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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水的沸點與凝固點隨著山上氣壓變低時有何變化？ 
(A) 沸點上升，凝固點上升。 
(B) 沸點上升，凝固點下降。 
(C) 沸點下降，凝固點上升。  
(D) 沸點下降，凝固點下降。 

Ans: (C) 
2. 有一晶體質硬且脆，並為電的絕緣體，但加熱熔化後可導電，則此晶體極可能屬於下

列何者？ 
(A) 離子晶體 
(B) 分子晶體 
(C) 金屬晶體 
(D) 共價網狀晶體 

Ans: (A) 
3. 磷酸二氫根離子的共軛酸與共軛鹼，依序為下列何者？ 

(A) H3PO4, PO4
3- 

(B) H3PO4, HPO4
2- 

(C) PO4
3-, H3PO4 

(D) HPO4
2-, H3PO4 

Ans: (B) 
4. 在鹼金屬諸元素中，鋰的游離能最大，可做電池原料。有趣的是鋰的氧化電位在該鹼

金屬元素中也是最大，其主要原因為下列何者？ 
(A) 鋰金屬昇華所需之能量很小。 
(B) 鋰金屬的溶解所需之能量很大。 
(C) 鋰離子的電子親和力很大。 
(D) 鋰離子水合所放出的能量很大。 

Ans: (D) 
5. 假設丙烷 H-C-C 的鍵角為 a，環丙烷 C-C-C 的鍵角為 b，丙醛分子 H-C-O 的鍵角為 c。

則下列鍵角大小之比較，何者正確？ 
(A)  a > b > c  
(B)  a > c > b 
(C)  c > a > b 
(D)  c > b > a 

Ans: (C) 
6. 在室溫下，水銀的氫氧化物在水中溶解度非常小，若Hg(OH)2之Ksp = 4.0 x 10-27，則

Hg(OH)2在純水的溶解度為下列何者？ 
(A) 1.0 x 10-9 M 
(B) 1.6 x 10-9 M 
(C) 4.0 x 10-13 M 
(D) 6.2 x 10-14 M 

Ans: (C) 



ksp=x*( OH)^2=x x 10-14= 4.0 x 10-27 
x=4.0 x 10-13

7. 維生素 C 又名抗壞血酸，其結構式如右，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分子是為C6H8O6。 

HO

HO

HOH2C O O

OH

H
H

(B) 有 3 個碳用sp3的混成軌域鍵結。 
(C) 有 3 個碳用sp2的混成軌域鍵結。 
(D) 有 2 個碳用 sp 的混成軌域鍵結。 

Ans: (D) 
8. 已知一氧化二氮在黃金粉末上進行熱分解生成氮氣與氧氣，且ㄧ氧化二氮的分解速率

r=k ，k 為速率常數，則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淨反應方程式為：2N2O(g)→ 2N2 (g) +O2 (g)。 
(B) 此反應之總反應級數為零級反應。 
(C) 溫度增高對反應速率無影響。 
(D) 一氧化二氮為反應物而黃金粉末為催化劑。 

Ans: (C) 
9. 下列有關催化劑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催化劑是以一種循環的方式參與反應，因此能夠連續不斷的恢復到原來的狀態。 
(B) 鉑非常不容易起反應，因而不可能指望它們參與催化作用。 
(C) 一種在化學反應前後，本身化學性質不變，只是改變所參與化學反應之速率的物質

叫做催化劑。 
(D) 通常催化劑能提高我們所希望的化學反應之速率，或抑制不希望發生的化學反應的

速率。 
Ans: (B) 
10. 某種放射性物種的半衰期為兩天，試問經過六天後，此放射性物種的放射強度變成原

來的物種放射強度的幾倍？ 
(A) 1/2  
(B) 1/6  
(C) 1/8  
(D) 1/64 

Ans: (C) 
11. 在密閉容器內，水在 50 °C 下之飽和蒸氣壓為 92.5 mmHg。當密閉容器之體積改變為原

來的 1/2 時，試問達平衡時，水的飽和蒸氣壓會如何變化？ 
(A) 與原始飽和蒸氣壓相同。 
(B) 原始飽和蒸氣壓的一半。 
(C) 原始飽和蒸氣壓的兩倍。  
(D) 原始飽和蒸氣壓的四倍。 

Ans: (A) 
12. 原子放射出一個β粒子後，會轉變成那個原子？ Si28

14

(A)   Si27
14

(B)    P28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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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Al28
13

