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緒論 

 

學化學要做實驗。為甚麼？ 

化學是一門實驗科學。對物質行為的觀察構成了化學的基礎。化學上的事實是建立在

對物質行為多次重複實驗的結果上。學說與原理的發展旨在協助我們對化學事實的瞭解。

在實驗室裡，你有機會實地操作反應的進行及示範印證化學課堂上所學的原理。 

 

化學實驗既有趣又安全。可能嗎？ 

實驗課程可以是刺激和有助益的經驗，但有時也是危險和令人沮喪的。只要事前充分

的準備，包括詳讀實驗原理步驟，回答實驗前的問題並且思考如何著手實驗操作，這些危

險及挫敗是可以避免的。在實驗過程中，善於規劃時間以免誤時以及忠實地記錄實驗所得

到的資料是很重要的。絕對不要在應繳交實驗報告時間前一刻才完成實驗報告，因為匆促

地完成實驗報告（實驗前報告及實驗後報告）將使你無法享受實驗的樂趣，也無法學習印

證更多的知識。學習的成果取決於你如何善用在實驗室的時間。遵循實驗安全規則可以避

免不必要的危險。這些實驗安全規則並不是用來刁難你或是造成你的負擔，而是用來保護

你避免不必要的傷害。例如穿著實驗衣可以避免腐蝕性的物品傷害你的皮膚，全時性地戴

上安全眼鏡是要保護你的眼睛。 

 

仔細的觀察與忠實的記錄 

使用記錄本隨時登錄觀察所得的資料數據是特別重要的。當你做定性實驗時，即時謹

慎忠實地記錄你所觀察到的結果，不論以往的認知或理論性的考量有如何差別；如果你正

在做一定量測量，你必須立刻記錄所測量之量及其正確的單位。如果你認為結果很奇怪或

不是你所預期的，不可任意竄改。化學不是杜撰的，沒有所謂不正確的實驗結果。許多新

發現係由於“錯誤”的實驗或是應用“不符合之理論”的結果所得到的。誠實的錯誤必然

會發生，而不正確的結果可能是由於測量時粗心不精確所造成的。這就是為什麼我們需要

重複實驗以得到再現之結果並捨棄不當數據的緣故。 

假如你得到一組不尋常的數據或是不精確的結果，那麼試著去了解個中道理。有可能

是實驗步驟有問題嗎？如果你受此結果困擾則可與助教或老師討論，或是想一想是否是操

作錯誤而造成的。細心的實驗結果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將來有人可能重複相同的實驗；

只要細心精確的操作及忠實的記錄，他們將得到相同的結果。唯一不同的是他們可能使用

改良過的儀器而得到較準確的物理測量而已。 

 

學習本課程確有收穫？祝福你！ 

實驗課程的目的不是簡單地獲得正確答案而已；且實驗步驟也不是可以毫不思考地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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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瞭解你正要做什麼，為什麼要做；並且思考你正要做什麼與你觀察結果的意義和重要性。

你將會學習如何操作一般實驗室的設備，以獲得較可靠的結果。就長短期的報酬而言，小心

致力於實驗工作及追根究底的心是遠比毫不加思考地重複任何指導或課本所述來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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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實驗室中的安全 

 

化學實驗是具有危險性的，除非實驗者很清楚所用物質的本質，及小心練習使用這些

物質。預防意外的最好方法就是明白你所做的內容；仔細觀察任何特別指示，並且保持乾

淨整齊的實驗桌。除此之外，在實驗室內務必遵守下列安全規則： 

 

1. 務必全程地戴上安全眼鏡。強鹼（如 30-50%的 NaOH）會立即溶解眼角膜，而濺到濃

硫酸也會造成不可挽回的傷害。 

2. 務必穿著長褲與實驗衣。 

3. 禁止穿著拖鞋及開口式的鞋子。 

4. 不可以口嚐試化學藥品：因有毒的藥品可能沒有標示。離開實驗室前必須洗手。 

5. 若有任何化學藥品不慎沾到你的眼、口、或皮膚，必須立即以大量清水沖洗(普通化學

實驗室的前後門外各有一台“洗眼器”)；並通知助教以進行更進一步的救治措施。 

6. 立即清除任何溢漏之化學藥品：若是酸或鹼則先以水及中和劑（以碳酸氫鈉中和酸；

稀醋酸中和鹼）處理後再抹乾。 

7. 小心詳細閱讀試劑上之標示，以防止因錯加試劑所造成之危險。 

8. 使用安全吸球及吸量管量取溶液，切忌使用嘴吸取溶液。 

9. 所有會產生有毒蒸氣之反應均在抽氣櫃內操作。 

10. 嚴禁在實驗室內吃、喝食物，及抽菸或打手機。(勿攜帶任何食品及食具進入實驗室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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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驗守則 

 

1. 試劑－通常試劑均由儲存藥瓶取得。嚴禁汙染或浪費儲存瓶內之試劑。所以務必遵守

下列各項規定： 

 

a) 禁止將試劑瓶從供應處拿走。 

b) 自儲存瓶添加試劑於試劑瓶後，需將儲存瓶蓋好歸位。 

c)  嚴禁取用過量之試劑。 

d) 使用乾淨之刮勺取用固態藥品。 

e) 嚴禁將吸量管直接放入試劑瓶內取用藥品。將所需之大約量倒入一乾淨燒杯，或其

他乾淨之容器後再取用。 

f)  嚴禁將未用完之藥品倒回試劑瓶。 

 

2. 化學天平有兩種，分別為分析天平及粗秤天平。一般分析天平適用於秤量精確的重量；

粗秤天平則適用於秤量較不精確的重量。使用前即應做功能性區分的選擇。所有的天

平均需隨時保持乾淨，嚴禁將藥品直接放置在天平的秤盤上。將須精秤之待秤藥品放

入乾淨之秤量瓶內，秤取總重後再扣除空秤量瓶之重量，以得待秤藥品之淨重；對於

只須粗稱之藥品則以秤量紙取代秤量瓶即可。若不小心將藥品灑在秤盤上，須立即告

知助教。 

 

3. 廢棄物－嚴禁任意棄置。 

a)將破玻璃放入標示玻璃之指定容器內。 

b)化學廢棄物則收集在指定之容器內，不可將廢紙混入。 

 

4. 蒸餾水－因供應量有限，所以限用於溶液之配製與容器清洗時最後之漱洗（rinse）。 

 

5. 清潔工作－離開實驗室前，務必清潔所有玻璃器皿及實驗桌。嚴禁存放化學藥品於個

人器材櫃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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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實驗工作之前，必須確定你可以回答並正確執行下列各項問題： 

 

1. 為何在實驗過程中須隨時戴著安全眼鏡? 

2. 假使化學藥品不慎沾到你的眼、口，或皮膚，你應如何處理? 

3. 為何絕不可嚐試任何化學藥品? 

4. 為何在離開實驗室前務必要洗手? 

5. 假使有酸溢漏，你應如何處理? 

6. 假使有鹼溢漏，你應如何處理? 

7. 為何在取用試劑以前，需小心仔細地閱讀瓶上標籤? 

8. 為何在量取有毒或腐蝕性溶液時，不可用嘴吸取? 

9. 那些實驗步驟必須在抽氣櫃內操作? 

10. 為何禁止在實驗室內飲食抽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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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常用實驗器材 

 

普通化學實驗常用的器材的中英文名稱依照英文字母次序排列如下。器材的圖片則列

於 9至 10頁。 

 

Beaker 燒杯 Pneumatic Trough 集氣槽 

Büchner Funnel 白瓷漏斗 Porcelain Spatula 瓷括勺 

Burette Clamp 滴定管夾 Reagent Bottle 試劑瓶 

Casserole 帶柄蒸發瓷皿 Ring Stand  

(with Rings) 

鐵架與鐵環 

Clamp Holder 夾子支持物 Screw Clamp 螺絲夾 

Combustion Boat 燃燒船 Separatory Funnel 分離漏斗 

Condenser 

(water-cooled) 

水冷式冷凝管 Straight Drying Tube 直式乾燥管 

Cork Borers 軟木塞鑽孔器 Terrill Burner 泰瑞爾本生燈 

Crucible Tongs 坩堝夾 Test Tube and Rack 試管及試管架 

Crucible with Cover 坩堝及坩鍋蓋 Test-tube Brush 試管刷 

Deflagrating  

(Combustion) Boat 

燃燒匙 

(燃燒船) 

Test-tube Clamp 試管夾 

Dropping Pipet 滴管 Thermometer 溫度計 

Erlenmeyer Flask 三角錐形瓶 Thistle Tube 薊形管 

Evaporating Dish 蒸發皿 Triangle 泥三角 

Extension Clamp 延伸夾 Triangular File 三角銼刀 

Filter Flask 過濾瓶 Triple-beam Balance 三樑天平 

Florence Flask 佛羅倫斯瓶 Tripod (with Rings) 三腳架與圈形板面 

Forceps 鑷子 U-shaped Drying Tube U-形乾燥管 

Funnel 漏斗 Volumetric Flask 體積瓶 

Graduated Cylinder 量筒 Volumetric Pipet 體積吸量管 

Graduated Pipet 刻度式吸量管 Watch Glass 錶玻璃 

Mortar & Pestle 研缽與杵 Wide-mouthed Bottle 廣口瓶 

Pinchcock Clamp 擠栓夾 Wing Top 翼頂 (接於本生燈上) 

