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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一○○
國立臺南第一高級中學一○○學年度學術性向資優鑑定
○○學年度學術性向資優鑑定
【數理類】
數理類】複選第二階段化學
複選第二階段化學實作
化學實作評量
實作評量試題
評量試題
各位同學好，
各位同學好，作答之前，
作答之前，請詳閱以下注意事項：
請詳閱以下注意事項：

1. 手機請務必關機，
手機請務必關機，手錶鬧鐘鬧鈴設定請取消，
手錶鬧鐘鬧鈴設定請取消，並將手機放置於
前方地板上。
前方地板上。
2. 桌上僅放置准考證及文具。
桌上僅放置准考證及文具。
3. 遲到 15 分鐘以上不准入場，
分鐘以上不准入場，考試開始 30 分鐘內不准出場。
分鐘內不准出場。
4. 考生不得將試題及答案卡(卷
攜出試場，
考生不得將試題及答案卡 卷)攜出試場
攜出試場，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違者該科不予計分。
5. 請用鉛筆或原子筆作答。
請用鉛筆或原子筆作答。
6. 請務必在本頁左上角填入姓名及准考證號碼。
請務必在本頁左上角填入姓名及准考證號碼。
7. 考試時間 10:20~12:00，
，共 100 分鐘。
分鐘。
8. 試題共 5 頁，22 大題。
大題。

☆鈴響前請勿翻開試題本☆
鈴響前請勿翻開試題本☆

1. 根據下列各項對於元素特性的描述，寫出對應該元素的原子序：
(1)紅色固態元素，常溫下可導電，且導電度僅次於銀。
(2)常溫下為無色氣體，沸點為已知元素中最低。
(3)銀白色活性金屬，其碳酸鹽稱為蘇打。
(4)活性最大的非金屬元素。
(5)製作半導體的主要元素，地殼中的含量僅次於氧。
(6)某氣態元素，其前一週期的同族元素原子序恰為其一半。
(7)可以阻隔 X 射線的 A 族金屬元素，常作為電池電極使用。
(8)核電廠使用的放射性發電燃料。
(9)常溫下為液態的金屬，為中國古代煉丹術士丹藥的主要成份元素之一。
(10)紫黑色固態非金屬元素，易昇華成紫色氣體。
(1)

(2)

(3)

(4)

(5)

(6)

(7)

(8)

(9)

(10)

2. 蠟燭是由固態的碳氫化合物組成，當火源靠近燭芯，數秒間便可將蠟燭點燃，蠟燭的燃燒
包含有物理變化及化學變化的過程，請利用簡潔的文句，描述固態蠟燭燃燒的過程。

3. 莫耳數等於物質質量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也可以等於粒子個數除以亞佛加厥數，這兩
個關係式間的關聯性，經常搞得初學化學的人一頭霧水，如果你的同學也弄不清楚其間
的關係，請你用生活上易於體驗的例子，來類比其關係。

4. 試比較電解硫酸銅水溶液，以及電解稀硫酸水溶液時，陰極、陽極和電解質溶液的變化有
何差異性？(使用石墨棒作為電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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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試寫出下列化合物之化學式：
(1)鉻酸鉀
(2)硫酸銨
(6)硫化亞銅
(7)氫氧化鎂
(1)
(2)
(6)

(7)

(3)氯化鋁
(8)小蘇打
(3)

(4)氧化鐵
(9)石灰

(8)

(5)硝酸汞
(10)磷酸鈣
(4)

(5)

(9)

(10)

6. 請解釋或說明下列名詞，並列舉實例：
(1)同素異形體。

(2)同分異構物。

(3)熱塑性塑膠。

(4)同位素。

7. 週期表中，第一列過渡元素共有 10 個，請寫出其元素名稱及對應的元素符號。
(1)

(2)

(3)

(4)

(5)

(6)

(7)

(8)

(9)

(10)

8. 已知組成化合物的各元素間，具有特定的比例關係，請依下圖之關聯性，求：(原子量：C
= 12.0, O = 16.0, Ca = 40.0)
(a)X = ？克
(b)Y = ？克
(c)化合物甲之化學式？
(d)化合物乙之化學式？
(e)化合物丙之化學式？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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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9. 雞蛋殼主要成分與貝殼相同，若將整顆雞蛋放入一杯裝有食醋溶液的燒杯中，發現雞蛋
四周不斷有氣泡生成，並在溶液中上下翻滾，試回答列問題：
(1)請寫出此現象的化學反應方程式（以淨離子方程式表示）。
(2)若足量且等量雞蛋分別與(甲)pH=3 的醋酸溶液與(乙)pH=3 的鹽酸溶液
反應，則反應之初，雞蛋與何者的反應較快？（填甲、乙或一樣快）
(3)承(2)，反應終了時，生成的氣體質量何者較多？（填甲、乙或一樣多）
(4)足量的雞蛋與 pH=1 的鹽酸反應，則反應終了時，至多可產生 NTP 的氣體多少毫升？
（NTP 為 25oC、1atm，在此狀態時，1mol 氣體有 24.5L）
(1)

(2)

(3)

(4)

