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立嘉義高中102學年度科學班第二階段複試-化學實作評量試題
（原子量：Ag＝108，Cu＝63.5，H＝1，C＝12，Ca＝40，O＝16，N＝14，Cd＝112，Fe＝56）
一、選擇題:每題2分，共18題<多選全對才給分>
1. 在0℃及一大氣壓時，一些氣體之密度如下表。在一定
氣體
分子式 密度(g/L) 分子量
的溫度、壓力時，由表列資料推論氣體體積的特性，
H2
0.090
2.02
氫
有關推論的敘述如下：
CH4
0.717
16.0
甲烷
甲、1 莫耳的氣體體積相近
NH3
0.772
17.0
氨
乙、氣體體積的大小由構成氣體分子的原子數決定
N2
1.250
28.0
氮
NO
1.340
30.0
一氧化氮
丙、氣體體積的大小由構成氣體的分子量決定
O2
1.429
32.0
氧
丁、氣體體積的大小由構成氣體分子的原子種類決定
戊、氣體分子每莫耳的體積與密度無比例關係
上述推論哪幾項正確？
(A) 甲、乙 (B) 丙、丁 (C) 甲、戊 (D) 丁、戊
2. 已知鋅 (Zn) 與酸溶液反應可生成氫氣 (H2)。今進行下列兩組實驗，並測量各反應進行時，所生成氫
氣量與時間的關係。
(甲) 取 10.0 克的鋅 (Zn) 塊，加於過量1.0 M 的鹽酸溶液中。
(乙) 取 5.0 克的鋅 (Zn) 粉，加於過量1.0 M 的鹽酸溶液中。
現將實驗所得數據作圖，縱座標為生成氫氣的量，橫座標為反應時間，下列圖形何者正確？

3. 將銅片放入硝酸銀溶液中，等銅片表面附有一層金屬銀後取出，洗淨、乾燥，然後稱得其重量增加 1.0
克，則在銅片上析出的銀重量約為多少克？
(A) 1.0 (B) 0.006 (C) 0.4 (D) 1.4。
4. 原體積 550 mL O2 進行放電產生 O3，反應後在同溫、同壓下，其體積變為 400 mL，則最後混合氣體的
平均分子量為多少？(提示：同溫、同壓下同體積之氣體具有相同分子數)
(A)34 (B) 37 (C)40 (D) 42 (E) 44。
5. 早期化學家以 O2－32 為分子量的比較標準，定義出各氣體的分子量。求法為：同溫同壓下和 32 克氧
同體積的任何氣體，其重為該氣體的分子量。若當初規定 O2－40 為分子量比較標準，則下列推論何者
正確?
(A) 氧的莫耳質量為 16 g/mol
(B)碳的莫耳質量為 12 g/mol

20
克
6.02  10 23
(D)一莫耳 C60 的質量約為 900g
(E)亞佛加厥常數為 6.02×1023 個/mol
6. 市售的暖暖包，主要成分為鐵屑、碳粉、蛭石、木屑、少量的氯化鈉、水等。使用時需打開塑膠袋搓
揉就會放出熱量。使用完後會產生大量的鐵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暖暖包發生離子沉澱反應而放熱
(B)屬於燃燒反應
(C)這一類型之暖暖包可以重複使用
(D)碳粉為氧化劑
(E)氯化鈉的存在加速鐵粉氧化的速率
7. 奈米技術的研究是當前世界科技研究的重要課題。 西元1998 年科
學家合成了奈米氮化鎵，已知鎵 (Ga) 和氮的原子結構示意圖如右
（圓圈內數字代表該元素原子的質子數），則氮化鎵的化學式最可
能為下列何者？
(C)一個氧原子的質量為

(A) GaN

(B) Ga2N3

(C) Ga3N2

(D) Ga5N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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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取 pH＝12 的 A、B 兩種一元鹼溶液各 1 mL，分別加水稀釋到 1000 mL，其 pH 值與溶液體積 V 的關
係如下圖所示，只知 x ＞ 7，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稀釋前 A、B 兩溶液的濃度必相等
(B) A、B 兩溶液可能皆為不完全解離之弱鹼
(C)若 x＝9 時，則 A 為弱鹼，B 為強鹼
(D)若 x＝9 時，則稀釋過程中，因溶液 B 的解離度有變大之趨勢，故 OH－莫耳數變多，[OH－]變大。

