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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想要在銅製的湯匙上鍍一層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以硝酸銀溶液為電鍍液，將湯匙作正極  (B)電鍍時，溶液中的 2Cu 在湯匙上得到電子形

成銅析出  (C)電鍍時，銀會失去電子形成 Ag ，所以為負極  (D)電鍍時，兩電極的總重量

不變。 

(  )2. 下列有關電池的敘述，何者錯誤？ 

(A)電池依能否充電，分為一次電池(原電池)與二次電池(蓄電池)  (B)各種電池都是直流電源  

(C)蓄電池在充電時，外電源的正極需接電池的負極  (D)電池內部使用的金屬或電解液會污

染環境，故應全面回收廢電池。 

(  )3. 阿貴要在鐵製的眼鏡架鍍上一層鋅，今測出在電鍍過程中有 0.1莫耳的電子從鋅片流出，則下

列敍述何者正確？(原子量：Zn=65.4、Cu=64) 

(A)鏡架上有 0.1莫耳的鋅析出  (B)在電鍍過程中鋅片與鏡架總質量不變  (C)鋅片的質量減少

6.54公克  (D)電鍍過程中電解液中正離子的數量逐漸減少。 

(  )4. 阿貴想在鐵片上鍍銅，他將鐵片和銅片分別裝置於甲、乙兩端做為電

極，以硫酸銅為電鍍液，如右圖，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甲電極的反應式為 Fe→Fe2＋＋2e
－
  (B)甲電極的反應式為 Fe2＋＋

2e
－
→Fe  (C)乙電極的反應式為 Cu→Cu2＋＋2e

－
  (D)電鍍後，硫酸銅

溶液濃度變低。 

(  )5. 甲、乾電池(碳鋅電池)是以鋅作為正極 

乙、乾電池的規格大小雖有所不同，但電壓都是 1.5V 

丙、鹼性電池以氫氧化鉀為電解液，電流較強，使用壽命長 

丁、鎳氫電池可充電且不易造成汙染，只是體積龐大，重量較重，在使用上受限 

戊、鋰蓄電池重量較輕，輸出電壓較高，手提電腦已普遍使用 

以上有關常見電池的敘述，哪些選項的敘述是正確的？ 

(A)甲、丙、丁  (B)乙、丙、丁、戊  (C)乙、丙、戊  (D)甲、乙、丙、丁、戊。 

(  )6. 室內擺放大量電池，冒出硫酸蒸氣，使長期在此環境工作的人

員，易罹患職業病，此電池應為下列何者？ 

(A)鉛蓄電池  (B)水銀電池  (C)鎳氫電池  (D)鋰蓄電池。 

(  )7. 銅銀電池裝置如右圖(活性：銅＞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電子由銀片經導線流向銅片  (B)硫酸銅溶液的顏色漸深  

(C)鹽橋中的硝酸根離子會流向甲燒杯  (D)銅片重量會變重。 

(  )8. 有關鉛電池充電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鉛電池的鉛極，要接外電源的正極  (B)外電源用直流電與交流電均可以  (C)硫酸溶液的

濃度會變大  (D)鉛電池的正極板會變重，負極板會變輕。 

(  )9. 做電解氫氧化鈉溶液的實驗，裝置如右圖，按下開關一段時間後，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B管內為氫氣  (B)電解一段時間後，溶液的 pH值會下降  (C)全

反應為 2NaOH→2Na＋H2＋O2  (D)若改為電解氯化鈉水溶液，兩極

產物與本反應亦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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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思榆想在銅製眼鏡架上鍍上一層銀，則下列何者錯誤？ 

(A)眼鏡與電池負極相接  (B)電鍍液要含有銅離子  (C)電鍍過程中，溶液中的陽離子濃度並

不會改變  (D)溶液的濃度會影響電鍍的效果。 

(  )11. 鋅銅電池的裝置如右圖，下列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鋅片是負極  (B)乙杯顏色會變淡  (C)鹽橋中 Na
＋的流向

燒杯乙  (D)鋅片減少的重量等於銅片增加的重量。 

(  )12. 有關於電池的敘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把電能轉變成化學能的裝置  (B)電池發生反應時，電子的流向是由負極經導線流向正極  

(C)第一位研究證實，將兩種不同的金屬以導線連接，中間隔有電解質溶液就會產生電流的科

學家：賈法尼  (D)4號乾電池和 size－D的鹼性電池為相同的規格。 

(  )13. 有關鉛蓄電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充電時，硫酸溶液濃度減少  (B)充電時，兩電極皆產生

硫酸鉛  (C)欲對鉛蓄電池充電時，二氧化鉛極板應連接右

圖中外電源的甲極  (D)放電時，電子由鉛蓄電池的二氧化

鉛極板流出。 

(  )14. 鹼性電池較乾電池好用的理由為何？ 

(A)價錢較便宜  (B)可充電後再使用  (C)電壓穩定，壽命較長  (D)產生電流較小，不耗電。 

(  )15. 在 25℃、1大氣壓下，取 30公升的氫氣與 20公升的氧氣，點火燃燒，若完全反應，則會

剩下何種氣體若干公升？ 

(A)氫10公升  (B)氧5公升  (C)氫 5公升  (D)完全用完，沒有剩下。 

(  )16. 右圖為電解硫酸銅溶液的裝置圖，則下列何者正確？ 

(A)甲電極應接於電源的負極  (B)乙電極的質量增加  (C)溶液的 pH

值升高  (D)溶液的顏色在電解的過程中沒有改變。 

(  )17. 有關常用電池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鉛蓄電池充電時，電池的正極要接外電源的正極  (B)鉛蓄電池的電解液液面降低時，可

補充蒸餾水以維持一定密度  (C)鉛蓄電池的鉛為正極，二氧化鉛為負極  (D)因水銀具毒

性，故水銀電池用過後不可隨意丟棄。 

(  )18. 右圖為電解硫酸銅水溶液的裝置簡圖，a、b兩電極皆為石墨，通電一段

時間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a電極的重量減輕  (B)溶液的顏色不會改變  (C)b電極產生氧氣  (D)

若 a電極為銅棒，通電後 a電極的重量減輕。 

(  )19. 下列電池，何者不能再充電使用？ 

(A)鎳氫電池  (B)鉛蓄電池  (C)鋰電池  (D)碳鋅電池。 

(  )20. 鉛蓄電池的反應式為：Pb＋PbO2＋H2SO4 2PbSO4＋2H2O，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充電時，PbSO4為正極，H2O為負極  (B)充電時，電解液必須補充適量濃硫酸  (C)放

