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下列物質的變化中，何者是物理變化？
(A)大理石遇到鹽酸 (B)雙氧水加入二氧化錳

(C)鐵生鏽

(D)冰熔化成水。

(

)2. 某生做物質分離的實驗。他將食鹽與
木炭粉混合，實驗流程如右表，則下
列何者正確？
(A)甲是食鹽 (B)乙是純物質 (C)
丙有固定的沸點 (D)丁是混合物。

(

)3. 承上題，在水溶液乙加熱的實驗過程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這是物理變化 (B)這種方法稱為過濾法 (C)這種分離物質的方法是利用物質顆粒大小
的差異 (D)由此實驗可知，食鹽的沸點比水低。

(

)4. 喝下冰涼的汽水，常常會打嗝，這是什麼原因？
(A)因為汽水與胃酸發生化學變化，產生二氧化碳氣體 (B)因為汽水會發生化學變化，產生
二氧化碳氣體 (C)因為胃內溫度較高，升高了汽水內二氧化碳的溶解度 (D)因為胃內溫度
較高，降低了汽水內二氧化碳的溶解度。

(

)5. 關於空氣的組成氣體的敘述，何者錯誤？
(A)氮氣含量最多，氮氣不可燃也不助燃 (B)食品包裝中填充氮氣，可防止食品變質 (C)
氰氣為惰性氣體，填入燈管通電時會發出紅光 (D)氦氣為惰性氣體，密度小，可代替氫氣
填充飛船。

(

)6. 利用雙氧水製造氧氣，圖形如右。下列何者正確？
(A)收集氣體前，應先將廣口瓶盛滿水，並倒置於水槽中 (B)過濾
瓶內的液面頇高於薊頭漏斗的長管末端，這是為了防止雙氧水從薊
頭漏斗處逸出 (C)若雙氧水從薊頭漏斗處溢出，應立即將水槽中
的廣口瓶拉出水面 (D)因為氧氣具有助燃性，為了避免危險，所
以採用排水集氣法收集。

(

)7. 承上題，關於本實驗的藥品，下列何者錯誤？
(A)雙氧水是混合物 (B)二氧化錳是黑色的固體 (C)所生成的氧氣是由二氧化錳分解而來
的 (D)改以大理石和鹽酸反應，則會生成二氧化碳。

(

)8. 關於燃燒反應，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將點燃的木炭粉置入氧氣瓶中，木炭粉的燃燒更旺盛 (B)將點燃的鎂帶置入氧氣瓶中，
鎂帶會發出紅光 (C)木炭粉的燃燒、鎂帶的燃燒都是屬於化學變化 (D)鎂帶在氧氣瓶中燃
燒後，則氧氣瓶外壁的溫度會升高。

(

)9. 第一次理化段考，你(妳)會緊張嗎？來，深深地吸一口氣，緩和一下緊張的考試情緒。請問
你(妳)吸的這口氣中含量最多的氣體是：
(A)氫氣 (B)氧氣 (C)二氧化碳 (D)氮氣。

(

)10. 實驗室中製取三瓶氣體分別為氮氣、氧氣、二氧化碳氣體以廣口瓶盛裝但標籤掉落，下列
哪一組物質可用以分辨此三種氣體？
(甲)線香(乙)鋅片(丙)稀鹽酸(丁)石灰水(戊)酚酞。
(A)甲乙 (B)甲丁 (C)丙丁 (D)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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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有關空氣的敘述及組成，下列何者正確？
(甲)空氣中含量第二位，約占空氣中 1/5 是氧氣(乙)氮氣常用填充於食物內，防食物太早腐
壞(丙)二氧化碳通入澄清石灰水，會產生混濁的碳酸沉澱(丁)氦氣常替代氫氣來填充氣球、
飛船(戊)乾冰受熱會直接從固體變成白煙。以上正確的有：
(A)僅甲乙戊 (B)僅甲乙丁 (C)僅乙丙丁 (D)僅乙丁戊。

(

)12. 有三瓶分別裝有氧氣、氮氣和二
氧化碳的廣口瓶，因外觀相同而
且沒有標籤辨識，請你依據下表
將三瓶氣體區分出來？
(A)甲－氧氣、乙－氮氣、丙－二氧化碳 (B)甲－氮氣、乙－氧氣、丙－二氧化碳
－氧氣、乙－二氧化碳、丙－氮氣 (D)甲－二氧化碳、乙－氮氣、丙－氧氣。

(C)甲

(

)13. 下列有關金屬及非金屬的敘述，何者錯誤？
(A)石墨為黑色固體能導電 (B)硫是黃色固體，氯是黃綠色氣體 (C)銀的溴化物為照相底
片和印相紙的感光材料 (D)鋼為銀色光澤金屬，質硬難熔，熔點是金屬中最高。

(

)14. 100mL、溫度 25℃的水最多可以溶解 40 克糖固體。欲使 10 克糖完全溶解於 20mL 水中，
頇採用下列何種方式？
(A)用濾紙過濾沉澱物 (B)用玻璃棒攪拌 (C)用較細顆粒的糖 (D)用酒精燈加熱。

(

)15. 下列何者是物質？
(A)電燈發出的光 (B)酒精燈產生的熱

(C)天空飄來飄去的雲

(D)電磁爐產生的電磁波。

(

)16. (甲)杏仁被磨成粉、(乙)鐵塊生鏽、(丙)方糖加入咖啡中、(丁)用鍋子煎蛋、(戊)國慶日放煙
火、(己)高梁酒變酸。何者屬於化學變化？
(A)僅甲乙丁戊 (B)僅乙丁戊 (C)僅丁戊己 (D)僅乙丁戊己。

(

)17. 下列物質所具有的特質，何者屬於化學性質的描述？
(A)黃金有金色光澤 (B)酒精有揮發性 (C)木炭有可燃性

(D)水銀密度大於鋁金屬。

(

)18. 惰性氣體的性質：(甲)化學性質不活潑；(乙)氖常用於焊接金屬，防止氧化；(丙)氰常用來
充入霓虹燈；(丁)又稱高貴氣體及鈍氣；(戊)空氣中氰的含量高於二氧化碳。以上正確的有：
(A)僅甲乙丙丁 (B)僅甲乙丁 (C)僅甲丁戊 (D)僅甲丁。

