 的第五格到第六格間，請估計這枝鉛筆的長度為多少？ 

(A)12.5cm  (B)12.6cm  (C)12.53cm  (D)12.556cm。 

【解答】：(C)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２０ 

(   )101.尚儀以直尺量取 100 張紙的總厚度，所得測量值除以

100。計算得到每張紙的厚度為 0.092mm，則尚儀所用

直尺的最小刻度為何？ 

(A)0.0lmm  (B)0.lm  (C)lmm  (D)10mm。 

【解答】：(C) 

【解析】： 

 

(   )102.有三個礦石樣品，其體積與重量如右表，將這三類礦石輾碎成礦砂，分別裝滿大小相同的

貨櫃；裝滿時，裝哪一種礦砂的貨櫃最重？ 

(A)甲  (B)乙  (C)丙  (D)不一定。 

【解答】：(C) 

【解析】： 

 

(   )103.下列是測量值的記錄，何者錯誤？ 

(A)筆的長度 8.53 公分  (B)講桌長是 8.53 手掌寬  (C)書桌寬是 5.8 手掌寬  (D)保特瓶的

容量是 2.3 公升。 

【解答】：(B) 

【解析】： 

 

(   )104.修賢去藥店買 50g 人蔘，他懷疑中藥店老闆沒給足重，所以將人蔘帶回實驗室以天平重新

秤重；他將人蔘放在左盤，右盤則放了 3 個 10g、3 個 5g、2 個 1g 的砝碼，騎碼刻度調到

3 時正好平衡；請問中藥店老闆是否誠實無欺？ 

(A)修賢買的人蔘竟然有 52.3g  (B)修賢買的人蔘正好 50g  (C)修賢買的人蔘只有 47.3g  

(D)修賢買的人蔘只有 45.5g。 

【解答】：(C) 

【解析】： 

 

(   )105.思榆將同一塊磚塊用不同方式擺放在海綿上(如右

圖)，藉由海綿的凹陷種度觀察海綿所受的壓力大小，

請問此實驗過程的操縱變因為下列何者？ 

(A)接觸面積大小  (B)接觸面的粗糙程度   

(C)垂直接觸面的作用力  (D)磚頭體積大小。 

【解答】：(A) 

【解析】： 

 

(   )106.有關上皿天平(如右圖，無騎碼裝置)的使精方法，下列何者正確？ 

(A)左右兩盤為空盤時，若指針偏右；需將左方校準螺絲右移才能歸

零  (B)較重的砝碼要放在秤盤外側  (C)若砝碼生繡，則其真正質量

會大於表面標示的數值  (D)若要測化學藥品，應在天平歸零後，於

秤盤上放上一張稱量紙。 

【解答】：(C)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２１ 

(   )107.書瑜買了一只戒指，她想知道這個戒指是什麼材質，於是她先利用排水法

測量戒指的體積，水位變化如右圖;；又已知戒指的重量為 88 公克，再對

照下面的金屬密度表，可知這個戒指是由什

麼材質製成的？ 

(A)金  (B)銀  (C)鐵  (D)以上皆非。 

【解答】：(D) 

【解析】： 

 

(   )108.右圖是立倫利用排水法測量木塊體積的實驗過程，由實驗結果可

推算出木塊的體積約為多少立方公分？ 

(A)6.0  (B)12.0  (C)18.0  (D)30.0。 

【解答】：(B) 

【解析】： 

 

(   )109.慶元有四個金屬球，他測得各金屬球的質量與體積結果如下，則哪一個最可能是不同種類

的金屬球？ 

(A)甲球：質量 27.0 公克；體積 3.0cm3  (B)乙球：質量 22.4 公克，體積 2.5cm3  (C)丙球：

質量 50.4 公克，體積 7.0cm3  (D)丁球：質量 108.5 公克；體積 12.0cm3。 

【解答】：(C) 

【解析】： 

 

(   )110.將一木塊分割成大小兩塊，若其質量比為 4：3，則： 

(A)體積比為 1：1  (B)密度比為 4：3  (C)體積比為 4：3  (D)大木塊會沉入水中，小木塊

會浮於水面。 

【解答】：() 

