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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三重區永福國民小學一○七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評量自然與生活科技領域試卷 

五年 _____班 _______號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一、是非題(每題 2 分，共 12 分) 

1.(    )日常生活中，除了人呼出的氣體是二氧化碳

外，汽水中冒出的泡泡也是二氧化碳。 

2.(    )生物呼吸需要氧氣，所以氧氣是空氣中含量

最多的氣體，才有辦法供應大家的需求。 

3.(    )消防隊通常使用水柱滅火，可證明水是最佳

的滅火工具，無論什麼火災都可以利用。 

4.(    )保溫瓶內有一個真空夾層，可以避免熱經由

對流、傳導作用流失，達到保溫的效果。 

5.(    )將鐵椅和塑膠椅同時曝晒在太陽下，一段時

間後，鐵椅摸起來會比較燙，是因為鐵的熱

傳導較快。 

6.(    )電線桿上的電線預留長度是為了預防夏天

時電線收縮斷裂，是一種熱漲冷縮的應用。 

 

二、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12 分) 

1.(    )下列哪一個行為容易造成火災？ ○１將衣

物放在電暖爐上烘乾 ○２外出前將瓦斯爐

爐火關閉 ○３同一個插座不同時使用過多

電器 ○４不將易燃物堆放在火源旁。  

2.(    )下列哪一項是可燃物？ ○１水 ○２棉布 

○３二氧化碳 ○４氧氣。 

3.(    )進行「製造氧氣」的實驗時，加入剪成碎塊

狀的金針菇，是為了 ○１增加實驗趣味性 

○２金針菇會釋放出氧氣 ○３加快產生氧氣

的速度 ○４沒有任何用處。 

4.(    )熱在固體中如何傳播？○１從位置高傳到位

置低的地方 ○２從溫度高傳到溫度低的地

方 ○３從位置低傳到位置高的地方 ○４從

溫度低傳到溫度高的地方。 

5.(    )下列哪一種組合可以製造出二氧化碳？ 

○１雙氧水＋小蘇打粉 ○２雙氧水＋金針菇 

○３澄清石灰水＋小蘇打粉 ○４醋＋小蘇打

粉。 

6.(    )五年甲班要訂製夏季班服，班會時一致通過

選擇淺色衣服，因為淺色衣服較涼爽。下列

對「淺色衣服較涼爽」的看法，哪個正確？

○１淺色容易吸收身體的熱能。 ○２淺色傳熱

效率比深色的快。 ○３淺色較不容易吸收太

陽的輻射熱。 ○４淺色較不容易吸收空氣對

流時的熱能。 

 

三、實驗操作題(每題 2 分，共 24 分) 

(一)將插有玻璃管且裝滿紅色水的錐形瓶，先放入甲

盆內，玻璃管中的水位會下降，再改放入乙盆內，

玻璃管中的水位會上升，看圖回答問題。 

 

1.(    )當乙盆的水溫為 58 ℃時，甲盆的水溫可能

為下列何者？ ○１ 38 ℃ ○２ 68 ℃ ○３ 88 

℃ ○４無法辨別。 

2.(    )承上題，此時如果將錐形瓶改放入盆中水溫  

12 ℃的丙盆內，玻璃管中的水位會有什麼

變化？ ○１沒有變化 ○２上升 ○３先上升

再下降 ○４下降。 

3.(    )如果將紅色水移除，玻璃管取出，改在錐形

瓶瓶口套上氣球，在哪一盆水中的氣球會比

較大？ ○１甲盆 ○２乙盆 ○３一樣大 ○４

無法辨別。 

4.(    )呈上題，造成氣球有不同變化的原因是什麼？ 

○１錐形瓶遇冷後膨脹使氣球變大 ○２錐形

瓶受熱後膨脹使氣球變大 ○３錐形瓶內的

空氣遇冷膨脹使氣球變大 ○４錐形瓶內的

空氣受熱後膨脹使氣球變大。 

 

(二)維尼進行「空氣的對流」實驗，如下圖。請依據

下圖的裝置回答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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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裝置中的煙霧是用線香製造出來的，它的主

要用途是什麼？ ○１加熱空氣 ○２讓空氣

往上飄 ○３方便觀察 ○４讓空氣下沉。 

2.(    )移開玻璃片後，煙霧往上飄動，造成此現象

發生，是因為下方的瓶子內有什麼物質？ 

○１冷空氣 ○２熱空氣 ○３煙霧 ○４水蒸

氣。 

3.(    )如果維尼將最初裝置中，上、下方的瓶子對

調位置後，再移開玻璃片，會有什麼現象產

生呢？ ○１煙霧向下沉 ○２煙霧上下來回

移動 ○３煙霧聚集在上方 ○４煙霧消失。 

 