(

)19. 加熱食鹽水的濾液可以得食鹽結晶，請問是利用何種特性？
(A)食鹽的沸點比水高 (B)食鹽的沸點比水低 (C)食鹽的溶解度

(D)食鹽顆粒大小。

(

)20. 阿國做實驗，裝置如右圖。下列有關此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A)若要製備氧氣，則甲為雙氧水、乙是二氧化錳 (B)若要製備二氧化碳
氣體，則甲為雙氧水、乙是大理石 (C)不論要製備氧氣或二氧化碳氣
體，氣體一產生就要用集氣瓶收集起來，以免浪費 (D)薊頭漏斗的下
端，最好不要沒入錐形瓶內的液體。

(

)21. 下列哪一個物質沒有固定的沸點？
(A)純水 (B)汽水 (C)雙氧水 (D)水銀。

(

)22. 下列何者為純物質？
(A)二氧化碳 (B)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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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下列何種現象是物理變化？
(A)糖溶於水中 (B)燃燒中的線香在氧氣瓶中燃燒更劇烈。
大理石古蹟被酸雨侵蝕。

(C)雙氧水分解成氧和水

(D)

(

)24. 以下何者是化學變化？
(A)裝冰塊的燒杯外壁形成水滴 (B)放在衣櫃中的樟腦，過了一段時間，就不見了 (C)夏
天的綠葉，到了秋天，變成枯黃 (D)清晨花瓣上的露珠，在陽光下消失得無影無蹤。

(

)25. 化學變化的主要特徵是：
(A)有沉澱或氣體產生 (B)顏色、狀態發生變化
象。

(

(

(C)有新物質生成

)26. 下列有關物質的性質描述，何者屬於化學性質者？
(A)鑽石的硬度大，可以切割玻璃 (B)水在 100℃時沸騰
環境中容易生鏽。

(D)有發光、發熱的現

(C)鐵可以導電

(D)鐵在潮濕的

)27. 有關擴散現象中粒子運動情形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由粒子稀疏的區域往密集的區域運動 (B)擴散現象將使粒子均勻分布於溶液中
度越低，擴散運動的速率越快 (D)在均勻混和之溶液中，粒子已停止運動。

(C)溫

(

)28. 甲：
「在照光的水族箱裡，水薀草周圍的小氣泡」
，乙：
「以吸管吐一口氣入清水中」以及丙：
「開水煮沸時冒出的大量氣泡」。分析以上三種氣泡的成分，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三者均含有約 78﹪的氮氣 (B)甲氣泡中的主要成分是水蒸氣 (C)乙氣泡中的主要成分
是氮氣 (D)丙氣泡中的主要成分是二氧化碳。

(

)29. 下列何種氣體分別與空氣混合(室溫，體積比 1：1)，在密閉的容器內點燃時，有可能發生
爆炸？
(A)氫氣 (B)二氧化碳 (C)氦氣 (D)氮氣。

(

)30. 豆漿變酸、鋼絲絨表面生鏽、冰糖加入奶茶中、碘昇華、消化作用、燈泡發光、漂白水使
衣物漂白、冰山熔化、螢光棒發光；以上屬於化學變化的有多少種？
(A)5 種 (B)6 種 (C)7 種 (D)8 種。

(

)31. 下列那一組內各物質皆為純物質？
(A)汽油、酒、水 (B)鋁箔、二氧化錳、水
氧化碳。

(

(C)食醋、醬油、蔗糖

(D)礦泉水、冰糖、二

)32. 關於惰性氣體的敘述，下列那一項是錯誤？
(A)氦氣可充入汽球，且是惰性氣體中含量最多的 (B)氖氣可充入霓虹燈管中
使用氰氣可防止金屬氧化 (D)惰性氣體又稱為稀有氣體。

(C)焊接時

(

)33. 市面上有一種暖暖包它的成分是鐵粉、水及食鹽，使用時將包裝打開，用力搓揉之後藉由
鐵粉氧化產生熱量，握在手中或放在身上可以取暖，試問暖暖包內反應為何？
(A)物理變化的吸熱反應 (B)化學變化的吸熱反應 (C)物理變化的放熱反應 (D)化學變化
的放熱反應。

(

)34. 德國氫氣飛船橫越大西洋到美國，飛抵終點時，氫氣飛船突然在空中起火爆炸，造成重大
傷亡，從此無人再使用易燃的氫氣填充飛船。現在的飛船或氣球大都改用何種氣體填充？
(A)氦氣 (B)氖氣 (C)氰氣 (D)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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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下列敘述的白色煙霧，其主要成份分別是什麼？
「乾冰旁冒的白色煙霧」、「熱水上方的白色煙霧」、「冰塊旁的白色煙霧」、「冬天從
口中呼出的白色煙霧」
(A)水蒸氣、小水滴、小水滴、水蒸氣 (B)二氧化碳、小水滴、小水滴、小水滴 (C)二氧
化碳、小水滴、水蒸氣、小水滴 (D)小水滴、小水滴、小水滴、小水滴。

(

)36. 為了延長食品保存期限，一般在食品的包裝中填充某一種氣體，該氣體可能為下列何者？
(A)氦氣 (B)氮氧 (C)氰氣 (D)氦氣。

(

)37. 以下對於氣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惰性氣體中含量第一位的氣體可作為信號燈及霓虹燈 (B)空氣中含量第二位的氣體活
性很小 (C)空氣中含量第一位的氣體，可用來充填包裝食品，防止食品變質 (D)氦氣為密
度最小的氣體。

(

)38. 右圖為實驗室製氧的裝置，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化學變化的反應物是雙氧水 (B)此化學變化的生成物是二氧化碳
和水 (C)收集氣體的方法是向上排氣法 (D)使用較多之二氧化錳，可
使氣體產生較多。

(

)39. 下列有關溶解過濾法之敘述，何項正確？
(A)此種分離物質的方法可以用來分開糖和鹽 (B)過濾後之濾液必為純物質 (C)此法是利
用沸點高低不同的原理來分離物質 (D)倒入濾紙之濾液不可超過濾紙的高度。

