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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年命題精進方向

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素養導向命題



111年命題精進方向

「知識題」與「素養題」沒有對立（因為知
識是素養題中不可或缺的成分），依照情境
入題與否區分成「基本題」與「情境題」，
後者也就是大考中的「素養導向試題」，也
是命題精進方向（三大重點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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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跨學科
善用不同領域或學科所學知識
來處理一個主題中的相關問題

03

整合運用能力
閱讀理解、邏輯推論、圖表判讀…

02

情境入題
日常生活、課堂活動、學術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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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領域、跨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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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題材
→題材評估

→ 問題定義

發展主題

設定策略

命題審題

素養導向命題新機制

目標定義
→形式評估

→ 結構安排

本文撰寫
→邏輯檢驗

→ 語言校準

發散 收斂 聚焦



12國教自然科學領域課綱（107年9月版）

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課程內容屬於新設必修領域課程內容，
共佔自然科學領域部定必修學分數三分之一，可以分兩學期實施。學習重點分為
「探究學習內容」和「實作學習內容」兩部分，探究與實作學習內容各項目未必有
固定的步驟順序，可依探究的主題和實作活動採循環或遞迴等方式進行。

「探究學習內容」著重於科學探究歷程，可歸納為四個主要項目：發現問題、規劃
與研究、論證與建模、表達與分享。

「實作學習內容」為可實際進行操作的科學活動，例如：觀察、測量、資料蒐集與
分析、歸納與解釋、論證與作結論等。

◎發現問題

觀察現象

◎論證與建模

分析資料與呈現證據

蒐集資料 解釋與推理

形成與訂定問題 提出結論或解決方案

提出可驗證的觀點 建立模型

◎規劃與研究

尋找變因或條件

◎表達與分享

表達與溝通

擬定研究計畫 合作與討論

蒐集資料數據 評價與省思

探究學習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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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探究與實作



探究與實作評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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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面向 評量內容
自然科學領綱＊

探究學習內容

1. Why
1-1 為什麼這樣設計實驗(實作)？

1-2 為什麼實驗(實作)可以/或不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

◎發現問題
◆觀察現象
◆蒐集資料
◆形成與訂定問題
◆提出可驗證的觀點

◎規劃與研究
◆尋找變因或條件
◆擬定研究計畫
◆蒐集資料數據

◎論證與建模
◆分析資料與呈現證據
◆解釋與推理
◆提出結論或解決方案
◆建立模型

◎表達與分享
◆表達與溝通
◆合作與討論
◆評價與省思

2. What

2-1 實驗(實作)的控制變因是什麼？

2-2 實驗(實作)中的實驗組/對照組為何？

2-3 實驗(實作)操作的程序是什麼？

3. How

3-1 如何依據實驗(實作)數據/或結果推論出結論？

3-2 如何補足實驗(實作)環節/或改錯/或完成實驗(實作)
步驟？

3-3 如何改進實驗(實作)的整體設計？

4. Evaluation

4-1 證明實驗(實作)設計與問題/或假說的關係。

4-2 評估探究設計：包括實驗(實作)的適當性/或有無
缺漏/或能否推論出結論等。



探究與實作評量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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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量架構中的四個評量面向/評量內容，與後面四個探究學習

內容大概不會是一對一的對應關係，而是一種探究學習內容可能

有不同的評量面向，而一種評量面向也可能橫跨幾種探究學習內

容。

例如，發現問題中的『提出可驗證的觀點』、規劃與研究中

的『尋找變因或條件』、論證與建模中的『分析資料與呈現證據』

等，都可能成為 how 或 why 的方法論問題。同樣地，『提出可驗

證的觀點』也可能發展出 why、what、 how 等問題。而如

evaluation，其評估探究設計會是橫跨所有四個探究學習內容的。



素養導向 VS. 探究與實作

科學素養

探究與
實作

學習
表現

學習
內容

科學素養涵蓋了學習內容與學
習表現，更包含了探究與實作
學習重點。

自然第一組計畫朝素養導向所
研發的試題（甲烷與溫室效
應），可看到『探究與實作』
的學習重點！

自然第二組計畫朝探究與實作
所研發的試題（遙測應用、外
傘頂洲、比重計），也符合
『素養導向命題』所要求的三
大重點。

探究與實作是情境題（素養導
向）中較為特殊的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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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題為題組

