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單元八：原子和分子結構 ９５ 

(  )1. 何者為金、鐵、鎂、銅的元素符號(請按先後順序)？ 

(A)Au、Fe、Mg、Cu  (B)K、Si、Al、Cu  (C)Ag、C、S、Na  (D)Cu、Fe、Ca、Ti。 

(  )2. 有一元素，其中文命名為「溴」，由其名稱我們可以確定該元素在常溫、常壓下是： 

(A)非金屬固體  (B)非金屬液體  (C)金屬液體  (D)非金屬氣體。 

(  )3. 下列有關金屬及非金屬的敘述及用途，下列何者正確？ 

(A)Ag是導熱性最佳的金屬  (B)Au是導電性最佳的金屬  (C)日光燈內含Ne氣體會對環境

造成污染  (D)Al製品不易鏽蝕是因鋁的活性小。 

(  )4. 鈉、鉀平時需保存在哪裡？若將鈉、鉀分別與水反應後，它們的共同產物是： 

(A)純水中、氫氧化鈉  (B)乾燥箱中、氫氧化鉀  (C)純氧中、氧  (D)石油中、氫。 

(  )5. 在常溫、常壓下有關元素符號何者的敘述錯誤？ 

(A)「石」字旁表示非金屬元素以固體狀態存在  (B)「水」或「氵」字旁表示液態元素  (C)

元素符號是根據英文或拉丁文名稱的第一個字母以小寫表示  (D)鈣元素符號是 Ca。 

(  )6. 下列化合物的化學式，何者錯誤？ 

(A)氧化鈉 NaO  (B)氯化鐵 FeCl3  (C)硫化氫 H2S  (D)氧化鋁 Al2O3。 

(  )7. 下列化合物的化學式，何者錯誤？ 

(A)硝酸銀 AgNO3  (B)氫氧化鎂 MgOH2  (C)硫酸銅 CuSO4  (D)碳酸氫鈉 NaHCO3 

(  )8. 下列關於常見元素的性質和符號，何者正確？ 

(A)導電性最好的金屬是 Cu  (B)不易和氧反應，可以保護內部金屬的是 Al  (C)自然界最堅

硬的物質是鑽石，元素符號為 Da  (D)熔點最高的金屬是W，熔點最低的金屬是 Hg。 

(  )9. 右圖，3個甲分子與 1個乙子分反應生成 2個丙分子，甲、乙、

丙為不同的純物質，則丙的分子式應為下列哪一項？ 

(A)AB3  (B)A3B  (C)A3B2  (D)A6B2 

(  )10. 取 5支試管編號甲~戊，分別加一刮勺的白色粉末，甲試管裝 Na2CO3、乙試管裝 KCl、丙

試管裝 BaCl2、丁試管裝 CaCl2、戊試管裝 MgCl2，分別加水配成水溶液，取這些溶液進行

實驗，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反應前 5支試管的水溶液都是無色透明  (B)甲溶液和乙溶液混合後，沒有沉澱  (C)丙

溶液和戊溶液混合後，產生白色沉澱  (D)甲溶液和丁溶液混合後，產生白色沉澱。 

(  )11. 嘉瑋比較金屬元素與非金屬元素，請問他的哪一項判斷是錯誤的？ 

(A)金屬元素的導電性與導熱性較好  (B)金屬元素的延性與展性較好  (C)金屬元素的氧化

物溶於水後，水溶液呈酸性  (D)金屬元素大多以固態方式存在。 

(  )12. 甲試管中加入二刮勺的硫酸銅晶體，將試管稍為下傾，將裝有細玻璃管

的橡皮塞塞住試管口，以酒精燈加熱，如右圖。加熱一段時間後，乙試

管有無色液體生成，下列何者正確？ 

(A)甲試管的硫酸銅晶體顏色漸漸由藍色變成白色  (B)甲試管的硫酸銅

反應是屬於物理變化  (C)乙試管的無色液體是硫酸  (D)以乾燥的氯化

亞鈷試紙接觸乙的無色液體，試紙由粉紅色變成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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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有關週期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週期表中，同一行的元素，稱為「族」  (B)同一族的元素，其化學性質相同  (C)鈉和

鉀是屬第 Ι族，都可以和水反應，其水溶液加入酚酞後呈現紅色  (D)二十世紀的科學家完

成週期表的排列順序是根據原子序的大小。 

(  )14. 有關下列各元素中文命名的方式配對，何者錯誤？ 

(A)氫：最輕的氣體  (B)金：沿用古代的名稱  (C)氯：黃綠色的氣體  (D)鈉：按發現此元

素的科學家名字命名。 

(  )15. 金屬元素與非金屬元素在許多性質上有許多明顯的不同，關於許多性質的比較，下列何者

錯誤？ 

(A)金屬元素普遍的導熱性較非金屬元素佳  (B)金屬元素具金屬光澤，但同樣能導電的石墨

也有此特性  (C)常溫下，大部分元素為固態  (D)常溫下，沒有任何金屬元素以氣態存在。 

(  )16. 生鐵；乙.熟鐵；丙.鋼，這三種物質含碳量多寡、延展性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含碳量：丙＞甲＞乙；延展性：甲＞乙＞丙  (B)含碳量：甲＞乙＞丙；延展性：甲＞丙

