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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第一章_整數與數線 

1-1_正負數與絕對值

一、 非選擇題-填充 
編號：012556  難易度：中 
1.附圖溫度計上所顯示的氣溫是攝氏【    】度。 

 
答案：－3 
能力指標：7-n-04 
認知向度：記憶與理解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57  難易度：中 
2.(１)左方與右方是相對的，如果佳佳從某地出發向右 60 公尺記為＋60 公尺；那麼向左 27 公尺記為【    】公尺

。 
(２)超重與不足是相對的，某零食包裝以 400 公克為基準，甲包零食的重量為 408 公克記為＋8 公克；那麼乙包零食的

重量為 394 公克記為【    】公克。 
答案：(１)－27；(２)－6 
能力指標：7-n-04 
認知向度：記憶與理解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58  難易度：中 
3.如圖，分別寫出數線上 A、B、C、D、E 各點的坐標。 

C B E A D

4320－2 －1－4 －3 －5 1

 

 
A【    】、B【    】、C【    】、D【    】、E【    】。 

答案：
2
11 ；－

4
11 ；－3.4；

5
33 ；－

3
2  

能力指標：7-n-04 
認知向度：記憶與理解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59  難易度：中 
4.在下列空格中填入＞或＜： 
(１)－2【    】－3。 
(２) 0【    】－5。 
(３)－4【    】－2。 
(４)－3.5【    】－3。 

答案：(１)＞；(２)＞；(３)＜；(４)＜ 
能力指標：7-n-05 
認知向度：記憶與理解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二、 非選擇題-計算 
編號：012560  難易度：中 

5.(１)在下面的數線上分別標出表示 A（
2
12 ）、B（－

4
12 ）、C（

4
7
）、D（－1.3）、E（－

3
1
）的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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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將

2
12 、－

4
12 、

4
7
、－1.3、－

3
1
由小到大排列。 

【解】 
答案：(１) 

 
(２)－

4
12 ＜－1.3＜－

3
1
＜

4
7
＜

2
12  

能力指標：7-n-04 
認知向度：記憶與理解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三、 非選擇題-填充 
編號：012561  難易度：中 
6.連連看，將意義相同或值相等的數連起來： 

‧○１－（－5）
(１)－5 的相反數‧  

‧○２－5 
‧○３ 1 

(２)－（－1） ‧  
‧○４－1 
‧○５－（－10）

(３) 10 的相反數‧  
‧○６－10   

答案：(１)→○１；(２)→○３；(３)→○６  
能力指標：7-n-04 
認知向度：記憶與理解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62  難易度：中 
7.求下列各式的值： 
(１)｜－5｜＝【    】。 

(２)｜
3
12 ｜＝【    】。 

(３)－｜－5｜＝【    】。 
(４)｜0｜＝【    】。 
(５)｜3｜＋｜－8｜＝【    】。 
(６) 9－｜－3｜＝【    】。 

答案：(１) 5；(２)
3
12 ；(３)－5；(４) 0；(５) 11；(６) 6 

能力指標：7-n-05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63  難易度：中 
8.在下列空格中填入＞或＜： 
(１)－920【    】－837。 

(２)－
100

13 【    】－
200
13 。 

(３)－2.156【    】－2.23。 
(４)－0.001【    】－0.0001。 

答案：(１)＜；(２)＜；(３)＞；(４)＜ 
能力指標：7-n-04 
認知向度：記憶與理解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64  難易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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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已知數線上甲點到原點的距離為 28，則甲點的坐標為【    】。 
答案：28 或－28 
能力指標：7-n-05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65  難易度：中 
10.如果甲數的絕對值是 18，則甲數＝【    】。 
答案：18 或－18 
能力指標：7-n-05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66  難易度：中 
11.哪些整數的絕對值小於 6？答：【    】。 
答案：－5、－4、－3、－2、－1、0、1、2、3、4、5 
能力指標：7-n-05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67  難易度：中 

12.將 4.2、－4、0、｜－
2
13 ｜、－3 由大到小排列。 

【    】＞【    】＞【    】＞【    】＞【    】。 

答案：4.2；｜－
2
13 ｜；0；－3；－4 

能力指標：7-n-05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四、 單一選擇題 
編號：012568  難易度：中 
1.(   )在附圖的數線上，O 為原點，數線上的點 P、Q、R、S 所表示的數分別為 a、b、c、d，則下列哪一個大小關係是

正確的？ (Ａ)｜c｜＞｜b｜ (Ｂ)｜a｜＞｜c｜ (Ｃ)｜c｜＞｜d｜ (Ｄ)｜b｜＞｜a｜。 
P Q O R S

0 1a b c d

 