電時，PbO2為正極，Pb為負極  (D)放電時，鉛蓄電池的總質量會減少。 

(  )21. 煜慧想要在銅製的湯匙上鍍一層銀，則下列操作何者最適當？ 

(A)以硫酸銅溶液為電鍍液，將湯匙作正極  (B)以硫酸銅溶液為電鍍液，將湯匙作負極  (C)

以硝酸銀溶液為電鍍液，將湯匙作正極  (D)以硝酸銀溶液為電鍍液，將湯匙作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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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有關鋅銅電池的裝置如右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電子的流向為鋅片經溶液流向銅片  (B)這種裝置是把化學能

轉變為電能  (C)鹽橋中正離子移向硫酸鋅溶液燒杯，負離子移

向硫酸銅溶液燒杯  (D)放電一段時間後硫酸鋅溶液顏色變深，

硫酸銅溶液顏色變淺。 

(  )23. 承上題，關於鹽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鹽橋內應含有電解質  (B)鹽橋具有溝通電路的功能  (C)若以導線代替鹽橋，放電反應更

容易進行  (D)若將鹽橋自溶液中取出，毫安培計讀數會變為零。 

(  )24. 取鉛蓄電池做水的電解實驗，裝置如右圖，P、Q為鉛蓄電池之電極，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P極是由二氧化鉛板組成  (B)a、b兩試管內的氣體質量比為 2：1  (C)P、

Q兩電極放電後，P極質量減少，Q極質量增加  (D)純水難導電，需加入氫

氧化鈉幫助導電，故電解一段時間後，氫氧化鈉濃度增加。 

(  )25. 阿華學了伏打電池後，想自己組裝一個鎳銀電池，使電子流方向如圖中的箭頭，則甲、乙、

X、Y的材料，選擇下列哪一組較適當(活性：鎳＞銀)？ 

(A)X：銀棒，Y：鎳棒，甲杯裝硝酸銀溶液，乙杯裝硫酸亞鎳溶液  

(B)X：鎳棒，Y：銀棒，甲杯裝硝酸亞鎳溶液，乙杯裝硝酸銀溶液  

(C)X：銀棒，Y：鎳棒，甲杯裝硫酸銅溶液，乙杯裝硫酸鋅溶液  (D)X：

鎳棒，Y：銀棒，甲杯裝硫酸鋅溶液，乙杯裝硫酸銅溶液。 

(  )26. 右圖為電解水的裝置，如果甲試管收集到的氣體的質量為 4公克，則

乙試管收集到的氣體的質量為何？ 

(A)0.5公克  (B)1公克  (C)16公克  (D)32公克。 

(  )27. 在進行電解水的實驗時，若氧每公升重 1.44g，氫每公升重 0.09g，在

負極得氣體 2.25g，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負極得到氣體18公升  (B)在正極得到氣體25公克  (C)有20.25

毫升的水被電解為氣體  (D)正極和負極產生氣體的體積比為 2：1。 

(  )28. 以石墨棒電解硫酸銅溶液如圖，有關電解質溶液的 pH值在電解過程中

有何變化？ 

(A)pH值減小且大於 7  (B)pH值減小且小於 7  (C)pH值不變但小於 7  

(D)pH值增大且小於 7。 

(  )29. 有關電鍍的敘述，何者是錯的？ 

(A)被鍍物品上的鏽斑應以砂紙磨去  (B)被鍍物品上的油污應以氫氧化鈉溶液去除  (C)電鍍

完成後應以鹽酸溶液沖洗並靜待其硬化  (D)電鍍工業的廢棄物含有重金屬離子，應處理後方

可排放。 

(  )30. 右圖為電解水與電解硫酸銅水溶液的實驗裝置，甲、乙、丙、丁皆為

碳棒電極，兩電解槽串聯於直流電源供應器上，有關電解過程中的變

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四個電極中有三個電極會產生氣泡  (B)乙電極會產生可燃性氣體  

(C)硫酸銅水溶液的顏色變淡  (D)銅離子游向丙電極，接受電子而析出

銅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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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市面上鹼性電池通常售價較乾電池貴，理由為何？ 

(A)鹼性電池可充電後再使用  (B)鹼性電池不會漏液  (C)鹼性電池電壓較穩定，壽命較長  

(D)鹼性電池可以把電能轉變為化學能；而乾電池則是把化學能轉變為電能。 

(  )32. 以銅片電解硫酸銅溶液，如右圖，有關 a電極在溶液中的反應方程式為下

列何者？ 

(A)2H2O→O2＋4H
＋＋4e

－
  (B)4H

＋＋4e
－
→2H2  (C)Cu→Cu2＋＋2e

－
  

(D)Cu2＋＋2e
－
→Cu。 

(  )33. 依珊欲在鐵湯匙上鍍銅，下列操作方法中，何者正確？ 

(A)使用鉛電池作為電鍍電源  (B)用 NaOH溶液除去鐵湯匙上的鏽斑  (C)銅片當負極，鐵

湯匙當正極  (D)電鍍後的鐵湯匙，先用丙酮沖洗，再以蒸餾水沖洗，可使其快速乾燥。 

(  )34. 想要在鐵匙上鍍銅，則正極及電解質的物品何者正確？ 

(A)正極為鐵匙，電解質為硫酸鐵  (B)正極為鐵匙，電解質為硫酸銅  (C)

正極為銅片，電解質為硫酸鐵  (D)正極為銅片，電解質為硫酸銅。 

(  )35. 欲在鐵片上鍍銅，如右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鐵片接在乙處  (B)甲電極之反應式為 Fe2＋＋2e
－
→Fe  (C)通電一段時

間，甲、乙二電極的總質量變大  (D)水溶液顏色不變。 

(  )36. 有關電解水的敘述，何者正確？ 

(A)負極產生的氣體有助燃性  (B)負極、正極產生的氣體體積比為 2：1  (C)若加 NaOH幫

助導電，負極可產生鈉金屬  (D)此電解反應是將化學能轉換成電能。 

(  )37. 甲生欲在鐵上鍍銅，乙生欲在鐵上鍍鋅，丙生欲在鋅上鍍銅，丁生欲在銅上鍍銀，他們四個

人，何者須準備相同的電鍍液？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丙。 

(  )38. 如右圖，甲裝置讓電流流通一段時間後，

判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中試管 A、B所產生的氣體，體積比

為 1：2  (B)試管 A所產生的氣體與等體

積空氣混合盛入乙中廣口瓶；則在蠟燭點

燃充分燃燒後，瓶內水面上升了約五分之

ㄧ  (C)管 A、B所產生之氣體，在吹管中燃燒，可用來熔割或焊接銅鐵  (D)大理石和稀鹽酸

反應，並不能產生試管 A的氣體。 

(  )39. 有關碳鋅乾電池的敘述，何者錯誤？ 

(A)正極為碳棒  (B)負極為鋅  (C)不可充電重複使用  (D)電解液為糊狀的澱粉。 

(  )40. 右圖為電解水與電解硫酸銅水溶液的實驗裝置，甲、乙、丙、丁皆為碳

棒電極，兩電解槽串聯於直流電源供應器上，有關電解過程中的變化，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四個電極中有兩個電極會產生氣泡  (B)乙電極會產生可燃性氣體  

