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以g dm–3
和mol dm–3 (摩爾濃度) 表示溶液的濃度；

� • 把溶液的摩爾濃度轉換以g dm–3
為單位；

 • 進行有關溶液濃度的計算。

15.1

15.2

15.1  以g dm
–3
和 mol dm

–3
 (摩爾濃度) 表示溶液的濃度

15.2  有關溶液濃度的計算

溶液的濃度
第 15 章

學習目標

研習本章後，你應能：



把硫酸銅(II) 晶體溶於水中，會生成藍色的硫酸銅(II) 溶液。溶於水中的硫酸銅(II) 晶體
越多，溶液的顏色便會越深。

 我們可透過觀察各硫酸銅(II) 溶液的顏色深度來比較它們的濃度。然而，我們亦可以
定量的方法來比較溶液的濃度。

硫酸銅(II) 溶液濃度增加

溶液的濃度第 15 章

 以上哪杯溶液含有最多的銅(II) 離子？

 除顏色深度外，還可用甚麼方法來表示溶液的濃度？

研習本章後，你應能回答以上問題。

試想想… 



溶液的濃度是指每一單位體積溶液所含的溶質分量。溶液的濃度

可用以下兩個單位來表示：

(a) g dm–3
；

(b) mol dm–3
。

 

以g dm–3
表示溶液的濃度 

溶液的濃度可用每立方分米 (dm3) 溶液所含溶質的質量 (以g作
單位) 來表示 (g dm–3)。

 濃度為1 g dm–3
的溶液是指每dm3

溶液含有1 g的溶質。然
而，我們通常以mol dm–3

來表示溶液的濃度。

以mol dm–3
表示溶液的濃度 (摩爾濃度)

溶液的摩爾濃度是指每立方分米 (dm3) 溶液所含溶質的摩爾數。
摩爾濃度的單位是mol dm–3

或M。

 濃度為1 M的溶液是指每dm3
溶液含有1 mol的溶質，而濃度

為5 M的溶液則表示每dm3
溶液含有5 mol的溶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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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g dm–3
和mol dm–3 (摩爾濃度) 表示

溶液的濃度
15.1

1 dm = 10 cm  
1 dm3 = 1000 cm3

學習錦囊

溶液的濃度 (g dm–3) =
 
溶質的質量 (g)
溶液的體積 (dm3)

 

課文重點

 溶液的摩爾濃度 = 溶質的摩爾數 (mol)
溶液的體積 (dm3)   (mol dm–3

或M)

課文重點

濃度 concentration
溶液 solution

溶質 solute
摩爾濃度 molarity/molar concentration



 實驗室內試劑的濃度通常以摩爾濃度 (mol dm–3) 來表示，而
不是以g cm–3

來表示。參看圖15.1。

把溶液的摩爾濃度轉換至以g dm–3
為單位

要把溶液的摩爾濃度轉換至以g dm–3
為單位，應把以下方程式：

溶質的摩爾數 (mol) = 
溶質的質量 (g)

溶質的摩爾質量 (g mol–1)

代入下列表示式中：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或M)

 = 
溶質的摩爾數 (mol)
溶液的體積 (dm3)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或M)
 = 

溶液的體積 (dm3)

重新排列上述表示式，得出

溶質的質量 (g)
溶液的體積 (dm3)

=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溶質的摩爾質量 (g mol–1)

 圖15.2顯示溶質的質量、溶質的摩爾數、溶液的摩爾濃度和
以g dm–3

為單位的溶液濃度的關係。 

溶質的質量 (g)
溶質的摩爾質量 (g mol–1)

(                                      )

IV   酸和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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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1  實驗室內試劑的濃度
通常以摩爾濃度 (M) 來表示。

除以溶液的

體積 (dm3)

溶質的質量 
(g)

溶質的摩爾數 
(mol)

以g dm–3
為單位的

溶液濃度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或M)

除以溶質的摩爾質量 
(g mol–1)

除以溶液的

體積 (dm3)

乘以溶質的摩爾

質量 (g mol–1)

圖15.2  溶質的分量 (以質
量和摩爾數表示 )、溶液的
摩爾濃度和以g dm–3

為單位

的溶液濃度的關係。

溶液的濃度 (g dm–3)
=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溶質的摩爾質量 (g mol–1)