【解析】： 

 

(   )111.維傑將某液體倒入量筒中，測得液體的體積 V，

再將量筒置於天平上。測出量筒和液體的總質量

M，其結果如右表，試問空量筒的質量為何？ 

(A)20 克  (B)22 克  (C)8 克  (D)0.8 克。 

【解答】：(B) 

【解析】： 

 

(   )112.將某固體放入量筒，之後再放到天平上作測量。過程如

右圖。請問此固體的密度最接近下列何者？ 

(A)0.2g／cm3  (B)0.70.2g／cm3  (C)1.4g／cm3  

(D)4.80.2g／cm3。 

【解答】：(D) 

【解析】： 

 

(   )113.甲、乙兩個相同的燒杯中分別放入水和冰塊，再擺放至已歸零的天平

的左右兩秤盤上，天平仍呈水平平衡，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冰的質量等於水的質量  (B)冰的體積大於水的體積  (C)冰的分子

數大於水的分子數  (D)乙杯的冰熔化成水後，體積與甲杯的水相同。 

【解答】：(C)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２２ 

(   )114.使用等臂天平測量物體質量，如果將物體放左盤，砝碼放在右盤，結果發現置物端上移，

則下列何者正確？ 

(A)物體的質量較小，直接減少砝碼，即可平衡  (B)物體的密度較小，直接增加砝碼，即可

平衡  (C)物體的體積較小，直接減少砝碼，即可平衡  (D)物體的質量較小，直接調整調節

螺絲(校準螺絲)，直到指針歸零，即可平衡。 

【解答】：(A) 

【解析】： 

 

(   )115.封閉錐形瓶內，有高溫水蒸氣和少量的水，在天平上與砝碼平衡(如

圖)，經冷卻後，部分蒸氣凝結成水，則天平的平衡情形，何者正確？ 

(A)水蒸氣凝結成水滴，使得錐形瓶內的氣體體積減少，錐形瓶端(左端)

下傾  (B)水蒸氣凝結成水滴，使得錐形瓶內的氣體體積減少，砝碼端(右

端)下傾  (C)水蒸氣凝結成水，雖然狀態改變，但是質量不變，因此不

改變天平的平衡狀態  (D)錐形瓶內的水量增加，但是水蒸氣質量減少，因水的密度比水蒸

氣大，因此質量增加較多，天平的錐形瓶端(左端)下傾。 

【解答】：(C) 

【解析】： 

 

(   )116.使用一量筒，預先投入一鐵球，再倒入水至 120.0cm3，的刻度線，然後又投入一銅球沒入

水中，發現水面升至 180.0cm3的刻度線，若將鐵球和銅球都取出後，水面降至 80.0cm3之

刻度線，則下列何者正確？ 

(A)銅球的體積為 60.0cm3；鐵球體積為 40.0cm3  (B)銅球的體積為 40.0cm3；鐵球體積為

60.0cm3  (C)銅球的體積為 60.0cm3；鐵球體積為 80.0cm3  (D)銅球的體積為 80.0cm3；

鐵球體積為 60.0cm3。 

【解答】：(A) 

【解析】： 

 

(   )117.木塊密度 0.6g／cm3，酒精密度 0.8g／cm3，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木塊會浮於水面，在酒精中則會完全沉沒  (B)6 公克的木塊與 8 公克的酒精體積相等  

(C)20cm3的木塊比 10cm3的酒精密度大  (D)6cm3木塊與 8cm3的酒精質量相等。 

【解答】：(B) 

【解析】： 

 

(   )118.銅球密度 9g／cm3投入盛滿水的量筒中，則溢出的體積是 10cm3，下列何者正確？ 

(A)銅球的體積是 90cm3  (B)量筒中水的體積是 90cm3  (C)銅球質量是 90g  (D)將銅球丟

入盛滿酒精的量筒中，已知酒精密度為 0.8g／cm3中，則銅球溢出的酒精體積是 8cm3。 

【解答】：(C) 