(C)硫酸銅水溶液的顏色變深  (D)銅離子游向丙電極，接受電子而析出

銅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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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鋅銅電池實驗的裝置如右下圖，鹽橋中裝的是硝酸鉀水溶液。開關接

成通路後，見毫安培計指針偏轉。試問下列有關電池運作時的敘述，

何者正確？ 

(A)鋅片質量漸漸減少，銅片質量漸漸增加  (B)鋅銅電池是利用電能來

引起化學反應  (C)若將鹽橋取出，毫安培計仍有電流通過  (D)鋅片是

電池的正極，銅片是電池的負極。 

(  )42. 承上題，鋅銅電池是一種怎樣的裝置？ 

(A)轉變電能為熱能的裝置  (B)把化學能轉變為電能的裝置  (C)把電能轉變成化學能的裝置  

(D)以上均可。 

(  )43. 承上題，若是鹽橋裡面裝有硝酸鉀溶液，則當鋅銅電池放電的時候，鹽橋中的離子為了維持

電中性，其硝酸根離子會往哪一個金屬片移動？ 

(A)鋅片  (B)銅片  (C)任意移動。 

(  )44. 下列關於電流的化學效應之敘述，何者正確？ 

(A)電流通入任何水溶液時，都會產生化學反應  (B)水溶液中正離子會游向負極失去電子，產

生新物質  (C)負離子會游向正極得電子，產生新物質  (D)電解、電鍍都是電流的化學效應之

應用。 

(  )45. 在伏打電池中，關於鹽橋的敘述何者錯誤？ 

(A)鹽橋是利用自由電子移動而導電  (B)鹽橋內裝易解離的鹽類溶液  (C)作為電流的橋樑  

(D)維持正負極溶液的電中性。 

(  )46. 右圖為電解水的實驗，附圖為電解水的裝置圖，關於圖中電池的甲、

乙兩端極性與電子流向的說明，下列何組正確？ 

(A)乙：負極；電子由此流入  (B)乙：正極；電子由此流出  (C)甲：

正極；電子由此流入  (D)甲：負極；電子由此流出。 

(  )47. 承上題，電解水的過程當中，產生的氧氣和氫氣的體積比例應為 

(A)1：1  (B)1：2  (C)2：1  (D)2：3。 

(  )48. 獎杯、眼鏡架等物品外表常鍍上一層有光澤金屬，下列哪些為其目的？ 

甲：防鏽；乙；增加美觀；丙：增加導電性 

(A)甲乙丙  (B)甲乙  (C)乙丙  (D)甲丙。 

(  )49. 大熊做了如右圖的電解裝置。請根據此圖，回答下列問題：電解後重量減輕者有哪些？ 

(A)a、c  (B)b、D  (C)僅 a  (D)僅 c。 

(  )50. 承上題，電解後重量不變的為何？ 

(A)a  (B)b  (C)c  (D)D。 

(  )51. 承上題，關於電解過程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可變電阻器接頭由 e向 f移動時，安培計讀數變大  (B)Ag
＋濃度

不變，Cu2＋濃度變小  (C)析出之銅、銀的莫耳數比為 2：1  (D)b

電極產生銅，D電極產生銀。 

(  )52. 下列有關碳鋅電池的敘述，何者正確？ 

(A)碳極是可以接受正離子的電極，故帶正電而成正極  (B)鋅極是獲得電子的電極，故為正極  

(C)乾電池與鉛蓄電池一樣可以充電  (D)又稱為乾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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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小寶以如圖裝置在鐵質鑰匙的表面鍍一層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銅片應接電源的負極  (B)鑰匙應接電源的正極  (C)電鍍過程中，硫酸

銅水溶液的濃度逐漸減小  (D)可用硝酸銅水溶液代替硫酸銅水溶液。 

(  )54. 關於鉛蓄電池放電時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溶液比重不變  (B)硫酸溶液濃度減少，溶液比重減小  (C)硫酸溶液濃

度增加，溶液比重增大  (D)鉛離子增加，溶液比重增大。 

(  )55. 正負極皆用石墨棒為電極來電解硫酸銅水溶液，何者正確？ 

(A)負極反應式是 Cu→Cu
＋2＋2e

－
  (B)正極反應式是 2H2O→4H

＋＋4e
－＋O2  (C)水溶液的藍

色會加深  (D)負極會有氫氣產生。 

(  )56. 以碳棒為電極，電解硫酸銅水溶液時，電極上有氣體生成，其原因為下列何者？ 

(A)硫酸根離子的氧被分解出來了  (B)碳棒和硫酸反應產生氫氣  (C)銅與硫酸反應產生氫氣  

(D)水參加電解反應產生氧氣。 

(  )57. 關於電解水的實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負極產生的氣體可使火柴餘燼復燃  (B)正、負極產生的氣體，其體積比為 2：1  (C)加入

NaOH的水在電解的時候，PH值會上升幫助導電  (D)電解可利用化學反應產生電能。 

(  )58. 關於鉛蓄電池充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外電源須使用適當電壓的直流電  (B)充電是電能以化學能形式儲存於電池  (C)正極由硫