課文重點

實驗室試劑 bench reagent



溶液的濃度

若已知溶液的體積和所含溶質的分量，我們便可計算出溶液的

濃度。

15   溶液的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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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溶液濃度的計算15.2

從溶質的摩爾數和溶液的體積計算溶液的濃度

某100.0 cm3
的碳酸鈉溶液含有0.25 mol碳酸鈉。計算

(a) 溶液的摩爾濃度；

(b) 以g dm–3
為單位的溶液濃度。

(相對原子質量：C = 12.0、O = 16.0、Na = 23.0)

題解

(a) 以dm3
為單位的溶液體積 = 100.0

1000
 dm3 

 = 0.100 dm3

 Na2CO3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Na2CO3 的摩爾數 (mol)

溶液的體積 (dm3)

 = 
0.25 mol

0.100 dm3

 = 2.5 mol dm–3 (或2.5 M)

(b) 溶液的濃度 (g dm–3)

 =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溶質的摩爾質量 (g mol–1)

 Na2CO3 的摩爾質量 = (23.0 × 2 + 12.0 + 16.0 × 3) g mol–1

    = 106.0 g mol–1

 Na2CO3 溶液的濃度 = 2.5 mol dm–3 × 106.0 g mol–1

    = 265 g dm–3

某250.0 cm3
的氯化鉀溶液含有0.50 mol氯化鉀，計算

(a) 溶液的摩爾濃度；

(b) 以g dm–3
為單位的溶液濃度。

(相對原子質量：Cl = 35.5、K = 39.1)

可試做章節練習第27題

自我測試15.1

例題15.1H20



 若已知溶液的密度和溶液中所含溶質的質量百分比，我們也

可計算出溶液的濃度。

IV   酸和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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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溶質的質量和溶液的體積計算溶液的濃度

某250.0 cm3
的硫酸鈉溶液含有14.2 g硫酸鈉。計算

(a) 以g dm–3
為單位的溶液濃度；

(b) 溶液的摩爾濃度。

(相對原子質量：O = 16.0、Na = 23.0、S = 32.1)

題解

(a) 以dm3
為單位的溶液體積 = 250.0

1000
 dm3 = 0.250 dm3

 Na2SO4 溶液的濃度 (g dm–3)

 = 
Na2SO4的質量 (g)

溶液的體積 (dm3)

 = 
14.2 g

0.250 dm3

 = 56.8 g dm–3

(b) 方法一：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溶液的濃度 (g dm–3)

摩爾質量 (g mol–1)

 Na2SO4 的摩爾質量 = (23.0 × 2 + 32.1 + 16.0 × 4) g mol–1 = 142.1 g mol–1

 Na2SO4 溶液的摩爾濃度 = 
56.8 g dm–3

142.1 g mol–1
 
= 0.400 mol dm–3

 方法二：

 Na2SO4 的摩爾數 = 
14.2 g

142.1 g mol–1 = 0.100 mol

    Na2SO4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Na2SO4 的摩爾數 (mol)

溶液的體積 (dm3)
 

    = 
0.100 mol

 = 0.400 mol dm–3

某100.0 cm3
的硝酸銨溶液含有8.0 g硝酸銨，計算

(a) 以g dm–3
為單位的溶液濃度；

(b) 溶液的摩爾濃度。

(相對原子質量：H = 1.0、N = 14.0、O = 16.0)

可試做章節練習第5題

自我測試15.2

250.0
1000

dm3

例題15.2H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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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練習15.1

1.   把0.05 mol高錳酸鉀溶於蒸餾水中，以製備250.0 cm3
高錳酸鉀溶

液。計算

 (a) 溶液的摩爾濃度；

 (b) 以g dm–3
為單位的溶液濃度。

 (相對原子質量：O = 16.0、K = 39.1、Mn = 54.9)

2. 計算下列各溶液以 (i) g dm–3
和 (ii) mol dm–3

為單位的濃度。

 (a) 含10.0 g KOH的0.5 dm3
溶液

 (b) 含12.1 g KNO2的1000 cm3
溶液

 (c) 含9.8 g H2SO4的2.0 dm3
溶液

 (d) 含6.62 g Pb(NO3)2的250.0 cm3
溶液

  (相對原子質量：H = 1.0、N = 14.0、O = 16.0、S = 32.1、
 K = 39.1、Pb = 207.2)

