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立高雄大學九十八學年度甄選入學招生考試試題 

科目：化學  

考試時間：50 分鐘 

系所：應用化學系 

本科原始成績：100 分 
是否使用計算機：否  

 

背面尚有試題

※  題目共25題單選題，每題選出一個最適當的選項，請自行在試卷作答區內標明題

號，並依題號直接將答案寫於題號後，不必抄題。每題答對得4分，不倒扣。 
 
1. 濃度均為0.2m的下列水溶液，何者凝固點最低  (A)氯化鈉   (B) 醋 酸  (C) 蔗 糖  

(D)硫酸鉀  (E)葡萄糖。  
 
2. 某化學工廠之廢水中，含有Hg2+的重量百分率為0.003%，此廢水中Hg2+含量應

為  (A) 3ppm  (B) 30ppm  (C) 300ppm  (D) 3000ppm (E)以上皆非。  
 

3-4 題為題組  
3. 家裡的衣櫃常放些樟腦丸以防害蟲入侵。經過一段時間後，原來放進去的樟腦

丸都「不翼而飛」了，這是由於樟腦會直接變成氣體而散失。這種固體不經液

體而直接變成氣體的現象，叫做「昇華」。下列那種現象，其原理與上述的相

類似？  
(A)放在開口容器的汽油，其量會逐漸減少  
(B)放在舞台上的乾冰，經過一段時間後，體積逐漸減小  
(C)打開汽水瓶，可以見到氣泡冒出，經過一段時間後，氣泡會減少  
(D)從冰箱取出的玻璃杯，置於室溫一陣子，則杯外會有許多水滴，但經過一段

較長時間後，這些小水滴會消失不見  
(E)以上皆非。  

 
4. 昇華屬於相變化的一種。圖1中M、N1、N2和O各點，表示物質在不同溫度和壓

力時的狀態示意圖。下列那一狀態的變化表示昇華過程？  

(A)  (B)  (C)  (D)  (E)以上皆非。  21 NN MN1 OM ON2→ → → →

 
 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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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關鉛蓄電池，何項錯誤？ (A) 放電過程Pb極為陽極  (B) 充電過程PbO2極為

陰極  (C) 放電過程中，兩極的重量均增加  (D) 放電過程中，電解液比重降低  
(E)以上皆非。   

 
6. 在水污染的痕量元素中下列何者會引起腦損傷？  (A) 砷和鈹  (B) 鎘和鉛  (C) 

汞和砷  (D) 鉛和汞  (E) 以上皆非。  
 
7. 下 列 那 些 無 法 調 配 成 緩 衝 溶 液 ？ (A)H2S–Na2S (B)NaOH–CH3COOH (C) 

NH3–NH4Cl  (D)NH4OH–NaOH  (E)以上皆非。  
 
8. 下列記述何者是正確的？ (A) 麵粉顆粒小其在乾燥的空氣中，因總表面積極大

反應率很快，所以製麵粉之工廠應防止塵燥引起的災害。 (B) 溫度昇高時，吸

熱反應的反應速率增大，但放熱反應的反應速率減小。(C)加入催化劑後化學反

應的活化能大小不變，但其反應熱之大小可改變  (D) 反應物的位能增到活化複

體狀態時，必能使反應向生成物方向進行  (E) 以上皆非。  
 
9. 下列各化合物，何者在純水中之溶解度最大? (A) AgCl : Ksp = 1.7 x 10-10 (B) 

Ag2CrO4 : Ksp = 1.9 x 10-12 (C) Sc(OH)3 : Ksp = 1.2 x 10-15 (D) CaF2 : Ksp = 3.7 x 
10-10  (E) 以上皆非。  

 
10.下列那一種狀態的氣體，其性質與理想氣體性質最接近？  

(A)分子量小、有極性且在低溫、高壓時  (B)分子量大、有極性且在低溫、高壓

時  (C)分子量小、非極性且在高溫、低壓時  (D)分子量大、非極性且在高溫、

低壓時  (E)以上皆非。  
 
11. 下列各含氧酸中，何者之酸性最強  (A)H3PO4 (B)HClO3 (C)HBrO (D) H2CO3 (E)

