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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電動給水熱水器 

額定電壓/頻率：110V/60Hz 

額定消耗電力：1000W 
 

明正國中 109 學年度第 2 學期 九年級 自然領域 補考題庫 

1. （A）下列電器何者不是利用電流的熱效應？ (A)電扇 (B)電熨斗 (C)電鍋 (D)白熾燈泡 

2. （D）一臺電熱水瓶的標示如【圖一】：若將電熱水瓶接在 110V 的家庭電路上，則通電 3 

分鐘所產生的熱量為多少焦耳？ (A)330 (B)3000 (C)19800 (D)180000 

3. （C）如【圖二】，以延長線連接家用 110V 的電源插座，若同時使用電壓均為 110V，但 

耗電功率各為 800W 的電鍋、 600W 的電熱水瓶、 800W 的電熨斗，且延長線沒有 

超過電流負載，則此時通過延長線的電流為多少？(A)14A (B)16A (C)20A (D)22A 

 

 

 

 

 

4. （D）如【圖三】所示，各電路的燈泡、電池都相同，且它們的電阻皆固定不變，則電源每 

       秒提供的電能大小順序為何？ 

 (A)甲＞乙＞丙 (B)甲＞乙＝丙 (C)甲＝乙＝丙 (D)甲＜乙＜丙 

5. （C）如【圖四】所示，電阻 A、B 與電源並聯 ，假設甲、乙杯中的水量及最初的水溫均 

相同，且加熱過程中無熱量散失，一段時間後，甲杯的溫度高於乙杯，請問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A)流經 A、B 的電流相等 (B)A 的電阻大於 B (C)A 的電功率大於 B  

      (D)A 的電壓大於 B 

 

 

 

 

 

 

 

【圖一】 【圖二】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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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電力公司計算用電量的單位為下列何者？ (A)卡 (B)焦耳 (C)度 (D)瓦特 

7. （B）發電廠所發出的電能，一般須經由長途的輸送線路，送到各地區的用戶，因此輸送 

線路是用電阻很小的銅線製成，以減少電能的損失。若發電廠所發出的電功率保持 

一定，且輸送線路符合歐姆定律，當發出電壓變為原來的 2 倍時，則輸送線路上電 

能損失的功率變為原來損失的多少倍？（歐姆定律：V＝IR；功率 P＝I2R 或 P＝V2∕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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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C）下列何項電器用品，必須安裝接地線，以免有因電路潮溼而觸電的危險？  

    (A)電風扇 (B)電燈 (C)電冰箱 (D)電視機 

9. （B）假設電線的最大安全負載為 10 安培，則應串接下列哪一種保險絲？  

     (A)4 安培 (B)9 安培 (C)14 安培 (D)19 安培 

10. （D）鋅銅電池放電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總反應為 Zn2+＋Cu→Zn＋Cu2+   (B)鋅原子由溶液中獲得電子  

(C)鋅離子在鋅片處獲得電子  (D)銅離子在銅片處獲得電子 

11. （B）如【圖五】的裝置，在燒杯中滴入少量稀硫酸，並將導線甲、乙兩端分別與電池組 

       的正、負兩極連接，以進行電解實驗，下列有關此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A)連接甲端的試管，收集到的氣體體積是連接乙端試管氣體體積的兩倍 

(B)電解進行時連接甲端的試管可收集到氧氣 

(C)若甲、乙兩端直接連接家用電源的插座，實驗結果相同 

(D)若燒杯中改滴少量氫氧化鈉溶液，則連接乙端的試管可收集到鈉 

 

 

 

 

 

 

【圖五】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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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D）如【圖六】所示，鋅銅電池裝置中的 U 形管，因為管內裝有鹽類溶液，稱為鹽橋， 

下列敘述中，何者是鹽橋的主要作用？ 

(A)產生虹吸作用 (B)使兩端燒杯中的水溶液流通 (C)為了美觀 (D)溝通電路 

13. （D）水在室溫及 1 大氣壓下的電解，反應式如下：2 H2O→2 H2＋O2。由反應式可知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2 公克的水完全電解可得 2 公克的氫氣  

(B)20 毫升的水完全電解可得 20 毫升的氫氣  

(C)電解產生的氫氣與氧氣質量比為 2：1 

(D)電解產生的氫氣與氧氣分子數比為 2：1 

14. （D）利用電解法將水（H2O）分解成氫氣（H2）與氧氣（O2），正確而完整的化學反應 

式為何？ 

(A)H2O → H＋＋ OH－   (B)H2O→ O2 ＋ H2 

(C)2H2 ＋O2 → 2H2O     (D)2H2O → 2H2 ＋O2 

15. （B）關於「鹽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鹽橋內應含有酸性的物質   

(B)鹽橋具有溝通電路的功能  

(C)若以導線代替鹽橋，放電反應更容易進行 

(D)若將鹽橋自溶液中取出，安培計仍然有電流通過 

16. （C）下列關於電流化學效應的敘述，何者正確？  

     (A)電解質在導電時，只有負離子會移動 

(B)電解質在水溶液中導電時，負離子會往負極移動 

(C)電解質導電時會產生新物質 

(D)水溶液在通入電流時，負離子會在正極得到電子 

17. （A）電鍍時，電鍍槽中的電解液以下列何者較適當？  

    (A)欲鍍物的鹽類溶液 (B)被鍍物的鹽類溶液 (C)稀硫酸溶液 (D)鹼性溶液 

18. （C）在純水中加入 NaOH 水溶液，並使用碳棒及鉛蓄電池電解，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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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接鉛電極的試管可收集到氫，其體積約為另一試管氣體的一半  