Plastic Wash Bottle 塑膠洗滌瓶 Wire Gauze  陶瓷心網 

Platform Balance 平台式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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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化學單位 

 

4-1. 數量(Quantity) 
 

莫耳(Mole) 

    一莫耳的物質含有一亞佛加厥數(Avogadro’s number, NA = 6.02214 x 1023)的粒子，這是

在化學計量上對微小粒子的數量所使用的基本單位。例如： 

一莫耳的氧原子(O)含一亞佛加厥數的氧原子。 

一莫耳的氧分子(O2)含一亞佛加厥數的氧分子，即兩莫耳的氧原子。 

一莫耳的電子(e-)含一亞佛加厥數的電子。 

一莫耳的氯化鈣(CaCl2)含一亞佛加厥數的氯化鈣，即一莫耳鈣原子 

及兩莫耳氯原子。 

一莫耳的氯離子(Cl-)含一亞佛加厥數的氯離子。 

 

亞佛加厥數的選取是為了方便使此一數量的某一元素(或同位素)的原子的總質量以克

為單位恰等於該元素(或同位素)的原子量，而其定義則為總重恰為 l2克的碳-12同位素中所

含的原子的數目。 

 

 

4-2. 質量(Mass) 
 

原子量(Atomic Weight) 

一同位素的原子量是其一莫耳原子總質量的克數。一元素的原子量則是其各種天然同

位素的原子量，根據同位素在地球表殼的分佈比例計算所得的平均值。一元素的原子量也

可以說是其一個(或一莫耳)原子的平均質量以定義一個(或一莫耳)碳-12 同位素的質量恰為

12比較而得的相對質量。譬如氯的原子量為 35.453是因一莫耳天然氯同位素混合物的質量

為一莫耳碳-12同位素的質量的(35.453/12)倍。碳元素的原子量是 12.011而不是恰為 12，

這是因為除了碳-12以外，還有其他碳的天然同位素存在。 

 

分子量(Molecular Weight) 

一分子的分子量為其組成原子的原子量總和。例如氫、硫、氧的原子量分別為 1.0079、

32.064、及 15.9994，硫酸(H2SO4)的分子量則為 2(1.00797)＋32.064＋4(15.9994) = 98.078；

一莫耳硫酸的質量為 98.078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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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量(Formula Weight) 

    一化合物的式量是其實驗式中所有原子的原子量的總和。實驗式則是表示組成一個化

合物的各種元素原子數目最簡單整數比的化學式。對於不是由分子所組成的化合物，譬如

氯化鈉沒有分子式，其實驗式為 NaCl，式量則為鈉的原子量(22.9898)與氯的原子量(35.453)

之和(58.443)。對於由分子所組成的化合物：若實驗式即分子式則其式量等於其分子量，例

如水(H2O)；若實驗式與分子式不相同，則其分子量為其式量的整數倍，例如雙氧水(H2O2)

的分子量為 34.0而式量為 17.0。 

 

當量(Equivalent Weight) 

    當量是為了方便計算在一化學反應中一試劑相對於另一試劑依化學計量所消耗之量。

若一莫耳的 A 與一莫耳的 B反應，則 A 與 B的當量分別為其各別的分子量(對於非分子的

化合物則為其式量)。若半莫耳的 A 與一莫耳的 B反應，即在此反應中半莫耳的 A 的量相

當於一莫耳的 B的量，則 A 的當量等於它的分子量(或式量)的一半。一個化合物的當量隨

不同的反應而異，若不指明反應為何則可能導致混淆不清。但是對於酸鹼中和及氧化還原

反應，當量的定義則是明確而被廣泛使用的。 

 

(a)酸鹼中和反應 

    酸和鹼的當量分別是指在中和反應中，產生和中和一莫耳氫離子(H+)的試劑之

量。一莫耳的氫氧化鈉(NaOH)在水溶液中產生一莫耳的氫氧離子(OH-)可以中和一莫耳

的氫離子，因此 NaOH的當量與其式量一樣：22.9898＋l5.9994＋1.00797 = 39.9912。

一莫耳的氫氧化鈣[Ca(OH)2]可產兩莫耳的氫氧離子，欲與一莫耳的氫離子中和，只需

半莫耳的氫氧化鈣，所以氫氧化鈣的當量是其式量的一半。一莫耳的磷酸(H3PO4)在三

個連續反應中可產生三莫耳的氫離子: 

 H3PO4(aq)  H2PO4
-(aq) + H+(aq)   （1） 

 H2PO4
-(aq)  HPO4

2-(aq) + H+(aq) （2） 

 HPO4
2-(aq)  PO4

3-(aq) + H+(aq) （3） 

假如酸鹼中和只進行到第一個反應，則磷酸的當量等於其分子量。但若磷酸的三個氫

離子完全解離且被中和，則其當量為分子量的三分之一。 

 

克當量(Gram-equivalent weight):  

表示一化合物的當量以克為單位之數值。以硫酸為例，在完全中和的反應中其克當量

為: 98.078 g/2 = 49.039 g，而其毫克當量則為 49.039 mg。 

 

(b)氧化還原反應 

    在氧化還原反應中，一反應物之當量是其分子量(對於非分子的化合物則為其式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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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反應時該反應物中相關原子氧化數變化量之絕對值。以金屬銅溶於硝酸為例: 

 

 Cu(s) + 2HNO3(aq)  Cu2+(aq) + 2NO3
-(aq) + H2(g) （4） 

 氧化數：   0     +1                +2                 0 

銅的氧化數自 0變到+2價，有兩價之變化量，因此銅在此氧化還原反應中的當量為其

式量之半：63.54/2 = 31.77。氫的氧化數自+1變成 0價，只有一價之變化量，所以提供

氫的硝酸的當量為其分子量 63.0129。一當量的反應物會與另一反應物的一當量反應。

在第四個反應中，31.77克的銅會與 63.01克的硝酸反應。所以若欲溶解二毫克當量的

銅(2×31.77 = 63.54毫克)，則需使用二毫克當量的硝酸(2×63.01 = 126.02毫克)。 

 

 

4-3. 濃度(Concentration) 
 

體積莫耳濃度(Molarity或Molar concentration) 

    體積莫耳濃度的定義為一公升溶液中所含的溶質莫耳數。體積莫耳濃度的單位為

mol/L，簡寫符號為M。例如每公升含一莫耳 HCl的溶液，我們以 1 M HCl表示。此一濃度

單位常用於定溫下的化學分析上。 

 

重量莫耳濃度(Molality) 

    溶液的重量莫耳濃度的定義為一公斤溶劑中所含溶質的莫耳數。重量莫耳濃度的單位

為 mol/kg，簡寫符號為 m(或 b)。例如若一莫耳的 NaCl溶解在一公斤的純水中，則該溶液

以 1m NaCl表示。重量莫耳濃度由於不受溫度變化的影響，常應用於須要變化溫度的研究

上，例如本手冊的實驗四(依數性質)。 

 

當量濃度(Normality) 

    當量濃度的定義為一公升溶液中所含溶質之克當量數，其單位為 eq/L，簡寫符號為 N。

一溶液的當量濃度等於體積莫耳濃度或為其整數倍。例如 H2SO4的當量為其分子量之半（若

反應包含兩個氫離子），所以 1.0 M H2SO4 = 2.0 N H2SO4。如克當量及體積均除以 l000，則

當量濃度變成每毫升溶液中的毫克當量數。1.0 N H2SO4是指每一公升中含 1.0克當量或是

每一毫升中含 1.0毫克當量 H2SO4的溶液。 

 

在酸鹼滴定中當量與當量濃度之應用 

在容積測定分析中(Volumetric Analysis)使用當量濃度與當量有簡化計算結果的優

點。在酸鹼滴定到達當量點時，所加入之鹼(或酸)的當量數恰等於被滴定液中酸(或鹼)

的當量數，即 滴定液之總當量 = 被滴定液之總當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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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滴定液N 滴定液 = V 被滴定液N 被滴定液 

例如若使用 0.500N NaOH的標準溶液 35.0毫升滴定一未知酸溶液 20.0毫升可達

當量點，則可知有(35.0×l0-3 L)(0.500 eq/L) = 17.5×10-3 eq的酸在被滴定液中。若酸的克

當量為 46.0g/eq，則原 20.0毫升酸溶液中含酸(17.5×10-3 eq) (46.0g/eq) = 8.05×10-1 g或

每公升中含酸(8.05×10-1 g)(1L)/(20.0 x 10-3 L) = 40.3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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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數據處理 

 

5-1. 測量的不準確性 
 

在數分離的個別物體的數目時，我們可以得到完全正確的結果。譬如算一堆硬幣的

個數或博物館某一櫃內物品的件數，同一個人重複幾次的計數或是不同人的計數，除了

明顯的人為錯誤以外都會得到相同的數目。這相同的數目就是大家都認知的正確結果。

但是對於可連續變異的物理量的測量，比如質量或長度，則無法得到完全正確的結果而

總是會有相當的不準度。其答案如圓周率“π”一樣，無法以有限的數位來表示。不準
度的產生除了測量儀器的限制與實驗者的人為誤差以外，還有與所測物理量的本質有關

而非儀器或實驗者所能控制的因素。因此對任何物理量的測定均須重複至少兩次，最好

是三次或三次以上。一項“真”的數值，正確地說是“可以接受”的數值，通常是由各

相關領域的一群專家運用統計學的方法從最可靠的數據經過客觀的分析後共同決定的。 

 