根據經濟學人最近的報導，過去的十年間，大氣中的甲烷（CH4）含量驟升，

已達工業革命前的2.5倍。甲烷具有強大的吸熱能力，雖然大氣中甲烷的排放量相

較於二氧化碳較少，在大氣中存留十年左右後，即幾乎偵測不到，但甲烷造成溫

室效應的威力，卻是二氧化碳的25倍。

大氣中的甲烷，除了20%源自於天然氣的成氣與傳輸過程，其他80% 則來自

甲烷菌（喜好生存於潮濕的土壤與反芻動物的腸道中）所造成的有機反應中。為

了確認不同的甲烷來源， 科學家可檢測所取的氣體樣本中13C的比例，用以辨識

樣本中的甲烷來源。來自溼地或家畜所產生的甲烷，其中13C比例較燃燒化石燃料

所產生的甲烷低。近年來的研究發現，大氣中甲烷含量雖上升，但其中的13C比例

卻越來越少，意味著源自生物性產生的甲烷佔大氣中甲烷的比例越來越高。

科學家們對於目前「大氣中甲烷含量驟升的原因」，無法產生一致的科學解

釋及共識。有些科學家認為目前大氣中甲烷的含量與上升程度僅是一點點「小麻

煩」，有些科學家卻認為這是令人「毛骨悚然」的環境危機。

例題_甲烷與溫室效應

取材：經濟學人
2018年4月的報導

10＃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科學家們認為「大氣中生物性甲烷增加」的可能原因如下：

(a)農牧業造成的影響：

因為印度及中國的牛群數量及東南亞的稻田數量越來越多。生物性產生的甲

烷，多來自於甲烷菌。甲烷菌為厭氧菌，來自潮濕的土壤與反芻動物的腸道，例

如牛的瘤胃。甲烷菌在瘤胃中，能夠將纖維素消化成可以被細菌吸收的物質。根

據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於2006年的報告，人類飲食造成的溫室氣體排

放量同樣不容小覷。

(b)氣候變遷的效應：

有些科學家認為，當熱帶溼地變得越來越潮溼及溫暖，更利於甲烷菌的生存。

這是最引人憂慮的解釋，因為如同全球暖化造成的北極迴圈效應，會讓這些溼地

更加潮溼與溫暖，進而釋放更多的甲烷，或更糟的情況是，讓現有的溼地範圍更

加擴大。

(c)大氣中氫氧自由基（·OH）的減少：

有研究團隊則是認為大氣中 ·OH的減少，是大氣中甲烷驟升在數學上最有可

能的解釋。因為 ·OH 可通過與甲烷反應，產生水及二氧化碳，進而消解大氣中的

甲烷。然而為什麼大氣中 ·OH會減少則由是另一個未解的難題。

例題_甲烷與溫室效應

11＃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1. 依據本文，科學家們之所以對於目前「大氣中甲烷含量的驟升的原因」，無法產生

