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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期中考高一化學科試題 代碼:05 考試時間:70 分鐘 

一、 單選題: 每題 3 分，17 題，共計 51 分，答錯不倒扣。 原子量: H=1、C=12、N=14、O=16、Ag=108、S=32、Ca=40 

1. 今天化學課的時候，王老師希望大家確實了解化學式的定義，因此出了一個功課詢問班上同學，請判斷以下化學式定義的

敘述，何者正確? 

(A) 鑽石、石墨、芙為同素異形體，化學式皆以實驗式表示。 

(B) 乙酸的分子式為 CH3COOH。 

(C) SiO2 及 CO2 既為分子式也是實驗式。 

(D) 氯化銨分子式可清楚判斷原子間的鍵結方式。 

(E) 乙醚及丁醇具有相同的實驗式及分子式。 

 

2. 某有機化合物 1.48 克，內含 C、H、O 等元素，使用燃燒分析法，如下圖的裝置，測得前面 U 形管的質量增加 1.8 克，後

面 U 形管的質量增加 3.52 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子量 H=1、C=12、O=16) 

(A)裝置中的 CuO 可幫助燃燒產物完全氧化  

(B)裝置中前、後兩支 U 形管的順序不可以顛倒  

(C)前面 U 形管中裝的乾燥劑可用 Mg(ClO4)2  

(D)試樣的實驗式為 CH2O  

(E)若已知此化合物的分子量為 74，則其碳的重量百分組成約為 65%。 

 

3. 葡萄糖發酵可產生酒精及二氧化碳 C6H12O6C2H5OH+CO2(未平衡)，今天小華到實驗室秤取了 36 公克的葡萄糖於適當的條

件下進行反應，已知此反應產率為 50%，請問所生成的二氧化碳可與足量的石灰水(Ca(OH)2)反應產生幾公克的沉澱物? 

(原子量 H=1、C=12、O=16、Ca=40) 

(A)  10  (B)  20  (C)  30  (D)  40  (E)  50  。 

 

4. 2014 年高雄氣爆經查證後為丙烯(C3H6)外洩，而家用的瓦斯主要有天然氣(CH4)及液化石油氣(C3H8)兩種。若在同溫同壓下

分別將以上 3 種氣體做以下實驗進行分析，請判斷何者為正確?  

(A) 同溫度、壓力下、同體積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燃燒，液化石油氣所需空氣為天然氣的 2 倍。 

(B) 等重下丙烯及天然氣所含氫個數比為 4:7。 

(C) 2.1 克的丙烯與足量的氧氣燃燒會產生 1.8 克的水分子。 

(D) STP 下 112mL 的丙烯及 NTP 下 245mL 的天然氣共含碳 6 公克。 

(E) 等原子數的丙烯、天然氣及液化石油氣的體積比為 9:5:11。 

 

5. 試比較下列粒子(分子)的重量何者最大?  (原子量:H=1、C=12、N=14、O=16) 

(A) 6.02*10
-23 莫耳的 C6H12O6  (B)200 個甲烷分子 (C)6.02*10

-23 克的 NH3  (D)STP 下 22.4*10
-23

 L 的 H2O   

(E) 1000 amu 的氧氣 

 

6. 在 25°C、1 atm 時，設 

C2H5OH(g)＋3O2(g)2CO2(g)＋2H2O(l)＋Q1 kJ 

C2H5OH(g)＋3O2(g)2CO2(g)＋2H2O(g)＋Q2 kJ 

C2H5OH(l)＋3O2(g)2CO2(g)＋2H2O(l)＋Q3 kJ 

C2H5OH(l)＋3O2(g)2CO2(g)＋2H2O(g)＋Q4 kJ 

C2H5OH(g)C2H5OH(l)＋Q5kJ           H2O(l)H2O(g)＋Q6 kJ。                           

則下列何者敘述錯誤？  

(A) Q1＞Q2 (B) Q3＞Q2 (C) Q4+ Q5= Q2 (D) Q3- Q4= Q6 (E) Q4＞0，Q6＜0。 

 

7. 下圖為蛋白質分子結構的一部分，請問由下圖判斷有多少的肽鍵(醯胺鍵)？ (A)3 (B)4 (C)5 (D)6 (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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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有關於生活中常見物質的特性，下列何者正確? 