(

)40. 以過濾法過濾物質之實驗裝置圖何者正確？

。
(

)41. 電視節目中舞臺所出現的白霧是利用什麼物質造成？
(A)乾冰 (B)液態氮 (C)冰塊 (D)煙霧彈。

(

)42. 如圖是化學反應產生氣體的集氣裝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本集氣法適用於比空氣輕易溶於水的氣體 (B)最初冒出的氣
體不要收集 (C)甲處加鹽酸，乙處加入大理石，可收集到氧氣
(D)甲的儀器名稱是滴定管。

(

)43. 在雙十國慶日的夜晚，常會看到五光十色的煙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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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粉 (C)鋁粉 (D)鐵粉。

(

)44. 封閉錐形瓶內，有高溫水蒸氣和少量的水，在天帄上與砝碼帄衡(如圖)
，經冷卻後，部分水蒸氣凝結成水，則天帄的帄衡情形，何者正確？
(A)砝碼端下傾 (B)錐形瓶端下傾 (C)不改變帄衡狀態 (D)視當時溫
度而定。

(

)45. 加熱食鹽水，利用結晶法獲得食鹽是利用下列何種特性？
(A)食鹽易溶於水 (B)食鹽顆粒小 (C)食鹽沸點比水高 (D)食鹽是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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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小軒在實驗室取得下列四種液體，測其化學性質，發現均可用火點燃；測其物理性質，所
得沸點如下所示。
甲.34.6℃；乙.56.1℃；丙.78.5℃；丁.175～300℃，請問哪些是純物質？
(A)甲乙丁 (B)乙丙丁 (C)甲乙丙 (D)全部都是。

(

)47. 在甲、乙、丙三個廣口瓶中，各裝有一種氣體，進行如下
表的檢測，若氣體分別為氮氣、氧氣、二氧化碳，則甲、
乙、丙三瓶中的氣體分別為下列哪一項？
(A)氧氣、二氧化碳、氮氣 (B)氮氣、氧氣、二氧化碳 (C)
氧氣、氮氣、二氧化碳 (D)氮氣、二氧化碳、氧氣。

(

)48. 下列何者是化學性質的描述？
(A)鐵在潮濕的環境中容易生鏽
的形狀是立方體。

(

(B)鐵可以導電

(C)水沸騰時溫度維持在100℃

)49. 製備二氧化碳時，圖中甲與乙分別是什麼物質？
(A)雙氧水、過錳酸鉀 (B)稀鹽酸、硫酸銅 (C)稀鹽酸、大理石
雙氧水、二氧化錳。

(D)方糖

(D)

(

)50. 有關物質分離方法及所運用的性質，何者錯誤？
(A)分離食鹽水與木炭粉可用過濾法，這是利用顆粒大小不同的性質 (B)分離食鹽水中的食
鹽和水可用過濾法，這是利用溶解度不同的性質 (C)加熱糖水使糖與水分離所用的結晶法
，是利用物質沸點高低不同的性質 (D)分離砂粒與鐵粉，使用磁鐵吸出鐵粉，是利用鐵粉
可被磁鐵吸引的性質。

(

)51. 常溫常壓下，若將某液態空氣緩慢蒸發，會發現氮氣比氧氣先蒸發出來。分組討論中，甲
生說：蒸發屬於物理變化；乙生說：氧氣的沸點比氮氣高；丙生說：該液態空氣不可能是
純物質，一定是混合物，以上三位同學的說法，不合理的是哪位？
(A)乙 (B)丙 (C)乙丙 (D)都合理。

(

)52. 過濾時，下列裝置何者最正確？

(

)53. 氦氣可用來代替氫氣填充在氣球裡，且比一般氫氣氣球安全，其原因為何？甲.密度比空氣
小；乙.在空氣中含量很多；丙.非常不活潑；丁.有顏色易於辨認。
(A)甲丙 (B)乙丙 (C)乙丁 (D)甲丁。

(

)54. 關於惰性氣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氫氣是最輕的惰性氣體 (B)氦氣是大氣中含量最多的惰性氣體 (C)惰性氣體可防止金
屬在高溫下與氧反應 (D)填入氰氣的燈管通電後會發出紅光，可作信號燈或霓虹燈。

(

)55. 小偉在實驗室中，以二氧化錳與雙氧水製造氧氣，其裝置如右圖，若將鎂帶點燃後，快速
置入集滿氧氣的廣口瓶內，可以看見下列哪一種情形？
(A)鎂帶立刻熄滅 (B)鎂帶燃燒並發出淡藍色的火焰 (C)鎂帶燃燒並發出紅色的強光 (D)
鎂帶燃燒後留下白色固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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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下列何者不是物理性質？
(A)導電性與導熱性 (B)顏色與體積

(C)沸點和密度

(D)腐蝕與燃燒。

)57. 為何我們必頇用濾紙來分離食鹽水與砂粒？
(A)因濾紙具有磁性可先將砂粒吸住 (B)因砂粒的顆粒大於濾紙的孔隙
力較食鹽水佳 (D)因砂粒的溶解度比食鹽大。

(C)因砂粒的附著

(

)58. 下列有關擴散現象的敘述，何者錯誤?
(A)擴散作用是粒子自高濃度區域往低濃度區域運動的現象 (B)當粒子分布均勻時，粒子就
會停止運動 (C)將香水百合放在講台上，不久整個教室都充滿香味是因為擴散現象 (D)
在清水中滴一滴紅墨水，一段時間後整杯水都變紅，是因為擴散現象。

(

)59. 甲:冰棒融化、乙:糖溶於水、丙:燃燒紙張、丁:鐵釘生鏽、戊:輪胎爆胎，上述屬於化學變化
的有幾種?
(A)1種 (B)2種 (C)3種 (D)4種。

(

)60. 以油性筆在光碟片上寫字，待筆跡乾後，以脫脂棉花分別沾水、酒精、去漬油擦拭，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水是很好的溶劑，故水可以擦拭油性筆跡 (B)酒精可以擦拭油性筆跡是因酒精易揮發
(C)油汙與酒精無法形成均勻的溶液 (D)油污會溶於去漬油。