精準度(Precision)與偏差(Deviation) 

測量的精準度是指結果的再現性，即重複測量所得數據間的一致性。一系列測量值

的算術平均值(Arithmetic Average)通常被認為是最好的數據。精準度最簡單的評估是使用

平均偏差(Average Deviation)。先求得所有測量值的算術平均值，繼而求各別數據與算術

平均值之偏差，再將所有差值視為正值並取其平均即得平均偏差。 

 

範例： 在一系列的測量中得高錳酸鉀溶液的當量濃度為 0.0101、0.l020、0.1012及

0.1015毫當量/毫升(meq/mL)。試求其平均偏差。 

數據編號 1 2 3 4 總和 平均平均平均平均 

測量值(meq/mL)  0.1010  0.1020  0.1012  0.1015  0.4057  0.1014 

偏差(絕對值)(meq/mL)  0.0004  0.0006  0.0002  0.0001  0.0013  0.0004 

結果：當量濃度 = 0.1014 ± 0.0004 meq/mL 

 

    精準度也常以相對平均偏差(Relative Average Deviation; r.a.d.)來表示。相對平均偏差

的定義為平均偏差除以其算術平均值。上述範例之相對平均偏差為： 

 r.a.d. = 0.0004/0.1014 = 0.004（只有一位有效位數） 

以百分比表示則為 

 r.a.d. = (0.0004/0.1014)×100% = 0.4% 

相對平均偏差有時也以 “每千分之一” (parts per thousand parts)或“每百萬分之一” (parts 

per million parts; ppm)表示。  

一個實驗的精準度因實驗者及其所使用的方法與儀器而異。以使用重量法分析水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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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中氯離子含量的實驗為例，有經驗的化學家可藉著一般定量分析用的儀器達到千分之

一或更精準的實驗結果；沒有經驗的學生一般所得的精準度約在百分之一或更好的結

果。複雜的實驗，前述的因素對精準度的影響更大，所以在設計實驗時，實驗者應先考

慮所要求之精準度，再找尋適當的方法與設備加以配合。 

 

準確度(Accuracy)與誤差(Error) 

精密的測量並不一定是準確的，準確度是表示測量值與可接受值的一致性。準確度

可以絕對誤差(Absolute Error)表示，即實驗值減去可接受值之差。相對誤差(Relative Error)

則是絕對誤差除以可接受值；若可接受值未知，則準確度就不得而知了。 

 

範例： 承上例，若高錳酸鉀溶液可接受的當量濃度為 0.1024 meq/mL，試求其絕對

誤差與相對誤差。 

實驗值 可接受值 絕對誤差 

0.1014 meq/mL 0.1024 meq/mL -0.0010 meq/mL 

相對誤差：(-0.0010/0.1024)×100% = -0.98% 

 

 

5-2. 標準偏差(Standard Deviation) 
    平均偏差的計算簡單因此經常被用來表示精準度。但是平均偏差只有在測量次數很

多時(10次以上)才具有相當之可靠度。理論上，標準偏差比平均偏差更能有效的評估精

準度，尤其是對測量次數較少的實驗。 

對一組經過 n次重複測量的數據 a1, a2, a3,…, an，其標準偏差(σ)的定義為： 

 

 σ = [(dl
2 + d2

2 + d3
2 + …+ dn

2)/(n-1)]1/2 

 

其中 dl, d2, d3,…, dn為每一測量值與算術平均值之偏差。 

因計算標準偏差時，各個偏差值均取其平方，所以標準偏差不受偏差值正負的影響。

由統計學可預測有 68.27%的所有重複測量的結果會落在算術平均值加減一個標準偏差

的範圍內；95.45%的所有重複測量的結果會落在算術平均值加減兩個標準偏差的範圍

內。例如若對一物體重複測量其質量得平均值為 24.0731克，標準偏差為 0.0161克，則

額外重複的所有測量中，有 68.27%的機率其結果會落於 24.0731±0.0161克；有 95.45%

的機率其結果會落於 24.073l±0.0322克。一個標準偏差的範圍可以說是有 68.27%的可信

度，二個標準偏差的範圍則有 95.45%的可信度。上述可信度的數值嚴格說來只能應用在

無限次數的重複測量。當重複測量的次數很少時(少於 5 次)，標準偏差則只能視為估計

值，但是對有限的數據而言仍是最有用的精準度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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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分別測得 7顆維生素 C的質量如下。試求其平均質量及標準偏差。 

 質量( g )        偏差( g )           偏差的平方( g2 ) 

顆粒   m d = m-<m> d2 = (m-<m>)2 

 1 0.1073 0.1073-0.1102 = +0.0029 0.0000086 

 2 0.1141 0.1141-0.1102 = -0.0039 0.0000150 

 3 0.1004 0.1004-0.1102 = +0.0098 0.0000966 

 4 0.1126 0.1126-0.1102 = +0.0024 0.0000056 

 5 0.0997 0.0997-0.1102 = +0.0105 0.0001109 

 6 0.1205 0.1205-0.1102 = -0.0103 0.0001055 

 7 0.1170 0.1170-0.1102 = -0.0068 0.0000459 

總和:   0.7716 = Σm                          Σd2 = 0.0003880 

平均質量：<m> = 0.7716 g/7 = 0.1102 g 

標準偏差：σ = [Σd2/(n-1)]1/2 = [3.880×10-4/(7-1)]1/2 g = 0.00804 g 

在 68%的可信度範圍下，每顆維生素 C質量的預期值為 0.1102±0.0080g。

 

 

5-3. 偏差及誤差的衍生 
 

以實驗測量所得到的物理量的數值都帶有精準度的偏差或準確度的誤差。當由實驗

得到的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測量值經數學運算求另一數量時，所以得到的結果亦經由運算

而衍生偏差或誤差。若每個測量值均有已估計之偏差或誤差時，運算結果的偏差或誤差

便可以下列法則處理而得。 

 

1. 在做加減運算時，結果的誤差為所有測量值的平均偏差(或絕對誤差)之總和。 

 

範例:   容器與樣品總重 16.7193±0.0005 g 

 容器重 −  9.8264±0.0005 g 

 樣品重 6.8929±0.0010 g 

(最後的結果若考慮到有效數字， 

 應化簡成 6.893±0.001 g。) 

 

2. 在做乘除運算時，結果的誤差為所有測量值的相對平均偏差(或相對誤差)之總和。 

 

範例: 由實驗測得的一物體的質量和體積求其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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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量值: 
算數平均值 

(或可接受值) 

平均偏差 

(或絕對誤差) 

相對平均偏差 

(或相對誤差) 

質量 9.2152 g 0.0003 g 0.003% 

體積 8.74 mL 0.07 mL 0.8% 

 

計算: 

算數平均值(或可接受值): 

    密度 = 質量/體積 = (9.2152 g)/(8.74 mL) = 1.05 g/mL 

相對平均偏差(或相對誤差) = 0.003% + 0.8% = 0.8% 

平均偏差(或絕對誤差) = (1.05 g/mL)(0.008)  

                        = 0.008 g/mL 

         (最後的結果若考慮到有效數字，物體的密度為 1.05±0.01 g/mL。) 

 

 

5-4. 有效數字(Significant Figures) 
 

對於帶有不準性的數據，我們可以“平均值±偏差”或“可接受值±誤差”的方法表
示其不準確度。此外我們也可以捨去“±”符號及其後的不準度只保留平均值或可接受
值但將其位數縮減，縮減後的數據只有最後一位數字是帶有不準確性的。這種較簡潔的

數據表示方法稱為有效數字。例如 6.8929±0.0010，因其不準度在小數點以下第三位，所

以有效數字的表示法為6.893。(考慮到有效數字，6.8929±0.0010 也應化簡成6.893±0.001。)

又如 1.05±0.008涵蓋的範圍自 1.042至 1.058，其小數點以下第二位已帶有不準確性，因

此有效數字的表示法為 1.05。(考慮到有效數字，1.05±0.008也應化簡成 1.05±0.01。)有

效數字在捨棄多餘的位數時採用“四捨五入”的方法，例如 6.8924±0.0010的有效數字

為 6.892而 6.8925±0.0010的有效數字則為 6.893。 

 

    有效數字的位數(The number of significant figures)所指的是有效數字包括最後一個帶

有不準確性的位數在內總共的有效位數，例如 1.05為三位，6.893為四位。對於較複雜

的數字，我們可以使用科學計數法(Scientific Notation)將其寫成 N x 10n 的 形式，其中 n

為整數，1 ≤ N < 10；N的位數即為一有效數字的位數。例如有效數字 0.00780 = 7.80 x 10-3 

為三位，有效數字 6.022×l023 為四位。對於純小數，其有效位數也是從小數點以下第一

個不為零的位數到最後一個帶有不準確性的位數的總共位數；例如 0.00780從小數點以

下第三位的 7到小數點以下第五位 0為有效位數。 
在科學的文獻上由實驗測量得到的數據幾乎都是以有效數字的形式表示。此類數據間

的運算必須遵循有效數字的數學運算法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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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做加減運算時，結果的小數點以下位數等於各加減數中小數點以下位數最少者。 

範例：     0.784 + 15.16 – 9.6782 = 6.27  (6.2658) 

加減數中 15.l6小數點以下只有二位，所以結果以四捨五入取至小數點以下第二

位。 

2. 在做乘除時運算，結果的有效位數等於各乘除數中有效位數最少者。 

範例：  （6.27×0.08352）÷ 5.784 = 0.0905 

6.27的有效位數有三位，其他兩乘除數均為四位，所以結果有三位有效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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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節    實驗操作技巧 

 

6-1. 傾倒粉末 
 

從瓶中取出粉末狀藥品時使用乾淨的湯匙或刮勺。置粉末於平滑的紙張或稱重紙

上，將紙捲起類似漏斗以便利傾倒；切勿將粉末直接倒入任何窄口的容器中。若取用過

量，多餘的則丟棄，切勿再倒回試劑瓶中。 

注意:身體不可碰觸腐蝕性固體. 

