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內容

5-3 有機聚合物

(一)聚合物的通論
A、定義：
1.有機聚合物是由許多單元體重複鏈結，組合成的巨大分子。
例如：石墨、鑽石、石英、澱粉、蛋白質、DNA...等物質。
2.聚合物的分子量非常大，通常含有數千個到數十萬個原子；
並且聚合物不一定是有機化合物，其分子量大小也不一定。
3.一般有機化合物的分子量大多小於一千，然而有機聚合物分子量很大，甚至大於一萬至
一千萬左右。
4.聚合物依其來源，可分為天然聚合物，以及合成聚合物兩大類。
組成

天然聚合物

合成聚合物

有機聚合物

澱粉、纖維素、橡膠、蛋白質

合成纖維、塑膠

無機聚合物

石綿、時應、石墨、雲母

玻璃纖維、人造鑽石

B、常見的有機聚合物：
聚合物

澱粉

纖維素

蛋白質

PVC
(聚氯乙烯)

PE
(聚乙烯)

單元體

葡萄糖

葡萄糖

胺基酸

氯乙烯

乙烯

(二)有機聚合物的分類
A、依來源區分：
(1)天然聚合物：
甲、生物體內由多種化合物，經酵素複雜的化學反應產生。
乙、澱粉、纖維素、肝糖、天然橡膠、蛋白質……等屬於天然聚合物。
丙、有些聚合物是生物體內重要的營養素：
如澱粉、蛋白質、纖維素。
丁、有些聚合物應用於日常生活；
如：天然橡膠、植物纖維、動物纖維。
戊、有些聚合物支配生物體的遺傳特徵；如 DNA。
(2)合成聚合物：
甲、不經由生物產生，直接由人工合成的聚合物。
乙、合成纖維、合成橡膠、耐綸、達克綸、PE、PVC……等為人工合成的聚合物。
丙、合成聚合物的三大產業：塑膠製品、合成纖維製品、合成橡膠製品。
丁、性質：
1.室溫下不溶於大部分的有機溶劑，也不容易受酸、鹼的侵蝕，因此常作為容器及
包裝材料。
2.難導電、難導熱，因此電器外殼、電線的包覆材料、鍋子的把手、微波爐的碗盤，
經常是以合成聚合物為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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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依形狀區分：
(1)鏈狀聚合物：
甲、每一個單元體連接成鏈狀，形狀可彎曲，質軟可變形。
乙、加熱會熔化或軟化，分子能做較自由的運動，有可塑性，冷卻後硬化成型，可
做成各種形狀的物體，可回收，可重複使用。
丙、又稱為熱塑性聚合物。
丁、利用加熱軟化的性質，將鏈狀聚合物回收加工使用。
戊、PE(聚乙烯)、PVC(聚氯乙烯)、PS(聚苯乙烯；俗稱保麗龍)、PET(寶特瓶)、耐
綸、壓克力…。
己、環保標章

:

1.象徵為「一片綠葉包裹著純淨、不受污染的地球」。
2.是象徵「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的環保理念。
庚、資源回收標誌

：

1.回收標誌中四個逆向箭頭中，每一個箭頭分別代表資源回收四合一制度中之
一者，即為社區民眾、地方政府清潔隊、回收商及回收基金四者共同參與資
源回收工作。
2.印刷上顏色則並不限定要採綠色，只要單色印刷即可。
辛、塑膠分類代碼：
1.塑膠類容器又可區分為 7 類不同材質，為利於後端的細分類及再利用，故需
有不同的標示。
2.「塑膠回收標碼」是屬於國際通用的塑膠分類回收標誌；美國塑膠製品協會
在 1988 年訂定常用塑膠編碼，作為回收分類依據。
3.當回收的塑膠瓶被送到再生廠時，工作人員只要憑著瓶底的號碼標誌，就可
以輕鬆地將不同種類的塑膠瓶分類。