【解析】： 

 

(   )119.一支鉛筆的兩端各恰對準直尺(最小刻度為公分)上的刻度數各為 12 刻度與 28 刻度，則此

鉛筆的長度為 

(A)16.000 公分  (B)16.00 公分  (C)16.0 公分  (D)以上表示皆合理。 

【解答】：(C)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２３ 

(   )120.我們測量一把砂子體積，先將砂子放入量筒中，輕敲量筒使砂子落下，發現砂面刻度為

120.0 毫升，倒入 80.0 毫升的水，再輕敲量筒，發現水面高於砂面，且最高水面的刻度為

180 毫升，則： 

(A)砂子的體積為 80 立方公分  (B)砂中的空隙體積為 20 立方公分  (C)砂面上的水體積為

20 立方公分  (D)將量筒中的水改成同體積的酒精，因酒精密度小，因此最後的液面高度小

於 180 毫升。 

【解答】：(B) 

【解析】： 

 

(   )121.已知冰的密度為 0.9g／cm3，今取 90g 冰投入裝 180g 水的燒杯中，當冰完全熔化後，杯

中水的總體積為 

(A)300cm3  (B)270cm3  (C)261cm3  (D)243cm3。 

【解答】：(B) 

【解析】： 

 

(   )122.把 100 克的冰加入，裝有 50ml 水的燒杯中，當冰完全熔化成水時，燒杯內的水共有多少

mL？(冰密度為 0.9g／cm3) 

(A)161  (B)140  (C)145  (D)150。 

【解答】：(D) 

【解析】： 

 

(   )123.小芸把 A、B、C 三金屬塊的質量與體積關係標示如右圖，則何者

密度最大？(A、B、C 為純物質) 

(A)A 最大  (B)B 最大  (C)C 最大  (D)一樣大。 

【解答】：(C) 

【解析】： 

 

(   )124.承上題：圖中 X 可能為 

(A)A  (B)B  (C)C  (D)B 和 C 混合物。 

【解答】：(C) 

【解析】： 

 

(   )125.小君做液體的密度實驗，記錄液體和量筒的總

質量和液體體積關係，數據如右，則該量筒質

量和液體密度分別為？ 

(A)20 克，4g／cm3  (B)30 克，2g／cm3  (C)20 克，2g／cm3  (D)30 克，1g／cm3。 

【解答】：(C) 

【解析】： 

 

(   )126.珮瑩用直尺量測地面上磁磚的長度，她記為為 0.3000 公尺，則她所用的直尺準確至哪一單

位？ 

(A)m  (B)cm  (C)mm  (D)km。 

【解答】：(C)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２４ 

(   )127.將質量 81g 的鋁塊(密度 2.7g／cm3)丟入一盛滿酒精的燒杯中則將溢出多少公克的酒精？

(酒精密度 0.8g／cm3) 

(A)30  (B)24  (C)12.5  (D)81。 

【解答】：(B) 

【解析】： 

 

(   )128.王老師將一塑膠球投入某液體中，結果如右圖，已知塑膠球體積 30cm3，

質量 33g，則該液體可能為下列何者？ 

(A)體積 300cm3，質量 300cm3的水  (B)體積 300cm3，質量 312g 的海水  

(C)體積 245cm3，質量 294g 的鹽水  (D)體積 290cm3，質量 319g 的鹽水。 

【解答】：(C) 

【解析】： 

 

(   )129.阿光做實驗時，未歸零就將物體與族碼置於天平兩側，結果天平保持

水平靜止，如圖，指針在「0」刻度線上，若取下物體與砝碼，發現指

針偏向左，則物體實際質量比所測得之數值？ 

(A)大  (B)小  (C)相等  (D)無法判斷。 

【解答】：(B) 

【解析】： 

 

(   )130.使用上皿天平測量物體的質量，下列何者錯誤？ 

(A)首先使用校準螺絲歸零  (B)將物體放置左盤，然後用手拿砝碼放置右盤  (C)若是秤量

液體，必須用燒杯盛裝  (D)秤量固體藥品，兩邊秤盤都須先擺放一張秤量紙。 

【解答】：(B) 