[題組一]請回答第 9~10 題
食物是人類維持生命的必需品。 每餐進食後，食物在人體內被分解成許多營養素，這些營養素可分為：
醣類、蛋白質、脂肪、礦物質、水和維生素等六類。 身體利用這些營養素，人類才能進行各活動。 其中
醣類的主要功能是提供能量，醣類都是由碳、氫、氧三種元素所組成，而大部分的氫與氧的比例為 2:1，
與水 (H2O) 相同，因此早期醣類化學式寫為 Cm(H2O)n，故稱為碳水化合物。 實際上，水分子不存在於醣
類的結構中。 依化學結構之不同，醣類可分為單醣、雙醣及多醣。
9. 下列關於醣類的敘述，何者正確？
(A)所有醣類，無論單醣、雙醣和多醣，皆可溶於水
(B)乳糖是雙醣，而半乳糖是單醣，所以半乳糖的分子量是乳糖的一半
(C)醣類是碳水化合物，含 C、H、O 三元素
(D)葡萄糖可在氧中燃燒生成二氧化碳和水，但葡萄糖在生物體內反應生成二氧化碳和水時，不是燃燒
反應，所以葡萄醣在生物體內的反應不屬於氧化反應
(E)醣類屬於人工合成的化合物，無法在自然界中生成。
10. 下列各物質中，何組不可能是同分異構物？
(A)澱粉、纖維素 (B)葡萄糖、果糖 (C)蔗糖、乳糖 (D)果糖、半乳糖

(E)麥芽糖、蔗糖

[題組二] 請回答第 11~12 題
「化學多米諾實驗」是利用化學反應中氣體產生的壓力，使多個化學反應依次發生（整個反應只需要
第一個反應發生，就好像多米諾骨牌遊戲一樣）。以下就是一個「化學多米諾實驗」，如附圖所示，A～H
各裝置中分別盛裝的物質為：A－稀硫酸；B－鋅粒；C－3％H2O2 溶液；D－MnO2；E－某溶液；F－某塊
狀固體；G－滴有廣用指示劑的蒸餾水；H－足量澄清石灰水，且各裝置的氣密性非常好。試回答下列問
題：

11. 反應開始後，若 G 試管中出現黃色，H 試管中有白色沉澱生成，則有關 E 試管與 F 試管中的物質，下
列選項何者較有可能？ (A) E－食鹽水；F－鈉粒 (B) E－濃硝酸；F－銅塊
(C) E－氫氧化鈉溶液；F－胃藥片 (D) E－稀鹽酸；F－大理石
12. 承上 G 試管中會出現黃色，是因為哪一個氣體通入試管中？
(A)氯化氫 (B)一氧化碳 (C)二氧化碳 (D)二氧化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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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三] 請回答第 13~14 題
O
OH
阿斯匹靈 (學名乙醯柳酸) 其結構式如右圖所示，是一般大眾熟悉的藥物之
C
一。 在許多歐美國家，更可以用「居家常備藥品」來形容。 阿斯匹靈主要的
O
功用為解熱、鎮痛，而最新研究顯示，阿斯匹靈也能預防心臟病、阿茲海默症
C
語癌症。但服用阿斯匹靈時往往會帶來許多副作用，例如心口灼熱、耳鳴、暈
O
眩、頭痛等。 所以這個看似全能的止痛藥，卻也可能產生致命的副作用。
13. 下列有關阿斯匹靈的敘述，何者正確？
(A)阿斯匹靈為酸性物質，若服用過量的阿斯匹靈而中毒時，可利用酸鹼中和原理，用氫氧化鈉來中和
(B)阿斯匹靈具有苯環結構，但不屬於芳香烴
(C)阿斯匹靈有羧基，故阿斯匹靈為一種強酸
(D)阿斯匹靈分子具有酯和羧酸官能基
(E)除了有胃部疾病的患者外，其他所有人均適合無用阿斯匹靈。
14. 由分子結構圖中可判斷，阿斯匹靈的分子式應為下列何者？
(A)C9H8O4

