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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單選題 (每題 1 分，共 24 分)
1. 下列人體細胞中，何者細胞內核糖體的數量較多？
(A) 胰臟細胞(B)心肌細胞 (C)骨骼肌細胞 (D) 紅血球。
2. 脂肪是一種什麼組織？
(A)肌肉組織 (B)神經組織 (C)結締組織 (D)皮膜組織。
3. 下列哪一項不是建立印痕作用 (Imprinting) 的必要條件？
(A)親子為同一種生物
(B)會動的物體
(C)能互相溝通
(D)在出生的敏感期間建立關係
4. 下列何者非義務性共生的例子?
(A)菌根寄生在植物的根 (B)榕果與榕果小蜂 (C)蟻與蚜蟲 (D)地衣
5. 氮是生物體必須的元素。因此，在環境與生物體之間，氮的循環對維持生命
世界是非常重要的。下列有關氮循環的敘述何者錯誤？
(A)地球生態系中，氮主要以氣態形式存在
(B)根瘤菌利用固氮作用將氮氣轉化成生物可用的氨
(C)氨可經由脫氮作用產生氣態氮，回到大氣中
(D)硝酸離子可以被植物吸收利用
6. 目前市面上販售的稻米品種很多，例如池上米為台梗二號，金墩米是台中秈
十號等，都是由不同水稻品種雜交後篩選出來的優良品種，故品種越多，
代表什麼？
(A)物種歧異度越大
(B)遺傳歧異度越小
(C)生態系歧異度越大
(D)基因歧異度越大
7. 下列哪一種生物在分類地位上較原始？
(A)眼蟲
(B)葛仙米藻
(C)地衣
(D)酵母菌
8. 下列何者為人類維持個體生命所必須的微量元素（trace elements）？
(A)O
(B) Fe
(C)P
(D) Ca
9. 當蛋白質變性時，會失去下列何者？
(A)一級結構
(B)三維形狀
(C)氨基酸順序
(D)氨基酸支鏈
10. 下列關於 ATP 的敘述，何者錯誤？
(A)每莫爾 ATP 轉變成 ADP 時，可釋出 7.3 千卡能量
(B)ATP 的磷酸鍵是高能磷酸鍵
(C)ATP 水解的產物 ADP 與 Pi 較 ATP 穩定
(D)ATP 的磷酸鍵鍵結很穩固，所以含有高能
11. 下列何者與細胞之內膜系統最不相關？
(A)核膜
(B)葉綠體
(C)高基氏體
(D)細胞膜
12. 下列有關「ENSO」的敘述何者錯誤？
(A)聖嬰現象發生時，太平洋東西岸之氣壓，西邊高於東邊
(B)反聖嬰現象發生時，太平洋赤道附近之海洋有較聖嬰現象發生時嚴重的
藻華現象
(C)聖嬰現象發生時，太平洋西岸潮濕高溫多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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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早期秘魯的漁民發現，海水溫度升高時，導致於魚貨量銳減
13. 過度的光強會破壞葉綠素，下列何者可以接受多餘的光能，產生光保護作
用（Photoprotection）？
(A)葉黃素
(B)葉綠素 a (C)葉綠素 b
(D)類胡蘿蔔素
14. 下列與Ｃ4 植物相關的敘述，何者錯誤？
(A)光合作用細胞有兩型：葉肉細胞及維管束鞘細胞（bundle-sheath cell）
(B)卡氏循環只在維管束鞘細胞的葉綠體內進行
(C)Ｃ4 植物可減少光呼吸作用，提高糖的產量
(D)Ｃ4 植物白天氣孔關閉，晚上打開以適應乾旱環境
15. 下列何者非屬於形成周皮的一部份？
(A)韌皮部
(B) 木栓形成層
(C)綠皮層
(D)木栓細胞
16. 下列有關植物體物質運輸的敘述，何者錯誤？
(A)卡氏帶（casparian strip）可阻止水分即可溶性物質通過
(B)內皮層為根部皮層最內一層細胞
(C)卡氏帶可防止中柱木質部內的水分及礦物質回流至皮層內
(D)卡氏帶位於周鞘上
17. 下列與植物氣孔開閉相關的敘述，何者錯誤？
(A)當缺水時，植物細胞失去膨壓，導致氣孔關閉
(B)葉肉細胞感應水分缺乏時會產生吉貝素，導致氣孔關閉
(C) 光照刺激鉀離子在保衛細胞堆積而使氣孔打開
(D)葉肉細胞二氧化碳耗盡時，會促使氣孔打開
18. 下列與種子相關的敘述，何者錯誤？
(A)胚乳染色體為三倍體
(B)花生種子中，子葉構造明顯大於胚乳
(C)玉米種子的胚乳明顯大於花生種子的胚乳
(D)被子植物 因雙重受精作用，種子中都有三倍體細胞
19. 下列有關植物生長發育的敘述，何者正確？
(A)離層素可抑制種子的休眠
(B)植物體的水分過多時，離層素的量上升，促使氣孔開啟
(C)扦插繁殖時，宜使用較高濃度(1 ppm)的生長素處理枝條，以促進其發根
(D)除果實外，植物其他部位也含有乙烯
20. 下列選項中生物與其適宜生長的生態系，何者錯誤？
(A)彈塗魚---紅樹林
(B)紅檜---霧林
(C)高山芒---高山草原
(D)林投---河口
21. 下列何者在生態系中無法被循環利用？
(A)碳 (B)銅 (C)磷
(D)熱能
22. 下列哪一個百分比率，最接近目前地球上空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
(A)3% (B)0.3% (C)0.03%