(A) 纖維素與澱粉有相同實驗式，元素重量百分組成相同，是同分異構物。 

(B) 纖維素、蛋白質及核酸皆為自然界常見天然聚合物。 

(C) 肥皂在含有氯化鈣的水溶液中無法起泡去汙。 

(D) 蛋白質與濃硝酸共熱呈綠色。 

(E) 椰子油與強鹼作用產生的甘油為常見的油脂。 

 

9. 蔗糖（分子量  342）1.71g、澱粉（分子量  162n）9.72g 及麥芽糖（分子量  342）5.13g 的混合物，完全水解成單醣後，

可得何種單醣各多少克？ (A)葡萄糖  17.1 克，果糖  0.9 克 (B)葡萄糖  10.8 克，果糖  0.9 克 (C)葡萄糖  1.71 克，

果糖  0.45 克 (D)葡萄糖  3.6 克，果糖  3.6 克 (E)葡萄糖 7.2 克。 

 

10. 阿棠上週末與家人到谷關泡溫泉，忘記將身上配戴的銀項鍊取下導致回到家後整條項鍊已經產生黑褐色沉澱物，詢問化學

老師其中的化學反應，老師解說後帶阿棠到實驗室取了 1.08 克 Ag 在 3.4 克 H2S 及 3.2 克 O2的混合氣體中完全反應，請你

幫阿棠找到正確的答案。(原子量: H=1、C=12、Ag=108、S=32) 

(A) 此反應方程式為 Ag+H2S+O2→Ag2S+H2O(方程式未平衡) 平衡後最簡單整數比係數和為 10。 

(B) 完全反應後剩下硫化氫在 NTP 體積為 490 mL。 

(C) 限量試劑為氧氣。 

(D) 理論上可以得到 Ag2S 為 1.24 克。 

(E) 若此反應的產率僅 50%，則生成水分子在為 0.09 克。 

 

11. 有關 DNA 與 RNA 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二者均含去氧核糖和磷酸根 (B)通常 RNA 為雙股結構，DNA 為單

股結構 (C)DNA 含五碳醣，RNA 含六碳醣 (D)DNA 是核苷酸的聚合物，RNA 是核酸的聚合物 (E)兩者皆含碳、氫、氧、

氮、磷五種元素。 

 

12-13 為題組題 

-胺基酸為構成蛋白質基本單位，其結構式如下圖所示。 

   將第一個-胺基酸的胺基(－NH2)與第二個-胺基酸的羧基(－COOH)脫去水分子即可連結兩個-胺基酸分子，如此重複

連結-胺基酸分子們即可形成蛋白質此高分子化合物。蛋白質由於其組成的-胺基酸的種類與數量的不同，其分子量可從

數萬到數百萬不等。 

 -胺基酸分子兼具兩性性質。當其置於酸中時，酸會與胺基酸分子的胺基反應；當其置於鹼中時，鹼會與胺基酸分子的

羧基反應。 

 蛋白質高分子藉由其「分子內氫鍵」可形成所謂的-螺旋結構，平均每一個螺旋中含有 3.6 個-胺基酸分子。但當加入酸、

酒精或加熱蛋白質，其-螺旋結構即會被破壞。 

  根據上文所述，回答下列問題。 

       

 

12. 下列有關蛋白質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由胺基酸所聚合而形成 (B)生物體中的酵素亦為蛋白質 (C)蛋白質遇熱或酒精

時，會有凝固或沉澱產生，稱為變性 (D)蛋白質可作為重金屬中毒時的解毒劑 (E)人體可合成所有的胺基酸。 

 

13. 下列有關生活中常見有機大分子的敘述中，何者正確？ (A)核酸由胺基酸構成，被稱為生命的基石 (B)最簡單的胺基酸

叫作甘胺酸，化學結構為  (C)澱粉溶液加入金屬離子會凝聚，可作為解毒劑 (D)油質水解依序生成糊精、

麥芽糖，最後變成葡萄糖 (E)纖維素可被人體消化成葡萄糖，故平時要多補充纖維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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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6 為題組題 

    界面活性劑，顧名思義就是能讓兩個不同性質、互不相容的接觸面，不再排斥而彼此靠近的物質。舉個例子，如果你將沙

拉油和水倒在同一個杯子裡，稍微搖動混合，靜置一會兒，會發現水沉在下層，油浮在上層(油的比重比水小)，呈現油水分離。

這時，加入幾滴清潔劑搖晃一下，油和水就均勻混合了。清潔劑，就是一種界面活性劑。 

    生活中舉凡食品、藥品、肥皂、洗碗精、清潔劑、洗衣粉、洗髮精、潤絲精、沐浴精、化妝品、殺蟲劑都有界面活性劑的

存在。依它在水中靠水端的帶電性，大致可分為：1.陰離子界面活性劑：清潔效果佳，常用在洗衣精、洗髮精、沐浴用品。2.