3.  某貯存罐盛有20.0 dm3
濃氫氯酸，若酸的密度為1.19 g cm–3

，而當

中所含HCl的質量百分比是38.0%，計算該氫氯酸的摩爾濃度。

 (相對原子質量：H = 1.0、Cl = 35.5)

從溶液的密度和溶質的質量百分比計算溶液的濃度

某100.0 cm3
濃硝酸樣本的密度為1.51 g cm–3

，若樣本中含有68.0%的硝酸，計算該硝酸的摩
爾濃度。

(相對原子質量：H = 1.0、N = 14.0、O =16.0)

題解

100.0 cm3 濃硝酸樣本的質量

= 100.0 cm3 × 1.51 g cm–3 = 151 g

100.0 cm3 樣本中HNO3的質量

= 100.0 cm3 樣本的質量 × 樣本中所含HNO3的質量百分比

= 151 g × 68% = 102.7 g

在酸樣本中HNO3的摩爾數 = 
102.7 g

(1.0 + 14.0 + 16.0 × 3) g mol–1
 = 1.63 mol

硝酸的摩爾濃度 = 
1.63 mol

 = 16.3 mol dm–3

某1.0 dm3
濃硫酸樣本的密度為1.83 g cm–3

，若樣本中含有98.0%的硫酸，計算該硫酸的摩爾
濃度。

(相對原子質量：H = 1.0、O = 16.0、S = 32.0)

可試做章節練習第33題

自我測試15.3

100.0
1000

dm3

例題15.3H20



溶液中所含溶質的摩爾數

若已知溶液的摩爾濃度和體積，我們便可計算出溶液中所含溶

質的摩爾數。

溶液的體積

若已知溶液中所含溶質的指定分量和溶液的摩爾濃度，我們便

可計算出溶液的體積。

IV   酸和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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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溶液的摩爾濃度和體積計算溶質的摩爾數

計算250.0 cm3
的2.0 M氯化鎂溶液中所含氯化鎂的摩爾數。

題解

MgCl2 的摩爾數 (mol) 

= MgCl2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溶液的體積 (dm3)

= 2.0 mol dm–3 × 250.0
1000

 dm3 = 0.5 mol

計算500.0 cm3
的0.5 M硫酸銅(II) 溶液中所含硫酸銅(II) 的摩爾數。

自我測試15.4

例題15.4H20

從溶質的摩爾數和溶液的摩爾濃度計算溶液的體積

某0.25 M的碳酸鈉溶液含有0.10 mol碳酸鈉，該溶液的體積是多少？

題解

Na2CO3 溶液的體積 (dm3) = 
Na2CO3 的摩爾數 (mol)

Na2CO3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Na2CO3 溶液的體積 = 
0.10 mol

0.25 mol dm–3
 
= 0.4 dm3 (或 400 cm3)

某0.50 M的硫酸鈉溶液含有0.40 mol硫酸鈉，該溶液的體積是多少？

自我測試15.5

例題15.5H20



溶質的質量

若已知指定體積中溶液的摩爾濃度，我們便可計算出溶液中所

含溶質的質量。

15   溶液的濃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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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溶液的體積和摩爾濃度計算溶質的質量

計算250.0 cm3
的0.50 M氫氧化鈉溶液中所含溶質的質量。

(相對原子質量：H = 1.0、O = 16.0、Na = 23.0)

題解

在250.0 cm3
的溶液中NaOH的摩爾數 (mol) 

= NaOH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溶液的體積 (dm3)

= 0.50 mol dm–3 × 250.0
1000

 dm3 = 0.125 mol

NaOH 的質量 (g) = NaOH 的摩爾數 (mol) × NaOH 的摩爾質量 (g mol–1)

= 0.125 mol × (23.0 + 16.0 + 1.0) g mol–1

= 5 g

計算100.0 cm3
的0.25 M重鉻酸鉀溶液中所含重鉻酸鉀的質量。

(相對原子質量：O = 16.0、K = 39.1、Cr = 52.0)

自我測試15.6

例題15.6H20

 ( 0.125
0.13)