(三)老師分別在 3 個廣口瓶中裝入一種氣體，並將點

燃的線香放入瓶中，線香放入瓶中後的情形如下，

根據結果回答下列問題： 

瓶子編號 點燃的線香放入瓶中後的情形 

  

馬上熄滅 

 

燃燒得更劇烈 

 

燃燒一段時間後熄滅 

1.(    )甲瓶可能是哪種氣體？  ○１氧氣 ○２二氧

化碳 ○３一般空氣 ○４無法判斷。 

2.(    )乙瓶可能是哪種氣體？  ○１氧氣 ○２二氧

化碳 ○３一般空氣 ○４無法判斷。 

3.(    )乙瓶中的線香之所以會燃燒得更劇烈是因

為瓶中的氣體？ ○１具有助燃性 ○２不具有

助燃性 ○３溫度比較高 ○４跑掉了。 

4.(    )丙瓶中的線香之所以無法繼續燃燒是因為？

○１瓶中的二氧化碳耗盡了 ○２瓶中的溫度

太低了 ○３瓶中的氧氣耗盡了 ○４玻璃片

沒有蓋好。 

5.(    )老師在線香熄滅後將澄清石灰水倒入丙瓶，

石灰水有什麼變化？  ○１沒有變化 ○２冒

泡泡 ○３變混濁 ○４起火燃燒。 

四、回答問題 

第一部分(每題 1 分，共 24 分) 

(一)下列物質符合哪項描述？請填入代號。 

(ㄅ)爆米花  (ㄆ)陶土   (ㄇ)雞蛋  (ㄈ)奶油 

(ㄉ)木炭    (ㄊ)玻璃   (ㄋ)水    (ㄌ)蠟燭 

1.物質的性質因受熱而發生改變，冷卻後 

  無法變回原來的樣子。(                    ) 

2.物質的性質受熱後發生改變，冷卻後 

  可以再變回原來的樣子。(                  ) 

 

(二)下列那些現象是熱漲冷縮的應用呢？請在(    )

中打ˇ 

1.(    ) 溫度計利用酒精的升降測量溫度 

2.(    ) 熱水瓶的水量標示 

3.(    ) 牆壁磁磚間留有空隙 

4.(    ) 夏天時輪胎充氣不能充太滿 

5.(    ) 烤肉時木炭的排列留有空隙 

 

(三)下列屬於二氧化碳應用的填「ㄅ」，屬於氧氣的

應用填「ㄆ」， 

1.(    ) 供植物進行光合作用。 

2.(    ) 舞臺上製造煙霧效果所使用的乾冰。 

3.(    ) 灌入塑膠袋內供魚呼吸。 

4.(    ) 麵包中有小洞，讓麵包鬆軟好吃。 

5.(    ) 幫助病人呼吸使用的氣體。 

6.(    ) 做成滅火器。 

 

(四) 火災發生時，下列逃生方法對的打ˇ。 

1.(    )遇到大樓火災，要立即搭電梯離開，避免

陷入火場中。 

2.(    )頭戴塑膠袋，避免逃生時吸入濃煙。 

3.(    )如困於室內，應待在陽臺或窗戶之明顯位

置呼救。 

4.(    )應盡量採取低姿勢爬行。 

5.(    )開啟逃生門前，先觸摸手把溫度判斷火

勢。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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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每題 2 分，共 16 分) 

 (一)消防隊接到阿里山森林有火苗竄出，緊急調派

了消防員前往滅火。消防隊採取了以下措施來滅

火，請問主要是運用哪一個滅火原理？將代號填

入(    )中。 

(ㄅ)移除可燃物 

(ㄆ)隔絕助燃物 

(ㄇ)降低溫度，達不到燃點  

1.(    ) 駕駛消防車到前線，拉起強力水柱灌救 

2.(    ) 砍掉尚未燒到的樹木，闢出一條通道 

3.(    ) 駕駛直升機從火苗的上空噴灑大量的乾粉 

 