(D)   Mg24
12

Ans: (B) 
13. 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溶劑可以是氣態、液態或固態。  
(B) 直徑為 1-100 nm 大小的粒子，分散在溶劑中的狀態，稱為膠體溶液，其粒子稱為

膠態粒子。 
(C) 溫度一定時，密閉容器內某氣體壓力增加，則該氣體在該容器中水的溶解度明顯降

低。 
(D) 密封汽水瓶開封後，大量二氧化碳急速逸出，此現象符合亨利定律。 

Ans: (C) 
14. 在標準狀態下，熱化學方程式 H2 + 1/2O2 →H2O  ∆H= -285.8kJ，若方程式改為 2H2O→ 

2H2 + O2 ，則其∆H 為何？ 
(A) ̄  285.8 KJ。 
(B) + 285.8 KJ。 
(C) ̄  571.6 KJ  
(D) + 571.6 KJ。 

Ans: (D) 
15. 在一 5 升容器內裝入 A 氣體其壓力為 3 atm，另一 10 升容器內裝入 B 氣體其壓力為 9 

atm，把連接兩容器的活塞打開，在氣體達到平衡後，溫度並無改變，試求平衡時 A 氣

體的分壓？  
(A)  0.5 atm  
(B)  1 atm  
(C)  2 atm  
(D)  3 atm 

Ans: (B) 
16. 目前車輛的排氣系統中大都具有觸媒轉換器， 其目的為降低車輛廢氣排放至空氣中所

造成之污染；請問其可催化下列何反應之進行？ 
(A) H2O 變成 O2 
(B) CH4 變成 CH3OH 
(C) NO 變成 N2 
(D) SO3 變成 SO2 

Ans: (C) 
17. 下列金屬錯離子中，何者之中心金屬原子具有最高的氧化數？ 

(A) [CrCl4(H2O)2]- 
(B) [PtCl2(NH3)4]2+ 
(C) [FeF5(H2O)]2- 
(D) [NiBr4]2- 

Ans: (B) 
18. 假設有一化合物的分子量為 287，且其分子式為 CxHyQ (Q為未知元素)；若C和H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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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合物中的質量百分比分別為 84.0% 和 10.5% 。上述未知元素Q的原子量最接近那一

個數值？ 
(A) 14 
(B) 16 
(C) 18 
(D) 32 

Ans: (B) 
19. 下列氧化還原反應於鹼性溶液中進行， 

CH3OH(aq) + MnO4
-
(aq) → HCOO-

(aq) + MnO2(s) (未平衡) 
請問平衡後，需於反應式的何處加上H2O分子？且其係數為何？ 
(A) 左邊，係數為 4 
(B) 左邊，係數為 5 
(C) 右邊，係數為 4 
(D) 右邊，係數為 5 

Ans: (C) 3 CH3OH(aq) + 4 MnO4
-
(aq) → 3 HCOO-

(aq) + 4 MnO2(s) + OH- + 4 H2O 
20. 下列有關原子大小的比較，何者錯誤？ 

(A) Li > Be 
(B) Se > O 
(C) Al > Si 
(D) Cl > P 

Ans: (D) 
21. 下圖為某物質的相圖， 

 
請根據此一相圖判斷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在 1 atm 下，不論溫度為何，此物質均無法以液體形式存在 
(B) 在室溫及 3 atm 下，此物質為液體 
(C) 此物質的熔點隨壓力增加而上升 
(D) 此物質的沸點隨壓力減少而下降 

Ans: (B) 
22. 現有X元素，其電子組態為 [Ar]3d104s24p5，則下列有關此元素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此元素為一過渡金屬 
(B) 此元素的每個原子中含有 35 個質子 
(C) 此元素與氧同屬於 6A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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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此元素在常溫下為黃綠色氣體 
Ans: (B) 此元素為 Br 
23. 下列分子的鹼性強度之排列應為？ 

NH2

Cl

NH2

Cl

Cl

(c) CH3CHCl(CH ) NH (d) CH (CH )2 2 2 3 2 3NH

(a) (b)

2 

(A) d > c >a > b 
(B) a > b > c > d 
(C) b > a > c > d 
(D) c > d > a >b 

Ans: (A) 
24. 下列有關蛋白質結構的敘述，何者錯誤？ 

(A) 由胺基酸按一定的順序排列，所構成的多肽鍵骨架稱為蛋白質的一級結構。 
(B) 氫鍵為 α-螺旋 (α-helix) 和 β-薄板 (β-sheet) 結構的主要作用力。 
(C) α-螺旋 (α-helix) 稱為蛋白質的二級結構，而 β-薄板 (β-sheet) 則屬於蛋白質的三

