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大附中 110 學年度 高一新生暑假作業規定說明
國文科暑假作業
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 1 份〆
1、請至東大附中網站首頁下載檔案及列印繳交作業(http://www.hn.thu.edu.tw/)。
2、繳交時間〆2021 年 8 月 2 日(一)暑期輔導第一天。
3、未繳交暑假作業者，於 110 學年度第一學期末扣學期成績 2 分。
4、請自推薦書單中，任選一本書籍撰寫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參考網站〆
中學生網站 https://www.shs.edu.tw/)，寫作方式請參閱說明範例(如附件)。
5、請同學們自行購買或借閱書籍。購買管道〆實體書店，或網路平台，如〆博
客來、金石堂、讀冊……等。借閱方式〆可以利用(國立公共資訊圖書館
(https://www.nlpi.edu.tw/)各分館或線上借閱方式借書。
*推薦書單
1、《我決定簡單的生活》佐佐木典士 著／三采 出版
作者過著極簡生活，體會到物質的東西少了，反而變得更幸福，讓人重新思考真正
幸福的生活方式。
2、《雪花的快樂〆徐志摩詩文集》徐志摩 著／遠足文化 出版
充分展現徐志摩的抒情浪漫，詩人以熱情的文字溫燙人心，傳達他對愛、自由、美的
追求。
3、《百年家族〆徐志摩》方慧 著／立緒文化 出版
記錄徐志摩短暫而燦爛的生命軌跡，從中能領會詩人詩句中所透顯的情感與意境。
4、《愛情，詩流域》張曼娟 編／麥田 出版
選錄三十首古代詩作，詮釋三十則現代愛情故事，帶領讀者進入探索古典領域的全
新視界。
5、《小王子的領悟》周保松 著／大家 出版
以哲學的角度帶領讀者理解聖〄修伯里對當代社會的深刻反思，以及對人類處境的深
切關懷。
6、《好繪本如何好》郝廣才 著／格林文化 出版
解構分析好繪本的元素，讓每一個對繪本好奇的人，都能建立正確完整的繪本觀，剖
析精闢獨到。
7、《學生》林明進 著／麥田 出版
記錄校園裡和學生相處的點滴，展現作者教學生涯動人的生命故事。
8、《所有人的孔老師〆論語》楊照 著／聯經 出版
還原孔子與學生互動的片段，呈現孔子「有教無類」的智慧與信念，分析平實清楚。
9、《別鬧了，費曼先生〆科學頑童的故事》理查〃費曼 著／吳程遠 譯／天下文化 出
版
費曼的第一本科普書，收錄許多費曼奇聞趣事與精彩事蹟，展現科學頑童獨特的思考
方式與性格。
10、《物理才是最好的人生指南〆讓孙宙定律為你效勞》克莉絲汀〄麥金利 著／崔宏立
譯／究竟 出版
以自傳形式融入生活情境、詮釋物理定律，成功推倒物理學的高牆，展示讓人生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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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所應遵循的法則。
11、《人生如果是一個（ ），你想填入什麼〇》彭明輝 著／聯經 出版
探討職涯發展、外在成就與自我實現三者間取捨的智慧，協助讀者找到安心發展的方
向。
12、《吶喊》魯迅 著／風雲時代出版
收錄魯迅經典作品，傳達他對民族生存的憂患意識和對社會變革的強烈渴望。
13、《偷書賊》馬格斯〄朱薩克 著／呂玉嬋 譯／木馬文化 出版
講述一個飽經戰亂的小女孩偷書識字，藉由閱讀的力量，度過生命苦難，也幫助周遭
苦難的人。
14、《母親的金手錶》 琦君 著／九歌 出版
選入琦君散文代表作，引領讀者體會人間的真善美。
15、《橘子紅了》琦君 著／洪範 出版
琦君的小說創作集，寫出舊時代女性的故事，讓人感喟不已。
16、《雅舍小品》梁實秋 著／正中書局 出版
「雅舍」是作者居所，書中描寫日常生活瑣事，如下棋、散步，或熟悉的動物狗、豬
等，讀來妙趣橫生。
17、《作家的書房》陳文發 文〄攝影／允晨文化 出版
以二十四位作家的書房為主題，運用影像和文字，捕捉創作者不為人知的生活故事。
18、《人生一瞬》詹宏志 著／馬可孛羅 出版
為詹宏志散文代表作，書中追憶前塵往事，也記錄作者在不同地方的漫遊旅程。
19、《徬徫少年時》赫曼〄赫塞 著／林倩葦 譯／遠流 出版
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知名小說，揭示人生光明與黑暗並存的事實，對青年人具有
啟蒙作用。
20、《轉山〆邊境流浪者》 謝旺霖 著／遠流 出版
作者騎單車壯遊西藏，除以悠遠的山川為書寫對象，也與自我對話。勇於探索的精神，
令人讚佩。
21、《更快樂〆哈佛最受歡迎的一堂課》塔爾〄班夏哈 著／譚家瑜 譯／天下雜誌 出版
作者融合心理學及傳統智慧，從定義、運用和獲得的方法，引領讀者更深入理解「快
樂」。
22、《討海人》廖鴻基 著／晨星 出版
本書是臺灣海洋文學代表作，寫出討海人的故事，拓展讀者對海洋的理解與想像。
23、《孫維新談天》 孫維新 著／天下文化 出版
作者以輕鬆談天的方式，為讀者介紹先進的太空發展、天文知識、科學態度，甚至
NASA 內幕。
24、《永遠的山》陳列 著／印刻 出版
本書記述陳列在玉山國家公園行走一年的探索與發現，揭曉臺灣高山的神祕與魅力。
25、《臺灣自然寫作選》吳明益 著／二魚 出版
本書收錄二十三篇臺灣作家的自然書寫代表作，並附有深入淺出的作者簡介和選文評
介。
26、《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龍應台 著／印刻 出版
本書記述一九四九年國 共內戰前後的七十三個故事，希望年輕人以這段歷史作為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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鏡。
27、《賴和〆惹事》賴和 著／許俊雅 導讀／陳秋松 繪／遠流 出版
這部小說藉一位年輕人帶頭抗爭，卻被群眾遺棄的故事，批判日本警察的惡行及群眾
怯於行動。
28、《阮ê青春夢〆日治時期的摩登新女性》鄭麗玲 著／玉山社 出版
本書根據訪談及報章雜誌、老照片等，介紹臺灣日治時期走在時代前端的新女性。
29、《對照記》張愛玲 著／皇冠 出版
本書以照片搭配文字，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圖文集，可看出張愛玲前後期散文的多樣風
貌。
30、《夢紅樓〄微塵眾系列》蔣勳 著／遠流 出版
作者選擇《紅樓夢》裡小人物為主題，寫出他們的遭遇與悲劇，沒有嘲諷貶抑，而是
充滿體諒與悲憫。
31、《蔡康永的說話之道》蔡康永 著／如何 出版
作者分享各種說話之道，用新奇的比喻、貼切的形容，讓人知道怎樣才是好的說話方
式。
32、《陪我散步吧》簡媜 著／成陽 總代理
本書是簡媜的成長記事，收錄〈「小大人」的童年〉、〈我想要一個甚麼樣的人生〉
等文，有助於了解她人生觀與生命歷程。
33、《八代灣的神話》夏曼〄藍波安 著／聯經 出版
敘寫作者自小聽到的達悟族神話、各種奇想傳說，以及「飛魚季」的由來、祭典、禁
忌。
34、《三國和你想的不一樣》廖彥博 著／好讀 出版
根據三國志、資治通鑑等史書，比較小說和歷史的差別，有助於認識真實的三國世界。
35、《新編古典今看》王溢嘉 著／有鹿 出版
作者跨越學科分野，運用精神分析學、病理學、人類學等，重新解讀古典文學，賦予
新義。
36、《歷史的盲目〆我們世界的另一個故事》馬克〃費侯 著／林舒瑩 譯／允晨 出版
作者多角度指出人們看待歷史常有的盲點，希望讀者能借鏡歷史、汲取智慧。
37、《漫畫六朝怪談〃聊齋誌異》蔡志忠 著／大塊 出版
圖繪六朝怪談與聊齋誌異，搭配文字敘述，引導青少年進入古代奇幻文學的世界。
38、《怪談奇談〆日本聊齋誌異》小泉八雲 著／葉美惠 譯／晨星 出版
為日本靈異小說的經典之作，可藉以比較中、日二國志怪故事的異同。
39、《黑面慶仔》洪醒夫 著／爾雅 出版
為洪醒夫第一本小說集，奠定其鄉土文學作家的地位。
40、《臺灣百年好店〆永遠活跳跳的好味、好物、好街與好感心》蔣孟岑、吳思瑩等 著
／原點 出版
介紹臺灣各地百年老店中，能跟上時代潮流，至今仍蒸蒸日上的實際案例。
41、《有情風萬里卷潮來〆經典〄東坡〄詞》劉少雄 著／麥田 出版
由抒情的角度詮譯蘇軾詞作，讓讀者感受東坡作品中的親情、愛情與豪情。
42、《不怕我和世界不一樣〆許芳宜的生命態度》許芳宜 口述／林蔭庭 採訪撰寫／天
下文化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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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理想可能會遇到哪些考驗〇許芳宜用隻身到紐約學舞的經歷與你分享。
43、《體膚小事》黃信恩 著／九歌 出版
一一告訴你〆髮最敏感、肩有小說特質、鼻腔藏著曆簿、腕上看人生等屬於身體的特
殊符碼。
44、《後山怪咖醫師》李惟陽 著／時報 出版
有武俠小說色彩的醫病傳奇，有笑中帶淚的生命故事。奇才醫師讓你見證他求新求變
的人生。
45、《跟 TED 學表達，讓世界記住你》卡曼〃蓋洛 著／羅雅萱、劉怡女譯 著／先覺 出
版
歸納出擁有說服力的三個要點，教導讀者如何在十八分鐘內的演講，達到最令人難
忘的效果。
46、《天翻地覆》娜歐蜜〄克萊恩 著／時報 出版
資本主義 vs. 氣候危機
47、《是湊巧還是機率〇》約瑟夫〃馬祖爾 (Joseph Mazu)r 著／臉譜 出版
巧合背後的數學與迷思
48、《物理才是最好的人生指南》克莉絲汀〃麥金利 著／究竟 出版
讓孙宙定律為你效勞
49、《外科大歷史》作者〆 惕爾尼 著／天下文化 出版
手術、西方醫學教育、以及醫療照護制度的演進
50、《薩提爾的對話練習》李崇建 著／親子天下 出版
以好奇的姿態，理解你的內在冰山，探索自己，連結他人
51、《旅行與讀書》詹宏志 著／新經典文化 出版
52、《讀古文撞到鄉》祁立峰 著／聯經 出版
53、《天亮之前的戀愛》賴香吟 著／印刻 出版
日治台灣小說風景
54、《上一堂有趣的文學課》Katharina Mahrenholtz, Dawn Parisi 著／遠流 出版
從莎士比亞到 J.K.羅琳，你知道與不知道的經典故事
55、《人生問題的有益答案》The School of Life 著／先覺
偉大思想家如何解決你的煩惱

