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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每題 4 分
1.

相同體積的兩種氣體在相同溫度與壓力下，具有：(A) 相同的質量；(B) 亞佛加厥數目的分子；(C) 相同的化學組
成；(D) 相同數目的分子。

2.

35

3.

磷、鈉、金的化學符號為：(A) Ph、Na、Au；(B) P、So、Au；(C) P、Na、Au；(D) Ps、Na、Ag。

4.

下列混合物溶於 1.00 L 的水之後會形成緩衝溶液？(A) 1 mol HC2H3O2 和 0.5 mol HCl；(B) 1 mol NH3 和 0.5 mol
NaOH；(C) 1 mol NH4Cl 和 0.5 mol HCl；(D) 1 mol HC2H3O2 和 0.5 mol NaOH。

5.

一物質只能用化學方法分離而無法用物理方法分離者稱為：(A) 元素；(B)化合物；(C) 同質性混合物；(D) 異質
性混合物。

6.

指示劑以HIn 存在時為黃色，但以 In-存在時為綠色，其變色範圍為 5.1~ 7.1，在下列何種溶液中指示劑呈黃色？
(A) 0.01 M HCl(aq)；(B) 0.10 M NH4Cl (Kb = 1.8 × 10−5 for NH3)；(C) 純水；(D) 0.1 M NaOH

7.

有關氧化數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A)1B, 3B~8B 族有好幾種氧化數 (B)超氧化物中氧的氧化數為-1 (C) 金屬元
素只有正的氧化數，非金屬元素只有負的氧化數 (D)與氫鍵結之化合物中氫的氧化數為-1

8.

與元素活性相關的氧化還原反應的類型為 (A)結合反應; (B)分解反應; (C)取代反應; (D)以上皆是

9.

有關Cl2(g) + OH- →ClO- (aq)+ Cl- (aq)+ H2O(l)，下列敘述何者錯誤？(A)此為自身氧化還原反應; (B)此為家用漂白水的
化學反應; (C) 氯原子氧化數的變化為 0→+1 和-1; (D)此反應已經平衡

Cl 和37Cl 兩者關係為：(A) 異構物；(B) 同位素；(C) 化合物；(D) 混合物。

10. 對多電子原子而言，有關於同一主量子數(n=3)而言，下列敘述何者錯誤？(A)能量的高低 s<p<d; (B)穿透力的大小
s<p<d; (C) 遮蔽效應的大小s<p<d (D) 能量的高低 px = py = pz
11. 有關原子的電子結構，下列敘述何者正確？(A)電子填入原子軌域的基本規則稱為罕德原理(B)第四與第五週期之過
渡金屬元素會含有d次層和f次層電子; (C)鑭系金屬會含有 4f次層電子; (D)3d5和 3d10電子與核的吸引力小
12. 有關電子組態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A)其為電子在原子軌域中的分佈情形; (B)需符合庖立不相容原理; (C) 需符
合罕德原理; (D) 某元素擁有偶數電子，則該元素為逆磁性
13. 試問 3d 軌域而言，最多可容納的電子數目為何？(A) 2;

(B) 6;

(C) 10； (D) 14

14. 有關酒精含量檢測器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A)反應物有K2Cr2O7和H2SO4; (B)產物為醋酸和Cr2(SO4)3及K2SO4; (C)
為一沈澱反應 (D)由顏色變化測得酒精濃度。
15. 有關微波爐烹煮食物的方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A)極性分子才會吸收微波能量; (B)食物與容器需可以吸收微波
能量; (C)微波加熱原理與加熱爐大同小異 (D)保力龍材質容器可放入爐內
16. 具有共振之化合物下列敘述何者錯誤？(A)會有兩種以上的路易士結構; (B)會有雙鍵的存在; (C)結構內的鍵長不相
同; (D)中心原子皆符合八隅體
17. 有關 4A~7A的含氫化合物的沸點高低，下列何者正確？(A)H2O<H2S<H2Se; (B) HF<HCl<HBr; (C) NH3<PH3<AsH3
(D) CH4<SiH4<GeH4
18. 有關分子間力（A 離子－偶極、B 偶極－偶極、C 氫鍵、D 離子－誘導偶極、E 偶極－誘導偶極）的大小，下列何
者正確？(A)A<B<C<D<E; (B) E<D<C<B<A; (C) E<D<B<C<A (D) D<E<B<A<C
19. 下列濃度單位何者會受到溫度的影響？(A) 重量莫耳濃度(m); (B) 重量百分率%(w/w); (C) 莫耳分率(XA) ; (D)體積
莫耳濃度(M)
20. 有關滲透壓，下列敘述何者錯誤？(A) 紅血球放入高滲溶液細胞會萎縮; (B)海水成淡水需施加滲透壓於淡水上; (C)
滲透壓的實驗需有半透膜 (D)溶劑分子會穿透半透膜，而溶質分子不會

＜背面尚有題目＞

【乙】每題 6 分
21. 有一實驗於 21°C 和 685 mmHg 水面上收集一氫氣樣品，所用之收集容器之體積為 7.80 L。請計算所收集之氫氣
的重量。 (水之蒸氣壓 = 18.6 mmHg at 21°C.)
(A)