一致的科學解釋及共識，下列哪些是可能的原因？（應選2項）

(A) 科學家採集數據的對象不同，例如牛群數量或是溼地環境數據，皆用以解釋「大

氣中甲烷含量的驟升」

(B) 科學家對於造成「大氣中甲烷含量的驟升」的因素不同，有些認為是農牧業的影

響，有些則認為是「大氣中 ·OH的減少」

(C)科學家想驗證「大氣中 ·OH的減少」，對「大氣中甲烷含量的驟升」造成的影響

時，所用的統計方法不同

(D) 科學家想驗證「全球氣候暖化的迴圈效應」對「大氣中甲烷含量的驟升」造成的

影響時，採集數據的對象不同

(E) 關於造成「大氣中甲烷含量的驟升」的甲烷來源，文中有些科學家認為是生物性

甲烷，有些科學家則認為是燃燒化石燃料產生的

例題_甲烷與溫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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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認識科學本質
an-Vc-1了解科學探究過程採用多種方法、工
具和技術，經由不同面向的證據支持特定的
解釋，以增強科學論點的有效性。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2.依據本文與學科知識，下列關於生物性甲烷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3項）

(A)牛隻消化系統內的甲烷菌和牛的關係是互利共生

(B) 牛隻消化系統內的甲烷菌是化學自營生物

(C)氣候變遷的效應中，濕地環境及甲烷菌的迴圈，屬於正回饋效應

(D)若甲烷與·OH之反應式第一步驟為CH4+ ·OH → ·CH3+H2O+62.8kJ/mol，則此反應屬於放熱反應

(E) 大氣中生物性甲烷的增加，其來源只會有農牧業和濕地

3.依據本文與學科知識，可將大氣中甲烷的來源簡化為生物與非生物，但科學家們主要探討

的是「生物性甲烷增加」的原因。請問：

(1) 如何區分大氣中甲烷的來源是生物性還是非生物性？

(2) 為什麼科學家們要聚焦在生物性甲烷增加原因的研究？試從大氣中甲烷來源與近年來甲

烷性質的變化來說明。

(3) 請以30字以內解釋為麼在探討全球暖化時，相較於

二氧化碳的被重視，甲烷的增加沒有引起太大的關

注。

例題_甲烷與溫室效應

13

◎學習表現：推理論證
◎學習內容：能量的形式、轉換及流動

生物體的構造與功能

◎學習表現：推理論證、分析發現
◎學習內容：氣候變遷之影響與調適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例題_甲烷與溫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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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型 A

4. 陳同學想設計一個實驗探究「氫氧自由基 (· OH) 對甲烷的影響」，搜尋文獻以

後，她發現「水蒸氣會因為紫外線照射而形成 · OH」，並據以設計以下甲、乙

兩個實驗：

實驗甲：取三個2公升裝的寶特瓶，分別編號A、B、C，各自滴入一滴水並裝

滿空氣後鎖緊（此時水會蒸發成水蒸氣），如圖一。接著從B瓶與C

瓶先各自抽出5毫升的空氣，然後添加5毫升的二氧化碳到B瓶，添加

5毫升甲烷到C瓶。取一個60瓦燈泡當作加熱的光源，開啟燈泡持續

對三個寶特瓶加熱，記錄三個寶特瓶內氣體上升溫度隨時間的變化

曲線，如圖二。

圖一 圖二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例題_甲烷與溫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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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與實作評量架構

1-1 為什麼這樣設計實驗(實作)？

實驗乙： （進行若干步驟），記錄三個寶特瓶內氣體上

升溫度隨時間的變化曲線。

陳同學預期如果比較實驗乙與實驗甲的紀錄結果以後，發現「A、B的變化曲

線幾乎沒有改變，但C的變化曲線卻改變了」，就可以證明「· OH會與甲烷反應

代謝成二氧化碳」。

(1) 依序完成下表實驗乙當中 的兩個重要步驟設計，並說明設

計理由。（已提供一個重要步驟，請完成剩餘的3個內容）

步驟順序 實驗乙的步驟設計 設計理由

1
同樣成分的A、B、C瓶，先以紫外燈
照射一段時間。

2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例題_甲烷與溫室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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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與實作評量架構

