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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武漢國中 109 學年度第⼀學期 九年級 ⾃然科補考試題題庫            

命題教師：周宜平 老師    審題教師：劉玫玲 老師  範圍：第四冊（讀卡）         

九年       班        號    姓名：                                                                                  

第⼀⼀題：第⼀章到第四章，共 11 題，每題兩分。  

1. 有一化學反應如下所示：  

丙 

甲+乙⎯⎯→丁+戊
 
 

甲、乙、丙、丁、戊是五種不同的化合物，若取 10 克的甲、5 克的乙與 5 克的丙進行反

應，若甲剩下 2 克、乙完全消耗，生成 12 克的丁，請問最後丙與戊的質量各為何？  

(Ａ)丙：5 克，戊：1 克            

          (Ｂ)丙：5 克，戊：3 克  

(Ｃ)丙：3 克，戊：5 克                             (Ｄ)丙：3 克，戊：3 克  

2. 已知有甲、乙、丙三個容器（形狀和體積均不同），容器內各裝一種不同的氣體如圖
示，請問甲、乙、丙三個容器中，所含氣體的原子總數，由多到少排列順序何者正
確？ 

（原子量：H＝1，C＝12，N＝14，O＝16，S＝32）      

          

 

(Ａ)甲＞乙＞丙      (Ｂ)乙＞丙＞甲      (Ｃ)甲＞乙＝丙      (Ｄ)丙＞甲＞乙  

3. 甲物質和乙物質反應生成丙物質的反應式如圖所示，已知甲的分子量為 2，取 12 公

克的甲進行反應，完全反應後生成 108 公克的丙，請問乙的分子量為何？  

  
(Ａ) 24       (Ｂ) 32       (Ｃ) 48       (Ｄ) 96  

4. CuO 與 H2之氧化還原反應過程可以用以下方程式表示，關於此反應之敘述何者正

確？  

  

(Ａ)CuO 為氧化劑(Ｂ)H2O 為還原劑  (Ｃ)虛線部分 CuO 改變為 Cu，是氧化反應  

(Ｄ)反應會成立主要是因為 H2的活性比 CuO 大  

5. 小杰趁連假時到黃金博物館體驗淘金，在導覽人員的解說帶領下，去蕪存菁般清洗
金砂，小杰發現經過淘選後的金砂就是純金不需再經過冶煉，這是因為黃金的哪一
個特性所致？  

(Ａ)活性小        (Ｂ)密度大      (Ｃ)導電性佳      (Ｄ)數量稀少  

6. 關於鈣離子（Ca2＋）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 鈣原子（Ca）獲得 2 個正電荷形成鈣離子（Ca2＋）  

(Ｂ) 鈣原子（Ca）獲得 2 個質子形成鈣離子（Ca2＋）  

(Ｃ) 鈣離子與碳酸根（CO32－）形成碳酸鈣（CaCO3）  

(Ｄ) 碳酸鈣溶於水可解離出大量 Ca2＋和 CO32－  

   

7. 如圖為可溶於水的化合物分類圖，對於四種化合物的分類，下列何者錯誤？  

  
(Ａ) C6H12O6屬於甲           (Ｂ) NaOH 屬於乙  

(Ｃ) C2H5OH 屬於丙           (Ｄ) CH3COOH 屬於丁  

8. 如圖有關酸與鹼之敘述何者正確？  

    註：（丙）更改為：硫酸可以用來製造硫酸銨，用於施肥  

  
(Ａ)(乙)(丙)(戊)    (Ｂ)(乙)(丙)(丁)    (Ｃ)(丙)(丁)(戊)    (Ｄ)(甲)(乙)(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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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 25℃時，體積為 1 公升的氫氧化鈉水溶液，濃度為 0.1M，在此溶液中再加入 2 