學習錦囊

課堂練習15.2

1. 計算50.0 cm3
的0.40 M Na2SO4溶液中所含Na2SO4的摩爾數。

2.  某0.50 M NaOH溶液含有0.80 mol NaOH，該溶液的體積是多少？

3. 下列溶液中所含溶質的質量是多少？

 (a) 500.0 cm3
的0.50 M Na2SO4溶液

 (b) 0.25 dm3
的0.15 M Na2CO3溶液

 (相對原子質量：C = 12.0、O = 16.0、Na = 23.0、S = 32.1)



稀釋

學校實驗室購買的試劑通常都是高濃度的溶液。我們在使用這些

試劑前，需要加入蒸餾水或去離子水以降低試劑的濃度，這過程

稱為稀釋。

 由於在稀釋試劑的過程中，只加入了水而沒有加入額外的溶

質，故只增加了溶液的體積，但沒有改變溶質的摩爾數。

 總括來說，稀釋試劑的過程其實是把相同數量的溶質溶於較

大體積的溶液中，使溶液的濃度下降 (圖15.3)。

即是說，

或

M1V1 = M2V2

溶質的摩爾數

( )

溶質的摩爾數

( )
=

IV   酸和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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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釋前

加入水

溶液1的摩爾濃度 = M1

溶液1的體積 = V1

溶液2的摩爾濃度 = M2

溶液2的體積 = V2

圖15.3  在稀釋溶液的過程中，溶液中所含的溶質分量維持不變。

稀釋後

0.2 pt0.2 pt

試想想

學習錦囊

稀釋 di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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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已稀釋溶液的摩爾濃度

把100.0 cm3
的2.5 M氫氧化鈉溶液稀釋至250.0 cm3

，已稀釋溶液的摩爾濃度是多少？

題解

由於NaOH的摩爾數 (稀釋前)  = NaOH的摩爾數  (稀釋後)，

    M1V1 = M2V2

    2.5 × 100.0
1000

 = M2 × 250.0
1000

   

    M2 = 1.0

  已稀釋NaOH溶液的摩爾濃度是1.0 M。

把50.0 cm3
的5.0 M氫氯酸稀釋至500.0 cm3

，已稀釋酸的摩爾濃度是多少？

可試做章節練習第31題

自我測試15.7

計算要稀釋某溶液時所需水的體積

把250.0 cm3
的0.200 M硝酸稀釋至0.0800 M，需要加入多少水？

題解

由於HNO3的摩爾數 (稀釋前)  = HNO3的摩爾數 (稀釋後)，

   M1V1 = M2V2

   0.200 × 250.0
1000

 = 0.0800 × V2  

   V2 = 0.625

稀釋後HNO3的體積  = 0.625 dm3 或 625.0 cm3

  需要加入水的體積 = (625.0 – 250.0) cm3 = 375.0 cm3

把100.0 cm3
的3.0 M硫酸銅(II) 溶液稀釋至0.4 M，需要加入多少水？

可試做章節練習第32題

自我測試15.8

例題15.8H20

✘   100 cm3 2 M 
NaOH

1000 cm3

0.2 M

✔   100 cm3    
2 M NaOH

0.2 M
900 cm3

概念檢查

例題15.7H20



溶液中所含成分離子的濃度

若已知溶液的摩爾濃度，我們便可計算出溶液中所含成分離子

的摩爾濃度。

IV   酸和鹽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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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算某溶液中成分離子的摩爾濃度

在1.5 M氯化銅(II) 溶液中，各成分離子的摩爾濃度分別是多少？

題解

1 mol的CuCl2 含有 1 mol的Cu2+ 離子和 2 mol的 Cl– 離子。

 Cu2+
離子的摩爾濃度 = 1.5 M × 1 = 1.5 M (或 mol dm–3)

 Cl–
離子的摩爾濃度 = 1.5 M × 2 = 3.0 M (或 mol dm–3)

