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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反應 

1. 化學式種類： 

(1) 實驗式（簡式）：表示物質組成元素種類，常用於金屬、分子晶體、離子晶體、網

狀固體等無單元分子物質。 

(2) 分子式：包含實驗式之各項資料，主要用於分子晶體。 

(3) 示性式：包含分子式之各項資料，可說明具有何種特性之官能基，主要用於同分

異構物之有機分子。 

(4) 結構式：包含示性式之各項資料，可說明原子鍵結關係與鍵結量（結合量），但不

包含鍵角資料。 

(5) 電子點式：包含結構式之各項資料，可說明各原子間電子共用情形。 

▼化學式種類整理 

種類種類種類種類    內容內容內容內容    使用使用使用使用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實驗式實驗式實驗式實驗式    

（簡式）（簡式）（簡式）（簡式）    

(1) 組成元素種類 

(2) 各元素原子數或重量比 

金屬晶體、離子晶體、

分子晶體、網狀固體 

分子式分子式分子式分子式    
(1) 含實驗式各項資料 

(2) 分子量 

分子晶體 

示性式示性式示性式示性式    
(1) 含分子式各項資料 

(2) 特性官能基 

有機分子 

重點回顧重點回顧重點回顧重點回顧 

� 化學反應 

� 常見的化學反應類型 

 

 

一分鐘準備段考一分鐘準備段考一分鐘準備段考一分鐘準備段考 

� 公式的內容、定義、用途要理解，不是死背 

� 各原子假說與特性要熟記 

� 複雜題目的解題流程，要能熟悉 

� 利用名師學院系列產品，反覆觀看、補強弱點 

 第三次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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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式結構式結構式結構式    

(1)  含示性式各項資料 

(2)  原子鍵結關係與鍵結量 

(3) 不包含鍵角資料且無法表 

現分子形狀 

分子晶體 

電子點式電子點式電子點式電子點式    
(1) 含結構式各項資料 

(2) 原子間電子共用情形 

討論原子鍵結時，電子

共用的關係 

2. 方程式計算： 

(1) 基本步驟： 

 先列出計算所需之方程式並平衡之。 

 方程式係數比及反應時之莫耳數比，均以莫耳數關係再換算成重量或體積。 

(2) 限量試劑與產量問題： 

 任何反應中完全被用盡的反應物量可決定生成物的產量，此種完全用盡的試劑稱

為限量試劑。 

 依照限量試劑求出之產量稱為理論產量，依照實驗測得之產量為實際產量。 

 產率 100%×=
理論產量

實際產量
 

 凡已知條件中有多項反應物之用量，則必須考慮限量試劑。 

3. 熱含量（焓、Enthalpy、H）為物質生成時，儲存於其中之能量總和，物質之絕對熱含量

大小無法求出，只能比較其相對大小。 

4. 反應熱ΔH(T、P)為反應前後生成物系與反應物系之總熱含量變化，與反應物路徑或反應

速率快慢無關。 

▼熱含量與反應熱之比較 

 對象對象對象對象 能量大小能量大小能量大小能量大小 討論範圍討論範圍討論範圍討論範圍 

H（（（（焓焓焓焓）））） 單一物質 不能測量，但可比大小 動能及位能，不包含核能 

ΔΔΔΔH（（（（反應熱反應熱反應熱反應熱）））） 反應前後 可以測量，亦可比大小 定溫，只討論位能變化 

5. 生成熱為一純質由其最安定或標準晶型成分元素態形成化合物時的能量變化，最安定或

標準晶型元素態其生成熱定為零。分解熱和生成熱同值異號。 

6. 燃燒熱為一可燃物與氧完全燃燒所放出的能量，恆為放熱。最高氧化數的氧化物和不能

燃燒的元素其燃燒熱定為零。 

7. 卡計可用來測定反應熱，使整個卡計升高 1ºC所需的熱量，為該卡計之水當量。 

8. 赫斯（赫士）定律亦為反應熱加成定律： 

(1) 若一反應能以兩個或以上其他反應的代數和表示，其反應熱為所有反應熱的代數

和。 

(2) ΔH = 生成物總生成熱 − 反應物總生成熱 = 反應物總燃燒熱 − 生成物總燃燒

熱 

 

常見的化學反應類型 

1. 化學反應類型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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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反應前後物質的種類或數目的變化區分成結合（化合）反應、分解反應、取代

（置換）反應、複分解（複取代）反應及燃燒反應。 

▼依反應前後物質的種類或數目的變化區分 

 基本意義基本意義基本意義基本意義 通式通式通式通式 

結合結合結合結合 

（（（（化合化合化合化合）））） 

兩種或以上之物質（元素或化合物），反應

生成另一種物質  

A+B→AB  

分解分解分解分解 由一種物質分解成組成元素或化合物  AB→A+B  

取代取代取代取代 

（（（（置換置換置換置換）））） 

利用活性差異，使活性大者取代活性小者 AB+X→AX+B  

複分解複分解複分解複分解 

（（（（複取代複取代複取代複取代）））） 

兩化合物互相交換原子或離子的反應 AB+XY→AY+XB  

燃燒燃燒燃燒燃燒 
物質發生劇烈的氧化反應，放出光與熱，

一般是物質與 O2 反應  

 