以上皆非。  
 
12. 平衡常數值受下列何種因素影響？  (A) 反應物及生成物之濃度  (B) 反應時之

溫度  (C) 催化劑之是否存在  (D) 反應室之大小及其形狀  (E) 以上皆非。  
 
13.含氦2.0克及氧4.0克的氣體溶液中，氦的莫耳分率為多少？ (原子量  He = 4.0, O 

= 16.0) (A) 0.2 (B) 0.3 (C) 0.5 (D) 0.8 (E)以上皆非。  
 



國立高雄大學九十八學年度甄選入學招生考試試題 

科目：化學  

考試時間：50 分鐘 

系所：應用化學系 

本科原始成績：100 分 
是否使用計算機：否  

 

背面尚有試題

14.下列含硫原子的物種，何者不可能用做氧化劑  (A) SO2  (B) SO3
2-  (C) H2SO4 

(D) S2- 
 (E)以上皆非。  

 

15. 下列何者為非極性分子？ (A)CH2Cl2 (B) BF3 (C) PCl3 (D)H2O (E)以上皆非。  

 

16. 分子式為C8H10O的某一有機化合物，由實驗發現其水溶液呈弱酸性，而其分子

含有苯環，苯環上的一個氫被溴取代可生成兩種異構物。試問下列何者可能是

該化合物？   

(A) CH2CH2OH  (B) CH2OHCH3  

(C) CH2CH3HO  (D) CH2CH3

OH

   (E)以上皆非。  

 

17. 下列何項有順式、反式異構物  (A)CH3CH=CHCOOH (B)ClCH=CH2 (C) C2H4Cl2  
(D)Cl2C=CH2  (E)以上皆非。。  

 
18.下列何物質其導電性可因溫度的升高而增大  (A) 矽晶體  (B) 銅  (C) 鋁  (D) 

銀  (E)以上皆非。。  
 

19. 酒醉駕車是根據駕駛人呼氣中酒精的含量來認定。若每公升的呼氣中，酒精含

量超過0.25毫克，就可視為酒醉駕車。酒精含量之測定方法有多種，其中有一

方法係利用下列的反應 (注意：反應式係數未平衡 )：  
CH3CH2OH + K2Cr2O7 + H2SO4    CH3COOH + Cr2(SO4)3 + K2SO4 + H2O 
試問下列敘述何者錯誤？（原子量：C=12.0；H=1.0；O=16.0）  
(A)二鉻酸鉀在上列反應中，當作氧化劑  
(B)依據上列反應，要3莫耳的乙醇完全反應需要2莫耳的二鉻酸鉀  
(C)離子Cr2O7

2－
之顏色為橘紅色，Cr3＋

之顏色為綠色  
(D)若一駕駛人的呼氣2公升中的酒精，完全依上列反應，產生5.8 × 10－ 6莫耳的

Cr2(SO4)3，則可視為此駕駛人為酒醉駕車。  
(E)以上皆非。  

 
20.PH=13的NaOH和PH=2的H2SO4同體積混合後，則混合液的PH約為 : (A) 10 – 11 

(B) 11 – 12 (C) 12 – 13  (D) 13 – 14  (E)以上皆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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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C6H3Cl3芳香烴衍生物之異構物數目為  (A) 2 (B) 3 (C) 4 (D) 5 (E)以上皆非。  
 
22. 下列何物質可有銀鏡反應  (A) 丙酮  (B) 果糖  (C) 蔗糖  (D) 2-丙醇  (E)以上

皆非。  
 
23. 玆有四種有機物，今欲鑑別之，括號內所示方法何者正確？  (A)乙醇 (與Na作

用生成H2) (B)澱粉 (遇碘變藍色 )  (C)乙烯 (使kMnO酸性溶液褪色 )  (D) 丙酮

(加碘仿試劑變黃色 )  (E)以上皆非。  
 
24. 大氣組成長年不變的主要原因是 : (A) 大氣不斷的對流，故組成不變  (B) 空氣

的存量相當大  (C) 大氣本身為一密閉系統  (D) 自然界有氮、氧、二氧化碳三

大循環  (E)以上皆非。  
 
25. 定溫下，下列何者具有較大的擴散速率？  (A) CO2  (B) NH3  (C) He    

 (D) CH4  (E) N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