(2)網狀聚合物：
甲、每個單元體排列成立體網狀結構，分子不易自由運動，故質硬不易變形。
乙、加熱時不容易被熔化，也不容易軟化變形，塑成物體後不會因加熱而熔化，反
而會促進單元體相互連結聚合而凝固變硬，因此又稱為熱固性聚合物。
丙、由於加熱會硬化凝固，因此不能加熱後再加工使用，容易造成垃圾污染。如：
玩具外殼﹑廢輪胎等。
C、依單元體的種類區分：
(1)僅含一種單元體：PE、PVC、澱粉……等。
(2)含兩種以上的單元體：尿素甲醛樹脂、酚甲醛樹脂(電路板)、環氧樹脂、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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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中的天然有機聚合物
A、醣類：
(1) 由碳、氫、氧組成，其中氫與氧的原子數比為 2：1，化學式可記為 CmH2nOn，或 Cm(H2O)n，
又稱為碳水化合物。
(2) 種類：
甲、單醣：葡萄糖、果醣、半乳糖。
乙、雙醣：蔗糖、麥芽糖、乳糖。
丙、多醣：澱粉、肝糖、纖維素。
(3) 來源：
甲、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產生葡萄糖，合成澱粉儲存。
乙、葡萄糖亦可合成纖維素，形成細胞壁，支持植物。
丙、澱粉及纖維素都是由葡萄糖聚合而成的天然聚合物，但是兩者連接的方式不同。
丁、人體消化系統可將澱粉分解成葡萄糖，轉變成肝糖儲存。
戊、人體的消化器官可分解澱粉，但卻不能分解纖維素。
(4) 澱粉的水解：
甲、我們吃的米飯含澱粉，將飯粒咀嚼較久後，可產生甜味，這是因為飯粒中的澱粉經酵
素的催化作用分解，形成麥芽糖的緣故。
乙、澱粉在酸性溶液中，可產生水解反應，最終形成葡萄糖。
丙、水解過程：澱粉→糊精→麥芽糖→葡萄糖
B、蛋白質：蛋白質與硝酸反應：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HmxUIMEKio
(1)為胺基酸組成的有機聚合物，主要含碳、氫、氧、氮、硫等元素所構成。
存在自然界的胺基酸約 20 種，植物體內可含有各種胺基酸；
人體內只能合成一部份的胺基酸，稱為非必需胺基酸；
其餘則必須靠食物補充，稱為必需胺基酸。
(2)分子量約在 1 萬到數千萬之間，為構成細胞的必要物質。
(3)來源：奶、蛋、海鮮、肉類、豆類等食物含有大量的蛋白質。
(4)性質：
甲、易受光、熱和酸等作用而變質。
乙、蛋白原為透明液體，加熱後變白色固體，因此生蛋可煮成熟蛋。
(5)蛋白質的檢驗：
甲、與硝酸共熱，則呈黃色。
乙、加過量的氨水，則變為橙色。
丙、蛋白質在高溫或遇到酸、鹼、有機溶劑時，分子構造及性質會改變，稱為變性。
C、脂質：
(1)含碳、氫、氧，是由脂肪酸和甘油(丙三醇)經酯化形成的小分子，但不是聚合物。
(2)常溫時動物性脂肪通常呈固態，如豬油、奶油；植物性脂肪通常呈液態，
如：花生油、沙拉油、橄欖油等。
(3)功能：可提供熱量、保暖，保護體內器官減緩外界的撞擊。
攝取過多的脂肪會導致肥胖，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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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衣料纖維
A、天然纖維：
(1)植物纖維：棉紗、麻紗…等。
甲、成分：主要由纖維素組成，碳、氫、氧組成的鏈狀聚合物。
乙、種類：棉﹑大麻﹑亞麻。
丙、性質：
(a)保暖、通風、透氣、吸水性佳，洗後不易乾、易皺。
(b)難溶於水，在稀酸中可解離成葡萄糖。
(c)燃燒時容易著火，不冒煙，如同燒紙張氣味；燃燒後殘渣不捲曲，保持原狀。
丁、用途：大多用於製造貼身衣物，可保暖，並且透氣性佳，夏天穿著涼快。
(2)動物纖維：蠶絲、羊毛…等。
甲、種類：蠶絲﹑羊毛。
乙、成分：
(a)蠶絲：碳、氫、氧、氮組成。
(b)羊毛：碳、氫、氧、氮、硫組成。
丙、性質：
(a)動物纖維主要由蛋白質構成；羊毛的蛋白質中比蠶絲多含硫成分。
(b)蠶絲柔軟不易皺、有光澤，為高貴衣料，但不易染色；羊毛保暖，容易染色。
(c)動物纖維在燃燒時會捲曲，且冒黑煙，纖維殘渣成捲曲狀，如同燒羽毛氣味，有頭
髮燒焦的臭味。
B、人造纖維：
(1)需求：
天然纖維因數量有限，供不應求，因此透過科學技術，發明人造纖維，以彌補天然纖維的
不足。
(2)種類：
甲、再生纖維：
(a)先將天然纖維(植物纖維)先溶解再成型，製成絲狀的纖維，又稱為人造絲。
(b)製作：植物纖維 ➔ 浸入鹼液 ➔ 與二硫化碳作用 ➔ 加稀鹼液溶解
➔ 形成黏膠狀液體 ➔ 浸入稀硫酸 ➔ 人造絲。
(c)性質：
1.有蠶絲的光澤，吸水性佳。如：縲縈、醋酸纖維。
2.經過酸、鹼的定型處理，因此在稀酸和鹼液中性質安定，不會腐蝕。
3.與動物纖維一樣，可以染色、漂白，為良好的衣料。
乙、合成纖維：耐綸(尼龍)、聚酯。
(a)原料：由石油化學原料聚合而成的鏈狀聚合物。
(b)種類：耐綸﹑奧綸﹑達克綸……等。
(c)耐綸：
1.俗稱尼龍，其特性為抗張力高、有良好伸縮性、不吸水、不透氣。
2.用途：漁網、釣魚線、網球拍線、牙刷毛、風衣夾克、船用纜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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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性質：
1.纖維強韌，彈性及柔軟性良好。
2.對化學藥品的抵抗力比天然纖維強，抗腐蝕性較天然纖維強。
3.不易發霉，吸水性較差，易洗快乾。
4.不吸汗，常與羊毛與棉混紡成衣料。
5.不易導電，易產生靜電效應。
6.燃燒時會先熔化再燃燒，燃燒後纖維末端結成球狀，沒有特殊的氣味。
C、衣料的比較：
布料