級結構。 
(D) 胜肽鍵為共價鍵。 

Ans: (C) β-sheet 為二級結構 
25. 在 25oC時，甲苯 (C7H8) 的飽和蒸氣壓為 28.4 mmHg，而苯 (C6H6) 的飽和蒸氣壓為 95.1 

mmHg；若以相同莫耳數將此兩種溶劑混合形成一理想溶液，則下列有關此一溶液之敘

述何者正確？ 
(A) 在室溫下，甲苯比苯容易揮發。 
(B) 此溶液之蒸氣壓於 25oC時，應小於 28.4 mmHg。 
(C) 可利用道耳吞分壓定律來求得此溶液之蒸氣壓。 
(D) 苯於此溶液的蒸氣中之莫耳分率大於甲苯。 

Ans: (D) 
26. 下列有關鐵釘生銹反應之敘述，何者錯誤？ 

(A) 我們所看到的鐵銹，其主要成分為Fe(OH)2 
(B) 在此一反應中，鐵金屬失去電子故可視為陽極 
(C) 此反應過程中，O2獲得電子形成OH- 
(D) 此反應通常需要有H2O才容易進行 

Ans: (A) 鐵銹為Fe(OH)3 或寫成 Fe2O3.nH2O 
27. 等質量的O2(g) 和 HBr(g) 分別置於等體積的不同容器中，於同溫下，下列敘述何者正

確？ 
(A) O2 的平均速率小於HBr的平均速率 

 5



 6

(B) HBr 的平均動能大於 O2的平均動能 
(C) 含O2容器內的壓力大於含 HBr容器的壓力 
(D) 含HBr容器內之分子數大於含O2容器內之分子數 

Ans: (C) 
28. 今有下列五種水溶液其凝固點的高低順序排列為何？ 

(a) 0.15 m CH3COOH溶液 (b) 0.15 m 葡萄糖溶液 (c) 0.10 m NaBr 溶液 (d) 0.10 m 
Mg(NO3)2溶液 (e) 0.10 m H2SO4溶液 

(A) d > e > c > a > b 
(B) b > a > c > e > d 
(C) a > c > d > e > b 
(D) e > d > c > a > b 

Ans: (B) 
29. 金屬原子在晶體中若形成立方體堆積，可有簡單立方、體心立方和面心立方三種方式。

下列有關此三種堆積方式之敘述，何者錯誤？ 
(A) 在體心立方堆積中，每個原子的的配位數為 6 
(B) 面心立方的堆積密集程度最大 
(C) 在簡單立方堆積中，每一單位晶格中含有 1 個原子 
(D) 在面心立方堆積中，每個原子的的配位數為 12 

Ans: (A) 體心立方堆積中，每個原子的的配位數為 8 
30. 下列有關分子偶極矩大小之比較，何者錯誤？ 

(A) HF > H2O > H2S 
(B) H2O > NH3 > CBr4 
(C) HF > OCS > CO2 
(D) NH3 > CO2 > CBr4 

Ans : (D) 
31. 下列有關各原子的第一游離能大小比較，何者錯誤？ 

(A) Li > K 
(B) Mg > Al 
(C) O > N 
(D) P > Si 

Ans: (C) 
32. 有關下列酸鹼反應之敘述，何者不正確？ 

CH3COOH(aq) + HS¯(aq)    H2S(aq) + CH3COO¯
(aq)  

(A)  HS¯ 為酸，CH3COOH 為鹼 
(B)  H2S 為 HS¯ 之共軛酸 
(C)  CH3COO¯ 為 CH3COOH 之共軛鹼 
(D)  HS¯ 較 CH3COO¯ 鹼性為強，與氫離子結合的趨勢較大  

Ans:  (A) CH3COOH(aq) (A1) + HS¯
(aq) (B1)   H2S(aq) (A2) + CH3COO¯

(aq) (B1) 
33. 25℃ 時 0.100 M 的某單質子弱酸溶液 (HA) 的解離百分率為 1.34%。同溫度下，0.0250 

M 的該酸溶液之解離百分率最接近於下列何者？ 



(A)  1.34 % 
(B)  2.50 % 
(C)  6.70 % 
(D)  0.75 % 

Ans: (B) α 約和 (1/[HA])1/2 成正比 
34. 將 0.02M 氫氯酸水溶液 100 mL 與 0.20 M 醋酸水溶液 (Ka=1.8x10-5) 100 mL 混合成