(

)61. 下列何種方法可以提高硝酸鉀在定量水中的最大溶解量?
(A)加入大量的硝酸鉀 (B)用玻璃棒快速攪拌、均勻混合 (C)將硝酸鉀固體磨成粉末
使用酒精燈緩慢加熱，使溶液溫度上升

(D)

(

)62. 有關溶解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煮沸過的水，即使冷卻，短時間內不適合養魚，是因高溫下，氣體溶解度降低 (B)大部
分的固態物質，在高溫時，對水的溶解度減少 (C)飽和硝酸鉀溶液，當溫度下降時，也不
會有晶體析出 (D)氫氧化鈣對水的溶解度隨溫度升高而變大

(

)63. 有氮氣、二氧化碳、氧氣三種不同的氣體分裝到三瓶中，將燃燒的火柴棒，置入甲瓶中，
火柴熄滅、置入乙瓶中，火柴燃燒更旺盛、置入丙瓶中，火柴熄滅，若將與甲瓶相同的氣
體導入澄清石灰水，石灰水變混濁，由此可推論甲、乙、丙三瓶內所含的氣體依序為
(A)氮氣、二氧化碳、氧氣 (B)二氧化碳、氮氣、氧氣 (C)二氧化碳、氧氣、氮氣 (D)氮
氣、氧氣、二氧化碳。

(

)64. 有關氮氣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空氣中氮氣含量最多 (B)將點燃的火柴置入氮氣中，將繼續燃燒 (C)食品包裝中充填
氮氣可降低氧氣濃度，防止食品變質 (D)液態氮溫度極低，常用來保存臍帶血或細胞。

(

)65. 下列有關惰性氣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只有氦、氖、氰、氮四種 (B)在常溫下不易起反應，但在高溫下一定可以起反應 (C)
霓虹燈管中填入氖氣，經通電後發黃光 (D)焊接金屬時，可以用氰氣籠罩金屬，防止金屬
氧化反應。

(

)66. 下列有關乾冰的敘述，何者錯誤?
(A)固態的二氧化碳，稱為乾冰 (B)乾冰會昇華成為白色氣體 (C)乾冰可用來低溫冷凍保
存食物 (D)乾冰昇華的氣體，壓力加大時，對水的溶解度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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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7. 純純口吹泡泡時，泡泡中的氣體主要為下列哪一種?
(A)二氧化碳 (B)氮氣 (C)氰氣 (D)氧氣。

(

)68. 甲:空氣、乙:水銀、丙:果汁、丁:食鹽、戊:汽水、己:金，上述6種物質中，有固定熔點的有
幾種?
(A)2種 (B)3種 (C)4種 (D)5種

(

)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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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0. 分離食鹽和沙的混合物的實驗過程中，有關實驗的操作下列何者錯誤？
(A)過濾時，漏斗頸要靠在燒杯內壁上的目的，是加速過濾的速 率及避免濾液濺起
(B)濾紙撕去一角，目的是使濾紙在過濾時能緊貼漏斗內壁 (C)傾倒濾液至蒸發皿中
時，將玻璃棒靠在燒杯口的目的，是防止濾液流出蒸發皿外 (D)蒸發結晶時，使用
陶瓷纖維網的目的是使加熱的速度減緩。

(

)71. 下列何者不是物理性質？
(A)導電性與導熱性 (B)顏色與體積

(

(C)沸點和密度

(D)腐蝕與燃燒。

)72. 為何我們必頇用濾紙來分離食鹽水與砂粒？
(A)因濾紙具有磁性可先將砂粒吸住 (B)因砂粒的顆粒大於濾紙的孔隙
力較食鹽水佳 (D)因砂粒的溶解度比食鹽大。

(C)因砂粒的附著

(

)73. 分離食鹽和沙的混合物的實驗過程中，有關實驗的操作下列何者錯誤？
(A)過濾時，漏斗頸要靠在燒杯內壁上的目的，是加速過濾的速率及避免濾液濺起 (B)濾紙
撕去一角，目的是使濾紙在過濾時能緊貼漏斗內壁 (C)傾倒濾液至蒸發皿中時，將玻璃棒
靠在燒杯口的目的，是防止濾液流出蒸發皿外 (D)蒸發結晶時，使用陶瓷纖維網的目的是
使加熱的速度減緩。

(

)74. 以下敘述中，錯誤者有
(A)0 (B)1 (C)2 (D)3項。
(甲)在一定溫度時，當溶液達飽和後無法再溶解同一物質。
(乙)溶解度可以100克溶劑中所含溶質的克數或飽和液的重量百分濃度來表示。
(丙)就氣態物質而言，溫度和壓力是影響溶解度的主要因素。
(丁)氫氧化鈣的溶解度將隨溫度升高而上升。
(戊)喝汽水打嗝後，會感覺清涼以及煮沸過的水冷却後短時間內不適合養魚，都是氣體不易
溶解在高溫水中的例證。
(己)通常可以藉著加熱和加水來提高硝酸鉀在水中的溶解度。

(

)75. 下列哪一種是物理變化？
(A)冰淇淋在口中熔化 (B)冰淇淋在胃中消化
空氣中發酵成水果醋。

(

(C)葡萄在甕中發酵成葡萄酒

(D)葡萄酒在

)76. 雙氧水分解產生氧氣的反應式為 2 H 2O2  2H 2O＋O2 ，今取 40%的雙氧水進行分解，若可
分解出 32 克的氧氣，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反應不遵孚質量孚恆定律 (B)反應前雙氧水應有 340 克 (C)加入二氧化錳可加快反
應速率及提升氧氣產量 (D)反應後可生成水 36 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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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下列何者不是物理性質的描述？
(A)鑽石的硬度大 (B)石墨能導電