纖維種類

燃燒形狀

燃燒氣味

石蕊試紙

醋酸鉛試紙

棉布料

纖維素

易著火，不冒煙

無臭味

無反應

無色

毛布料

蛋白質

捲曲，冒黑煙

有惡臭

先熔化，再著火

無臭味

聚酯布料

成藍色(含氮) 呈深褐色(含硫)
無反應

無色

馬上演練：
 聚合物的通論
____1. 通常聚合物所含的原子總數約有幾個？

(A)數個到數十個 (B)數十個到數百個
(C)數百個到數千個 (D)數千個到數十萬個。
____2. 下列各物質中，何者不是聚合物？

(A)變性酒精中所含的甲醇 (B)雞蛋中所含的蛋白質
(C)薯條中所含的澱粉 (D)輪胎中所含的橡膠。
____3. 下列何者屬於合成聚合物？

(A)澱粉 (B)纖維素 (C)蛋白質 (D)耐綸。
____4. 下列何者屬於熱固性聚合物？

(A)寶特瓶 (B)輪胎 (C)保鮮膜 (D)保麗龍。
____5. 長鏈狀和網狀聚合物分別加熱後的情形，下列何者正確？

(A)長鏈狀可軟化，網狀不能軟化 (B)兩者均會軟化
(C)長鏈狀不能軟化，網狀可軟化 (D)兩者均不能軟化。
____6. 有關聚合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熱塑性聚合物不可回收再利用 (B)聚合物依其來源可分成天然聚合物和合成聚
合物兩種 (C)廢輪胎遇熱不軟化變形，是一種熱固性聚合物，難以回收再利用
(D)聚合物的聚合反應是一種化學變化
____7. 下列哪一種聚合物加熱也不容易熔化變形？

(A)雨鞋 (B)原子筆蓋 (C)洗面乳包裝 (D)水果保護網。
____8. 已知：大理岩、葡萄糖、耐綸、保麗龍、寶特瓶；以上屬於聚合物的有幾種？

(A)2 (B)3 (C)4 (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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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9. 關於聚合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聚合物的原子總數在 1000 個以下 (B)聚合物加熱後都會熔化
(C)纖維素、蛋白質都是天然的聚合物 (D)聚合物都是由多種單體混合成的混合物。
____10. 有關聚合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並非所有聚合物都是有機化合物 (B)為巨大的分子，每個聚合物的分子均相同
(C)聚合物結構有長鏈狀與網狀 (D)依其來源可分為天然聚合物和合成聚合物。
____11. 市售的 PE (聚乙烯)垃圾袋其化學結構如右圖，則

下列相關描述中，何者正確？
(A)由許多乙烯小分子混合而成 (B)為一種熱固
性聚合物 (C)其化學性質與乙烯相似 (D)為長鏈狀聚合物可以回收再利用。
____12. 已知：澱粉是由 200～300 個葡萄糖分子聚合而成，屬於多醣類；麥芽糖是由 2

個葡萄糖分子結合而成，蔗糖是由 1 個葡萄糖分子和 1 個果糖分子結合而成，麥
芽糖和蔗糖均屬於雙醣類；葡萄糖本身即屬於單醣類。上述四種糖各取 1 莫耳，
其中所含葡萄糖分子以何者最多？
(A)澱粉 (B)麥芽糖 (C)蔗糖 (D)葡萄糖。
____13. 有關聚合物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聚合物依來源可分成天然及人工合成兩類 (B)所有的聚合物加熱時均易變形
(C)合成塑膠均可回收再利用，因此需做好資源回收 (D)所有聚合物皆屬於有機
物質。
____14. 右圖為有機化合物分類的簡單架構，依