 

6-2. 傾倒液體 
 

傾倒液體時，儘量利用漏斗及玻棒引導傾倒的液體, 如圖一。 

 

 

 

 

p.39  F.0.13(c) 

10.9 cm (70%: 7.63 cm) 

10 lines 

 

 

圖一. 傾倒液體(1) 

 

從試劑瓶傾倒液體時，首先檢查瓶子的外部是否沾有腐蝕性的液體，若有則用濕海

棉或紙巾拭淨。以圖一的方式操作時，瓶蓋必須面朝下才能放置於桌面上，避免因接觸

桌面而遭致污染。從較小的試劑瓶傾倒液體至量筒時，也可以圖二的方式操作：一隻手

握試劑瓶，以食指與中指夾住瓶蓋，使用另一隻手握住量筒的底部。 

 

p.20  F.0.1 

3.5 cm (Scan) 

5 lines 

 

 

 

圖二. 傾倒液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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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以從超過一公升的容器直接將液體倒入窄口的器皿，例如量筒；必須先將液體

到入燒杯內，再使用圖一的操作方法將液體從燒杯倒入窄口的器皿。稀釋硫酸等強酸時,

慢慢的傾倒強酸至冷水中(不可將水倒入酸中)，同時攪拌。取用液體試劑時如果傾倒過

量，多餘的須倒掉，不可再裝回試劑瓶內。 

    在傾倒液體的過程中保持手不接觸液體，操作後以水沖洗雙手。 

 

 

6-3. 液體體積的測量 
 

1. 量筒  

確定視線對齊於液面的凹處如圖三，以防視差。讀取新月形凹處底線刻度。 

注意:不可將熱溶液裝入量筒內。 

 

 

 

 

 

p.27 F.0.6 

7.6 cm (scan) 

10 lines 

 

圖三. 量筒刻度的讀取 

 

2. 吸量管(請參閱 p.10) 

首先練習吸取蒸餾水：確定吸量管底端浸在溶液中，將水吸至超過刻度標示處，利

用食指控制吸球使液面降至標示處，再拿下吸球使液體流入容器中即可。 

在量取試劑時，應先傾倒足夠量的試劑液體於乾淨的燒杯中再用吸量管從燒杯吸

取，不可將吸量管直接浸入試劑瓶中。吸取時要注意不得使液面低於吸量管底端，否則

空氣將會被吸入，可能使溶液灌進吸球中造成液體及吸球的污染。吸量管使用前必須吸

取約吸量管容量 1/10至 1/5的待測液漱洗(rinse)管內，至少漱洗兩次。吸量管使用後必

須先洗乾淨再用蒸餾水漱洗。  

注意:使用吸量管量取液體時切不可用嘴吸取。 

 

3. 滴定管(請參閱 p.10) 

滴定管是一支具有刻度的長玻璃管，能夠準確地釋放出一定量體積的液體。使用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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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管時，先清洗玻璃管，再用水漱洗二至三次，拿下水栓開關(stopcock plug)清洗乾淨，

拭乾後再裝回去。如果水栓開關是玻璃的，可塗抹少許油脂潤滑；若是鐵氟隆的，則不

需塗抹油脂；同時注意開關孔徑的暢通。將洗淨的滴定管以滴定管夾固定於鐵架上。 

使用前先以滴定液漱洗滴定管兩次：使用乾淨的玻璃漏斗架在滴定管頂端管口，以

圖一的方法倒入約滴定管體積五分之一的滴定液，將滴定管從鐵架上取下漱洗後再固定

於鐵架上，打開水栓開關讓滴定液完全流出，將流出的液體倒入指定的廢液收集桶內；

重複前述步驟一次。漱洗後，將滴定液裝入滴定管至零刻度以上，轉動開關，只讓少量

液體快速流出，使空氣氣泡由滴定管尖端排出。補滿滴定液至零刻度。檢查以下三點後

即可進行滴定的步驟： 

(a)確定管壁保持乾淨。 

(b)確定滴定管尖端無氣泡存在。 

(c)確定轉動開關時無滲漏現象。(轉動時，稍微用力將開關往內壓，可避免滲漏。) 

使用完畢後，先讓滴定管內剩餘的滴定液完全流出，再用水漱洗三次(最後一次

須使用蒸餾水)。 

 

吸量管與滴定管的補充說明： 

吸量管及滴定管在使用之前，必須用少許的待測液或滴定液漱洗數次是為了避免液體

被管壁殘留的水份稀釋。漱洗時以搖動、轉動、傾斜等方法，使液體與容器內的所有表面

接觸，包括吸量管刻度上方的管柱。就像用藥水漱口一樣，藥水不但接觸口腔內部所有表

面也與咽喉的管壁接觸。 

為了體積的準確性，管壁內應確實洗淨至當液體流下時不會有任何可以看得見的殘留

餘滴附著於管壁。當液體停止流出後再等待十至二十秒，讓管內的溶液完全流出，再讀取

滴定管的刻度或移走吸量管。滴定管及吸量管的尖端應緊靠在燒杯或其它接受液體的器皿

的內壁，好讓液體沿壁流下而不會在尖端形成液滴。讀取刻度時應平視液面底線，以防視

差，同時可用白紙置於刻度後面，以利讀取。 

 

4. 量瓶(請參閱 p.10) 

量瓶是一在特定溫度下能容納準確體積液體的容器，頸部有一刻度線。使用一已知

重量的固體製備成一定體積的溶液，有下列二種方法： 

(一) 將稱好的固體置入燒杯內加水(或其它溶劑)溶解，視需要攪拌及加熱，如接近沸騰

溫度則用錶玻璃蓋上以防溶液濺出。待溶液冷卻至室溫再倒入量瓶。於鐵環上架一

漏斗引導溶液流入量瓶內，用洗滌瓶沖洗燒杯內壁數次，及沖洗漏斗至完全沒有殘

留液體。 

(二) 假如固體顆粒相當細，不需加熱即可溶解，則利用乾燥的漏斗將固體直接倒入量瓶

中，用洗滌瓶沿著漏斗邊緣沖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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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上述步驟((一)或(二))後，再小心加水直到液面的凹面底部恰好在頸部刻度，

最後幾滴可使用滴管加水。加滿水後蓋住瓶塞倒轉搖晃量瓶至確定溶液已經完全混合均

勻為止。(以方法(二)配製時，至少倒轉搖晃量瓶至少二十次。) 

注意:不可置冰或熱溶液於量瓶中。 

 

 

6-4. 玻璃體積瓶的清洗 
 

對於滴定管、吸量管及量瓶(特別是其頸部)，清潔的要求較一般的玻璃器皿為高。

漱洗時若有水滴或油滴附著於內壁，則表示此容器是髒的，會影響體積的測量，必須再

洗淨。以水及一般清潔劑清洗後再以飽和的重鉻酸鉀硫酸溶液(稱為清潔溶液，cleaning 

solution)洗二次再用水沖洗及蒸餾水漱洗乾淨。 

注意:上述之清潔溶液可重覆使用,切勿任意棄倒。 

 

 

6-5. 修正溫度對液體體積及溶液濃度的影響 
 

測量體積的玻璃容器皆是在特定溫度(通常標示於容器上)下經過校正的，如果使用

的溫度不同於校正容器容積的溫度，則其容積需要依照玻璃的熱膨脹係數做修正。實驗

器材所使用的玻璃的熱膨脹係數介於 1.0×10-5 K-1(軟玻璃)至 1.5×10-5 K-1(Pyrex)。對於 10

℃的溫度變化，玻璃容器的體積約改變 0.010%至 0.015%。因此，若差異小於 10℃，溫

度對玻璃容器容積的影響通常可以忽略。 

較重要的是溫度改變造成溶液體積本身的變化。水及稀水溶液的熱膨脹係數在室溫

附近約為 2.1×10-4 K-1。若一稀水溶液於 20℃製備，但於 25℃使用，則由於溶液體積膨

脹了約千分之一，因此其容積莫耳濃度將下降約千分之一。此影響對於精密的研究工作

下必須作做適當的修正。 

 

 

6-6. 無污染的試劑貯存 
 

化學試劑即使貯存在封閉的容器內，也可能與容器、容器內的空氣、或自身反應

而發生變質。打開瓶蓋或從一容器傾倒試劑至另一容器增加了污染的因子。將未用完的

試劑倒回原來的瓶子是不允許的，這種污染可能使整瓶試劑都不能再使用。將外來物

件，如吸量管或滴管插入試劑瓶內亦是不可以的動作。瓶蓋內部表面必須保持無污染，

不接觸實驗桌或外來物品始可蓋回原瓶子。不是原試劑瓶的蓋子當然也不能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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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本生燈的使用 
 