出版

56、《一天一點笛卡兒》小川仁志 著／木馬文化 出版
三分鐘思考術，教你解決學習問題 X 職場判斷 X 人生難題
57、《新聞不死，只是很喘》黃哲斌 著／天下雜誌 出版
媒體數位轉型的中年危機
58、《上一堂最生動的國際關係》蔡增家 著／先覺 出版
20 部經典電影，告訴你世界原來是這個樣子
59、《李斯特醫生的生死舞台》琳賽〃菲茨哈里斯 著／網路與書出版 出版
從恐怖醫學院到外科手術新紀元，消毒之父約瑟夫〃李斯特的信念與革命
60、《餐桌上的語言學家》任韶堂 著／原文作者〆 Dan Jurafsky／麥田 出版
從菜單看全球飲食文化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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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高級中等學校讀書心得寫作比賽得獎作品範例
學校名稱：私立東大附中
年
級：二年級
班
級：Ο班
作
者：ΟΟΟ
參賽標題：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
書籍 ISBN：9789861207988
中文書名：紙牌的祕密
原文書名：喬斯坦•賈德
書籍作者：Kabalmysteriet
出版單位：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年月：2011 年 6 月
版
次：初版

一、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〆關於圖書作者與內容簡介，中文 100 字~200 字，英文 40
字~80 字。
漢斯的媽媽在他小時候，為了尋找自我而離開，八年後，他和他的爸爸前往希臘找回媽媽。
路途中，他們遇到一位小矮人，小矮人給了漢斯一個放大鏡並建議他們前往朵夫過夜，在朵
夫，鎮上的麵包師傅給了漢斯一袋麵包，他從麵包中發現了一本小圓麵包書，書上的字體小
到要用放大鏡才能看，書中講述一位遭遇船難水手，漂流到一座島上，紙牌的人物竟然跳脫
水手的想像成為真實人物，他們一起生活卻不知道自己從哪裡來，唯有小丑能看透一切。

二、內容摘錄〆請摘錄書中有意義之文字，中文 100 字~300 字，英文 60 字~150 字，
且須註明摘錄文字出處之頁碼。
「這世界永遠不會變老。是我們變老了。」(p.6)
「人在成長的過程中會不斷學習，這是理所當然；但是永遠不要忘了，生命處處充滿驚喜。」
(p.7)
「世界上絕沒有不幸的生命。人生好比一場超大型樂透抽獎活動，只有幸運贏家才能脫穎而
出，生命中出現的人事物都是有意義的。」(p.144)
「當你發覺到自己有事不懂，那你正通往什麼都懂的道路邁進。」(p.212)
「我覺得好可惜，活著的感覺如此美妙，人們卻淡忘了這種感覺。我們把生命的存在是為理
所當然，習以為常，忘了活著是什麼感覺，直到我們身體又要和世界說再見了，我們才猛然
想起到，原來我們曾經活過。」(p.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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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的觀點〆此部份即為分享個人對文章之心得與感想，中文 1000 字以上，英文
600 字以上。
這本書我在小學六年級時就看過了，但那時我只看得一知半解，直到高一，又再次看了一次
這本書，我有了更深的體悟。書中，漢斯和爸爸前往哲學家的故鄉希臘尋找媽媽，在路途中，
爸爸不時會停下車來抽菸，然後便和漢斯探討各種哲學議題，爸爸是一個很特別的人，他有
一個特別的喜好，就是他會收集各式各樣的小丑牌，因為他認為自己就是世界上的一個小丑，
小丑不同於其他五十二張紙牌，他在紙牌遊戲中只是個「旁觀者」，別人看不清得事，他看
得清，他代表的是一位永遠長不大的小孩，對生命充滿了好奇，老爸就如小丑一般，認為生
命就像是個奇幻的探險故事。
當他們在旅途中經過亞得里亞海，漢斯問了爸爸是否相信「巧合」，爸爸告訴漢斯他的誕生
經過了無數次的生命危險，他的祖先們都熬過了所有的災難，使漢斯坐在這邊談話，這是串
環環相扣的巧合；然後他說了一段令我印象深刻的話：「世界上絕沒有不幸的生命。人生好
比一場超大型樂透抽獎活動，只有幸運贏家才能脫穎而出，生命中出現的人事物都是有意義
的。」同樣的道理適用在我們所有人身上，這令我感覺到我能夠站在這塊土地上呼吸是件多
神奇和幸運的事，對這塊土地創造的無數生命也是一般，更不用說生命在世上生生不息的運
作，生命的存在彷彿就是一件註定的巧合，也許這些事的背後都有意義，但人們似乎因為每
天的工作忘了這些事。
在前往希臘的同時，漢斯用小矮人給的放大鏡閱讀著麵包師傅給的小書，書中寫著一位遭遇
船難的水手佛羅德來到一座奇幻的小島，小島上充滿的他沒看過的生物，他一無所有只有一
副紙牌在身，他漸漸的將紙牌幻想做人，賦與他們個性，最後他們竟然跳脫想像變成真的小
矮人，他們在島上安分的過著生活，小矮人卻從不問自己是誰﹖自己從哪裡來﹖直到小丑牌
的來到，開始問他們些難以回答的問題，試圖了解自己究竟是誰。人們似乎就是就像是故事
中的小矮人，因為習慣了世界，而忘了世界處處是驚喜，忘了驚奇的感受，在這個世界上又
有多少小丑能夠對世界保持好奇？在我閱讀故事的同時，我也發覺到自己從小時候的一位小
丑，漸漸的變成一位黑桃小矮人。小時候我對自然充滿好奇，這種熱情好像正在慢慢在消逝，
就如作者所說：「這世界永遠不會變老。是我們變老了。」但從今以後，我決定努力使自己
變回一位小丑，不失去對世界的好奇心。
在書中「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這兩個問句不斷的出現，這是貫穿整個故事最重要的
問題，書中沒有給我們明確的答案。基督徒會說世界是上帝創造的，科學家會說宇宙是經由
大霹靂產生的，又或許有個造物主在背後不留痕跡的操控我們，但我相信這只是以不同的語
言敘述著同一件事，我認為這個問題的答案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這個問題傳達給人們的
態度。我們應該要以好奇的眼光看這世界，因為這世界處處充滿了驚喜，每一草一木、一蟲
一鳥、任何事物背後都有它的意義，等待我們去發現和思考，這樣才能使我們享受活著的感
覺和生命的每個當下。