此架構將不同的物質歸類，則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A)蔗糖屬於甲 (B)耐綸屬於乙
(C)保麗龍屬於丙 (D)輪胎屬於丁。
____15. 下列物質各一個分子，何者具有的分子量最大？

(A)葡萄糖 (B)澱粉 (C)肥皂 (D)乙酸乙酯。
____16. 下列何種物質的分子量最小？

(A)澱粉 (B)塑膠 (C)蛋白質 (D)葡萄糖。
____17. 下列何者屬於熱固性聚合物？

(A)寶特瓶 (B)雨鞋 (C)漁網 (D)保鮮膜。
____18. 下列何者屬於天然聚合物？

(A)乙醇 (B)塑膠 (C)纖維素 (D)合成橡膠。
____19. 各一莫耳時，下列何種物質所含的原子總數最多？

(A)天然橡膠 (B)甘油 (C)丁烷 (D)戊酸戊酯。
____20. 右圖為有機化合物分類的簡單架構，依

此架構將不同的物質歸類，則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澱粉屬於甲 (B)葡萄糖屬於乙
(C)保麗龍屬於丙 (D)聚苯乙烯屬於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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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1. 關於聚合物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聚合物的原子總數在 1000 個以下 (B)纖維素、蛋白質都是天然的聚合物
(C)聚合物又稱為小分子化合物 (D)聚合物是由多種單體混合成的混合物。
____22. 葡萄糖和澱粉的關係為下列何者？

(A)元素和化合物 (B)小分子和聚合物
(C)無機物和有機物 (D)碳氫化合物和碳水化合物。
____23. (甲)塑膠；(乙)天然橡膠；(丙)乙酸乙酯；(丁)酚甲醛樹脂；(戊)蔗糖，

上列不屬於聚合物者有多少種？
(A)1 (B)2 (C)3 (D)4。
____24. 下列哪一個圖形最接近輪胎分子間的結構？

(A)

(B)

(C)

(D)

。

____25. 下列何者可能是熱塑性聚合物的分子結構？

(A)

(B)

(C)

(D)

____26. 市售 PE 垃圾袋其結構如右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學名為聚苯乙烯 (B)由小分子互相混合成大
分子的混合物 (C)為一種熱固性聚合物
(D)為鏈狀聚合物，可回收再利用。
____27. 有關聚合物回收再利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保特瓶遇熱會軟化變形，是一種熱塑性聚合物，可以回收再製 (B)輪胎遇熱不會軟化
變形，是一種熱固性聚合物，無法回收再製 (C)聚乙烯遇熱會軟化變形，是一種熱固性
聚合物，無法回收再製 (D)環氧樹脂無法回收再製，因為其是一種熱固性聚合物。
____28. 右圖為化合物的簡要分類圖。依據圖，
下列各選項中物質的分類何者正確？
(A)葡萄糖屬於甲 (B)蛋白質屬於乙
(C)乙酸乙酯屬於丙 (D)聚乙烯屬於丁
____29. 關於有機化合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不論是天然的或合成的有機化合物都是含碳的化合物 (B)竹筷乾餾時必須以鋁箔包
住，主要是因鋁箔傳熱快，竹筷易分解 (C)烴類的含碳數愈高，沸點也愈高 (D) PE、
PVC 都是鏈狀聚合物，同時也是有機化合物。
____30. 下列物質中哪幾個屬於天然聚合物？
(甲)蛋白質；(乙)葡萄糖；(丙)椰子油；(丁)澱粉；
(戊)纖維素；(己)乙酸乙酯；(庚)天然橡膠。
(A)丁戊己庚 (B)戊己庚 (C)甲丁戊庚 (D)甲乙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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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1. 關於保麗龍和保鮮膜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水蒸氣不容易穿透保鮮膜，但可穿透保麗龍 (B)保麗龍和保鮮膜接觸到高溫的
物體都會熔化 (C)保鮮膜的成分為聚苯乙烯 (D)保麗龍的成分為聚乙烯。
____32. 聚合物和人類日常生活有極密切的關係，有關聚合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網狀聚合物通常加熱後就軟化或熔化 (B)廢輪胎是屬於鏈狀聚合物
(C)聚乙烯(PE)是熱塑性聚合物 (D)鏈狀聚合物其可塑性，故又稱熱固性聚合物。
____33. 下列有關天然聚合物的敘述，何者正確？
(A)澱粉是由葡萄糖聚合而成 (B)天然聚合物是由生物體內許多化合物經聚合所形成
的，例如脂肪 (C)澱粉常存在於動物體內 (D)天然聚合物的種類比合成聚合物多。
____34. 觀察下列周遭的物品，何者不含有聚合物物質？