【解析】： 

 

(   )131.佳玲在課堂上學到測量結果的數字部分是由一組準確值和一位估計值所組成，於是她用直

尺測量一支鉛筆的長度，將測量結果記為 20.05 公分，由此可知此直尺的最小刻度為何？ 

(A)0.05 公分  (B)1.0 公分  (C)0.1 公分  (D)0.01 公分。 

【解答】：(C) 

【解析】： 

 

(   )132.兩質料相同的空心銅球的體積比為 1：2，質量為 2：1，則將此兩銅球熔化成實心球後兩

者的密度比為 

(A)1：4  (B)4：1  (C)2：1  (D)1：1。 

【解答】：(D) 

【解析】： 

 

(   )133.將質量 81g 的鋁塊(密度 2.7g／cm3)丟入一盛滿酒精的燒杯中則將溢出多少公克的酒精？

(酒精密度 0.8g／cm3) 

(A)30  (B)24  (C)12.5  (D)81。 

【解答】：(B) 
【解析】： 
 

(   )134.小華用最小刻度為公釐(毫米)的直尺測得原子筆長度為 15 公分時，他應該如何記錄？ 

(A)15 公分  (B)15.0 公分  (C)15.00 公分  (D)15.000 公分。 

【解答】：(C)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２５ 

(   )135.阿源在課堂上學到測量結果的數字部分是由一組準確值和一位估計值所組成，於是他用直

尺測量手掌的長度，將測量結果記為 21.5 公分，由此可知此直尺的最小刻度為何？ 

(A)0.05 公分  (B)1 公分  (C)0.1 公分  (D)0.01 公分。 

【解答】：(B) 

【解析】： 

 

(   )136.下列哪些項目需要測量？ 

甲.要繳的桶餐費乙.橡皮擦的質量丙.班上的人數丁.水的沸點戊.跑完 100 公尺的時間。 

(A)甲、乙  (B)乙、丙、戊  (C)丙、丁、戊  (D)乙、丁、戊。 

【解答】：(D) 

【解析】： 

 

(   )137.量筒中裝有質量 240g、體積 150mL 的某液體；若倒出一半體積的某液體，則量筒中剩餘

液體的密度是多少 g／cm3？ 

(A)1.6  (B)1.2  (C)1  (D)0.8。 

【解答】：(A) 

【解析】： 

 

(   )138.相同質量的銅、鐵、鋁，『密度：銅＞鐵＞鋁』，同時放入裝滿水的燒杯中，排開的水量 

(A)銅最多  (B)鐵最少  (C)鋁最多  (D)一樣多。 

【解答】：(C) 

【解析】： 

 

(   )139.阿蔚利用量筒、天平測量某液體的密度，其實

驗結果如下表：求空量筒的質量？(A)22  

(B)26  (C)30  (D)34g 

【解答】：(D) 

【解析】： 

 

(   )140.承上題，該液體的密度為多少 g／cm ？ 

(A)1.2  (B)1.6  (C)2,0  (D)2.4g／cm 。 

【解答】：(A) 

【解析】： 

 

(   )141.假定上皿天平上的左、右二個秤盤未放置任何物體前，指針偏左，試問應如何歸零？ 

(A)右盤校準螺絲不動，左盤校準螺絲向右旋入  (B)左盤校準螺絲不動，右盤校準螺絲向左

旋入  (C)右盤校準螺絲不動，左盤校準螺絲向左旋出  (D)右盤校準螺絲、左盤校準螺絲同

時向左旋。 

【解答】：(A) 

【解析】： 

 

(   )142.要測量一塊不規則形鐵塊的密度時，可使用下列哪些器材來進行測量？ 

(A)直尺、天平、水  (B)量筒、天平、水  (C)試管、天平、水  (D)直尺、天平、水、試管。 

【解答】：(B)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２６ 

(   )143.小明使用懸吊式等天平天平測量物體質量，當天平平衡時，右盤上的砝碼為：50 公克一個、

20 公克兩個、1 公克三個，騎碼恰好在第 23 個刻度線上(一格：0.1g)；則此物體的質量應

為多少公克？ 

(A)75.30  (B)75.3  (C)95.30  (D)95.3 公克。 

【解答】：(C) 