(D)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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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每年冬天，醫院診所等衛生單位常為幼兒及老人注射流感疫苗。下列相關
敘述，何者正確？
(A)流感疫苗如同 B 型肝炎疫苗，連續追打 3 劑，幼兒及老人即可終身免疫
(B)施打流感疫苗是為了增強被動免疫，來增加幼兒及老人體內的抗體數
(C)流感疫苗每年都要施打，可使幼兒及老人免疫記憶力一年較一年提高
(D)流感病毒的抗原年年改變，幼兒及老人本身抗體製作能力差，因此需每
年施打疫苗
24. DNA 片段如右圖，下列與此圖相關的叙述，何者正確？
(A)DNA 末端的處會與磷酸根相連
(B)處為氫鍵，總鍵結數越多，DNA 兩股的連結力越
強
(C) 轉錄作用時，圖中的 ACT 能轉錄出 AGU
(D)圖中五角型的轉折處即為五碳糖五個碳原子的位置
二、單選題 (每題 2 分，共 20 分)
1. 在實驗室測定生長的細胞中 DNA 含量，將發現在哪個時期的 DNA 含量會
加倍？
(A)細胞週期的 G1 和 G2 期之間
(B)細胞週期的 M 期
(C)有絲分裂的前期和中期之間
(D)有絲分裂的中期和後期之間
2. 下列哪一個核酸結構的排序是正確的？
(A)基因、染色體、核苷酸、密碼子
(B)核苷酸、染色體、基因、密碼子
(C)染色體、基因、密碼子、核苷酸
(D)染色體、核苷酸、基因、密碼子
3. 下列關於「原核生物之基因調控」的敘述何者正確？
(A)相關的基因共用一個操作子但各有一個起動子
(B) mRNA 不需經過修飾
(C)轉錄是由 DNA 聚合酶催化
(D)遺傳密碼的解讀方向是 35 端
(E)以上敘述皆正確
4. 下列關於「RNA」的敘述何者正確？
(A) RNA 分子通常以雙股型式存在
(B) mRNA 上具有反密碼子
(C) rRNA 為構成核糖體的一部分
(D)構成 RNA 的核苷酸具有去氧核糖
(E)以上敘述皆正確
5. 造成地球溫室效應的主要氣體為二氧化碳和甲烷等。其中的甲烷氣體有約
80%是由甲烷產生菌所釋出，下列有關甲烷產生菌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烷產生菌的分類地位是細菌域，是一種原核生物
(B)在高溫的溫泉水及高鹽濃度的海水環境中可以篩選出甲烷產生菌
(C)草食動物的消化道內含有共生的甲烷產生菌，該菌是一種好氣性細菌
(D)甲烷產生菌對人類而言是一種益菌，因為人類可以利用它製造替代能源
6. 2002 年有許多媒體報導美國 43 個州和加拿大的 5 個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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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發現了畸型青蛙（如右圖），這種現象造成當地居民的恐慌。畸型青蛙大
部份是缺少或增加後肢。科學家聲稱，導致青蛙畸型發育的主因有環境污染
和寄生蟲感染。實驗研究進一步發現，單一環境污染或者寄生蟲感染比較不
會導致青蛙畸型，但如果兩項因素同時發生時，青蛙變態畸型的機率則大幅
增加。根據上述報導，下列評語何者較為恰當？
(A)此報導具有警愓效果，因為它告訴我們人類活動確實會影響兩棲類的生
存
(B)寄生蟲導致畸型的青蛙主要原因是環境污染，對寄生蟲本身的繁殖並無優
勢
(C)導致青蛙畸型的寄生蟲如果寄生在人體，也有可能造成人體的發育畸型，
所以人心惶惶
(D)畸型青蛙有助於淨化水質改善污染環境，所以美國人和加拿大人都不
必，也沒必要害怕