四、討論議題〆
1. 我們是誰？我們從哪裡來？
2. 當我們了解到生命短暫卻又寶貴時，態度上會因此有哪些轉變？
6

英文科暑假作業
作業內容
請由下列推薦書單中挑選一本閱讀，並將閱讀心得書寫在學校所提供的閱讀心得報告單中。
請用英文書寫，且字數不得少於 200 字。此份作業請於開學後繳交，將列於平時成績當中計
算。
推薦書單 (共分三個等級，按照難易度排列):
1.

Beginner:
(1) Sherlock Holmes: The Blue Diamond
Dominoes (New Edition) 1
(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々ISBN: 9780194247597 )
(2) Twenty Thousand Leagues Under the Sea
Dominoes (New Edition) 1
(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々ISBN: 9780194247719 )

2.

Intermediate:
(1) Dr. Jekyll and Mr. Hyde
(出版社: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0194791700 )
(2) Stuart Little
(出版社: Bookman Books; ISBN: 9789575862428 )
(3) Wonder Tales from Greece
(出版社:書林出版々ISBN: 9574450988)

3.

Advanced:
(1) A Wrinkle in Time
(出版社: Square Fish ; ISBN：9780312367541 )
(2) Frindle
(出版社: Atheneum ; ISBN: 9780689818769 )
(3) The Giver
(出版社: Random House ; ISBN:0440237688)
(4) The Time Keeper
(出版社: Little Brown Book Group; ISBN:9780751541175)
※ 上列書單中之書籍可從學校圖書館借閱，或於各大書局、網路商店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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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

Number:

Name: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英文閱讀心得報告

書名 (Title) :
作者 (Author):

出版社 (Publisher):

習得單字 (Vocabulary: 寫下英文單字與中文翻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佳句節錄 (Good Sentences)
1.
2.
3.
4.
5.
心得 (Response in English)

老師評語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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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學科暑假作業
溫馨提醒〆動手摺紙前，務必詳讀作業說明，並確認學習單所需內容。
繳交內容〆(1)親手摺出的幾何立體模型。
(2)學習單<附件三>。
繳交時間: 和數學老師見面的第一節數學課

★ 請利用不同的單元件摺紙，組合出一個自己最喜歡的幾何立體模型
說明: 請閱讀<附件一>幾何立體模型的架構，以此為架構，再參考<附件二>或自行搜
尋數學摺紙網頁、書籍等，摺出一個最得意的作品。

參考資料:
網站:組合摺紙
http://pli.freehostia.com/origami/orimodular/ori_modular_header.jpg
書籍:
(1) 摺紙幾何學〆60 種特殊摺紙
(2) 翰林高中摺紙學數學

作者〆 前川淳

出版社〆翰林

(3) 打造會思考的頭腦 ~ 多面體摺紙入門
(4) 組合折紙新玩法 100 招

出版社〆世茂

作者〆川村みゅき

作者〆（日）北條敏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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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〆教育之友

出版社〆青島出版社

<附件一>
幾何立體模型的架構
其基本骨架都是從柏拉圖立體的骨架而來，進而變化成巴克球、阿基米德立體、開
普勒星形正多面體、截頂多面體等等。

柏拉圖立體(Platonic solids)

巴克球(Buckyball) – 32 面(20 個六邊形 12 個五邊形)

阿基米德立體(Archimedean Solid)

開普勒星形正多面體(Kepler-Poinsot polyhed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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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單元件的摺法
多面體摺紙可由 2～240 不同單元件組合而成，單元件數目不能隨意增減，而且要
按一定規則去組合。在此提供兩種單元件的折法，你可以自行搜尋各種不同的單元件
折法。

(1) Sonobe〆單元件的摺法有多種，最簡單的是由日本人 Mitsonobu Sonobe 所發明
的 Sonobe 單元件。

Sonobe 單元件摺法

用六個 Sonobe 單元件，可以組成一個正六面體。

正六面體

若將 Sonobe 單元件在摺法上加以小小變化，製成的立體更加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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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立體星
請預備 30 張方形紙，依下圖所示，摺 30 個相同單元件。

這立體星按 20 面體的骨架組合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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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財團法人東海大學附屬高級中等學校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學習歷程
數學科【幾何立體模型】
表格大小可自行調整。紅色文字為作業提示。完成學習單時，應刪除作業提示再存檔列印繳
交。

學生姓名：
學習內容大要
（說明作業內容、自己選定的幾何立體模型、摺法的參考來源）

學習活動展示
活動照片 1

活動照片說明 1

（張貼學生本人與所有單元件的合照）
(說明單元件的數量)

活動照片 2

活動照片說明 2

（張貼學生本人與半成品的合照）
(說明半成品所費時間)

成果作品

成果作品說明

（張貼學生本人與完成品的合照）
(說明作品完成所費時間、成果立體圖
形名稱)

學習成學習成果陳述
□我做了什麼？收穫為何？有什麼成長？
□我如何辦到的？歷程為何？
□家人或同儕給我的回饋為何？

學習者的心得與反思
□歷程中印像最深刻的事件或情境為何？
□我的學習心得或感想為何？
□我有什麼可以改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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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科暑假作業
我的家族百科(範例)

地理位置 台中市、南投縣、金門縣、桃園市、新竹市
南投縣
地點

中寮鄉

竹山鎮

族人

連○周(公公)、李○(婆婆)

洪○川(父)、陳○杏(母)、洪○詮(弟)

清嘉慶時期漢人開始遷居本鄉，當時隸
屬於彰化縣永平坑，並設總理。日治時
期屬於南投廳，中寮庄役場原於中寮，

竹山舊稱林圯埔，隸屬於中華民國臺灣
省南投縣，位於該縣西南隅，地處濁水
溪南岸、清水溪東岸，因清代曾為雲林

遷至八杞以，最後設在鄉親寮，隸屬台
中州南投郡管轄，光復後改為中寮鄉。

縣縣治，而有「前山第一城」之稱。

婆婆原本居住於中寮鄉復興村，公公原
居住在南投縣中興新村，結婚後定居於
中寮鄉永福村。

父親原居住於金門縣烈嶼鄉，母親原本
就住在南投縣竹山鎮，結婚後兩人至今
仍居住在南投縣竹山鎮。

地名由來

族人遷徙史

地圖

台中市
地點

沙鹿區

大雅區

族人

洪○鈺(本人)、連○傑(夫)、
連○伶(子)、連○翔(次子)

連○興(大伯)、廖○楓(嫂)

沙鹿，原稱「沙轆」，為中臺灣濱海漁 大雅一詞，引據早期平埔族群拍宰海族
村地區，原有拍瀑拉族百戶聚居，稱「沙 岸裡社群將草埔稱為「阿河巴」（指未
地名由來

族人遷徙史

轆社」的故鄉，又稱「社口番地」，或
言由於此地風沙特多之因。

開墾的大塊埔），後來文字記載為「霸
仔」或「埧仔」々1920 年改為「大雅」
而延用至今。

本人出生於南投縣竹山鎮，後與連○傑 大伯原居住於南投縣中寮鄉，大嫂原居
結婚，在台中市工作，因此目前居住在 住於台中市大里區，結婚後因工作關
沙鹿區，育有兩子。
係，定居於大雅區。

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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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族百科
地理位置
、

、

、

、

地點

族人

地名由來

族人遷徙史

地圖

。
地點

族人

地名由來

族人遷徙史

地圖
1.
2.