在0.5 M 磷酸鈉 (Na3PO4) 溶液中，各成分離子的摩爾濃度分別是多少？

可試做章節練習第4，36題

自我測試15.9

例題15.9H20

課堂練習15.3

1.  在0.50 M Al2(SO4)3溶液中，各成分離子的摩爾濃度分別是多少？

2.  分別計算在25.0 cm3
的0.20 M K2CO3溶液中，K2CO3、K+

離子和

CO3
2–
離子的摩爾數。

3.  要把25.0 cm3
的0.5 M 氫氯酸稀釋10倍，需要加入多少蒸餾水？

4.  利用稀釋溶液的方法以製備200.0 cm3
的0.20 M氫氧化鈉溶液，需

要多少1.60 M氫氧化鈉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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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詞彙 英文翻譯 頁數

1. 濃度 concentration 3

2.  摩爾濃度 molarity/molar concentration 3

3. 稀釋 dilution 10

重要詞彙

頁數

1. 濃度的定義是甚麼？ 3

2. 濃度和摩爾濃度的單位分別是甚麼？ 3

3. 如何把溶液的摩爾濃度轉換以g dm–3
為單位？ 4

4. 甚麼是稀釋？稀釋時溶液的體積和濃度有甚麼變化？ 10

若能回答下列問題，在問題旁邊的空格內劃上「✓」號。若未能回答，便需要翻閱課本

相關的頁數。

進度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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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以g dm–3 和 mol dm–3 (摩爾濃度) 表示溶液的濃度

1.  溶液的濃度是指每一單位體積溶液所含的溶質分量，單位通常以g dm–3
或mol dm–3

來表示。

2.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或M) = 溶質的摩爾數 (mol)

溶液的體積 (dm3)
 

3. 溶液的濃度 (g dm–3)
 =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溶質的摩爾質量 (g mol–1)

15.2 有關溶液濃度的計算

4. 溶質的摩爾數 (mol)
 =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溶液的體積 (dm3)

5. 溶液的體積 (dm3) = 溶質的摩爾數 (mol)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6. 溶質的質量 (g)
 = 溶液的體積 (dm3) ×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溶質的摩爾質量 (g mol–1)

7.  稀釋是加入水使溶液的濃度下降的過程，當中溶質的摩爾數維持不變。

M1V1   =   M2V2
 (稀釋前) (稀釋後) 

 M1 = 溶液1的摩爾濃度；V1 = 溶液1的體積
 M2 = 溶液2的摩爾濃度；V2 = 溶液2的體積

摘要



15  15

15   溶液的濃度

g dm–3

mol dm–3 M

(提示：稀釋、溶質的質量 (g)、摩爾濃度、溶質的摩爾質量 (g mol–1)、
溶質的摩爾數 (mol)、 溶液的體積 (dm3)、溶液的體積 (dm3))

完成以下概念圖。

概念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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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充題

第15.1節

1. 溶液的濃度 (g dm–3) 

 = 溶質的  (g)

溶液的  (dm3)

2.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溶質的  (mol)

溶液的  (dm3)

3.  溶液的濃度 (g dm–3) 
 =   溶液的摩爾濃度 (mol dm–3) × 
  溶質的  (g mol–1)

章節練習

基礎練習題

第15.2節

4. 參考(a)部的例子，完成下表。

  (相對原子質量：H = 1.0、C = 12.0、N = 14.0、O = 16.0、Na = 23.0、Mg = 24.3、 
Cl = 35.5、Ag = 107.9)

5. 計算下列各溶液的摩爾濃度：

 (a) 含1.58 g Na2SO3的250.0 cm3
溶液

 (b) 含2.14 g NH4Cl的50.0 cm3
溶液

 (c) 含6.47 g Ca(NO3)2的100.0 cm3
溶液

 (d) 含9.21 g NaCl的500.0 cm3
溶液

 (e) 含7.93 g FeSO4的75.0 cm3
溶液

  (相對原子質量：H = 1.0、N = 14.0、O = 16.0、Na = 23.0、S = 32.1、Cl = 35.5、Ca = 40.1、 
Fe = 55.8)

溶質的化學式
摩爾質量

(g mol–1)
溶質的質量 

 (g) 溶液的體積
摩爾濃度 溶液的濃度

(g dm–3)溶液 陽離子 陰離子

(a) NaCl 58.5 117 2.00 dm3 1.00 M 1.00 M 1.00 M 58.5

(b) AgNO3 17.0 1.00 dm3

(c) Na2CO3 2.65 500 cm3

(d) MgCl2 29.4 0.206 M

(e) C6H12O6 12.0 cm3
— —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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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項選擇題