(A)木質課桌椅 (B)手上的原子筆桿 (C)測驗紙 (D)近視眼鏡上的玻璃鏡片。

 食品中的天然有機聚合物
____1. 澱粉是由何種物質聚合而成的？
(A)葡萄糖 (B)蔗糖 (C)胺基酸 (D)麥芽糖。
____2. 下列何者含有動物性蛋白質？
(A)黃豆 (B)牛奶 (C)麥 (D)玉米。
____3. 植物性脂肪與動物性脂肪，在常溫下通常會呈現何種狀態？
(A)均為固態 (B)均為液態 (C)前者固態，後者液態 (D)前者液態，後者固態。
____4. 容易因為溫度或酸鹼值而改變性質的營養素為下列何者？
(A)澱粉 (B)纖維素 (C)蛋白質 (D)脂肪。
____5. 下列何者不是澱粉中的主要元素？
(A)氮 (B)碳 (C)氫 (D)氧。
____6. 下列何種物質不是天然聚合物？
(A)蛋白質 (B)澱粉 (C)纖維素 (D)脂肪。
____7. 醣類由碳、氫、氧元素組合而成，其中氫和氧的原子數比為 2 : 1，故俗稱碳水化合物。
依此判斷，下列哪一種物質不屬於醣類？
(A)C6H12O6 (B)C12H22O11 (C)C3H5(OH)3 (D)(C6H10O5)n。
____8. 關於纖維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由多種胺基酸組成的有機化合物 (B)和澱粉一樣是由葡萄糖聚合而成
(C)人類的消化器官可以消化吸收纖維素 (D)構成生物細胞的主要成分。
____9. 下列各項物質的屬性說明，何者正確？
(A)葡萄糖與澱粉皆屬醣類，遇碘液皆會變成藍黑色 (B)蛋白質是由碳、氫、氧三種元素
所組成的碳水化合物 (C)汽油不屬於油脂 (D)橄欖油屬於天然聚合物。
____10. 下列有關蛋白質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由許多葡萄糖聚合形成的天然聚合物 (B)人類攝取的蛋白質的來源可分為動物性蛋
白質與植物性蛋白質 (C)蛋白質受熱或遇酸鹼時，外觀會改變，但是結構上不會變化
(D)細胞中含量最少的有機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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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1. 下列哪一個常見的有機化合物也是聚合物？
(A)蛋白質 (B)豬油 (C)蔗糖 (D)肥皂。
____12. 下列何者是由葡萄糖聚合而成的聚合物？
(A)樹皮 (B)指甲 (C)輪胎 (D)保麗龍餐具。
____13. 有關碳水化合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難溶於水 (B)水溶液呈酸性 (C)只含有碳、氫、氧三種元素
(D)是由碳和水組成的化合物。
____14. 下列何者不是構成蛋白質的主要元素？
(A)碳、氫 (B)鈣、鎂 (C)氧、氮 (D)硫、氦。
____15. 關於纖維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是由各種胺基酸組成的有機化合物 (B)和澱粉一樣是由葡萄糖聚合而成
(C)人類的消化器官可以消化吸收纖維素 (D)是構成生物細胞的主要成分。
____16. 有關澱粉與纖維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組成兩者的小單元相同 (B)兩者的氫原子與氧原子的數目比皆為 2：1
(C)兩者均屬於醣類 (D)兩者皆僅由氫、氧兩種原子組成。
____17. 有關蛋白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是構成細胞的必要物質 (B)是可被人體直接吸收的小分子 (C)一般的蛋白質易受
光、熱的作用而變質 (D)組成元素主要為 C、H、O、N、S。
____18. 醣類是由下列哪些元素所組成？
(A)僅由碳、氫組成 (B)僅由碳、氧組成
(D)僅由碳、氫、氧組成。

