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6

Ba
Barium
137.3 綠

自然界的生物從性質迥異的元素合成出不同的化學物質，

來維持地球的生態平衡。人類則用化學或生物方法來合成各

式各樣的化學物質，滿足生活所需。藉由化學方法，許多物

質，包括醣、油脂、澱粉、蛋白質和 DNA等亦可從植物或動

物中取得。了解這些重要物質的基本化學性質、營養價值和

組成，有助於建立良好飲食和用藥習慣，亦可認知化學的重

要性。

隨著工業革命的發展，空氣汙染和水汙染等已嚴重威脅

地球的永續發展，因此公民須培養水循環和碳循環等基本素

養。科學家透過各種綠色科學的手段來製造低耗能、低汙染、

高效率的新物質和器件，例如，各種奈米材料、太陽能電池

和發光二極體等。我們如何透過綠色化學和現代化學科技來

繼續保護地球 ?

生活中的化學

機器人 BaBa
綠能公共運輸的推行，是節能減碳的

大躍進，從小地方做起，你我一起保

護地球。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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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服材料
可由棉、麻等有機化合

物再經加工製成

4-1.1  醣類

醣類是碳、氫和氧組成的化合物，早期生物化學家發現的醣

類化學式均可寫成 Cn(H2O)m，m和 n皆為正整數，因此把醣類稱

為碳水化合物。雖然醣類脫水後，可觀察到碳的生成，但醣類並

非真的由碳和水所組成，而是含有多羥基 (–OH)的有機物。醣類

可分為單醣、雙醣、多醣三類。

4-1 生物體分子

生物體中重要的有機物包括提供能量的醣類和脂肪，構成身體組織的蛋白質，和攜帶遺傳訊息的
核酸等。它們的化學結構和性質有何不同？日常生活中亦處處可見有機化合物（圖 4-1），例

如身上穿的衣服、健康食品等，它們的性質為何？

 圖 4-1　生活中常見有機化合物

纖維素
是自然界分布最廣、含

量最多的有機化合物

蔬菜水果
內含許多有機化合物，

如果糖、維生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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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醣

常見的單醣有：葡萄糖、果糖和半乳糖（圖 4-2），三者都

易溶於水，具有甜味，為同分異構物，化學式皆為 C6H12O6。

葡萄糖是植物光合作用的產物（式 4-1），為生物體中最重

要的糖，可提供細胞需要的能量。人體正常血液中約含 0.1%的

葡萄糖，醫學上稱為血糖。

6CO2(g)＋ 6H2O(l) 陽光 C6H12O6(aq)＋ 6O2(g) （式 4-1）

果糖存在於蜂蜜和果實中，是甜度最高的天然醣類，過去認

為使用果糖代替砂糖，在相同甜度下可以減少熱量攝取，但目前

則有研究認為，果糖可能會造成脂肪肝、刺激食慾造成肥胖。因

此，應該避免攝取過量，以促進健康。半乳糖存在於乳製品及甜

菜中，是嬰兒腦部發育很重要的營養素。

雙醣

雙醣是由兩個單醣脫去一個水分子縮合形成（式 4-2）。

C6H12O6＋ C6H12O6
縮合

水解
C12H22O11＋ H2O （式 4-2）

較重要的雙醣有蔗糖、乳糖和麥芽糖，三者互為同分異構

物，分子式皆為 C12H22O11，且都可溶於水。蔗糖可由葡萄糖和果

糖脫水聚合而成，甜菜和甘蔗為其主要製造原料。哺乳類動物的

乳汁中富含乳糖，甜度只有蔗糖的 1/5，可水解為葡萄糖和半乳

糖，提供幼小哺乳動物的成長所需。麥芽糖則是由兩個葡萄糖脫

水聚合而成，是飴糖的主要成分，也是傳統的食品。

寡糖

一般為 3-10個單醣分子
聚合而成的碳水化合物，

甜 度 為 蔗 糖 的 30% ∼
70%。因為不易被人體消
化吸收，所以熱量較低。

根據許多醫學研究，寡糖

有類似水溶性膳食纖維的

功能，能促進腸蠕動，改

善便祕及減少大腸癌的發

生率。

 圖 4-2　生活的醣類

單醣 C6H12O6

葡萄糖、果糖、半乳糖

雙醣 C12H22O11

蔗糖、乳糖、麥芽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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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醣

重要的多醣常見有澱粉、肝醣和纖維素，三者皆是由葡萄糖

脫水後聚合而成，分子式可表示為 (C6H10O5)n。

綠色植物經光合作用形成葡萄糖後，進一步聚合為澱粉，主

要存在於稻米、玉米和芋頭等植物中。澱粉在酵素或稀酸的催化

下，會先水解生成糊精，糊精是分子量較小的多醣，可做為黏合

劑。糊精進一步水解成麥芽糖，最後則變成葡萄糖。葡萄糖加入

酵母菌後，可發酵製成酒精（式 4-3），所以澱粉類作物是許多

酒的原料。澱粉遇到碘溶液會呈現深藍色，是檢驗澱粉存在的簡

易方法（圖 4-3）。

(C6H10O5)n
水解 (C6H10O5)s (s＜ n) 水解 C12H22O11

水解 C6H12O6

　澱粉 　　　　 糊精　　　　　　　   麥芽糖　　    葡萄糖

C6H12O6
發酵

酵母菌 2 C2H5OH＋ 2 CO2 （式 4-3）

纖維素是植物細胞壁的主要成分，為自然界中分布最廣、含

量最多的一種多醣。蔬菜中含有豐富的纖維素，雖然人體無法分

解吸收，但可促進胃腸蠕動，具有清理腸道的作用。一般木材中，

纖維素占 40∼ 50%，棉花中的纖維素則可高達 90%以上，所以

可用來製作紙張和衣料。

肝醣是動物體內儲存能量的方式，主要存在肝臟與肌肉中，

當葡萄糖供應不足時，可迅速水解成葡萄糖，供應緊急狀況所

需。

多醣

多醣的通式為 Cx(H2O)y，

其中 x通常在 200到 2500
之間。因為常見的多醣如

澱粉和纖維素，多由葡萄

糖脫水構成，所以常寫為

(C6H10O5)n。

 圖 4-3　A澱粉　B澱

粉滴入碘液後，呈現深

藍色

多醣 (C6H10O5)n
澱粉、肝醣、纖維素

A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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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蛋白質

蛋白質構成了多種生物體結構，例如肌肉、頭髮和羽毛等；

同時也是調控細胞生命活動的主要物質，例如新陳代謝所需的酵

素（或稱酶），可稱為生命的基石。

蛋白質是由胺基酸聚合形成的高分子聚合物。胺基酸是包含

胺 基 (-NH2) 和 羧 基 (-COOH) 的 有 機 分 子， 通 式 為 (H2N)

CHR(COOH)，R可以是氫、烷基或其他取代基，結構如圖 4-4A。

因為側鏈 (R)不同，會產生不同的胺基酸，最簡單的胺基酸，為

甘胺酸（圖 4-4B）。

胺基酸脫水後，以醯胺鍵（或稱肽鍵）聚合成胜肽（圖

4-4C）。多個胺基酸聚合後，形成有生物功能的大型分子則稱

為蛋白質，蛋白質與濃硝酸共熱會呈黃色，再加入過量氨水後變

成橙色，這是檢驗蛋白質的方法之一（圖 4-4D）。

寡肽 
2∼ 6個胺基酸聚合的胜
肽，稱為寡肽，人體可直

接吸收，亦具有生理活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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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胺基酸共通結構  B甘胺酸結構胺
基
酸
結
構

蛋
白
質
檢
測

加熱
加入 
氨水

黃色
橙色

氨水

濃硝酸

D蛋白質檢測

胺
基
酸
聚
合

醯胺鍵脫水

C胺基酸聚合成胜肽 多個胺基酸聚合則稱為蛋白質

圖 4-4　蛋白質的介紹



4-1

下圖分別為常見的胺基酸結構圖：

甘胺酸
(Glycine)

丙胺酸
(Alanine)

組胺酸
(Histidine)

離胺酸
(Lysine)

1 請在上圖中，找出胺基酸的共同結構。

2 絲胺酸是一種非必需胺基酸，可促進脂肪酸的新陳代謝，並維持免疫系統功能。人體中的

甘胺酸可經由酵素的催化，將甘胺酸碳 -氫鍵的氫移除後，加入羥甲基 (－ CH2OH)而合成

絲胺酸。試由上面的敘述，寫出絲胺酸的結構。

 

1 由上圖可知，共同的結構為－ NH2、－ COOH和－ H，通式可寫成

 (H2N)CHR(COOH)。

2 絲胺酸的結構是將甘胺酸碳 -氫鍵的氫移除，改成－ CH2OH，所以結構如圖。

練習 4-1

1973年，美國人羅倫．皮卡特從血清中發現藍銅胜肽，而後經純化研究得知此物質為甘胺酸 -

組胺酸 -離胺酸所組成的三胜肽和銅離子結合後所形成。1980年代的研究發現此物質是個有效

的傷口癒合劑，可減少疤痕組織生成，同時刺激皮膚自行癒合，並可能有除皺、延緩老化等功

能，市面上有少數的抗老護膚用品，即含有此物質。附圖由甘胺酸 -組胺酸 -離胺酸所組成的

三胜肽結構是否正確？若有錯誤，請圈出錯誤的部分並修正。

第 4 章　生活中的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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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油脂