(二)依據下方描述，判斷熱是以何種形式傳播的？填

入代號 

(甲) 輻射 (乙) 對流 (丙) 傳導 

    一早起床太陽公公露出笑臉，花媽趕緊到頂樓曬

棉被，希望透過熱的________讓棉被變得蓬鬆。之後

回到廚房開始準備早餐，先將昨晚剩下的咖哩放到瓦

斯爐上加熱，爐火透過________的方式將熱傳給鍋子，

漸漸的咖哩因為熱以________的方式煮沸了。花媽帶

上布做的手套，隔絕熱的________，小心地將鍋子移

到桌上，並蓋上鍋蓋，減少熱的_______，以免咖哩

冷掉，接著又再繼續準備下一道菜。 

 

五、畫一畫 

觀察下方圖片，以箭頭畫出熱在水中如何傳播。 

(2 分) 

 

 

 

 

 

 

 

七、科學閱讀(每題 1 分，問答題 2 分，共 10 分) 

(一)熱輻射 

熱輻射是物體利用電磁波的方式把熱能向外發散，因此不需依賴任何物質來傳熱。任何物體的表面都會

持續不斷的輻射熱能，同時也會吸收周圍環境中物體所傳來的輻射熱能。如果物體表面吸收較多熱輻射，則

物體本身的溫度會上升，反之則下降。物體輻射熱能的多寡和物體的表面溫度、表面積、顏色及粗糙程度有

關，表面溫度愈高、表面積愈大，輻射出的熱能愈多。表面黑色的物體容易吸收熱輻射，也容易散發熱輻射；

表面光滑的物體則容易反射熱輻射。 

1.(    )下列哪一種溫度的物質能散出最多的熱輻射能？ ○１ 20 ℃ ○２ 40 ℃ ○３ 60 ℃ ○４ 80 ℃。 

2.(    )影響熱輻射多寡的因素不包含下列哪一項？ ○１表面積 ○２顏色 ○３重量 ○４光滑程度。 

3.(    )有關熱輻射的敘述，哪一項正確？ ○１表面溫度愈低，熱輻射愈強 ○２白色物體容易吸收熱輻射 

○３表面愈粗糙，愈容易吸收熱輻射 ○４物體反射的熱輻射量愈多，該物體的溫度愈高。 

4.(    )在地中海沿岸的國家，房屋大多以白色為主，房屋塗上白色的主要目的為下列哪一項？ ○１配合蔚

藍的海，對比好看 ○２該區域的陽光強烈，避免房屋吸熱 ○３統一顏色，用以吸引觀光客 ○４該區

的宗教信仰，以塗白色代表對神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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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溫室效應 

溫室效應是指行星中的大氣層因為吸收輻射能量，而使行星表面溫度上升的效應。地球外圍的大氣中存

有適量的溫室氣體，所謂溫室氣體包含二氧化碳（CO2）、臭氧（O3）、甲烷（CH4）、一氧化二氮(N2O)及氟氯碳

化物(HFCs)等，形成了溫室效應，進而減緩了地球的日夜溫差，有利於生物生存。但是隨著使用媒、石油等

燃料的工廠和車輛不斷增加，再加上人們大量砍伐森林，及各種化學產品的使用，使得空氣中的溫室氣體增

加，而這些過量的溫室氣體會阻擋紅外線輻射至太空，使過多的熱能留在地球的大氣中，造成地球溫度升高。 

近年來，過劇的溫室效應造成南、北極的冰山大量融化，使得海水上升、淹沒陸地，也間接造成氣候變

化異常，使各地出現不正常的旱災或水災，農作物減產、疾病蔓延與天災不斷，同時也影響了生物的生存空

間。 

1.(    )溫室效應會造成行星溫度如何變化？ ○１上升 ○２下降 ○３不會改變 ○４一下上升，一下下降。 

2.(    )下列哪一種氣體不屬於溫室氣體？ ○１甲烷 ○２二氧化碳 ○３一氧化硫 ○４臭氧。 

3.(    ) 地球上的二氧化碳不斷增加，陽光中哪一種頻率的光線會無法輻射回太空？ ○１紫外光 ○２紫外

線 ○３紅外線 ○４紅外光。 

4.(    )下列哪一種結果不是全球暖化所造成的？ ○１陸地消失 ○２登革熱大規模蔓延 ○３沙漠化的擴大 

○４海域生物數量增加。 

5.減緩溫室效應持續惡化，可從自己做起，在生活中落實節能減碳。除了隨手關燈、關水龍頭外，還有哪些

方法呢？請就節能減碳再列舉一項具體的做法： 

(2 分) 

      答：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