陽離子界面活性劑：殺菌、潤絲、抗靜電，常用在潤絲精、衣服柔軟精。3.兩性離子界面活性劑：可降低陰離子界面活性劑的

刺激性，常用在嬰兒清潔用品。4.非離子界面活性劑：清潔效果差但易起泡，且可增黏性、溶解香精，常用在清潔和化妝用品。 

    有關界面活性劑的敘述，請回答以下 14-16 題。 

14. 下列有關肥皂與清潔劑的敘述，何者錯誤？ (A)肥皂的主要化學成分的通式為 RCOO

Na


，R＝CnH2n1 (B)肥皂在硬水中

使用會降低清潔效果 (C)清潔劑含有支鍵愈多，愈不易被細菌分解而易生汙染 (D)硬性合成清潔劑因為含有鈣元素，故

會造成長期性泡沫汙染 (E)軟性合成清潔劑於硬水中亦有清潔力 

 

15. 合成清潔劑依據親油基部分構造的不同，可以分成兩類：(甲)硬性清潔劑：含有支鏈的烷基，不能被微生物分解。(乙)軟性

清潔劑：只含直鏈的烷基，可以被微生物分解。試問下列何者是屬於軟性合成清潔劑？ 

(A)   (B)  (C)  (D) 。 

16. 呈上題，試問何者是屬於肥皂？ 

 

17. 下圖分別代表 NH3(g)和 NO2(g)的生成反應過程中，反應物與生成

物的能量變化，則下列哪些選項正確 ？  

   (A) NH3(g)的生成反應為吸熱反應  

   (B) NO2(g)的生成反應為吸熱反應  

   (C) N2(g)與 H2(g)產生 NH3(g)的反應為吸熱反應  

   (D) NO2(g)分解為氮氣和氧氣的反應為吸熱反應  

   (E) NH3(g)分解為氮氣與氫氣的反應為放熱反應 

二、 多選題: 每題 4 分，共 7 題，共計 28 分，學測方式計分。 
18. 下列何組物質屬於同分異構物？ 

(A) 澱粉與肝糖 (B)蔗糖與乳糖 (C)鑽石與石墨 (D)水與重水 (E)DNA 與 RNA。 

 

19. 下列有關天然油脂的性質敘述，何者正確？ (A)若依據官能基來分類，油脂屬於酯類 (B)天然油脂為混合物，沒有固定

的熔點及沸點 (C)分子量大，難溶於水，天然油脂屬於高分子化合物（聚合物） (D)任何天然油脂皆為飽和的有機物 (E)

油脂在氫氧化鈣溶液中混合加熱，發生皂化反應而製得鈣肥皂，這種肥皂具有很強的清潔去汙能力。 

 

20. 阿芯今日上課時學到不同活性之金屬與酸鹼性的反應有所不同，試判斷以下敘述哪些錯誤? 

(A) 銅不溶於鹽酸溶液中，但可與濃硫酸反應並產生具刺鼻味氣體。 

(B) 白金與王水反應的反應式如下: Pt+HNO₃+ HCl H₂[PtCl₆]+ NO↑+ H₂O，平衡係數後若硝酸的係數為 4，則反應係數總

和為 40。 

(C) 鹼金族元素活性極高，只要遇到冷水即可並產生具助燃性氣體。 

(D) 銅與稀硝酸反應所產生的氣體溶於水呈現鹼性。 

(E) 金屬鋅與稀硝酸反應會產生不符合八隅體的氣體分子。 

 

21. 下列有關等重的醋酸、甲酸甲酯(示性式 HCOOCH3)及葡萄糖的各項敘述，何者正確? 

(A) 所含氧的重量百分組成相同。 

(B) 具有相同的原子數。 

(C) 與過量的氧氣燃燒產生的水重以醋酸最多。 

(D) 分子數最多的為葡萄糖。 

(E) 燃燒耗去的氧氣量以乙酸乙酯最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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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已知 25℃、1atm 下，石墨、金剛石燃燒的熱化學方程式分別為 

  C(石墨) ＋ O2(g) → CO2(g)   ΔH＝－393.5 kJ 

  C(金剛石) ＋ O2(g) → CO2(g)  ΔH＝－395.4 kJ 

下列敘述，哪一項正確？  

(A)石墨既不導電也不導熱  

(B)從石墨製造金剛石是吸熱反應  

(C)從石墨製造金剛石的反應熱為＋1.9 千焦／莫耳  

(D)金剛石是碳元素的最穩定結構  

(E)C(金剛石)的莫耳燃燒熱相當於 CO2(g)的莫耳生成熱。 

 

