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三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理化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Ch3 – Ch4＞

【劃卡代號：23】

班級：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填錯格。1～30 題每題 3 分，31～35 題每題 2 分。
1. 在 25℃時，張三豐取甲、乙、丙三支試管中各盛同
體積但不同濃度之溶液，其中甲溶液之 pH＝11，
＋
－11
－
乙溶液之〔H 〕＝2×10 M，丙溶液之〔OH 〕＝2×
10－3 M；在此三支試管內分別加入顆粒大小相同、
質量相等的大理石碎片進行反應，何者產生二氧化
碳氣體的速率最快？
(A) 甲試管。
(B) 乙試管。
(C) 丙試管。
(D) 皆無反應。
2. 陳坤在做實驗發現：N2O4 2NO2，今有一密閉的錐形
瓶中裝有 NO2 氣體，且達平衡狀態，關於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A) 將錐形瓶放入熱水中時，平衡狀態改變，正反
應速率大於逆反應速率，故逆反應速率變小。
(B) 將錐形瓶放入冰水中時，顏色將逐漸變淡。
(C) 濃硝酸和銅反應，會產生紅棕色的 NO2。
(D) 達平衡時，正、逆反應速率相同。
3. 西門吹雪做實驗時，測得某杯水溶液中包含了 H+、
OH-、Al3+、SO42-、Na+，其中 H+、OH-量極為稀少，忽
略不計，而 Al3+及 SO42-數量比為 1：3，則 SO42-及 Na+
的數量比為？
(A) 1：1。
(B) 1：3。
(C) 2：3。
(D) 1：2。
4. 東方不敗練葵花寶典時，不小心將桌上的三杯溶液
打翻，均腐蝕了大理石地板，後測得三杯水溶液
H2SO4、HNO3、CH3COOH 之 pH 值均為 1，則哪杯水溶液
之濃度最大？
(A) H2SO4。
(B) HNO3。
(C) CH3COOH。
(D) 皆相同。
5. 獨孤劍聖在為了清洗自己的曠世神武，在室溫 25℃
下，將濃鹽酸加水稀釋來清洗武器，關於鹽酸稀釋
的過程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稀釋過程為放熱反應，故水溶液溫度必升高。
(B) 稀釋過程中，H+濃度會降低。
(C) 稀釋過程中，pH 值會降低。
(D) 稀釋過程中，[H+]×〔OH－〕恆為定值。