第15.2節

6.  0.35 mol dm–3
硫酸鉀溶液以g dm–3

為單位

的濃度是多少？

  (相對原子質量：O = 16.0、S = 32.1、       
K = 39.1)

 A. 41.7 g dm–3

 B. 47.3 g dm–3

 C. 55.4 g dm–3

 D. 61.0 g dm–3 

7.  把1.63 g氫酞酸鉀 (C8H5O4K) 溶於蒸餾水
中，以製備100.0 cm3

溶液，所得溶液的濃

度是多少？

  (相對原子質量：H = 1.0、C = 12.0、         
O = 16.0、K = 39.1)

 A. 0.016 M
 B. 0.032 M
 C. 0.040 M
 D. 0.080 M 

8.  0.05 M硫酸中氫離子的濃度是多少？
 (相對原子質量：H = 1.0)

 A. 0.05 g dm–3

 B. 0.10 g dm–3

 C. 0.15 g dm–3

 D. 0.20 g dm–3 

9.  把4.83 g乙二酸晶體(COOH)2 ․2H2O溶於
蒸餾水中，以製備250.0 cm3

的溶液，所得

溶液的摩爾濃度是多少？

  (相對原子質量：H = 1.0、C = 12.0、 
O = 16.0)

 A. 0.010 mol dm–3

 B. 0.038 mol dm–3

 C. 0.153 mol dm–3

 D. 0.612 mol dm–3 

10.  含9.31 g NaOH的100.0 cm3
溶液的摩爾濃

度和濃度 (以g dm–3
為單位) 分別是多少？

  (相對原子質量：H = 1.0、O = 16.0、 
Na = 23.0)

  摩爾濃度 (M) 濃度 (g dm–3)

 A. 0.0931 0.00233
 B. 0.0233 0.931
 C. 93.1 2.33
 D. 2.33 93.1 

11.  把100.0 cm3 0.5 M NaOH(aq)與200.0 cm3 
1.5 M NaOH(aq)混合，所得NaOH(aq)溶
液的濃度是多少？

 A. 1.00 M
 B. 1.17 M
 C. 1.25 M
 D. 2.00 M 

12.  某硫酸樣本的密度是1.20 g cm–3
。若樣本中

硫酸的質量百分比是30.0%，酸的摩爾濃度
是多少？

  (相對原子質量：H = 1.0、O = 16.0、S = 
32.1)

 A. 3.67 mol dm–3

 B. 7.67 mol dm–3

 C. 10.8 mol dm–3

 D. 15.4 mol dm–3 

13.  26.4 cm3
的0.091 M CH3COOH(aq)中所含

溶質的摩爾數是多少？

 A. 0.0024 mol
 B. 0.0012 mol
 C. 0.0060 mol
 D. 0.0020 mol 

14.  下列哪個溶液所含溶質的摩爾數與250.0 cm3 
1.0 M氫氧化鈉溶液的摩爾數相同？

 A. 100.0 cm3 4.0 M氫氧化鈉溶液
 B. 200.0 cm3 1.5 M氫氧化鈉溶液
 C. 500.0 cm3 0.5 M氫氧化鈉溶液
 D. 1000 cm3 0.2 M氫氧化鈉溶液 

15.  把12.0 g氫氧化鈉溶於水中，以製備2.00 M
氫氧化鈉溶液，所得溶液的體積是多少？

  (相對原子質量：H = 1.0、O = 16.0、
 Na = 23.0)

 A. 100 cm3

 B. 150 cm3

 C. 200 cm3

 D. 250 cm3 

16.  某溶液含有氯化鎂和氯化鐵 ( I I I )，而鎂離
子和氯離子的摩爾濃度分別是0 .05  M和 
0.40 M，溶液中所含鐵(III) 離子的摩爾濃
度是多少？

 A. 0.05 M
 B. 0.10 M
 C. 0.30 M
 D. 0.40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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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要製備250.0 cm3
的0.167 M葡萄糖  (C6H12O6) 

溶液，所需葡萄糖的質量是多少？

  (相對原子質量：H = 1.0、C = 12.0、 
O = 16.0)