【解析】： 

 

(   )144.冰的密度為 0.9g／cm ，取 180cm 的冰投入 100g 的水中，當冰完全融化後，杯中水的

總體積為多少 cm3？ 

(A)262  (B)280  (C)300  (D)311cm 。 

【解答】：(A) 

【解析】： 

 

(   )145.如圖，在測量前發現天平指針偏右，想要歸零時，應如何調整校準螺

絲甲、乙？ 

(A)甲固定，乙向右旋出  (B)乙固定，甲向右旋入  (C)乙固定，甲向

左旋出  (D)乙向左旋入，甲向右旋入。 

【解答】：(C) 

【解析】： 

 

(   )146.在一量筒內預先投入一銅球，再倒入水至水面刻度為 150.0cm3為止，然後又投入一鐵球

沒入水中，發現水面升至 210.0cm3的刻度線，若將鐵球和銅球都取出後，發現水面降至

60.0cm3之刻度線，則鐵球與銅球的體積各為何？ 

(A)鐵球＝60.0cm3、銅球＝90.0cm3  (B)鐵球＝90.0cm3、銅球＝60.0cm3  (C)鐵球＝

60.0cm3、銅球＝60.0cm3  (D)鐵球＝90.0cm3、銅球＝90.0cm3。 

【解答】：(A) 

【解析】： 

 

(   )147.甲、乙兩物體，其質量比為 3：2，而體積比為 2：3，則甲、乙兩物體的密度比為 

(A)1：1  (B)1：6  (C)9：4  (D)4：9。 

【解答】：(C) 

【解析】： 

 

(   )148.水凝固成冰時，下列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甲)體積增加，質量不變；(乙)體積變小，密度加大；(丙)質量變大，密度變大；(丁)體積增

加，密度變小。 

(A)甲  (B)乙、丙  (C)甲、丁  (D)丁。 

【解答】：(C) 
【解析】： 
 

(   )149.小朱使用直尺測量鐵釘長度，直尺與鐵釘的相關位置如圖，若圖中

直尺的數字以公分為單位，則鐵釘的長度應記錄為多少？ 

(A)3.0  (B)16.0  (C)16.00  (D)3.00 公分。 

【解答】：(D)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２７ 

(   )150.量筒中裝有質量 1360g、體積 100c.c.的水銀；若倒出 80c.c.，則量筒中剩餘水銀的密度是

多少？ 

(A)10.9g／cm3  (B)1.36g／cm3  (C)13.6g／cm3  (D)68g／cm3。 

【解答】：(C) 
【解析】： 
 

(   )151.某版課本基本物理量有如下列敘述「某些重要的基本數量，如果這些數量可表示出一些特

殊屬性，則稱此量為物理量」。接著又描述「科學家歸納出最常用的基本物理量為……。」

霜文讀到這段文章，發現後面文字不見了，於是做了如下的思考： 

思考一：「長度表示物體有多長，且可直接用尺測量，所以長度應該是基本的物理量」 

思考二：「質量表示物體內含量的多寡，且可用天平直接測量，所以應該是基本物理量」 

思考三：「溫度表示物體冷熱程度，且可直接用溫度計去測量，所以應該是基本物理量」 

思考四：「速率表示物體運動快慢，且交通警察可直接從測速器讀出駕駛者的速率大小，所

以速率是基本物理量」。 

請你幫霜文判斷他有沒有推斷錯誤，並選出長度、質量、溫度、速率共有幾項被科學家認

定為基本物理量？ 

(A)1 項  (B)2 項  (C)3 項  (D)4 項。 

【解答】：(C) 
【解析】： 
 

(   )152.測量就是要以一個物體為測量標準，比方說以一枝原子筆長，測量桌子的長度，最後得到

是幾倍的原子筆，這個過程就是測量： 

甲：玉恩找不同年級的朋友雙手張開，中指指尖碰在一起，測量出教室長度為 5.5 個手臂伸

展長 

乙：昊生測量他家離學校多遠，測量結果要走 500.6 步(每一步假設差不多) 