油脂是甘油與三個脂肪酸脫水酯化後形成的三酸甘油酯，結

構如圖 4-5。甘油為丙三醇，脂肪酸則為 4∼ 28個偶數碳的直鏈

羧酸，自然界的脂肪酸碳數差異很大，以碳數 16、18和 20最常

見。根據直鏈羧酸是否含有雙鍵，可進一步分為不含雙鍵的飽和

脂肪酸和含有雙鍵的不飽和脂肪酸。

動物性油脂多由飽和脂肪酸組成，性質較安定，熔點也較

高，常溫時呈固態，稱之為脂肪，攝取過量容易導致心血管方面

疾病。植物油含不飽和脂肪酸的比例較高，有助於降低總膽固醇

量，但因含有雙鍵，較易氧化變質，且熔點較低，常溫下多呈液

態，通常稱為油。

「奶油」是從牛乳中提取的脂肪。19世紀中期法國生活水

準提高，對奶油需求量大增。但當時奶油保存不易，且價格昂貴，

拿破崙三世因而舉辦競賽，鼓勵發明價廉、容易保存的奶油替代

品，供給軍隊使用。德國化學家諾曼依 1897年法國化學家薩巴

第埃發明的「氫化反應」，把廉價的液態不飽和脂肪花生油和棉

子油等，經氫化反應生成含飽和脂肪酸的人造奶油，並同時具有

更耐高溫、不易變質和可增加保存期限等優點。

但若不完全氫化，部分的脂肪酸結構會變成反式結構，產生

反式脂肪。食用人造反式脂肪將會提高罹患冠狀動脈心臟病的機

率，也是高血脂、脂肪肝的重要原因之一。臺灣衛福部食藥署已

公告 2018年 7月 1日後，食品中不得使用不完全氫化油。

為何可由結構說明飽和脂

肪酸常溫下多為固態，但　

順式不飽和脂肪酸常溫下

多為液態嗎？

O

H

H
ΗO

O
HH

ΗO

R=

O H H

H H
ΗO

 圖 4-5　不同脂肪酸的
結構

脂肪酸 甘油（丙三醇) 三酸甘油酯

156



4-1.4  核酸

核酸是大型的分子，負責生物體的遺傳訊息攜帶和傳遞。核

酸的結構如下圖所示，是由一個五碳醣接上鹼基，形成核苷；核

苷再接上磷酸基後，形成核苷酸；核苷酸聚合後，即可形成核酸

（圖 4-6A）。

核酸有去氧核糖核酸 (DNA)和核糖核酸 (RNA)兩大類。去

氧核糖核酸中的五碳醣是去氧核糖，含氮鹼基有腺嘌呤 (A)、胸

腺嘧啶 (T)、胞嘧啶 (C)和鳥嘌呤 (G)四種，通常以雙股螺旋形

式存在。核糖核酸 (RNA)中的五碳醣是核糖，鹼基有腺嘌呤 (A)、

尿嘧啶 (U)、胞嘧啶 (C)和鳥嘌呤 (G)四種，通常以單股螺旋形

式存在（圖 4-6B）。

P

P

P

P

P

A
T

C
G

五碳醣磷酸基 含氮
鹼基

五碳醣 含氮
鹼基

腺嘌呤

胸腺嘧啶

鳥嘌呤

胞嘧啶

配對

腺嘌呤

鳥嘌呤

胞嘧啶

尿嘧啶

含氮鹼基

單股螺旋 雙股螺旋

含氮鹼基

配對

核苷　 核苷酸

A核酸示意圖　B DNA與 RNA示意圖圖 4-6　核酸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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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藥品

中藥和西藥是大家熟悉的名詞，你可說出其異同嗎？早期的

藥物多為天然物或由天然物中提煉出來，但由於合成化學技術不

斷進步，現今則以人工合成的藥物為主。以下將介紹幾種常見的

藥物，包括止痛劑、抗菌劑和胃藥等。

止痛劑

常見的日常止痛劑包括伊布洛芬、阿司匹靈和普拿疼（圖

4-7）。傳說古埃及名醫即曾在紙草書記載：「柳酸可治耳感染，

祛痛和柔順筋腱」。1897年，德國拜耳公司的工程師霍夫曼為

了替父親解決關節炎，用乙酸酐將柳酸乙醯化，成功製備出可供

量產的乙醯柳酸，並以乙醯 (Acetyl)和柳酸（德文 Spirsäure），

將之取名為 Aspirin。

阿司匹靈除了止痛外，也有消炎的效果，是非類固醇類消炎

藥的一種，不適合高胃酸的患者服用；此外，阿司匹靈也有抑制

血小板凝集與血管收縮的作用，但患有血友病或出血性潰瘍的患

者，則不能使用阿司匹靈，須改用普拿疼。

普拿疼的主要成分是對乙醯胺酚，常用於止痛及退燒藥。但

乙醯胺酚並無法和阿司匹靈一樣，降低身體的發炎反應，且其副

作用主要是肝功能異常，所以肝炎患者須小心使用，且不可過

量。

伊布洛芬

作用與阿司匹靈類似，但

導致胃腸道出血的風險較

低較小，是治療關節炎藥

物的首選。

 圖 4-7　常見的止痛劑 　
依序為伊布洛芬、阿司

匹靈和普拿疼

4-2 藥物與界面活性劑

因為人口老化，藥品需求量與日俱增，藥物對人類的重要性不言可喻。同時，隨著化工產業的蓬
勃發展與對生活品質的要求提高，界面活性劑與大眾的關係也日益密切，資料顯示 2014年全

球表面活性劑市場規模為330多億美元，預計到2022年時，將增長至約404億美元。但在日常生活中，

有哪些是我們常見的藥物和界面活性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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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菌劑

抗菌劑是指用來治療細菌感染的藥物，常用的抗菌劑包括：

抗生素和磺胺藥物兩類。

抗生素可抑制細菌生長，故用於治療細菌感染性疾病，對於

其他發炎症狀並無療效。人類發現的第一種抗生素為青黴素（俗

稱盤尼西林）。目前已知抗生素至少有 70種，可用於不同細菌

感染的治療。服用抗生素時，需按時服藥，以免殘留的細菌可能

產生抗藥性，而失去療效。感冒等非細菌感染疾病，不宜自行濫

用抗生素。

1930年代德國拜耳公司的化學家偶然發現，一種紅色的工

業染料具有抗菌活性。德國病理與細菌學家竇馬柯研究後，促成

第一種磺胺藥問世，磺胺類藥物可抑制細菌合成葉酸而具有抗菌

活性，是目前臨床上使用的抗菌藥物之一。

制酸劑

制酸劑一般稱為胃藥，可用於中和人體分泌的胃酸，降低胃

液的酸度，常見的制酸劑，可分為氫氧化物和碳酸鹽類。

氫氧化物的制酸劑包括氫氧化鎂 (Mg(OH)2)和氫氧化鋁

(Al(OH)3)等，中和胃酸的反應式如式 4-4所示。而碳酸鹽類亦

為弱鹼性的制酸劑，包括碳酸鈣 (CaCO3)等，中和胃酸的反應式

如式 4-5所示（圖 4-8）。

部分藥品會因為併用制酸劑，而降低藥效或增強副作用，例

如鐵劑會因 pH上升，而形成不溶性沉澱，降低吸收率，所以不

要任意搭配胃藥使用。

青黴素

英國微生物學家亞歷山

大‧弗萊明於 1928年，
在鄉下度假返回實驗室

後，發現長滿細菌的培養

皿中，僅角落被青黴菌汙

染的部分，細菌無法生

長，而推測黴菌中可能有

殺菌的物質。經過純化與

結構分析後，發現青黴素

為重要的抗菌藥品。

常脹氣的民眾選擇胃藥

時，醫生會建議避開碳酸

鹽類的制酸劑，例如：碳

酸鈣 (CaCO3)和碳酸氫鈉
(NaHCO3)等，原因為何？

第 4 章　生活中的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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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g(OH)2(s)＋ 2HCl(aq) → MgCl2(aq)＋ 2H2O(l)  （式4-4）

CaCO3(s)＋ 2HCl(aq)→ CaCl2(aq)＋ H2O(l)＋ CO2(g) （式4-5）

胃藥（氫氧化鎂）

胃藥（碳酸鈣） 產生 CO2氣體胃液

胃液 不產生氣體

 圖 4-8　胃藥反應

產生 CO2氣體

胃藥（碳酸鈣）



類固醇類消炎藥

類固醇是一種人工合成的荷爾蒙，和人體腎上腺皮質所分泌

的荷爾蒙具有相同功能，具有抑制發炎的效果，對於一些發炎性

的疾病，如紅斑性狼瘡、發炎性關節炎和氣喘等疾病，具有強力

的療效，而被稱為「美國仙丹」。

4-2

附圖為王同學看病時醫生所開的藥單，經查詢藥品資料後，整理

藥品資料如下表：

藥品名 成分 備註

Anti-phen syrup Acetaminophen 乙醯胺酚（普拿疼）

SANALMIN Mg(OH)2、Al(OH)3

SOONMELT Amoxicillin 青黴素類藥物

Clavulanic acid 提高青黴素類藥物抗
菌活性

1. 試以各藥品成分推測藥品的功效。

2. 醫生囑咐王同學三天後若還有症狀，務必回醫院複診，再持

續用藥。根據你的推測，可能是因為服用何種藥物的關係？

 

1. Anti-phen syrup主成分為 Acetaminophen，為止痛藥劑。

 SANALMIN含有Mg(OH)2和 Al(OH)3，故為制酸劑。

 SOONMELT為青黴素類藥物，故為抗菌劑。

2. 若還有症狀，務必回醫院複診，再持續用藥，推測可能是服用 

SOONMELT的關係，若尚有殘留細菌未消滅，可能會產生抗

藥性，使抗生素失去療效。

練習 4-2

下列有關藥品與其功效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應選 2項）

A氫氧化鈣是常見的制酸劑，可有效降低胃酸

B乙醯柳酸是常見的止痛劑，可有效解熱止痛

C膽固醇是常見的消炎劑，可治療發炎性關節炎

D磺胺類是常見的抗菌劑，可有效抑制細菌

E青黴素是常見的感冒藥，可有效殺死病毒。

 圖 4-9　藥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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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解析－
胃藥的實驗
胃藥可用於中和人體分泌的胃酸，胃藥是

怎麼樣在胃中作用的呢？讓我們來模擬胃

藥在胃中的情形吧！

燒杯、玻棒、鹽酸、胃藥、廣用指示劑

材料

步驟

POINT
此實驗請使用弱鹼性的胃藥

滴入指示劑

並滴入數滴廣用指示

劑。

加入胃藥

於上述溶液中，加入

一顆胃藥。

開始動作

取一個大燒杯，裝入

約 50 mL，pH ＝ 1 的

鹽酸溶液。

觀察

不斷攪拌，觀察溶液

顏色的變化。

pH=1
鹽酸

50 mL

玻棒

攪拌滴管

指示劑
pH=1
鹽酸加 
指示劑

胃藥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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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界面活性劑