＞乙  (C)含碳量：甲＞丙＞乙；延展性：乙＞丙＞甲  (D)含碳量：乙＞丙＞甲；延展性：

丙＞甲＞乙。 

(  )17. 有關合金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黃銅是由銅、鋅組成的合金  (B)白金是由金、銀組成的合金  (C)不鏽鋼是由鋼、鎳、

鉻組成的合金  (D)青銅是由銅、錫組成的合金。 

(  )18. 有關鐵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由高溫爐將鐵礦煉製成的鐵，叫做熟鐵  (B)生鐵含碳量低，質硬而脆  (C)熟鐵含碳量

高，流動性大，適合鑄造  (D)鋼的含碳量低於生鐵。 

(  )19. 有關元素的書寫及命名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利用各元素英文或拉丁文名稱的第一個字母，以印刷體大寫來表示  (B)銅是依古代已知

的元素名稱命名  (C)金屬元素的書寫及命名方式皆從「金」部  (D)氫是依據元素本身的性

質而命名。 

(  )20. 有關金屬元素特性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常溫常壓下大部分的金屬元素皆為固態  (B)導電性與導熱性最佳的金屬元素為銅  (C)

延性及展性最佳的金屬元素為金  (D)熔點最高的金屬元素是鎢。 

(  )21. 下列各反應，何者不屬於化合反應？ 

(A)碳酸氫鈉→二氧化碳＋碳酸鈉＋水  (B)鎂＋氧→氧化鎂  (C)氫＋氧→水  (D)氮＋氧→

二氧化氮。 

(  )22. 物質的分類方式如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為混合物  (B)乙為純物質  (C)丙可能為氧氣  (D)

丁可能為黃銅。 

(  )23. 小黑將一玻璃杯放在燃燒的蠟燭上但不將蠟燭蓋熄，過一陣子後他發現玻璃杯上凝結了一

些液體，用乾燥的氯化亞鈷試紙接觸後試紙會轉變為紅色；若再將杯內氣體導入石灰水中，

則澄清的石灰水會變混濁，由以上結果可以判斷蠟燭燃燒所產生的液體和氣體各為何？ 

(A)水與二氧化碳  (B)石灰水與氧氣  (C)水與氧氣  (D)石灰水與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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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下列關於原子結構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一個質子的質量與一個電子的質量相等  (B)原子核內中子數必等於質子數，原子才能保

持電中性  (C)原子核中的中子數是判斷原子種類的重要依據  (D)原子核內質子數不同的

二個原子，其原子性質不同。 

(  )25. 碳酸氫鈉，俗名小蘇打；碳酸鈉：俗名蘇打，關於小蘇打與蘇打的比較，何者正確？ 

(A)兩者受熱均會分解出二氧化碳  (B)兩者組成的元素相同  (C)碳酸鈉為碳酸氫鈉加熱分

解後的產物  (D)碳酸氫鈉為碳酸鈉加熱分解後的產物。 

(  )26. 下列有關道耳吞原子說的敘述，何者錯誤？ 

(A)一切的物質由原子組成，而這種粒子不能再被分割  (B)相同元素的原子，其原子質量與

大小均相同  (C)化合物是由不同原子以固定的比例組成的  (D)化學反應是原子的重新排

列，反應前、後，原子的質量及特性會改變。 

(  )27. 下列關於各種物質的化學式的寫法，何者正確？ 

(A)氧化鈣：CaO2  (B)硫酸鈉：Na2SO4  (C)氧氣：O  (D)二氧化硫：S2O2。 

(  )28. 甲、乙、丙、丁各物質，其組成粒子如右圖，

則何者屬於化合物？ 

(A)甲  (B)乙  (C)丙  (D)丁。 

(  )29. 今天所謂的真理，或許在下個世紀就會被淘汰，但是每個創新都必頇奠基在舊有知識的基

礎，因此，對一位研究科學的學者而言，科學的發展史也是相當重要的一環。請根據提出

時間的先後，將甲、乙、丙三項事實依序排列？甲.道耳吞提出原子說；乙.拉塞福提出原子

模型；丙.湯木生發現電子(A)甲乙丙  (B)乙甲丙  (C)丙甲乙  (D)甲丙乙。 

(  )30. 有四種原子，其質子數、中子數如下表所示，則此四種原子的質

量大小關係為何？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丁  (C)甲＜乙＝丙＜丁  

(D)甲＜乙＜丙＜丁。 

(  )31. 下列有關元素週期表的敘述，何者錯誤？ 

(A)最早提出週期表概念的是俄國科學家門得列夫  (B)現行的週期表示依據原子序的大小

順序排列  (C)縱行稱作族；橫列稱作週期  (D)同族的元素，電子組態相似；同週期的元素

化學性質相似。 

(  )32. 下列關於金屬元素與非金屬元素的敘述，何者正確？ 

(A)金屬都是以固態存在，且為熱、電的良導體  (B)金屬都呈銀灰色，新切開金屬的表面具

有光澤  (C)石墨是非金屬，為黑色的固體，且具有導電性  (D)非金屬元素在常溫下全為固

態或氣態。 

(  )33. 下列有關金屬的敘述，何者正確？ 

(A)所有金屬中以金最活潑  (B)銀飾品在溫泉地區容易在表面生成黑色硫化銀斑點  (C)銅

的導電性為金屬中最好的，故為一般電線的材料  (D)鋁的活性是金屬中最小的，故用來做

鋁門窗不會生鏽。 

(  )34. 試問下列哪一組元素的化學性質比較相似？ 

(A)鋰、鈹、硼  (B)鎳、鉻、鋅  (C)金、銀、銅、鐵  (D)氟、氯、溴。 



單元八：原子和分子結構 ９８ 

(  )35. 下列有關元素的敘述，何者錯誤？ 

(A)鎂、鈣又稱為鹼土金屬元素  (B)鉀、鈉又稱為鹼金屬元素  (C)週期表的同一族元素，

具有相似的物理性質  (D)鉀、鎂與水反應時，鉀與水的反應較劇烈。 

(  )36. 下圖為週期表中的一個元素，試問甲、乙、丙、丁四項分別代表下列何者？
 (A)元素符號、原子序、元素名稱、原子量  (B)原子量、元素符號、

元素名稱、原子序  (C)原子序、元素名稱、元素符號、原子量  (D)