200 mL 溶液。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H+] 約等於 0.11 mol/L 
(B)  [H+] 約等於 0.01 mol/L 
(C)  [CH3COO¯] 約等於 1.34 x 10-3 mol/L 
(D)  [Cl¯] 約等於 0.02 mol/L 

Ans: (B)  
[H+] = (0.02 x 100)/(100+100) = 0.01 M 
CH3COOH       H+   +  CH3COO¯ 
(0.2x100)/(100+100) 

平衡前 =0.1 M     0    0 
平衡時 0.1-x      0.01+x             x 
Ka= 1.8x10-5=x(0.01+x)/(0.1-x)  x=1.8x10-4 
[CH3COOH]=(0.1-x) ~0.1 M 
[Cl-]=(0.02x100)(/100+100) = 0.01 M 
35. 某化學反應加入催化劑後，其反應速率增加。下列敘述何者不正確？ 

(A)  通常表示有活化能較低的反應途徑出現 
(B)  該反應熱大小不因加催化劑而改變 
(C)  其正反應的速率增加，逆反應的速率不變 
(D)  加催化劑會影響反應速率，但不影響平衡常數 

Ans: (C) 催化劑使正逆反應的活化能降低，使正逆反應的速率增快，但不會影響反應的反

應熱。 
36. 下列各濃度表示法，何者不可以正確代表 98% H2SO4且含比重 1.8 的濃硫酸？ 

(A)  18 M 
(B)  500 m 
(C)   9.0

42
=SOHX

(D)   1.0
2
=OHX

Ans: 送分 
(A) (1000 x 1.8 x 0.98)/98=18.0 M 
(B) 98/98 x 1000/2 = 500 m 
(C) (98/98)/(98/98 +2/18)=0.9 
(D) 1-0.9=0.1 
37. 已知二氫氣化物, A(OH)3 及B(OH)2的 Ksp 分別為 8.0x10-14 及 1x10-13，假設有一含

0.01 M A3+ 及 0.1 M B2+ 的溶液，被逐漸滴入稀鹼溶液以改變其 pH 值，試問下列那

一個pH 值範圍，可使其一發生沉澱，但另一卻不沉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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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0.5<pH<11.5 
(B)  8.5<pH<9.5 
(C)  5.5<pH<6.5 
(D)  3.5<pH<4.5 

Ans: (B)  
For A(OH)3  [A3+][OH-]3 ≥ 8.0x10-14 

(0.01) [OH-]3  ≥ 8.0x10-14 

[OH-]≥ 2x10-4   pH~10.3 
For B(OH)2  [B2+][OH-]2 ≥ 1x10-13 

(0.1) [OH-]2  ≥ 1x10-13 

[OH-]≥ 1.0x10-6  pH~8.0
38. 欲利用沉澱法將溶液中各含 0.1 M的 Al3+ 及 Zn2+ 分離，下列那一種試劑較適宜？ 

(A)  氨水 
(B)  鹽酸 
(C)  氫氧化鈉 
(D)  氯化銨 

Ans: (A)  
Zn2+ 會跟 NH3 形成錯離子，但 Al3+ 不會。 
Al3+ + 3NH4OH  Al(OH)3(s) + 3NH4

+

Zn2+ + 2 NH4OH  Zn(OH)2(s) + 2NH4
+

Zn(OH)2(s) + 4NH3  Zn(NH3)4
2+ + 2 OH- 

Al(OH)3 與 Zn(OH)2 皆為兩性氫氧化物，所以加入 NaOH 不會被分離。 
39. 室溫下，如欲比較兩酸的強度，下列何項條件必須提供， 

(A)  此二酸的濃度 
(B)  此二酸的酸鹼度 
(C)  此二酸的平衡常數 
(D)  以上皆是 

Ans: (C) 
題組 (40-42)  
在密閉系統中進行下列反應，試回答 40-42 題， 
 CaCO3(s)  CaO(s) + CO2(g)

40. 若當系統中加入更多的 CaCO3(s)，當達到平衡時，下列何者狀況會發生？ 
(A)  更多的 CaO(s) 會被產生 
(B)  CO2(g) 的分壓會增加 
(C)  CaCO3(s) 的量會被消耗更多 
(D)  原系統生成物的量不會有任何改變 

Ans: (D) 
41. 若加入額外的 CO2(g) 時，下列何者狀況會發生？ 

(A)  加入的瞬間，濃度商值等於平衡常數 
(B)  加入的瞬間，反應趨勢傾向右進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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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當達到平衡時，更多CaCO3(s) 會被產生 
(D)  當達到平衡時，更多的 CO2(g) 會被產生 