4-1 證明實驗(實作)設計與問題/或假說的關係。

(2) 如果整個實驗結果證明了「· OH會與甲烷反應代謝成二氧化碳」，相較於實驗甲，

則實驗乙的C變化曲線會如何改變？

(A) C變化曲線仍會在B變化曲線之上，但變得更遠離B變化曲線

(B) C變化曲線仍會在B變化曲線之上，但變得很貼近B變化曲線

(C) C變化曲線會出現在B變化曲線和A變化曲線之中

(D) C變化曲線會出現在A變化曲線之下

(3) 王同學看了陳同學的整個實驗以後，認為既然A、B的變化曲線幾乎沒有改變，

那麼實驗只需要其中的寶特瓶B，而寶特瓶A是沒有必要的。陳同學說明，如

果沒有寶特瓶A，那麼即使B的變化曲線幾乎沒有改變，C的變化曲線發生如上

述(2)當中的改變，我們依然無法確認· OH是否會與甲烷反應代謝成二氧化碳。

請說明陳同學如此主張的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探究與實作評量架構

3-1 如何依據實驗(實作)數據/或結果推論出結論？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4. 小柯想探討「 ·OH對甲烷的影響」，根據相關文獻設計了以下實驗。

小柯取了三個2公升裝的寶特瓶，各自滴入一滴水並裝滿空氣後鎖緊（此時水會蒸發成水蒸氣），

分別編號A、B、C。除了A瓶，B瓶及C瓶先各自抽出5毫升的空氣，然後添加5毫升的二氧化碳到B瓶，

添加5毫升甲烷到C瓶。另外，找一個60瓦燈泡當作加熱的光源。

小柯先進行實驗甲，開啟燈泡持續對三個寶特瓶加熱，三個寶特瓶內氣體上升溫度隨時間的變化曲

線如下圖：

(1)上述實驗中寶特瓶A的扮演的角色為何？

進行完實驗甲之後小柯繼續設計實驗乙。然而水蒸氣會因為紫外線照射而形成 · OH ，故進行實

驗乙時，先以紫外燈照射三個寶特瓶一段時間後，才開啟燈泡進行與實驗甲相同的實驗步驟來進行

探究。

(2) 倘若實驗乙的變化曲線中，A、B曲線幾乎沒有改變，但C曲線變得較貼近B曲線，可推論其原因為

何？

(3)對於實驗目的而言，僅需要進行實驗乙即可？還是兩組實驗都要做？並請簡要說明原因。

（請以「僅需進行實驗乙，因為…」或是「兩組實驗都要做，因為…」作為開頭，否則不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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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_甲烷與溫室效應
題型 B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混合題型_作答的卷卡合一樣式

18＃本試卷（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尚需經評估與調整，並非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例題_遙測應用

臺灣本島森林面積約占全島土地面積的58%，孕育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更提供國土保安、
水源涵養、休閒遊憩及林產物利用等功能。然而，全球氣溫持續上升、降雨型態異常、極
端天氣事件的頻率與強度不斷增加，對森林環境影響甚遽。例如2009年8月侵臺的莫拉克
(Morakot)颱風，其所挾帶的超大豪雨，在短短數日之中重創臺灣全島，尤其在南部山區誘
發了洪水、山崩、土石流及堰塞湖等災害，因而森林環境受到了莫大的衝擊。一旦森林環
境遭逢重大天災影響後，往往會使森林原有的結構狀態受到改變，例如林木幹折或倒伏、
樹冠層受到破壞並產生孔隙，以及植被覆蓋面積喪失等，均會導致森林生物量及生產力的
減損。

遙測(remote sensing)技術可迅速解讀大範圍的地表資訊，尤其應用於評估天然災害的影
響上，可透過不同時期的影像變遷分析，全面監測和掌握森林環境受影響的狀態和過程。