(B)C9H6O4

(C)C8H10O4

(D)C8H8O4 (E)C8H6O4

15. 有關等重的 C2H2 與 C6H6 兩化合物，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實驗式相同
(B)各成分元素之重量百分組成相同
(C)含有相同之分子數
(D)含有相同之原子數 (E)等重的此兩種化合物完全燃燒，所消耗的氧氣量相同
16. 將 An＋、Bm－ 的同濃度的水溶液，按下列體積混合得沉澱量如圖，此沉澱物之化學式可能為何？
(應選二項，全對才給分)
(A) Ag2S

(B) BaSO4

(C)PbI2

(D)Fe(OH)2

(E)Al(OH)3

17. 有關酸鹼中和反應之敘述，下列哪些正確？(應選二項，全對才給分)
(A) 酸與鹼相遇會發生中和反應，仍維持原來個別酸鹼性質
(B) 鹽酸（HCl）與氫氧化鈉（NaOH）中和反應的離子反應式為
H＋(aq)＋OH－(aq) → H2O ( )
(C) 胃酸過多時，服用胃藥是酸鹼中和的應用
(D) 檸檬汁太酸，可以藉由加入糖分予以中和，以減低酸度
(E) 酸鹼中和時，酸的莫耳數等於鹼的莫耳數
18. 水溶液中的離子反應實驗，各試劑及已知物皆為 0.1M 水溶液，未知物則由 Pb(NO3)2、AgNO3、Zn(NO3)2、
Mg(NO3)2 之 0.2M 水溶液中任取兩種以等體積混合而成。請參考表中結果，推論哪些正確?(符號[＋]
表示有沉澱，[－]表示無沉澱) (應選三項，全對才給分)
(A) 未知物 A 必含 Pb2+
(B) 未知物 B 必含 Zn2+
(C) 未知物 A 必不含 Mg2+
(D) 未知物 B 必不含 Mg2+
(E) 未知物 B 必不含 Ag+
試劑

已知物

未知物

Na2SO4

Pb(NO3)2
＋

AgNO3
－

Zn(NO3)2
－

Mg(NO3)2
－

A
＋

B
－

NaCl

＋

＋

－

－

＋

－

Na2S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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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充題:每格2分，共32格
1. Cu，Hg，Ag，Au，W，Na 等 6 個金屬中：
1 ____。(2)熔點最高的是___○
2 ___。(3)熔點最低的是___○
3 ___。
(1)延展性最好的是____○
2. 配合題：A 欄為物質的特性，B 欄為物質的類型，請給予配對。
A欄
B欄
甲：具黃色光澤固體，具導電性。
(a)分子固體
(b)金屬固體
乙：非導體，在 650C 熔化成可導電液體。
丙：為一白色固體，不導電，熔點 770C 易溶於水而導電。 (c)離子固體
丁：為一紅色固體，具刺激臭味、熔點 170C。
4 ______(填 a、b 或 c)。(2)乙是______○
5 ______(填 a、b 或 c)。
(1)甲是______○
6 ______(填 a、b 或 c)。(4)丁是______○
7 ______(填 a、b 或 c)。
(3)丙是______○
3. 原子理論的發展是許多科學家相繼研究不斷努力的成果，可用來幫助人們「看無法看到的物，了解不
易了解的事」。 下面這些重要的科學發展或理論，分別為哪一位科學家提出的貢獻？
(A)道耳吞 (B)拉塞福
(C)湯姆遜（湯木生） (D)拉瓦節
(E)法拉第 (F)門得列夫 (G)莫色勒（莫斯萊） (H)查兌克
8 ___(填代號即可)
(1)由陰極射線管實驗發現電子者___○
9 __(填代號即可)
(2)提出質量守恆定律者___○
10 ___(填代號即可)。
(3)用 α 粒子散射實驗而發現原子核，而提出原子模型者__○
11 ___(填 92 或 98)
4. 辛烷值 92 與 98 的汽油比較，較適合高壓縮比的汽車使用的是？____○
12 ___
5. (1)氯化鈉的離子晶體中，每個氯離子最接近的氯離子有幾個？____○
13 _____
(2)C60 分子中，碳-碳單鍵與碳-碳雙鍵的總和為______○