界面活性劑又稱為表面活性劑，泛指化合物同時具有親水端

和親油端（或稱疏水端）的分子。在超過某一個濃度下，界面活

性劑於水中會聚集形成微胞（圖 4-10）。微胞的外部為親水端，

內部則為親油端，故微胞可溶於水且將油溶於其內部，使原本不

互溶的油和水，可藉由界面活性劑將小油滴，均勻的分散在水中

不再分層。常見的界面活性劑例如卵磷脂和清潔劑。

常見的清潔劑包括肥皂和合成清潔劑。因二次大戰期間，肥

皂原料大漲且產量有限，促成以石油為原料製成的合成清潔劑蓬

勃發展。烷基苯磺酸鹽為早期常見的清潔劑成分，可分為直鏈及

支鏈型。前者為軟性清潔劑，易被微生物分解；後者為硬性清潔

劑，不易被微生物分解（圖 4-11）。目前家庭中常用的一般清潔

劑是以含正十二烷基硫酸鈉 (SDS)的清潔劑為主。

在含鈣離子、鎂離子的水（稱為硬水）中，合成清潔劑較肥

皂去汙效果好，主要是肥皂會與硬水中的鈣離子或鎂離子作用，

生成不溶性的灰白色鈣皂或鎂皂（或稱為皂垢）。

卵磷脂

卵磷脂是一種很好的非毒

性界面活性劑，富含（約

20%）於蛋黃內。製作美
乃滋時，將適量的油、檸

檬汁和蛋黃，攪拌均勻即

可。日常生活中還有許多

物質含有界面活性劑，例

如乳液、起雲劑和冰淇淋

等。

 圖 4-10　微胞圖  圖 4-11　軟性與硬性清潔劑

硬性清潔劑

軟性清潔劑

微胞
具有支鏈，不易分解

為直鏈型，易分解
親油端 親水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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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起雲劑」是合法的食品添加物，其配方通常是阿拉伯膠、乳化

劑和食用油（如棕櫚油和葵花油）等不同原料混合而成，作用類

似界面活性劑，可使液體易於乳化，不易油水分離，並使清澈透

明的液體呈現雲霧狀的視覺效果，常常添加在運動飲料、果汁飲

料中。2011年部分不肖業者違法將「塑化劑」添加入「起雲劑」，

常見的「塑化劑」成分為鄰苯二甲酸酯。

1 試推測起雲劑中的乳化劑和食用油加入水中混合均勻後，會

形成何種結構呢？

A B D EC

2 已知鄰苯二甲酸酯的化學結構中，有 2個氧原子的親水性部

分和短碳鏈的親油性部分，試推測鄰苯二甲酸酯是被不肖業

者用於取代「起雲劑」中的哪種原料？

 

1 乳化劑和食用油加入水中後，乳化劑的親油端會與食用油互

溶，親水端則和水互溶，形成微胞，故選D。

2 鄰苯二甲酸酯因含有親油端與親水端，故被用來取代「起雲

劑」中的乳化劑。

練習 4-3

在硬水中，合成的清潔劑比肥皂更具有洗滌能力，其主要原因為

何？

A合成清潔劑的鈉鹽溶於水，而肥皂的鈉鹽不溶於水

B合成清潔劑會與酸作用，而肥皂不與酸作用

C肥皂會在硬水中分解，而合成清潔劑不會分解

D合成清潔劑的鈣鹽溶於水，而肥皂的鈣鹽不溶於水

E合成清潔劑是軟性清潔劑，而肥皂是硬性清潔劑。

乳化劑分子油滴

可搭配 P192 課綱實驗
「界面活性劑的效應」

第 4 章　生活中的化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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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會這樣？

將適量的油、蛋黃攪拌均勻，可得一種很好的非毒性界面活性劑

（卵磷脂），使油跟水充分混合，使冰淇淋的口感滑順。

40 mins趣味實作

完成冰淇淋

將放入原料的鐵鍋，置於

冷卻劑中。努力攪拌原料，

並不斷刮下鍋壁的凝固物

混合均勻，當原料呈半固

體狀即可食用。  

製作冷卻劑

在碎冰塊中加入食鹽（比

例約為重量比 3：1），再

放入大型鐵鍋中（溫度最

低約可達到－ 22℃）。

3
開始動作

將原料放入鐵鍋中，混合

並充分攪拌（除了冰塊、

食鹽）。

1 2

材料

步驟

POINT
溫度低小心凍傷

化學小廚坊－
冰淇淋製作
夏日炎炎，好想吃個冰淇淋消暑，不如跟著下面步

驟，自己動手製作好吃又健康的冰淇淋，並從中想

想，到底是什麼原因，讓下面的食材轉變成口感綿

密的冰淇淋呢？就讓我們從吃中學到化學！

蛋黃 1個、牛奶 100克、鮮奶油 50克、砂糖 10克和少量香草精、

碎冰塊、食鹽、鐵鍋、攪拌器具（註：蛋黃可以改成市售的卵磷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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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電共生

汽電共生（又稱為熱電聯

產，縮寫為 CHP）是利用
熱機或發電站同時產生電

力和有用的熱量。

4-3.1  替代能源

能源可依其使用的永續性分為非再生能源與再生能源。非再

生能源包含化石燃料和核能等，為蘊藏在地球上之有限資源，人

類對其依賴程度也相當高。圖 4-12為 2017年，臺灣各種能源供

給百分比，雖然目前這些能源的供應還未造成問題，但其存量總

會日益漸減甚至殆盡，因此如何發展長遠可使用的替代能源，以

求環境與地球人類發展的永續性，即為現今最重要的課題之一。

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風力、水力、海洋能、地熱與生質能等，

多數能量來源可取自自然界（可再生），且具有使用過程中產生

較低汙染特性，極具開發價值。

太陽能是透過太陽能板蒐集光能轉化成為電能的過程。太陽

能板主要是由高純度的矽所組成，目前太陽能光電板轉換效率最

高約為 25 %，但成本比較高，其轉換效率未達經濟效益。

 圖 4-12　2017年，臺
灣各種能源供給百分比
資料來源：台電公司

燃氣 
38.6%

核能 
9.3%

再生能源 
4.9%

其中再生能源各比例為：

燃油 
4.8% 汽電共生 

1.8%
抽蓄水力 

1.4%

14.4% 太陽能
15.1% 風力
22.2%垃圾沼氣

48.2%水力

4-3 環境與化學

水和大氣構成了人類生存的環境，認識並保護我們居住的環境，是每一個地球公民應負的責任；

工業發展改善了生活，但也影響我們的生存環境。我們該如何來維持人類的永續發展？

燃煤 
3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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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省電王」！探究式活動

生質能是指含有機物的生物質，經直接或間接轉換成能源使

用。主要原料包括農林作物（如甘蔗、玉米、菜籽油等）、農業

及都市廢棄物（如稻桿、木屑等）和海洋資源（如藻類）。原料

經處理後，即可得到生質酒精或生質柴油等。

 現今全世界各國皆面臨能源問題，開發新興永續的能源，

如低成本且高效益的燃料電池、太陽能電池、風能、地熱和海洋

能等，將是新的世代必須努力的課題。除了永續能源的開發之

外，如何降低碳的排放量，減緩溫室效應的擴張，也是開發新興

能源時所必須面對的課題（圖 4-13）。

 ● 活動目的
透過一天實際的觀察，了解人類一天大概需要消耗多少電能。

 ● 活動時間
自行記錄一天，再於課堂討論約 20分鐘。

 ● 活動步驟
透過下列表格記錄一天使用的電量為何？

電器物品 電器功率 使用時間 使用度數

＊註：度為電量單位，1度＝ 1仟瓦‧小時。

 ● 活動省思
1 透過紀錄可知你一天活動中，會消耗電量為 　　 度。

2 參考表中紀錄，提出可能省電計畫。

3 如果有一天能源耗盡，你將如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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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能生質能

海洋能

天然氣

水力

核能

煤炭

石油

風力

地熱

普級省水標章

利用箭頭勾勒出水

滴，強調回收再利

用愛惜水資源。

節能標章

由電源、火苗及愛

心雙手，倡導節能

從生活中做起。

再
生
能
源

非
再
生
能
源

能源標章

環保標章

以葉子包覆地球，

象徵可回收、低汙

染、省能源的理念。

能源效率標示

由指標顯示耗電

率，數字越小越省

電。

圖 4-13　再生與非再生能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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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紀的工業革命，開啟人類使用煤與蒸氣機，以機械取代人力，帶動機械化產業的

發展。20世紀初，化石燃料成為主要的使用能源是為第二次工業革命，但也因為大量使用

化石燃料，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造成全球暖化、氣候變遷等。因此如何降低化石燃料

的依賴，開發新的再生能源儼然成為本世紀最重要的課題。

生質物涵括的範圍包含微生物、植物與藻類等，可利用太陽光能將空氣中的二氧化碳

轉化形成可儲存的化學能。生質能便是生質物產生的化學能轉化成為電能、熱能或機械能

等能源使用型態。因此可將生質能視為一種封閉式的碳循環（圖 4-14），即總體能源轉換

達到碳的零排放，為一種兼顧環保與永續能源型態。 

生質能源知識延長線

���

 圖 4-14　生質能的生產循環過程

太陽能

生質物

生質能工廠

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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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工業活動與空氣汙染

因為能源需求，燃燒化石燃料或在物品製程中會產生廢氣與

揮發性原料，若其排放至大氣中，直接或間接影響人體健康或生

態環境，都可稱為空氣汙染。因空氣汙染而造成的環境問題常見

的有全球暖化、臭氧層破洞、懸浮微粒和酸雨等。相較於固體和

液體，氣體有很高的傳送速率，故空氣汙染並非侷限於排放區，

它可能影響全球的每一個角落。 

全球暖化

大氣層就如同覆蓋著玻璃的溫室。白天時，太陽光照射到地

表，部分的能量會被地球表面吸收；地球表面則會以長波長的紅

外線形式，向宇宙散發所吸收的熱量，但其中部分紅外線能量會

被大氣中的溫室氣體吸收，使地球保持一定的溫度，稱為溫室效

應（圖 4-15）。假若沒有大氣層，地表的平均溫度將不是現在的

溫度，而是寒冷的低溫。大氣中常見的溫室氣體有水蒸氣和二氧

化碳 (CO2)等，水蒸氣是含量最多的溫室氣體，影響大自然的平

衡現象甚鉅。

金星的大氣層 
金星的大氣層比地球厚，

且 95%為二氧化碳所組
成，所以溫室效應極為明

顯，金星的地表溫度可高

達 450℃。

部分紅外線被溫室氣體吸收，再被大氣層散發至其他方向，

使地表溫度上升，如同強烈陽光照射下的汽車內部。

太陽光-短波輻射 (紫外線、可見光 )

地球輻射 - 

長波輻射 (紅外線 )