座號：

姓名：

6. 關於電解質的定義為：凡溶於水能導電的化合物稱
為電解質。根據此定義，下列關於電解質與非電解
質之敘述，何者正確？
(A) 氯化鈉晶體不能導電，故為非電解質。
(B) 純硫酸可以導電，故為電解質。
＋
－
(C) 純水可解離出 H 及 OH ，故純水為電解質。
(D) 電解質均必為化合物。
7. 關於純水的敘述，下列武林高手之說法，何者較為
正確？
(A) 黃蓉：10 公升的純水可解離出 10-7 莫耳的 H+。
(B) 郭靖：10 公升的純水，其[H+]=10-6 M。
(C) 陳近南：10 公升的純水，其[H+]×〔OH－〕=10-13M2。
(D) 風清揚：10 公升的純水，約含有 556 莫耳的水
分子。
8. 令狐沖做實驗時，從實驗室中拿取 80%的 Ca(OH)2
(分子量=74) 185 克，其溶液之密度為 1.85 公克/
立方公分，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H+]=40M。
(B) pH 值在 15～16 間。
(C) 取 4 莫耳的 CH3COOH，方可使水溶液中和。
(D) 水溶液中之 OH-莫耳數為 2 莫耳。
9. 不論在任何溫度的情況下，關於中性水溶液，下列
何人敘述較為正確？
(A) 陸小鳳：正離子總電量 = 負離子總電量。
(B) 葉孤城：[H+] = [OH-]。
(C) 花滿樓：[H+]×〔OH－〕=10-14M2。
(D) 司空摘星：pH = 7。
10. 大內總管在配製溶液時，配製出相同[OH-]、同體積
之鹼性溶液：NaOH、Ca(OH)2、NH4OH，何者 pH 值較
大？
(A) NaOH 較大。
(B) Ca(OH)2 較大。
(C) NH4OH 較大。
(D) 一樣大。
11. 有一天，韋小寶一家人討論關於酸、鹼之通性，下
列何人提出的說法較為正確？
(A) 雙兒：將一塊方糖滴入數滴稀硫酸，可使方糖
脫水，形成黑色的碳。
(B) 蘇荃：檢驗氨氣的方式是使用氯化氫氣體檢驗
，會產生白色的氯化銨。
(C) 阿珂：當醋酸濃度很高時，在常溫下會凝固，
故稱之為冰醋酸，是一種強酸。
(D) 建寧公主：稀鹽酸會腐蝕銅，產生有毒、無色
的一氧化氮氣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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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韋小寶一家討論完酸、鹼之通性後，接著各大小老
婆分別再討論起鹽類，關於鹽類之敘述，下列何人
提出的說法較為正確？
(A) 沐劍屏：蘇打是一種製作汽水的原料，其產物
為蘇打水。
(B) 方怡：苛性鈉和硝酸反應，會產生食鹽。
(C) 曾柔：石膏的主要原料為碳酸鈣，遇水則變硬，
可用於外科治療骨折的石膏模。
(D) 韋春花：碳酸鈣俗稱為灰石，可用於建築材料。
13. 阿九因隱形眼鏡使用過久，拿下清洗時，發現沒有
生理食鹽水，故想自己著手配製藥水，此時取 25℃
10-3 莫耳的食鹽，溶於 10 公升的水中(溶解過程中，
體積變化忽略不計)，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水溶液之 pH 值為 4。
(B) 水溶液中之[H+]×〔OH－〕=10-14M2。
(C) 此食鹽水為電中性之水溶液。
(D) 水溶液中含有 H+、OH-、Na+、Cl-。
14. 張無忌在進行鉻酸鉀及二鉻酸鉀之實驗，
2－

Cr2O7 （橘紅色）＋H2O

2－

16. 明朝江南四大才子有次在江南遊玩時，經過一家催
化劑製作工廠，便開始討論催化劑的性質，下列何
人提出的說法是正確的？
(A) 周文賓：分解蛋白質的胃蛋白酶，是催化劑的
一種。
(B) 祝枝山：加入催化劑可讓反應物的總產量增加
(C) 文徵明：催化劑會同提高或降低正、逆反應速
率，進而改變反應平衡。
(D) 唐伯虎：在一個完全沒有反應的化學反應中，
加入適當的催化劑後，可讓化學反應進行。
17. 洪七公有次在睡夢中練睡夢羅漢拳時，同時將 4 個
相同重量之貝殼打碎，並與不同濃度，同體積之酸
性溶液反應，均產生大量二氧化碳，反應後發現底
部均有殘留之貝殼碎片，且不再產生氣泡，試問下
列說法何者正確？
實驗編號

貝殼碎裂片數

酸的濃度、種類

1

5

2 M HCl

2

5

2 M CH3COOH

3

10

2 M HNO3

4

10

4 M HCl

＋

2CrO4 （黃色）＋2H 的平衡

反應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達平衡後，〔CrO4 2－〕＝〔Cr2O7 2－〕。
(B) 達平衡後，加入碳酸鈣粉末，此時正反應速率
大於逆反應速率。
(C) 達平衡後，溶液中〔CrO4 2－〕
：
〔Cr2O7 2－〕＝2：1。
(D) 達平衡後，正反應速率小於逆反應速率。
15. 周芷若在武當派的化學實驗室進行硫代硫酸鈉與鹽
酸反應的化學實驗，記錄反應所產生沉澱物完全遮
住「＋」字記號的時間長短如下表，依表所示，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實驗次數

一

二

三

四

溫度

20℃

20℃

20℃

20℃

10％ 硫代硫酸
鈉溶液的體積

10 mL

10 mL

10 mL

10 mL

水的體積

90 mL

80 mL

70 mL

60 mL

5 mL

10 mL

15 mL

20 mL

39 秒

30 秒

21 秒

10 秒

18％ HCl
溶液的體積
沉澱遮住＋字
所需時間

(A)
(B)
(C)
(D)