丙：明生用他食指長，測量出桌子長度為 8.2 個食指長 

以上三個選項，選出最不恰當的測量？ 

(A)甲  (B)乙  (C)丙  (D)以上皆正確。 

【解答】：(A) 
【解析】： 
 

(   )153.小平用最小刻度為 1 公毫的直尺量鉛筆長度，將筆的一頭對齊尺上刻度 0 時，筆的另一頭

剛好在刻度 17 公分到 18 公分的一半的刻度上，請估計這枝鉛筆的長度？ 

(A)17.5 公分  (B)17.50 公分  (C)17.500 公分  (D)17.5000 公分。 

【解答】：(B) 
【解析】： 
 

(   )154.丸子三兄弟三人利用直尺測量大同寶寶的高度，測量結果：大丸 18.05 公分、中丸 17.95

公分、小丸 18.00 公分，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中丸直尺的最小刻度為 0.9 公分  (B)大丸的最小刻度為 0.1 公分  (C)小丸的精確值為

18 公分  (D)三人的平均值為 18.10 公分。 

【解答】：(B) 
【解析】： 
 

(   )155.有一測量結果 12.3456 公分，請問估計值的數字部份為哪一選項？ 

(A)3  (B)4  (C)5  (D)6。 

【解答】：(D) 
【解析】： 
 



單元二：基基本測量及密度 ２８ 

(   )156.有一物體測量結果為 2001 公尺長，請問單位換成公丈之後，數字部份變為多少？ 

(A)2.001  (B)20.01  (C)200.1  (D)20010。 

【解答】：(C) 
【解析】： 
 

(   )157.同上題，尺的最小刻度為多少？ 

(A)0.1 公丈  (B)0 公丈  (C)1 公丈  (D)10 公丈。 

【解答】：(C) 
【解析】： 
 

(   )158.小林做天平測量實驗，她的實驗步驟如下：(使用三梁天平) 

步驟一：把天平放穩在桌子上，並進行歸零的動作 

步驟二：小林是左撇子，所以她把待測物放於右盤中央 

步驟三：她用左手直接取拿砝碼，將砝碼由大至小放置於左盤中央 

步驟四：待指針指於中央或左右擺幅相同，讀出放置多少克的砝碼 

請問上面有幾項步驟是正確的？ 

(A)1 項  (B)2 項  (C)3 項  (D)4 項。 

【解答】：(B) 
【解析】： 
 

(   )159.有一物體的測量結果如下：765cm、768cm、726cm、765cm、766cm 

請問測量結果求取平均值之後哪一數值較為恰當？ 

(A)765cm  (B)768cm  (C)766cm  (D)758cm。 

【解答】：(C) 
【解析】： 
 

(   )160.密度表示物體在一定體積內所含質量之多寡。假設現在有密度為 a(g／cm3)的 A 金屬，與

密度為 b(g／cm3)的 B 金屬，將兩者混合(混合比例不一定)，請問混合後的密度 c(g／cm3)

與 a、b 之間關係為何？(假設 a＞b) 

(A)c＜b＜a  (B)b＜c＜a  (C)b＜a＜c  (D)不一定要看 A、B 的比例關。 

【解答】：(B) 
【解析】： 
 

(   )161.做密度實驗測量時，我們需要天平與量筒各一個，天恩選了測量物為冰塊，她把冰塊放進

裝水的量筒內，發現剛放進去時水面高度為 H1，當冰塊漸漸融化之後發現水面高度變成 H2，

請問 H1、H2的關係為何？(冰的密度為 0.92g／cm3，水的密度為 1g／cm3) 

(A)H1＞H2  (B)H1＝H2  (C) H1＜H2  (D)不一定，要看放進冰塊與量筒水量的多寡比較。 

【解答】：(B) 
【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