(C)僅由氫、氧組成

____19. 關於蛋白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只含有碳、氫、氧三種元素 (B)為由胺基酸構成的聚合物
合物 (D)在酸鹼性變化劇烈的環境中也不會變質。

(C)組成成分屬於無機化

____20. 關於蛋白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是由胺基酸組成 (B)是構成細胞的必要物質
(C)組成的小單元與澱粉相同 (D)受熱容易變質。
____21. 蛋白質是一種複雜的有機化合物，為生物體中必要的組成成分，參與了細胞生命活動的
每一個流程。下列關於蛋白質的敘述，何者錯誤？
(A)蛋白質與硝酸反應會形成黃色氣體 (B)胺基酸為組成蛋白質的基本單位，屬於含氮的
有機化合物 (C)蛋白質的分子量約在一萬到數千萬之間
(D)酶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質，可以催化生物體內的化學反應。
____22. 關於脂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可分為動物性與植物性脂肪 (B)由碳、氫、氧組成
(C)屬於無機化合物 (D)種類多，但均不溶於水。
____23. 關於醣類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可在植物的根、莖、葉及果實中大量發現 (B)自然界中的醣類是植物行光合作用所製
造 (C)人類攝取米和小麥等種子，是因為其中含有大量的肝糖
(D)纖維素存在於樹木、青草與蔬果中，是植物細胞壁的主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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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4. 關於脂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依來源可分為植物性脂肪與動物性脂肪 (B)常溫下，動物性脂肪為固態 (C)脂肪攝
取過多對人體有害，故完全不可食用 (D)常見的植物性脂肪，如花生油、橄欖油等。
____25. 關於纖維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是由各種胺基酸組成的有機化合物 (B)和澱粉一樣是由葡萄糖聚合而成
(C)人類的消化器官可以消化纖維素 (D)是構成細胞的主要成分。
____26. 下列何者是碳水化合物？
(A)C6H12 (B)C4H9OH (C)C6H12O6 (D)HCOOH。
____27. 有關蛋白質的性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是胺基酸組成的小分子化合物 (B)包含動物性油脂與植物性油脂 (C)動物體中的肌
肉，主要成分為蛋白質 (D)蛋白質必須先被分解成葡萄糖後才可被人體吸收。
____28. (甲)由碳、氫、氧等原子組成；(乙)由葡萄糖聚合而成；(丙)無法經人體內的酵素催化分
解，人體的腸胃無法消化吸收。符合以上三點的聚合物，應為下列何者？
(A)蛋白質 (B)纖維素 (C)澱粉 (D)油脂。
____29. 脂肪屬於有機化合物的哪一類？
(A)烴類 (B)醇類 (C)有機酸 (D)酯類。
____30. 下列何者不是醣類？
(A)纖維素 (B)乙酸乙酯

(C)果糖

(D)澱粉。

____31. 植物性油脂與動物性油脂，在常溫下通常會呈現何種狀態？
(A)均為固態 (B)均為液態 (C)前者固態，後者液態 (D)前者液態，後者固態。
____32. 下列哪一個常見的有機化合物也是聚合物？
(A)蛋白質 (B)豬油 (C)蔗糖 (D)脂肪酸。
____33. 關於澱粉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屬於醣類 (B)屬於有機化合物 (C)屬於有機聚合物

(D)又稱為氫氧化合物。

____34. 蛋白質是由胺基酸組成，此兩者的關係與下列何者相似？
(A)肥皂和甘油 (B)酒精和乙醇 (C)纖維素和葡萄糖 (D)硫酸和氫氧化鈉。
____35. 澱粉是由葡萄糖組成，此兩者的關係與下列何者相似？
(A)肥皂和甘油 (B)酒精和乙醇 (C)蛋白質和胺基酸 (D)硫酸和氫氧化鈉。
____36. 下列何種物質在高溫或遇酸、鹼時，分子構造會容易改變？
(A)蛋白質 (B)酯類 (C)澱粉 (D)纖維素。
____37. 受熱後會產生凝固現象的是下列何者？
(A)澱粉 (B)纖維素 (C)蛋白質 (D)脂肪。
____38. 書本上記載，進行脂肪合成的反應式為：「脂肪酸＋X→脂肪＋水」，已知脂肪酸是一
種有機酸，而脂肪是一種酯類，則物質 X 應屬於下列何種物質？
(A)有機醇類物質 (B)有機鹼性物質 (C)無機酸性物質 (D)無機鹽類物質。
____39. 下列何者的主要成分為醣類？
(A)台灣欒樹的細胞壁 (B)雞蛋的蛋白 (C)蠶絲被中的蠶絲

(D)包覆插頭的塑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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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料纖維
____1. 下列何者是植物纖維的主要成分？
(A)胺基酸 (B)纖維素 (C)澱粉 (D)油脂。
____2. 蠶絲是屬於哪一種纖維？
(A)人造纖維 (B)合成纖維