實驗中可看出溫度與反應速率有關。
硫代硫酸鈉溶液的濃度愈高，反應速率愈快。
本實驗硫代硫酸鈉溶液的體積為控制變因。
實驗中所產生的沉澱物為白色的硫固體。

(A) 編號 1 和編號 2 之實驗，反應速率相同。
(B) 編號 4 號剩下的貝殼質量最少。
(C) 此實驗之控制變因為酸的濃度。
(D) 編號 1、2、3 三個試管的反應速率相同。
18. 宋朝年間，四大名捕有次在中原緝捕犯人時，發現
一家蘇打專賣店，便開始討論蘇打的性質，下列何
人提出的說法較為正確？
(A) 無情：不論是大蘇打、蘇打、小蘇打，遇熱皆
會產生二氧化碳。
(B) 鐵手：碳酸氫鈉屬於弱鹼性，俗稱洗滌鹼，可
製作成清潔劑使用。
(C) 追命：製作乾粉滅火器的主要原料為碳酸鈉，
其性質為弱鹼性，又稱之為焙用鹼。
(D) 冷血：不論是大蘇打、蘇打、小蘇打，和鹽酸
均會產生反應。
19. 藍鳳凰有次在五毒教以鹽酸來中和未知濃度的氫氧
化鈉溶液，並以酚酞為指示劑，實驗裝置如下圖，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滴定管中放置氫氧化鈉溶液。
(B) 酚酞指示劑應置於滴定管中。
(C) 中和完成後，錐形瓶內溶液呈紅色。
(D) 中和完成後，錐形瓶內的溶液可導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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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鋅粉與鹽酸反應可產生氫氣。任我行在三份同體積、
同濃度的鹽酸中各加 1 公克鋅粉，鹽酸溫度各控制
在 20℃、25℃及 30℃，若鋅粉皆充分反應，且無殘
留，則下列曲線圖中，何者最可能說明所放出氣體，
在定壓時，體積與時間的關係？
(A)
(B)

(C)

(D)

21. 玄冥二老有次在驗證哈伯法製氨，已知氮氣與氫氣
在高溫、高壓下製氨的化學反應為一可逆反應，其
平衡反應式如下：

若改變反應條件時，下列何者不會使平衡反應式發
生改變？
(A) 增加體積。
(B) 增加水。
(C) 添加催化劑。
(D) 降低氮氣及氫氣的濃度。
22. 岳不群使用濃度 0.1M 的 HCl 滴定 0.1M 的 NaOH，滴
定的過程中，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H+]逐漸變大。
(B) pH 值慢慢變小。
(C) 指示劑變色的瞬間，水溶液為電中性。
(D) 滴定過程中[H+]×〔OH－〕非定值。
23. 楊過和小龍女有次在中研院配製藥品，藥品如下：
甲：[H2SO4]=1M，500ml；乙：[CH3COOH]=1M，500mL；
丙：[HCl]=1M，500ml；丁：[NaOH]=2M，500ml；
戊：[Ca(OH)2]=2M，500ml，；己：[NH4OH]=1M，500ml
關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乙和丙為同濃度之溶液，故 pH 值相同。
(B) 將丙和己混合，不會生成鹽類。
(C) 將甲和戊混合，可得 pH = 14 的水溶液。
(D) 丁的 pH 值介於 -1 ～ 0 之間。

24. 張翠山和殷素素有次在武當派賞楓，突然聊到光合
作用的現象，已知光合作用的化學反應式：
6CO2＋6H2O 陽光，葉綠素
 C6H12O6＋6O2，此化學反應式
的催化劑為何？