23. 選出下列有關反應熱的正確說明 (A)H2(g)之莫耳燃燒熱與 H2O(l)之莫耳生成熱為同值同號 (B)斜方硫的莫耳生成熱為零 

(C)C(s)＋
1

2
O2(g)CO (g)  ΔH＝－26.4 kcal，該反應熱可稱為 C(s)之莫耳燃燒熱 (D)NO(g)＋

1

2
O2(g)NO2(g)該反應之反應熱可

稱為 NO2(g)之莫耳生成熱  (E)反應熱的大小與反應物及生成物的狀態無關。 

24. 選項～ 為生活中常見的藥物、必須維生素及礦物質，關於這些化合物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普拿疼 碳酸鈣 氫氧化鋁 類固醇 葉酸 碳酸氫鈉 氫氧化鎂  青黴素 維生素 E 阿司匹靈 

維生素 C 礦物質 維生素 D 

(A)胃藥中的主要成分為 (B)俗稱美國仙丹，具有消炎和免疫抑制等作用的是 (C)缺乏會導致壞血病，過量會

造成體內維生素 B 群的流失 (D)傳統止痛藥劑的最主要成分為或 (E)最早被發現的鎮痛劑為，俗稱盤尼西林。 

 

 

三、 非選題: 共計 21 分，每小題 3 分 (請書寫於答案卷上)。 
1. 方程式平衡:  (以最簡單整數比表示 ) 

(1) Cu＋H
＋＋NO3

－
→Cu

2＋ ＋NO＋H2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Ca3(PO4)2＋C＋SiO2CaSiO3＋CO＋P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MnO4
－
+ Br 

－
+ H2O→MnO2 + BrO3

－
+ OH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已知哈柏法製氨的反應式：N2(g)  3H2(g) → 2NH3(g) H   92 kJ，若 25℃、1 atm 的條件下，在容器中加入 49 L 的氮氣與

73.5 L 的氫氣，當完成反應後，實際產生 24.5 L 的氨氣，回答下列問題（25℃、1 atm，1 莫耳氣體體積為 24.5 L） 

(1) 限量試劑為:_______。                                                                                    

(2) 實際產率為:________。                                                                                  

(原子量:H=1、N=14) 

 

3. 稱取含有結晶水的草酸鎂(MgC2O4．nH2O)樣品（代號 A）1.00 克後，由 25℃徐徐加熱至 700℃。在加熱的過程中，不斷通

入一大氣壓的乾燥氬氣，結果 A 的質量隨溫度的增高而減輕的情況如下表所示。已知 A 在 100℃以上才會逐漸失去結晶水，

並約在 230℃時完全失去結晶水。  

溫度（℃） 25 170 230 400 450 700 

質量（g） 1.00 0.88 0.76 0.76 0.27 0.27 

(原子量:Mg=24、C=12、O=16、H=1) 

(1) 試以溫度為橫軸(x)，質量為縱軸( y)，繪出樣品 A 的質量隨溫度而改變的圖。（注意題幹中劃線的敘述）  

(2) 為簡化運算，試以 Mg 的原子量為 24.0，MgC2O4 的分子量為 112，列式計算樣品 A 中的 n，並寫出 A 的化學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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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期中考高一化學科試題     答案卷 

班級:_____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此卷回收 

 

三、 非選題: 共計 21 分，每小題 3 分 (請書寫於答案卷上)。 

 

1. 方程式平衡:  (以最簡單整數比表示 ) 

(1) Cu＋H＋＋NO3
－→Cu2＋ ＋NO＋H2O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Ca3(PO4)2＋C＋SiO2CaSiO3＋CO＋P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MnO4
－+ Br －+ H2O→MnO2 + BrO3

－+ OH－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計算請列出計算過程，否則不於計分 

(1)                      (2)                                        

 

_______________ 

 

 

 

  

 

 

3. 計算請列出計算過程，否則不於計分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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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第一高級中等學校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期中考高一化學科試題     參考答案 

一、 單選題: 

1.E  2.D  3.B  4.B  5.A 或 D  6.D  7.C  8.B 或 C  9.A  10.D  11.E  12.E  13.B  14.D  15.B  16.C  17.B 

二、 多選題: 

18. B   19.AB   20.CDE  21.AB  22.BC  23.AB  24.AD 

三、 非選題: 

1.   

(1)3Cu＋8H
＋＋2NO3

－
→3Cu

2+ ＋2NO＋4H2O 

(2)2 Ca3(PO4)2＋10C＋6SiO26CaSiO3＋10CO＋1P4 

(3)2MnO4
－
 + 1Br 

－
+ 1H2O→2MnO2 + 1BrO3

－
+2 OH

- 

 

2. (1) H2(g)  (2) 50% 

3. (1)                                  (2) MgC2O4．2H2O, n=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