請以電子檔呈現，不足部分請自行增加表格欄位。
於開學後第一節課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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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歷史科暑假作業
我的家族譜系
請完成以下家族族譜系統

家訓（族規）

家族文化特色

族人遷徙史

1.請以電子檔呈現，不足部分請自行增加表格欄位。
2.於開學後第一節課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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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科暑假作業

我的家族百年
一、請繪製個人血親族譜（自民國元年起）
二、請介紹他們的工作職稱並簡單描述工作內容
Ex1. 扇形圖

參考自 https://www.familysearch.org/blog/zh/family-tree-views/

ex2. 族譜圖（or 家族樹）

參考自

https://www.go ogle.co m/i mgres?i mgurl =http%3A%2F%2Fi0.wp.co m%2Fd. blog.xu ite.net%2Fd%2F6%2Fa%2Fb%2F13130879%2Fblog_542433%2Ftxt%2F9312015%2F0.jpg& imgrefurl=http%3A %2F%2Fwww.ku nstsalon. me%2F%25 E6%2597%258F%25E8%25AD%259C%25 E7%25AF%2584%25E4%25BE%258B -%25E6 %2597%258F%25E8%25AD%259C%25E8 %25A3%25BD%25E4%25BD%259C%25E5%25AD%25B8%25E7 %25BF%2592%25E5%2596%25AE%2F&tbni d=MHb4j Xy3XZv o1M&vet =10CIc BEDM ojAJ qFwoTCPjoy IGAyPACFQAAAAAdAAAAABAD..i&docid= F9ehml FsmVJ_cM &w=800&h=521&q=% E6%88%91% E7%9A%84%E6 %97%8F% E8%AD%9 C&hl=zh -TW&ved =0CIcBEDM ojAJ qFwoTCPjoy IGAyPACFQAAAAAdAAAAAB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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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族百年
一、 我的族譜（請利用圖表呈現，不限格式，或自行 google，如範例）
二、 我的宗親們的職業概述(or 直系血親至少 5 代)

家族稱謂
（同代）
族人姓名
（壽命）
原居地

工作職稱

職業簡介

。
家族稱謂
（同代）
族人姓名
（壽命）
原居地

工作職稱

職業簡介

1.請以電子檔呈現，不足部分請自行增加表格欄位。
2.於開學後第一節課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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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理科暑假作業
一、電磁感應：1831 年，英國科學家法拉第和美國科學家亨利幾乎同時發現，當磁鐵和線圈
間有相對運動時，線圈就會產生感應電流，該現象稱為「電磁感應」。
二、冷次定律 ⇒ 磁的能量守恆定律
1. 冷次定律：當穿透線圈的磁力線數目產生變化，線圈內感應電流的方向是使其產生磁場
來抵抗磁力線數目的變化，而感應電流與磁場的方向則遵守安培右手定則，稱之為「冷
次定律」。
2. 實例說明：
(1)如圖(一)，當磁鐵靠近線圈，使線圈中向左的磁力線增加；因而線圈的感應電流產生向
右的感應磁場，以抵消磁力線增加。利用安培右手定則，拇指向右指向感應磁場的方向，
由彎曲的四指決定所產生的感應電流方向。
(2)如圖(二)，當線圈向左遠離磁鐵，使線圈中向左的磁力線減少；因而感應電流產生向左
的感應磁場，以補充減少的磁力線。利用安培右手定則，拇指向左指向感應磁場的方向，
由彎曲的四指決定所產生的感應電流方向。

結論：
(1)封閉線圈上感應電流所產生之磁場在反抗外來磁場所產生之變化。
線圈磁場增加 ⇒ 感應電流所生磁場在抵消線圈磁場的增加
線圈磁場減少 ⇒ 感應電流所生磁場在補充線圈磁場的減少
(2)當封閉線圈與磁鐵之間有相對運動時，感應電流的方向是使線圈所生的磁場阻止其相對
運動。
當磁棒 N 極接近線圈時，其線圈面產生一阻止其接近的磁極（N 極）
當磁棒 N 極遠離線圈時，其線圈面產生一阻止其遠離的磁極（S 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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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業_電磁感應：
一、單選題：（每題 5 分）
1.

2.

3.

由磁場變化而產生電流的現象，稱為：
(A) 磁效應 (B) 磁感應 (C) 電磁感應 (D) 靜電感應 (E) 磁電效應
答案：
冷次定律是下列哪一項的必然結果？
(A) 能量守恆 (B) 電荷守恆 (C) 質量守恆 (D) 質能守恆
答案：
將一磁棒沿螺線管軸心向左運動，如附圖所示，則觀察者所見螺線管上的應電流方向為
何？

(A) 由 a 流向 b
答案：

4.

(B) 由 b 流向 a (C) 先由 a 流向 b，後由 b 流向 a

如圖之線路，當 S 打開時，rab 之感應電流為何？

(A) 瞬間電流 a → b
(D) 穩定電流 b → a
答案：

5.

(B) 瞬間電流 b → a
(E) 沒有電流

(C) 穩定電流 a → b

甲、乙兩個線圈面對面平行排列，甲上接有一個電流計，乙上接
有一個電池，如右圖所示。當乙線圈遠離甲線圈時，其在甲線圈
上造成的電流方向，與下面哪一個狀況相同？

(Ａ)

(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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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沒有電流

6.

(Ｃ)
(Ｄ)
(Ｅ)
答案：
如圖之均勻磁場垂直進入紙面，若磁場強度增強，則圓形線圈中之感應電流方向為何？

7.

(A) 順時針 (B) 逆時針 (C) 順時針或逆時針交替出現 (D) 沒有電流
答案：
如圖，線圈 abcd 離開進紙面的均勻磁場時，線圈的感應電流方向為？

8.

9.