Ans: (C) 
42. 若當系統的總壓因加入少量的 Ar(g) 而增加時， 

(A) 加入的瞬間，濃度商值等於平衡常數 
(B) 加入的瞬間，反應趨勢傾向右進行 
(C) 當達到平衡時，更多CaCO3(s) 會被產生 
(D) 當達到平衡時，更多的 CO2(g) 會被產生 

Ans: (A) 
43. 有關下列反應的敘述，何者正確？ 

2K + CuCl2 → 2KCl + Cu 
(A) 銅離子被還原 
(B) 氯離子被還原 
(C) 氯離子被氧化 
(D) 鉀被還原 

Ans: (A) 
44. 2007 年諾貝爾化學獎授予德國科學家格哈德·埃特爾，以表彰其在下列那一個領域的貢

獻？ 
(A)  奈米材料 
(B)  電化學 
(C)  生物化學 
(D)  表面化學 

Ans: (D) 
45. 當原子核捕獲到一個電子，其原子序會產生如何的改變？ 

(A) 原子序不變，因為電子的質量小到可以被忽略 
(B) 原子序增加 1 
(C) 原子序減少 1 
(D) 原子序增加 2 

Ans: (C) 
46. 重量莫耳濃度 (m) 相等的氯化鈉 (甲)、氨水 (乙) 及葡萄糖 (丙) 三種溶液，其沸點上

升度的大小比較為 
(A) 甲=乙=丙  
(B) 甲=乙>丙  
(C) 甲>乙=丙  
(D) 甲>乙>丙  

Ans: (D) ∆Tb = Kb x m x i (van’t Hoff factor) 
47. 胃會分泌鹽酸使胃液維持一定pH值 (約為 2.3，氫離子濃度為 5 x 10-3 M)，以利消化食

物。因胃酸過多所造成胃部的不適，需服用制酸劑以中和胃酸。現有某病患胃液之 pH 
值降到 2。此病患所使用的制酸劑，含有效成份 Mg(OH)2 10%。該病患須服用多少量

的制酸劑才能使一公升胃液回復到正常pH值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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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145 毫克 
(B) 1.45 克 
(C) 14.5 毫克 
(D) 1.45 毫克 

Ans: (B) 
2X/58 = 0.01-0.005 
X=0.145 g 
0.145/0.1=1.45 g 
48. 由於氫氣燃燒後只產生水，不易製造污染，所以氫氣是很重要的燃料。目前大部份的

氫氣是藉由下列何種方法製備？ 
(A) 從鈉與水的反應而得。 
(B) 從鋅與鹽酸的反應而得。 
(C) 從水的電解反應中得到。 
(D) 碳氫化合物經催化裂解反應而得。 

Ans: (D)  
49. 在無外力作用情況下，當自由原子之間產生交互作用而聚集在一起時，此時原子間的

位能會有何變化? 
(A) 增加 
(B) 降低 
(C) 不變 
(D) 視情況而定 

Ans: (B) 
50. 煙火常是各種慶典活動所不可或缺的，因為它可為活動增添不少色彩。煙火的五顏六

色是如何產生的? 
(A) 煙火中的燃料會激發會發光之有機化合物至高能狀態後，藉由放光的形式而回到

原始狀態。 
(B) 當煙火中的金屬原子吸收熱能被激發至高能狀態後，藉由放光的形式而回到原始

狀態。 
(C) 煙火中的有機化合物被氧化劑激發後，會放出各種不同顏色的可見光。 
(D) 煙火中有各種不同的顏料填充物，當煙火爆炸時這些顏料會變成被吾人所看見的

五顏六色的火燄。 
Ans: (B) 
51. 淨反應為 a A + b B → 產物，其速率定律式應以下列何者表示較適宜? 

(A) r = k[A] [B] 
(B) r = k[A]a [B]b 
(C) r = k[A]x [B]y 

(D) r = k1[A]x + k2[B]y 
Ans: (C) 
52. 下列何種組合不會形成膠體溶液? 

(A) 一液體在一氣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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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固體在一液體中。 
(C) 一液體在另一液體中。 
(D) 兩互不反應的氣體。 

Ans: (D) 
53. 那一種氣體不宜用亨利定律來說明該氣體在水中溶解度與壓力的關係? 