公克的氫氧化鈉並完全溶解，且溫度降回 25℃。關於加入氫氧化鈉後的溶液，下列

敘述 

何者正確？  

(Ａ) H
＋
的濃度變大                (Ｂ) Na

＋
的濃度不變  

(Ｃ) pH 值大於 13                     (Ｄ) H
＋
與 OH

－
濃度的乘積變大  

10. (甲)在烤大塊牛肉要用刀子切幾刀；(乙)放冰箱的食物比放外面的食物還要晚壞

掉； 

(丙)烤香腸要在表面切幾刀；(丁)藥粉的反應時間比藥丸快；(戊)製備氧氣要加入二氧

化錳；(己)燒金紙要一張一張盡量分開，不可以整疊拿去燒；(庚)鐵絲在潮溼的環境比

乾燥 

的還要容易氧化，以上有幾個是表面積對反應速率的影響？  

(Ａ) 2           (Ｂ) 3         (Ｃ) 4         (Ｄ) 5  

11. 實驗課時，將 100 公克雙氧水加入已置入二氧化錳的錐形瓶，收集反應產生的氧

氣，二氧化錳在這此反應中作為催化劑，關於此反應中二氧化錳的敘述，下列何者

正確？  

(Ａ)增加二氧化錳的量，產生氧氣的量並不會增加  

(Ｂ)二氧化錳反應後質量會減少  

(Ｃ)若錐形瓶中沒有加入二氧化錳，雙氧水無法分解產生氧氣  

(Ｄ)二氧化錳沒有參與雙氧水分解的反應，故反應前後沒有改變第⼆⼀題：第五與第

六章，每題 3 分，共 26 題  

12. 如圖為竹筷乾餾的主要產物（甲、乙、丙、丁、戊）分析，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Ａ) 甲的主要成分元素為碳                                     (Ｂ) 乙有強烈的脫水性  

(Ｃ) 將丙通入澄清石灰水會產生白色混濁             (Ｄ) 戊是烴類的一種  

13. 若將純物質根據不同特性進行分類，得到如圖的結果：  

  
請問下列物質的配對何者錯誤？  

(Ａ) 酒精─(甲)       (Ｂ) 尿素─(乙)        (Ｃ) 水銀─(丙)      (Ｄ) 石墨─(丁)  

14. 玉米達人小林採完玉米後，在短時間內會將玉米煮熟再冰鎮起來，若放置到隔天，

則玉米內的酵素會影響增加玉米的甜度。試推論此酵素成分為何？且構成酵素的小

單元為？  

(Ａ) 醣類，葡萄糖     (Ｂ) 蛋白質，胺基酸    (Ｃ) 澱粉，葡萄糖  (Ｄ) 纖維素，胺

基酸  

15. 關於有機化合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 肥皂產生是利用油脂和氫氧化鈉進行反應，形成的一種聚合物，屬於有機物  

(Ｂ) 凡是含有碳、氫、氧的化合物，必定為有機化合物  

(Ｃ) 有機物的種類眾多，全部都不溶於水  

(Ｄ) 有機物的酸鹼性大多為中性，但仍有部分具有酸性或鹼性，例如醋酸就是一種有機

酸  

16. 佳城取得四杯透明溶液甲、乙、丙、丁，但杯上標籤已脫落，僅知道這四杯水溶液

有冰醋酸、酒精、硫酸、燒鹼這四種化合物。他進行了一些實驗，得到下列三個結

果：  

(１) 甲為有機化合物，但不是電解質。  

(２) 將丁、丙混合或將乙、丙混合，蒸乾後皆會產生鹽類。  

(３) 丁具有脫水性，滴在方糖上會使其從白色變為黑色。  

請問實驗室製作肥皂，通常在椰子油中加入哪些溶液共煮？  

(Ａ)甲、丙     (Ｂ)乙、丙     (Ｃ)甲、乙     (Ｄ)甲、丁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下

列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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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實驗加入濃硫酸，此步驟與下列敘述何者相同？  

(Ａ)提高酸度，增加香味  

(Ｂ)為溶劑，使反應均勻  

(Ｃ)幫助脫水，加速反應速率，使香味更早飄出  

(Ｄ)濃硫酸是反應物，多加些硫酸可增加產物的量  

18. 反應完成後，將試管取出，發現有少許油狀物在最上層，此油狀物的學名為下列何

者？  

(Ａ)硫酸乙酯     (Ｂ)乙酸丙酯     (Ｃ)乙酸戊酯     (Ｄ)戊酸水酯  

19. 最後在試管中再加入少許水，可發現該油狀物有下列哪些性質？(甲)易溶於水；(乙) 

難溶於水；(丙)密度比水小；(丁)密度比水大；(戊)有水果香味；(己)是聚合物  

(Ａ)甲丙戊     (Ｂ)乙丙戊     (Ｃ)乙丙己     (Ｄ)甲丁己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下