 
答案：(Ｂ) 

解析：觀察各點到原點 O 的距離，可得｜a｜＞｜d｜＞｜c｜，｜c｜＝｜b｜，故選(Ｂ) 
能力指標：7-n-05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69  難易度：中 
2.(   )如果｜a｜＝9，｜－b｜＝5，則｜－a｜＋｜b｜之值為下列何數？ (Ａ) 14 (Ｂ)－14 (Ｃ) 4 (Ｄ)－4。 
答案：(Ａ) 

解析：｜－a｜＝｜a｜＝9 
｜b｜＝｜－b｜＝5 
∴｜－a｜＋｜b｜＝9＋5＝14 

能力指標：7-n-05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五、 非選擇題-填充 
編號：012570  難易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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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果｜甲數｜＋5＝7，則甲數＝【    】。 
答案：2 或－2 
解析：｜甲數｜＝2 

∴甲數＝2 或－2 
能力指標：7-n-05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71  難易度：中 
2.數線上 A（a）、B（b）兩點，A 點在 B 點的右邊，且原點 O 在 A、B 兩點之間，則 a、b、0 的大小關係為【    

】＞【    】＞【    】。 
答案：a；0；b 
能力指標：7-n-04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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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第一章_整數與數線 

1-2_整數的加減

一、 非選擇題-填充 
編號：012572  難易度：中 
1.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１)（－31）＋22＝【    】。 
(２)（－5）＋（－7）＝【    】。 
(３) 490＋（－490）＝【    】。 
(４)（－369）＋0＝【    】。 

答案：(１)－9；(２)－12；(３) 0；(４)－369 
解析：(１)（－31）＋22＝－（31－22）＝－9 

(２)（－5）＋（－7）＝－（5＋7）＝－12 
能力指標：7-n-07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73  難易度：中 
2.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１) 15－21＝15＋【    】＝【    】。 
(２) 40－（－40）＝40＋【    】＝【    】。 
(３)（－18）－22＝（－18）＋【    】＝【    】。 
(４)（－12）－（－32）＝（－12）＋【    】＝【    】。 
(５)（－9）－2＝（－9）＋【    】＝【    】。 

答案：(１)－21；－6；(２) 40；80；(３)－22；－40；(４) 32；20；(５)－2；－11 
能力指標：7-n-07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二、 非選擇題-計算 
編號：012574  難易度：中 
3.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１) 35－20＋（－100） 
(２) 26＋（－4）＋（－22） 
(３)（－9）－2＋｜－43｜ 
(４)（－119）＋50＋19 
(５) 37－（－29）＋33－（－51） 
(６)－2019－（3712－2019） 
【解】 

答案：(１)原式＝15＋（－100）＝－（100－15）＝－85 
(２)原式＝26＋〔（－4）＋（－22）〕 

＝26＋（－26）＝0 
(３)原式＝（－11）＋43＝43－11＝32 
(４)原式＝〔（－119）＋19〕＋50 

＝（－100）＋50＝－（100－50） 
＝－50 

(５)原式＝37＋29＋33＋51 
＝（37＋33）＋（29＋51） 
＝70＋80＝150 

(６)原式＝－2019－3712＋2019 
＝（－2019＋2019）－3712 
＝－3712 

能力指標：7-n-06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75  難易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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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某地一週的最高氣溫與最低氣溫記錄如附表，則星期幾的溫差最大？ 
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最高氣溫

（℃） 5 4 2 4 0 －2 3

最低氣溫

（℃） 1 －1 0 －1 －4 －5 －3

【解】 
答案： 

星期 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最高氣溫

（℃） 5 4 2 4 0 －2 3 

最低氣溫

（℃） 1 －1 0 －1 －4 －5 －3

溫差 4 5 2 5 4 3 6 
∴星期六的溫差最大 

能力指標：7-n-06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三、 單一選擇題 
編號：012576  難易度：中 
1.(   )如果｜甲數｜＋｜乙數｜＝8，那麼甲數可能是下列哪一個數？ (Ａ)－30 (Ｂ)－9 (Ｃ) 6 (Ｄ) 11。 
答案：(Ｃ) 
能力指標：7-n-08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四、 非選擇題-計算 
編號：012577  難易度：中 
1.數線上有 A、B、C 三點，若 B 點為 A（－3）、C（－5）兩點的中點，求： 
(１)AC的長度是多少？ 
(２) B 點的坐標為何？ 
【解】 

