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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時間：50 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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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題二十題(單選題，每題五分，共一百分) 

1. 對於近代化學發展時期而言，由於工業發展帶動化學的快速成長，化學逐漸形成一獨立之

學科，請問下列陳述何者錯誤？ 

(A) 道耳吞：推翻燃素說，提出燃燒的氧化學說，並證實「質量守恆定律」 

(B) 給呂薩克：提出氣體反應體積定律 

(C) 亞佛加厥：提出亞佛加厥假說，現稱為「亞佛加厥」定律 

(D) 門得列夫：依化學性質與原子量排列出週期表 

(E) 阿瑞尼士：提出「游離說」→電解質在水溶液中解離成離子 

 

2. 關於實驗安全須知，請問下列陳述何者錯誤？ 

(A) 實驗時務必細察各種變化，以預防並能應變突發事件 

(B) 稀釋濃硫酸時，應徐徐將水加入濃硫酸中，並持續攪拌，以免使硫酸沸騰飛濺傷人 

(C) 傾倒液體應沿玻棒或器壁徐徐傾倒，以免液體溢流於容器外面 

(D) 有毒或令人不快之氣體或揮發性大的液體，須在抽氣櫥內為之 

(E) 混合反應極快之試劑，須提高警覺，以免發生危險，例如雙氧水加入二氧化錳中 

 

3. 關於“人造雨＂的說明，請問下列陳述何者錯誤？ 

(A) 早期是使用乾冰，碘化銀，碘化鉛等當作凝結核來取代冰晶 

(B) 目的是使水汽凝結，讓溫度下降，使水汽達飽和，產生凝結而達降雨之目的 

(C) 若煙囪排放出的煙塵，亦可成為有效的造雨劑 

(D) 適當的對流性雷雨胞內撒播凝結核，平均約可增加降雨機會百分之二十 

(E) 此法並不經濟且又不甚可靠 

 

4. 關於膠態酒精的說明，請問下列陳述何者錯誤？ 

(A) 酒精又稱為乙醇，分子式為 C2H5OH 

(B) 餐飲業中常用於桌上菜餚加熱時的燃料，又俗稱〝酒精塊〞 

(C) 將液態的酒精製做成固狀物，是為了方便使用與提高使用時的安全性 

(D) 製造原理是加入氯化鈉的飽和水溶液於酒精中，使其膠化形成黏度很大的半固狀物 

(E) 原料為工業酒精，有滲入紅色色素及甲醇，用以和藥用或食用酒精相區隔 

 

5. 聚合物是由很多小分子經化學反應後連結而成的巨大分子，具有很高的分子量，是我們生

活中經常使用或接觸的物質，請問下列哪一種物質不是聚合物？ 

   (A) 澱粉  

(B) 蛋白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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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塑膠 

(D) 纖維素  

(E) 肥皂 

 

6. 一般的液態物質分子排列的狀態都比固態的晶體來得較凌亂。當一種分子排列的方式與晶

體很相似時，若被通上微弱的電流，分子可變成直線排列，通過的光線就不會被扭轉方向。

利用這種特性，工程師就可以用它來設計各種光電設備，請問這種東西是什麼？ 

(A) 碟狀液晶分子 

(B) 胡蘿蔔素分子 

(C) 奈米銀離子 

(D) 類固醇分子 

(E) 液態金原子 

 

7. 加油站販售的無鉛汽油都標示著辛烷值，下列有關辛烷值的敘述，哪一項是正確的？ 

(A) 市售九五無鉛汽油含95%正辛烷  

(B) 配製辛烷值超過100的汽油是可能的 

(C) 市售九二無鉛汽油含8%正庚烷  

(D) 市售九八無鉛汽油含98%異辛烷 

(E) 辛烷值愈高的汽油抗震爆能力不一定好 

 