(A) 順時針 (B) 逆時針 (C) 順時針或逆時針交替出現 (D) 沒有電流
答案：
兩個線圈其線圈面互相平行，但不重疊。今若突然在其中一個線圈上通一順時鐘方向的
電流時，則另一線圈上的應電流為何？
(A) 逆時鐘方向 (B) 順時鐘方向 (C) 兩種方向交替出現 (D) 無應電流
答案：
相同的磁鐵 A、B，從同一高度自由落下，通過粗細、長度皆相同的銅管和塑膠管如附圖，
何者先落地？

(A) A 先落地
答案：

(B) B 先落地

(C) 一起落地

21

(D) 無法判斷

10. 電動牙刷充電時，交流電通過充電底座內裝線圈，引起另一組線圈（牙刷手持握柄內部）
產生應電流，再經整流使握柄內部裝設的充電電池充電。充電電池的電極沒有與充電底
座的外接電源接線直接接觸。此類科技產品所應用的物理原理為何？

(A) 靜磁效應 (B) 電解化學充電 (C) 電磁感應
答案：
11. 有關電磁爐與所用鍋子的敘述，何者錯誤？

(D) 靜電感應

(A) 所用的鍋子必須是可以導電的 (B) 所用的磁場會隨時間變化
(C) 所用的鍋子必須是可以絕熱的 (D) 鍋子中出現的是交流電
答案：
12. 感應式手電筒裝置如附圖，來回搖晃手電筒就能發電，並將電能儲存，再供電給燈泡。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來回搖晃，線圈內磁場會改變 (B) 來回搖晃，線圈內磁力線數目會改變
(C) 來回搖晃，線圈會產生應電流 (D) 來回搖晃，線圈會出現直流電
答案：
二、多選題：（每題 10 分，各選項獨立計算，答錯 1 個選項給 6 分，答錯 2 個選項給 2 分，
答錯 3 個以上選項不給分）
1. 下列哪些情形下，線圈上才能產生感應電動勢？（應選 3 項）
(A) 線圈面與均勻磁場垂直，而磁場慢慢消失
(B) 圓形線圈面與均勻磁場垂直，且以通過線圈中心垂直於圈面的線為軸而轉動
(C) 線圈的面和磁場方向平行，磁場突然增加
(D) 線圈本身有電流，將線圈斷路的瞬間 (E) 線圈面和磁場垂直，將線圈漸縮小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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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漆包線所製成的螺線圈與磁鐵的位置如附圖所示，電路中 G 為檢流計。磁鐵快速移近螺
線圈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應選 2 項）

(A) 線圈上的應電流由 Y 經 G 流向 X (B) 應電流在螺線管的右端生成 N 極
(C) G 的指針會偏轉到某個角度並維持在該刻度上
(D) 應電流的磁場與磁鐵棒之間的作用力，有阻止磁鐵棒運動的效果
(E) 磁鐵移近螺線圈的速度愈快，G 的指針偏轉的角度愈大。
答案：
3.

如附圖，空心螺線管中有一條型磁鐵，下列哪些操作可以使電流計中的電流方向為 a 到
b？（應選 2 項）

(A) 磁鐵上端為 N 極，向上取出 (B) 磁鐵上端為 S 極，向上取出
(C) 磁鐵上端為 N 極，向下取出 (D) 磁鐵上端為 S 極，向下取出
(E) 磁鐵上端為 N 極，靜止於螺管內
答案：

4.

由長金屬管管口靜止釋放一 N 極向下鉛直放置的磁棒，如圖。若金屬管之任一
橫截面均可視為一封閉的金屬線圈，此時磁棒正遠離 A 線圈而接近 B 線圈，則
下列敘述，哪些正確？（應選 2 項）
(A)磁棒於金屬管中下落較在管外下落慢
(B)磁棒於金屬管中的下落過程僅受重力
(C)由上向下看 A 線圈上之感應電流方向為順時針方向
(D)由上向下看 B 線圈上之感應電流方向為順時針方向
(E)磁棒與 A 線圈之磁力為斥力，與 B 線圈之磁力為引力。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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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學科暑假作業

元素符號及原子價
(1)元素符號及價數(如下表)
18

H ←元素符號

VIIIA

氫 ←元素中文名稱
+1

He
氦

←常見的價數

1

2

13

14

15

IA

IIA

IIIA

IVA

VA

VIA VIIA

Li
鋰

Be
鈹

B
硼

C
碳

N
氮

O
氧

F
氟

Ne
氖

+1

+2

-2,-1

-1

0

S
硫

Cl
氯

Ar
氬

-2

-1

0

Se
硒

Br
溴

Kr
氪

-1

0

I
碘

Xe
氙

-1

0

At
砈

Rn
氡

Na Mg
鈉 鎂

+4

3

4

5

6

7

8

9

10

12

IB

IIB

+3

Si
矽
+4

+1

+2

IIIB

IVB

VB

VIB

K
鉀

Ca
鈣

Sc
鈧

Ti
鈦

V
釩

Cr Mn Fe Co Ni
鉻 錳 鐵 鈷 鎳

+1

+2

+3

Rb Sr
銣 鍶

Y
釔

Rh Pd Ag Cd In
銠 鈀 銀 鎘 銦

Sn
錫

+1

+3

+1

+4,+2

+2

+2

Fr
鍅

Ra
鐳 錒系

+1

+2

W
鎢

U

錒

鈾

+2

Pt Au Hg Tl
鉑 金 汞 鉈
+3

La
鑭
Ac

P
磷

Cu Zn Ga Ge As
銅 鋅 鎵 鍺 砷

+4,+2 +3,+2 +3,+2 +3,+2 +2,+1

Cs Ba
銫 鋇 鑭系
+1

VIIB VIIIB VIIIB VIIIB

11

Al
鋁

Pb
鉛

Sb
銻
Bi
鉍

+2,+1 +3,+1 +2,+4

原子價：某元素原子與氫化合時，氫原子之數目稱為該元素原子之原子價。
中性原子失去電子時，就帶負電。中性原子得到電子時，就帶正電。
兩元素結合，所形成之化合物需成電中性。（正負電荷總數要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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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Te
碲
Po
釙

17

0

0

化

學

式

化學式：利用元素符號及簡單數字來表示物質組成的式子
化學式寫法：
1、首先先需熟記各元素的原子價及原子團根價。
例：Na＋、H＋、Mg2＋、Al3＋、SO42－、NH4＋、……。
2、化學式中各原子價總和為零（即正原子價等於負原子價總和）而成電中性。
例：＋1×1＋－1×1：Na＋ ＋ Cl－
→
NaCl
＋
2－
＋1×2＋－2×1：Na 2＋ O
→
Na2O
2＋
2－
＋2×1＋－2×1：Mg ＋ O
→
MgO
－
2＋
＋2×1＋－1×2：Mg ＋ （OH ） 2 →
Mg(OH)2
＋3×1＋－1×3：Al3 ＋ （OH ） 3 →
Al(OH)3
3＋
2－
＋3×2＋－2×3：Al 2＋ （CO3 ） 3 →
Al2(CO3)3
3、化學式的寫法與唸法：先寫金屬元素，後寫非金屬元素；先唸原子價為負的，後唸原子價
為正的，稱為「某化某」或「某酸某」。
＋

Cl－
氯離子

－

OH－
NO3－
氫氧根離 硝酸根離
子
子

O2－
氧離子

CO32－
SO42－
碳酸根離 硫酸根離
子
子

H＋
氫離子

HCl
氯化氫

H2O
水

HNO3
硝酸

H2O
水

H2CO3
碳酸

H2SO4
硫酸

Na＋
鈉離子

NaCl
氯化鈉

NaOH
氫氧化鈉

NaNO3
硝酸鈉

Na2O
氧化鈉

Na2CO3
碳酸鈉

Na2SO4
硫酸鈉

Mg2＋
鎂離子

MgCl2
氯化鎂

Mg(OH)2 Mg(NO3)2
氫氧化鎂 硝酸鎂

MgO
氧化鎂

MgCO3
碳酸鎂

MgSO4
硫酸鎂

Ca2＋
鈣離子

CaCl2
氯化鈣

Ca(OH)2 Ca(NO3)2
氫氧化鈣 硝酸鈣

CaO
氧化鈣

CaCO3
碳酸鈣

CaSO4
硫酸鈣

Ba2＋
鋇離子

BaCl2
氯化鋇

Ba(OH)2 Ba(NO3)2
氫氧化鋇 硝酸鋇

BaO
氧化鋇

BaCO3
碳酸鋇

BaSO4
硫酸鋇

Cu2＋
銅離子

CuCl2
氯化銅

Cu(OH)2 Cu(NO3)2
氫氧化銅 硝酸銅

CuO
氧化銅

CuCO3
碳酸銅

CuSO4
硫酸銅

Pb2＋
鉛離子

PbCl2
氯化鉛

Pb(OH)2 Pb(NO3)2
氫氧化鉛 硝酸鉛

PbO
氧化鉛

PbCO3
碳酸鉛

PbSO4
硫酸鉛

Al3＋
鋁離子

AlCl3
氯化鋁

Al(OH)3 Al(NO3)3
氫氧化鋁 硝酸鋁

Al2O3
氧化鋁

Al2(CO3) 3 Al2(SO4) 3
碳酸鋁
硫酸鋁

Fe3＋
鐵離子

FeCl3
氯化鐵

Fe(OH)3 Fe(NO3)3
氫氧化鐵 硝酸鐵

Fe2O3
氧化鐵

Fe2(CO3) 3 Fe2(SO4) 3
碳酸鐵
硫酸鐵

NH4＋
銨根離子

NH4Cl
氯化銨

NH4OH
氫氧化銨

NH4NO3
硝酸銨

(NH4)2CO3 (NH4)2SO4
碳酸銨
硫酸銨

根、原子團：數個原子結合在一起成一個原子團，這些原子團的作用好像一個原子一樣，參
加反應時以整個原子團來反應，叫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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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利用原子價寫化學式：
根據元素與元素結合時，正、負原子價要相等才能成為一化合物。步驟如下：
寫化學式之步驟