0.283 g

(B)

0.572 g

(C)

0.589 g

(D)

7.14 g

22. 請計算在STP.下之氯氣(Cl2)的密度(g/L)(已知Cl莫耳質量為 35.5g/mol)
(A)

2.13

10–2 g/L

(B)

46.9 g/L

(C)

1.58 g/L

(D)

3.16 g/L

23. 當分子超過兩個原子時，分子的極性與下列何者有關？(A) 大小；(B) 重量；(C) 電荷；(D) 形狀。
24. 下列關於離子化合物，何項敘述有誤？(A) 常由電負度差異大的兩元素組成；(B) 一般為一個金屬與一個非金屬；
(C) 一般具低熔點；(D) 較易溶於極性溶劑中。
25. 美國化學家路易士針對化學鍵形成所提出的理論中，原子或離子最穩定的組態，通常是外層含有幾個電子的惰性
氣體組態？(A) 6 個；(B) 8 個；(C) 10 個；(D) 12 個。
26. 一個 s 軌域與三個 p 軌域混成會產生四個sp3 軌域，sp3 混成軌域間的夾角為何？(A) 180 ；(B) 120 ；(C)
109.5 ；(D) 90 。
27. 下列分子何者沸點最高？(A) SiH4；(B) CH4；(C) NH3；(D) SH4。
28. 水溶液中，離子固體和水分子最強的作用力為何？(A) 離子-偶極作用力；(B) 偶極-偶極作用力；(C) 偶極-誘導偶
極作用力；(D) 氫鍵作用力。
29. 界面活性劑在水中形成微胞時，其分子是如何排列的？(A) 極性端向內，非極性端向外；(B) 極性端向外，非極性
端向內；(C) 極性端與非極性端交錯排列；(D) 亂數排列。
30. 化學反應一般都涉及化學鍵的斷裂，分子必須透過碰撞獲得足夠能量才能發生反應，引發反應所需的能量稱為何？
(A) 活化能；(B) 位能；(C) 熱能；(D) 動能。
31. 反應 2 A + B C，當把 A 的濃度加倍時，起始反應速率增為 4 倍，問此反應對 A 為幾級反應？(A) 零級；(B) 一
級；(C) 二級；(D) 三級。
32. 在HCO3-(aq) + OH-(aq) ↔ CO32-(aq)+ H2O(l) 可逆反應中，布忍斯特酸為：(A) HCO3-與 CO32-；(B) HCO3-與H2O；(C) OH與H2O；(D) OH-與CO3233. 需要多少毫升 1.7 M 的H2SO4 才能中和 68 mL 的 2.5 M NaOH？(A) 100；(B) 200；(C) 50；(D) 45
34. 將 50 mL 的 0.100 M NH3、10.0 mL 的 0.100 M NH4Cl 和 40.0 mL 的 0.05 M HCl 混合，最後的溶液：(A) 含有
5.0 mmol NH3、2.0 mmol HCl 和 0.1 mmol NH4Cl；(B) 為一緩衝溶液 pH = NH3 的 pKb；(C) 含有 0.3 M [Cl-]；(D)
p[OH-] = pKa。
35. 已知：Zn/Zn2+ (E0 = 0.76 V)，Br-/Br2 (E0= -1.07 V)，此自發性電池之標準電位為何？
(A) Zn2+ + 2 Br-↔ Br2 + Zn E0 = + 1.83 V
(B) Br2 + Zn ↔ Zn2+ + 2Br- E0 = + 1.83 V
(C) Br2 + Zn ↔ Zn2+ + 2Br- E0 = + 0.31 V
(D) Zn2+ + 2Br- ↔ Br2 + Zn

E0 = + 1.30 V

36. Cr 原子的電子組態為： (A) [Ar] 4s24p4；(B) [Ar] 4s23d 3；(C)[Ar] 4s23d4；(D) [Ar] 4s13d5。
37. 雙三角錐形的混成軌域sp3d上共含有電子對的總數為何？(A) 2；(B) 3；(C) 4；(D) 5。
38. 要達到較好的緩衝溶液效果，以下何者為非必要條件？(A) 須由酸和其共軛鹼或鹼和其共軛酸所組成；(B) 使用低
濃度的溶液；(C) 酸和其共軛鹼或鹼和其共軛酸之濃度比值須接近 1.0；(D) 酸之pKa 值或鹼之pKb 須接近溶液之
pH 值（pKa 或 pKb = pH ± 1）；
39. 反應 a A + b B↔ c C，為氣體反應，且 a + b > c，增加系統的壓力，則系統會產生何種變化？(A) 反應向右進行；
(B) 反應向左進行；(C) 沒變化；(D) 無法判斷。
40. 下列因素何者會影響反應速率？(1) 反應物濃度；(2) 溫度；(3) 催化劑； (4) 表面積；(5) 顏色：(A) 1，2，5；
(B) 2，3，4；(C) 1，2，3；(D) 1，2，3，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