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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力學最難的是學: + - 1 0; 要了解定義 
3.系統與環境: 

討論的目標, 邊界以內為系統; 邊界以外為環境 

4.質能均衡: (熱分成邊界熱和內部熱(反應熱); 物質分成邊質傳和內部生成或消

耗) 

討論物質進出或能量進去對系統變化的質量或能量平衡 

通式: in-out+gen-com=acc 

若系統有邊界, 會有界面, 從界面的進出為 in 和 out 

若系統有邊界, 會有系統體積, 從體積內產生或消滅為 gen 和 com 

原則: in/out/gen/com 都為正值, 用物質或能量對 acc 的影響斷何者是 in 或 out, 

gen 或 com, 避免混淆. 

5.密閉/開放/孤立系統: 系統以邊界做劃分, “邊界質能均衡”, 即進出系統邊界可以

分為能量質傳進出的開放系統; 限能量進出(無質量進出)的密閉系統; 和禁止能

量和質傳進出的孤立系統 

6.示量性質: 熱力學函數中與量(及莫耳數有關), 逆向思考與量無關的熱力學函數, 

不具依數性質如 P,T; 如想一下, 一滴水密度為 1g/cm3; 二滴水, 更多滴水密度

不會變, 故為示性性質. 

7.示性性質: 與量無關的熱力學函數, 不具依數性質如 P,T 

8.熱力學函數: 

代表系統的參數(示性性質): P,T 

代表系統的參數(示量性質, 不能分割): U, W, Q,  

代表物種的參數(具示量性質且可以依物種群分類): S, H, G, A ,PA(=yAP) 

9.路徑函數(主因邊界改變): 邊界熱和邊界功; Cf: 內部熱如反應熱非路徑函數是

狀態函數故我們都用∆H 

10.狀態函數(五星級重要, 觀念可以解決很多計算的疑惑): 為熱力學函數, 與過程

無關, 變化量僅決定於初始和最終狀態; 換言之你可以選擇一條捷徑僅與一個

參數有關(通常為溫度)與其它參數無關(P 或 V) 

定義: nCv=(dQ/dT)v; 捷徑: (dQ)v=dU (來自熱力學第一定律的簡化); 由上式

(dU/dT)v=nCv  ∆U=nCv∆T; 故∆U=nCv∆T 來自狀態函數的詭道, 意即在理想

氣體, 任何程序(絕熱, 等溫, 恆壓, 定容), 若知道 Cv 和溫度的變化即可知其內

能變化(∆U),  

很怪的論點(我稱為詭道, 兵者詭也, 為致勝無所不用): 熱力學函數好像一群人, 

而狀態函數可以搞特權, 大家站在同一起跑點(初始條件), 卻可以靠關係(Cv), 

用錢(dT), 買通管道(讓所用其它參數的變化影響為 0), 直達上意, 得到想要結

果∆U=nCv∆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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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Cv時, 即限定與 V 無關, U=f(T, V),故 U=f(T) 

同理 Cp時, 即限定與 P 無關, H=f(T, P),故 H=f(T) 

重點: 具有四則運算性(加減乘除) 

11.可逆與非可逆程序: 

試想一個人提水走路, 若要可逆(可往回走), (a)步閥要小, 可進可退, (b)手中提

的水要不能滴下, 意即做功要在很小的位移, 且不能有能量損失, 這樣可以逹可

逆非可逆程序: 

(a)快速膨脹或壓縮(邊界功) 

(b)有能量損失, 如擵擦(邊界功和邊界熱) 

12.熱力學第一定律(不考慮內部熱內部功的問題 化工熱力學有這個) 

如質能均衡 in-out+gen-com=acc; 邊界以內為系統; 邊界以外為環境, 進出邊界

功(dW)和邊界熱(dQ)的能量平衡系統累積的能量為內能(dU) 

依質能均衡: dQ+dW=dU; 邊界熱及功會增加系統的能量, 

為統一方便: 讓 dQ/dW 都為正值; 其中+表示對系統加能量(外界對系統做邊界

功或加邊界能量); -表示對系統減能量(系統對外界做邊界功或放邊界熱) 請在

熱和功的前面邊界, 避免後來的內部熱和內部功. 