(2) 依化學反應特性區分成沉澱反應、酸鹼反應及氧化還原反應。 

 沉澱反應：不同電解質溶於水後，陰陽離子交互作用，結合產生難溶性物質。 

 酸鹼反應：酸鹼反應成鹽類及水。 

 氧化還原反應：電子得失造成氧化劑得電子，還原劑失電子。 

2. 溶解度與沉澱反應： 

(1) 溶液中析出固體的過程稱為沉澱。 

(2) 當兩溶液混合時，若反應生成新物質，而此物質難溶於水時，即產生沉澱，故可

利用此特性進行分離。 

(3) 將電解質分解為陰陽離子，以沉澱表作為是否沉澱的判斷依據。 

▼沉澱表 

陰離子陰離子陰離子陰離子 陽離子陽離子陽離子陽離子 溶解性溶解性溶解性溶解性 

全部 鹼金屬離子(Li +、Na+、K+、Rb+、Cs+) 

NH4
+ 

可溶  

NO3
− 全部 可溶 

CH3COO− 全部（Ag+除外） 可溶  

Cl−、Br−、I− Ag+、Pb2+、Hg2
2+、Cu+、Tl+ 

其他陽離子  

難溶  

可溶  

SO4
2− Ca2+、Sr2+、Ba2+、Pb2+ 

其他陽離子 

難溶  

可溶  

S2− 鹼金屬離子、NH4
+ 

Be2+、Mg2+、Ca2+、Sr2+、Ba2+ 

其他陽離子 

可溶  

可溶  

難溶  

OH−  鹼金屬離子、NH4
+、Sr2+、Ba2+ 

其他陽離子 

可溶  

難溶 

PO4
3−、CO3

2−、SO3
2− 鹼金屬離子、NH4

+ 

其他陽離子 

可溶  

難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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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4
2− Ag+、Pb2+、Ba2+、Sr2+ 

其他陽離子 

難溶  

可溶  

3. 電解質與非電解質： 

(1) 定義： 

 電解質：化合物水溶液或熔融態可導電者。 

 非電解質：於水中不可導電或不屬於電解質者。 

(2) 電解質分類： 

 分子化合物（酸、氨）：熔融態不導電，水溶液導電，如：HCl、H2SO4、NH3。 

 離子化合物（鹼、鹽）：熔融態及水溶液皆可導電，如：NaOH、KI、NH4Cl。 

4. 酸鹼反應： 

(1) 定義： 

 酸：具有酸味，能使藍色石蕊試紙變紅色，可與鋅等活潑金屬反應產生氫，可

導電。在水溶液中生成氫離子，可與鹼溶液反應生成鹽類和水。 

 鹼：水溶液具有澀味及滑膩感，能使紅色石蕊試紙變藍色，可導電。於水中生

成氫氧根離子，能與酸溶液反應生成鹽類和水。 

(2) 酸鹼中和為酸與鹼反應形成鹽與水的過程，在反應的過程中，可透過指示劑的變

色協助判斷反應是否達到反應終點。指示劑多半為弱酸或弱鹼，添加在溶液中時，

可依氫離子濃度的不同而呈現不同的顏色。 

(3) 酸鹼中和反應為放熱反應，強酸強鹼反應放熱大於弱酸弱鹼。 

(4) 強酸與強鹼反應，其淨離子方程式皆為 H++OH−
→H2O。 

(5) 水視為極弱的電解質，可解離出 H+與 OH−。水溶液中，H+與 OH−的體積莫耳濃度

乘積為水的離子積常數(Kw)，即[H+][OH−]=Kw，pH+pOH=pKw。 

(6) 水的離子積與溫度有關，溫度愈高 Kw 愈大。 

(7) 水的解離過程為吸熱反應，溫度愈高，愈利於水的解離。 

(8) pH值為[H+]對數值的負值 pH=−log[H+]或[H+]=10−pH，同理 pOH=−log[OH−]或[OH−] 

=10−pOH。 

(9)  pH值較常用來表示溶液的酸鹼性。 

 [H+]>[OH-]或 pH<pOH為酸性。 

 [H+]=[OH-]或 pH=pOH為中性。 

 [H+]<[OH-]或 pH>pOH為鹼性。 

5. 氧化還原反應： 

(1) 氧化還原之定義： 

 氧化：與氧結合，失去電子，氧化數增加。 

 把氧脫除，獲得電子，氧化數減少。 

(2) 氧化半反應所失去的電子總數必與還原半反應所得到的電子總數相等。 

(3) 氧化與還原兩者必相伴發生，不會只單一發生氧化或還原。 

 

 

實力測驗 GO：http://quiz.kut.com.tw/s_exam.asp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