(C)氧有助燃性

(D)沙拉油與水不互溶。

(

)78. 小傑看到媽媽每次燒開水時，水壺嘴都會冒出一縷縷白煙，則白煙應該是屬於何種狀態的
物質？
(A)固態 (B)液態 (C)氣態 (D)液、氣共存態。

(

)79. 煮燒酒雞時會加入米酒，而烹煮過程中會先聞到濃濃的酒香。已知米酒是由酒精和水組成，
則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米酒是純物質 (B)米酒的沸點為 100℃ (C)米酒的沸點和酒精相同 (D)酒精的沸點比
水低。

(

)80. 關於蒸發與沸騰的比較，何者正確？
(A)兩者都發生在整體液體 (B)兩者都發生在特定溫度
是汽化。

(C)兩者皆會產生氣泡

(D)兩者都

(

)81. 「京都議定書」是要控制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關於二氧化碳的敘述何者正確？
(A)乾冰是液態的二氧化碳 (B)二氧化碳過多會造成地球溫室效應 (C)二氧化碳只能靠光
合作用消耗 (D)物質燃燒一定會產生三氧化碳。

(

)82. 下列那一項是化合物？
(A)葡萄糖水 (B)水銀 (C)水

(D)銀。

(

)83. 甲.葡萄糖；乙.葡萄果汁；丙.碘；丁.碘酒；戊.水銀，以上五種物質屬於混合物有哪些？
(A)乙丁 (B)甲丙丁 (C)乙丁戊 (D)乙戊。

(

)84. 凡狀態改變而本質不變的變化，我們稱為物理變化，試問下列何者屬於這種變化？
(A)綠葉逐漸枯黃 (B)生米煮成熟飯 (C)露珠被陽光蒸發 (D)鐵釘生鏽。

(

)85. 下列關於二氧化碳的敘述，哪一項為其化學性質？
(A)不具有顏色和氣味 (B)微溶於水 (C)可使點燃的線香熄滅
臺表演之白色煙霧。

(D)固態時可運用於製造舞

(

)86. 下列何者是粒子經由擴散作用所造成的結果？
(A)喝完汽水後常會打嗝 (B)上完體育課回教室，不久後教室充滿了汗臭味 (C)油汙可以
使用清潔劑來清洗 (D)蓋在裝有熱水的燒杯口上的玻璃，會有小水滴凝結。

(

)87. 在一定的大氣壓力下，下列何者沒有固定的熔點？
(A)葡萄糖 (B)牛奶 (C)黃金 (D)硫酸。

(

)88. 燃燒金屬鈉可生成氧化鈉，若再將氧化鈉置入水中可形成氫氧化鈉水溶液。依據物質的分
類，金屬鈉、氧化鈉、氫氧化鈉水溶液分別屬於哪一類？
(A)金屬鈉與氧化鈉均為化合物，氫氧化鈉水溶液為混合物 (B)金屬鈉為化合物，氧化鈉與
氫氧化鈉水溶液均為混合物 (C)金屬鈉為元素，氧化鈉為化合物，氫氧化鈉水溶液為混合
物 (D)金屬鈉為純物質，氧化鈉為混合物，氫氧化鈉水溶液為化合物。

(

)89. 關於惰性氣體之描述何者為正確？
(A)利用氦氣可以充填在氣球中，是因為氦氣是所有氣體中最輕的 (B)空氣中含量最多的惰
性氣體是氦氣 (C)焊接時，可用氰氣避免金屬氧化 (D)氯氣也是屬於惰性氣體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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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同種溶液有甲、乙兩杯，已知濃度甲>乙，則把甲與乙各取一些混合，則混合濃度
(A)比甲大 (B)比乙小 (C)在甲與乙之間 (D)因取的量不知道，故無法確定。

(

)91. 實驗室中常利用排水集氣法來收集氧氣，其理由為：
(A)氧氣具有助燃性 (B)氧氣比空氣重 (C)氧氣對水的溶解度較小
、無味的氣體。

(D)氧氣為無色、無臭

(

)92. 下列那一組都是純物質？
(A)海水、空氣、冰糖 (B)糖水、牛奶、小蘇打 (C)氧氣、氮氣、銅 (D)白糖、紅糖、方糖。

(

)93. 下列那一項為化學變化？
(A)食鹽溶於水中 (B)粉筆折斷

(C)冰熔化成水

(D)鋼絲絨生銹。

(

)94. 過量的紫外光照射人體會造成傷害，大氣中的臭氧可以濾除紫外光，保護生物圈，下列有
關臭氧的敘述，何者最合理？
(A)汽車的廢氣可產生臭氧，所以可彌補大氣中損失的臭氧 (B)臭氧將紫外光反射回太空，
所以會減弱了照射到地表的紫外光 (C)臭氧可因吸收紫外光而分解，所以會減弱了照射到
地表的紫外光 (D)臭氧與氧氣是同一物質，氧氣吸收紫外光而變成高能量態的臭氧。

(

)95. 有關空氣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空氣是混合物 (B)空氣很容易溶於水 (C)空氣在低溫度、高壓力時會凝結成液態
空氣中含量最多的成分是氮。

(D)

(

)96. 關於大氣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大氣中二氧化碳所占比例比氧氣少 (B)大氣中的水氣能調節地球表面的溫度 (C)大氣
中的臭氧層能吸收紫外線以保護地球上的生物 (D)大氣中的溫室氣體會吸收紫外線使地球
產生溫室效應。

(

)97. 常壓下，不同溫度時，1mL的水中
可溶解甲、乙、丙、丁四種氣體的
體積如右表；依據表中資料，在常
壓、常溫下，下列何者最不適合使
用排水集氣法收集氣體？
(A)甲 (B)乙 (C)丙 (D)丁。

(

)98. 冬天泡在熱呼呼的溫泉中，是一件最舒服的事了。當你到溫泉池的旁邊通常都會看見水面
上冒出陣陣的白煙，請問這些白煙的成分和下列何者不相同？
(A)紅磷燃燒時產生的大量白煙 (B)山上飄過來的霧氣 (C)綜藝節目噴灑乾冰時冒出的白
煙 (D)打開冰箱時冒出的白煙。

(

)99. 酒可分為「釀造酒」和「蒸餾酒」兩大類，後者的酒精含量通常較高，下列關於這兩類酒
的敘述何者正確？
(A)都是純物質 (B)都是混合物 (C)前者為純物質，後者為混合物 (C)前者為混合物，後
者為純物質。

