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西松國小 109學年度五下數學平時測驗—(九)容積與容量 
五年   班 座號：    姓名：            家長簽章： 

一、選擇題：每題 2 分，共 10分 

(   )1.體積為 1 立方公尺的水是幾公秉？ 

① 0.001 公秉 ② 1 公秉 ③ 10 公秉   

 ④ 1000 公秉 

(   )2.將裡面長 12 公分、寬 10 公分、高 8 公           

分的長方體容器裝滿水，完全倒入一個   

裡面邊長 10 公分的正方體容器，此時水

會如何？  ①裝不滿  ②剛好裝滿  

③水會溢出 ④無法判斷 

(   )3.有一個長方體魚缸，裡面長 40 公分、    

寬 30 公分，裡面裝水，水高 20 公分，  

放入 7 條魚後，水上升到 21.2 公分， 

這 7 條魚的體積共是幾立方公分？  

①1200 立方公分 ②1440 立方公分  

③24000立方公分 ④25440 立方公分 

(   )4.有一個正方體容器，將每邊的邊長都減   

少一半，則容積減少原本的幾分之幾？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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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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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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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④

 7 

 8 
 

(   )5.有一個長方體盒子，裡面長 160 公分、   

寬 90 公分、高 60 公分，放入一個長 90 

公分、寬 20 公分、高 15 公分的長方體

木塊後，剩下的容量是幾公升？ 

 

①864 公升 ②27 公升 ③837000 公升 

④837 公升 

 

二、填入＞、＜或＝：每格 2 分，共 12分 

(1) 79 公升  (  )  0.79 公秉 

(2) 3.2 公升 (  )  3200 立方公分 

(3) 5 公秉 23 公升 (  ) 5230 公升 

(4) 1 公秉 23 公升(  ) 1230 公升 

(5) 0.084 公秉 (  )  8400 立方公分 

(6) 3.15 公秉  (  )  315000 立方公分 

 

三、看圖填填看：每格 2 分，共 8 分 

  

(1)水面上升(   ）毫升 

(2)一顆彈珠的體積是   

(    )立方公分 

  

(1)水面上升(   )毫升 

(2)球的體積是（   ）

立方公分 

 

四、填填看：每格 2 分，共 30分 

(1)依據各容器的容量回答下面問題： 

 

甲. 

2  公升 

乙. 

8 0 0  毫升 

丙. 

4 0  毫升 
 

○1 甲容器的容積是（    ）立方公分。 

○2 乙容器的容積是（    ）立方公分。 

○3 丙容器的容積是（    ）立方公分。 

(2)將體積 75 立方公分的積木，放進裝有 320  

毫升水的量杯中，完全沉入，且水沒有溢 

出，水面會上升（   ）毫升。 

(3)（    ）毫升的水，體積是 1000 立方公分。 

(4)有一個正方體盒子，容積是 8000cm
3
，容量  

是（  ） 。 

(5) 0.9 公升的水和（     ）立方公分的水 

一樣多。 

(6) 8 公秉 70 公升 ＝（     ）公秉 

＝（     ）公升 

(7) 4500 立方公分＝(    )公升(    )毫升 

(8) 32.01 公秉＝（    ）公秉（    ）公升 

(9) 800 c.c. ＝（    ）毫升 

＝（    ）立方公分 



五、應用題︰每題 5 分，共 40分 

(1)有一個長方體盒子，裡面長 28 公分、寬 16  

   公分、高 20 公分，放入一個長 15 公分、寬  

8 公分、高 5 公分的長方體積木後，剩下的

容積是幾立方公分？ 

 

 

 

 

 

 

(2)有一個長方體水箱，裡面長 25 公分、寬 15

公分、高 15 公分，現在水深 10 公分，要讓

水箱達到滿水位，需要丟進幾個 1 立方公分

的鐵塊？ 

 

 

 

 

 

 

(3)有一個長方體的魚缸，裡面的長 90 公分、寬   

70 公分、高 80 公分，這個魚缸的容積是幾   

立方公分？容量是幾公升？ 

 

 

 

 

 

 

 

 (4)裡面長 80 公分、寬 70公分、高 50公分的

長方體容器中放入 5 個相同的鉛塊，完全沉入

後，水深由 34 公分上升到 38 公分，每個鉛塊

的體積是幾立方公分？ 

 

 

 

 

 

 

(5)一個裡面長 16 公分、寬 16 公分的長方體玻 

璃缸，裝水高度是 12 公分，放入鉛球後，水 

面高度升到 14 公分，鉛球的體積是幾立方公

分？ 
 

16cm 16cm 
16cm 16cm 

14cm 12cm 

 

 

 
 

 

 (6)有一個長方體的水族箱，容量是 9 公升，已 

知水族箱裡的長是 25 公分，寬是 18 公分，

水族箱裡的高是幾公分？ 

 

 

 

 

 

 

 

(7)在一個裡面長 40 公分、寬 35 公分、高為 30  

公分的長方體容器中，裝水至 25 公分，後丟 

入一個體積為 2800 立方公分的鉛塊，這個容 

器的水面高度上升至幾公分？ 

 

 

 

 

 

 

 (8)有一個無蓋的正方體水槽，外面的邊長是 33

公分，厚度為 1.5 公分，這個水槽的容積是

幾立方公分？容量是幾公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