原子量、元素名稱、元素符號、原子序。 

(  )37. 化合物和其組成元素的性質有何異同處？ 

(A)物理性質相同、化學性質不同  (B)物理性質不同、化學性質相同  (C)物理性質、化學

性質都相同  (D)物理性質、化學性質都不同。 

(  )38. 下列哪一個示意圖比較接近拉塞福所提出的原子模型？ 

(A)   (B)   (C) 。 

(  )39. 下列有關原子內各項基本例子的敘述，何者正確？ 

(A)原子不能被分割，故原子內的基本粒子即為原子本身  (B)原子內 1個質子和 1個中子的

質量非常接近  (C)原子內 1個質子的質量等於 1個電子的質量  (D)原子內 1個電子的質量

大於 1個中子的質量。 

(  )40. 有關鉀金屬的貯存方式，下列何者正確？ 

(A)置於空氣之中即可  (B)必頇貯存在水中  (C)必頇貯存於礦物油中  (D)必頇存放於陰暗

且日光無法直接照射處。 

(  )41. 下列哪一種粒子帶負電？ 

(A)原子核  (B)質子  (C)電子  (D)中子。 

(  )42. 我們所定義的原子序，主要是以何者的數量作為判斷標準？ 

(A)電子數  (B)質子數  (C)中子數  (D)原子數。 

(  )43.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兩種或兩種以上元素以一定比例產生結合的化學變化叫化合  (B)化合反應產生的物質

叫化合物  (C)化合物為純物質  (D)化合物保有原成分元素之性質。 

(  )44.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銅導電性最好，故用來做電線  (B)黃銅是銅和錫之合金  (C)鋁活性小不易鏽蝕  (D)金

為延展性最佳之金屬。 

(  )45. 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目前已知元素有一百一十多種  (B)化合物是由兩種或兩種以上元素混合而成  (C)溴是

唯一液態金屬  (D)所有元素是地球上本來就有的。 

(  )46. 有關鋁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鋁是地殼中最豐富的元素  (B)活性小，不易氧化，適合做鋁門、鋁窗  (C)密度小，而

且堅硬，是製造飛機的理想材料  (D)不易導熱，故可用來做包裝食物的鋁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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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有關原子結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原子核內的中子數必頇與原子核外的電子數相等，原子才會保持電中性  (B)原子核內的

質子重量大約等於原子的總質量  (C)當失去電子時，整個原子將帶正電  (D)原子核內的中

子數必頇與質子數相等，原子才會保持電中性。 

(  )48.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從高爐初步煉裂出來的鐵叫鋼  (B)含碳量高低：生鐵＜鋼＜熟鐵  (C)不鏽鋼是鋼與

鎳、鉻的合金  (D)熟鐵延展性最好，故用途最廣。 

(  )49. 下列有關金屬和非金屬元素的性質，何者正確？ 

(A)固態金屬均為銀白色，非金屬顏色多樣化  (B)金屬熔點高，常溫下均為固態  (C)金屬

都可導電，非金屬都不可導電  (D)最硬的元素為非金屬的鑽石。 

(  )50. 有一反應，由 X與 Y生成 Z，其反應如下：2X+3Y2Z；而反應物 X

與生成物 Z的值量關係如圖。試問當有 40g的 Z要生成時，需用掉多

少克的 Y？ 

(A)20  (B)10  (C)80/3  (D)40/3。 

(  )51. 若 A和 B反應會產生 C和 D，現有 10g的 A和 10g的 B作用反應後，B剩下 2g，產生

C10g，則 D應為多少 g？ 

(A)8g  (B)10g  (C)12g  (D)20g。 

(  )52. 如圖為一原子的元素符號，則有關此元素符號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此為鈉原子  (B)此原子的質子數有 13個  (C)此原子的中子數有 27個  

(D)此原子的電子數有 14個。 

(  )53. 科學家普利士利利用陽光照射氧化汞，結果產生了一種氣體，其化學反應式：氧化汞→氧

＋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此反應進行時，因產生汞，所以試管內汞液面會上升  (B)此變化稱為化合反應是一種化