(A) 葉綠素。
(B) O2。
(C) CO2。
(D) H2O。
25. 逍遙子有次將未喝完的寶特瓶裝水蓋緊瓶蓋後，放
置窗台，隔了一天後，逍遙子發現水位沒有明顯變
化，關於瓶內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 氫氣與氧氣反應生成水的速率等於水分解生成
氫氣與氧氣的速率。
(B) 水的蒸發速率等於水蒸氣的凝結速率，兩者持
續進行且速率相等
(C) 水的蒸發速率與水蒸氣的凝結速率達到平衡後
，蒸發與凝結均停止。。
(D) 若將瓶蓋打開，水蒸氣凝結的速率將大於水蒸
發的速率。
26. 有次胡斐在新光四越逛街，突然覺得口渴了，於是
到英格蘭買茶飲解渴，這時英格蘭的店員在泡茶時，
胡斐發現店員居然是使用一整顆的冰糖當原料，頓
時覺得不可思議，於是胡斐提出了下列幾種方法給
英格蘭，請問哪種方法可提高冰糖在水中的溶解速
率及溶解度？
(A) 先將冰糖顆粒敲碎，並磨成粉末。
(B) 室溫下快速攪拌糖水溶液。
(C) 加入更多的水。
(D) 將水加熱，提高水溫。
27. 陳家洛欲研究硫代硫酸鈉與鹽酸的反應速率，觀察
下列何項較為方便？
(A) HCl 的消耗量。
(B) SO2 的生成量。
(C) S 的生成量。
(D) Na2S2O3 的消耗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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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在 25℃時，已知目前有三個燒杯甲、乙、丙，
其中皆裝有各式酸性水溶液，其中甲杯：[H2SO4]=2M，
體積為 300ml；乙杯：[HNO3]=3M，體積為 600ml；其中
丙杯：[HCl]=未知濃度，未知體積。試回答 28～30 題。
28. 若要將乙杯中和，則需要 Ca(OH)2(分子量=74)多少
克？
(A) 66.6 克。
(B) 133.2 克。
(C) 199.8 克。
(D) 266.4 克。
29. 太玄老仙在做實驗時，將甲杯和丙杯混合，得到之
[H+]濃度為 4.4 M；將乙杯和丙杯混合，得到之[H+]
濃度為 3.5 M，則丙杯之濃度為何？
(A) 3 M。
(B) 4 M。
(C) 5 M。
(D) 6 M。
30. 承第 29 題，丙杯之體積為何？
(A) 100 ml。
(B) 200 ml。
(C) 300 ml。
(D) 400 ml。
31. 某天，霍青桐發現有戶民宅失火，於是開始協助消
防員滅火，在滅火時，將水噴成細霧狀，最主要是
為了下列何種原因？
(A) 降低水的溫度。
(B) 水遇到火可以產生二氧化碳。
(C) 增加水與周遭環境的接觸面積。
(D) 降低從水管中噴射而出的水柱壓力。
32. 楊頂天有天看新聞報導，報導內說：
「有人下班回家
後，發現瓦斯氣味濃，開燈瞬間發生爆炸。」請問
引起瓦斯爆炸的原因是什麼？
(A) 瓦斯濃度太大。
(B) 光線會與瓦斯產生反應。
(C) 燈光發出的紫外線會和瓦斯產生反應。
(D) 開燈的瞬間產生火花，進而引起爆炸。
33. 段譽日前去實驗室整理藥品，發現藥品架上剛好有
以下幾種水溶液：甲：[C2H5OH]=5M；乙：[NaOH]=5M；
丙：[H2SO4]=3M；丁：[CH3COOH]=6M；戊：[HNO3]=5M；
試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所有溶液中，以乙溶液的 pH 值最大。
(B) 甲、乙水溶液皆會產生[OH-]，故兩者皆為鹼性
溶液。
(C) 丁的濃度最高，且為酸性溶液，故丁為強酸。
(D) 丙和丁具有相同的[H+]。

34. 石破天發現氫氧化鈉會吸收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而變
質，下列何者可能是其變質後的產物？
(A) 氯化鈉。
(B) 硫酸鈉。
(C) 碳酸鈉。
(D) 碳酸氫鈣。
35. 袁崇煥在軍機處發現 4 杯同濃度、同體積之水溶液，
則下列何種溶液中所解離的離子總數最少？
(A) 氫氧化鈉。
(B) 酒精。
(C) 醋酸。
(D) 食鹽。
【作答到此結束，請利用時間多多檢查】
【最厲害的武林高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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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三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理化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1

D

2

A

3

A

4

C

5

C、D

6

D

7

D

8

B、C

9

B

10

D

11

B

12

D

13

A

14

B

15

C

16

A

17

B

18

D

19

D

20

B

21

C

22

D

23

C

24

A

25

B

26

D

27

C

28

A

29

C

30

B

31

C

32

D

33

A

34

C

35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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