答案：(１)AC＝（－3）－（－5） 
＝（－3）＋5 
＝2 

(２)∵B 點為 A、C 兩點的中點 
∴AB＝BC＝2÷2＝1 
由 A 坐標往左 1 個單位長可得－3－1＝－4 
即 B 點坐標為－4 

能力指標：7-n-08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五、 非選擇題-填充 
編號：012578  難易度：中 
2.如果｜甲數｜＝8，乙數＝－5，則甲數－乙數＝【    】。 
答案：13 或－3 
解析：｜甲數｜＝8，則甲數＝8 或－8 

(１)如果甲數＝8，則 
甲數－乙數＝8－（－5）＝8＋5＝13 

(２)如果甲數＝－8，則 
甲數－乙數 
＝（－8）－（－5）＝（－8）＋5 
＝－（8－5）＝－3 

能力指標：7-n-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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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六、 非選擇題-計算 
編號：012579  難易度：中 
3.已知鈺凱家、學校、郵局都在同一條數線上，且鈺凱家在學校與郵局的中點。如果學校的坐標是－15，鈺凱家的坐標是

－3，那麼郵局的坐標是多少？ 
【解】 

答案：學校和鈺凱家的距離＝｜（－15）－（－3）｜＝12 
－3＋12＝9 
∴郵局的坐標是 9 

能力指標：7-n-08 
認知向度：解題與思考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80  難易度：中 
4.數線上 A、B 兩點，其中 B 點坐標為－2，且AB＝5，求 A 點的坐標。 

 
【解】 

答案： 
B (－2)＋5＝3

－1 0 3 41 2－2－3－4－5－6 －7 

(－2)－5＝－7 

 
（－2）＋5＝3 
（－2）－5＝－7 
∴A 點的坐標為 3 或－7 

能力指標：7-n-08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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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第一章_整數與數線 

1-3_整數的乘除

一、 非選擇題-計算 
編號：012581  難易度：中 
1.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１) 5×（－30） 
(２)（－32）×（－5） 
(３)（－28）÷7 
(４)（－49）÷（－7） 
【解】 

答案：(１)原式＝－（5×30）＝－150 
(２)原式＝＋（32×5）＝160 
(３)原式＝－（28÷7）＝－4 
(４)原式＝＋（49÷7）＝7 

能力指標：7-n-07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82  難易度：中 
2.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１)（－2）×3×（－4） 
(２)（－25）×7×（－4）×5 
(３) 36÷〔（－2）×（－9）〕×（－5） 
(４)｜（－2）×15｜÷（－3）×2 
【解】 

答案：(１)原式＝〔－（2×3）〕×（－4） 
＝（－6）×（－4）＝＋（6×4）＝24 

(２)原式＝7×5×（－25）×（－4） 
＝35×100＝3500 

(３)原式＝36÷18×（－5） 
＝2×（－5）＝－10 

(４)原式＝｜－30｜÷（－3）×2 
＝30÷（－3）×2 
＝（－10）×2＝－20 

能力指標：7-n-06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83  難易度：中 
3.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１)（－8）÷4－3×2 
(２) 72×（－6）＋8×（－6） 
(３) 36－2×〔9－3×3×（－7）〕÷3 
(４)｜（－9）－（－2）｜×4÷（－2） 
(５) 18÷（－3）－｜8×（－3）＋（－2）｜ 
(６)｜49÷（－7）｜－2×〔（－3）×2－（－5）〕 
【解】 

答案：(１)原式＝〔－（8÷4）〕－6＝（－2）－6 
＝（－2）＋（－6）＝－8 

(２)原式＝（72＋8）×（－6）＝80×（－6）＝－480 
(３)原式＝36－2×〔9－9×（－7）〕÷3 

＝36－2×〔9－（－63）〕÷3 
＝36－2×72÷3 
＝36－144÷3 
＝36－48 
＝－12 

(４)原式＝7×4÷（－2）＝28÷（－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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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原式＝（－6）－｜（－24）＋（－2）｜ 
＝（－6）－｜（－26）｜ 
＝（－6）－26＝－32 

(６)原式＝｜－7｜－2×（－1）＝7＋2＝9 
能力指標：7-n-06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84  難易度：中 
4.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１)（3－7）×（－4）－2×｜36÷（－4）－9｜÷（－3） 
(２) 56×（－234）＋（－56）×66＋56×310 
【解】 

答案：(１)原式＝（－4）×（－4）－2×｜－9－9｜÷（－3） 
＝16－2×18÷（－3） 
＝16－（－12） 
＝28 

(２)原式＝56×（－234）＋56×（－66）＋56×310 
＝56×〔（－234）＋（－66）＋310〕 
＝56×10 
＝560 

能力指標：7-n-06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85  難易度：中 
5.吳迪玩填空遊戲，他想將－4、－3、－2、－1、0、1、2、3、4 等九個數，分別填入附圖的九個方格中，使得直、橫、