本生燈是一種簡便的加熱裝置，藉由天然氣與空氣在金屬管內的充分燃燒產生高溫

火燄。一般型式的本生燈如圖四。 

 

 

 

p.31 F.0.7 

5.6 cm (scan) 

7+1 lines 

 

 

圖四. 本生燈 

 

操作步驟： 

1. 關閉本生燈的瓦斯入口閥，稍微打開其空氣入口閥 (不可過大，以免沖熄火燄)。。。。 

2. 連接橡皮管(確定無破孔)一端於瓦斯出口，另一端於本生燈的瓦斯入口，先打開瓦斯

出口，再一手將打火機移近本生燈口點火，另一手同時打開本生燈的瓦斯入口閥使

火燄點燃並呈適當高度。注意：火燄遠離橡皮管及易燃物。 

3. 調整本生燈的空氣入口閥，使火燄燄色呈二層(內為深藍，外為淺藍)。 

4. 可使用擋風板隔開風勢，以免火燄熄滅，瓦斯外洩！(本生燈使用中，須小心留意) 

5. 本生燈用畢，先關閉瓦斯出口，待火燄熄滅，再關閉本生燈的瓦斯入口閥及空氣入

口閥。 

 

天然氣主要成份為甲烷(CH4)，在燃燒的過程中甲烷的氫結合空氣中的氧形成水蒸

汽，，，，可由燒杯底部的凝結水觀察出來；甲烷的碳則結合空氣中的氧形成無色的一氧化碳

及二氧化碳，，，，當空氣流量不足時，，，，會造成燃燒不完全而產生黑色碳粒附著於燒杯底部。。。。

解決方法便是調節空氣流量使燃燒完全。。。。此時火燄會形成兩個燄區，可利用鐵絲測試不

同燄區的溫度：當鐵絲呈暗紅色火燄溫度約 500~650℃，櫻桃紅約 650~750℃，橘色約

750~900℃，黃色約 900~1100℃，白色則超過 1100℃。 

 

 

6-8. 托盤式(Top loading)電動天平 
 

托盤式電動天平是一種容易使用而且準確度相當高的稱量儀器，如圖五。通常最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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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數在千分之一克以內的較精密儀器，其秤盤上有櫥窗覆蓋，以防止空氣的流動影響到

稱量的結果。 

 

 

 

METTLER 

5.6 cm 

圖五. 托盤式電動天平 

操作步驟：  

(a) 確認水平儀中的氣泡在圓圈中央，可旋轉天平前部的水平足，調整氣泡位置。 

(b) 打開電源(輕壓控制鍵)，待天平自動校正歸零(螢幕上各位數歸零)。 

(c) 放稱量紙於秤盤上，關上櫥窗，重新歸零(輕壓控制鍵)。 

(d) 逐次微量放置試藥。 

(e) 關閉櫥窗，待螢幕上數據固定後，讀取數值。 

(f) 取出試藥，關閉電源。(因儀器型號不一，請參看天平上的說明操作) 

 

注意：(a)試藥置入或取出時，須輕柔小心，避免試藥掉落於天平上。 

(b)保持天平內外，秤台清潔及桌面乾燥。 

(c)天平為精密儀器，禁止放置熱物品或用力敲擊。 

(d)天平有任何問題隨時通知助教，切勿自行動手解決。 

 

 

6-9. 傾析和過濾 
 

傾析 (Decantation)是將沉澱的固體與沉澱物上的澄清液體（稱為上澄液

(supernatant)）分離的程序。在不擾動固體的情況下，小心地倒出液體，如圖六。若溶

液呈混濁狀，固體懸浮於液體中，則可使用離心機促進沉澱。離心機的使用將在本手冊

的實驗八中討論。 

 

 

p.38 F.0.13(a) 

7.0cm (70%: 4.9 cm) 

 

圖六. 傾析 

過濾(Filtration)則是將固體與液體的混合物攪拌後倒入裝有濾紙的漏斗中而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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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液分離的程序：液體通過濾紙的小孔洞，固體則留置於濾紙上。通過濾紙的液體稱為

濾液(filtrate)，而留在濾紙上的固體則稱為過濾的殘餘物(residue)。過濾的裝置與步驟如

圖七。 

 

 

 

 

 

 

 

Al-Recovery 

14 lines 

 

 

 

 

 

圖七. 過濾裝置 

 

操作步驟： 

(a) 將濾紙對折成半圓形。。。。 

(b) 再對折，從半圓形一端撕下一截角。。。。 

(c) 撐開濾紙使呈錐體，放入漏斗中，加一些水（如果過濾的溶液其溶劑不是水，則此

程序將以溶液所使用的溶劑代替水。）使濾紙緊貼於漏斗，倒入一些水於漏斗中，

以確定過濾動作正確合適。如在漏斗與濾紙間發現氣泡，可緊壓濾紙以去除之。 

(d) 將被過濾的混合物依照圖七及下述的指示倒入漏斗中。 

 

被過濾的混合物須直接倒入漏斗中，應避免沿著漏斗壁流入接收瓶，可使用一玻璃

棒引導液體的流向，漏斗裡的液面不可超過濾紙邊緣。上述之操作是要避免部分混合物

不經濾紙，而沿著漏斗壁流入接收容器，影響過濾的效果。漏斗必須用鐵環固定於鐵架

上，其尖端應與接收器之器壁保持接觸。 

 

對於水溶液中沉澱物的純化通常先用傾析的方法清洗，再以過濾將沉澱物轉移至濾

紙上。 

用傾析的方法清洗固體：傾倒上澄液通過過濾裝置後，於燒杯中加入約 25mL的水，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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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以使固體與水均勻混合，待固體再度沉積，再倒出上澄液。重覆此步驟 3或 4次。 

沉澱物的轉移：清洗完固體後，再於燒杯中加入約 25mL的水，攪拌，不待固體沉積即

將混合物倒入裝有濾紙的漏斗中。在此過程中，大部分的固體可以被轉移至濾紙上。至

於剩餘的部分，則利用圖八的方法，簡述如下：一手以食指握住玻棒將其橫置於燒杯口，

用手掌握住整個燒杯，然後把燒杯傾斜，使固體沿著玻棒流入漏斗中，再以另一手使用

洗滌瓶將附著於杯壁的固體沖下。 

 

 

 

 

p.39 F.0.13(d) 

9.6 cm (70%: 6.7 cm) 

9+1 lines 

 

 

 

 

圖八.沖洗出燒杯內的固體 

 

 

6-10. 水流式抽氣與真空過濾裝置 
 

注意: 應使用厚壁的設備，以避免內外壓力相差太大，玻璃器材破裂，而產生危險！ 

 

水流式抽氣裝置最主要的部份是一接在水龍頭下方的水流式抽氣器(Aspirator)。當

水流快速通過抽氣器時，會帶走接於抽氣器側管上的容器內的空氣，而使容器內部形成

真空。真空過濾裝置如圖九（此裝置也稱為抽濾(suction filtration)裝置）：以一厚橡皮

管連接過濾瓶與中間瓶，另一厚橡皮管連接中間瓶與抽氣器。過濾瓶與中間瓶最好都以

鐵環固定於鐵架上，以避免傾倒。中間瓶是一瓶塞上有三支玻璃管的 250mL厚壁錐形

瓶。使用中間瓶（也稱為安全瓶）的目的是在避免抽氣器的水倒灌入已形成真空的過濾

瓶。倒灌易發生於開關水龍頭、調整流量、以及水流不穩定時。過濾瓶上通常使用白磁

漏斗，選擇剛好遮蓋漏斗上的孔隙而不大於漏斗內徑的濾紙平置於漏斗內(不必折疊)。

以欲過濾之溶液的溶劑濕潤濾紙，打開真空裝置，再倒入溶液過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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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 F.0.12 

7.2cm 

9 lines 

 

 

圖九. 真空過濾裝置 

 

中間瓶的三支玻璃管分別穿過瓶塞上適當之孔徑。其中一支玻璃管約長 25公分，

距一端約 7.5公分處具 90°彎管，連接至抽氣器。另一支玻璃管約長 15公分，中間部分

具 90°彎管，連接至過濾瓶。第三支玻璃管為直管約長 15公分，上接一約 3公分長的橡

皮管，橡皮管裝上一個夾子以提供釋放真空的選擇。三支玻璃管的尖端須過火，以燒融

其邊緣不齊的部分。（也可以使用另一支過濾瓶做為中間瓶，其瓶塞只須兩支玻璃管，

與過濾瓶的連接使用其側管。） 

 

注意:將玻璃管推入瓶塞時，玻璃管很容易折斷破裂而插入手掌，使手部受傷，所以在操

作之前，請先閱讀有關的安全技巧，如緒論 6-12 所述。 

 

使用水流式抽氣幫浦(如圖十(a))與過濾瓶是另一種的真空過濾裝置。使用時，將過

濾瓶支管緊密連接於抽氣幫浦上的真空軟管(如圖十(b))即可; 此外，需留意水箱水位必

須充足，其中的水流必須保持循環(另接水管加水於水箱，過多的水則由排水口排出)。 

 
 

 
 
 
 
 
 
 
 
 (a) 構造圖 (b) 裝置圖 

圖十. 水流式抽氣幫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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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軟木塞及橡皮塞的鑽孔 
 