酸鉛→二氧化鉛  (D)外電源之正極接電池的負極。 

(  )59. 右圖，以銅棒為正極、硫酸銅溶液為電解液，進行在鐵上鍍銅實驗，則

電鍍過程中，銅離子濃度的變化情形，以圖中哪一條曲線表示較正確？ 

(A)甲  (B)乙  (C)丙  (D)丁。 

(  )60. 有關於鉛電池的敘述： 

(甲)鉛電池的電壓為 2V，汽車內的鉛電池(12V)是將 6個鉛電池並聯而成 

(乙)鉛電池正極為鉛，負極為二氧化鉛 

(丙)鉛電池在放電的過程，正極的重量會增加，負極的重量會減輕 

(丁)鉛電池在放電的過程，正負極都會變成硫酸鉛 

(戊)鉛電池在充電的過程，硫酸溶液的密度會增加。正確敘述為： 

(A)丁戊  (B)乙丁戊  (C)丙戊  (D)甲丁戊。 

(  )61. 阿吉想利用鋅銅電池當電源在鐵製鑰匙上鍍銀，裝置如右圖，以

AgNO3為電鍍液，銀金屬片、鑰匙為電解槽中的電極，則下列敘述何

者錯誤？ 

(A)鹽橋中的正離子會向乙杯移動  (B)甲杯的水溶液為 ZnSO4，乙杯

的水溶液為 4CuSO   (C)A金屬片與C金屬片質量逐漸減少  (D)丙杯

金屬正離子濃維持不變。 

(  )62. 承上題，通電一段時間之後，當 B金屬片增加 3.2克時，C片的質量變化為多少？ 

(A)增加 10.8克  (B)減少 10.8克  (C)增加 21.6克  (D)增加 11.2克(原子量：Zn＝65.4，Cu

＝64，Ag＝108，Fe＝56) 

(  )63. 下列電池，何者不能再充電使用？ 

(A)鎳氫電池  (B)鉛蓄電池  (C)鋰電池  (D)碳鋅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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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 有關於電池的敘述 

(甲)鹼性電池的電解液為氫氧化鉀(乙)乾電池內不含水 

(丙)鎳氫電池、鉛電池、鋰電池、水銀電池都是二次電池 

(丁)鹼性電池比碳鋅電池貴，所以使用後最好再充電使用 

(戊)鋰電池可以隨著不同需求而設計出不同電壓的鋰電池。正確敘述為： 

(A)甲乙丙戊  (B)甲丙戊  (C)甲戊  (D)甲丁戊。 

(  )65. 如圖為鋅銅電池的實驗裝置，有關於鋅銅電池的敘述 

(甲)甲、乙兩燒杯之溶液的顏色變化：甲：不變，乙：變淡 

(乙)鋅銅電池放電一段時間後毫安培計的讀數逐漸變小 

(丙)鋅片是負極(丁) 2Cu 移向銅片 

(戊)鹽橋中的正離子會流向燒杯乙 

(己)鋅片減少的重量等於銅片增加的重量。錯誤的敘述有幾個？ 

(A)1個  (B)2個  (C)3個  (D)5個。 

(  )66. 有關電解水的敘述，何者錯誤？ 

(A)使用直流電來電解水和使用交流電來電解水，都可以電解，而且兩者結果相同  (B)純水不

導電，需要加入氫氧化鈉來幫助導電  (C)電解水時，兩極都會產生氣體  (D)將兩極靠近，可

以加快氣體的生成。 

(  )67. 以下各反應產生的氣體：甲.電解硫酸負極的產物、乙.葡萄糖發酵分解、丙.電解熔化的食鹽正

極的產物、丁.銅與濃硫酸作用的產物、戊.光照射硝酸分解、己.以碳棒電解硫酸銅正極的產物、

庚.鹼金族與水作用選出錯誤的答案： 

(A)有毒的氣體：丙、丁、戊  (B)難溶於水(或不溶於水)的氣體有：甲、丙、己、庚  (C)產生

相同氣體為甲、庚  (D)有顏色的氣體：丙、戊。 

(  )68. 鋅銅電池的負極反應為 

(A)Zn→
2Zn ＋

－2e   (B)
2Zn ＋

－2e →Zn  (C)Cu→
2Cu ＋

－2e   (D)
2Cu ＋

－2e →Cu。 

(  )69. 伏打電池的敘述，何者正確？ 

(A)負極是活性大的金屬，負極的作用為析出反應  (B)正極溶液中的正離子會減少，所以顏色

會變淡  (C)KNO3解離程度好，適合當鹽橋內的物質  (D)鹽橋內正離子會流向負極，負離子

會流向正極。 

(  )70. 右圖是水電解的裝置與甲、乙二試管生成氣體的體積及時間的關係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電池的 A端為正極，B端為負極  (B)甲、乙兩管生成氣

體的質量比為 2：1  (C)甲、乙兩試管中的氣體，甲易溶於

水、乙難溶於水  (D)以點燃的火柴檢驗試管內的氣體，甲

產生爆鳴聲，乙使火柴燃燒更旺盛。 

(  )71. 使用直流電來電解水 

(A)正、負極產生氣體的體積比為 2：1  (B)正、負極產生氣體的質量比為 1：8  (C)正、負極

產生氣體都不易溶於水  (D)正、負極產生的氣體都可以助燃。 

(  )72. 有關電解原理的敘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電解過程中，負極的反應必有金屬析出  (B)電解液中的離子只會在溶液中流動，所以電

解液中正、負離子的數目不會改變  (C)在電解過程中，必定是正極附近的負離子放出電子  (D)

電極是電子流和離子流的交換處，所以電極處必有氧化還原反應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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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 .關於鉛蓄電池的敘述何者是正確的？ 

(A)將數個蓄電池並聯可輸出較高電壓  (B)正極物質是二氧化鉛，負極是鉛  (C)充電時兩極漸

漸變重，放電時兩極漸漸變輕  (D)充電時正極轉變為硫酸鉛，放電時負極由硫酸鉛轉變成鉛。 

(  )74. 有關鋅銅電池使用時的敘述，何者正確？ 

(A)鋅銅電池利用電能來引起化學作用  (B)鋅片質量逐漸減少銅片質量逐漸增加  (C)將鹽橋

取下仍是能正常使用  (D)鋅片為電池的正極銅片是負極。 

(  )75. 鋅銅電池裝置如圖，當放電時離子移動的方向，下列何者正確？ 

(A)鋅離子移近鋅片銅離子離開銅片  (B)鋅離子移近鋅片銅離子移

近銅片  (C)鋅離子離開鋅片銅離子移近銅片  (D)鋅離子離開鋅片

銅離子離開銅片。 

(  )76.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若要在鋁片上鍍銅必須將鋁片掛在電解槽中的負極  (B)電解水時在正負極產生的氣體體積

比是 1：2  (C)電鍍時可接交流電使用  (D)串聯幾個鋅銅電池便能提供電能來電鍍物品。 

(  )77. 關於鉛蓄電池「放電」時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溶液比重不變  (B)硫酸溶液濃度減少，溶液比重減小  (C)硫酸溶液濃度增加，溶液比重增