毛髮
戊特徵
丁特徵
丙特徵
乙特徵
甲特徵
7. 上圖為脊椎動物的演化支序圖，依據支序圖所顯示的資訊，判斷下列各項敍
述何者正確？
(A)甲乙丙三項特徵分別是顎、尾巴消失、鱗片
(B)鳥類的親緣關較接近於蜥蜴，而與鱷魚較遠
(C)甲特徵為魚類、兩棲類、爬蟲類、鳥類及哺乳類所共有
(D)兩棲類和蜥蜴共同具有丙特徵，鱷魚和鳥類共有戊特徵
8. 水母屬於刺細胞動物門，全世界的海洋中有超過兩百種的水母，牠們分佈於
全球各地的水域裡，無論是熱帶的水域﹑溫帶的水域﹑淺水區﹑約百米深的
海洋，甚至是淡水區都有牠們的影蹤。水母早在六億五千萬年前就存在了，
牠們的出現甚至比恐龍還早。水母的形狀大小各不相同，最大的水母的觸手
可以延伸約十米遠。 在分類上有些屬於水螅綱，有些屬於缽水母綱，其生
活史中，幾乎所有種類都有兩型，即水螅型和水母型，並有兩型在有性生殖
與無性生殖之間的世代交現象，而我們常見到的水母，即是有性的水母型。
櫛水母屬於櫛板動物門，原和刺細胞動物一起歸屬於腔腸動物門，但因櫛水
母不具刺絲胞而獨立出來。依據上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櫛水母的個體有水螅型和水母型兩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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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水螅綱和水母綱都有部份種類生活在淡水水域中
(C)大部份水螅綱和水母綱的種類，在生活史當中都會出現水螅型和水母型兩
種個體
(D)根據上述內容推論，水母和櫛水母也有可能有陸棲種類，而且曾和恐龍
一起出現在地球上
9. 扁形動物門的絛蟲綱，現生種約有 4000 餘種。全體成員的成蟲幾乎都是內
寄生蟲，多數寄生於各類脊椎動物的消化道內。成蟲扁長呈帶狀，體長可從
數毫米至數米不等。帶狀個體前端細小，第一節為頭節，具有固著器官，隨
後鏈體節片逐漸變寬變長，鏈體是蟲體最顯著的部分，由 3~4 個至數千個節
片所組成。絛蟲靠頭節的固著器官吸附在宿主腸壁上。而自身無消化道，體
分節或不分節的扁形動物。共分單節絛蟲亞綱和多節絛蟲亞綱兩個亞綱。常
見的成蟲宿主有老鼠、猫、犬、和人類等，其中會寄生人體的種類大約 30
餘種，多屬圓葉目和假葉目，最著名的種類是豬肉絛蟲和牛肉絛蟲。依據上
述，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絛蟲的消化系統屬於完全消化系統
(B)豬肉絛蟲和牛肉絛蟲同屬於多節絛蟲亞綱
(C)同一種絛蟲可能寄生於老鼠、猫、犬、和人類等
(D)圓葉目和假葉目絛蟲的鏈體節片約有數千個，而單節絛蟲亞綱則僅有 3~4
個