注意:在鑽孔時，絕對不可以將手掌放在塞子的背面，作為施力的支撐點。 

 

軟木塞或橡皮塞常須要被鑽孔以容納玻璃管、玻璃棒、或溫度計的穿透。選擇一外

徑比欲穿透的玻璃器材孔徑稍小的鑽孔器，將軟木塞或橡皮塞放置在較柔軟的表面上

（例如木板、硬厚紙板等），將鑽孔器對準塞子欲鑽孔的位置，以旋轉的力量開始鑽孔，

大約在鑽孔器深入塞子二分之一的高度時，取出鑽孔器，並排除其中之軟木屑或橡皮

屑。轉換塞子的上下面，使鑽過的塞面朝下，再以鑽孔器從未鑽過的塞面對準鑽入，以

完成孔洞的穿鑿。鑿通後，將鑽孔器來回的自塞子的一端穿過至另一端，使孔洞順暢。 

 
 

6-12. 玻璃器材套入軟木塞、橡皮塞及橡皮管 
 

注意:截一段玻璃管並施力將之套入橡皮塞，是在實驗室中最容易造成意外傷害的動作，

因為強烈的施力很可能造成玻璃管瞬間破裂，並使破碎的玻璃片插入手掌，導致

意外發生，所以，請依照下述技巧小心操作。 

 

(a) 確定玻璃管尖端已過火，尖銳不齊的部分已燒融。 

(b) 以潤滑劑（甘油或肥皂水）沾溼塞孔及玻璃管尖端。 

(c) 指尖抓緊玻璃管，對準塞孔慢慢推入。 

(d) 使用工作手套以保護手部。 

(e) 避免強力將玻璃管擠進塞子，可以用旋轉塞子套入玻璃管的方式來取代。如要將玻

璃管與塞子分開，則依（c）操作。如果玻璃管塞住不動，不要強力拉開，可找助教

想辦法。通常在塞孔中加入一些潤滑劑，有助於將玻璃管與塞子分開。 

 

 

6-13. 架設蒸餾設備 
 

注意:避免在玻璃器材的聯結之間形成張力，亦不可在封閉系統內加熱。不要將加熱的試

管口對準任何人（包括自己），並應該對所有的操作力求了解。 

 

在架設蒸餾設備時，對於所要使用的各式夾子、鐵環、支架及三腳架等器材，應完

全熟悉。必要時可練習其使用方法，並須將下列規則銘記於心： 

1. 體積大於試管之玻璃器材，必須自其底部支撐。鐵環或是三腳架上置一陶瓷心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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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燒杯或錐形瓶，有很好的支撐作用。 

2. 如需加熱，必須事先注意： 

a. 加熱燒杯、錐形瓶及蒸發皿時，可使用陶瓷心網以使熱量均勻分佈。 

b. 試管可直接在火燄上加熱，但不可直接加熱於試管底部或液面上方的管壁。因如

加熱於液面上方的管壁，則可能造成過熱，而使試管破裂；如加熱於試管底部，

則可能形成大氣泡，使試管內的物體衝出管口。 

c. 坩堝可以三腳鐵環支撐，並直接在火燄上加熱。 

d. 試管夾只能用於小試管。 

e. 量筒及其他已經校正過體積之玻璃器材，不可以加熱或置入烘箱烘乾。不要使用

空氣壓縮機來乾燥玻璃器材，因其壓縮空氣中可能含有油和水。 

f. 加熱時，須注意使夾子、軟木或橡皮遠離火燄。夾取試管及錐形瓶，以接近管口

處為佳，注意夾緊但力量不可過大，以免玻璃破裂，造成危險。 

g. 當加熱使固體熔化時，注意容器口必須傾斜，以避免熔融物噴出。 

 

 

6-14. 蒸餾程序 
 

液體溶液及混合物通常可以蒸餾將之分離及純化。蒸餾裝置如圖十一。 

 

 

 

 

 

World of Chemi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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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lines 

 

 

 

圖十一. 蒸餾裝置 

 

蒸餾時，最易揮發的成分先被蒸發，然後再被凝結收集於接收瓶中。熱蒸汽可以用

水冷式冷凝管來達到冷凝的效果，引進熱蒸汽的管路需與冷凝器相連以避免蒸汽逃逸；

冷卻水應自下向上流動，以確定可均勻接觸管壁；冷凝管與接收瓶間不可密封。被冷凝

下來的液體即為蒸餾液，蒸餾瓶中所留下來的液體或固體，則稱為殘留物。另外必須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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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是：蒸餾瓶中的液體不可超過半滿，以免液體有機會衝入冷凝管；蒸餾瓶中必須加

入沸石，以避免液體突沸。 

 

 

6-15. pH計與 pH滴定 
 

pH 計是可直接並持續偵測溶液中所含氫離子濃度多寡的電子儀器，其優點是便

宜、可靠並方便使用。藉由 pH計可產生一與溶液 pH值成正比的電壓而顯示在記錄器

上的特性，一般實驗室及工業化學生產現場可將其應用在自動控制程序中，作為參考信

號。即使 pH指示劑及 pH試紙在一些快速、定性偵測，及經濟考量上仍具有價值，但

在現代化的實驗室裡，pH計已經幾乎完全取代傳統 pH指示劑及 pH試紙的使用了。 

自從 1906年發現具不同氫離子濃度之兩溶液以一薄玻璃膜分隔將會產生一電位差

之後，pH計的發展研究才開始起步。pH計基本上是一測量此電位差之電子伏特計。進

一步的研究發現，只有特定成份的玻璃薄膜才能顯示出氫離子濃度與電位差之間的效

應，而其他各種特殊成份的玻璃薄膜則分別可顯示出 Li+、Na+、K+、Ag+等離子濃度與

電位差之間的效應。除了玻璃，使用其他材質的薄膜，已經發展出一系列可直接測量出

溶液中，各種陽離子與陰離子濃度之偵測儀器（稱為離子選擇電極 (ion-selective 

electrode)）。 

除了玻璃薄膜，要測得被薄膜所分隔的兩不同氫離子濃度之溶液的電位差必須使用

兩參考電極。典型的商用 pH計以及電極組合如圖十二。 

玻璃電極包含一連接至 pH計的銀-氯化銀參考電極（Ag-AgCl electrode），此電極

插入填充於玻璃薄膜內部一已知濃度的 HCl溶液（通常使用 0.1N）中。另一連接至 pH

計的參考電極為飽和甘汞（Hg2Cl2）電極（saturated calomel electrode）。當玻璃電極與

飽和甘汞電極同時插入待測溶液中，由於兩參考電極都具有固定不變的氧化還原電位，

因此 pH計所測得之電位差只隨玻璃薄膜內外溶液的氫離子濃度而變。又因為薄膜內部

溶液的濃度已知且為一固定值，所以由 pH計所測得之電位差可經由電路直接轉換成待

測溶液的 pH 值。在圖十二中，玻璃電極與飽和甘汞電極是分離的，但在較新型的 pH

計中，兩者往往被組合成一個單位，而不是分為兩部份。 

作為 pH偵測器，玻璃薄膜表面必須保持溼潤，以維持其良好的功能。由於薄膜必

須負責其表面結構與溶液的氫離子交換，在此程序中，水分子必須從薄膜表面往內擴散

到達 10-5 -10-4 mm的深度。因此，玻璃電極必須在水中保持溼潤。已經乾燥的電極則會

失去 pH偵測的敏感度，唯可在水中浸泡數小時以恢復其功能。本實驗所採用的 pH計

如圖十三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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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二. (a) pH計及電極組合  (b) 玻璃電極(左)與飽和甘汞電極(右) 

 

 

 

 

 

 

 

 

 

 

 

 

 

圖十三.Orion pH計的上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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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ion pH計的校正及操作步驟 

1. 備好 pH標準液 (pH 4.00及 7.00)，蒸餾水(裝入乾淨的洗瓶，以便噴洗電極和溫度探

棒)，預備盛裝廢液的燒杯和面紙。 

2. 接好電源，電極及探棒(將電極和探棒固定在電極架上；一些較新的電極線路較粗,已

附加探棒在其中)。將電極前端外套(內含填充液或KCl保存液，請另外放置好)取下(注

意:電極的”填充液注入口”必須打開，且其填充液的高度必須高於偵測溶液至少

1cm )，用蒸餾水沖洗電極及溫度探棒，以面紙吸乾吸乾吸乾吸乾水份，再將電極及溫度探棒浸入

pH 7.00的 pH標準液中。 

3. 按”power”鍵，待螢幕出現 pH值及溫度，螢幕右上方則顯示▓MEASURE。 

4. 按”mode”鍵，使螢幕上方出現▓CALIBRATE，再按”yes”鍵(此時螢幕下方出現 P1，

▼指向 7)。 

5. 待螢幕右方出現”ready”， 按”yes”鍵(此時螢幕下方出現 P2，▼指向 4)。 

6. 移出電極及溫度探棒，用蒸餾水沖洗電極及溫度探棒，以面紙吸乾水份，再將電極及

溫度探棒浸入 pH4.00的 pH標準液中。 

7. 待螢幕右方出現”ready”， 按”yes”鍵(此時螢幕下方依序出現”SLP”(即 slope%)字樣及

其數值，若在 92~102%為正常)。 

8. 待螢幕右上方顯示▓MEASURE時，就可進行待測液 pH值的測定(如步驟 9)。(此時

螢幕下方▼同時指向 4和 7) 