說明例

1、寫出每一元素的化學符號

Ca，Cl

2、在每一元素符號上寫其原子價
Ca2＋，Cl－
3、在每一元素符號右下角寫上原子數目，使兩元素的原子數與原 Ca2＋，Cl－ ×2
子價的乘積相同（原子數為 1 時可省略不寫）
4、刪去原子價即得化學式
CaCl2
常見離子與離子團與價數的關係
來源

原子價
＋

H2O 或 酸

H

H2O 或 鹼

OH－

NH3
硝酸 HNO3

銨根離子 NH4＋

亞硝酸 HNO2

亞硝酸根 NO2－

硝酸根 NO3－

醋酸 CH3COOH 醋酸根 CH3COO－
－

草酸 H2C2O4

草酸氫根 HC2O4

硫酸 H2SO4

硫酸氫根 HSO4－、硫酸根 SO42－

亞硫酸 H2SO3

亞硫酸氫根 HSO3－、亞硫酸根 SO32－

碳酸 H2CO3

碳酸氫根 HCO3－、碳酸根 CO32－

磷酸 H3PO4

磷酸二氫根 H2PO4 、磷酸氫根 HPO42 、磷酸根 PO43

亞磷酸 H3PO3

亞磷酸氫根 H2PO3－、亞磷酸根 HPO32－

次磷酸 H3PO2

次磷酸根 H2PO2－

過氯酸 HClO4

過氯酸根 ClO4－

－

－

－

氯酸 HClO3
氯酸根 ClO3－
ⅠA
Li＋、Na＋、K＋、………
ⅡA
Be2＋、Mg2＋、Ca2＋、Ba2＋、…
ⅦA
F－、Cl－、Br－、I－、………
其它常見的
Ag＋、Zn2＋、Sn2＋、Pb2＋、Cu2＋、Cu＋
金屬離子
Mn2＋、Al3＋、Fe3＋、Fe2＋………
※價數表（重要！！）
價數
＋1
＋2
＋3
－1

－2

－3

種類
ⅠA (Li 、Na 、K 、Rb 、Cs 、………)、H＋、銨根 NH4＋、Ag＋、
亞銅 Cu＋、亞汞 Hg＋
ⅡA(Be2＋、Mg2＋、Ca2＋、Sr2＋、Ba2＋、……)、Zn2＋、Cu2＋、
Hg2＋、亞鐵 Fe2＋、Pb2＋、亞鎳 Ni2＋、亞錳 Mn2＋、亞錫 Sn2＋
Al3＋、Fe3＋、Ni3＋、Sc3＋
＋

＋

＋

＋

＋

ⅦA ( F－、Cl－、Br－、I－)、OH－、硝酸根 NO3－、
亞硝酸根 NO2－ 醋酸根 CH3COO－、碳酸氫根 HCO3－、
過氯酸根 ClO4－、氯酸根 ClO3－
－
－
－
－
－
O2 、S2 、硫酸根 SO42 、碳酸根 CO32 、亞硫酸根 SO32
鉻酸根 CrO42－、二鉻酸根(重鉻酸根)Cr2O72－、錳酸根 MnO4－
硫代硫酸根 S2O32－、草酸根 C2O42－
N3－、P3－、磷酸根 PO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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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素週期表 (請背完週期表並完成下表)

姓名：______________

範例 ←此處請寫元素符號
範例 ←此處請寫中文名稱
VIIIA
IA

IIA

IIIA

IIIB

IVB

VB

VIB

VIIB

VIIIB VIIIB VIIIB

____系
____系

27

IB

IIB

IVA

VA

VIA

VIIA

(請完成下表)

範圍〆常見的酸、鹼、鹽

● 填充題〆
(一)常見的酸
※強酸：(1)過氯酸：________(2)氫碘酸（碘化氫）
：______(3)氫溴酸（溴化氫）：_____
(4)氫氯酸（氯化氫）
：_____ (5)硝酸：________(6)硫酸：________
※中強酸：(1)草酸（乙二酸）：________ (2)亞硫酸：________ (3)亞磷酸：________
(4)次磷酸：________ (5)磷酸：________ (6)氫氟酸（氟化氫）：________
(7)亞硝酸：________
※弱酸：(1)甲酸：__________ (2)苯甲酸：___________ (3)乙酸（醋酸）
：___________
(4)碳酸：_______ (5)氫硫酸（硫化氫）
：______ (6)氫氰酸（氫化氰）：______
(二)常見的鹼
※強鹼（IA 族及 IIA 族鈣鍶鋇的氫氧化物）
(1)氫氧化鈉：______ (2)氫氧化鉀：______ (3)氫氧化鈣：________
(4)氫氧化鍶：________ (5)氫氧化鋇：________
※弱鹼（金屬氫氧化物的沉澱及氮的分子化合物）
(1)氫氧化鎂：________ (2)氫氧化鋁：________ (3)氨水（氨）：________
(4)氫氧化鐵（氫氧化鐵(III)）：________ (5)氫氧化亞鐵（氫氧化鐵(II)）：________
(6)氫氧化銅（氫氧化銅(II)）：________ (7)氫氧化亞銅（氫氧化銅(I)）
：________
(8)氫氧化錫（氫氧化錫(IV)）
：________ (9)氫氧化亞錫（氫氧化錫(II)）：________
(三)常見的鹽類
※氧化物、硫化物及氮化物
(1)氧化鈉：______ (2)氧化銀：______ (3)氧化亞銅：______ (4)氧化銅：______
(5)氧化鉛：______ (6)二氧化鉛：______ (7)二氧化錳：______ (8)氧化亞鐵：______
(9)氧化鐵（赤鐵礦）
：______ (10)四氧化三鐵（磁鐵礦）：______ (11)氧化鉻：______
(12)硫化鋅：______ (13)硫化銀：______ (14)硫化銅：______ (15)氮化鎂：______
※鹵化物
(1)氟化鉀：______ (2)氯化銀：______ (3)氯化亞汞：______ (4)氯化鈉：______
(5)氯化亞錫：______ (6)氯化鐵：______ (7)碘化鉛：______ (8)碘化鉀：______
(9)氯化鈣（乾燥劑）
：______ (10)氯化鎂（具苦味）
：______  (9)(10)為永久硬水成分
※含氧酸形成之鹽類
(1)碳酸鈣（大理石）
：________ (2)碳酸鈉（蘇打）：________ (3)硫酸鋇：________
(4)碳酸氫鈉（小蘇打）：________ (5)硫代硫酸鈉（大蘇打、海波）：________
(6)碳酸氫鈣：__________ (7)碳酸氫鎂：__________  (6)(7)為暫時硬水成分
(8)硫酸鈣（石膏）：________ (9)硫酸鎂（瀉鹽）：________  (8)(9)為永久硬水成分
(10)硝酸鉀：________ (11)亞硝酸鈉（致癌防腐劑）
：________ (12)氯酸鉀：________
(13)亞硫酸氫鈉：________ (14)鉻酸鉀：________ (15)二(重)鉻酸鉀：________
(16)過錳酸鉀：________ (17)錳酸鉀：________ (18)草酸鈣（結石）：________
(19)磷酸鈉：_________ (20)磷酸氫(二)鈉：_________ (21)磷酸二氫鈉：_________
(22)亞磷酸鈉：_________ (23)亞磷酸氫鈉：_________ (24)次磷酸鈉：_________
28