斜每排 3 個數的和都相等，而且每個數都不可以重複使用，求空格中 a 與 b 兩數的和。 
  

2 a b
  

【解】 
答案：∵（－4）＋（－3）＋（－2）＋（－1）＋0＋1＋2＋3＋4＝0 

又每排 3 個數的和＝0÷3＝0 
∴2＋a＋b＝0，a＋b＝－2 

能力指標：7-n-07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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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第一章_整數與數線 

1-4_指數律

一、 非選擇題-填充 
編號：012586  難易度：中 
1.將下列各式寫成指數記法的形式： 
(１) 13×13＝【    】。 
(２)（－2）×（－2）×（－2）＝【    】。 
(３)－7×7×7×7×7＝－7□

，□＝【    】。 
(４) 10×10×10×10＝10□

，□＝【    】。 
答案：(１) 132；(２)（－2）3；(３) 5；(４) 4 
能力指標：7-n-11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87  難易度：中 
2.寫出下列各式的值： 
(１) 53＝【    】。 
(２)（－2）3＝【    】。 
(３)（－3）2＝【    】。 
(４)－24＝【    】。 

答案：(１) 125；(２)－8；(３) 9；(４)－16 
能力指標：7-n-10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二、 非選擇題-計算 
編號：012588  難易度：中 
3.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１) 52＋120 
(２) 102－25 
(３) 23×52 
(４) 42÷23 
(５)（－3）4＋（－34） 
(６) 13－（－1）3＋（－1）4 
【解】 

答案：(１)原式＝25＋1＝26 
(２)原式＝100－32＝68 
(３)原式＝8×25＝200 
(４)原式＝16÷8＝2 
(５)原式＝81＋（－81）＝81－81＝0 
(６)原式＝1－（－1）＋1＝3 

能力指標：7-n-10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三、 非選擇題-填充 
編號：012589  難易度：中 
4.在下列空格中，填入適當的數： 
(１) 56×55＝5□，□＝【    】。 
(２)（－7）12 ÷（－7）4＝（－7）□

，□＝【    】。 
答案：(１) 11；(２) 8 
能力指標：7-n-11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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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2590  難易度：中 
5.計算下列各式的值，並填入空格中： 
(１) 3－4＝【    】。 
(２) 2－5＝【    】。 
(３)（－5）4÷（－5）11＝（－5）□

，□＝【    】。 
(４) 0.0001＝10□，□＝【    】。 
(５)〔（－2）3〕4＝（－2）□，□＝【    】。 
(６)（7×5）6＝7□×5△，□＝【    】，△＝【    】。 

答案：(１)
81
1
；(２)

32
1
；(３)－7；(４)－4；(５) 12；(６) 6；6 

能力指標：7-n-11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91  難易度：中 
6.在下列空格中，填入適當的數： 
(１) 2512＝（5□

）12＝5△
，□＝【    】，△＝【    】。 

(２) 245＝（2□
）15＝△15，□＝【    】，△＝【    】。 

(３)（34）2×35＝3□
，□＝【    】。 

(４)（25÷22）×29＝2□
，□＝【    】。 

(５)（2×3）5÷23÷32＝2□
×3△

，□＝【    】，△＝【    】。 
(６) 93÷35＝3□，□＝【    】。 

答案：(１) 2；24；(２) 3；8；(３) 13；(４) 12；(５) 2；3；(６) 1 
能力指標：7-n-11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四、 非選擇題-計算 
編號：012592  難易度：中 
7.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１) 22×（－3）3×52 
(２) 36－〔（－2）3×7＋62÷2〕 
(３)〔－（－4）2＋（－8）〕÷6－（－7） 
(４)｜（－5）2×22－4×72｜－（－34）÷9 
(５) 53÷（24＋32）＋（23）2÷4 
【解】 

答案：(１)原式＝4×（－27）×25＝（－27）×4×25 
＝（－27）×100＝－2700 

(２)原式＝36－〔（－8）×7＋31〕 
＝36－〔－56＋31〕＝36－（－25） 
＝36＋25＝61 

(３)原式＝〔－16＋（－8）〕÷6－（－7） 
＝（－24）÷6＋7＝（－4）＋7＝3 

(４)原式＝｜25×4－4×49｜＋34÷32 
＝｜（25－49）×4｜＋32 
＝24×4＋9＝96＋9＝105 

(５)原式＝125÷（16＋9）＋26÷22 
＝125÷25＋24＝5＋16＝21 

能力指標：7-n-10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1

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第一章_整數與數線 

1-5_科學記號

一、 非選擇題-填充 
編號：012593  難易度：中 
1.以科學記號表示法，記錄下列各數： 
(１) 4000000＝【    】。 
(２) 98100000000＝【    】。 
(３) 0.00000007＝【    】。 
(４) 0.0000000015＝【    】。 