13.邊界熱(dQ)/邊界功(dW): 按能量損失與否可分為可逆(reversible 用 R)或不可

逆(irreversible 用 IR)邊界熱和功 

Cf. 可逆 dQR+dWR=dUR; 不可逆 dQIR+dWIR=dUIR 

內部能量(U)是內部, 邊界熱(dQ)/邊界功(dW)是邊界能量與 U 無直接關(主因

dW 與 dQ 互換故 dUR= dUIR)  dQR=ηdQIR; dWR=ηdWIR η>1 或<1 

14.邊界熱(dQ): 以熱與溫度的變化, 可以分為有溫度變成的明顯熱; 和無溫度變

成的不明顯熱(潛熱, 水蒸氣 沸水) 

15.邊界功(dW): dW=FdX=F/A(dXA)=PdV;  

P 為壓力; 按 PV=nRT P=CRT(C 為濃度), 無負濃度或負”絕對溫度”, 故

P>=0 dW 的正負決定於 dV 

定義: 外界對系統做功 dW>0; 外界壓力(Pext)會造成系統的體積變小 

(dVsys<0) dW=Pext(-dVsys) 定義必背 

16.可逆邊界功(dW)(因 Pext=Psys+∆P): ∆P 是邊界壓力來自邊界(活塞)本身的重量 

17.無邊界重的可逆邊界功(dW): Pext=Psys dW=-PsysdVsys (請記得功的最基本定義

dW=Pext(-dVsys)), 以下功的特例 

1.真空(外界壓力(Pext)為 0) dW=0 

2.定容(系統體積(dVsys)變化為 0) dW=0 

3.定壓理想氣體(壓力 P 為常數, Pext=Psys=nRT/Vsys)  

dW=- nRT/VsysdVsys dW=-nRTln(Vsys, f/Vsys,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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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絕熱理想氣體(dU=nCvdT; dQ=0)  dQ-PdV=dU -PdV=nCvdT (因

PV=nRT) -nRT/VdV=nCvdT -nR/VdV=nCv/TdT -Rln(V2/V1)=Cvln(T2/T1)(

因 PV=nRT T2/T1=P2V2/P1V1) (V2/V1)-R=( P2V2/P1V1)Cv 

( P2/P1)( V2/V1)(1+R/Cv)=1  P2V2
r/P1V1

r=1 r=1+R/Cv=Cp/Cv 

18.卡諾循環: 可逆(邊界功和邊界熱)理想氣體 

1.等溫膨脹(吸熱(QH於 TH)): 視同把灌氣的氣球丟到熱水(TH); 氣球皮很薄會接

觸熱水而膨脹, 為等溫, 因為溫差而吸熱 

2.絕熱膨脹: 氣球裡面的氣體, 氣體為熱的絕緣體故不導熱, 但體積因為氣球皮

膨脹而膨脹 

3.等溫收縮(放熱(QL於 TL)): 視同把灌氣的氣球丟到冷水(TL); 氣球皮很薄會接

觸冷水而收縮, 為等溫, 因為溫差而放熱 

2.絕熱膨脹: 氣球裡面的氣體, 氣體為熱的絕緣體故不導熱, 但體積因為氣球皮

收縮而收縮 

η=dW/dQH(定義)=1-TL/TH(限卡諾熱機需符合: (a) 可逆(邊界功和邊界熱)理想

氣體; 和(b) 四個程序) 

19.焦耳-湯姆生系數: μ=(dT/dP)H 

液態氮怎麼來? 早期利用真空膨脹, 讓壓力下降, μ>0, 溫度降到 77K, 液化氮

氣, 再做氣液分離即得純液氮和氣態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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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2 熱力學第一定律 
中油 101 年 

  

 

   

Ans: 10(B)11(A)40(A)51(D)52(B)59(A)60(C) 

 

中油 1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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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1(A)2(C)3(B)13(A)14(B)18(C)20(A) 

 

中油 98 年 

 

 

 
Ans: 5(B)32(D)41(給分)42(D) 23(B) 

 

中油 97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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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 8(A)15(D)25(B)26(D)27(B)33(C)40(A)43(C)44(D) 34(C)35(C) 

 

中油 96 年 

 
Ans: 12(A)2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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