學變化  (C)汞與氧分別是純物質  (D)氧化汞是一種混合物。 

(  )54. 十九世紀初，法國化學家普魯斯特根據實驗的結果，提出「組合化合物的各種成分的元素

之間，其質量比恆固定」。也就是說，若組成水的氫與氧之間的質量比為 1：8，則組成冰的

氫與氧之間的質量比為何？ 

(A)2：1  (B)1：2  (C)1：8  (D)1：16 

(  )55. 下列各項化學物質的化學式寫法，何者正確？ 

(A)碳酸氫納：Na2CO3  (B)氧化鐵：FeO  (C)氫氧化鎂：MgOH  (D)硫酸銅：CuSO4。 

(  )56. 我們在喝熱開水時，怕水燙嘴，常用嘴向水面吹，使水涼下來，這是由於下列何者？ 

(A)向水面吹的是氮氣，氮氣有冷卻的作用  (B)吹出的氣體，溫度比水低，混合後水溫就降

低了  (C)向水面吹氣可以加快水的蒸發，蒸發會使熱水本身的溫度降低  (D)吹氣實際上無

法使水冷卻，會感覺水涼下來只是心理因素。 

(  )57. 下列關於原子結構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一個質子的質量與一個電子的質量相等  (B)原子核內電子數必等於質子數，原子才能保

持電中性  (C)原子核中的中子數是判斷原子種類的重要依據  (D)原子核內質子數不同的

二個原子，其原子性質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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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下列有關元素的中文命名何者錯誤？ 

(A)固體元素均採金字旁  (B)古代已知的元素沿用古代的名稱  (C)氯表示黃綠色的氣體  

(D)氫表示最輕的氣體。 

(  )59. 一般物質分類方式如右圖，下列何者正確？ 

(A)甲可能為氯化鈉  (B)乙為化合物  (C)丙

可能為鋼  (D)丁可能為汞。 

(  )60. (甲)原子種類；(乙)原子數目；(丙)質量總和；(丁)分子種類；(戊)分子數目；(己)原子排列

方式；(庚)均衡係數總和；化學變化前後必定改變的有哪些？ 

(A)甲乙丙  (B)丁己  (C)丁戊己庚  (D)戊庚。 

(  )61. 右圖為週期表中的某一元素，則甲、乙、丙、丁各是何意思？ 

(A)原子序、元素符號、元素名稱、原子量  (B)原子序、元素符號、元素

名稱、原子量  (C)元素符號、原子序、元素名稱、原子量  (D)元素名稱、

原子量、原子序、元素符號。 

(  )62. 今有甲、乙、丙三種物質，已知分子量分別為 15、10、25，若甲和乙反應生成丙，則下

列何者可能為其平衡反應式？ 

(A)甲＋乙→丙  (B)2甲＋3乙→2丙  (C)2甲＋2乙→3丙  (D)3甲＋2乙→2丙。 

(  )63. 如右表，則 X＋Y－Z＝？ 

(A)16  (B)18  (C)20  (D)21。 

(  )64. 定溫定壓下，氮氣和氫氣反應，生成氨氣，其反應

式為 N2＋H2→NH3(尚未平衡)，則下列何者正確？ 

(A)平衡反應式後係數比為 1：3：2  (B)反應物質量比 N2：H2為 14：1  (C)反應前後的氫

原子數比為 3：1  (D)反應物的分子數比 N2：H2為 14：1。 

(  )65. 關於「道耳吞原子說」內容的敘述，何者正確？ 

(A)物質都是由分子所組成  (B)化學變化時，會產生新的原子並重新排列  (C)原子不會無

中生有，也不會憑空消失  (D)因為有同位素的存在，同種原子的質量不一定相同。 

(  )66. 關於「分子」的敘述，何者正確？ 

(A)能保持原物之組成與特性者，謂之  (B)分子必由數種原子結合而成  (C)化學反應時，

分子不會消失  (D)分子式可表示分子中所含有特性的官能基。 

(  )67. 一平衡化學反應式 A＋3B→3C，若分子量 A為 24，B為 2，將 X公克的 A與 30公克的 B

反應，當 B完全用完後，還剩下 12公克的 A，則 X為多少？ 

(A)132  (B)120  (C)112  (D)26。 

(  )68. 二氧化碳氣體本身不助燃、不可燃，其密度比空氣大，易沉降於地面附近而隔離空氣，在

火山活動地區，曾因此一特性而導致大量動物及人員窒息死亡，一氧化碳氣體本身不助然，

但可燃，因其易與紅血球中的血紅素結合使紅血球喪失攜氧的能力，而造成中毒窒息的現

象，在臺灣地區每年因一氧化碳中毒死亡的人數可高達數十人，下列為天然氣燃燒時之化

學反應式：CH4＋O2→CO2＋H2O(甲式)(反應式尚未平衡)，但若在通風不良的房間燃燒一

段時間後，反應式會變成：CH4＋O2→CO2＋H2O(乙式)(反應式尚未平衡) 

取等質量的天然氣分別進行上列兩式之燃燒，則甲、乙其消耗氧氣的質量之比為何？ 

(A)2：1  (B)2：3  (C)3：2  (D)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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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氫分子與氮分子反應將產生氨分子，其反應式為：3H2＋N2→2NH3，若將 9莫耳的氫分子

與 2莫耳的氮分子混合反應，試問最多可以產生多少莫耳的氨分子？ 

(A)2  (B)4  (C)6  (D)9。 

(  )70. 若將碳的基準量由 12改成 24，則一個氫原子重多少公克？ 

(A)2  (B)l  (C)
23

2

6 10
  (D)

23

1

6 10
。 

(  )71. 2公升的一氧化碳(CO)與 1公升的二氧化碳(CO2)在下列各項目中，何者比例為 1：1？(原

子量：C＝12、O＝16) 