 A. 1.670 g
 B. 3.758 g
 C. 7.515 g
 D. 16.70 g 

18.  下列哪個組合的溶液所含的溶質質量並不相
同？

  (相對原子質量：H = 1.0、C = 12.0、
 O = 16.0、Na = 23.0、S = 32.1、Cl = 35.5)

  溶液1 溶液2

 A. 500 cm3
的 100 cm3

的

  0.50 M Na2SO4 2.50 M Na2SO4

 B. 0.25 dm3
的 0.05 dm3

的

  0.15 M Na2CO3 0.75 M Na2CO3

 C. 25 cm3
的 0.05 dm3

的

  0.10 M NaOH 0.05 M NaOH

 D. 100 cm3
的 0.025 dm3

的

  0.05 M NaCl 0.02 M NaCl

 

19.  把100 cm3
的2 M Na2CO3(aq)稀釋至0.5 M，

需加入多少水？

 A. 200 cm3

 B. 300 cm3

 C. 400 cm3

 D. 500 cm3 

20.  把一瓶沒有蓋好的2 5 0 . 0  c m 3
的0 . 0 5  M 

KNO3(aq)溶液放在實驗室內。數小時後，
殘餘KNO3(aq)溶液的體積為220.0 cm3

，該

溶液的摩爾濃度是多少？

 (假設溶液中並沒有析出任何晶體。)

 A. 0.047 M
 B. 0.057 M
 C. 0.067 M
 D. 0.077 M 

21.  利用稀釋溶液的方法以製備250 .0  cm 3
的

0.15 M H2SO4(aq)，需多少體積的0.50 M 
H2SO4(aq)？

 A. 50.0 cm3

 B. 75.0 cm3

 C. 85.0 cm3

 D. 100.0 cm3 

22. 下列哪項或哪些在稀釋過程中會維持不變？

 (1) 溶液的體積
 (2) 溶質的摩爾數
 (3) 溶液的濃度

 A. 只有(1)
 B. 只有(2)
 C. 只有(1)和(3)
 D. 只有(2)和(3) 

23.  下列哪個組合正確顯示了0.13 M硫酸鐵(III) 
溶液中成分離子的摩爾濃度？

  Fe3+
離子的 SO4

2–
離子的

  摩爾濃度 (M) 摩爾濃度 (M)

 A. 0.13 0.13
 B. 0.26 0.26
 C. 0.26 0.39
 D. 0.13 0.39 

24. 下列哪些溶液含有相同數量的離子？

 (1) 36 cm3 1.0 M硝酸鈉溶液
 (2) 30 cm3 1.5 M氫氧化鈉溶液
 (3) 24 cm3 1.0 M硫酸鉀溶液

 A. 只有(1)和(2)
 B. 只有(1)和(3)
 C. 只有(2)和(3)
 D. (1)、(2)和(3) 

25.  把50.0 cm3
的0.75 M K2CO3(aq)和100.0 cm3

的0.5 M K2SO4(aq)混合，所得溶液中所含
K+(aq)離子的濃度是多少？

 A. 0.59 M
 B. 0.88 M
 C. 1.17 M
 D. 1.75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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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題

第15.2節

28.  把0.35 mol碳酸鉀溶於蒸餾水中，以製備250.0 cm3
溶液。計算

 (a) 溶液的摩爾濃度

 (b) 以g dm–3
為單位的溶液濃度。

 (相對原子質量：C = 12.0、O = 16.0、K = 39.1)

29.  計算125.0 cm3
的1.5 mol dm–3

硝酸鎂溶液中 (a) 溶質的摩爾數和 (b) 溶質的質量。

 (相對原子質量：N = 14.0、O = 16.0、Mg = 24.3)

30.  根據香港政府的《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例》，所有標示為「低糖」的飲品中，每
100 ml所含的糖不可多於5 g。

 (假設糖是指蔗糖，化學式為C12H22O11。)

 (a) 低糖飲品中糖的摩爾濃度上限是多少？

 (b)  一包375 ml紙盒裝的檸檬茶含有26.5 g糖，它可否標示為低糖飲品？試加以解釋。

 (相對原子質量：H = 1.0、C = 12.0、O = 16.0；1 ml = 1 cm3)