9. 用蒸餾水沖洗電極及溫度探棒，以面紙吸乾水份，再將電極及溫度探棒浸入待測液

中，待螢幕右方出現”ready”，即可將顯示的數據確實記錄下來。 

10. 偵測待測液過程中，螢幕會因省電設定而自動消失，可再按”power”鍵，若螢幕下方

▼同時指向 4和 7，則可繼續偵測，無須再校正。 

 

※使用完畢以後，power off，電源插頭拔下，主機保持乾燥，整組器材留原位(包括操
作說明)，電極須套上外套(內含填充液，可找助教添加)。 

 

注意: 1. 每一次校正或測量前，電極及溫度探棒必須充分洗淨吸乾水份。 

2. 測量時，電極及溫度探棒必須深入待測液 1cm以上，且待螢幕出現”ready”，

始可讀取數值。 

3. 電極棒須保持站立，勿倒立，勿平躺。 

4. 電極前端之玻璃薄膜非常脆弱，請小心使用，勿撞擊此處，破裂後即無法

使用。 

5. 主機請勿浸入水或溶液中，以免損壞。電極插座或接頭須保持乾燥、清潔，

以維持精確度。 

6. 實驗課中，電極可浸於蒸餾水中保持濕潤，課後亦須浸於填充液或 3M K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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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液中(將電極前端外套套回，填充液或 KCl保存液不足則須加添)。 

7. 有任何問題請隨時通知助教。 

 

使用 pH計於 pH滴定的程序 

除了測定溶液的 pH 值以外，pH 計還可以持續的偵測溶液中 pH 值的變化。使用

pH計做酸鹼滴定的裝置如圖十四，其程序步驟如下： 

 

 

 

 

 

 

 

 

 

 

 

圖十四. pH滴定的裝置 

 

準備工作 

玻璃電極必須確定保持溼潤。確定有足夠的熱機時間(有些 pH計需要 10至 30分

鐘的熱機以達穩定)，並且在使用的過程中不要關機。熱機或不處於偵測狀態下，主機

功能選擇鈕轉到 standby(待機)位置。 

 

注意：因為電極之玻璃薄膜非常脆弱而且容易損壞，所以應小心保護電極，避免撞擊。    

 

儀器校正 

1. 主機應已完成熱機，確定功能選擇鈕位於 standby。取出濕潤的電極以蒸餾水沖淨，

小心地以拭鏡紙吸乾電極上的水份。完全充分濕潤的電極，可置於空氣中 10-20分

鐘而不致喪失過量的水分而影響其功能。 

2. 以溫度計測量待測溶液的溫度，將溫度調整鈕轉至所測得的溫度。較精密的 pH計則

有自動的溫度補償設施。 

3. 將電極浸入專為校正用之緩衝溶液，等待約 2分鐘，使達溫度平衡，將功能選擇鈕由

Standby轉至 pH並用 pH校正鈕調整 pH讀數至正確的數值。通常需要使用兩種相差

約三個 pH 單位的緩衝溶液做校正，如果調整 pH 校正鈕使一個緩衝溶液的讀數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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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卻無法將另一個緩衝溶液調整至正確讀數，則可能是因為下列的原因： 

a. 主機熱機時間不夠。 

b. 電極不穩定，通常由於玻璃電極不夠濕潤。 

c. 校正用之緩衝溶液有問題，可能配製不正確，或是變質了。有些緩衝溶液會被細

菌分解。 

d. 主機的電路有問題，需要調整或修護。 

4. 再將功能選擇鈕轉至 Standby，自校正液中取出電極，以蒸餾水沖淨，小心地以拭鏡

紙吸乾電極上的水份。 

5. 待測之樣品準備，以 150-250mL燒杯裝入 50-100mL樣品溶液為適當，樣品的體積必

須被測量並記錄，將電極浸入被滴定液，調整電極位置，使不與攪拌器或其他設備

接觸撞擊，並且，薄膜部份完全浸入溶液裡，但不接觸到燒杯底部。 

 

滴定 

1. 被滴定液需要攪拌，馬達控制攪拌器或是磁石攪拌器都可以，但須確定其不會危害到

電極。 

2. 在電極浸入被滴定液後，須開始攪拌並等待 2分鐘，以使溫度到達平衡。將功能選擇

鈕由 Standby轉至 pH。 

3. 未加入滴定液之前，先記錄溶液的 pH值。 

4. 滴定管中裝好滴定液，將滴定管的位置調好並固定，讀取滴定管中滴定液的讀數並記

錄下來。 

5. 穩定滴入固定量的滴定液，一開始時量可較多，但接近當量點時則降低滴入量，滴定

液多寡的控制，須視滴定系統本身而定。一般來說，一開始每一個測量點可以固定

加入 1 mL滴定液，或是以改變 0.2個 pH值為間隔，當 pH值變化較快時，表示快

接近當量點，此時滴入的量就必須減少（滴入約 0.1 mL），直到通過當量點，之後

可再滴入較多之滴定液直到平滑的滴定曲線完成。由於空氣中的 CO2容易溶於水形

成碳酸，影響滴定測量的結果，因此有時候溶液必須以煮沸過已除去 CO2的蒸餾水

來配製，並在配製後儘速完成滴定以避免空氣中的 CO2又溶於水溶液。 

6. 當滴定完成，將功能選擇鈕轉至 Standby，再取出電極，以蒸餾水沖淨，然後將之浸

入蒸餾水中。 

 
 
6-16. 吸收光譜法與分光光度計 
 

化學的定量分析方法可分為古典分析法及儀器分析法。對質量與體積等發展於早期之

測量方法，稱為古典分析；其他的定量分析法，一般則歸於儀器分析。吸收光譜法（Absor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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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troscopy）是利用物質吸收光的一種重要的儀器分析方法。其中使用稜鏡或繞射光柵將

不同頻率的可見光或紫外光分開，以測定試樣的吸光特性的儀器稱為分光光度計

（Spectrophotometer）。 

 

光與物質的作用    光譜法中的“光”泛指帶有能量的電磁幅射，包括可見光和頻

率比可見光低的無線電波、微波、紅外光，以及頻率比可見光高的紫外光、X 射線、加

馬射線（γ-rays）。當光通過物質，可能會與物質的原子、分子、或晶體發生能量交換。

物質的能量以轉動、振動、及電子能等形式存在。而光能的吸收則造成以上任何或所有

形態能量的增加。物質內部的轉動、振動、及電子能是量子化的，而且每一種物質有其

獨特的能階形態，只有某些特定頻率的光才能與其作用轉移能量。 

物質內部的轉動與振動，其能階差相當於微波與紅外光區域的電磁波，電子能的能

階差則相當於可見光與紫外光區域的電磁波。各種物質具有不同的顏色，就是因為每一

種物質的電子能階具有其獨特的形態，各種物質所吸收的可見光頻率不同的緣故。 

 

吸收光譜法    吸收光譜的方法，是將光通過待測樣品，然後測量光被吸收的波

長，以及在各吸收波長下光被吸收的量。實驗所得到的光被吸收的程度與波長或頻率的

對應關係圖稱為吸收光譜（參見圖十六）。由於各種純物質各有其獨特的光譜就像每一

個人的指紋一樣，因此由吸收波長的光譜位置可分辨出樣品的成份。此外，由於光被吸

收的程度與物質的數量有關，藉由光在某些特定頻率被吸收的程度則可得到樣品中各個

成份的濃度。 

 

分光光度計    吸收光譜法所使用的儀器因光源的波長/頻率範圍以及所對應的物

質能量系統的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分光光度計是測定可見光及紫外光吸收光譜的儀

器，也稱為紫外可見光譜儀。圖十五為分光光度計的基本組成元件。當光源通過稜鏡或

由繞射光柵反射，不同頻率的光被分開，並以不同的角度分散發射出去，再經過預設之

狹縫後，只有一小部分的波帶可通過樣品槽中之試液管，並到達光偵測器。藉著轉動稜

鏡或光柵，所有波長的光帶將依序完全通過狹縫、樣品槽以至光偵測器，偵測器將會產

生一個表示測量波長及光強度的電子訊號。當試液管中未置入樣品，偵測器會顯示出由

光源發出的光強度與波長的對應關係，如圖十六(a)；置入樣品後，樣品會吸收光，偵測

器所得的結果就會與圖十六(a)不同，如圖十六(b)，(c)。圖十六(b)與圖十六(c)的光譜強

度不同，是因樣品中濃度不同的緣故。 

 

吸收度    分光光度計及紅外線等其他吸收光譜儀通常以透光百分率（percent 

transmission）（%T）及吸收度（absorbance）（A）（又稱為光學密度，optical density）

兩種計量，來表示測量的結果，其定義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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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波長下的透光百分率： 

％T =（通過樣品後的光強度/ 通過樣品前的光強度）x 100 （1） 

吸收度： 

A = log10（100/％T）= 2 – log10（％T）  （2） 

若一樣品完全透明不吸收光，則 ％T = 100，A = 0；若一樣品吸收所有的光，以致

於沒有光到達偵測器，則 ％T = 0，A = ∞。 

 

 

 

 

 

 

 

 

 

15 lines 

 

 

 

圖十五. 分光光度計的基本組成元件 

上圖為使用稜鏡分光的儀器；下圖為使用繞射光柵分光的儀器。 

 

 

 

 

 

 

10 lines 

 

 

 

 