大氣層

(含溫室氣體）

圖 4-15　地表的溫室效應

第 4 章　生活中的化學

169



根據資料，科學家估計上次冰河期結束後，5000年內全球

溫度約上升 4∼ 7℃，即每百年約上升 0.08∼ 0.14℃，但是

1906至 2005年間，全球溫度已經上升了 0.74℃，引發大家對全

球暖化的疑慮與重視（圖 4-16）。

0.8

0.6

0.4

0.2

0.0

-0.2

-0.4

-0.6
1860 1880 1900 1920 1940 1960 1980 2000 年

溫
度

(℃) 基準線為1960∼1990年
的平均溫度

全球溫度至2015
年，約上升0.75
度（暖化趨勢）

 圖 4-16　過去 150年全球的平均溫度變化，圖中的基準線為 1960年到
1990年的平均溫度。

近年來由於人類燃燒大量化石燃料，並砍伐森林，使大氣中

二氧化碳溫室氣體含量遽升，讓更多紅外線的能量無法逸散到外

太空。為了積極因應溫室效應對於全球氣候變化的影響，各國政

府共同規劃溫室氣體排放管理策略，並減少能源浪費，達成溫室

氣體減量目標。

臭氧層破洞

平流層中的臭氧可吸收紫外線，並經光化學反應分裂成氧原

子和氧分子，這些分子和原子可再結合形成臭氧。生活中廣泛使

用的氟氯碳化合物 (CFCs)，如噴霧劑、冰箱或冷氣的冷媒等會

破壞臭氧層平衡。當氟氯碳化合物進入大氣，經紫外光照射後，

產生氯原子，加速了臭氧的分解，使臭氧層因而受到破壞。

臭氧層是地球的防護罩，可降低地面生物因暴露在過量的紫

外線下所導致的傷害。因此各國已簽訂相關協定，如「蒙特婁議

定書」，管制各國的氟氯碳化物的生產量。目前已改用全氟碳化

物及氫氟碳化物，但此兩種物質已被證實為溫室氣體，各國仍正

在努力研發其他可替代物質。

氮氧化物

人類活動產生的氮氧化

物，包括一氧化氮、二氧

化氮（飛機飛行）和一氧

化二氮（肥料、笑氣等），

這些物質進入平流層後，

進行光化反應後會形成 

一氧化氮，而參與破壞臭

氧的反應，但氮氧化物對

臭氧的破壞程度如何，尚

有異議。

溫室氣體

地球的大氣中重要的溫室

氣體包括下列數種：水蒸

氣 (H2O)、臭氧 (O3)、二
氧化碳 (CO2)、一氧化二
氮 (N2O)、 甲 烷 (CH4)、
氫氟氯碳化物類 (CFCs，
HFCs，HCFCs)、全氟碳
化物 (PFCs)及六氟化硫
(SF6)等。其中水蒸氣影
響占整體溫室效應的

60∼ 70%，而二氧化碳
則占了約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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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雨

自然界的大氣中含有少量二氧化碳，當二氧化碳溶解於雨水

並達到平衡後，雨水之 pH值約為 5.6。若雨水中含有其他酸性

物質，則 pH值會更低。環保署定義 pH值小於 5.0的雨水為「酸

雨」，酸雨會造成建築物的腐蝕並影響生物的生長與繁殖。

大部分化石燃料含硫，燃燒時會產生硫氧化物 (SOx)的氣體，

這些硫氧化物遇到雲滴或水滴，就有可能溶於水會產生亞硫酸

(H2SO3)和硫酸 (H2SO4)。

除了工業的含硫排放物外，火山爆發也會噴發大量的二氧化

硫。另外，汽機車引擎和工廠燃燒的高溫，也會使空氣中的氮和

氧反應，產生氮氧化物 (NOx)，而加劇雨水的酸化。

控制酸雨最重要的方法，是減少排放到空中的硫氧化物和氮

氧化物的量。例如發電廠使用低硫煤發電；汽、機車的廢氣排放

系統中，加裝觸媒轉化器，將廢氣轉換為對人體無害且酸性較低

的氣體（圖 4-17）。

b觸媒轉化器外觀a作用過程示意圖

空氣壓縮器

廢氣管 尾管觸媒轉化器

CxHy、O2，CO，NOx O2，CO2，N2，H2O

 圖 4-17　觸媒轉化器對燃燒廢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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懸浮微粒

懸浮微粒泛指懸浮在空氣中的固體顆粒或液滴，可以是自然

過程產生的，源自火山爆發、沙塵暴、森林火災和浪花等；也可

以是燃燒化石燃料（煤、石油等）和垃圾而產生的硫、氮氧化物

轉化而來的。

若空氣中懸浮粒子的直徑小於或等於 2.5微米 (μm，10－6m)，

稱為細懸浮粒子 (PM2.5)。PM2.5可吸附許多有毒物質，如重金屬

或有毒微生物；又因其可穿透支氣管壁，而通過肺部影響其他器

官（圖 4-18），故容易危害人體的健康。

降低 PM2.5的方式，可透過訂定更嚴格的工業排放標準，削

減粒狀汙染物、硫氧化物及氮氧化物排放量。日常生活中可減少

燒香和燃燒廢棄物；汰換老舊車輛、停車怠速熄火和多搭乘大眾

運輸交通工具等。

PM2. 5的大小示意圖

PM2.5汙染會造成人體肺部和呼吸道等的損害。

PM2. 5

灰塵10μm

花粉30μm

頭髮直徑60μm

砂礫 90μm

人眼所看不到的微粒物質

小於 10微米（μm）

圖 4-18　你不知道的 PM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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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下列環境汙染的相關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項）

A臭氧層的破壞—CO　B酸雨的形成—O3

C全球暖化—CO2　D PM2.5—CH4(g)

E酸雨的形成—SO2。

 CE

A 臭氧層的破壞—氟氯碳化合物及氮氧化合物

B 酸雨的形成—硫氧化合物或氮氧化合物

D PM2.5泛指懸浮在空氣中的固體顆粒或液滴，所以不可能為

CH4氣體。

練習 4-4

下列環境汙染防治的相關敘述，何者錯誤？

A臭氧層的破壞—禁止使用氟氯碳化合物

B酸雨的形成—汽機車加裝觸媒轉化器

C全球暖化—控制二氧化碳的產生量

D PM2.5—民眾以汽車代步，減少使用大眾運輸系統

E酸雨的形成—發電廠使用低硫煤發電。

共享單車

拜拜不用香

大眾交通工具

電動車

減少 PM2. 5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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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凝聚劑，

吸附懸浮微粒

2 沉降
比重大於水的雜質沉降1取水 3 過濾

水通過細砂層除去懸浮

物質

4-3.3  水的處理與純化

日常的飲食與用水，平均每人每日約需 7升；新竹科學園區

半導體廠，每天用水量超過 6萬噸；生產 1噸稻米則約需 160噸

的水。這麼多水，我們到底是如何處理與使用的呢？

家庭用水的處理

一般家庭用水必須將淡水經處理後，使其雜質、pH值、溶

鹽、有機物及細菌含量都符合一定標準才能使用。自來水廠的自

來水淨化過程主要為：沉降、過濾、除臭、消毒等（圖 4-19），

其步驟如下：

沉降： 自河川取水引入沉澱池中靜置，使比重大於水的雜質沉到

池底，稱為沉降。但此時懸浮微粒仍分散在水中，可藉由

加入凝聚劑，如含鋁離子的化合物，有效吸附懸浮微粒，

而使之凝聚析出並沉降，有利後續的過濾處理。

水的體積有多大？

若把海洋的水切成一立方

公里的方塊，然後疊成一

條天梯，這條梯子不但可

以直達太陽，還可繞地球

四圈多呢！

Cl2

Cl2

Cl2

O3

O3

懸浮微粒

水

泥巴

攪拌

細砂層

圖 4-19　自來水廠淨水 6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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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中若含有有機腐質物

時，會和消毒劑（氯氣）

產生三氯甲烷等低沸點物

質，而消毒用的氯氣也會

有少量殘留於自來水中。

應該如何從飲用水中移去

呢？

過濾：使水通過細砂層，用以除去水中的懸浮物質。

除臭：通過活性碳的過濾裝置，利用活性碳吸附未被分解的有機

 雜質，達到除臭的目的。

消毒：在水中通入氯氣或臭氧，以殺死水中的微生物。氯氣可經 

 由飲水前，將水煮沸去除。

而在工業汙水處理上，才須使用曝氣於步驟過濾之後，曝氣

是將水噴灑於高空，增加溶氧量，加速微生物分解水中的有機物

質。

飲用水的再純化

常見的淨水器類型為活性碳淨水器和逆滲透 (RO)淨水器。

活性碳可吸附自來水中的氯、有機物質和臭味分子等，而達到淨

水的功用。活性碳使用一段時間後需取出用高溫處理，以除去其

吸附的物質，使其再生後才能重複使用。

Cl2

Cl2

Cl2

O3

O3

RO逆滲透

活性碳

常見家用淨水器4 除臭
活性碳吸附

雜質達除臭
5 消毒

通入氯氣或

臭氧
6 儲存

利用配水池

分送到各地

活性碳
Cl 2

貯水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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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用水的處理

含有鈣離子、鎂離子的水稱為硬水；反之，則稱為軟水。煮

水水壺中累積的水垢即是硬水所造成的（圖 4-20）。若水垢沉澱

在鍋爐或冷卻塔等工業設施中，會阻礙加熱器的熱傳熱，鍋垢太

厚時，會導致鍋爐局部過熱、破裂，有時還會引起鍋爐爆炸。故

工業用水須對水的硬度做監測，並進行水的軟化。

除去硬水中鈣離子、鎂離子的過程稱為硬水軟化。主要的軟

化方式是加入碳酸鈉，以產生碳酸鈣、碳酸鎂沉澱，過濾後即可

軟化；若為暫時硬水，則是加入氫氧化鈣 (Ca(OH)2)，使碳酸氫

鈣和碳酸氫鎂轉變成碳酸鈣和碳酸鎂沉澱。

硬水軟化常用的方式是使用鈉離子交換樹脂的吸附方法。離

子交換樹脂主要結構為含有磺酸根陰離子 (R－)和鈉離子 (Na＋)