(

)100.物質的變化在日常生活中無時無刻都在發生，下列哪一項屬於物理變化？
(A)牛奶變酸了 (B)將糖加入水中後，糖消失不見了 (C)線香點燃後產生一股淡淡的清香
(D)麵包放在烤箱中太久而烤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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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氦氣的密度最小，可用來代替氫氣填充氣球 (B)氧是空氣中含量最多的氣體
在低溫高壓時可凝成液`體 (D)氖氣可以助燃。

(C)空氣

(

)102.在電視的整人節目中，經常會看到主持人噴灑乾冰產生白霧以懲罰來賓，關於上述現象的
敘述何者正確？
(A)乾冰是二氧化碳的液態 (B)乾冰在常溫常壓下會迅速蒸發成氣體 (C)乾冰變成氣體的
過程會放出熱量 (D)自霧狀物質是水蒸氣遇冷凝結而成的小水滴。

(

)103.不論物質的變化是否牽涉到本質的改變，其過程總是會有能量的吸收或放出，下列哪一個
反應是屬於吸熱反應？
(A)雙氧水分解成氧氣和水 (B)氫氧化鈉加入水中攪拌溶解 (C)鎂帶放入鹽酸中冒出氫氣
(D)小蘇打粉受熱分解出二氧化碳氣體。

(

)104.在實驗室中，常藉由物質性質的不同來分離混合物，下列哪一項相關敘述錯誤？
(A)利用沸點不同分離出食鹽水中的食鹽 (B)利用沸點不同將液化石油氣從石油中分離出
來 (C)利用對水的溶解度的不同，將泥沙和木屑分離 (D)製造肥皂的過程中，可利用肥皂
難溶於飽和食鹽水的特性，將肥皂從產物中分離出來。

(

)105.宸瑋將一杯溫水放入冰箱冷凍庫，一段時間後拿出，發現水凝固成冰，下列何者錯誤？
(A)水變成冰的過程是放熱 (B)水變成冰體積會膨脹 (C)水分子的數目變少了 (D)水變成
冰時密度會變小。

(

)106.一大氣壓下，將下列四個物質都加熱至沸騰，何者在沸騰過程溫度仍持續上升？
(A)水銀 (B)純水 (C)酒精 (D)汽油。

(

)107.下列何種方法可以提高冰糖在水中的溶解速率及溶解度？
(A)將水加熱，提高水溫 (B)將冰糖顆粒敲碎，並磨成粉末 (C)室溫下快速攪拌糖水溶液
(D)加入更多的水。

(

)108.下列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物質變化，其中哪一項屬於化學變化？
(A)豬油在低溫時易凝固成白色固體 (B)打開冰箱冷凍庫時會冒出一陣白煙
子上受熱凝固了 (D)牛奶在冷凍庫中凝固。

(C)蛋白在鍋

(

)109.下列何項反應所產生的氣體具有可燃性，在高溫下具有較高的危險性？
(A)鹽酸滴到大理石地板上 (B)雙氧水分解 (C)小蘇打受熱分解 (D)鋁箔放入鹽酸中。

(

)110.同樂會時舉行吹氣球比賽，只見田川將嘴巴貼緊氣球的開口用力呼氣，氣球迅速的膨脹起
來，請問此顆氣球中的氣體何者所占的比例最多？
(A)氮氣 (B)氧氣 (C)二氧化碳 (D)水蒸氣。

(

)111.甲、乙、丙、丁四種氣體，其性質如右表，若
四種氣體都可利用化學反應來產生，則哪一種氣
體不適合使用排水集氣法來收集？
(A)甲 (B)乙 (C)丙 (D)丁。

(

)112.有關空氣及組成成分的敘述，何者錯誤？
(A)利用加壓、降溫方法可將空氣液化 (B)液態氮可作為保鮮劑、保冷劑
常通入氫氣來保持食物新鮮 (D)氮氧化物只有在高溫的環境才會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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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食品包裝中

(

)113.下列哪一個反應所產生的氣體，和乾粉滅火器滅火時產生的氣體相同？
(A)小蘇打粉受熱分解 (B)硫粉在空氣中燃燒 (C)鎂帶放入鹽酸中 (D)雙氧水受熱分解。

(

)114.有關空氣主要組成及其特性或用途，如右圖，
下列有關化學式的表示，何者錯誤？
(A)甲的化學式是CO2 (B)乙的化學式是N2
(C)丙的化學式是Ne (D)丁的化學式是H2。

(

)115.在科學上，常會籍由物質性質的不同而利用一
些方法加以區別或辨認，下列哪一種檢驗方式
並不正確？
(A)氯化亞鈷試紙沾到溶液後，試紙由藍色變成粉紅色，表示該溶液呈酸性 (B)若通入的氣
體可使澄清石灰水變混濁，表示該氣體為二氧化碳 (C)若點燃的線香靠近氣體使線香燃燒
得更旺盛，該氣體可能是氧氣 (D)液體滴到蛋殼上會冒出氣體，表示
該液體為酸性。

(

)116.右圖是氧氣製備的實驗過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為大理石，甲為雙氧水 (B)當導管開始冒出氣體時，就要迅速將
導管塞進集氣瓶中 (C)若發現氣體產生太多，有從薊頭漏斗噴出的現
象時，應迅速將由漏斗加入大量的甲 (D)圖中收集氣體的方法為排水
集氣法，適用於不易溶於水的氣體。

(

)117.下列哪一項屬於化學性質的描述？
(A)氫氧化鈉固體有很強的腐蝕性，會對皮膚或衣物造成傷害 (B)乾冰凝固點很低，可作為
冷劑 (C)銅導電性很好，常做為導線的材料 (D)鑽石硬度非常大，可用來切割玻璃。

(

)118.珮瑩打完籃球後，從冰箱中取出一罐冰涼的汽水，喝完後就打了幾個嗝，關於此現象的推
論何者最為合理？
(A)汽水溫度過低，致使體溫下降所引起 (B)汽水喝到胃中，壓力增加，大量二氧化碳從汽
水中逸出所引起 (C)汽水喝到胃中，溫度升高，大量二氧化碳從汽水中逸出所引起 (D)
大量汽水流入胃中，造成酸鹼中和反應所引起。