(B)接二氧化鉛電極的試管可收集到氧，其體積約為另一試管氣體的 2 倍  

(C)接鉛電極的試管可收集到氫，其體積約為另一試管氣體的兩倍  

(D)接二氧化鉛電極的試管收集到的氣體，具有可燃性 

19. （B）臺灣曾經靠電鍍的工業使得經濟起飛，但也付出了汙染環境的代價。下列何者是電 

鍍工業所造成的汙染事件？ (A)戴奧辛 (B)綠牡蠣 (C)烏腳病 (D)溫室效應 

20. （D）有關電解硫酸銅溶液的實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以碳棒為正負電極，所得到的產物與用銅棒為電極相同 

(B)使用直流或交流電源，皆可得到完全相同的結果 

(C)兩電極不論距離是遠或近，都不會影響電解速率 

(D)電解一段時間後，負極質量會增加 

21. （D）想在鋅片上鍍銅，將鋅片和銅片分別裝置在甲、乙兩端作為電極，如【圖七】所示。 

         有關電鍍過程中兩極的反應，下列何者正確？ 

       (A)甲電極之反應式為 Zn→ Zn2＋＋2e－  (B)乙電極之反應式為 Cu2＋＋2e－→ Cu 

       (C)甲電極之反應式為 Zn2＋＋2e－→ Zn  (D)乙電極之反應式為 Cu→ Cu2＋＋2e－ 

22. （D）下列哪一種電池不含有水？ (A)鉛蓄電池 (B)鹼性電池 (C)碳鋅電池 (D)鋰電池 

 

 

 

 

 

※鋅銅電池的裝置如【圖八】所示，請依此圖回答第 23-24 題： 

23. （A）鋅銅電池放電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負極之反應式為 Zn→Zn2＋＋2e-，正極的反應式為 Cu2＋＋2e-→Cu  

       (B)電子由銅片流向鋅片(C)鋅片上的鋅原子數增加 

       (D)硫酸銅溶液內的銅離子數增加 

【圖七】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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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號 1 2 3 4 

電流(mA) 20 40 60 80 

水溫(℃) 
25.5 27.0 29.5 33.0 

24. （A）鋅銅電池放電時，有關離子移動方向的敘述何者正確？ 

       (A)鋅離子離開鋅片，鹽橋內的正離子移向硫酸銅溶液 

       (B)鋅離子離開鋅片，銅離子移向鹽橋內  

       (C)鋅離子移近鋅片，鹽橋內的負離子移向硫酸銅溶液 

       (D)鋅離子移近鋅片，銅離子離開銅片 

※裝置如【圖九】所示，絕熱杯中裝有 200 公克、25℃的水，將溫度計的液囊和電阻置於水

面下，將可變電阻的滑鍵在 P、Q 之間滑動，每次通電一定時間，記錄電流大小和水溫的數

據如附表，請回答第 25-26 題 

 

 

 

 

 

25. （C）有關本實驗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本實驗控制的變因是電流 (B)可變電阻滑鍵愈靠近 P，電阻兩端的電壓愈大  

(C)可變電阻滑鍵愈靠近 Q，流經電阻的電流愈大 (D)電流與水溫變化成正比 

26. （B）下列有關電流與水溫的關係圖，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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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 請說明二次電池的意義？日常生活中有哪些二次電池？ 

Ans：：(1)可以重複充電使用的電池稱為二次電池。 

       (2)例如鋰離子電池、鉛蓄電池、鎳氫電池等。 

28. 寫出銅銀電池的負極半反應式：Cu → Cu2＋＋2e- 

29. 當電路中的電流流經電阻，導致電阻溫度上升的現象，稱為電流的熱效應。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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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吹風機使用 110 伏特的家庭電源，如果通過的電流是 6 安培，則每 1 秒鐘將消耗 660 焦

耳的電能。 

31. 電烤箱接在 220V 的電源，如果每分鐘能產生 48000 焦耳，則電烤箱的電功率為 800 瓦特 

32. 將電流通入電解質溶液中，使物質在正、負兩電極上產生新物質的化學反應，稱為電解。 

33. 寫出以銅棒電解硫酸銅溶液的正極半反應式: ：Cu→ Cu2＋＋2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