的有機高分子（樹脂）。當硬水通過此管柱時，會發生離子交換

反應而取代鈉離子（圖 4-21），達到去除硬水中鈣離子和鎂離子

的效果，反應式如式 4-6、4-7：

2NaR＋ Ca2＋(aq) → CaR2＋ 2Na＋(aq) （式 4-6）

2NaR＋Mg2＋(aq) → MgR2＋ 2Na＋(aq) （式 4-7）

使用一段時間後，管柱上的陰離子吸附了大量的鈣離子和鎂

離子，無法有效軟化硬水。此時可用濃食鹽水浸泡或沖洗樹脂，

使其重新吸附鈉離子再生後，就可重複使用。

家中的水質若硬度較高，

水壺用久了常常會產生水

垢，水垢的成分是什麼？

應該用何種方法去除呢？

 圖 4-21　鈉離子交換樹脂的工作原理

 圖 4-20　鍋爐管線鍋垢

Na+

NaR

R−

Mg2+

Ca2+

硬水 軟水

176



4-3.4  水汙染的防治與再利用

水汙染包含需氧廢料、泡沫汙染、含氮、磷等物質、重金屬

和熱汙染等。

需氧廢料如家庭排泄物等有機物，這些有機物在有氧氣的情

況下，可被天然水源中的嗜氧菌分解成二氧化碳、水和硝酸根等

無害化合物。但若需氧廢料太多，以致耗盡水中的氧氣，水中生

物將相繼死亡，使水源充滿惡臭。

河水和海水的泡沫汙染（圖 4-22A）主要來自不肖工廠排放

的硬性界面活性劑。覆蓋水面的泡沫也會使水中溶氧量降低。另

外，所含的氮和磷化合物，排入水中後，會促進藻類生長，造成

水質優養化（圖 4-22B），此時藻類和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並遮蔽

陽光，影響水中生物生存。

農業上使用除草劑和農藥等，為水中含氯有毒物質的主要來

源。電廠和工廠的冷卻用水，若未經降溫，直接排入河、海中，

會造成熱汙染，破壞水中的生態平衡，例如屏東核三廠的冷卻水

未經充分降溫，造成出口處附近的珊瑚白化。

重金屬離子是水中最嚴重的汙染之一，不但難以移除，且在

極低的濃度下，就足以產生嚴重的危害。例如化工廠排放的含鎘

廢水，汙染農地產生鎘米，若鎘中毒即會造成痛痛病。水汙染防

治是每一個地球公民都應該關心與重視的工作。選用對環境友善

的清潔用品、妥善處理生活和工業廢水及減少化學肥料的使用

等，均為降低水汙染的有效方法。

優養化

源自於希臘文：eutrophia 
「eu」意為豐富的 (well)；
「trephein」 意 為 營 養
(nourish)，故優養化原意
為營養豐富。

 圖 4-22　A泡沫汙染　 B水質優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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汙水淨化知識延長線

廢水處理方式依其所含汙染物不同，而進行不同的分級處理

如下表 4-1。

 表 4-1　廢水的分級處理

處理
程序

前處理 一級處理 二級處理 三級處理

處理
目的

去除懸浮固

體、 油 脂

等。

調整 pH、去
除金屬離子

和 懸 浮 粒

子。

去除水中溶

解性耗氧有

機物。 

降低水中氨、氮濃

度、去除微量重金屬

離子、微生物和難分

解的有機物。

處理
方式

攔汙柵、油

水分離裝置

等。

中和池、混

凝、最初沉

澱池等。

活性汙泥法

等。

活性碳吸附、離子交

換法、逆滲透法等。

除了節約用水和降低水汙染外，如果能將廢水活化再利用，

即有效的「水經濟」運用，例如新加坡的水經濟規劃，即生活廢

水經過統一有效處理，更能達到工業發展與地球資源平衡的可

能。

重金屬的汙染事件

1956年左右在日本九州
島的水俣市，曾因鹼氯工
廠將含汞的廢水排放至海

灣中，發生甲基汞中毒事

件，而使上萬人罹患水俣
病。

1986年在臺南、高雄因
二仁溪兩岸的五金業者，

直接將廢液傾倒至溪中，

使海口處的養殖牡蠣，大

量吸收銅離子，顏色變成

綠色，此事件稱為綠牡蠣

事件。

1997年，香山區疑似因
園區廢水汙染，也出現綠

牡蠣。食用過多綠牡蠣，

使銅離子過剩，可能會引

起肝硬化、知覺神經受

損、運動障礙和消化系統

傷害等。

在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圖 4-23）所建立的蓋茲

基金會的資助下，加州理工學院的科學家與工程師齊

手發展了一套汙水廢物淨化技術平臺。他們利用之前

討論的水處理原理，加上太陽能利用及電化學概念，

將人類的排泄廢物再利用，建造出一個自給自足的廁

所，目前已開始在印度等國家使用，實踐了地球資源

經濟的概念，更得以改善當地的衛生窘境。

 圖 4-23　比爾蓋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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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水是人類及其他生物賴以生存的重要資源，影響民生工業甚鉅。

下列有關水質淨化的敘述，哪些錯誤？（應選 2 項）

A 自來水加氯消毒是利用氯氣的氧化力

B 在混濁的水中加入鋁鹽使水澄清，是因為產生氯化鋁沉澱

C 含鈣或鎂離子的硬水，通過含鈉離子樹脂的管柱時，能進行

離子交換使水質軟化

D 在硬水中加入小蘇打 (NaHCO3)會產生碳酸鈣、碳酸鎂沉澱，

達到軟化硬水的效果

E 活性碳可吸附自來水中的氯、有機物質和臭味分子等，而達

到淨水的功用。

 BD

B 在混濁的水中加入鋁鹽使水澄清，是因為產生氫氧化鋁膠體，

可有效吸附懸浮微粒，使懸浮雜質沉澱。

D 在硬水中加入碳酸鈉（蘇打），才會產生碳酸鈣、碳酸鎂沉澱。

練習 4-5

生化需氧量（Biochemical oxygen demand，簡寫為 BOD），是指

在一定溫度下，水中的微生物在五日內將水中有機物分解的過程

中，所需要氧氣量，一般以 ppm為單位。BOD值越大，表示水

中的有機汙染物質越多。

今取兩條河川的水質進行檢驗：

A河川：取試樣 1.0 mL，加蒸餾水稀釋成 100 mL。稀釋後測得

溶液的溶氧量為 8.3 ppm，五日後再測為 2.0 ppm。

B河川：取試樣 1.0 mL，加蒸餾水稀釋成 100 mL。稀釋後測得

溶液的溶氧量為 9.5 ppm，五日後再測為 4.0 ppm。

試問哪一條河川的有機物汙染情況較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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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物質的循環

水循環

水利用三態變化，在地球這個生活圈中進行著循環。水吸收

太陽的能量蒸發或蒸散後，成為水氣進入大氣中，這些水氣可再

經過凝結降水等方式回到地表，就是一個「水循環」（圖

4-24A）。藉由水循環，水資源才能夠在地球上被永續利用。由

於水氣的傳送是快速且範圍大，所以有毒廢物也會經由河川，進

入海洋，影響更大的範圍。

降
水

滲
透

蒸
散

凝結

地下水

蒸
發

A水循環

蒸
發

圖 4-24　物質循環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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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循環

同樣的，碳元素在地球不同的系統中，例如：大氣、岩石、

礦層以及生物體內產生循環。此循環過程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

一部分為碳的儲存：大氣中的二氧化碳經過植物或藻類的光合作

用，合成有機化合物，進入食物鏈，即可進行碳的儲存。而後，

植物的碳水化合物被動物消化吸收後，成為動物組織；動、植物

的屍體，經過地底的高溫高壓會變成化石燃料，亦可儲存大量的

碳。

第二部分為碳的釋放：生物體會透過呼吸作用，燃燒化石燃

料，或是生物的屍體分解，皆可將二氧化碳及其他含碳氣體釋放

到空氣中（圖 4-24B）。目前的能源問題就在於，人們大量使用

化石燃料，把碳轉換成二氧化碳，然而將二氧化碳轉換成化石燃

料的速率有限，故也造成大氣汙染的問題。

化
石
燃
料
燃
燒

進入食物鏈

光
合
作
用

呼
吸
作
用

B碳循環

累積成化石燃料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

動植物死亡、腐敗

碳足跡 (carbon footprint)

指產品從原料、加工製造

到運輸等過程中，所釋放

溫室氣體數量（以二氧化

碳的影響為單位），用來

衡量人類活動對環境的影

響。為了降低碳足跡，可

儘量少用需要運輸和加工

的產品。如日本來臺的草

莓，運送過程中會排放大

量 CO2，故碳足跡就比本地

生產的高，圖 4-25為碳足
跡標示。

 圖 4-25　碳足跡標示  
水費單及許多產品包裝

上皆可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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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工坊－
自製淨水器
風災或大雨過後，面對汙濁的自來水該怎麼辦呢？

不需昂貴的濾水器，不需要用電操作，利用一些簡

單的器材和所學的知識，你也可以在家做淨水處

理，跟著以下步驟來自製淨水器吧！

20 mins趣味實作

為什麼會這樣？

自製淨水器是利用各種不同材質的顆粒大小不同以及活性碳吸附

氣味的原理，將水中的雜質及異味過濾消除。

過濾泥沙水

將加有色素的泥沙

水，由上方倒入，再

由下方接收濾出的

水。

3
觀察

觀察淨水前後水質的

差異。可在石頭上方

放入海綿和不織布加

強裝置：

4
開始動作

取一個寶特瓶將瓶底

切除，倒放成一個長

形漏斗，並在瓶蓋上

戳洞。

1
過濾裝置

於瓶口（即漏斗底

部）放上不織布、海

綿，再依序放上乾淨

的活性碳、小砂粒、

小石頭和大石頭等。

（活性碳包覆在布中

敲碎，碎片大小小於

1元硬幣。）

2

步驟

材料
寶特瓶、刀片、鑽子、不織布、海綿、活性碳、小砂粒、小石頭和大石頭

POINT
注意：此為簡單過濾，
仍不可直接飲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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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1  奈米科技

奈米為一種尺度極小的長度單位，接近原子直徑大小，首先

由美國物理學家理查．費曼（圖 4-26）在 1959年美國物理年會

中的一場演講提出。由於物質在奈米尺度的狀態下，會有許多物

理與化學的特異性質，化學家可藉由改變反應物的種類和濃度、

溶液的性質和反應的條件（溫度和壓力）等來合成所需的奈米材

料。且奈米材料尺度小，故具有極大的表面積，適合作催化劑。

對同一種類且等重量的催化劑而言，其催化的效果會隨尺度的減

小（接觸表面積的增加）而提升。例如，金奈米粒子催化烯類化

合物和氫氣反應產生烷類化合物的效率，隨其粒子尺度的增加而

下降，因此廣泛受到科學界的研究（圖 4-27）。

4-4 化學的現代應用

現代社會裡，處處充斥著工業產品，如衣服、手機、液晶電視等。而地球資源逐漸匱乏，如何降
低資源耗損，提高生產效率，增加對環境的友善程度，正是現今責無旁貸的課題。但要如何減