(A)質量比  (B)氧原子數比  (C)碳原子數比  (D)總原子數比。 

(  )72. 某元素有兩種同位素，一種為 10

5 X ，佔 19.91%；另一種為 11

5 X ，佔 80.09%，根據以上資

料，則元素 X的原子量是下列哪一個？ 

(A)10×19.91%＋11×80.09% (B)
10 11

2


 (C)19.91＋80.09 (D)

10 19.91 11 80.09

2

 ％＋ ％
。 

(  )73. 施老師在講解化學式時，以元素得失電子的觀念來說明，他利用凹角與击角的模型作為教

具，如右圖，甲模型表示失去一個電子的鈉離子和得到一

個電子的氯離子之組合，乙模型表示失去兩個電子的鎂離

子和得到一個電子的氯離子之組合，則丙模型最可能表示

下列哪一種化學式？ 

(A)CO2  (B)Mg3N2  (C)Al2O3  (D)CaCO3。 

(  )74. 物質是由原子所組成的，原子又由電子，質子與中子等更微小的粒子所構

成，左圖是一個電中性原子 X的結構圖，則 X的表示為？ 

(A) 5

3 X   (B) 5

2 X   (C) 3

2 X   (D) 2

3 X 。 

(  )75. 下列有關金屬元素的一般性質敘述，何者正確？ 

(A)高展性，高延性，無光澤  (B)密度大，熔點高，缺延展性  (C)硬度大，易導電，易導

熱  (D)密度大，熔點高，硬度小 

(  )76. 有一化學反應 A＋BC＋D，若反應前 A有 8克、B有 8克；反應後 B耗盡、A剩 2克，

則產物 C可能為幾克？ 

(A)10  (B)14  (C)15  (D)16。 

(  )77. 已知 N、H的原子序分別為 7、1，質量數分別為 14、1，則 NH4
＋中含有下列哪些粒子？ 

(A)7個中子，11個質子，10個電子  (B)7個中子，11個質子，11個電子  (C)7個中子，

7個質子，6個電子  (D)5個中子，5個質子，4個電子。 

(  )78. 國際間自公元 1996年起，各工業國家全面禁止使用含有氟與氯的碳氫化合物為冷媒，其

主要目的是為了保護大氣中的哪一種氣體？ 

(A)氧  (B)臭氧  (C)氮  (D)二氧化碳。 

(  )79. 某碳氫氮化合物的分子中含有 10個原子與 26個電子，則其化學式下列何者正確？(原子

序：H＝1，C＝6，N＝7) 

(A)C2H6N2  (B)C2H7N  (C)C3H6N  (D)C4H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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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已知原子量：C＝12，He＝4，O＝16，若原子量改採 O＝32，則 C與 He原子量各為何？ 

(A)C＝6，He＝2  (B)C＝24，He＝8  (C)C＝6，He＝8  (D)C＝24，He＝2。 

(  )81. 下列四種原子中，何者具有奇數個質子與奇數個中子？ 

(A) 1

1H   (B) 31

15 P   (C) 40

19 K   (D) 107

47 Ag。 

(  )82. 已知某碳氫化合物的質量百分比，C占 80%，H占 20%，則下列何者可能為它的化學式？

(原子量：C＝12；H＝1) 

(A)CH4  (B)C2H6  (C)C3H8  (D)C4H10。 

(  )83. 教室裡同學們正熱烈地討論著「原子量」的意義。 

妍都說：「原子量就是原子的重量!」 

牛興說：「原子量是原子核中質子與中子的總數。」 

小玉說：「原子量是以一定特定的原子為標準，比較各原子的質量比而得來的!」 

大華說：「原子量就是原子體積大小的比較!」 

四位同學中，誰的說法最正確？ 

(A)妍都  (B)牛興  (C)小玉  (D)大華。 

(  )84. 下列各圖中的「 」與「 」代表不同的原子，何者可以代表氧與臭氧的混合氣體？ 

 

(  )85. 取某元素 36克，假設測得其中所含的原子總數為 2×1023個，則該元素的原子量為何？ 

(A)12  (B)24  (C)48  (D)108。 

(  )86. 若 A和 B反應會產生 C和 D，現有 10g的 A和 10g的 B作用反應後，B剩下 2g，產生

C10g，則 D應為多少 g？ 

(A)8g  (B)10g  (C)12g  (D)20g。 

(  )87.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從高爐初步煉裂出來的鐵叫鋼  (B)含碳量高低：生鐵＜鋼＜熟鐵  (C)不鏽鋼是鋼與

鎳、鉻的合金  (D)熟鐵延展性最好，故用途最廣。 

(  )88. 有關鋁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鋁是地殼中最豐富的元素  (B)活性小，不易氧化，適合做鋁門、鋁窗  (C)密度小，而

且堅硬，是製造飛機的理想材料  (D)不易導熱，故可用來做包裝食物的鋁箔。 

(  )89. 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目前已知元素有一百一十多種  (B)化合物是由兩種或兩種以上元素混合而成  (C)溴是

唯一液態金屬  (D)所有元素是地球上本來就有的。 

(  )90.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銅導電性最好，故用來做電線  (B)黃銅是銅和錫之合金  (C)鋁活性小不易鏽蝕  (D)金

為延展性最佳之金屬。 

(  )91. 下列有關元素的中文命名何者錯誤？ 

(A)固體元素均採金字旁  (B)古代已知的元素沿用古代的名稱  (C)氯表示黃綠色的氣體  

(D)氫表示最輕的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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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 下列有關金屬和非金屬元素的性質，何者正確？ 