(C)動物纖維

(D)植物纖維。

____3. 再生纖維是將何種物質，經過化學藥品處理所得的纖維？
(A)蛋白質 (B)聚酯纖維 (C)耐綸 (D)纖維素。
____4. 耐綸是經過哪種反應而成的纖維？
(A)皂化 (B)酯化 (C)聚合 (D)乾餾。
____5. 下列何者是合成纖維？
(A)棉 (B)麻 (C)蠶絲 (D)耐綸。
____6. 從石油化學原料，經人工方法合成的是下列哪一種纖維？
(A)天然纖維 (B)再生纖維 (C)合成纖維 (D)嫘縈。
____7. 下列哪些是天然纖維？
(甲)棉紗；(乙)麻紗；(丙)羊毛；(丁)蠶絲；(戊)耐綸。
(A)僅甲乙 (B)僅丙丁 (C)僅戊 (D)甲乙丙丁。
____8. 關於植物纖維與動物纖維的成分比較，何者正確？
(A)前者是蛋白質，後者是碳水化合物 (B)前者是碳水化合物，後者是蛋白質
(C)前者為聚合物，後者並非聚合物 (D)前者為無機化合物，後者為有機化合物。
____9. 表列衣料纖維中，主要結構是由葡萄糖單體聚合而成的總計有幾項？
(甲)棉；(乙)麻；(丙)蠶絲；(丁)羊毛；(戊)嫘縈；(己)耐綸；
(庚)醋酸纖維；(辛)達克綸；(壬)奧綸。
(A)1 (B)2 (C)3 (D)4。
____10. 下列哪些是天然纖維？
(甲)棉紗；(乙)麻紗；(丙)羊毛；(丁)蠶絲；(戊)嫘縈。
(A)甲乙 (B)丙丁 (C)甲乙丙丁 (D)甲乙丙丁戊。
____11. 關於動物纖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動物纖維由油脂組成 (B)蠶絲柔軟，但易皺
(C)毛纖維保暖性佳 (D)燃燒時，曾有燃燒紙張的臭味。
____12. 有關植物纖維與動物纖維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前者組成是蛋白質，後者是纖維素 (B)前者組成是纖維素，後者是蛋白質
(C)前者是聚合物，後者並非聚合物 (D)前者是無機化合物，後者是有機化合物。
____13. 關於人造纖維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再生纖維的組成為植物纖維 (B)合成纖維的組成以石化產品為原料
(C)再生纖維燃燒時有臭味 (D)合成纖維燃燒時，纖維末端結成球狀。
____14. 關於衣料纖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人造絲是屬於合成纖維 (B)古人的衣料多以天然纖維製作
原料製成 (D)天然纖維包含合成纖維和再生纖維兩大類。

(C)再生纖維是以石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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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5. 庭庭將衣服的毛球點火燃燒，會發出如燃燒羽毛時所產生的氣味，則庭庭的衣服可能是
哪一種質料製成的？
(A)棉 (B)麻 (C)羊毛 (D)耐綸。
____16. 右圖為衣料纖維的簡要分類，下列選項中何者正確？
(A)棉麻屬於甲，由纖維素所組成，甲燃燒時會產生如
燃燒毛髮般的氣味 (B)羊毛屬於乙，由蛋白質所組
成，乙燃燒時會產生如燃燒毛髮般的氣味 (C)人造絲屬於丙，取蠶絲當原料，丙燃燒時
的氣味和甲燃燒時產生的氣味相同 (D)聚酯纖維屬於丁，是石化產品，丁燃燒時會產生
類似紙張燃燒時的氣味。
____17. 美國知名的地毯公司，每分鐘可以處理 1 萬 4 千個寶特瓶，他們將回收來的瓶子，按照
顏色分類，經過切碎、清洗、熔化等步驟，最後紡成纖維就能編織成地毯。依上述內容，
可推知寶特瓶是哪一種聚合物製成的？
(A)鏈狀結構的熱固性聚合物 (B)鏈狀結構的熱塑性聚合物
(C)網狀結構的熱固性聚合物 (D)網狀結構的熱塑性聚合物。
____18. 棉質衣料是由棉花果莢內的纖維素所製得，而絲綢衣料則是抽取蠶絲後編織而得。關於
棉質衣料與絲綢衣料兩者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前者為無機物，後者為有機物 (B)前者為混合物，後者為純物質 (C)前者由非聚合
物組成，後者由聚合物組成 (D)前者由碳水化合物組成，後者由蛋白質組成。
____19. 有關早期衣料纖維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A)早期衣料纖維之來源為天然纖維 (B)植物纖維是一種天然聚合物
(C)動物纖維是由纖維素組成 (D)羊毛纖維保暖性佳，易染色。
____20. 內衣多以棉織品為主，因其具有保暖、透氣、吸汗等優點。請問棉花是由何種物質所組
成的？
(A)蛋白質 (B)纖維素 (C)石化原料 (D)合成纖維。
____21. 夢夢買進三種布料：羊 毛、棉布和
達克綸，但不小心搞混，所以想透
過實驗分辨它們，根據她的實驗結
果(如右表)，則乙布料可能是何者？
(A)棉布 (B)羊毛 (C)達克綸 (D)資料不足，無法判斷。
____22. 下列哪一種纖維與植物纖維比較接近？
(A)蠶絲 (B)動物的毛 (C)人造絲 (D)耐綸。
____23. 從石油化學原料，經人工方法合成的是下列哪一種纖維？
(A)天然纖維 (B)再生纖維 (C)合成纖維 (D)嫘縈。
____24. 依照右圖纖維的分類，甲、乙、丙、丁依序應為哪一選項？
(A)合成纖維、動物纖維、植物纖維、人造纖維
(B)合成纖維、植物纖維、動物纖維、人造纖維
(C)人造纖維、植物纖維、動物纖維、合成纖維
(D)人造纖維、動物纖維、植物纖維、合成纖維。
____25. 下列何者不是構成動物纖維的主要成分元素？
(A)碳、氫 (B)氧、氮 (C)硫、磷 (D)鈣、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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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6. 關於衣料纖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人造絲是屬於合成纖維 (B)天然纖維包含合成纖維和再生纖維兩大類
(C)古人的衣料多以天然纖維製作 (D)再生纖維是以石油為原料製成。
____27. 關於植物纖維與動物纖維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前者由蛋白質組成，後者由碳水化合物組成 (B)前者由碳水化合物組成，後者由脂質
組成 (C)兩者都是聚合物 (D)兩者都是無機化合物。
____28. 天然纖維可分成植物纖維與動物纖維，試比較此兩種纖維的性質，選出正確的敘述？
(A)植物纖維由蛋白質組成 (B)動物纖維由纖維素組成 (C)植物纖維燃燒時產生類似紙
張燃燒的氣味 (D)動物纖維燃燒時會在末端結成小球狀。
____29. 有關人造纖維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合成纖維又稱為人造絲 (B)再生纖維耐拉又耐扯
於染色及洗滌 (D)合成纖維的材質為纖維素。