少資源浪費？如何提高原子使用效率呢？

 圖 4-26　理查．費曼 
Richard Phillips 
Feynman 
(1918∼ 1988) 美國人

 圖 4-27　奈米科技的相關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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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米衣料
抗菌又乾爽

奈米建材
具自潔或抗菌功能

奈米塗料
具有自潔效果

成分奈米化
較為均勻細緻



奈米碳管

奈米碳管的製作為奈米科技的重要代表之一，首次由日本科

學家飯島澄男（圖 4-28）於 1991年製備而得，分成單層或多層

奈米碳管。單層奈米碳管可視為由石墨烯捲曲的構型，如圖4-29；

多層奈米碳管為一種長形中空纖維，管的直徑為 4∼ 30奈米、

長約為 1微米，由 2∼ 50個同心單層奈米碳管組成。奈米碳管

具有高機械強度、高彈性、高導電性、高導熱性等性質，因此可

利用奈米碳管的這些特性來製作纜線及電子元件，使產品微小

化、提升電和熱傳導效率及降低能量耗損。此外，利用其中空的

毛細管特性，可吸附氫分子，可做為燃料電池的儲氫裝置。

 圖 4-28　飯島澄男 
Sumio Iijima(1939∼ )  
日本人

單層奈米碳管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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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
奈米碳管材料使用在機

身塗料。（機械強度高、

質輕、柔軟性好）

顯示器
奈米碳管取代傳統電

子材料。（低耗電、

重量輕薄）

電腦設備
使用奈米碳管材料的

記憶體。（低耗電、

高速）

電子元件
使用奈米碳管取代矽

材料。（體積小傳導

性強）

藥物
使用奈米碳管當載

體。 （微小及特殊結
構）

奈米碳管的應用圖4-29



奈米光觸媒

二氧化鈦 (TiO2)白色固體俗稱鈦白粉，常用於修正液與防曬

用品。奈米級的二氧化鈦可作為光觸媒，在紫外線的照射下可產

生自由基，進而達到消毒殺菌的功效。例如奈米光觸媒吸收太陽

光中的紫外線後，產生電子與電洞，進而將氫氧離子轉化成氫氧

自由基，活性極強的氫氧自由基，會與甲醛分子作用，產生無毒

的二氧化碳與水分子（圖 4-30）。

電影院裡宣稱塗有奈米光

觸媒的布簾可以消毒殺

菌，這是真的嗎？

4-6

下列有關奈米科技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奈米科技的應用已分布在物理、化學、生物與工程之中

B 奈米科技之所以受到廣泛的研究，是因為其開發出的產品可

以降低資源使用

C 奈米碳管具有高機械強度、高導熱性等性質

D 奈米光觸媒吸收太陽光中的紫外線後，產生電子與電洞，可

分解有機物

E 金奈米粒子在催化烯類反應生成烷類時，不受尺度大小的影

響。

 E

金奈米粒子在催化烯類化合物和氫氣反應產生烷類化合物的效

率，隨其粒子尺度的增加而下降。

練習 4-6

如果黃金奈米粒子（假設粒子為球形結構）的直徑大小是 2.88 

nm，在這個粒子中有多少個 Au原子？（假設 Au原子的半徑為

0.144 nm）　

A102　B103　C104　D105　E106。

 圖 4-30　奈米光觸媒作
用原理

光觸媒

TiO2

 甲醛
(HCHO)

具毒性

紫外光

氫氧
自由基

無毒

CO2

H2O

H2O O2

OH
O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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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綠色化學

綠色化學是一門新興且重要的化學科學，其重要概念在於如

何使化學製程達到「零汙染、零排放」的目標，友善的對待現今

汙染嚴重的地球。綠色化學製作過程的效率常以「原子使用效

率」作為重要指標。其定義為目標產物所獲得之總質量占反應物

之總質量的百分比，數學式如式 4-8所示：

原子使用效率＝
目標產物之總質量
反應物之總質量

× 100% （式 4-8）

由乙烯合成環氧乙烷的兩種方法為：

合成方法（一）：C2H4(g)＋ Cl2(g)＋ Ca(OH)2(aq)

 → C2H4O(g)＋ CaCl2(aq)＋ H2O(l)

合成方法（二）：C2H4(g)＋ 1
2 O2 (g) Ag C2H4O(g)

由定義，可分別計算出方法（一）和（二）的原子使用效率，其

分別為：

方法（一）之原子使用效率：
44

28＋71＋74 ×100%＝ 25.4%

方法（二）之原子使用效率：
44

28＋1
2 ×32

×100%＝ 100%

由原子使用效率可知合成方法（二）的反應途徑對於化學製

程而言較具經濟效益，且不排放任何廢棄物。由原子使用效率的

觀點可知綠色化學提倡由化學製程源頭開始，找出最佳且最具經

濟效益的合成方法，以提高所有反應物的原子使用效率，進而實

現綠色化學「零排放」的最終目標（圖 4-31）。

186



圖 4-31　綠色化學 12項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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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共創與

大自然和諧共存的

美麗家園。

防止廢棄物產生（防廢）

用可再生原料（再生）

避免化合物的衍生物（簡潔）

設計可降解的化學品和產品（可解）

設計更安全的化合物與產物（保安）

使用催化劑（催化）

提高能源效率（節能）

即時分析防止汙染（監測）

使用更安全的溶劑和反應條件（降輔）

使原子經濟性最大化（物盡）

降低化學合成方法的危險性（低毒）

慎選化學物質來減少意外事故發生（思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4-7

麩胺酸與氫氧化鈉反應，可得麩胺酸鈉（味精）。工業上是利用

微生物將醣類轉換成麩胺酸，其反應式如下：

已知分子下方括號中的數字為分子量，則上列反應式的原子經濟

性（原子使用效率）最接近下列哪一數值 %？

A 72　B 62　C 52　D 42　E 32。

 B 

目標產物為麩胺酸、分子量為 147，若產生 2莫耳，其產量為

2×147克。反應物的總質量為 342＋ 3×32＋ 2×17，

因此，原子經濟性＝ 2×147
342＋3×32＋2×17

×100%＝ 62%

練習 4-7

時至 21世紀，「綠色化學」已是一個重要的課題，其中之一即

是充分利用原物料，化學反應中減少有害、無用的副產物，儘量

使原子使用效率達 100%。利用蔗糖生產酒精的反應方程式如下：

C12H22O11＋ H2O→ 4C2H5OH＋ 4CO2。試問此生產酒精製程的

原子使用效率約為 %？

A21　B38　C48　D51　E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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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家小傳

理查．費曼 Richard Phillips Feynman (1918∼ 1988)

「假設有那麼一天，地球發生巨大災難。

把已有的科學知識悉數摧毀，只剩下一句話，

讓僥倖存活下來的人傳遞給子孫。什麼樣的句

子能夠以最少的字，包含最多的知識呢？我相

信那就是：『一切東西皆由原子構成』。」這

是費曼於加州理工學院物理系針對大一新生上

第一堂課的內容，由此即可了解費曼對於科學

的熱愛程度，永遠以最直觀、不落俗套的想法

解決艱深的問題。

兒時費曼曾問他父親，為何把玩具貨車往

前拉時，放在玩具貨車上的球反而會向後滾？

父親卻說：「如果你細心看，那球沒有向後滾，

而是停在原處。」費曼回去再做一次，這次他

伏在地上，從側面細心看著，果真看見球是停

在原處，只是因為玩具貨車向前走而造成球向

後滾的錯覺。父親繼續說：「人們叫這個現象

做『慣性』，卻沒有人明白為什麼。」費曼覺

得父親雖然只是一個裁縫，但卻教會了費曼真

正獲得知識的方法：觀察大自然、並承認自己

知識的不足。

費曼於普林斯頓大學取得博士學位後，隨

即參與原子彈製造的「曼哈頓」計畫。原子彈

首次試爆時，費曼決定不帶護目鏡，成為當時

第一個用肉眼觀察全過程的人。試驗成功後，

費曼與其他參與人員相當開心。事後，費曼才

開始警覺發明原子彈的嚴重後果，並為此煩惱。

「費曼圖」則是費曼於研究生涯中自創的

物理圖形，用以描述粒子之間的交互作用、直

觀地表示粒子散射、反應和轉化等過程。

晚年，費曼受委託加入了調查挑戰者號太

空梭失事事件的「羅傑斯委員會」。費曼因討

厭官方為調查環節設置的繁複手續，於是決定

一個人單獨調查，最後在電視鏡頭前只用了一

個簡單的橡膠圈零件做冰水冷卻實驗，就給出

了自己對事故原因的調查結果，由此揚名國際。

魔術般的天才科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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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現於 2019年的新冠肺

炎 (COVID-19)，已對人類的

生活造成嚴重的影響。

2020年 1月時獲知，其

病原體初步判定為新型冠狀病

毒。冠狀病毒為一群有外套膜

之 RNA病毒，外表為圓形，

大小為一般細菌的千分之一，

在電子顯微鏡下可看到類似皇

冠的突起而因此得名。

冠狀病毒自己無法繁殖，

它是利用棘突蛋白與細胞外層

的 ACE2蛋白質結合後，如同

以鑰匙開鎖的方式，成功入侵

細胞並大量的複製更多病毒，

釋放出來後再感染更多的細胞

（圖 4-32A）。為了阻止病毒

複製，許多減毒（死或仿真）

的病毒、DNA、蛋白質、mRNA

（訊息 RNA）和奈米粒子已

被用於開發成具潛力的疫苗

（如圖 4-32B）。以奈米粒子

作為疫苗的稱為奈米疫苗，如

利用包覆 mRNA的微質體疫

苗（如圖 4-32C）。美國衛生

總署和莫德納 (Moderna)公司

合作所開發的 mRNA-1273疫

苗已獲英國、美國等國家授權

為緊急用疫苗。mRNA被包裹

在微脂體中，可適當地傳送到

細胞中且不被降解，當其進入

細胞後，會被宿主的蛋白合成

機制轉譯成新冠病毒刺突蛋

白，作為抗原激發免疫反應，

防止新的細胞被感染。

除了疫苗開發外，許多藥

廠亦積極合成和測試可治療新

冠肺炎的新藥。地塞米松

(dexamethasone) 和瑞德西韋

(remdesivir)是兩種極具潛力的

藥物，前者是一種類固醇，用

於消炎（抑制免疫系統的過度

反應），後者則是一種核苷酸

類似物，可與病毒作用，而使

酵素無法複製病毒 RNA。另

外，雷傑納隆藥廠所開發的

REGN-COV2抗體藥物亦值得

注意，它們可與新冠病毒的棘

突蛋白受體結合，是一種用於

預防和治療新冠肺炎的雙抗體

混合物。

世紀病毒：新冠肺炎

科學不設限

(C)含mRNA的微質體疫苗

膽固醇

磷脂質

聚乙二醇 -脂質
mRNA

參考來源：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acscentsci.0c00272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21645515.2020.1825896