列問題：  

乳酸分子式為 C3H6O3，聚乳酸（Poly Lactic Acid，縮寫 PLA）是乳酸分子之間發

生反應形成長鏈的聚合物。PLA 是玉米做的環保材料，在一定的溫度、溼度和菌

種環境下可被自然界中的微生物完全分解，最終生成二氧化碳和水，不會汙染環

境，對保護環境非常有利。PLA 目前大都 應用在食品包裝材料及工業包裝

材料，除此之外也可以做為纖維使用。廢 棄的聚乳酸產品有多種廢棄物處

理方式，如自然分解、堆肥、焚化處理。聚乳酸的塑膠分類標誌是 。  

20. 根據上文，試求一莫耳乳酸分子（C3H6O3）中所含成分元素碳、氫、氧的質量比？  

(Ａ) 1：2：1      (Ｂ) 6：1：8     (Ｃ) 12：1：16     (Ｄ) 1：1：1  

21. 根據文章說明及如表的分類圖，聚乳酸（PLA）是屬於哪一種類？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2. 最近市面上推出一款洗衣清潔劑，強調只要冷水，少量清潔劑即可將衣物清洗乾

淨，如圖為這項產品的廣告宣傳，文中多次提到酵素，在化學反應中也可以稱為催

化劑，請問關於這種酵素清潔劑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因為清潔劑成分含有酵素，還是要在特定的溫度、酸鹼值範圍內，才能發揮最好的

分解效果  

(Ｂ)因為催化劑和酵素可以重複使用，因此只要少量就可以分解汙垢  

(Ｃ)傳統洗衣肥皂和清潔劑在硬水中使用，並不會影響清潔效果  

(Ｄ)因為酵素具有專一性，只能針對某些物質分解，必須同時添加多種酵素，才能將衣

服上的各種汙漬分解去除  

23. 小云陪媽媽到超級市場購物，看到架上很多商品都標示為發酵食品，回家後查資料

後，找到一般家庭中最常見的發酵食品：酒和醋的製造過程如下(甲)、(乙)兩反應

式：  

(甲)釀造酒：C6H12O6 ⎯⎯⎯→2C2H5OH＋2X  

(乙)釀造醋：C2H5OH＋Y ⎯⎯⎯→CH3COOH＋H2O  

上述兩反應式已平衡，請問(甲)、(乙)反應中的 X、Y 分別應該是下列何者？  

(Ａ) X：O2、 Y：O2      (Ｂ) X：CO2、Y：O2     (Ｃ) X：O2、 Y：CO2  

(Ｄ) X：CO2、Y：CO2  

24. 如圖為肥皂的結構圖，有關肥皂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肥皂的主要成分為脂肪酸鈉       (Ｂ)肥皂在硬水中，較不易起泡沫  

(Ｃ)肥皂長鏈端為親油端                   (Ｄ)肥皂是一種大分子聚合物  

25. 下列關於生活中用到的「力」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磁浮列車是靠磁力移動，而磁力是一種接觸力。  

(Ｂ)靜電力是我們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的非接觸力  

(Ｃ)大氣壓力是空氣施加在我們身上的接觸力  

(Ｄ)我們在水中受到的浮力是屬於非接觸力  

又瑄 取 20 毫升的丙醇和 20 毫升的乙酸共置於一支試管中，並加入數滴濃硫酸後，將 
試管浸於盛有熱水的燒杯中，加熱 5 分鐘且不時攪拌，如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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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將一個重為 2kgw的磚塊放置於桌面上，從左右兩邊各自施力，如圖所示，若桌面

為光滑平面，請問最後此磚塊所受合力的大小與移動方向為何？  

  
(Ａ) 0 kgw，不移動    (Ｂ) 2 kgw，向右   (Ｃ) 4 kgw，向左  

(Ｄ) 4 kgw，向右  

27. 已知某彈簧當外力為 15gw時，其彈簧長度為 15cm；當外力為 24gw時，其彈簧長

度 

為 18cm，且都在彈性限度內。若依照此關係，試問此彈簧之原長？  

(Ａ) 10 cm      (Ｂ) 12 cm     (Ｃ) 13 cm    (Ｄ) 14 cm  

28. 下列哪個物體不受摩擦力作用？    註：(C)為正在向上飄的氣球  

(Ａ) (Ｂ) ( Ｃ) (Ｄ)   

                    