(A)固態金屬均為銀白色，非金屬顏色多樣化  (B)金屬熔點高，常溫下均為固態  (C)金屬

都可導電，非金屬都不可導電  (D)最硬的元素為非金屬的鑽石。 

(  )93. 有一反應，由 X與 Y生成 Z，其反應如下：2X+3Y2Z；而反應物

X與生成物 Z的值量關係如圖。試問當有 40g的 Z要生成時，需用掉

多少克的 Y？ 

(A)20  (B)10  (C)80/3  (D)40/3。 

(  )94. 己知「相同的溫度與壓力下，同體積的不同氣體所含氣體的分子數

都相同。」今在同溫同壓之下，測得 5升的氧氣與 5升的某氣體 X的質量分別為 6克、15

克，則該氣體 X分子量為何？(原子量：O=16) 

(A)6.4  (B)12.8  (C)40  (D)80。 

(  )95.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兩種或兩種以上元素以一定比例產生結合的化學變化叫化合  (B)化合反應產生的物質

叫化合物  (C)化合物為純物質  (D)化合物保有原成分元素之性質。 

(  )96. 承上題，同溫同壓下，2公升的氮氣與 4公升的甲烷氣(CH4)質量比為何？ 

(原子量：N＝14，C＝12，H＝l) 

(A)l：2  (B)7：8  (C)8：7  (D)2：1。 

(  )97. 物質 XY與物質 Y2發生下列的反應：「2XY+Y2→2Z」，則物質 Z的化學式為下列何者？ 

(A)XY  (B)XY2  (C)X2Y  (D)X2Y2。 

(  )98. 下列各化合物完全燃燒都生成二氧化碳與水，則何者 1莫耳完全燃燒時產生 4莫耳水？ 

(A)CH4  (B)C2H6  (C)C3H8  (D)C5H12。 

(  )99. 40克的甲烷(CH4)氣體中，含有氫元素若干克？(原子量：C＝12，H＝1) 

(A)4克  (B)8克  (C)10克  (D)32克。 

(  )100. 右圖中「 」代表 A原子，「 」代表 B原子，則

圖中所顯示反應為何？ 

(A)A2＋2B→2AB  (B)2A+B2→2AB  

(C)A+B2→AB2  (D)A2＋B2→2AB。 

(  )101. 乙烷(C2H6)氣體完全燃燒，生成的二氧化碳與水二者的質量比為何？ 

(A)44：27  (B)11：9  (C)22：9  (D)11：36。(原子量：C＝12，H＝1) 

(  )102. 純物質有一定的沸點、熔點，混合物則無，就粒子觀點而言，是因 

(A)純物質分子間的距離大  (B)純物質只含一種分子  (C)純物質所含分子的種類較多  (D)

純物質含有兩種以上的粒子。 

(  )103. 有關金屬及非金屬元素在常溫的通性，哪一項敘述正確？ 

(A)石墨為黑色具延展性的固體，且具有導電性  (B)金屬都是以固態存在，且為熱、電的良

導體  (C)金屬都呈銀灰色，新切開金屬的表面具有光澤  (D)碘為紫黑色固體，是電、熱的

不良導體。 

(  )104. 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電子由拉塞福所發現  (B)發現順序，電子最早，原子核次之，中子最晚發現  (C)原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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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子數+中子數  (D)原子是電中性，所以原子內部並沒有帶電的粒子。 

(  )105. 子瑄比較金屬元素與非金屬元素後，得到下列四個結果，請問哪一項判斷錯誤？ 

(A)金屬元素的導電性與導熱性較好，銅是導電最好的金屬  (B)金屬元素的延展性較好，而

金是延展性最好的金屬  (C)金屬元素的熔點較高，而鎢是熔點最高金屬  (D)金屬元素大多

以固態方式存在，常溫下僅汞、銫、鎵容易以液態存在。 

(  )106. 楊老師取 4克的銅粉置於耐熱的容器內，在空氣中逐次加熱，加熱後氧化銅的質量如右

表，則氧化銅中，銅與氧的質量此為何？ 

(A)5：4  (B)4：5  (C)5：1  (D)4：1。 

(  )107. 甲.鉀；乙.葡萄糖；丙.水銀；丁.黃金；戊.鑽石；己.黃銅；庚.白金；辛.硫酸；壬.小蘇打。

上述所列屬於化合物者有哪些？ 

(A)甲乙丙  (B)乙辛壬  (C)丁戊己庚  (D)丙己庚辛。 

(  )108. 下列五個變化，哪些是化學變化？ 

(甲)固體碘加熱產生紫色蒸氣(乙)蔗糖滴加濃硫酸變成黑色(丙)氯化鋇溶液加硫酸產生白色

沉澱(丁)大理石滴濃鹽酸產生氣體(戊)乾冰受熱後不見了。 

(A)乙丙丁  (B)甲戊丁  (C)乙丙  (D)甲乙丙 

(  )109. 已知下述三種元素符號和原子序的關係如右表。 

請參考右表分析 Ca2＋，Cl
－，K

＋三者關係，何者錯誤？ 

(A)質子數 Ca最多  (B)電子數一樣多  (C)中子數 Cl最少  (D)資料不足，無法判斷何者之

中子數最少。 

(  )110. 甲、乙、丙、丁四種物質，其組

成如右圖，其中●、○表示兩種不同

原子。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乙是元素，丙、丁是混合物  

(B)甲、乙是純物質，丙、丁是混合

物  (C)甲、乙、丙是純物質，丁是化合物  (D)甲、乙、丙是純物質，丁是混合物。 

(  )111. 關於金屬元素與非金屬元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常溫常壓下，非金屬元素均以固態和氣態存在  (B)石墨是唯一能導電的非金屬元素  (C)