圖十六. 分光光度計的吸收光譜 

(a) 試液管中未置入樣品 

(b) 試液管中置入較稀的葉綠素溶液  (c) 試液管中置入較濃的葉綠素溶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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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爾定律    在樣品的濃度與吸收度之間，有一個簡單的關係式： 

 

 A = a⋅b⋅c  （3） 

 

其中，A 是偵測的吸收度，b是光穿過樣品的路徑長度，c是樣品的濃度，而 a則

與樣品在特定的波長下的吸光能力有關，稱為消光係數（extinction coefficient or 

absorptivity）。（若 b的單位使用 cm，c的單位使用 mol/L，則 a稱為莫耳消光係數，

通常另以符號 ε 表示，ε 的單位為 L cm-1 mol-1。）式（3）是有名的比爾-朗伯定律（the 

Beer-Lambert law），簡稱為比爾定律。 

 

檢量曲線    根據比爾定律，若 a與 b為常數，則吸收度與濃度成正比。理論上，

只要從一已知濃度的標準溶液的吸收度，由 A/c即可求得 a與 b的乘積。若 a⋅b為一常
數，則對於與標準溶液含有相同吸光物質的溶液，由其吸收度依式（3）就可以得其濃

度。然而，一方面考慮到第五節所討論的“測量的不準確性”，另一方面由於消光係數

在一般的實驗條件下並不一定是常數（這一點將在下一段做進一步的說明），因此使用

比爾定律做定量分析時，必須要先作一檢量曲線圖。其方法如下：在一定的濃度範圍內

製備三或四個不同濃度的標準溶液，分別測量其在特定波長下之吸收度，以吸收度對濃

度作圖，迴歸後即可得到檢量曲線（calibration curve）。對於待測溶液，則可由其吸收

度根據檢量曲線(以內插法)求得其濃度。在本手冊的實驗中，依照設計的條件與步驟，

所得到的檢量曲線都會接近直線。但是，檢量曲線即使為非線性，只要圖形具再現性，

仍可被用來做為定量分析之用。 

 

比爾定律的限制    比爾定律有其使用上的限制，我們必須注意其限制的條件，以

獲得可信的測量結果。比爾定律最主要的限制，是由於在其推導的過程中假設對任一純

物質在一定波長下其消光係數與濃度無關。而消光係數會受到樣品分子間作用力的影

響。由於分子間的作用力與其平均距離有關，亦即受到濃度的影響，所以消光係數也會

受到濃度的影響。只有在稀溶液中，濃度對分子間作用力及消光係數的影響可以忽略。

另外，如溶液中有任何化學反應發生，不同物種的濃度亦會改變，所以，比爾定律只適

用於不發生反應的稀溶液（濃度＜0.01M）。 

比爾定律也有儀器上的限制。式（3）中的吸收度 A 是根據式（1）與式（2）的定

義計算得到的，即假設經過樣品被吸收的是單色光（只有單一波長及頻率的光，

monochromatic light）。雷射光源是可以滿足此種假設，可是大多數分光光度計的光源，

像鎢絲燈泡，會放射出寬廣範圍的波長。圖十五中，偵測器前狹縫的寬度多少會允許一

波長範圍的光經過，狹縫的寬度越小，則波長範圍越小，所偵測到的光愈接近單色光。

但若狹縫的寬度做得很小，那麼偵測器的敏感度必須提高，否則無法偵測到少量的光。



緒論 

 39

因為敏感的偵測器很貴，所以也顯出經濟與技術的雙重侷限。由圖十六(b)，(c)可明顯的

看出同一試樣在不同的波長下有不同的吸收度，亦即不同的消光係數。當使用多色光

(polychromatic light)而不是單色光時，通常將導致濃度與吸收度之間產生非線性關係，

檢量曲線不是一條直線。若在一波長範圍內吸收度變化量很小時，此一非線性關係可被

降至最低。因此在作檢量曲線圖時，吸收度通常使用一吸收帶的最高值。（在最高值，

吸收度對波長的微分為零，即吸收度因波長的變化所產生的差異最小。）。圖十七的例

子顯示吸收度若選取一吸收帶的最高值（波長範圍 B）所得的檢量曲線為一直線，若吸

收度選取不當（波長範圍 A）所得的檢量曲線不是一條直線。 

 

 

 

 

 

 

 

 

 

圖十七. 波長範圍的選取對檢量曲線的效應 

 

    雙束分光光度計與單束分光光度計    分光光度計依照儀器的設計分為單束

（single-beam）與雙束（double-beam）兩類。雙束分光光度計同時以兩道相同波長及強

度的光束通過兩個試樣管，其中一個只加入溶劑（稱為空白試液），另一個則加入樣品

溶入溶劑的待測溶液。此兩試樣管吸收度之差，即為樣品吸收的部份。使用“雙束”的

目的是要消除試樣管造成的反射與散射、溶劑分子與玻璃吸收部分光線等因素對樣品吸

收度可能造成的誤差。使用單束分光光度計則必須將空白試液與待測溶液分開依次測量

以消除上述因素的影響。 

 

    單束分光光度計的操作步驟    下列步驟只是針對一般的儀器(如圖十八)進行解

說，至於所使用儀器之詳細操作情形，可由助教在上課時進一步說明。 

 

操作步驟（參考圖十八） 

1. 通常在儀器開機之後，必須充分熱機(至少須 5分鐘，有的儀器可能須要 1小時)。以

確定光源及偵測器已經穩定。 

2. 沖洗試液管。空白試液與待測溶液應使用相同的試液管。手指不可接觸到試液管 3/4

的高度以下，因為任何的指紋或油污都會影響吸收值。以拭鏡紙小心擦拭清潔試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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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外壁。不要使用容易刮傷試液管的紙巾，任何碰傷或刮痕皆會使兩個試液管產生

差異，如果試液管內部不乾淨，可請問助教解決的方法。 

3. 將每一個試液管以蒸餾水沖洗乾淨，去除前一個樣品的殘餘物，儘可能的完全倒出沖

洗後之洗液。 

4. 以少量的待測溶液漱洗試液管 3至 4次，以避免溶液被殘留的蒸餾水所稀釋，以拭鏡

紙小心擦乾試液管外部。 

5. 將待測溶液倒入試液管至約 1/2至 2/3的高度，並確定沒有小氣泡附著在內壁，外壁

也沒有任何的髒污及刮痕。 

6. 調整分光光度計： 

a. 轉動波長調整紐，選擇適當的波長。 

b. 在樣品槽不置入試液管並上蓋的情況下，此時光的路徑被堵塞，其％T應為 0，

所以此時應調整“0%T歸零紐”，使指針指向％T = 0。如有必要，此步驟可隨

時調整。 

c. 插入裝有空白試液的試液管於樣品槽中，調動歸零紐旁之“100％T 調整紐”，

使指針讀數為 100％T（或 0吸收度）。然後再取出空白試液。 

d. 插入裝有待測溶液的試液管於樣品槽中，自儀器上可讀取其透光百分率與吸收度

的讀數。 

7. 如果需要，可進行在相同波長下，以一系列已知濃度的標準溶液作檢量曲線圖。吸收

度對已知濃度的關係圖形，可以幫助我們由未知溶液的吸收度，依圖形來決定此未

知溶液的濃度。為了獲得準確的讀數，常常檢查儀器 0%T及 100％T 的設定，是明

智的。 

 

 

 

 

 

 

 

 

 

 

 

圖十八. 單束分光光度計 

第七節    記錄本與實驗報告寫作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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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實驗室裡的工作忠實的以簡單明瞭的形式記錄下來是每一個科學家的基本責任。因

此，保持清晰的記錄，包括所有的觀察、計算、及結果，是非常重要的。記錄通常以永久

性之筆墨寫在硬式封面的記錄本，以便於保存。每一個實驗需標示當日之日期，以及每一

個觀察結果的時間。倘若記錄須加更改，不可將原有的記錄完全拭去，只可用線刪去，並

標示更改之日期與理由。記錄雖然簡明，但是必須做到能夠使日後的讀者，包括你自己，

從記錄的閱讀可以明瞭你當時所進行的實驗。若在實驗手冊中已經詳述的步驟，則不需要

一一重複記錄，但仍需記下適當的參考資料，譬如實驗手冊名稱及其頁數等。 

 

到實驗室前，仔細閱讀實驗內容後，依下列項目逐一列在實驗報告本上： 

 

1. 實驗名稱及日期。 

2. 目的原理─簡述實驗操作目的與實驗所應用之理論，包括重要的方程式。 

3. 回答實驗前之習題。 

4. 實驗方法─ (a)參考實驗手冊，列出實驗簡明大綱。 

(b)記錄實際完成實驗的步驟，包括助教修改之步驟。不可不經思考地抄襲

實驗手冊上之步驟。 

5. 結果─詳細記錄實驗觀察與數據。以列表方式處理數據，並須詳列計算過程。 

6. 討論─根據所應用之理論觀點來解釋你的實驗結果與分析誤差。回答實驗手冊中相關之

問題，以及任何可改進實驗之建議。 

7. 總結─根據實驗內容及所得之結果作成結論。 

8. 於此實驗課程中，實驗結果、結論，與計算均須記錄在手冊中之報告紙上，將報告紙裁

下，連同其他助教所要求之資料一併交給助教。（實驗報告的詳細格式及每次報告的繳

交時間會由助教在上課時宣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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