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下列關於原子核的敘述，何者正確？
(1)原子核只占整個原子很小的一部分體積 (2)原子核帶著原子中所有正電荷 (3)原子的
大部分質量集中在原子核 (A)僅(1) (B)僅(2) (C)僅(3) (D)(1)、(2)和(3)
【答案】：(D)
【解析】：原子核內部存在著體積及小，但是質量很大的一個原子核，原子核內有質子，帶正電。
( )2. 下列關於電子、中子和原子核三者被發現的先後順序，何者正確？
(A)電子、中子、原子核 (B)中子、電子、原子核 (C)電子、原子核、中子
電子、中子 (E)原子核、中子、電子
【答案】：(C)
【解析】：原子內部粒子的發現順序為：電子(最先發現)→質子→中子(最晚發現)。

(D)原子核、

( )3. 比較下列電子與質子之質量與電荷(不計電性正負)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兩者的質量與電荷相同 (B)兩者的質量相同，但電子的電荷較小 (C)兩者的電荷相
同，但電子的質量較小 (D)電子的質量與電荷都較小
【答案】：(C)
【解析】：電子與質子的電量相等，電子帶負電，質子帶正電，兩者為等量的異性電荷。
電子的質量極輕，一個質子的質量約為電子的 1840 倍，因此電子質量可忽略。
( )4. 比較電子、質子、中子質量大小
(A)中子＞質子＞電子 (B)質子＞中子＞電子 (C)電子＞中子＞質子 (D)質子＞電子＞中子
【答案】：(A)
【解析】：中子的質量略大於質子，但可視為約略相等，但是兩者均遠大於電子的質量，因此三者
質量為：
中子＞質子＞電子。
( )5. 以 α 粒子撞擊不同金屬薄片，則 α 粒子以不同角度散射，下列何者決定此角度之大小？
(A)原子數 (B)元素之質量 (C)核電荷 (D)α 粒子之多寡
【答案】：(C)
【解析】
：原子核內的正電荷數愈多，原子核對 α 粒子的排斥性(靜電斥力)愈大，因此 α 粒子散射
產生的偏折角度也將會明顯地愈大。
( )6. 以陰極射線管實驗，證實原子中含有帶負電微粒之科學家為
(A)道耳頓 (B)拉塞福 (C)查理 (D)湯姆森
【答案】：(D)
【解析】：湯姆森在研究陰極射線時，發現陰極射線的性質和原子內所釋放的電子性質相同，因此
證實原子有電子的存在，並且求得核質比(e／m)。
( )7. 甲、乙、丙、丁四種實驗，那幾種實驗的結果組合後可以決定電子質量？
甲：拉塞福的  粒子散射實驗；乙：湯姆森的陰極射線實驗；丙：侖琴的 X 射線實驗；丁：
密立坎的油滴實驗。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 (C)乙、丁 (D)丁、丙
【答案】：(C)
【解析】
：1897 年，湯姆森研究陰極射線，發現電子核質比，求得 e／m＝1.759x1011 庫倫／公斤，
1909 年，密立坎的油滴實驗，測得電子的帶電量為 1.602x10－19 庫侖，因此將電子電量
代入核質比(e／m)，間接求得電子的質量為 9.1x10－31 公斤。