【請先記憶下來】 範圍〆常見的酸、鹼、鹽

● 填充題〆
(一)常見的酸
※強酸：(1)過氯酸：HClO4 (2)氫碘酸（碘化氫）
：HI (3)氫溴酸（溴化氫）
：HBr
(4)氫氯酸（氯化氫）
：HCl (5)硝酸：HNO3 (6)硫酸：H2SO4
※中強酸：(1)草酸（乙二酸）：H2C2O4 (2)亞硫酸：H2SO3 (3)亞磷酸：H3PO3
(4)次磷酸：H3PO2 (5)磷酸：H3PO4 (6)氫氟酸（氟化氫）
：HF
(7)亞硝酸：HNO2
※弱酸：(1)甲酸：HCOOH (2)苯甲酸：C6H5COOH (3)乙酸（醋酸）
：CH3COOH
(4)碳酸：H2CO3 (5)氫硫酸（硫化氫）
：H2S (6)氫氰酸（氫化氰）：HCN
(二)常見的鹼
※強鹼（IA 族及 IIA 族鈣鍶鋇的氫氧化物）
(1)氫氧化鈉：NaOH (2)氫氧化鉀：KOH (3)氫氧化鈣：Ca(OH)2
(4)氫氧化鍶：Sr(OH)2 (5)氫氧化鋇：Ba(OH)2
※弱鹼（金屬氫氧化物的沉澱及氮的分子化合物）
(1)氫氧化鎂：Mg(OH)2 (2)氫氧化鋁：Al(OH)3 (3)氨水（氨）：NH3
(4)氫氧化鐵（氫氧化鐵(III)）：Fe(OH)3 (5)氫氧化亞鐵（氫氧化鐵(II)）：Fe(OH)2
(6)氫氧化銅（氫氧化銅(II)）：Cu(OH)2 (7)氫氧化亞銅（氫氧化銅(I)）
：CuOH
(8)氫氧化錫（氫氧化錫(IV)）
：Sn(OH)4 (9)氫氧化亞錫（氫氧化錫(II)）：Sn(OH)2
(三)常見的鹽類
※氧化物、硫化物及氮化物
(1)氧化鈉：Na2O (2)氧化銀：Ag2O (3)氧化亞銅：Cu2O (4)氧化銅：CuO
(5)氧化鉛：PbO (6)二氧化鉛：PbO2 (7)二氧化錳：MnO2 (8)氧化亞鐵：FeO
(9)氧化鐵（赤鐵礦）
：Fe2O3 (10)四氧化三鐵（磁鐵礦）：Fe3O4 (11)氧化鉻：Cr2O3
(12)硫化鋅：ZnS (13)硫化銀：Ag2S (14)硫化銅：CuS (15)氮化鎂：Mg3N2
※鹵化物
(1)氟化鉀：KF (2)氯化銀：AgCl (3)氯化亞汞：Hg2Cl2 (4)氯化鈉：NaCl
(5)氯化亞錫：SnCl2 (6)氯化鐵：FeCl3 (7)碘化鉛：PbI2 (8)碘化鉀：KI
(9)氯化鈣（乾燥劑）
：CaCl2 (10)氯化鎂（具苦味）
：MgCl2  (9)(10)為永久硬水成分
※含氧酸形成之鹽類
(1)碳酸鈣（大理石）
：CaCO3 (2)碳酸鈉（蘇打）：Na2CO3 (3)硫酸鋇：BaSO4
(4)碳酸氫鈉（小蘇打）：NaHCO3 (5)硫代硫酸鈉（大蘇打、海波）：Na2S2O3
(6)碳酸氫鈣：Ca(HCO3)2 (7)碳酸氫鎂：Mg(HCO3)2  (6)(7)為暫時硬水成分
(8)硫酸鈣（石膏）：CaSO4 (9)硫酸鎂（瀉鹽）：MgSO4  (8)(9)永久硬水成分
(10)硝酸鉀：KNO3 (11)亞硝酸鈉（致癌防腐劑）：NaNO2 (12)氯酸鉀：KClO3
(13)亞硫酸氫鈉：NaHSO3 (14)鉻酸鉀：K2CrO4 (15)二(重)鉻酸鉀：K2Cr2O7
(16)過錳酸鉀：KMnO4 (17)錳酸鉀：K2MnO4 (18)草酸鈣（結石）：CaC2O4
(19)磷酸鈉：Na3PO4 (20)磷酸氫(二)鈉：Na2HPO4 (21)磷酸二氫鈉：NaH2PO4
(22)亞磷酸鈉：Na2HPO3 (23)亞磷酸氫鈉：NaH2PO3 (24)次磷酸鈉：NaH2P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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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 ____ 班

____ 號

姓名：______________

※莫耳數的相關計算(請完成下表)
【題型 A】

分子數原子數（分子數×n=原子數，n：化學式中所含的原子數）

(1). 2 個 CO2

(2). 5 個 H2O

=________個 C

=________個 O

(3). 3 莫耳 CO2

=________個 H =________個 O
(4). 6 莫耳 H2O

=________mol C =________mol O
(5). 2 莫耳 C6H12O6

=________mol H =________mol O
(6). 0.2 莫耳 H2SO4

=________mol C =________mol H

=________mol H =________mol S

=________mol O

=________mol O

(7). ________mol C6H12O6 中含有 1.2 莫耳的 C 原子
【題型 B】

莫耳數＝

個數
61023

(亞佛加厥數為 6.02×1023，以 6×1023 方便計算)
(2). 21023 個 C

(1). 61023 個 C
=__________mol C

=__________mol C
(4). 106 個 CO2

(3). 2 個 CO2
=__________mol CO2
(5). 3 莫耳 C

=__________mol CO2
(6). 0.2 莫耳 C

=____________個 C

=____________個 C
(8). 10-6 莫耳 CO2

(7). 10 莫耳 CO2
=__________個 CO2
(9). 10-21 莫耳 H2O

=__________個 CO2
(10). 1021 個 H2O

=__________個 H2O

=__________mol H2O

(11). 10-10 莫耳 H2SO4

(12). 12 個 H2SO4

=__________個 H2SO4

=__________mol H2SO4

=__________個 H

=__________mol O

【題型 C】

莫耳數＝

質量(克)
分(原)子量

質量莫耳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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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mole 質量=分子量)

(1). 12 克 C

(2). 0.6 克 C

=__________mol C

=__________mol C

(3). 11 克 CO2

(4). 4 克 CO2

=__________mol CO2

=__________mol CO2

(5). 3 莫耳 C

(6). 0.2 莫耳 C

=____________g C

=____________g C
(8). 10-6 莫耳 CO2

(7). 10 莫耳 CO2
=__________g CO2

=__________g CO2
(10). 10-2 莫耳 H2SO4

(9). 49g H2SO4
=__________mol H2SO4
【綜合題】

=__________g H2SO4

粒子數莫耳數質量
(2). 2 個

(1). 61023 個 C
=__________mol

C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克 C

CO2

=__________克 CO2

(3). 3 1022 個 C
=__________mol

CO2

(4). 0.5 mole C
=__________個 C

C

=__________克 C

=__________克 C

(5). 0.18 g H2O

(6). 0.98 g H2SO4

=____________mol H2O

=____________個 H2SO4

=____________mol H

=____________個 O

(7). 44 g CO2

(8). 1/6 g CO2

=__________個 CO2

=__________個 CO2

=__________個 O

=__________個 C

【題型 D】

氣體體積

同溫同壓

STP(1atm，0℃)