大  (D)鉛離子增加，溶液比重增大。 

(  )78. 右圖為電解過程中電解液的離子狀態示意圖，請問此圖當中的電解液為下

列何者？ 

(A)純水  (B)氧化銅水溶液  (C)硫酸銅溶液  (D)硫酸水溶液。 

(  )79. 以碳棒為電極，電解硫酸銅水溶液時，電極上有氣體生成，其原因為下列

何者？(A)硫酸根離子的氧被分解出來了  (B)碳棒和硫酸反應產生氫氣  

(C)銅與硫酸反應產生氫氣  (D)水參加電解反應產生氧氣。 

(  )80. 下列有關碳鋅電池的敘述，何者正確？ 

(A)鋅極是獲得電子的電極，故為正極  (B)一般碳鋅電池電壓為 3.6伏特  (C)乾電池與鉛蓄電

池一樣可以充電  (D)又稱為乾電池。 

(  )81. 宜修機車上的鉛蓄電池沒電了，想藉由孟筠機車上的鉛蓄電池充

電，關於充電期間，兩個鉛蓄電池的描述，何者正確？ 

(A)甲接鉛極，乙接二氧化鉛極  (B)圖中甲極和二氧化鉛極，極板質

量增加  (C)兩個鉛蓄電池的硫酸濃度都增加  (D)孟筠的鉛蓄電池

硫酸濃度增加而宜修的鉛蓄電池硫酸濃度降低。 

(  )82. 在鐵湯匙上鍍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湯匙要吊在正極上  (B)溶液中必需存在有 Cu
＋2離子  (C)負極可用銅片以補充溶液中用去

的 Cu
＋2  (D)正極反應是 Cu

＋2＋2e
－
→Cu。 

(  )83. 利用鋅銅電池當電源在鐵上鍍銀，裝置如右圖，以硝酸銀(AgNO3)為電

鍍液，試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甲杯的水溶液為硫酸鋅，乙杯的水溶液為硫酸銅  (B)電子流方向為

Y，電流方向為 X  (C)甲杯內金屬片與 Ag金屬片質量逐漸減少  (D)原

有燒杯內所含的金屬正離子濃度，甲杯逐漸增加，乙杯逐漸減少，丙杯維

持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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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鉛蓄電池與外電路連接放電時，其電子流動情形為何？ 

(A)由二氧化鉛極板→外電路→鉛極板  (B)由鉛極板→外電路→二氧化鉛極板  (C)由外電路

→鉛極板→硫酸電解液中  (D)硫酸電解液中→外電路→硫酸電解液中。 

(  )85. 關於鉛蓄電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將數個鉛蓄電池串聯，可得較高的電壓  (B)正極為鉛，負極為二氧化鉛  (C)放電後，兩電

極皆逐漸變成硫酸鉛  (D)充電時，外電源與鉛蓄電池的相連是正極接正極，負極接負極。 

(  )86. 甲生欲在鐵上鍍銅，乙生欲在鐵上鍍鋅，丙生欲在鋅上鍍銅，丁生欲在銅上鍍銀，請問當中

的哪兩者須準備相同的電鍍液？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丙。 

(  )87. 為增加電壓，將兩個鋅銅電池連接如圖，電極 C的反應式為何？ 

(A)Zn→
2Zn ＋

－2e   (B)
2Zn ＋

－2e →Zn  (C)Cu→
2Cu ＋

－2e   

(D)
2Cu ＋

－2e →Cu。 

(  )88. 易璇利用乾電池把一支鐵湯匙表面鍍上一層銅，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乾電池的負極應與銅片相連接  (B)通電後，硫酸銅溶液的顏色將逐漸變淡  (C)電鍍效果的

好壞，與硫酸銅溶液的濃度及串聯的乾電池數目無關  (D)若將銅片改為碳棒，仍可發生反應，

且碳棒周圍有氣泡產生。 

(  )89. 映含在進行電解水的實驗時，不小心將所產生的氣體收集到同一容器中，只知共收集到氣體

27公克，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由負極得到氣體 9公克  (B)由正極得到氣體 18公升  (C)由負極得到氣體 3公升  (D)由正

極得到氣體 24公克。 

(  )90. 小儀利用如圖的裝置在鐵質鑰匙的表面鍍一層銅，下列何者正確？ 

(A)銅片應接電源的負極  (B)鑰匙應接電源的正極  (C)電鍍過程中，硫酸

銅水溶液的濃度逐漸減小  (D)可用硝酸銅水溶液代替硫酸銅水溶液。 

(  )91. 電池是一種怎樣的裝置？ 

(A)把電能轉變成化學能的裝置  (B)把化學能轉變為電能的裝置  (C)轉變電能為熱能的裝置  

(D)把力學能轉變為電能的裝置。 

(  )92. 阿金想要在銅匙上鍍銀，則有關此反應中的正、負極之反應式，下列何者正確？ 

(A)正極：   2Cue2Cu＋   (B)負極： AgeAg ＋   (C)正極：  AgeAg＋   (D)負極：

Cue2Cu 2 ＋ 。 

(  )93. 利用如圖裝置，欲在一銅片上鍍鋅，則電鍍液應選用下列何者

較為適合？ 

(A)硫酸銅溶液  (B)硫酸鋅溶液  (C)硫酸銀溶液  (D)硫酸鎳

溶液。 

(  )94. 下列電池為充電電池的有幾種？ 

甲.乾電池；乙.鹼性電池；丙.鉛蓄電池；丁.鋰蓄電池；戊.鎳氫電池。 

(A)2種  (B)3種  (C)4種  (D)5種。 

(  )95. 關於鉛蓄電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將數個鉛蓄電池並聯，可得較高的電壓  (B)正極為二氧化鉛，負極為鉛  (C)放電後，兩電

極皆逐漸變成硫酸鉛  (D)充電時，外電源與鉛蓄電池的相連是正極接正極，負極接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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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為增加電壓，將兩個鋅銅電池連接如圖，則通電一段時間之

後，哪些電極的重量增加？ 

(A)A、C  (B)B、D  (C)A、B、C  (D)D。 

(  )97. 鋅銅電池放電時，實際上參與反應的粒子為何？ 

(A)Zn和 Cu  (B) 2Zn 和 2Cu   (C)Zn和 2Cu   (D) 2Zn 和 Cu。 

(  )98. 關於鉛蓄電池充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外電源須使用適當電壓的直流電  (B)充電是電能以化學能的方式儲存於電池  (C)正極由