金剛石是硬度最大的物質  (D)一般金屬氧化物的水溶液若能溶於水，則呈鹼性反應。 

(  )112. 物質的分類如右表，則野外的土壤與實驗室的精鹽分別屬

於哪一類？ 

(A)前者甲，後者乙  (B)前者丁，後者乙  (C)前者乙，後者

丙  (D)前者丙，後者丁。 

(  )113. 依據道耳吞的原子說，我們若將碳酸氫鈉(NaHCO3)加

熱，絕對不可能產生下列哪一種生成物？ 

(A)Na2CO3  (B)CO2  (C)H2O  (D)SO2。 

(  )114. 某中性原子 Q的陰離子 2Q －包含的電子數、中子數分別為 36及 34。則此中性原子所含

之質子數 x、電子數 y、質量數 z分別為何？ 

(A)x＝34，y＝36，z＝68  (B)x＝36，y＝36，z＝72  (C)x＝34，y＝34，z＝68  (D)x＝

34，y＝36，z＝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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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5. 在密閉的容器中置入 10克的 Na2CO3水溶液及 20克的 CaCl2水溶液，則反應依下列方

程式進行： 

Na2CO3＋CaCl2CaCO3＋2NaCl， 

當反應完成後，此密閉容器內，物質的總質量共有幾克？ 

(A)50克  (B)30克  (C)15克  (D)5克。 

(  )116. 汞、銅、銀、溴、氫、氩、氯、硫、碳；請由以上各元素中，分別依序選出氣態、液態

及固態的數目： 

(A)3、1、5  (B)3、5、1  (C)5、2、2  (D)3、2、4。 

(  )117. (甲)Ca(OH)2、(乙)OCu、(丙)IK、(丁)Al(OH)3、(戊)H2SO4、(己)C6H1206； 

以上的化學式中，寫錯的有那幾個？ 

(A)乙丙戊  (B)甲丙戊  (C)乙丙  (D)乙丁己。 

(  )118. 以一般化學式的寫法，下列有關「2O2」的敘述，何者錯誤？ 

(A)2O2表示 2個氧分子  (B)2O2表示 2個氧原子  (C)O2是氧的分子式  (D)O2代表存在於

空氣中的氧元素。 

(  )119. C2H5OH，這種寫法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C2H5OH是酒精的化學式  (B)一個酒精分子是由3種原子所組成  (C)一個酒精分子含5

個氫原子  (D)一個酒精分子是由 9個原子所組成。 

(  )120. 哪一種金屬投入水中後，以酚酞指示劑滴入，溶液呈現紅色？ 

(A)鈉  (B)鋅  (C)鉛  (D)鎂。 

(  )121. 家中使用的電線，塑膠外皮包著內部的金屬是銅，是因為它的導電效果不錯且便宜，如

果不考量價錢，應選擇何種金屬作為導電的電線效果更好？ 

(A)金  (B)銀  (C)鋁  (D)鐵。 

(  )122. 關於金屬元素及合金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將鈉與鉀投入水中，只有鉀可以產生氫氣  (B)黃銅是銅和錫的合金  (C)金的延性及展

性是金屬元素中最好  (D)所有的金屬在常溫常壓下都是固態。 

(  )123. 常壓下，阿南對某物質進行實驗，實驗結果

如右表，由此實驗結果可得到下列哪項推論？ 

(A)該物質為金屬  (B)該物質溶於水呈酸性  

(C)該物質在常溫常壓下為固態  (D)該物質含

有碳原子和氫原子。 

(  )124. 下列何者並不是「道耳吞原子說」的內容？ 

(A)電子繞著原子核運轉  (B)化學變化只是原子重新排列組合而已  (C)不同元素的原子能

以簡單整數比例結合成化合物  (D)原子為最小粒子，不可再分割。 

(  )125. 原子的體積主要決定於下列何者？ 

(A)電子的大小  (B)原子核直徑  (C)中子數  (D)電子存在的空間。 

(  )126. 14

6 C、 13

6 C、 12

6 C，對於左列三種碳原子的敘述何者正確？ 

(A)此三種碳原子中的中子數不同  (B)此三種碳原子中的電子數不同  (C)此三種碳原子中

的原子數不同  (D)此三種碳原子中的質子數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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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7.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鑽石和石墨都是碳元素組成，稱此二者為同位素  (B)物質的特性是由原子所決定  

(C) 14

6 C、13

6 C、12

6 C質子數相同、但質量數不同，稱為同素異形體  (D)質子數相同者，其化

學性質相同，故)12
6 c、13

6 c、14
6 c具有相同的化學性質。 

(  )128. 如圖，甲、乙、丙、丁，分別所代表的物質可能是 

(A)糖水、鎂、氩、二氧化碳  (B)空氣、鎂、氩、水分

子  (C)糖水、氖、鈉、水分子  (D)空氣、氖、鈉、二

氧化碳。 

(  )129. 有關原子結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質子和電子的總質量大約等於原子的總質量  (B)電子運動的範圍即是原子的大小  (C)