( )8. 同族元素由上而下，哪一項敘述錯誤？
(A)原子序漸大 (B)原子半徑漸大 (C)價電子漸多 (D)已填滿之軌域漸多
【答案】：(C)
【解析】：同一族的元素化學性質相類似，但在週期表由上而下，隨著原子序的增加，原子核內的
質子數目愈多，核外的電子數也愈多，因此原子的半徑也愈大，但是最外層的價電子數
目則相同。
隨著週期表內元素的週期增加，內層的束縛電子數目(填滿的電子軌域)明顯愈多。
( )9. 在下列幾種微粒子中，已知
a、b、c 不相等，則其中互為同位素的是
b
c
b
w
y
b
a
a
(A) W 和
(B) a w 和 bc z (C) bc z 和 ca P (D) ba w 和 c q
【答案】：(A)
【解析】：同位素指原子序相同，有相同的質子數，因此元素符號左下角的數目需相同。
因此只有(A) baW 和 caY 為同位素，有相同的質子數目。
( )10.在氯原子( 1735Cl )中，質子數、中子數及質量數各為多少？
(A) 17、18、35 (B) 18、17、35 (C) 17、17、18 (D) 18、18、17
【答案】：(A)
【解析】
： 1735Cl 的原子序為 17，有 17 個質子，中子數＝35－17＝18 個中子，質量數為元素符號的
左上角＝35，中性原子的電子數＝質子數＝17 個電子。
( )11.有關拉塞福原子模型的敘述何者錯誤？
(A)原子由原子核與核外電子組成 (B)電子以圓形軌道繞原子核運轉 (C)原子核帶正電
(D)原子核的質量幾乎等於原子質量 (E)原子核占有原子大部份空間
【答案】：(E)
【解析】：(E)錯誤，原子核站的體積極小，因此原子內部大部分為空空洞洞。
(B)正確，電子在原子核外圍，繞著原子核旋轉，原子的大小，即為電子在原子的四周存
在的範圍。
( )12.有關原子結構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原子中大部分質量集中於原子核內 (B)相同元素之原子具有相同的電子數 (C)相同元
素之原子具有相同的質量數 (D)原子可獲得或失去一個電子，而其核電荷仍不變
【答案】：(C)
【解析】：(A)拉賽福的金箔散射實驗，發現原子中大部分物質的質量集中於原子核內。
(B)相同元素之原子必定有相同的質子數，中性原子的質子數＝電子數，因此相同元素的
電子數必定也相等。
(C)由於有同位素的存在，因此質子數相同，但是中子數不一定會相等，因此相同元素之
質量數(＝質子數＋中子數)不一定會相等。
(D)原子的內部僅外層的電子會發生變化，當原子獲得 1 個電子時，會帶負電，成為陰離
子；失去一個電子時，原子會帶帶正電，成為陽離子，但是內部原子核內的質子數或中
子數，則仍維持一定，不會發生變化。
( )13.有關電子、中子、質子的敘述，哪些正確？
(A)電子最早被發現，而質子最晚 (B)三種粒子在電場和磁場中皆會有偏折現象發生 (C)
質量大小次序為中子＞質子＞電子 (D)電子數＝質子數＝中子數 (E)原子核皆由質子與
中子所組成
【答案】：(C)
【解析】：(A)電子最早被發現，質子其次，中子最晚被發現。

(B)質子和電子有帶電，在電廠和磁場中會受力產生偏向，但是中子不帶電，沒有偏折現
象發生。
(C)正確，質量大小次序為中子＞質子＞電子。
(D)電子數＝質子數，但不一定等於中子數，原子序增大，中子數目會明顯地大於質子數。
(E)氫原子核只有 1 個質子，但是沒有中子，因此原子內不一定有中子。
( )14.自然界之某元素 X，下列其各種數據之敘述最為正確的是：
(A)原子序 11.2 (B)質量數 23.2 (C)原子量 23.2 (D)電子數 11.2
【答案】：(C)
【解析】：原子序等於質子數，必為整數；質量數＝質子數＋中子數，亦為整數；
電子不能被分割，因此電子數必為整數。
原子量包含同位素所佔比例，因此同位素依存在比例加權平均，因此原子量可以有小數。
( )15.某金屬元素(M)的質量數為 55，而其二價陽離子(M2＋)具有 23 個電子，則此金屬元素原子核
內含有幾個中子？
(A) 30 (B) 23 (C) 32 (D) 34
【答案】：(A)
【解析】：二價陽離子(M2＋)具有 23 個電子，因此質子數比電子數多 2 個，才能帶正電，因此質子
數＝23＋2＝25 個質子。
中子數＝質量數－質子數＝55－23＝32 個中子。
( )16.若 235
92U 的原子核放射出一個粒子後，則原子核內含有幾個質子？
(A) 237 (B) 236 (C) 146 (D) 91 (E) 90
【答案】：(E)
b
4
【解析】： 235
92＝a＋2
a＝90
235＝b＋4
92U  a X＋2 He
質子數等於原子序，因此放射後的原子核質子數＝a＝90 個。

b＝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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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原子、離子或分子經常是化學討論的粒子，試比較 2963Cu 與 29
Cu 2＋ 兩種粒子，下列選項中何
種數值，兩者相同？
(A)電子數 (B)中子數 (C)質子數 (D)質量數 (E)安定性
【答案】：(C)
65
【解析】
： 2963Cu 與 29
Cu 2＋ 兩種粒子，為同位素，有相同的質子，皆為 29 個質子，有不同的中子數，
63
29 Cu 有質子 29 個，中子數＝63－29＝34 個，原子不帶電，電子數＝質子數＝29 個。
65
2＋
有質子 29 個，中子數＝65－29＝36 個，原子帶 2 個正電，所以電子少 2 個，
29 Cu
電子數＝29－2＝27 個電子。

( )18.原子的直徑很小，約為：
(A)10－7 m (B)10－8 m (C)10－9 m (D)10－10 m
【答案】：(D)
【解析】：原子的直徑約為 10－10 公尺，約為 1 埃(A)。
( )19.原子是直徑約 1010 公尺的微小粒子，下列有關原子的敘述，何者錯誤？
(A)中性原子的核外電子數與核內質子數相等 (B)原子的質量大部份集中在原子核
子核佔有原子大部份的體積 (D)原子的原子序等於原子核內的質子數
【答案】：(C)
【解析】：(C)原子核僅佔有原子極小部分的體積，但是具有大部份的質量。