硫酸鉛→二氧化鉛  (D)外電源之正極要接電池的負極。 

(  )99. 右圖為鋅銅電池的實驗裝置，甲、乙兩燒杯溶液顏色變化為何？ 

(A)甲：不變，乙：變淡  (B)甲：變淡，乙：不變  (C)甲：變深，乙：

不變  (D)甲：變深，乙：變淡。 

(  )100. 在鋅銅電池的化學反應中，負極的鋅氧化成鋅離子，同時釋放出 1

莫耳電子，將可使多少莫耳的銅離子變成銅析出？ 

(A)0.5莫耳  (B)1莫耳  (C)1.5莫耳  (D)2莫耳。 

(  )101. 鋅銅電池實驗的裝置如附圖，鹽橋中裝的是硝酸鉀水溶液。開關接

成通路後，見毫安培計指針偏轉。試問下列有關電池運作時的敘述，

何者正確？ 

(A)鋅銅電池是利用電能來引起化學反應  (B)鋅片質量漸漸減少，銅

片質量漸漸增加  (C)鋅片是電池的正極，銅片是電池的負極  (D)

若將鹽橋取出，毫安培計仍有電流通過。 

(  )102. 艾庭想要測量鋅銀電池的電壓，她應該如何連接？  (B) 

 

(  )103. 利用如圖裝置，欲在一銅片上鍍鋅，該銅片應接於何處？ 

(A)電極 A  (B)電極 B  (C)A、B皆可。 

(  )104. 下列有關碳鋅乾電池得敘述何者錯誤？ 

(A)以石墨為正極  (B)放電時，電子由鋅殼流出  (C)電池內部

為乾燥的物質  (D)碳鋅電池的電壓與電池大小無關。 

(  )105. 已知金屬 A(離子態為 A2＋)活性大於金屬 B(離子態為 B
＋
)，則下列哪項組合可以產生氧化還

原反應？ 

(A)A＋B  (B)A＋B
＋
  (C)A2＋＋B  (D)A2＋＋B

＋。 

(  )106. 使用右圖裝置，將導線甲、乙兩端分別與電池組的正、負兩極連接，

進行電解實驗，在裝水的燒杯中滴入下列何溶液時電解產物不同？ 

(A)氫氧化鉀  (B)硫酸  (C)氫氧化鈉  (D)硫酸銅。 

(  )107. 在鋅銅電池的 U形管中填裝下列哪一種物質時，較不易產生電流？ 

(A)純水  (B)食鹽水  (C)硝酸銨溶液  (D)氫氧化鈉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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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8. 有關鉛蓄電池放電時的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A)正極的重量增加，負極的重量減輕  (B)整個過程中，硫酸的濃度減少  (C)電池的輸出電壓

會隨使用時間而降低  (D)電子由鉛板經外部電路移動至二氧化鉛。 

(  )109. 右圖為銅銀電池的裝置，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原子量：Ag＝

108，Cu＝63.5) 

(A)銅極失去電子，是正極  (B)銅極減少的質量和銀極增加的質量相等  

(C)鹽橋內的 NO3
－
游向甲燒杯  (D)甲燒杯內的溶液顏色逐漸變淡。 

(  )110. 用兩種不同的金屬電極組成的伏打電池，其位於負極的金屬具有下列何種性質？ 

(A)活性較大且易放出電子  (B)活性較大且易獲得電子  (C)活性較小且易放出電子  (D)活性

較小且易獲得電子 

(  )111. 秉軒想利用右圖的裝置，在生鏽的鐵鑰匙鍍上一層銅，避免鑰匙繼續生

鏽，則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電鍍前應先用氫氧化鈉除去鑰匙上的鏽斑，並用砂紙除去髒汙  (B)鐵鑰

匙在電鍍過程中並未參與反應  (C)鐵鑰匙應掛在正極  (D)當可變電阻移

往 a處時，因電阻變大，可減緩電鍍的速率。 

(  )112. 水在室溫及 1大氣壓下的電解，反應式如下：2H2O→2H2＋O2。由反應式可知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2公克的水完全電解可得 2公克的氫氣  (B)2毫升的水完全電解可得 2毫升的氫氣  (C)電

解產生的氫氣與氧氣質量比為 2：1  (D)電解產生的氫氣與氧氣分子數比為 2：1。 

(  )113. 玄德做鋅銅電池實驗時，誤將鋅片與銅片的位置對調了，試問實驗完成時所得到的結果，下

列何者正確？ 

(A)沒有任何化學反應  (B)產生一樣大的電流  (C)將鹽橋對調即可產生電流  (D)其中一杯會

有銅析出。 

(  )114. 右圖為兩種電解硫酸銅溶液的實驗，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電解時，兩杯硫酸銅溶液的顏色不變  (B)乙、丁電極的反應相同  

(C)甲、丙電極產生的氣體與電解水時正極產生的氣體相同  (D)若以

此裝置進行電鍍時，被鍍物品可置於乙或丙處。 

(  )115. 下列選項中哪一組的產物是相同的？(甲)電解水時正極的產物，(乙)以碳棒為電極電解

CuSO4時正極的產物，(丙)以銅棒為電極，電解 CuSO4時負極的產物，(丁)鋅銅電池放電時，

負極的產物？ 

(A)甲、乙  (B)甲、乙、丙  (C)乙、丙、丁  (D)丙、丁 

(  )116. 以鋅銅電池來電解硫酸銅溶液；若 A、B分別為鋅板、銅板，而

C、D為碳棒，四極的質量相同，在通電 5分鐘後，則 A、B、C、

D四極的質量大小關係，哪些是正確的？ 

(A)A＜B＜C＝D  (B)A＜D＜B＝C  (C)A＜D＜B＜C  (D)A＜B

＜D＜C。 

(  )117. 有關電解水的實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正極產生氣體速率較快  (B)水要開始電解時，須接上交流電  (C)當兩試管越接近時，會造

成氣泡產生的速率降低  (D)正極產生的氣體有助燃性，無可燃性。 

鹽橋

硫酸銅溶液

硫�
酸�
銅�
溶�
液

硫�
酸�
鋅�
溶�
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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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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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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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8. 右圖為電解水實驗裝置，甲、乙兩管收集氣體的方法為何？ 