答案：(１) 4×106；(２) 9.81×1010；(３) 7×10－8；(４) 1.5×10－9 
能力指標：7-n-12 
認知向度：記憶與理解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二、 非選擇題-計算 
編號：012594  難易度：中 
2.回答下列問題： 
(１)將 1.56×107 化成整數的形式，並判別它是幾位數。 
(２)將 2.1×10－4 化成小數的形式，並判別它從小數點後第幾位開始出現不是 0 的數字。 
【解】 

答案：(１) 1.56×107＝15600000，八位數 
(２) 2.1×10－4＝0.00021，小數點後第四位開始出現不是 0 的數字 

能力指標：7-n-12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三、 非選擇題-填充 
編號：012595  難易度：中 
3.比較下列各小題中 a、b 的大小： 
(１) a＝1.234×1011、b＝9.87×1010。答：【    】。 
(２) a＝1.234×10－6、b＝9.87×10－5。答：【    】。 

答案：(１) a＞b；(２) a＜b 
能力指標：7-n-12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四、 非選擇題-計算 
編號：012596  難易度：中 
4.計算下列各式的值，並以科學記號表示其結果： 
(１)（4×104）×（2×102） 
(２) 1011÷（2×103） 
(３) 6×105－7×104 
(４) 2.15×108＋9.36×108 
【解】 

答案：(１)原式＝4×2×104×102＝8×106 

(２)原式＝ 3

11

102
10
×

＝ 3

10

102
1010

×
×

＝5×107 

(３)原式＝6×10×104－7×104 
＝（60－7）×104＝53×104 
＝5.3×10×104＝5.3×105 

(４)原式＝（2.15＋9.36）×108 
＝11.51×108＝1.151×10×108 
＝1.151×109 

能力指標：7-n-12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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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97  難易度：中 
5.已知 1 天文單位（地球與太陽的平均距離）約為 1.5×1011 公尺。如果有一顆小行星與地球的距離是 4.3 天文單位，則這

顆小行星與地球的距離大約是多少公尺？（以科學記號表示） 
【解】 

答案：（1.5×1011）×4.3＝6.45×1011（公尺） 
能力指標：7-n-12 
認知向度：解題與思考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98  難易度：中 
6.「莫耳」是化學上計量的單位，1 莫耳的銅有 6×1023 個銅原子，求 50 莫耳的銅共有幾個銅原子？（以科學記號表示） 
【解】 

答案：（6×1023）×50＝6×50×1023＝300×1023＝3×1025（個） 
能力指標：7-n-12 
認知向度：解題與思考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599  難易度：中 
7.宇宙中有一顆恆星爆炸了，經過數年後，爆炸的光線傳到了地球。已知 1 光年（光前進 1 年所走的距離）約為 9.5×1015 

公尺，且這顆恆星爆炸時，距離地球大約是 1.52×1017 公尺，那麼當時爆炸的光線大約經過多少年才傳到地球？（以科學

記號表示） 
【解】 

答案：（1.52×1017）÷（9.5×1015） 
＝（1.52÷9.5）×（1017÷1015） 
＝0.16×102 
＝1.6×10（年） 

能力指標：7-n-12 
認知向度：解題與思考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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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第一章_整數與數線 

◎第一章_總習題

一、 非選擇題-填充 
編號：012600  難易度：中 
1.下列敘述正確打○，不正確打╳： 
(１)數線上每個單位長皆是 1 公分。 
(２)距離原點愈近的點，所表示的數之絕對值愈小。 
(３)如圖，在數線上 4 和－2 所表示的點，位於 1 的兩側，且與 1 的距離皆為 3 個單位長，所以 4 和－2 互為相反數。 

3

－1 0 3 41 2－2－3－4 －5 

3

5

 

 
(４)任何不等於 0 的數，其絕對值一定大於 0。 
(５)想求出數線上 A、B 兩點的距離，只要將此兩點所代表的數相減，即可求得。 
(６) 23×24＝27。 
(７) 35－33＝32。 
(８)「52.4×107」是科學記號表示法。 
答：(１)【    】；(２)【    】； 