29. 當寒流來襲，新聞報導合歡山降雪，總能吸引大批旅客上山賞雪。在清境農場附近

的山路上，有許多的店家從事幫民眾車輛輪胎加裝雪鏈的服務，如圖所示。請問這

個動作所利用的科學原理與下列哪一項相同？  

  
(Ａ)在輪軸中加入鋼珠使轉動摩擦力減少  

(Ｂ)田徑選手比賽時穿上釘鞋，使摩擦力增加，抓地力更強  

(Ｃ)溜冰選手穿冰刀鞋在冰面上自由滑行  

(Ｄ)將鉛筆設計成六角形，以免在桌面滾動而掉落  

30. 某綜藝節目邀請一氣功大師上節目表演，其中一項表演是大師躺釘床，若此氣功大
師的體重為 80 kgw，釘床上布滿相同尺寸的釘子，每根釘子和身體的接觸面積
為 0.01 cm2，如果人體皮膚可以承受的最大壓力是 5 kgw／cm2。試問釘床上至
少要幾根 

釘子才可以讓氣功大師毫髮無傷的完成表演？  

(Ａ)  4          (Ｂ) 400          (Ｃ) 800          (Ｄ) 1600  

31. 魯夫在實驗室裡將甲、乙、丙三個杯子分別裝入密度為 1.2g／cm3的油、1.0g／cm3

的水及 0.8g／cm3 的酒精，再將三個杯子分別倒插入裝有與杯中相同液體的容器
內，當杯子內的液面都已達到平衡時，結果如下圖所示。請根據甲、乙、丙三圖，
判斷此時杯子內部氣體壓力的大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甲＝乙＝丙      (Ｂ)甲＜乙＜丙      (Ｃ)甲＞乙＞丙      (Ｄ)條件不足，無法比較  

32. 有一個空心金屬球靜止於水中（如圖），已知金屬球上的 a、c兩點在同一平面且平
行於水面，b 點為金屬球最高點，而 d點在最低點，則 a、b、c、d四點所受水壓
大小為何？  

  
(Ａ) d＞a＞c＞b      (Ｂ) d＞a＝c＞b      (Ｃ) b＞a＝c＞d      (Ｄ) a＞b＝d＞c  

33. 曾經在新聞頻道中，看見有汽車掉入水中，車內受困的人因為打不開車門而溺斃。

到底在水中打開車門必須耗費多大的力氣呢？假設有一輛汽車完全沒入 1m深的河

中，車門的面積約 1m2，河水密度是 1g／cm3，請估算推開這一扇車門必須耗費多

少力氣？  

  
(Ａ) 10 kgw     (Ｂ) 100 kgw      (Ｃ) 1000 kgw     (Ｄ) 10000 kgw  

34. 近年來因地球暖化使南北極冰山逐漸融化，造成海平面逐年上升；但陸地上的冰山
和浮在海上的冰山融化後所造成的效應大大不同。其中飄在海上的冰山露出水面的
部份只是整座冰山的一小部分。假設將一個 200g，密度為 0.9g／cm3 的冰塊置於
水中，請問它在水面下的體積有多大？  

(Ａ) 200 cm3        (Ｂ) 180 cm3         (Ｃ) 100 cm3        (Ｄ) 90 cm3  

35. 一正方體在水中為沉體，一球體在水中為浮體。若用一條體積與質量均可忽略的細

繩將兩物繫在一起，則兩物靜止在水中，如圖所示。假設此時正方體的重量為 W1、

浮力為 B1，球體的重量為 W2、浮力為 B2，則下列的關係式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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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B1＞W1       (Ｂ) B2＝W1＋W2       (Ｃ) B1＋B2＞W1＋W2         (Ｄ) B1＋B2＝W1

＋W2 36. 在彈性限度內，一彈簧下掛一金屬球，伸長量為 8cm，將金屬球完全浸入水

中時彈簧的伸長量變為 6cm，此彈簧之受力與伸長量關係如圖，試問下列何者正確？  

  
(Ａ) 金屬球的質量為 80g                           (Ｂ) 金屬球的密度為 4g／cm3  

(Ｃ) 金屬球在水中的浮力為 60gw            (Ｄ) 金屬球在水中的排水重量為 20gw  

37. 天外奇蹟電影中，卡爾爺爺想要利用氣球讓房子飛行，如圖去尋找夢想中的天使瀑

布。若他打算以氦氣填充氣球，每顆大小 1000 立方公分，填滿氦氣後質量共 20 克，房

子和家具總重量為 1 噸，求大約需要多少氣球來完成夢想？（空氣密度＝0.05公克／立

方公分，比氦氣密度大）  

  
(Ａ) 15000 顆        (Ｂ) 27000 顆        (Ｃ) 34000 顆      (Ｄ) 45000 顆  

伸   
長   
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