(A)排水集氣法  (B)向上排空氣法  (C)向下空排氣法  (D)排空氣集水法。 

(  )119. 小洪到電鍍工廠參觀時，經過一個很大的鍍銅廢液槽，看見工人將大量

不知名金屬放在輸送帶上，投入此槽中，請問此金屬可能為何？ 

(A)金  (B)銀  (C)銅  (D)鐵。 

(  )120. 甲生欲在鐵上鍍銅，乙生欲在鐵上鍍鋅，丙生欲在鋅上鍍銅，丁生欲在銅上鍍銀，他們四個

人，何者須準備相同的電鍍液？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丙 

(  )121. 右圖為鉛蓄電池的單體結構示意圖，請問電池完全放電後，圖中的正極

板與負極板表面的主要材質分別為何？ 

(A)二氧化鉛；鉛  (B)鉛；二氧化鉛  (C)硫酸鉛；硫酸鉛  (D)氧化鉛；硫

酸鉛。 

(  )122. 如右圖的裝置，檢流計的讀數原為 0，當小茜將左手的食指及中指

同時分別放在銅片與鋅片上，檢流計的指針就向一方偏轉。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A)鋅與銅的活性不同，因此形成電池  (B)造成檢流計指針偏轉的主

要原因是人體會發電  (C)檢流計可以檢驗是否有電流產生  (D)在導線中流通的是直流電。 

(  )123. (甲)鋅銅電池的電路接通後，鹽橋內的正離子移向負極；(乙)電池輸出的電壓大小與正負極

材料無關；(丙)將直電流通入電解質溶液中，負離子將往正極移動；(丁)使用直流電電解水時，

不適合加入鹽酸幫助導電，上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乙、丙  (B)乙、丙、丁  (C)丙、丁  (D)甲、乙、丙、丁。 

(  )124. 甲、乙、丙、丁四個關於水的反應式，如右表。下列何者正確？ 

(A)甲為水的電解反應  (B)乙為酸鹼中和反應  (C)發生丙反應時會

釋出熱量  (D)在常溫下，丁反應會自然發生。 

(  )125. 有關電鍍的敘述：(甲)被鍍物品應掛在負極；(乙)欲鍍的金屬作為負

極；(丙)電鍍液為欲鍍金屬的鹽類水溶液；(丁)銅匙上鍍鎳時，以純鎳片作為負極。 

以上正確的敘述是哪些？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 

(  )126. 如右圖，鋅銅電池裝置中的 U形管，因為管內裝有鹽類溶液，

稱為鹽橋，下列敘述中，何者不正確？ 

(A)鋅片做為負極  (B)放電時甲燒杯中，溶液的顏色變淡  (C)放電

時乙燒杯中，溶液的顏色變淡  (D)鹽橋的功能為溝通電路，維持

電中性。 

(  )127. 在鋅銅電池的化學反應中，負極的鋅重量減少 130.6公克，請問正極銅重量的變化，那一項

正確？(原子量 Cu=63.5Zn=65.3)？ 

(A)減少 63.5公克  (B)增加 63.5公克  (C)減少 127公克  (D)增加 127公克。 

(  )128. 下列有關電池的敘述，何者錯誤？ 

(A)鉛電池可以再充電使用  (B)鹼性電池中的電解液為氫氧化鉀(KOH)  (C)鋰電池可以再充

電使用  (D)用過的碳鋅電池可以再充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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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 如右圖，有關鋅銅電池之敘述，何者錯誤？ 

(A)電子自 Zn片經由導線流向 Cu片  (B)放電一段時間後，乙燒杯中

之銅片重量增加  (C)放電中，鹽橋裡 KNO3水溶液中的 NO3
－
流向甲燒

杯而 K
＋
流向乙燒杯，以平衡電荷，保持電池的電中性  (D)此電池之反

應式為 Cu＋Zn2＋→Zn＋Cu2＋。 

(  )130. 如右圖為一鋅銅電池的裝置，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甲。 

(甲)毫安培計標「＋」號的接線柱應與銅片相連接，電子流

由鋅板經毫安培計流向銅片，銅片之反應式為 Cu2＋＋2e
－

→Cu(乙)通電一段時間後，鋅片溶解質量會減輕，銅片有銅

析出質量會增加，且鋅片減輕的質量恰等於銅片所增加的質

量(丙)鹽橋中的硝酸根離子流向銅片，鋅離子也流向銅片，

通電一段時間後，燒杯乙內的溶液顏色變淡。(丁)通電持續

進行，燒杯甲內的鋅離子數目會逐漸增加，而燒杯乙內的銅

離子會變少，毫安培計指針讀數變少。 

【題組】以鋅銅電池當電源電解水，裝置如圖，圖中甲、乙兩電極皆為石墨棒，試回答下列問題： 

(  )131. 下列有關此實驗的敘述，何者錯誤？ 

(A)為幫助純水導電，可加入硫酸或氫氧化鈉，手接觸到氫氧化

鈉溶液後應用水沖洗乾淨  (B)甲試管產生的氣體以點燃的火柴

檢驗之，火柴熄滅，試管口有淡藍色的火焰及爆鳴聲  (C)收集

此兩種氣體的方式稱為排水集氣法，實驗中所收集的氣體具有難

溶於水的特性   (D)實驗中，通電兩分鐘後，體積比為甲：乙＝1：

2，質量比甲：乙＝1：8。 

(  )132. 反應時，甲處的反應式為何？ 

(A)2H2O→O2＋4H
＋＋4e

－
  (B)H2＋2OH

－
→2H2O＋2e

－
  (C)O2＋4H

＋＋4e
－
→2H2O  

(D)2H2O＋2e
－
→H2＋2OH

－。 

(  )133. 大雄欲在鐵質鑰匙表面鍍一層鋅，下列的電鍍裝置何者正確？  (D) 

 

(  )134. 若甲、乙都是碳棒，且把 NaOH水溶液改成 CuSO4水溶液，則反應時甲、乙如何？ 

(A)甲沒有反應，乙有金屬析出  (B)甲有金屬析出，乙產生氣體  (C)甲產生氣體，乙有金屬析

出  (D)甲、乙都有金屬析出。 

(  )135. 有關電解水的實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兩電極不論距離是遠或近，都不會影響電解速率  (B)使用直流或交流電源，皆可得到完全

相同的結果  (C)使用碳棒或針頭作為電極，所得到的產物相同  (D)加入任何電解質皆可幫助

導電，在兩極產生水的組成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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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6. 應以下列何種方法檢驗氣體是否為氧氣？ 

(A)通入澄清石灰水，看是否產生沉澱  (B)以點燃的火柴試之，看是否產生爆鳴聲  (C)以留有

餘燼的火柴試之，看是否使火柴復燃  (D)以氯化亞鈷試紙試之，看是否改變顏色。 

(  )137. 利用電解法將水(H2O)分解成氫氣(H2)與氧氣(O2)，正確而完整的化學反應式為何？ 

(A)H2O→H
＋
＋OH

－
  (B)H2O→O2＋H2  (C)2H2＋O2→2H2O  (D)2H2O→2H2＋O2。 

(  )138. 鋅銅電池當電源在鐵上鍍銀，裝置如右圖，以硝酸銀為電鍍液，則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電流方向為 x  (B)甲杯的水溶液為硫酸鋅，乙杯的水溶液為硫酸