科學不設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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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4-32　冠狀病毒與疫苗在人體中的作用機制

(A)冠狀病毒入侵機制：
冠狀病毒感染細胞並大量複製更多

病毒，釋放出來再感染更多的細胞。

(B)疫苗作用機制：
帶有病毒資訊的疫苗可以讓免疫系統

有臨場作戰的演習，進而產生抗體。

ACE2

棘突蛋白

（抗原）

擬定作戰計畫：

1.記錄敵人（病毒）特徵
2.製造武器（抗體 ）

病毒
人體細胞

抗體

疫苗

我跟敵人長得很
像，利用我就可
以做出強力的抗
敵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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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型試管　5支   試管塞　5個   試管架　1個

     鐵環與鐵架　1組   燒杯 (100 mL)　4個  燒杯 (250 mL)　2個

     量筒 (25 mL)　1個   塑膠滴管　5支   標籤紙　數張

     分液漏斗 (100 mL)　1個 

   

    2%肥皂水　8 mL  2%十二烷基硫酸鈉（或合成清潔劑）　8 mL  

    番茄醬　10 g  沙拉油　15 mL  0.25%氯化鈣水溶液　4 mL   

    蒸餾水

 

一、萃取番茄醬油溶性色素

❶�  先用 100 mL燒杯稱取 10 g的番茄醬，再量取

25 mL蒸餾水倒入燒杯中，攪拌均勻。

❷�  將溶液倒入分液漏斗中，蓋上蓋子並確認沒有
液體流出後，上下左右搖動。

❸  取 15 mL沙拉油加入分液漏斗中，充分搖動

後，靜置於鐵架上約 3∼ 5分鐘。

❹  直至液體分層，打開上方蓋子及下方活栓，使

下層水溶液流到 250 mL燒杯中。

❺  再加 15 mL蒸餾水至分液漏斗中，旋轉搖晃

後，靜置於鐵架上約 1∼ 3分鐘。

❻  等液體分層後打開蓋子及活栓，使下層水溶液

流出，再以上述 250 mL燒杯接取。

器材

藥品

步驟步驟

課綱實驗

界面活性劑的效應
本實驗以綠色化學的減毒、減廢、減量精神設計，以達了解界面活性劑的作用原理。藉由實驗操作

及觀察鈣、鎂離子對肥皂及合成清潔劑的影響，了解清潔劑提升物質溶解度及分離不同物質的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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❼  將上層沙拉油溶液倒入 100 mL的燒杯中，此

即為油溶性色素—茄紅素的油溶液。

二、界面活性劑的效應

❶�取 5支試管，分別以標籤紙標上代號 A、B、

C、D和 E。

❷   取塑膠滴管於 A試管（對照組）中加入約 6 

mL蒸餾水與 2 mL茄紅素油溶液。

❸   於 B試管中加入 4 mL的 2%肥皂水與 2 mL

蒸餾水，搖晃均勻後再加入 2 mL茄紅素油

溶液。

❹ 於 C試管中加入 4 mL的 2%肥皂水與 2 mL

的 0.25%氯化鈣水溶液，搖晃均勻後再加入

2 mL茄紅素油溶液。

❺  另取 D、E試管，將步驟 3、4的肥皂水溶液

改成 2%十二烷基硫酸鈉水溶液（或合成清

潔劑），其餘不變。

❻  上述試管蓋上試管塞，充分搖晃 30秒後靜置

於，觀察比較並記錄試管內溶液的變化及分

布情形。

廢棄物處理

名稱 處理方法 名稱 處理方法

番茄醬色素油溶液
與剩餘清潔劑均勻混合

後，大量清水沖洗。
氯化鈣溶液

倒入水槽，大量清水沖

洗。

B

 

C

 

E

 

A B C D E

茄紅素油溶液

茄紅素油溶液

茄紅素油溶液

2%肥皂水 
+蒸餾水

2%十二烷基硫酸鈉水溶液 
 （或合成清潔劑）
+ 0.25%氯化鈣水溶液

2%肥皂水 
+ 0.25%氯化鈣水溶液



 4-1 生物體分子
1. 醣類一般稱為碳水化合物，可分為單醣、雙醣、多醣三類。

分類 單醣 雙醣 多醣

定義 無法被水解的醣 由兩個單醣脫水形成 由葡萄糖脫水後聚合而成

實例 葡萄糖、果糖、半乳糖 蔗糖、乳糖、麥芽糖 澱粉、肝醣、纖維素

表示 C6H12O6 C12H22O11 (C6H10O5)n

2.  蛋白質：由胺基酸聚合形成的高分子聚合物

(1)  胺基酸結構：結構如圖。

(2) 檢驗：與濃硝酸共熱會呈黃色，再加入過量氨水後變成橙色。

 4-2 藥物與界面活性劑
1. 止痛劑：常見的止痛劑包括阿司匹靈、伊布洛芬和普拿疼。

2.  抗菌劑：常見的抗菌劑包括抗生素（例如：青黴素，俗稱盤尼西林）和磺胺藥物兩類，是指用

來治療細菌感染的藥物。

3. 制酸劑：包括氫氧化鎂、氫氧化鋁和碳酸鈣等，用於中和胃酸，降低胃的酸度。

4. 界面活性劑：又稱表面活性劑，結構如圖。

  常見的界面活性劑，如卵磷脂和清潔劑。

5. 清潔劑的比較如下表：

種類 肥皂 合成清潔劑

成分 脂肪酸鈉鹽 石化工業產品

硬水中使用限制 無法使用 可使用

微生物可否分解
可 硬性清潔劑（含有支鏈）：不可分解

軟性清潔劑（直鏈）：可分解

R = 氫、烷基或有機取代基

胺基 羧基

親水端
在水中超過

某濃度
親油端 微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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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環境與化學
1.   再生能源包括太陽能、風力、水力、海洋能、地熱與生質能等，使用過程中汙染性較低，具開

發價值。

2.   因空氣汙染而造成的環境問題包括全球暖化、臭氧層破洞、酸雨和 PM2.5

現象 全球暖化 臭氧層破洞 酸雨 PM2.5

汙染物 溫室氣體（例如二氧

化碳）

氟氯碳化合 硫氧化物 (SOx)和氮
氧化物 (NOx)

空氣中懸浮粒子

3.     自來水廠的自來水淨化過程主要為：沉降、過濾、除臭、消毒等。

4.     飲用水的再純化可使用活性碳淨水器或逆滲透 (RO)淨水器再純化。

5.   工業用水的處理：含有鈣離子、鎂離子的水稱為硬水，會造成工業設備的水垢，而導致鍋爐過

熱、破裂甚至爆炸，所以會以加入碳酸鈉或使用鈉離子交換樹脂方式處理軟化。

6.  水汙染與其防治

1水汙染的種類如下表：

水汙染種類 影響

需氧廢料 耗盡水中氧氣，水中生物死亡

泡沫汙染（界面活性劑） 降低水中溶氧量、優養化

除草劑和農藥（含氯有毒物質） 水中生物死亡

熱汙染 珊瑚白化

重金屬離子 痛痛病（鎘）、水俣病（甲基汞）、綠牡蠣事件（銅離子）

(2) 廢水可依汙染種類不同，進行不同的分級處理淨化。

 4-4 化學的現代應用
1.   奈米科技：奈米是一種長度單位為 10－9公尺，此尺度範圍的物質會產生特殊的物理與化學性

質，常用的應用如奈米碳管與奈米光觸媒。

2.   綠色化學：如何使化學的反應製成程達到「零排放、零汙染」的目標，再以「原子使用效率」

作為反應過程的指標，提高原子使用效率。

 原子使用效率＝
目標產物之總質量
反應物之總質量

×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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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題

 4-1 生物體分子
  1. 下列有關醣類化合物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項）

A果糖、半乳糖及核糖均為單醣　B纖維素經水解可產生葡萄糖，可用於製造酒精　

C醣類中的澱粉，可用碘酒驗出　D蔗糖屬於雙醣類化合物，經水解可得兩分子的葡

萄糖　E醣類物質屬於碳水化合物，其化學成分通式均可寫為 (CH2O)n。

  2. 下列哪些有機物質，被動物分解後會產生含氮廢棄物？（應選 2項）

A RNA　B蛋白質　C花生油　D肝醣　E纖維素。

 4-2 藥物和界面活性劑
  3. 下列有關藥物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項）

A碳酸氫鈉是止瀉藥物中最普遍的一類　B青黴素俗稱普拿疼，是一種抗生素　C氫

氧化鋁會中和胃酸反應，有制酸作用　D磺胺類藥物是抗菌藥物的一種　E普拿疼的

俗名為阿司匹靈，是一種止痛藥。

  4. 界面活性劑在日常生活中有許多應用，下列何者不是界面活性劑？

A肥皂　B漂白水　C洗髮精　D乳化劑　E卵磷脂。

 4-3環境與化學
  5. 下列有關環境汙染的敘述，何者正確？

A空氣中的一氧化碳，會吸收太陽光的紅外線，而產生溫室效應

B大氣中的含氮氧化物，主要是因為汽油在內燃機中的反應

C脂肪酸鈉鹽比硬性清潔劑容易分解，汙染性較低

D空氣中 CO濃度增高造成臭氧層危機  

E電鍍工廠的廢水中含氰化物，會造成痛痛病。

  6. 有關水淨化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項）

A水淨化的第一步驟為除臭

B 水中無法沉澱的微小粒子，可加入凝聚劑幫助凝聚沉澱

C 較常用的凝聚劑是鋁鹽

D 碘和臭氧可加入水中幫助消毒

E 活性碳可以用來吸附水中的臭味分子和色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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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如圖表示 1900、1950和 1980三年，在甲橋上游 20公里至下游 40公里的範圍中，測得