(３)【    】；(４)【    】； 
(５)【    】；(６)【    】； 
(７)【    】；(８)【    】。 

答案：(１)╳；(２)○；(３)╳；(４)○；(５)╳；(６)○；(７)╳；(８)╳ 
解析：(１)數線上的單位長只要是適當長度即可，不一定是 1 公分 

(３)在數線上，位於原點左右兩側且與原點距離相等的兩點，才會互為相反數 

(５)將數線上 A、B 兩點所代表的數相減後，取其絕對值才是此兩點的距離 

(７) 35－33＝243－27＝216 
(８) 52.4＞10，不是科學記號表示法； 

52.4×107＝5.24×108，才是科學記號表示法 
能力指標：7-n-04,7-n-05,7-n-11,7-n-12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01  難易度：中 
2.最大的負整數是【    】；最小的正整數是【    】。 
答案：－1；1 
能力指標：7-n-04 
認知向度：記憶與理解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02  難易度：中 
3.三個正整數與五個負整數相乘，其結果為【    】整數。（填正或負） 
答案：負 
能力指標：7-n-07 
認知向度：記憶與理解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二、 單一選擇題 
編號：012603  難易度：中 
1.(   )如圖，數線上 A、B、C、D 四點所代表的數中，何者的絕對值最大？ (Ａ) A 點 (Ｂ) B 點 (Ｃ) C 點 (Ｄ) D 

點。 
D 

0

C BA

 
答案：(Ｄ) 

能力指標：7-n-05 
認知向度：記憶與理解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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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012604  難易度：中 
2.(   )下列四個式子的運算結果，哪一個正確？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甲：－2＋3＝5 
乙：（－4）＋（－6）＝10 
丙：－9－3＝－6 
丁：－3－4＝－7 
答案：(Ｄ) 

能力指標：7-n-06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三、 非選擇題-計算 
編號：012605  難易度：中 
1.比較下列各數的大小關係： 
－412、361、｜－214｜、－｜－436｜、250 
【解】 

答案：｜－214｜＝214，－｜－436｜＝－436 
∴361＞250＞｜－214｜＞－412＞－｜－436｜ 

能力指標：7-n-05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四、 非選擇題-填充 
編號：012606  難易度：中 
2.如圖，已知數線上 A（a）、B（b）兩點，在下列空格中填入＞或＜： 

A(a)

0

B(b)

3－3

 

 
(１) a【    】b。 
(２)｜a｜【    】｜b｜。 
(３) a＋b【    】0。 
(４) b－a【    】0。 

答案：(１)＞；(２)＜；(３)＜；(４)＜ 
能力指標：7-n-08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五、 非選擇題-計算 
編號：012607  難易度：中 
3.計算下列各式的值： 
(１) 70－60＋（－45） 
(２) 64÷（－8）×2 
(３) 32×（－13）＋68×（－13） 
(４) 8－2×｜（－3）×5－4｜ 
(５) 22×（－5）2－（－15）×2 
(６) 9－23＋（－3）×2＋15 
【解】 

答案：(１)原式＝10＋（－45）＝－（45－10）＝－35 
(２)原式＝－8×2＝－16 
(３)原式＝（32＋68）×（－13） 

＝100×（－13）＝－1300 
(４)原式＝8－2×｜－15－4｜ 

＝8－2×19＝8－38＝－30 
(５)原式＝4×25－（－30）＝100＋30＝130 
(６)原式＝9－8＋（－6）＋15＝10 

能力指標：7-n-06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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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08  難易度：中 
4.如圖，有一塊 T 形木板，求其面積。（每個角皆為直角） 

 

42 公分

86 公分

42 公分

114 公分

 
【解】 

答案：42×114＋42×86 
＝42×（114＋86） 
＝42×200 
＝8400（平方公分） 

能力指標：7-n-06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09  難易度：中 
5.野田和班上四位同學一起租了一個球場打羽球，每次 4 人上場打雙打，在 60 分鐘的租借時間，5 人輪流上場，而且每

個人上場打球的時間均相同，則每人上場多少分鐘？ 
【解】 

答案：∵每次有 4 人上場，且時間相同 
∴打球的總時間為 60×4＝240（分） 
有 5 人輪流上場 
∴每人上場時間為 240÷5＝48（分） 

能力指標：7-n-06 
認知向度：解題與思考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10  難易度：中 
6.計算下列各式的值，並以科學記號表示其結果： 
(１)（2×108）×（3×104） 
(２)（4×103）÷（5×10－5） 
【解】 

答案：(１)原式＝2×3×108×104 
＝6×108＋4 
＝6×1012 

(２)原式＝（4÷5）×108 
＝0.8×108 
＝8×10－1×108 
＝8×107 

能力指標：7-n-12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11  難易度：中 

7.將 5105
1

×
化為科學記號表示法。 

【解】 

答案： 5105
1

×
＝

5
1
× 510

1
＝0.2×10－5＝2×10－6 

能力指標：7-n-12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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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12  難易度：中 
8.數線上有 A、B、C 三點，A 點坐標為－9，C 點坐標為－4，若 C 點為 A、B 兩點的中點，求： 
(１)AC的長度是多少？ 
(２) B 點的坐標為何？ 
【解】 