(C)原

( )20.原子量為 1 的氫原子，含有哪些基本粒子？
(A)電子、中子 (B)質子、中子 (C)質子、電子 (D)質子、中子、電子
【答案】：(C)
【解析】
：原子量為 1 的氫原子，可以表示成 11H ，H 原子的質子有 1 個，電子有 1 個，質量醋為 1，
中子數＝1－1＝0，因此 H 原子沒有中子。
H 原子內只有 1 個質子和外圍有 1 個電子。
( )21.根據湯姆森荷質比實驗及密立坎油滴實驗的結果可推算下列哪一項性質？
(A)電子的質量 (B)中子的質量 (C)質子的質量 (D)電子的電量 (E)質子的電量
【答案】：(A)
【解析】：湯姆森荷質比實驗可以求得 e／m 的比值，而密立坎的油滴實驗，則可以直接得到電子
的電量，由電子的電量代入核質比(e／m)，間接求得電子的質量。
( )22.氣體放電管中，由陰極(負極)發射出來的電子束叫做：
(A)陰極射線 (B)陽極射線 (C) X 光 (D)α 射線
【答案】：(A)
【解析】：氣體放電管中，由陰極(負極)發射出來的電子束叫做陰極射線。
實驗發現，在低氣壓高電壓時，陰極射線由負極射向正極，陰極射線與陰極的材料無關，
與玻璃管內填充的氣體無關，為高速帶負電的電子流。
( )23.密立坎的油滴實驗是為了測量下列哪一項性質？
(A)電子的質量 (B)質子的質量 (C)中子的質量 (D)電子的電量 (E)質子的質量
【答案】：(D)
【解析】：密立坎的油滴實驗利用顯微鏡觀察油滴的帶電情形，假設油滴所帶的電量有最小單位，
並且電荷不能分割，因此測得電子的電量為 1.602x10－19 庫侖。。
( )24.荷質比是粒子電荷量與質量的比值絕對值，則下列何種粒子的荷質比最小？(原子量：I＝127)
(A)電子 (B)質子 (C)中子 (D)  粒子 (E)碘離子
【答案】：(C)
【解析】：核質比最小請找電荷數目最少，質量最大的粒子。
電子＝e／(1／1840amu) ；質子＝e／1amu；
中子的電荷為 0，因此核質比＝0；
－
 粒子(氦原子核)＝2e／4amu
碘離子(I 離子)＝e／131amu
中子的核質比＝0 為最小。
( )25.僅依據密立坎(Millikan)油滴實驗可決定電子的下列何種性質？
(A)質量( m ) (B)質量與電荷比( m/e ) (C)電荷( e ) (D)能量( E )
【答案】：(C)
【解析】：密立坎(Millikan)油滴實驗可決定電子的電荷量＝1.602x10－19 庫侖。
( )26.溴的原子序為 35，已知溴存在兩個同位素，其百分率幾近相同，而溴的原子量為 80，則溴
的兩個同位素中的中子數分別為何？
(A) 43 和 45 (B) 79 和 81 (C) 42 和 44 (D) 44 和 46 (E) 45 和 47
【答案】：(D)
【解析】：溴的原子序為 35，兩種同位素分別為 35A Br 和 35B Br ，其中 Ax0.5＋Bx0.5＝80，
因此
A＋B＝160，而 A 內的中子數 X＝(A－35)，B 內的中子數 Y＝B－35，
A＋B＝A＋B－35－35＝160－70＝90
因此只有(D)符合。

( )27.可作放射性治療用，下列關鈷六十的原子結構，何者正確？
(A) 60Co 有 27 個電子 (B) 60Co 有 60 個中子 (C) 60Co3+有 30 個中子 (D) 60Co3+有 33
個質子
【答案】：(A)
【解析】
：鈷六十(原子序 27)可表示成 2760Co ，其中質子數＝27 個，中子數＝60－27＝33 個，原子
不帶電，因此電子數＝27 個。
( )28.遠在發現原子中有帶負電荷的「電子」之前，何人發現了原子和電荷間的關係？
(A)道耳頓 (B)法拉第 (C)密立坎 (D)湯姆森
【答案】：(B)
【解析】
：(A)道耳頓提出原子說； (B)法拉第提出電解定律，說明電解時通入電量與析出物質量的
關係；
(C)密立坎利用油滴實驗求得電子電量； (D)湯姆森求得電子之核質比(e／m)值。
電解 1 莫耳的電量需 96500 庫侖，稱為 1 法拉第。
( )29.請問 Br 原子(原子序 35)有幾個價電子？
(A) 1 (B) 5 (C) 7 (D) 35
【答案】：(C)
【解析】
：稀有氣體是最完美的氣體，電子軌域全部填滿，Br 為第四週期的鹵族元素，在最外層的
價電子，有 7 個價電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