8. 在熔製玻璃的過程中，其內部有時會混入一些小氣泡，今測得某種玻璃成品的密度為 2.3 

g/cm3。已知該種玻璃不含氣泡時的密度為 2.5 g/cm3，試計算該玻璃成品內所含的氣泡體

積，佔全部體積的百分比值為多少？ 

(A) 4.0%  

(B) 6.0% 

(C) 8.0% 

(D) 10.0% 

(E) 12.0% 

 

9. 核酸是以核苷酸為單元體所聚成的巨分子，也是重要的遺傳物質，請問下列陳述何者錯

誤？ 

(A) 4.0%核酸包括 DNA 及 RNA 

(B) 是現代分子生物學的主角 

(C) 其主要功能為遺傳訊息的貯存、傳遞與表現 

(D) 具有三級結構，包含β摺疊及α摺板構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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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乃細胞內分子量最鉅大的功能性分子 

 

10. 警察路邊酒測臨檢是將受測者呼出的氣體加以檢測，所使用的原理是利用金屬的氧化還

原反應產生的電位差經過擴大器，然後得知酒精的濃度是否超過標準值，請問是選用下列

何種金屬？ 

(A) 錳金屬離子 

(B) 鈷金屬離子 

(C) 鋅金屬離子 

(D) 鎳金屬離子 

(E) 鉻金屬離子 

 

11.關於氧化反應問題，請問下列那一個試劑可以氧化二級醇類化合物？ 

(A) 過氧化錳 

(B) 硫酸銅 

(C) 碳酸鎂 

(D) 氧化銀 

(E) 氯化鈣 

 

12.若欲配製 PH=10.00，0.450M 碳酸氫鈉的 1.00 公升緩衝溶液(buffer solution)，請問下

列選項的配製方法何者正確？ 

(A) 溶解 22 克碳酸鈉加入 0.50 公升的碳酸氫鈉溶液 

(B) 溶解 22 克碳酸鈉加入 1.00 公升的碳酸氫鈉溶液 

(C) 溶解 22 克碳酸鈉加入 1.80 公升的碳酸氫鈉溶液 

(D) 溶解 22 克碳酸氫鈉加入 1.80 公升的碳酸鈉溶液 

(E) 溶解 22 克碳酸氫鈉加入 1.00 公升的碳酸鈉溶液 

 

13.欲將 2.33 克碳酸鈉(分子量為 106)完全轉換成碳酸銀(分子量為 276)，請問所須要硝酸銀

之重量為何？ 

(A) 2.067 克 

(B) 4.067 克 

(C) 7.473 克 

(D) 9.473 克 

(E) 12.473 克 

 

14.關於電子組態(electronic configuration)的相關問題，請問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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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其意義是一個原子的電子佔有軌域的排列方式稱為該原子的電子組態 

(B) 軌域電子半滿或全滿時，電子組態較安定 

(C) 構築原理是電子由低能階到高能階依序填入能階高低 

(D) 罕德定則是數個電子要填入不同能階的不同型軌域，電子分別進入不同方位的軌域而

不成對，等各軌域均有一個電子時，才允許自轉方向相反的電子進入而成對 

(E) 庖立不相容原理是同一軌域內的兩個電子自轉方向必相反 

 

15.下列有關乙烷，乙烯，乙炔分子中碳—碳鍵長的比較，哪一個是正確的？ 

(A) 乙烷＜乙烯＜乙炔  

(B) 乙炔＜乙烷＜乙烯 

(C) 乙烯＜乙烷＜乙炔 

(D) 乙烯＜乙炔＜乙烷 

(E) 乙炔＜乙烯＜乙烷  

 

16.常溫下，已知硫酸鈣與硫酸鋇的溶度積常數(Ksp)分別為 2.5×10－5M 和 1.7 ×10－10M 。則

下列有關溶液的敘述，哪一個是錯誤的？ 

(A) 硫酸鋇在0.01M 氯化鋇溶液的溶解度為硫酸鋇在純水中溶解度的一半 

(B) 硫酸鈣在純水中的溶解度為5.0×10－3M 

(C) 硫酸鈣在0.10M 氯化鈣溶液的溶解度為2.5×10－4M 

(D) 將50毫升0.01M 氯化鋇溶液，加入50毫升0.01M 硫酸鉀溶液，會有沉澱產生 

(E) 若將0.05M 硫酸鉀溶液， 逐滴加入一100mL含0.01M 氯化鋇及0.01M 氯化鈣的混合水

溶液中， 則會先產生硫酸鋇沉澱 

 