答案：(１)AC＝（－4）－（－9）＝5 
(２)∵C 點為 A、B 兩點的中點 

∴AC＝CB＝5 
由 C 點往右 5 個單位長可得－4＋5＝1 
∴B 點坐標為 1 

能力指標：7-n-08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13  難易度：中 
9.數線上 A、B、C 三點所代表的數分別是 a、1、c，且｜c－1｜－｜a－1｜＝｜a－c｜。若 B 點在 C 點的左邊，則在下

列括號中，填入 A、B、C 三點的位置關係。 

 
【解】 

答案： 
 （B） （A） （C）

 
｜c－1｜表示 B、C 兩點的距離，即BC的長度 
｜a－1｜表示 A、B 兩點的距離，即AB的長度 
｜a－c｜表示 A、C 兩點的距離，即AC的長度 
｜c－1｜－｜a－1｜＝｜a－c｜，表示BC－AB＝AC 
BC＝AC＋AB 

∵B 點在 C 點的左邊 
∴A、B、C 三點的位置關係如上圖 

能力指標：7-n-08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14  難易度：中 
10.比較下列各數的大小： 

(１)（－2）5、（－2）4、（－2）3 
(２) 210、46、83 
【解】 

答案：(１)（－2）5＜（－2）3＜（－2）4 
(２) 83＜210＜46 

能力指標：7-n-11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15  難易度：中 
11.高雄石化氣爆事件，社會各界發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踴躍捐款，救助金專戶截至 2014 年 8 月 11 日止，累

計收到捐款總金額約為 28 億 4000 萬元，試將此金額以科學記號表示。 
【解】 

答案：28 億 4000 萬 
＝2840000000 
＝2.84×109（元） 

能力指標：7-n-12 
認知向度：解題與思考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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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16  難易度：中 
12.美國 NASA 發射的無人太空船以光速向地球傳送一筆資料，傳送時間需要 1 小時 6 分 40 秒。如果光速約為每秒 3×10 8 

公尺，那麼無人太空船傳送資料時距離地球大約是多少公尺？（以科學記號表示） 
【解】 

答案：1 小時 6 分 40 秒＝66 分 40 秒＝4000 秒 
（3×108）×4000＝12000×108＝1.2×1012（公尺） 

能力指標：7-n-12 
認知向度：解題與思考 
主題：指數律與科學記號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17  難易度：中 
13.高爾夫起源於蘇格蘭，以總桿數最少者獲勝，而標準桿是指球員根據設計應當完成的桿數。相關計分方式如下： 

計分 術語 定義 
－2 Eagle（老鷹） 少於標準桿 2 桿

－1 Birdie（小鳥） 少於標準桿 1 桿

0 Par（平標準桿） 等於標準桿 
1 Bogey（柏忌） 多於標準桿 1 桿

2 Double Bogey 
（雙柏忌） 多於標準桿 2 桿

例：小慧在一個標準桿 4 桿的洞，打了 6 桿才進洞，那麼小慧在這個球洞的計分是＋2 分，也就是她在這洞獲得一個 

Double Bogey。 
若天才球場的 18 個球洞中，標準桿 5 桿的有 4 個球洞、標準桿 4 桿的有 10 個球洞、標準桿 3 桿的有 4 個球洞，此球場

的標準桿為 72 桿。回答下列問題： 
(１)士洋打完全部的 18 洞，總計分為－5 分，則他總共打了幾桿？ 
(２) 18 洞的比賽中，小慧在前 15 洞共打出 61 桿，阿森在前 15 洞領先小慧 2 桿，剩下的 3 個球洞，標準桿分別為 4 桿

，3 桿及 5 桿。若阿森在這 3 洞獲得了一隻 Eagle，一隻 Birdie，及一個 Bogey，則阿森在這 18 洞共打出幾桿？ 
【解】 

答案：(１) 72－5＝67（桿） 
(２)阿森在前 15 洞共打出 61－2＝59（桿） 

59＋（4＋3＋5－2－1＋1）＝69（桿） 
能力指標：7-n-06 
認知向度：解題與思考 
主題：整數與數線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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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用國中第一冊一上 

第二章_分數的運算 

2-1_質因數分解

一、 非選擇題-填充 
編號：012618  難易度：中 
1.182、165、236、437、639、1947 六數中： 
(１)含有因數 2 的數：【    】。 
(２)含有因數 3 的數：【    】。 
(３)含有因數 4 的數：【    】。 
(４)含有因數 5 的數：【    】。 
(５)含有因數 9 的數：【    】。 
(６)含有因數 11 的數：【    】。 