(A) 會與溶劑產生化學反應的氣體。 
(B) 難以液化的氣體。 
(C) 具低溶解度的氣體。 
(D) 不符合理想氣體定律的氣體。 

Ans: (A) 
54. 下列有關奈米碳管的敘述，何者為真？ 

(A) 奈米碳管的部份結構類似碳簇局部結構，部份結構類似捲曲石墨。 
(B) 奈米碳管的構造非常類似鑽石。 
(C) 奈米碳管中的碳原子皆以二維的片狀結構排列。 
(D) 奈米碳管中的碳原子皆以四面體的形式排列。 

Ans: (A) 
55. 下列何者不是鋰的重要用途之一？ 

(A) 碳酸鋰可用來治療某些躁鬱症。 
(B) 鋰可應用於電池工業，例如製備鋰電池。 
(C) 氧化鋰對玻璃和陶瓷有很好的助熔作用，因此能延長窯齡和降低燃料消耗。 
(D) 某些鋰化合物可運用於製備電激發光的元件。 

Ans: (D) 
56. 下列四種離子中，何者具有最大的半徑? 

(A) O2⎯ 
(B) Cs+ 
(C) F⎯ 
(D) N3⎯ 

Ans: (B)或(D) 
57. 硫代硫酸鈉是沖洗照片時的顯影劑，試問該試劑是如何達到此效果？ 

(A) 溴化銀藉由溴離子與鈉離子作用而增加溶解度。 
(B) 溴化銀會因硫代硫酸根離子產生的同離子效應而降低溶解度。 
(C) 溴化銀藉由銀離子與硫代硫酸根離子作用而增加溶解度。 
(D) 因為鈉離子和硫代硫酸根離子會與銀離子及溴離子反應。 

Ans: (C) 
58. 下列何者在酸性水溶液中的溶解度大於其在中性水溶液中的溶解度？ 

(A) Cr2O3 
(B) Ba(NO3)2 
(C) KClO4 
(D) FeCl2 

An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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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下列何者的化學性質與硼元素較相近？ 
(A) 碳 
(B) 鋁 
(C) 矽 
(D) 鎂 

Ans: (B)或(C) 
60. 下列四種鹽類水溶液，何者不為酸性？ 

(A) 0.100 M Cr2(SO4)3 
(B) 0.100 M Fe(NO3)3 
(C) 0.100 M FeCl3 
(D) 0.100 M Cr3(PO4)2 

Ans: (D) 
61. 丙酮分子((CH3)2C＝O)間最強的交互作用力為下列何者？ 

(A) 氫鍵 
(B) 共價鍵 
(C) 偶極-偶極作用力 
(D) 分散作用力 

Ans: (C) 
62. 氧族元素中何者被廣泛應用於影印技術？ 

(A) 硫 
(B) 釙 
(C) 碲 
(D) 硒 

Ans: (D) 
63. 為什麼二氧化碳不似二硫化碳和二硒化碳容易分解？ 

(A) 因為硫原子和硒原子的電負度比氧原子小。 
(B) 因為硫原子和硒原子的 d 軌域會與碳原子鍵結。 
(C) 碳-硫和碳-硒之間的雙鍵比碳-氧雙鍵弱。 
(D) 因為硫原子及硒原子上的孤對電子會在 d 軌域上且造成排斥而降低穩定度。 

Ans: (C) 
64. 下列反應在 986 °C時的平衡常數為 0.63。若在一 1.0 公升的密閉容器中分別裝入 0.5 mol 

的H2、1.0 mol 的CO2、0.75 mol的CO及 1.2 mol的H2O，試問是否會有淨反應發生？如

何發生？ 
                  CO(g) + H2O(g) → CO2(g) + H2(g)  

(A) 會，反應由右向左進行。 
(B) 不會，已達平衡。 
(C) 會，反應由左向右進行。 
(D) 不會，反應物的量不夠。 

Ans: (C) 
65. 下列有關惰性氣體的敘述何者有誤？ 



(A) 各氣球中裝有不同惰性氣體，只氦、氖及氬氣球上升，其餘下沉。 
(B) 由於氦氣水溶性低於氮氣，氦氣和氧氣混合取代空氣，可減輕潛水伕症狀發生。 
(C) 工業上氦氣來源是存在天然氣中，而其他惰性氣體來自液態空氣分餾。 
(D) 空氣中氬氣含量排名第三，僅次於氮氣與氧氣。 

Ans: (A) He, He, Ar 三者原子量分別為 4, 20,40，因此氬氣球向下沉淪。  
66. 下列有關鹼金屬的敘述何者有誤？   

(A) 鋰、鈉、鉀三者金屬鹽焰色分別紅、黃、紫。 
(B) 鋰、鈉、鉀三者和水作用活性遞減。 
(C) 鋰、鈉、鉀三者陰電性遞減。 
(D) 鈉可還原熔融態 KCl，以產生鉀。 