NaCl 單位晶格

C60
6. 反應 4HBr(g)＋O2(g)2H2O(g)＋2Br2(g)，若在定溫的 10 L 容器中，2 min 會消耗 HBr 0.8 莫耳，求：
－
14 ____ (2)求 Br 之生成速率為何 Mmin 1？___○
15 ____
(1)HBr 之消耗速率為若干 Mmin－1？____○
2
7. 對 2CrO42( aq ) ＋2H＋(aq)

Cr2O7

2

( aq )

＋H2O(l)平衡系而言，

16 ______(填向左或向右)，
(1)若加入 NaOH(aq)時，則平衡移動的方向是______○
17 ______(填變大或變小)。
(2)若加入多量的 Ba(NO3)2(aq)，則新平衡達成時[Cr2O72－]將______○
18 ____(求至小數點後第一位)。
8. 自然界中鎂的同位素含量如下，試求鎂的平均原子量 ___○
同位素
含量
原子量(amu)
24
Mg
79.0%
24.0
25
Mg
10.0%
25.0
26
Mg
11.0%
26.0
19 __。
9. 工業上常用乙炔氧焰來焊接及切割金屬，乙炔氧焰之反應式為(需以最簡整數平衡，全對才給分)__○
20 ___%。
11. 某化學工廠之廢水中含有鎘離子(Cd2＋)的重量百分率為 3 ppm。此廢水中之 Cd2＋含量應為__○
2+
3+
12. 鐵鏽一般以 Fe3O4 表示，因為樣品中有 FeO 與 Fe2O3，其中 Fe 與 Fe 含量不一定相等，若一樣品化學
21 ___(取至小數點後二位)
式被定為 Fe1.00O1.28，則樣品中 Fe3+/Fe2+莫耳數的比值約為多少？___○
13. 將 pH=1 的鹽酸平均分成兩杯，一杯加入適量的水，另一杯加入與鹽酸濃度相同的 NaOH 溶液後，最
22 ___
後兩杯溶液中的 pH 值都升高 1，則加入的水與 NaOH 溶液的體積比為多少?(假設體積可加成)___ ○
14. M、O 兩元素可形成 MO 與 M2O3 兩化合物，其中含 O 重量百分比分別為 a%與 b%，a 與 b 關係式為何?
23 _____(以 a=…b 型式表示)
______○
15. 一試管內盛 CaCO3(s)，總重量為 30.08 克；加熱時發生如下之反應：
24 ____
CaCO3(s) → CaO(s)＋CO2(g)。完全反應後試管的重量減少 4.40 克，則空試管的重量為若干克？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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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在細菌作用下，可利用氨處理含甲醇的工業廢水，使其變成無毒的氮氣、二氧化碳和水，減少對環境
的汙染，其反應如下：
NH3 + CH3OH + 12O2  N2 + 5CO2 + H2O (係數未平衡完成)
25 _____
欲使含 0.05M 甲醇的工業廢水 500mL，轉換成無毒產物，至少需加入 NH3 幾克?____ ○
17. 25℃時有某溶液 254 克，同溫下，蒸發 10 克水，同時有 4 克晶體析出(不含結晶水)，再蒸發 20 克水，
又有 12 克晶體析出，請回答下列問題:
26 ___
(1) 原溶液為飽和或未飽和溶液? ____○
27 ____% (取至小數點後一位)
(2) 原溶液的重量百分率為____○
28 ____% (取至小數點後一位)
(3) 25℃時，飽和溶液的濃度為____○
18. 四個燒杯中分別盛有 C2H5OH、NaOH、HCl、Ca(OH)2 的水溶液，將四個燒杯任意標示為甲、乙、丙、
丁，進行如附表之檢測，則四個燒杯中溶液所含成分為何？
29 _____乙:_____ ○
30 _____ 丙:____ ○
31 ______丁:_____ ○
32 _____
甲:_____ ○

燒杯

燈泡是否
加入 CO2 加入酚酞
發亮

甲

否

無反應

呈無色

乙

是

無反應

呈無色

丙

是

丁

是

白色沉澱 呈粉紅色
無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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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粉紅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