銅  (C)甲金屬片與 Ag金屬片質量逐漸減少  (D)金屬陽離子濃度的

變化情形，甲杯逐漸增加，乙杯逐漸減少，丙杯維持不變。 

(  )139. 用兩種不同的金屬電極組成的伏打電池，其位於負極的金屬具有下

列何種性質？ 

(A)活性較小且易放出電子  (B)活性較大且易獲得電子  (C)活性較小且易獲得電子  (D)活性

較大且易放出電子。 

(  )140. 為增加電壓，將兩個鋅銅電池連接如右圖，則通電一段

時間之後，哪些電極的重量減少？ 

(A)A、D  (B)B、D  (C)A、C  (D)B、C。 

(  )141. 承上題，電極 D的反應式為何？ 

(A)Zn→Zn
＋＋2e

－
  (B)Zn2＋ ＋2e

－
→Zn  (C)Cu→Cu2＋ ＋2e

－
  (D)Cu2＋ ＋2e

－
→Cu。 

(  )142. 鋅銅電池反應時，若在銅片析出 0.64克的銅，下列何者正確？(原子量：Zn=65.4、Cu=64) 

(A)鋅片質量減少 0.64克  (B)鋅片共失去電子 6×1021個  (C)硫酸銅溶液中的銅離子共減少

6×1021個  (D)在導線上有 0.01莫耳電子流通。 

(  )143. 下列有關化學電池的敘述，何者正確？ 

(A)化學電池是利用化學反應產生電能，在電池的負極產生負離子經由電池內部流至正極  (B)

鹼性電池的正、負極與一般乾電池完全不同  (C)一般乾電池中的正極是碳棒，負極是鋅殼，

其電壓為 1.5V  (D)所有的化學電池都可以藉由充電而重覆使用。 

(  )144. 利用鋅銀電池當電源，以硫酸銅為電鍍液，在鐵質鑰匙表面鍍

上一層銅，裝置如右圖。已知甲、乙各盛裝相對應的電解質水溶

液，開始電鍍一段時間後，下列敘述共有多少項目是正確的？ 

(Ⅰ)電子流方向為 X；(Ⅱ)銅片連接鋅銀電池的負極；(Ⅲ)甲、乙、

丙三杯溶液顏色均不變；(Ⅳ)甲杯電極為銀片，乙杯電極為鋅片；

(Ⅴ)鋅銀電池中的銀電極可用白金電極替代；(Ⅵ)鐵質鑰匙表面進

行的是還原反應，還原半反應為 Cu2＋＋2e
－
→Cu。 

(A)2項  (B)3項  (C)4項  (D)5項。 

(  )145. 電解水的裝置，甲、乙兩試管分別收集正極、負極產生的氣體。有關兩試管所產生的氣體，

下列敘述何者完全正確？ 

(A)甲試管可收集到氫，其體積約為乙試管氣體的一半  (B)甲試管可收集到氧，其體積約為乙

試管氣體的一半  (C)甲試管可收集到氫，其體積約為乙試管氣體的兩倍  (D)甲試管可收集到

氧，其體積約為乙試管氣體的兩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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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6. 阿貴進行下列兩項實驗，如右圖： 

『實驗一』：將銅電鍍在鐵棒上並以濃

度為 0.1M的硫酸銅水溶液為電鍍液； 

『實驗二』：以碳棒為電極，電解濃度

為 0.1M的硫酸銅水溶液； 

有關此兩項實驗通電 10分鐘後，電極

上的變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實驗一』乙電極有氣泡產生，『實驗二』丁電極有紅棕色的銅析出  (B)『實驗一』乙電極

有氣泡產生，『實驗二』丙電極有氣泡產生  (C)『實驗一』乙電極有紅棕色的銅析出，『實驗

二』丁電極有紅棕色的銅析出  (D)『實驗一』甲電極有紅棕色的銅析出，『實驗二』丙電極有

氣泡產生。 

(  )147. 右圖為鋅銅電池，以鹽橋連接硫酸鋅溶液(ZnSO4)與硫酸銅溶

液(CuSO4)，下列何者正確？ 

(A)反應後燒杯中溶液的顏色不會改變  (B)反應後，鋅片重量變

大，而銅片重量變小  (C)開關按下後，毫安培計的指針會不斷

晃動  (D)鋅銅電池的全反應為 Zn＋Cu2＋→Zn2＋＋Cu。 

(  )148. 下列有關鉛蓄電池的敍述何者正確？ 

(A)摩托車用的鉛蓄電池中，在放電時正極產生 PbO2  (B)鉛蓄電池的電解液是蒸餾水  (C)充

電時，可直接用家用插座提供充電電源  (D)在充電時，原鉛蓄電池的正極應連接充電電源的

正極。 

(  )149. 已知電解水的方程式為：2H2O→2H2＋O2，其裝置如右圖。將

10公克的 NaOH溶於 1公升的水中當作電解質操作電解實驗，一

段時間後，若在廣口瓶內收集了 0.6莫耳的氣體，則下列敍述何

者正確？(原子量：H=1O=16) 

(A)實驗過程水減少了 3.6公克  (B)實驗結束後溶液仍有 10公克

NaOH  (C)實驗結束後溶液中的 NaOH濃度不變  (D)瓶內產生

的氫氣與氧氣均為 0.3莫耳。 

(  )150. 電解水的裝置如右圖，甲、乙兩試管分別收集負極、正極產生的氣

體，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甲試管收集到氧氣，其體積約乙試管的兩倍  (B)甲試管收集到氫

氣，其體積約乙試管的一半  (C)乙試管收集到氧氣，其質量約甲試管

的 8倍  (D)乙試管收集到氫氣，其質量約甲試管的 1/8倍。 

(  )151. 欲在銅片上鍍鋅，則有關實驗裝置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可利用硫酸銅作為電鍍液  (B)可用家用 110V的電源  (C)應將鋅片接於正極，銅片接於負

極  (D)電鍍過程中鋅片的質量不變。 

(  )152. 以碳棒為電極電解濃度 0.1M硫酸銅溶液，其裝置如右圖。通

電 10分鐘後，下列敍述何者正確？ 

(A)水溶液的顏色會變深  (B)溶液中的銅離子會游向負極形成銅

原子  (C)與電池正極連接的碳棒質量會減輕  (D)與負極連接的

碳棒會產生氫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