某研究者利用遙測技術，希望瞭解臺灣南部某地區
森林受到天然災害干擾的情形，研究區的地理位置如
圖1。他們以該地區所設置的試驗站範圍為核心區，以
間隔1公里的距離，由核心區向外劃設5個小區(如圖1
所示)。此外，並蒐集受天然災害影響之前期及後期
(2009與2013年)的衛星遙測影像與相關數據，以進行
比較分析。圖2是以遙測的方式判讀出來的土地覆蓋
圖，表1則是實際的覆蓋情形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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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材：藤枝地區之森林干擾度偵測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圖1



1. 依據所提供的圖文資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圖1中的虛線屬於一種等高線

(B) 由圖1可知，此試驗站（核心區）的海拔較各區為低

(C) 研究區在2009年的地景配置以森林為主，2013年則以非森林為主

(D) 2013年的非森林範圍較2009年為增加

(E) 比較圖1和圖2可知，非森林的範圍與溪流的狀態關係不大

20＃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分類
2009 2013

面積（公頃） 比例（％） 面積（公頃） 比例（％）

森林 10,954.62  92.58    9,617.76  81.25    

非森林 882.09  7.45    2,218.95  18.75    

表1

例題_遙測應用

◎學習表現：分析與發現
pa-Ⅴc-2 從探究所得的資訊或數據，
形成解釋、理發現新知獲因果關係。



承上題，參考遙測影像及資訊的轉換，可計算出監測森林的干擾度指標(disturbance index, 
DI)，並可用於後續比較不同地區經天然災害後，森林受影響的程度。研究者將森林受影響的
等級分為五級，包括輕微、次輕微、中度、次嚴重及嚴重。研究者分別計算研究區中的6個
小區，其各種森林所受到的影響等級所占的面積百分比，結果呈現如圖3。

2. 依據所提供的圖文資訊，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應選2項）

(A) 6個小區的森林所受到的影響程度均為中度影響等級為主

(B)核心區森林所受到的影響程度最大

(C) 此森林所受到的人為影響大於天然災害影響

(D) 第四區與第五區森林所受到的影響程度大於第三區

(E)離核心區越遠，森林所受到的影響程度越趨緩

21＃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圖3

例題_遙測應用

◎學習表現：分析與發現
pa-Ⅴc-2 從探究所得的資訊或數據，
形成解釋、理發現新知獲因果關係。



3. 請根據選文及圖表回答問題：

(1)非森林的面積範圍在2009年～2013年間，平均每年有何變化？請寫出計算方式及答案。

(2)搭配右圖，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應選2項）

(A) 颱風A比颱風B更可能是造成本研究中森林面積收到干擾而變化的原因

(B)颱風B比颱風A更可能是造成本研究中森林面積收到干擾而變化的原因

(C) 人為森林砍伐比較可能是造成本研究中森林面積收到干擾而變化的主因

(D)本研究資料可看出，原本為森林的區域比原本為非森林的區域容易受到干擾

(E)可以看出森林受干擾的速率是平均緩慢的改變

22＃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例題_遙測應用

◎學習表現：推理論證、分析與發現
◎學習內容：天然災害與防制
◎探究與實作評量架構

3-1 如何依據實驗(實作)數據/或結果
推論出結論？



23＃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混合題型_作答的卷卡合一樣式



例題_外傘頂洲
─ 外傘頂洲 8年內消失 ─

一座存在兩三百年，台灣沿海最大沙洲──外傘頂洲，已面臨壽終正寢的時刻，當地漁民說，
「再三、五年，就不見了。」學者專家也說：「再八年吧！」。到底外傘頂洲為何會消失，各
方說法不一，但有不少人把矛頭指向北邊新建的工業區。

這座原被暱稱為「移動的國土」的沙洲，即將成為消失的國土，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就是
雲嘉地區的蚵農及沿海養殖漁業，蚵農張○○無奈地說：「如果這地方消失，只能自求多福
了！」

依據○○大學水工試驗所調查資料，外傘頂洲超過平均海水位面積，
在1999年約有2888公頃，而2012年僅剩1220公頃。依目前沙洲淺化
速度，倘若沒有適當防治措施，不久的將來可能就會成為潛沒沙洲。