10. 下列何反應為氧化還原反應，選出後並寫出其氧化劑與還原劑各為何？
(1)大理石與鹽酸反應
(2)硫酸銅與鋅片反應
(3)氫氣與氮氣在鐵的催化下製備氨氣
(4)硝酸銀溶液與氯化鈉溶液反應
(5)以煤焦與氧化鐵反應提煉鐵

11. 鉛蓄電池為常見的可充電式電池，汽車用的電池即是由6個單位的鉛蓄電池串聯組成。鉛
2F
蓄放電時的反應為：Pb(s) + PbO2(s) + 2H2SO4(aq) →
2PbSO4(s) + 2H2O(l)

試回答下列問題：[ 1F(法拉第)＝1mol電子電量＝96500庫侖 ]
(1)放電時，氧化劑為何者？
(2)如放電 1 法拉第，兩極重量共變化若干克？
(3)如電池內含重量百分率 32％ 的 H2SO4(aq) 2000 克，則放電 1 法拉第後，硫酸溶液的濃
度變為若干 ％？（原子量：S＝32、P＝207、O=16、H＝1）
(4)放電後若欲充電，則鉛極應接到電源的何極？（回答正極或負極）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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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某硫酸銅結晶 CuSO4 • xH2O 含結晶水 36 %，今取 CuSO4 • xH2O 5.00 克加熱到 100oC，
失去部分結晶水得 CuSO4 • yH2O 3.56 克，又繼續加熱至 250oC 得 CuSO4 • zH2O 3.20 克，
則 x、y、z 各為何？(原子量 Cu＝64，S=32，O＝16，H＝1)
x=
y=
z=

13. 有一反應為 aM＋bN → cR，已知各物種分子量 M＝30，N＝60，今欲生成 100 克 R 需 N
幾克？ (方程式中的 a、b、c 為平衡係數)

14. 某金屬碳酸鹽 15.0 克，將其完全轉變為硫酸鹽時（假設該金屬的價數不變），重量增加
6.0 克，則原碳酸鹽中含金屬離子的重量為多少克？（原子量：C＝12，O＝16，S＝32）

15. 多氯聯苯是生活環境中的危險汙染物，具有下列的化學式：C12HmCl10－m，若已知多氯聯
苯中含有 66.0％（重量百分率）的氯，則化學式中 m 值為多少？（原子量：Cl＝35.5）

16.在 25℃時，溶液 A 為[H+] = 10−3 M 的鹽酸溶液，溶液 B 為[OH−] = 10−3 M 的氫氧化鈉水溶液：
(1)將兩溶液混合成 pH = 7 時，使用溶液的體積比 A：B =
。
。
(2)將兩溶液混合成 pH = 4 時，使用溶液的體積比 A：B =
(3)將兩溶液混合成 pH = 10 時，使用溶液的體積比 A：B =
。
17. 平衡下列反應： K2Cr2O7 +

H2SO4 +

H2S → KHSO4 +

Cr2(SO4)3 + S + 7H2O

18. 當 5.23 克的二氧化錳加熱時，只產生氧氣，加熱至不再有氧氣時剩下的純物質 4.59 克，則：
（原子量 Mn = 55 、O = 16）
(1)剩下的純物質化學式為何？
(2)本反應的反應式為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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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燃燒維生素 C 試樣(只含 C、H、O 三種元素)2.00 毫克，得二氧化碳 3.00 毫克和水 0.816 毫克。
（原子量：C = 12，H = 1，O = 16）
(1)求維生素 C 中碳：氫：氧的最簡單整數比。
(2)若由另一實驗測得維生素 C 的分子量為 180，則維生素 C 的分子式為何？
(1)

(2)
20. 銀器在硫化氫存在的空氣中發生下列反應而變成黑褐色硫化銀（原子量：Ag= 108，H = 1，O =
16，S＝32）
：
Ag + H2S + O2 → Ag2S + H2O （未平衡）
從 Ag 3.24 克、H2S 0.17 克和 O2 0.16 克的混合物：
(1)請寫出平衡後的方程式（最簡整數）
(2)可得 Ag2S 若干克？
(1)

(2)

21. 已知無水 CuSO4 對水溶解度 80°C 為 60 克/100 克水，30°C 為 25 克/100 克水，則：
(1)取 80 克 80°C 飽和溶液冷至 30°C 有幾克 CuSO4．5H2O 析出？（算到小數第一位）
(2)取 100 克 30°C 飽和溶液熱至 80°C，欲維持在 80°C 達飽和需加入 CuSO4．5H2O 若干
克？
(1)

(2)

22. 鉛蓄電池放電時陰、陽極半反應分別為
－
－
X極：Pb(s)＋SO42 (aq) → PbSO4(s)＋2e
Y極：PbO2(s)＋4H＋(aq)＋SO42－(aq)＋2e－ → PbSO4(s)＋2H2O(ℓ)
回答下列問題：
(1)放電時，氧化劑為何者？X極為陽極或陰極？
(2) 如放電 1莫耳電子，兩極重量共變化若干克？
(3) 如電池內含重量百分率 32.0％ 的 H2SO4(aq) 2000 克，則放電 1 法拉第後，硫酸溶液的
濃度變為若干％？（原子量：S＝32）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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