答案：(１) 182、236；(２) 165、639、1947；(３) 236；(４) 165；(５) 639；(６) 165、1947 
能力指標：7-n-02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因數與倍數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二、 非選擇題-計算 
編號：012619  難易度：中 
2.在下列各題中，將正確的打「ˇ」： 
(１)□ 13 是 234 的因數 □ 13 是質數 □ 13 是 234 的質因數 
(２)□ 1 是 91 的因數 □ 1 是質數 □ 1 是 91 的質因數 
(３)□ 4 是 4 的因數 □ 4 是質數 □ 4 是 4 的質因數 
(４)□ 7 是 97 的因數 □ 7 是質數 □ 7 是 97 的質因數 
【解】 

答案：(１)∵234÷13＝18 …餘 0 ∴13 是 234 的因數 
又 13 是質數 ∴13 是 234 的質因數 
□̌ 13 是 234 的因數 □̌ 13 是質數 □̌ 13 是 234 的質因數 

(２)∵91÷1＝91 …餘 0 ∴1 是 91 的因數 
又 1 不是質數 ∴1 不是 91 的質因數 
□̌ 1 是 91 的因數 □ 1 是質數 □ 1 是 91 的質因數 

(３)∵4÷4＝1 …餘 0 ∴4 是 4 的因數 
又∵4 是合數不是質數 ∴4 不是 4 的質因數 
□̌ 4 是 4 的因數 □ 4 是質數 □ 4 是 4 的質因數 

(４)∵97÷7＝13 …餘 6 ∴7 不是 97 的因數 
□ 7 是 97 的因數 □̌ 7 是質數 □ 7 是 97 的質因數 

能力指標：7-n-02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因數與倍數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20  難易度：中 
3.寫出所有比 20 小的質數，並將 20 的所有質因數圈起來。 
【解】 

答案：○2 、3、○5 、7、11、13、17、19 
能力指標：7-n-02 
認知向度：記憶與理解 
主題：因數與倍數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21  難易度：中 
4.將下列各數作質因數分解，並寫成標準分解式： 
(１) 48 
(２) 595 
(３) 630 
(４) 924 
【解】 

答案：(１) 48＝2×2×2×2×3＝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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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48
2 24

2 12
2 6

3

     

    

　　

 

(２) 595＝5×7×17 
5 595
7 119

17
 　  

(３) 630＝2×3×3×5×7＝2×32×5×7 
2 630
3 315
3 105
5 35

7

 

(４) 924＝2×2×3×7×11＝22×3×7×11 
2 924
2 462
3 231
7 77

11

 

能力指標：7-n-02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因數與倍數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22  難易度：中 
5.如果一個長方形的長是 a，寬是 b（a、b 是整數且 a＞b），若其面積是 210，則這樣的長方形有多少個？ 
【解】 

答案：∵210＝1×210＝2×105＝3×70＝5×42 
＝6×35＝7×30＝10×21＝14×15 

∴有 8 個長方形符合條件 
能力指標：7-n-02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因數與倍數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23  難易度：中 
6.已知 5432 □是一個五位數，回答下列問題： 
(１)如果 5432 □是 2 的倍數，則□可能是哪些數？ 
(２)如果 5432 □是 3 的倍數，則□可能是哪些數？ 
(３)如果 5432 □是 6 的倍數，則□可能是哪些數？ 
(４)如果 5432 □是 5 的倍數，則□可能是哪些數？ 
(５)如果 5432 □是 10 的倍數，則□可能是哪些數？ 
(６)如果 5432 □是 4 的倍數，則□可能是哪些數？ 
(７)如果 5432 □是 11 的倍數，則□可能是哪些數？ 

 
【解】 

答案：(１) 0、2、4、6、8 
(２) 1、4、7 
(３) 4 
(４) 0、5 
(５) 0 
(６) 0、4、8 
(７) 5＋3＋□＝8＋□，4＋2＝6 

8＋□－6＝2＋□ ∴□＝9 
能力指標：7-n-02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因數與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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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編號：012624  難易度：中 
7.如果 a、b 皆為 84 的因數（a＞b），且 a＋b＝20，求 a、b 兩數各為多少？ 
【解】 

答案：84 的因數： 
1、2、3、4、6、7、12、14、21、28、42、84 
其中 6＋14＝20 
又 a＞b 
因此 a＝14，b＝6 

能力指標：7-n-02 
認知向度：操作與使用 
主題：因數與倍數 
出處：習作(圖形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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