22.4L/mole

NTP(1atm，25℃)
24.5L/mole
V1 V2
=
V n
氣體體積莫耳數質量個數
n1 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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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TP CO２

2 mole

(2). NTP O2

8g

=__________L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g

=__________L

(3). STP CO

11.2 L

(4). NTP H2

4.9 L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g

=__________g

(5). STP CH4

0.2 mole

(6). NTP H2

3 1022 個

=__________L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g

=__________g

=__________個

=__________L

(7). STP N2

44.8 L

(8). NTP H2O 9.8 L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g

=__________克

=__________個

=__________個

=__________個 N 原子

=__________mol H 原子

(9). 同溫同壓 1mole H2 10mL,則 0.1mole O2 (10). 同溫同壓 1mole H2 10mL,則 40mL O2
=__________L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g

=__________g

=__________個

=__________個原子

【題型 E】CM=

mole

V (升)

mole = CM×V

(1). 1mole CaCO3、2L

(2). 0.05 mole MgCl2、2L

=__________M

=__________M

=__________M Ca

=__________M Cl

(3). 40g、2L CaCO3

(4). 18g、25mL C6H12O6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m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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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M

=__________M

(5). 24g、20mL CH4

(6). 15g、125mL H2CO3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M

=__________M

(7). 1M、1L 的 H2SO4

(8). 0.5M、10L 的 H2SO4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克

=__________克

=__________mol H

=__________mol O

(9). 0.1M、200mL Ca(HCO3) 2

(10). 0.04M、2.5L O3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mol

=__________克

=__________克

=__________mol C

=__________mol O

=__________克 C

=__________克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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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科暑假作業
※ 92 種天然元素中，約 25 種是生命所需，其中
最豐富的四種元素，占重量百分比 96%以上。

是細胞中含量

細胞中的化學分子（請同學依據所學完成以下空格，將於生物課檢討。）
醣類 Cn(H2O)m
一、特徵：
1. 醣類分子中氫、氧的比例和水分子的氫氧比例相同，故也稱
2. 提供細胞能量的主要物質：提供
大卡/克(kcal/g)能量
3. 自然界存量最豐富、分布最廣的有機物
二、分類：
含 3-6 個碳原子，是構成醣類的基本單位
五碳醣

單醣

（構成 RNA）、

（構成 DNA）

六碳醣 葡萄糖、果糖、半乳糖：分子式皆為 C6H12O6，為同分異構物

雙醣

含兩個單醣，合成之反應式為：
＋
→雙醣＋
蔗糖
＋
：植物養分的運輸形式
麥芽糖

＋

：消化澱粉時產生，為製造啤酒的原料

乳糖

＋

：存在哺乳類的乳汁中

多個單醣分子組成
支持性的構造，無法被人體分解利用
結構性多醣

纖維素

由葡萄糖聚合而成，植物細胞壁的成份
自然界含量最多的有機物

幾丁質 構成節肢動物的外骨骼和真菌的細胞壁

多醣

肽聚糖 構成原核生物的細胞壁
可儲存能量並被人體分解利用
儲存性多醣

澱粉

由葡萄糖聚合而成，植物儲存醣類的形式

肝糖

由葡萄糖聚合而成，動物儲存醣類的形式
又稱動物澱粉，儲存於肝臟和肌肉中

蛋白質 (C、H、O、N、S)
一、 特徵
1. 許多生物體內含量最多的有機物質，也是最具多樣性的分子
2. 在生物體內有許多重要的功能
a.
b.
c.
d.

提供能量：
大卡/克(kcal/g)
構成體質：血紅素、肌肉、抗體、毛髮等
組成酵素：可催化體內代謝反應
判定生物親緣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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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基本單位
1. 胺基酸：分子結構為

＋

＋

＋

＋

2. 胺基酸的種類和性質由
決定，生物體內的胺基酸共有
種
a. 必須胺基酸：人體無法自行合成，需由食物中獲得，共有 8 種
b. 非必須胺基酸：人體可自行合成的胺基酸，共 12 種

脂質 (C、H、O)
為一分子甘油＋三分子脂肪酸組成，又稱
功能：提供能量、儲存能量：
中性脂質
防止熱量散失：維持體溫
保護臟器
常溫下呈固態者稱為

大卡/克(kcal/g)

、液態者稱為

一分子甘油＋一含磷酸的分子(親水性)＋二分子脂肪酸(疏水性)
磷脂質 構成生物膜的主要成份，可以將細胞內部分隔成許多小區域，使各
種不同的化學反應在細胞內特定的部位進行，互不干擾
四碳環構成，不含脂肪酸
固醇類 1. 構成類固醇激素的重要原料，如：雄性激素、雌性激素
2. 膽固醇是構成動物的細胞膜成分之一
蠟

保護功能（例如：羊毛脂、植物角質層、蜂巢的蜂蠟）

※ 能量物質的利用順序：

→

核酸 (C、H、O、N、P)
一、 定義：核酸是由
二、 核苷酸：分子結構為

連接而成的長鏈狀化合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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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

DNA

RNA

多為雙股螺旋

多為單股

中文名稱
五碳醣種類
含氮鹼基
種類
結 構
功 能

轉錄→合成

轉譯→合成

染色體、粒線體、葉綠體
（主要分佈於細胞核）

分 佈

核糖體、核仁
（主要分佈於細胞質）

維生素
一、 特徵：
1. 不提供能量的微量有機物
2. 可調節生理作用、參與細胞代謝
3. 植物可自行製造維生素，動物必須依賴食物供應維生素
二、 分類
水溶性

維生素名稱

水溶性維生素

B、C

脂溶性維生素

A、D、E、K

過多
通常都可隨尿液排出體外
通常會堆積在脂肪體內、不易排出體外
堆積過多則可能毒性化而影響健康

無機鹽 (礦物質)
一、 定義：
1. 不提供能量的微量無機物
2. 可和維生素共同調節生理機能
二、 功能
1. 參與生理反應：
→傳導神經訊息、細胞膜管制物質通透
→細胞運動、細胞分裂、肌肉收縮、血液凝固
2. 構成體質：如
→構成血紅素、
→構成葉綠素
→構成骨骼、
→構成甲狀腺

水 (H2O)
一、 特徵
1. 細胞內含量最多的分子，也是含量最多的無機物
2. 不同生物和不同細胞的含水量不同，約佔細胞重量的 70%-95%
a. 人體約有 70%是水，而水母和某些水生植物體內則含有 95%的水
b. 在人體內，骨骼含有 20%的水，而腦則含有 80%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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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水的特性
1.
2.

水分子具有
：水分子中的電子對較偏向氧原子，使氧原子帶
部份負電荷、氫原子帶部份正電荷，使水分子具有極性
水分子間會產生
：使得水具有內聚力及附著力

3.

水是最佳溶劑：水分子的極性能吸引其他帶電荷的分子，使其他分子間
的吸引力減弱

4.

水可輕微解離

5.

6.

a. 水可輕微的解離成氫離子和氫氧根離子
b. 水解離後產生的離子具有酸鹼緩衝作用，可影響酵素活動
水具較大的
a. 水加熱時大部分的能量都用來打斷氫鍵，因此要使水溫升高 1℃，需
要較大的能量
b. 要使水溫上升或降低，都需要很大的熱量變化，為生物提供了一個溫
度相當穩定的生活環境
水於
℃時密度最大
a. 水分子間具有氫鍵，致使 4℃的水具有最大的密度，因此冰的密度便
小於水的密度，而使得冰能夠浮在水面上
b. 當水溫降低時，較冷的水（0℃～4℃之間的水）由於密度較小，所以
會升到湖泊的表面，冷凍成為固體的冰。這層冰能將下層的水與外頭
的冷空氣隔絕，所以下層的水就比較不會結冰，使得在湖中生存的生
物能夠在冰層以下的水域中度過嚴寒的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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