（潛沒沙洲：沙洲最高點低於平均乾潮位，亦即乾潮時看不到的沙洲）

外傘頂洲小檔案

◎位置：嘉義縣、雲林縣外海

◎面積：2013年乾潮時面積1000多公頃，滿潮時約200多公頃。

◎形成時間：約西元1600年~1700年（約清朝康熙年間）

◎形成原因：主要由濁水溪、北港溪泥沙沖積而成

◎人口：傳聞清朝曾居住逾千人，1960年代則有數百人，

最後一對夫婦於2012年搬離

24

取材：媒體報導+調查資料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1. 如果要驗證該媒體報導所述「有人認為近年外傘頂洲面積消減主要由北邊新建的工業
區建廠造成」是否為真，下列哪二項是可用來對照佐證的資料？（應選2項）

(A)外傘頂洲面積變化歷史

(B) 外傘頂洲人口數的變化歷史

(C) 外傘頂洲產業及經濟的變化歷史

(D) 外傘頂洲附近海流流向的變化歷史

(E) 外傘頂洲與嘉義縣、雲林縣海岸線距離的變化歷史

(F)各種可能會影響外傘頂洲面積事件的發生時間

2. 沙洲的面積是依沙洲露出海面的部分來計算。阿文從某張衛星照片計算為800公頃，
小星從另一張衛星照片計算沙洲面積為400公頃。已確認兩人計算面積的方法及結果都
是正確的，下列哪些最有可能是造成兩者結果差距如此大的原因？（應選2項）

(A)照片解析度不同

(B)拍攝的年份不同

(C)拍攝取景的角度不同

(D)衛星偵測到的電磁波波段不同

(E)因潮汐造成的海平面高度不同

(F)拍攝照片的衛星軌道高度不同

例題_外傘頂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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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觀察與定題(0)
po-Ⅴc-2能依據觀察、蒐集資料、閱讀、
思考、討論等，確認並提出生活周遭中
適合科學探究或適合以科學方式尋求解
決的問題（或假說）。

◎學習表現：想像創造
◎學習內容：海水的運動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3.請根據報導中標示底線部分的資料，將外傘頂洲面積變化數據在方格紙上作圖。

(1) 假設外傘頂洲面積縮減速率維持不變，試畫出其面積變化趨勢線（趨勢線圖
須標出座標值及其單位）。

(2) 由上圖趨勢線，用作圖法推估外傘頂洲消失的年份為多少？且若所推估的消
失年代成真，代表這些影響外傘頂洲面積的因素維持何種狀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例題_外傘頂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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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與實作評量架構

3-1 如何依據實驗(實作)數據/或結果推論出結論？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4.下列是一段對於外傘頂洲面積變化及其影響的推論，下列哪些文字的推論是不合理的，並說
明理由？（應選2項）

(A)外傘頂洲被稱為「移動的國土」，表示沙洲靠近海岸部分的沙，是不斷被侵蝕和沉積的

(B)外傘頂洲主要由濁水溪、北港溪泥沙沖積而成，所以兩條河流上的水庫和攔沙壩等工程也
會影響其面積變化

(C)如果沒有北方的工業區和其他陸地上的人為工程，沙洲的面積就可以維持恆定，不會改變

(D)以目前外傘頂洲面積不斷減少的狀況，表示沙洲被侵蝕的速率大於沉積的速率

(E)在外傘頂洲上放置消波塊，可以減緩海浪侵蝕的速率

(F)如果外傘頂洲消失，會造成過境該區域的候鳥遷徙路徑改變

(G)如果外傘頂洲消失，會有利於該沿岸區域養蚵（牡蠣）人家擴大養殖範圍

不合理的推論

（填寫選項代碼）

你認為不合理的理由

例題_外傘頂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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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表現：想像創造
分析與發現