17.關於電池的相關問題，請問下列選項何者錯誤？  

(A) 除了太陽電池和燃料電池外，電池需要利用兩種金屬，使其成為正極與負極，在他們

之間則置有鹽酸或鹼液等導電性的物質，這些物質一般稱為電解質 

(B) 伏特發明的電池，是由鋅板和銅板做兩極，兩極間隔著塗上稀硫酸的布。由於鋅的離

子化程度較銅為強，鋅金屬便會在稀硫酸中得到電子 

(C) 電解質可以游離出金屬離子，一般說來，任何金屬接觸到電解質，都會放出電子，成

為帶正電的離子。這個離子化的傾向的程度，隨著金屬的性質而異 

(D) 1.5 伏特的乾電池與四層檸檬電池電力相當，也就是一層的檸檬電池相當於 0.4 伏特

的電力 

(E) 檸檬、葡萄、蕃茄、西瓜等多汁的水果都可以作為電池的材料，這些電池我們就稱為

「水果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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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已知三個相同材質的汽球，分別裝有等莫耳數的氫氣、氦氣、甲烷等三種氣體。假設這些

氣體均為理想氣體，則在標準狀態下，對汽球內三種氣體的敘述，哪一個是錯誤的？ 

(A) 氫氣汽球內的原子數為氦氣汽球內原子數的2倍 

(B) 當氫氣汽球內的氫氣逸散出50%，則同一時間，約有35%的氦氣從氦氣汽球內逸散出 

(C) 氫氣的壓力為氦氣的4倍 

(D) 氦氣的逸散速率為甲烷的2倍 

(E) 甲烷的密度(克/升)為氦氣的4倍 

 

19.關於化學熱力學與化學動力學的相關問題，假設大頭同學(反應物)要開車由家裡(初狀態)

到高雄大學(終狀態)來參加此次甄試考試，請問下列比喻的選項何者不恰當？  

(A) 化學熱力學所關心的是汽車在家裡與高雄大學兩地的個別的交通狀況 

(B) 化學動力學所關心的是汽車由家裡往高雄大學之間的交通狀況 

(C) 汽車所走的速率和所走的路徑有很大的關係，當反應機制不同時，反應速率就會不同 

(D) 汽車由家裡到高雄大學的直線距離，就好像是熱力學中兩個狀態間的自由能差，它不

是固定的，會因為走哪一條路過去而有差別 

(E) 汽車由家裡到高雄大學所走的速率，就像動力學中的反應速率，走的路徑就相當於反

應機制 

 

20.綠色化學的概念強調化學製程中原子的使用效率，若製程中使用很多原子，最後這些原子

卻成為廢棄物，就不符合綠色化學的原則。原子的使用效率定義為：化學反應式中，想要

獲得的產物的莫耳質量(分子量)除以所有生成物的莫耳質量(分子量)。甲基丙烯酸甲酯是

一個製造壓克力高分子的單體，以往是由丙酮製造，完整的製程可以用下列平衡的化學反

應式表示： 

CH3COCH3 + HCN + CH3OH + H2SO4 → CH2=C(CH3)CO2CH3 + NH4HSO4 

新的製程則用觸媒催化丙炔、甲醇與一氧化碳反應直接生成產物： 

CH3C≣CH + CH3OH + CO → CH2=C(CH3)CO2CH3 

使用丙炔的新製程，沒有製造任何廢棄物，原子使用效率為100%。試問使用丙酮製程的原

子使用效率，最接近下列哪一項？ 

(A) 8%  

(B) 19%  

(C) 26%  

(D) 35% 

(E) 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