(

)119.有關物質三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固體、液體的體積不隨容器而變 (B)液體的形狀可隨容器而改變
縮性 (D)三態變化的原因之一來自於溫度的變化。

(C)氣體不具有可壓

(

)120.E.J.利用寒假到帛琉度假，到海邊揀貝殼時，發現每一種貝殼形態都有所差異，但每一個
都具有固定的形狀和體積，試問 E.J.手中的貝殼與眼前的海水各屬於哪一種狀態？
(A)固態、液態 (B)液態、氣態 (C)兩者皆為固態 (D)兩者皆為液態。

(

)121.米酒是水和酒精的混合物，用米酒烹煮燒酒雞，一開始沸騰時所產生的蒸氣中，主要物質
為何？其原因是什麼？(常壓下，水的沸點是 100℃，酒精是 78℃)
(A)水，因其沸點較高 (B)酒精，因其沸點較低 (C)兩者同時，因蒸發快慢與沸點高低無
關 (D)兩者同時，因水和酒精混合後，水沸點降為 89℃，而酒精則升為 89℃。

(

)122.將(甲)食鹽、(乙)葡萄糖、(丙)碳酸鈣、(丁)砂粒各 5g 加入 25℃100g 的水中，則有幾項物
質不溶於水而有沉澱產生？
(A)四項 (B)三項 (C)兩項 (D)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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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有關物質分離方法及所運用的性質，何者錯誤？
(A)分離食鹽水與木炭粉可用過濾法，這是利用顆粒大小不同的性質 (B)分離食鹽水中的食
鹽和水可用過濾法，這是利用溶解度不同的性質 (C)加熱糖水使糖與水分離所用的結晶
法，是利用物質沸點高低不同的性質 (D)分離砂粒與鐵粉，使用磁鐵吸出鐵粉，是利用鐵
粉可被磁鐵吸引的性質。

(

)124.尚儀在實驗室取得下列四種液體，測其化學性質，發現均可用火點燃；測其物理性質，所
得沸點如括號內的溫度。請問哪些是純物質？
甲.乙醚(34.6℃)；乙.丙酮(56.1℃)；丙.乙醇(78.5℃)；丁.煤油(175～300℃)
(A)甲乙丁 (B)乙丙丁 (C)甲丁 (D)甲乙丙。

(

)125.有關食鹽和沙粒混合物的分離實驗，下列哪些說明是正確的？
甲.先用水溶解再過濾；
乙.過濾時漏斗頸不要和燒杯內壁接觸，可加快過濾速率；
丙.過濾後將蒸發皿中的溶液加熱至乾，可得食鹽。
(A)甲乙丙 (B)甲乙 (C)乙丙 (D)甲丙。

(

)126.調查臺灣河流，很容易發現：河流上游人煙稀少處大多水質清澈，中游岸邊開始有人類社
區出現，水中藻類增加，水色偏綠且透光度下降，魚蝦數量減少；到了下游，兩岸建築林
立，河水污濁發臭，魚蝦幾乎絕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富營養鹽的廢水流入河流，造成河流優養化，不利魚蝦生存 (B)河流上游水流湍急，水
中溶氧量高，河流優養化，魚蝦成群 (C)河流中游因河流中的魚蝦減少，因此藻類大量生
長 (D)河流下游遭受污染，連細菌都難以生存。

(

)127.乾冰(固態的二氧化碳)常用於低溫冷凍保存食物，也可以用於表演舞台上，製造白色的煙
霧效果，這白色的煙霧是什麼？
(A)氣態的二氧化碳 (B)液態的二氧化碳 (C)氣態的水蒸氣 (D)液態的水。

(

)128.「細砂加鐵屑」和「小蘇打粉加醋酸」兩者混合後會有什麼變化？
(A)細砂和鐵屑混合後，本質改變，為化學變化 (B)小蘇打和醋酸混合後，本質不變 (C)
小蘇打和醋酸混合後，為化學變化 (D)小蘇打和醋酸混合後，本質改變，為物理變化。

(

)129.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檢驗二氧化碳可用澄清石灰水 (B)檢驗水可用粉紅色氯化亞鈷試紙
可用石蕊試紙 (D)檢驗二氧化碳可用酚酞指示劑。

(C)檢驗水的存在

(

)130.下列所做實驗的反應，哪些會產生溫室效應的氣體？
(甲)大理石＋鹽酸；(乙)小蘇打加熱；(丙)電解水；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甲乙丙均會。

(

)131.有關二氧化碳的性質，下列何者錯誤？
(A)空氣中含量第三多的氣體 (B)乾冰是固態的二氧化碳 (C)二氧化碳不可燃、不助燃，
密度比空氣大，可以用來滅火 (D)通入二氧化碳的石灰水會產生白色的沉澱物

(

)132.關於空氣，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氧氣在空氣中所佔的比例第二多 (B)二氧化碳、臭氧、水蒸氣在空氣中所佔的比例，會
因時間、地點、氣候不同而有所不同 (C)二氧化碳在壓力較大的情況下，對水的溶解度也
比較大 (D)食品包裝時，都填充氧氣，防止食品變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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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小羽在實驗室中製造氧氣，其裝置如下圖，下列何者錯誤？
(A)甲的名稱：薊頭漏斗 (B)乙中的二氧化錳可以加速雙氧水的
分解，減少收集氧氣所需的時間 (C)收集好氧氣的丙，應蓋上
玻璃片後，倒立放置 (D)若產生的氣泡太快，快將水槽中的橡
皮管拔出水面。

(

)134.製備二氧化碳，下列何者錯誤？
(A)藥品是大理石、鹽酸 (B)鹽酸由薊頭漏斗加入 (C)對水的溶解度大，故不能用排水集
氣法收集 (D)製備的二氧化碳愈多，大理石就用掉愈多。

