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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課本

水溶液的濃度

p.108

在物品的包裝上常會看到以%或

ppm等符號來標示其重要成分的含

量。為何有許多不同濃度的表示方

法？它們之間要如何轉換？

商品標示



對照課本p.108

同學去買手搖飲料時，店家常會問喜好的甜度，當糖加得愈

多，我們可以感受到飲料愈甜，其實這就代表飲料中糖的濃

度愈高。所謂濃度是指定量溶液或溶劑中溶解溶質的量。

甜度冰塊？

推薦半糖少冰喔！

生活中常見的濃度



對照課本p.108

溶質重(g)
重量百分率濃度(%)＝ x100%

溶液重(g)

濃度的表示法有許多種，常因溶液特性或實驗上的需求

而選擇適合的濃度表示。如包裝上常見的符號%是重量

百分率濃度的表示法，意指每100克溶液中所含溶質的

克數，其中溶液重＝溶質重＋溶劑重。

3 - 2 . 1常見濃度的表示法



對照課本

重量百分率濃度

p.108

如市售的液體電蚊香標示含滅蚊有

效成分美特寧0.2%w/w，表示每

100克電蚊液中有含美特寧0.2克。
重量百分率濃度



對照課本

6溶質重(g) 溶質重(mg)
百萬分點(ppm)＝ x10 ppm

溶液重(g) 溶液重(kg)
=

p.109

稀薄溶液中，溶質含量很低，濃度通常用ppm（百萬分

點）表示。ppm是指每一百萬(106)克溶液所含溶質的

克數，或是每千克(kg)溶液所含溶質的毫克(mg)數。

3 - 2 . 1常見濃度的表示法



對照課本

濃度單位 ( p p m )

p.109

市售包裝水含有4.8ppm鉀離子(K＋)表示每一

百萬克的市售包裝水中含有4.8克的鉀離子或

是每公斤的礦泉水中含有4.8毫克的鉀離子。

市售包裝水中的礦物質含量很少，常以ppm表示



對照課本

小百科
p.109

稀薄水溶液密度約為1克／毫升，因此ppm也可表

示為每升水溶液所含溶質的毫克數。

（1千克(kg)＝106毫克(mg)）

ppm定義補充



例

對照課本

3 - 2

p.109

沙林點滴液俗稱「生理食鹽水」，其為含0.9%氯化鈉的水

溶液，具有和人體血漿相同的滲透壓，可使細胞吸收利用率

較好。試描述如何配製500克重量百分率濃度0.9%的氯化鈉

水溶液。



解析

對照課本p.109

假設500克溶液需要溶質x 克，依定義列出數學式如下：

，可得x ＝4.5克

又500＝4.5＋水重，故水＝500－4.5＝495.5克

將4.5克氯化鈉溶解於495.5克水中，即可得。

溶質重 0.9克 克
= =

溶液重 100克 500克

x  



對照課本

練習

p.109

下表為消保處針對臺灣市售咖啡飲品中咖啡因的含量，試算

飲品三中，其咖啡因濃度為多少ppm？（設咖啡的密度為

1g/mL）

名稱 容量（毫升） 咖啡因含量（毫克）

飲品一（大杯美式） 305 310

飲品二（大杯美式） 572 297

飲品三（大杯美式） 400 200

3-2



對照課本

解析

p.109

由表中得知飲品三每400毫升有咖啡因200毫克，又溶液密度為1

（解1）

ppm

（解2）

ppm

-3
6 6200x10 (g)溶質重(克)

= x10 ppm= x10 =500ppm
溶液重(克) 400(mL)x1(g/mL)

-3

200(ｍg)溶質重(毫克)
= = =500ppm
溶液重(千克) 400(mL)x1(g/mL)ｘ10 (kg/g)