質子的質量遠大於中子的質量  (D)原子核內中子數必頇與核外電子數相同，原子才能保持

電中性。 

(  )130. 某物質甲有固定的熔點，將其隔絕空氣加熱，會產生兩種不同的新物質乙與丙，則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甲是混合物  (B)甲是元素  (C)乙、丙均為元素  (D)甲是化合物。 

(  )131. 右圖為一簡化的週期表，試根據此表所標示元素

的位置，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丁、壬為鹼土金屬族  (B)乙、丙為同一週期具

有相似的化學性質  (C)戊、癸可與碳酸產生白色

沉澱  (D)常溫下唯一液態非金屬是庚。 

(  )132. 承上題，若丙和己結合成化合物，其化學式為何？ 

(A)丙己 2  (B)己 2丙  (C)丙 2己 3  (D)己 2丙 3。 

(  )133. 下列哪一行為或製造東西方式完全正確？ 

(A)廢材阿綱帶著純銀製的彭哥列戒指洗溫泉  (B)藍波將銅與鋅做成合金製造蠻牛銅像  

(C)碧琪將水銀加入料理中使營養價值提高  (D)雲雀以二氧化矽為原料造出 16吋晶圓。 

(  )134. 某中性原子 A的陰離子 A2-含有電子數、中子數分別為 18及 16，則此中性原子其所含

有質子數 x，原子序 y，電子數 z分別為多少？ 

(A)x＝16，y＝16，z＝16  (B)x＝18，y＝18，z＝16  (C)x＝16，y＝18，z＝18  (D)x＝

18，y＝18，z＝18。 

(  )135. 關於道耳吞原子說的敘述，何者錯誤？ 

(A)原子主要由電子、質子和中子三種基本粒子所構成  (B)同一元素的原子性質相同  (C)

不同元素的原子能以簡單整數比例結合成化合物  (D)化學反應後，原子會重新排列。 

(  )136. 為何我們必頇用濾紙來分離食鹽水與砂粒？ 

(A)因濾紙具有磁性可先將砂粒吸住  (B)因砂粒的顆粒大於濾紙的孔隙  (C)因砂粒的附著

力較食鹽水佳  (D)因砂粒的溶解度比食鹽大。 

(  )137. 氯化鎂、氯化鈣、氯化鋇與碳酸鈉反應都會有沉澱物產生。請問此三種化合物中，參與

沉澱反應的元素有哪些？ 

(A)氯、鎂  (B)氯、鈣  (C)氯、鎂、鋇  (D)鎂、鈣、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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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8. 某白色固體有一定熔點，加熱時得一無色氣體及一黑色殘餘物，則其最可能為 

(A)元素  (B)混合物  (C)化合物  (D)混合物、化合物皆有可能。 

(  )139. 下列何者與水之反應與其他三者明顯不同？ 

(A) Al   (B)Fe  (C)K  (D)Mg。 

(  )140. 原子是由中子、質子與電子三種基本粒子所組成。若以○、⊕和●分別代表中子、質子

與電子，則下列何者為 12

6C原子的示意圖？ 

 

(  )141. 鉀、鈉及鐵三種金屬，和水反應後，何者不會使酚酞指示劑由無色變粉紅色？ 

(A)鉀  (B)鈉  (C)鐵  (D)三者皆可使其變色。 

(  )142. 下列有關金屬、非金屬的敘述，何者「錯誤」？ 

(A)鑽石的組成元素是碳  (B)鉛筆的筆芯是由鉛所製成  (C)電晶體中最主要的成分元素為

矽  (D)立可白的成份之一是二氧化鈦，無毒的白色粉末。 

(  )143. 下列有關元素符號的命名方式何者「為誤」？ 

(A)根據英文或拉丁文名稱的第一個字母以大寫表示  (B)若有兩個元素名稱的開頭字母相

同，則在後再附加一小寫字母  (C)中文命名採一到兩個文字代表一種元素  (D)若是古代已

知元素，則中文命名直接採用其名。 

(  )144. 「鑀」元素是為了紀念科學家愛因斯坦而命名，由其名稱我們可以確定該元素是： 

(A)金屬固體  (B)非金屬固體  (C)金屬液體  (D)非金屬氣體。 

(  )145. 下列有關元素和其中文的配對，何者「有誤」？ 

(A)銅 Ca  (B)汞 Hg  (C)磷 P  (D)溴 Br 

(  )146. 小穎欲將鐵、鋅、鈉、銅、鉀、鋁、金分類，小穎將這七種元素分別放入水中、鹽酸中，

再依其反應性質分為三類，問何者會和鐵在同一類？ 

(A)鋅  (B)鈉  (C)銅  (D)金。 

(  )147. 下列何者並不是「道耳吞原子說」的內容？ 

(A)原子為最小粒子，不可再分割  (B)相同元素的原子，其質量均相同  (C)原子核是由帶

正電的質子和帶負電的電子組成  (D)化學反應只是原子重新排列組合而已，原子不會消

失，也不會產生新的原子。 

(  )148. 有關週期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週期表共有 7個週期、18族  (B)第 1族為鹼金族、第 2族為鹼土族  (C)週期表可以預

測尚未發現的元素  (D)最初門得列夫的週期表是按照質子數的多寡來排列的。 

(  )149. 某中性原子 A的陽離子 A2+含有電子數、中子數分別為 16及 18，則此中性原子其所含有

質子數、電子數、質量數分別為多少？ 

(A)18、16、34  (B)18、16、36  (C)16、16、34  (D)18、18、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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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摘要與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