31. 某學生發現0.635 g的Cu(s)完全溶於100 cm3
的0.5 M AgNO3(aq)中。

 (a) 寫出涉及反應的離子方程式。

 (b) 寫出實驗中其他兩項可觀察的變化。

 (c) 計算所得溶液中各陽離子 (氫離子除外) 的濃度。

 (相對原子質量：Cu = 63.5)

32.  某學生利用純淨的草酸晶體 ((COOH)2․2H2O) 以製備250.0 cm3
溶液。該學生稱量了1.8 g的

草酸晶體，並把晶體溶於25.0 cm3
蒸餾水中，然後稀釋溶液至250.0 cm3

。

 (a) 計算1.8 g的草酸晶體中所含草酸的摩爾數。

  (b) 計算25.0 cm3
草酸溶液的摩爾濃度。

 (c) 計算稀釋草酸溶液至250.0 cm3
的摩爾濃度。

33.  (a)  要把45.0 cm3
的0.65 M HNO3(aq)溶液稀釋至0.45 M，需要加入多少體積的水？

 (b)  在 (a )部中盛有已稀釋的HNO 3(aq)的瓶子並沒有蓋好，三小時後，只剩餘30.0 cm 3
的

HNO3(aq)，該殘餘溶液的摩爾濃度是多少？

26.  50.0 cm3
硝酸鈣溶液含有2.0 × 10–3 mol的

NO3
–(aq)離子，溶液的摩爾濃度是多少？

 A. 0.01 M
 B. 0.02 M
 C. 0.04 M
 D. 0.08 M 

27.  把3.0 g硝酸鎂溶於水中，並稀釋成100.0 cm3 

溶液，當中所含離子的濃度是多少？

  (相對原子質量：N = 14.0、O = 16.0、
 Mg = 24.3)

 A. 0.51 M
 B. 0.61 M
 C. 1.11 M
 D. 1.21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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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某牌子的氨稱為「0.68 氨」，它的密度為0.68 g cm–3
，而當中氨所含的質量百分比大約是34%。

 (a) 計算該牌子每 dm3
的氨溶液所含的氨的質量。

 (b) 計算溶液的摩爾濃度。

 (c) 若要稀釋溶液至1 mol dm–3
，計算所需蒸餾水的體積。

 (相對原子質量：H = 1.0、N = 14.0)

35.  一些「起泡飲料」藥片含有碳酸氫鈉、檸檬酸和抗壞血酸。抗壞血酸又稱為丙種維生素 
(C6H8O6)，它是一元酸。把一片丙種維生素藥片加入水中，會出現泡騰現象。

 (a) 「一元酸」是甚麼？

 (b) 輔以相關的離子方程式，解釋為甚麼把「起泡飲料」藥片加入水中會出現泡騰現象。

 (c)  某牌子的「起泡飲料」藥片每片含1000 mg的抗壞血酸。把一片藥片加入蒸餾水中，以製
備250.0 cm3 溶液，計算所得的起泡飲料中抗壞血酸的摩爾濃度。

 (相對原子質量：H = 1.0、C = 12.0、O = 16.0)

36.  把25.0 g十水合碳酸鈉晶體 (Na2CO3․10H2O) 溶於水中，以製備250.0 cm3
溶液，當中所含的

成分離子的摩爾濃度分別是多少？

 (相對原子質量：H = 1.0、C = 12.0、O = 16.0、Na = 23.0)

37. 某混合物是由下列三種溶液混合而成的：

  100.0 cm3 1.5 M Na2SO4(aq)

  200.0 cm3 2.0 M NaCl(aq)

  100.0 cm3 1.0 M KCl(aq)

 在所得的溶液中，下列各離子的摩爾濃度分別是多少？

 (a) Na+(aq)

 (b) K+(aq)

 (c) Cl–(aq)

38.  在某牌子的氯漂白劑中，次氯酸鈉 (NaOCl) 所含的質量百分比為6%。某家庭主婦把10 cm3
氯

漂白劑與1000 cm3
水混合，以製備清潔用的漂白水。計算稀釋後氯漂白劑的摩爾濃度。

 (假設氯漂白劑的密度是1.0 g cm–3
。)

 (相對原子質量：O = 16.0、Na = 23.0、Cl = 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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