Ans: (B)。(D)為已知工業法，雖然鈉較鉀不易失去電子，但 NaCl 晶格能大於 KCl，又利查

特利定律顯示由濃度也可驅動反應方向。 
67. 下列有關週期表的敘述何者有誤？ 

(A) 週期表排列是和原子序有關，但門德列夫建立週期表時是在發現原子序之前。 
(B) 週期表排列也和原子電子組態有關，但門德列夫建立週期表時是在發現電子之前。 
(C) 門得列夫因對週期表的貢獻曾獲得諾貝爾化學獎。 
(D) 元素命名有含波爾、居禮、愛因斯坦、門德列夫等人名。 

Ans: (C)  
選項(D)請查閱新週期表，其中元素 107(波爾)、96(居禮)、99(愛因斯坦)及 101(門得列夫) 。
(例如 2003 年 9 月 8 日的 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News)是以四人命名，但是簡寫成 Bh、
Cf、Es 及 Md，故選項(D)為正確答案。選項(C)門得列夫曾得到諾貝爾化學獎之選項是明

顯錯誤。 
68. 下列有關氫的敘述何者不正確？ 

(A) 氫為宇宙中含量最多的元素。 
(B) 尚有兩個同位素 及 ，後兩者可進行核融合反應產生氦，也是太陽能的

來源。 
H1

1 H2
1 H3

1

(C) 哈伯法製氨的氫主要來源是由天然氣中分離出。 
(D) 液態氫具有極高能量密度(即單位重量之燃燒熱)，所以常用做太空火箭發射燃料。 

Ans: (B)或(C) 來自C3H8或CH4分解或電解水 
太陽核融合總反應的確是 4 個氫產生一個氦，雖然氫的重同位素扮演催化劑角色，因此此

題有兩個答案(B)及(C) 
69. 熱氣球內部溫度為 400 K 時，則在 270 K 空氣中其上升力約是同體積、內外皆 270 K 的

氦氣球的 n 倍。下列最接近之 n 值為(假定空氣平均分子量為 30) 
(A) n=3/ 8  
(B) n= 2/ 3  
(C) n=30/ 13  
(D) n=27/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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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A) 兩者比
8
3

)
30
4-(1

 )
400K
270K-(1

≅

克

克
 

70. 燙髮將直髮捲曲過程中，有使頭髮蛋白質鏈間的雙硫鍵重組的過程，它得藉用下列何

種試劑？ 
(A) 酸性及鹼性試劑  
(B) 氧化及還原劑  
(C) 表面活化劑  
(D) 鹽類溶液 

Ans: (B) 
其實酸鹼定義包含氧化、還原劑，反之亦然。但是反應過程有加氫及脫氫，即

-S-S-→-S-H/H-S-→-S-S-。用氧化還原較為適合 
71. 燒瓶中裝有半滿純水，煮沸並維持沸騰一段時間後，隨即密封瓶口，並冷卻至 30 ºC。

則瓶中壓力最接近以下哪一數值？(水飽和蒸氣壓隨溫度變化是 30 ºC，0.042 atm；50 
ºC，0.155 atm；70 ºC，0.318 atm；100 ºC，1 atm) 

(A)  1 atm 
(B)  0.042 atm 
(C)  303/373 atm 
(D)  (0.042+303/373) atm 

Ans: (B) 沸騰一陣子，水蒸氣趕走空氣，密封瓶中氣相僅有水蒸氣，30 ºC時表現出該溫度

蒸氣壓。在沸騰時，一大氣壓水蒸氣從液面蒸發，並從瓶口外竄，能進入空氣可省略，即

總壓為 1atm。又Pt=P(H2O)+P(air)，瓶內P(air)近似於零。 
72. 為了維護大氣的臭氧層，下列哪一方法是目前在進行的方法？ 

(A) 人為添加臭氧以維持臭氧濃度。  
(B) 在大氣層人為加入碳氫化合物，如丙烷，以去除氯原子。 
(C) 在大氣層人為加入電子，使得高活性的氯原子轉變為無活性的氯離子。  
(D) 將工業用氟氯碳化物中部份氯原子置換為氫原子，例如CF2Cl2置換為CF2HCl，以