◎學習內容：生物與環境
變動的地球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28＃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混合題型_作答的卷卡合一樣式

一



例題_比重計

亮凱想在家裡的水族缸飼養小丑魚（一種棲息於珊瑚礁的海水魚）。他先去網
路上搜尋，得知以下資訊。

海水的鹽度
一般海水的鹽度（重量百分率濃度）約為3.5%。飼養海水魚，
通常是買天然海水或是使用人工海鹽自行調配成海水，比重
約為1.022。

比重
物質的比重是指其密度與4℃水密度（1.000g/cm3）的比值。

市售比重計
市售比重計通常用玻璃製作，大致上成兩部分：
上部是均勻細長圓柱玻璃管，玻璃管上標有刻度：下部為較
大的玻璃泡，裡面放了小鉛粒，使它能夠豎直地漂浮在液面
上（如右圖）。測量時，將待測液體倒入一個較深的容器，
再將比重計放入液體中。比重計下沉到一定高度後呈穩定漂
浮狀態。此時，液面的位置在玻璃管上所對應的刻度讀數就
是該液體的比重。

29＃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1. 關於上述的市售比重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比重計下端玻璃泡內放置汞或鉛等重物目的是降低比重計的重心，類似
船舶底艙加重一般，使其穩定漂浮

(B) 比重計的質量要夠大，使用時才能讓比重計下沉至均勻細長圓柱玻璃管
的部分

(C) 比重計整體而言，是一根不均勻的封閉玻璃管

(D)越接近均勻細長圓柱玻璃管上端處，玻璃管上標記的比重刻度值越大

(E) 比重計是利用物理的浮力原理

30

例題_比重計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學習內容：力與運動



2. 亮凱自製比重計

亮凱進行飼養小丑魚的海水鹽度調製後，不知鹽度是否正確，也不敢直接飼養小丑魚。
他記得濃度計可能需利用光學原理但不易製作，反而是比重計容易自製。

所以他找到下列器材，並著手進行自製比重計。

器材名稱
透明塑膠吸管
（一端封閉）

直尺
細字
油性筆

透明
塑膠罐

水 細沙 打火機

數量 一支 一支 一支 一個 足夠 足夠 一個

規格
長度約15cm直徑
約1.2cm

長度 15.0cm

最小刻度0.1cm

深度約
20cm

密度
1.000g/cm3

亮凱自製比重計步驟：
步驟1、先將透明塑膠吸管及直尺平放桌面上，直尺零刻度處對齊吸管封閉端。
步驟2、以油性筆在吸管 10.0cm 處劃記為 O 點。
步驟3、由 O 點往下每隔 0. 2cm 畫記，分別是 A、B、C 三個位置。
步驟4、透明塑膠罐內倒入足夠的水。
步驟5、將少量細沙倒入吸管中，使吸管封閉端沒入罐內水中，

並可鉛直漂浮。（如右圖，未依比例繪製）
步驟6、欲設定 O 點對應的比重刻度值為 1.000，應如何進行操作？

步驟7、將吸管取出並將其上端封閉（利用打火機加熱吸管上端壓緊密閉）。
只要不滲漏，自製比重計就完成了。

31

例題_比重計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探究與實作評量架構：2-3 實驗(實作)操作的程序是什麼？



3. 若將自製比重計置入亮凱調配成的海水中，發現自製比重計的A點

位置會切齊液面（如右圖，未依比例繪製），則

(1) 將自製比重計視為一個質點，畫出自製比重計所受各外力的力

圖，並標示各外力的名稱。

(2) 亮凱調配成的海水比重為何（即為A點位置對應的比重刻度）？

（取至小數點以下第三位，第四位四捨五入）

32

例題_比重計

＃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學習表現：分析與發現
◎學習內容：力與運動



33＃本試題為研究測試專用，仍需經評估與調整，尚非為大考中心正式考試之確定型式。

混合題型_作答的卷卡合一樣式



謝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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