(

)135.要使氣球容易飛的高又安全，以下哪一種氣體，最適合充填氣球？
(A)氦氣 (B)二氧化碳 (C)氮氣 (D)空氣。

(

)136.有四種液體在常壓下測量的沸點如下，其中何者為純物質？
(A)甲(沸點 70～82℃) (B)乙(沸點 78～95℃) (C)丙(沸點 135℃) (D)丁(沸點 92～
100℃)

(

)137.關於物質的變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衣服因為水洗或日曬而造成的褪色，皆為物理變化 (B)樟腦丸昇華，是化學變化
鐵杵磨成繡花針，是化學變化 (D)稀鹽酸滴到大理石會有小氣泡，是化學變化。

(C)

(

)138.在食鹽與木炭粉分離的實驗中，無法獲得哪一項科學概念或方法？
(A)了解利用物質沸點的不同，可分離物質 (B)學習溶解過濾的方法 (C)了解利用物質對
水溶解度的不同，可分離物質 (D)了解木炭粉與食鹽的沸點是不相同的。

(

)139.新聞報導說：「有一輛高速行駛的車輛因爆胎造成翻車而爆炸」此爆胎與爆炸各屬於何種
變化？
(A)兩者皆為化學變化 (B)前者屬於化學變化，後者屬於物理變化 (C)兩者皆為物理變化
(D)前者屬於物理變化，後者屬於化學變化。

(

)140.墨水、18K 金、粗鹽、白糖、米酒、水銀，以上六種物質屬於混合物的共有幾種？
(A)三種 (B)四種 (C)五種 (D)六種。

(

)141.下列有關於空氣的敘述何者正確？
(A)空氣在任何溫度、壓力下皆為液體 (B)空氣是混合物
的 (D)氧氣是大氣中含量最多的氣體。

(

(C)氖氣是惰性氣體中含量最多

)142.下列何者屬於化學變化？
(A)打開汽水瓶蓋會冒出氣泡 (B)用吸管吹氣到水中，水會冒出氣泡
冒出氣泡 (D)大理石加鹽酸時會產生氣泡。

(C)方糖丟入水中會

(

)143.鐵釘生鏽、方糖溶於水、食物腐敗、光合作用、汽油燃燒、開水沸騰、食物消化、酒精蒸
發、冰塊融化、火藥爆炸、粉筆折斷、氯化亞鈷試紙遇水變色。以上屬於物理變化的有多
少種？
(A)5 種 (B)6 種 (C)7 種 (D)8 種。

(

)144.以下為四種不同的物質，經過多次測量出來的沸點，請依此判斷哪一種是純物質？
(A)甲：沸點 70℃~80℃ (B)乙：沸點 110℃~116℃ (C)丙：沸點 120℃ (D)丁：沸點
129℃~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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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5.物理變化指在物質變化過程中，若物質只是外觀或狀態改變，本
質並沒有產生變化，變化過程也沒有新物質生成者；化學變化則
指有新物質的生成。請問蠟燭燃燒過程中，(甲)固態蠟逐漸熔化成
液態蠟，(乙)而氣態蠟燃燒產生了二氧化碳、水蒸氣等。上面(甲)、
(乙)各為什麼變化(甲在前、乙在後)？
(A)物理變化、化學變化 (B)物理變化、物理變化 (C)化學變化、
物理變化 (D)化學變化、化學變化。

(

)146.純物質與混合物的主要的區別為何？
(A)前者組織均勻、後者組織不均勻 (B)前者具有一定的性質、後者無固定的性質 (C)前
者有一定的形狀、後者無一定的形狀 (D)前者有特定的顏色、後者無一定的顏色。

(

)147.加熱食鹽水，利用結晶法獲得食鹽晶體，是利用沸點的不同分離食鹽與水。下面選項對此
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A)食鹽沸點比水高 (B)溶質慢慢減少 (C)溶劑慢慢增加 (D)沸騰時溶劑變成蒸汽，此時
溶質全部變成液態。

(

)148.物質三態變化、導電度(可不可導電的程度，如塑膠不可導電，所以導電度差)、熔點、氣
味、可燃性，請問上面有幾項是屬於物理性質？
(A)2 項 (B)3 項 (C)4 項 (D)5 項。

(

)149.課本知識快遞「西元 1937 年，德國 X 氣飛船興登堡橫越大西洋前往美國，在飛抵終點前，
船內填充的 X 氣突然在空中起火爆炸，造成重大傷亡，從此便無人再使用易燃的 X 氣製造
飛船，而改用 Y 氣替代」，請你根據氣體的性質，判斷 X、Y 較佳的答案？
(A)X=氮 (B)Y=氫 (C)X=二氧化碳 (D)Y=氦氣。

(

)150.有關物質性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使用感官觀察即可以察覺的性質為物理性質 (B)經物理變化，可以察覺物質的性質為物
理性質 (C)物質經由化學變化時表現出來的特性為化學性質 (D)一般的物質只具備一種
物理性質或一種化學性質。

(

)151.對於固體而言，大部分是水溫越高，溶解度越；對於氣體而言，水溫越高，溶解度越。上
面空格照順序依序應填入？
(A)大、大 (B)大、小 (C)小、小 (D)小、大。

(

)152.下列何項為物理變化之描述？
(A)口中咀嚼饅頭、米飯有甜味 (B)將點燃線香放入氧氣瓶中，燃燒更旺盛
火太望產生鍋粑 (D)舞台上噴灑乾冰產生陣陣白煙。

(

(

)153.有關物質與物體的配合，下列何者不正確？
(A)蔗糖－砂糖 (B)木材－椅子 (C)鐵－迴紋針

(D)冰－冰糖

)154.下列四位同學對於純物質與混合物的說法何者正確？
玉婷說：純水是純物質，因為它是『純』的
千千說：乾淨的空氣是純物質，因為它是『乾淨』的
鎮孙說：二氧化碳是混合物，因為它是『氧』跟『碳』構成的
麗芸說：食鹽水是混合物，因為沸點隨著食鹽跟水的比例不同而不同
(A)玉婷、千千 (B)千千、鎮孙 (C)鎮孙、麗芸 (D)玉婷、麗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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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煮飯時，

重點摘要與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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