縮短此類氟氯碳化物在大氣中生命期。 
Ans: (D) 其他人為方式消費龐大能源，又有太多未知數。CF2ClH在低空即分解，減少在高

空產生氯原子機會。 
73. 有關溫室效應，下列何者敘述有誤？ 

(A) 大氣中具溫室效應分子尚有H2O、CH4及N2O等。 
(B) N2和O2非溫室效應分子，因為它們不吸收紅外線。 
(C) 國際間有關CO2排放量的限制是列在蒙特婁 (Montreal) 議定書中。 
(D) 陽光中的可見光及紫外線對溫室效應並沒有重要的貢獻。 

Ans: (C) 應是京都議定書 
74. 下列有關表面張力的敘述，何者有誤？ 

(A)  水銀的表面張力大於水。 
(B)  水銀插入毛細管，則管內水銀柱高度低於管外液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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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水面浮有迴紋針，如周圍加入數滴洗潔劑則會下沉。 
(D)  蠟紙上原有滑動水珠，如加入少許洗潔劑，水珠則會塌陷，並附著在蠟紙上。如

水銀珠也加入足量洗潔劑，亦有同樣效果。 
Ans: (D)  
75. 以下有關次氯酸鹽的敘述，何者有誤？ 

(A)  游泳池常用消毒劑為Ca(OCl)2或NaOCl。 
(B)  次氯酸鹽會提昇泳池 pH 值。 
(C)  次氯酸易進行光分解，因此夜間使用效果較好。 
(D)  家庭常用氨水做清潔劑，漂白水是用 NaOCl，兩者混合清潔用，效果更好。 

Ans: (D)  

OHClHNOHNHClNH

OHClNHNHOCl

24232

23

++→++

+→+
−−

−−

 

NH2Cl有毒性，N2H4有爆炸性，其實此兩式為製造N2H4的工業法。 
76. EDTA即(HOOCCH2)2NCH2CH2N(CH2COOH)2常用做解毒劑，以去除體內重金屬如

Pb2+，Hg2+，Cd2+等。EDTA的陰離子和金屬形成之複合物後，在金屬離子周圍的局部

構造是： 
(A) 四配位的四面體 
(B) 四配位的平面四邊形 
(C) 六配位的八面體 
(D) 八配位的立方體 

Ans: (C) 
77. 下列分子系列的沸點高低順序為H2Te> H2Se> H2S，又SbH3> AsH3 >PH3。原因是： 

(A)  凡得瓦力的強弱 
(B)  分子偶極矩大小 
(C)  氫鍵強度影響 
(D)  重分子在重力場中不易氣化 

Ans: (A) 
78. 某原子核 A 衰變，在(質量數, 原子序)二維圖上(兩尺度相

同)，可以圖示核衰變過程狀態 A→B→C→D。以下敘述何者

不正確？ 
(A)  A→B 表示產生 α粒子。 
(B)  B→C 表示產生 β粒子。 
(C)  C→D 表示產生中子 
(D)  在核衰變前後，質量守恆。 

Ans: (D) 核能=(∆m)c2

79. 一些含氮化合物具有爆炸性，例如

(g)2(g)2(g)2(g)2(l)9353

)(2(g)2(g)2(S)34

OO10H12CO6NONH4C

O
2
1O2HNNONH

+++→

++→

 又硝化甘油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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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列哪一項不是促成爆炸反應的重要因素？ 
(A)  生成穩定氮分子及其他穩定分子如CO2及H2O，因此放熱量大。 
(B)  生成氧分子，因此自備氧化劑。 
(C)  生成物含大量氣體，體積明顯增加。 
(D)  原子在分子內重組即可生成大部分產物，不必靠分子間碰撞才能生成產物。 

Ans: (B) 
此題答案前三項是有關熱力學影響反應趨勢，即生成N2，H2O及CO2，是有利反應熱，但

O2不利。又生成氣體有利亂度增加。分子內原子重組即得產物，是有利活化能降低，但真

正反應機構的確有待證實。 
80. 常溫下CO2為氣體，而SiO2為固體，一個重要原因是 

(A)  C-O 間 π鍵強度和 σ鍵相當，而 Si-O 鍵 π鍵強度遠弱於 σ鍵，因此在後者中，Si
及 O 選擇了形成 σ鍵，而不形成 π鍵。 

(B)  SiO2單體分子量大，凡得瓦力大於CO2分子，有利於固體形成。 
(C)  C-O鍵偶極矩小，而Si-O鍵偶極矩大，因此SiO2容易聚集。 
(D)  CO2為直線結構，不具偶極矩，SiO2單體為彎曲構造，具有偶極矩，有利於單體聚

集。 
Ans: (A) 相似於N2和P4或O2和S8的對照,P2及S2均捨π取σ，形成高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