的河水溶氧量的變化圖，試依此推論下列哪些正確？（應選 3項）

A溶氧量越低，表示當地的汙染越嚴重

B距離甲橋下游約 10∼ 20公里處，河水的汙染最嚴重

C甲橋上游的河水汙染程度比下游嚴重

D甲橋附近，在 1900年的汙染程度，比 1950年時嚴重

E 1980年時，可能因環保意識抬頭，汙染程度減輕。

 4-4化學的現代應用
  8. 奈米碳管是一個由單層石墨所形成的中空圓柱形分子，如圖為無

限奈米碳管的一部分，若按附圖所示的方式將單層石墨捲曲成一

直徑為 3.2 nm的奈米碳管，則沿圓柱形的圓周繞一圈，需要多少

個六圓環？（已知石墨中碳－碳鍵長為 0.142 nm）

A 22　B 34　C 41　D 52　E 60。

◎ 9∼ 10題為題組題：

一莫耳的粒子到底有多少顆？這個問題，早已由美國著名的政治家也是科學家富蘭克林，接過

實驗後給過一個估計的答案了。他曾將一茶匙的油倒在湖面上，發現油會迅速擴張，直到蓋住

約半畝的湖面就不再擴張了。

  9. 若假設小明重做此實驗，所使用一茶匙油的體積約為 8.0 cm3，油的覆蓋面積約為 

4.0×107 cm2，假設油分子的形狀是正立方體，且覆蓋在湖面的油層只有一個分子厚，則

一個油分子的邊長大小約為多少奈米？　

A 1 　B 2　C 5 　D 10　 E 20　nm。

  10. 已知 8.0 cm3的油約為 7.5 g，油的分子量約為 250。試計算 8.0 cm3約為多少莫耳？含有

多少個油分子？

A 0.03 mol、1021個油分子 B 0.04 mol、1021個油分子 

C 0.03 mol、6×1023個油分子 D 0.04 mol、6×1023個油分子 

E 0.06 mol、6×1023個油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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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綠色化學」的主要概念，是指從技術、經濟上設計可行的化學反應，儘可能減少對環

境的副作用，下列化學反應中，最不符合綠色化學概念的是

A消除硫酸工廠廢氣中的 SO2：SO2＋ 2NH3＋ H2O→ (NH4)2SO3

B消除硝酸工業廢氣中氮氧化物的汙染：NO＋ NO2＋ 2NaOH→ 2NaNO2＋ H2O

C製 CuSO4：Cu＋ 2H2SO4（濃）→ CuSO4＋ SO2↑＋ 2H2O

D製 CuSO4：2Cu＋ O2→ 2CuO；CuO＋ H2SO4→ CuSO4＋ H2O

E水煤氣的製備：C(s)＋ H2O(l)→ CO(g)＋ H2(g)。

  12. 在實驗室製備氨可用下列反應： 

2NH4Cl(s)＋ Ca(OH)2(s) △ CaCl2(s)＋ 2H2O(l)＋ 2NH3(g) 

其原子使用效率為何？ (Ca＝ 40、Cl＝ 35.5、N＝ 14)

A 12%　B 19%　C 28%　D 44%　E 50%。

  13. 「綠色化學」是一種對環境友好的化學製程，其目的是希望能透過運用新的科技與方法，

在製造化學品時，能同時維持人類生活與科技的進步，且降低對環境的衝擊。下列哪些

為「綠色化學」的基本原則？（應選 3項）

A提倡在汙染源頭就防止汙染產生　B採用低價原料，不須太重視其毒性　

C反應條件以高溫高壓為主，以節省反應所需時間　D簡化反應步驟，減少非必要性 

衍生物的產生　E慎選製程中的化學物質，以減少意外災害的發生。

進階題
◎ 14∼ 15題為題組：

右下圖的甲、乙、丙是三種常見界面活性劑之結構。取四支裝有 5毫升蒸餾水之試管，分別加

入相同莫耳數的四種不同溶質，搖動試管使溶質完全溶解後，再逐滴加入 5毫升甲水溶液，同

時搖動試管，觀察有無持久性泡沫產生，結果紀錄如附表：

試管編號 溶質 是否產生持久性泡沫 

1 氯化鈣 無 

2 氯化鎂 無

3 氯化鈉 有

4 氯化鉀 有

  14. 關於甲、乙和丙三種界面活性劑的敘述，下列哪些正確？（應選 2項）

A三者均可對衣服產生清潔作用 　B三種結構中的 部分為親水端 

C甲可經由皂化反應製備　D乙為硬性清潔劑，因為可被微生物分解，所以不會造成

環境汙染　E丙具有支鏈，為軟性清潔劑。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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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關於是否產生持久性泡沫實驗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項）

A此實驗的結果可驗證合成清潔劑在硬水中，仍能保有其清潔能力

B此實驗若改用「乙水溶液」取代「甲水溶液」，亦可得到相似的結果 

C此實驗若改用「丙水溶液」取代「甲水溶液」，四支試管皆會產生持久性泡沫

D氯化鈉、氯化鉀會造成水的硬度增加，而降低甲清潔劑的清潔效果

E氯化鈣、氯化鎂會造成水的硬度增加，而降低甲清潔劑的清潔效果。

◎ 16∼ 17題為題組：

小華想檢測油品的酸價，查詢資料後發現，酸價的定義為，中和 1克的油品中的游離脂肪酸，

所需加入的氫氧化鉀質量 (mg)。所以設計測試步驟如下：

(1)製備溶劑：先用吸量管吸取 5 mL酒精和 10 mL的乙醚於錐形瓶中，並混合均勻。

(2)加入油品：加入 1克樣品油於上述溶劑中，並混合均勻。

(3)進行滴定：加入 2滴酚酞指示劑，並以 0.001 M 氫氧化鉀水溶液滴定至酚酞由無色變為紅色。

(4)加熱：將不含其他物質的油品，直接放在瓦斯爐上加熱，時間分別為 2、4、6、8和 10小時， 

  並取加熱後的油品，重複步驟 (1)∼ (3)。(KOH＝ 56)

實驗結果如下表：

加熱時間 (小時 ) 0 2 4 6 8 10

KOH滴定用去的
體積 (mL)

8.50 9.30 10.50 11.10 12.10 13.00

酸價 mg KOH/g 0.48 未計算 未計算 未計算 未計算 未計算

16. 已知酸價大於過 2.0 mg KOH/g，即應更換油品。根據上述實驗結果，加熱 10小時的油，可

否繼續使用？

  17. 上述的實驗結果，可以說明下列何者？

A油的飽和度越高，越耐高溫

B不飽和油脂加熱後，容易產生游離脂肪酸 

C加熱時間越長，油的酸價越高

D炸鹹酥雞所用的油，可以使用十小時以上

E加入酒精和乙醚會使油的酸價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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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19題為題組：

利用離子交換樹脂，可去除水中的陰、陽

離子，而得到去離子水。為了將海水淨

化，小明設計了以下模擬實驗：

1. 取一杯蒸餾水，並加入少量的氯化鈉和

氯化鉀，攪拌使其完全溶解。

2. 裝置甲圖和乙圖的離子交換樹脂管，並

洗淨。

3. 將待淨化的水樣品由甲圖的分液漏斗慢

慢滴下，得到溶液 M，且此溶液呈酸性。

4. 將溶液 M由乙圖的分液漏斗慢慢滴下，可得到純水。

試回答下列問題：

  18. 水樣品中哪一些離子可以被甲圖中的陽離子交換樹脂除去？

A Na＋與 Cl－　B Cl－與 OH－　C K＋與 H＋　D Na＋與 K＋　E Na＋與 H＋。

  19. 乙圖中的物質 X應該是下列的哪一種物質？

A陰離子交換樹脂　B酸鹼中和試劑　C活性碳　D矽膠　E細砂。

  20. 有些科學家提出「碳封存」的辦法，來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如果可以將發電廠及工廠

所產生的二氧化碳，加以收集、儲存，應該有助於全球暖化效應的減緩，而這方面的各

項技術發展也已經逐漸成熟（例如二氧化碳的收集、管路架設已將二氧化碳氣體注入地

質結構中等技術）。採用地質儲存二氧化碳的技術是可行的，石化工業也已經有相當多

的經驗。而將收集到的二氧化碳注入海洋的科技，也有相當的潛力，但目前還在研究階

段，科學家擔心這種處理方式可能對海洋生態造成傷害。另外，科學家也在研究將二氧

化碳轉換成碳酸鹽礦的技術，這種方式可以永久性的儲存二氧化碳，目前只有小規模的

應用。這項科技要實際可行，其能源需求仍需再降低。利用化學製程處理二氧化碳，技

術上可行，但卻須消耗太多能源，因此不切實際，尚待改進。根據上文及已習知的知識

回答問題：下列與二氧化碳相關的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3項）

A二氧化碳分子與溫室效應無關

B二氧化碳的增加，是導致水域優養化的主要因素　

C二氧化碳注入海洋，可能造成海洋生態的不平衡　

D將二氧化碳轉換成無機碳酸鹽礦儲存，也是「碳封存」的技術之一　

E以目前的技術而言，利用化學製程來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尚不符經濟效益。

（甲） （乙）

200



第 4 章　生活中的化學

素養模擬題
　　石油工業裡的鑽探設備若缺乏完善的管理，會造成金屬腐蝕氧化，包括管線、油桶、船舶

和幫浦等，而引起重大事故，同時也是很嚴重的環境汙染。而海水中的 SRB菌 (sulfate reducing 

bacteria)在缺氧情況下，所引起的微生物腐蝕 (microbiological corrosion)，更是大家關注的焦點。

SRB會造成鐵的腐蝕並生成 FeS，其平衡反應式如下：

H2SO4(aq)＋ 3H2(g)＋ Fe(s)→ FeS(s)＋ 4H2O(l)

以下為取某海上鑽油平台的海水所進行的研究，步驟如下：

步驟一：抽取此平台附近的海水樣品，並測得所含的 FeS 初始為 50 mg。

步驟二： 將 1000 mL的水樣品，倒入一個裝有 20 g 鐵釘的燒瓶中混合，並保持在適合細菌生長

的狀態。

步驟三：每隔 5天，測量海水樣品中沉澱物 FeS的重量和 SRB細胞的增加量，結果如下表。

觀察天數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FeS的沉澱量 (mg) 50 300 700 1050 1450 1750 1940 1985 1986

SRB細菌數 (個 /L) 102 4×103 4×104 4×105 4×106 8×106 2×107 2×107 2×107

1 請根據 SRB菌造成鐵的腐蝕並生成 FeS的反應式判斷，H2SO4扮演的角色為何？ 

 A催化劑　B氧化劑　C還原劑　D界面活性劑　E起雲劑。

2 請畫出時間對 FeS沉澱量的變化量圖形。

3 請由所做出來的圖形推論，45天後 FeS的沉澱量應為多少？

 並說明造成這個現象可能的原因是什麼。

4 試推算一開始的海水樣品中，H2SO4的濃度最少約為多少M？ (Fe＝ 56、S＝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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