解：500ppm



對照課本p.110

體積莫耳濃度(CM)是化學家進行實驗及化學計量時常使

用的濃度表示法。其定義為每升的溶液中所含溶質的莫

耳數，單位為莫耳／升(mol/L)或M。

M

溶質的莫耳數(mol)
體積莫耳濃度( )＝

溶液的體積(L)
C

【動畫】莫耳濃度

3 - 2 . 1常見濃度的表示法

3-2 PhET-莫耳濃度.html


對照課本p.110

其中莫耳數等於質量（克）除以莫耳質量（克／莫耳）。

已知人體的血液1公升中大約含有鈉離子(Na＋)0.15莫

耳，即血液中鈉離子濃度約為0.15M(0.15mol/L)，可

表示成[Na＋]＝0.15M。

M

溶質的莫耳數(mol)
體積莫耳濃度( )＝

溶液的體積(L)
C

3 - 2 . 1常見濃度的表示法



對照課本

小百科
p.110

溶質的化學式加上中括號後，表示其體積莫耳

濃度。例如[HCl]＝2M，唸成鹽酸的體積莫耳

濃度為2M。

體積莫耳濃度的表示法



對照課本

小百科
p.110

氫氧化鈉溶液會溶解（腐蝕）玻璃表面，

故不適合久置於玻璃瓶中。另外，氫氧

化鈉溶液會和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作用，

於塑膠瓶口處產生白色碳酸鈉固體。

氫氧化鈉的性質

碳酸鈉（蘇打）



例

對照課本

3 - 3

p.110

一般成人空腹時血液中葡萄糖 (C6H12O6) 的濃度低於

100mg/dl。以血糖計測得某人血液中葡萄糖的濃度為

180mg/dl，則其血糖的體積莫耳濃度為多少M？

(1dl＝100mL)（原子量C＝12，H＝1，O＝16）



解析

對照課本p.110

-3

-2

溶質的莫耳數(mol)
=

溶液的體積(L)

180(mg)x10 (g/mg) 180(g/mol)
=

0.1L

=0.01M=10 M



葡萄糖分子量為180克／莫耳，依據定義可用數學式表示如下：

體積莫耳濃度(CM)



對照課本

練習

p.110

王同學將4克的氫氧化鈉溶於水形成100毫升的溶液（假設

水溶液的密度為1克／毫升）？

（原子量Na＝23，O＝16，H＝1）

(1) 氫氧化鈉體積莫耳濃度？

(2) 氫氧化鈉重量百分率為？

3-3



對照課本

解析

(1)氫氧化鈉體積莫耳濃度？

NaOH＝23＋16＋1＝40

CM ＝

(2) 氫氧化鈉重量百分率為？

p.110

4
溶質莫耳數(mol) 40= =1(mol/L，M)

溶液體積(L) 0.1

溶質重(克) 4
重量百分率濃度= x100%= x100%=4%

溶液重(克) 100x1



對照課本p.111

如何配製100毫升0.10M過錳酸鉀水溶液？

◆計算所需過錳酸鉀的重量，並使

用天平稱取之。

0.1(mol/L)×0.1(L)×158(g/mol)

＝1.58g。

3 - 2 . 2溶液的配製



對照課本p.111

如何配製100毫升0.10M過錳酸鉀水溶液？

◆取一燒杯先加入適量（約50毫升）

的水，將稱取的溶質置入燒杯中，

使其充分溶解。



對照課本p.111

◆溶解後的溶液經由漏斗傾倒於100

毫升的容量瓶內。

如何配製100毫升0.10M過錳酸鉀水溶液？



對照課本p.111

如何配製100毫升0.10M過錳酸鉀水溶液？

◆用適量溶劑沖洗燒杯至少三次並

倒入容量瓶內，以避免造成濃度

誤差。



對照課本p.111

如何配製100毫升0.10M過錳酸鉀水溶液？

◆移除漏斗，逐量加入溶劑（可搭

配滴管），至溶液體積所形成的

彎月面與容量瓶刻度對齊。



對照課本p.111

如何配製100毫升0.10M過錳酸鉀水溶液？

◆蓋妥瓶塞，將瓶身上下傾倒、搖

晃重複數次，使瓶內溶液完全均

勻混合。



對照課本

想一想
配置實驗的疑問

p.111

配製100毫升，0.10M過錳酸鉀水溶液時，為何不

取1.58克過錳酸鉀，直接加入100毫升蒸餾水呢？



對照課本

想一想
p.111

想一想解析

溶質溶於水形成水溶液時，因溶質本身具有體積，

再加上溶質與溶劑間作用力的影響、溶液的體積不

會等於原本溶劑體積。



對照課本

小百科
p.111

配製溶液或滴定過程需要準確的量取溶液

的體積，因此通常會使用這類器材而不使

用燒杯或量筒。需注意這些儀器不可使用

烘箱烘乾以免造成刻度讀取上的不準確。

定量實驗常用器材

定量實驗常用器材 (A)分度吸量管 (B)移液吸管 (C)滴定管 (D)容量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