(C)再生纖維具蠶絲般的光澤，易

____30. 璇璇看到書中對耐綸的簡介如下：「耐綸俗稱尼龍，是最早被利用的一種合成纖纖，比
天然纖維更不易著火，可以熔化及硬化，常見來製作絲襪、降落傘及漁網等。」依據尚
文的推論，下列關於耐綸的敘述，何者正確？
(A)為熱固性聚合物 (B)性質強韌又具有彈性，且吸水性良好 (C)內部分子相互連接成
網狀 (D)燃燒時，纖維末端會捲曲成球狀。
____31. 有關再生纖維的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吸水性強 (B)易於染色及洗滌 (C)具蠶絲般的光澤

(D)耐拉又耐扯。

____32. 下列關於天然纖維的敘述，何者正確？
(A)動物纖維的主成分為纖維素 (B)植物纖維的主成分為蛋白質
(C)羊毛纖維燃燒時有臭味 (D)棉布燃燒時的氣味像燒塑膠
____33. 筠筠將衣服的毛球點火燃燒，會產生如同燃燒紙張的氣味，則筠筠的衣服可能是哪一種
質料製成的？
(A)棉 (B)蠶絲 (C)羊毛 (D)耐綸。
____34. 如右圖，涼感衣訴求涼感、吸汗、快乾、透氣，迅速
攻占內衣市場，其原料主要使用尼龍、嫘縈等吸汗涼
感的纖維，並搭配聚酯纖維來達到設定的功能要求。
關於尼龍、嫘縈這兩者的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尼龍主要成分是蛋白質，嫘縈主要成分是纖維素
(B)尼龍是再生纖維，嫘縈是植物纖維 (C)尼龍燃燒
時末端會捲曲結成球狀，嫘縈燃燒與紙張燃燒的氣味
相同 (D)尼龍燃燒與紙張燃燒的氣味相同，嫘縈燃燒
時未端會捲曲成球狀。
____35. 有關天然纖維的比較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動物纖維為碳水化合物 (B)植物纖維為聚合物，動物纖維則否 (C)植物纖維燃燒會
產生如燒紙張ㄧ般的味道 (D)植物纖維為無機化合物，動物纖維為有機化合物
____36. 關於衣料纖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燃燒棉布料時，會發出如同燃燒羽毛所產生的氣味 (B)燃燒蠶絲料時，會發出如同燃
燒紙張時所產生的氣味 (C)燃燒耐綸時，纖維末端會結成球狀 (D)以上皆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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