10. 上圖是某動物的脂肪組織永久切片標本，A~D 所指部位分別是何種構造?
(A) A&B：脂肪細胞核
C：脂肪
D 微血管
(B) A&B：類澱粉核
C：微血管腔
D 脂肪細胞核
(C) A&B：微血管內皮細胞核
C：脂肪
D 脂肪細胞核
(D) A：脂肪細胞質
B：脂肪細胞核
C：脂肪管腔
D 微血管
三、請繪圖說明地瓜葉的橫切面構造。(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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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蜜蜂的工蜂找到花蜜後如何告訴同伴蜜源的方位及大致距離? (3 分)
五、草履蟲可以行光合作用嗎?草履蟲如何獲得維持生命所需的能量?其又如何維
持體液在環境中的平衡? (3 分)
六、某生利用複式光學顯微鏡觀察一種生物的部份構造，其觀察紀錄列有四項要
點如下所述：(3 分)
甲、細胞內無葉綠體
乙、細胞與細胞相連呈絲狀
丙、每個細胞都有兩個細胞核
丁、細胞與細胞之間有明顯的細胞壁間隔
(1) 試問這種生物可能屬於那一界？
(2) 此生所觀察的生物可能是那兩門的生物？
(3) 如何進一步知道是一門？
七、如右圖所示為某種成蟲寄生在人體的吸蟲寄生
蟲，淡水生蝸牛為第一中間宿主，淡水魚類為
第二中間宿主。假如有一個地區正在流行這種
人體寄生蟲，則我們應有何種有效的做為，以
杜絕這種寄生蟲的流行以保障人體的健康。試
簡答之。(2 分)
八、現生種肢狀鰭魚類包括腔棘魚和
肺魚(如右圖)，其肢狀鰭被科學
家認為是演化出兩棲類等四足動
物的關鍵構造，但現生種的腔棘
魚和肺魚卻都不是兩棲類的祖先
物種，後來從化石中找到最有可
能是兩棲類的祖先物種。試從四
足動物演化至陸地生活的觀點，
解釋現生種的腔棘魚和肺魚都不
是兩棲類祖先物種的理由。(2 分)
九、試比較右圖地錢及泥炭苔所圈出之構造，
填寫完成下列表格。(4 分)

7

地錢

泥炭苔

圈出之構造為孢子體或
配子體世代?
圈出之構造是否會進行
減數分裂?
十、題組：
(1) 試以現代人（學名 Homo sapiens）為例，說明林奈所創立的二名法之優缺
點。（2 分）
(2) 林奈除了創立二名法之外，還建立了一個具有層次的「界門綱目科屬種」
之分類系統，請解釋這個分類系統在生物演化上所具有的意義。（3 分）
(3) 早期生物分類的方法主要以形態學、胚胎學及生化學為主，近幾十年來以
分子生物學為工具的生物分類法日益膨勃發展，對於原有的生物分類類群
有所動搖，屢屢有新的分類概念產生。試解釋何以分子生物學的方法對生
物演化親緣有較大的說服力。（5 分）
十一、右圖是某種老鼠和蜥蜴在不同環境溫度
中的體溫記錄(圖 A)，及氧氣消耗率(圖
B)。
(1) 圖 A 中的哪一條線較可能是老鼠的體溫
變化？做出此推論所依據的理由是什
麼？(3 分)
(2) 圖 B 中的哪一條線較可能是蜥蜴的氧氣
消耗率變化？做出此推論所依據的理由
是什麼？(3 分)
(3) 依據圖 B 判斷，在熱帶環境中，那種動
物的生存優勢較高？做出此推論所依據
的理由是什麼？(3 分)

十二、右圖是小明以四種溶液灌流小鼠的十二
指腸所記錄到的實驗結果。
(1) 由圖 A 的結果顯示，哪種分子最容易引
起膽囊收縮素的分泌？(2 分)
(2) 膽囊收縮素屬於胃腸激素家族的一員。
除了膽囊收縮素之外，家族成員中還有
哪些成員？寫出其中的兩個。(2 分)
(3) 小明做完實驗後，做出幾點結論。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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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圖 B，做出一個結論是：
「膽囊收縮素也會對胰臟發生作用，促進胰液
的分泌」。你贊同這樣的結論嗎？為什麼？(2 分)
(4) 小明查資料時發現，若將膽囊收縮素由靜脈注射到體內後，會使血液中生
長激素的濃度明顯升高。由此可知，腦內哪個區域的神經細胞具有膽囊收
縮素的受器？(2 分)
(5) 膽囊收縮素是一種多胜肽分子。分析膽囊收縮素基因的表現，發現其成熟
mRNA 只有一種，但產生的多胜肽分子卻有幾種不同的大小與胺基酸組
成。你認為這是如何造成的？(3 分)
十三、右圖是一個成熟濾泡。
(1) 細胞甲會進行何種細胞分裂？(2 分)
(2) 細胞乙進行細胞分裂時，其染色體會濃縮
成何種形態？請繪出一個著絲點(中節)在
一端的染色體來表示。(2 分)
(3) 濾泡的發育是受到什麼激素影響？(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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