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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別 生物科技學系、職能治療學系 考試日期 93/4/9
考試科目 生物 總頁數  
※此為試題卷，請將答案填寫在答案卷內，未寫於答案卷內者，不予計分。 

※不可使用計算機 
 

 

一. 選擇題 70% (共 35題; 每題 2分) 
1 關於組成生命體巨分子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含有不飽合脂肪酸之脂質 在室溫

 下呈固狀 (B)蔗糖是由兩個葡萄糖組合而成 (C)多肽鏈是由多個氨基 酸以胜肽鍵聯

 結所形成 (D)去氧核糖為組成 RNA 之重要成分 

2 黏多醣儲積症會導致生長停滯及發育不正常等症狀，主要是那一個胞器出問題所致: 

 (A)內質網 (B)溶體 (C)高基氏體 (D)粒線體 

3 以下對於光合作用之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1)光反應在葉綠餅上進行 (2)葉綠 素 a及

 b均能直接參與將光能轉變為化學能 (3)NADH、ATP、O2 均為光反  應的產物 (4)

 卡爾文循環是將 CO2固定為單醣的過程，此過程中消耗的 ATP 及 NADH數目一樣    

 (A) (1)(2)(3)(4)  (B)(2)(3)(4)  (C)(2)(4)  (D)(3)(4) 

4 環境中的溫度及酸鹼度主要影響細胞的: (A)細胞壁 (B)細胞膜 (C)核酸(D)酵 素 

5 (a)糖解作用 (b)克氏循環 (c)電子傳遞鏈；下列關於有氧呼吸作用之配對何者 正確: 

 (A)H+及 e-傳遞給 O2；H2O的產生均發生於(c)的階段 (B)FADH2的生成 發生於(a)的

 階段  (C)NADH之氧化發生於(b)的階段 (D) ATP之大量合成生 於(b)的階段 

6 清晨葉片上看到露珠之形成與下列何者有關: (A)卡氏帶 (B)根細胞內高 濃度的 溶質 

(C)根壓 (D)以上皆是 

7 下列何者不是菌根對植物細胞的貢獻: (A)分泌抗生素以抵抗病原菌的危害  (B)增加

 水分及無機鹽的吸收(C)分泌生長因子刺激植物細胞生長 (D)增加有 機物的合成 

8 樹木的環狀剝皮之所以造成植物死亡主要是破壞到那一部分所致:(A)木栓層  (B)木

 栓形成層(C)木質部 (D)韌皮部  

9 由十二指腸黏膜細胞分泌，可刺激胰液分泌及興奮下視丘的飽食中樞以抑制 食慾的

 為: (A)胃泌素 (B)膽囊收縮素 (C)腸抑胃泌素 (D)胰泌素 

10 關於維生素 B12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人體本身即能合成 (B)可以由腸內共生菌

 合成 (C)以主動運輸的方式由小腸直接吸收 (D)缺乏時易造成皮膚乾 裂 

備註：試題隨答案卷繳交 第 1頁 

11 動脈的結構包含: (A)瓣膜、內皮層、平滑肌 (B)內皮層、彈性纖維、平滑肌 (C)  瓣

 膜、內皮層、平滑肌 (D)內皮層、基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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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列何者不是淋巴系統的功能: (A)脂溶性物質的吸收 (B)血漿蛋白濃度的恆 定 (C)

 外來病原菌的清除 (D)衰老血球的分解 

13 下列何種情況會導致氣孔打開: (1)空氣中 CO2濃度下降時 (2)光刺激時 (3)鉀 湧入細

 胞時 (4)環境中溫度上升時 (5)離層素作用時  (A) (1)(2)(3)(5)   (B)(1)(2)(3)  (C)(2)(3)(5)  

 (D)(2)(3) 

14 下列何者與呼吸運動的調節有關: (A)橋腦 (B)延腦 (C)周邊化學受 器 (D)以上皆是 

15 下列那些物質不屬於維持人體血液酸鹼平衡的緩衝物質: (A)H2CO3  (B)血漿蛋白 

 (C)血紅素 (D)NaCl    

16 下列何者可用來偵測腎小球過濾速率 (A)菊糖 (B)葡萄糖 (C)氨基酸 (D)麥 芽糖 

 

** 17 ~ 20題為植物激素之配合題，請由後方選項選出一個答案: (A)生長素 (B) 細胞分

 裂素 (C)吉貝素 (D)離層素 (E)乙烯 

17 只會造成侏儒株植物長高，但不會對正常植物作用 

18 花農常用來噴灑保持花新鮮之激素 

19 會促進側芽生長的激素 

20 抑制種子萌芽的激素 

 

21 “花的位置”,“莖的長度” 及 ”豆莢的顏色”為孟德爾研究的三個遺傳性徵，其 顯隱性

       分述於下:    性徵       顯性         隱性    

                花的位置       軸生(A)      端生(a) 

                 莖的長度        高莖 (L)     矮莖(l) 

                 豆莢的顏色      綠 (Y)       黃 (y) 

  一植物株三個性徵均為異基因型，自花授粉後產生”花軸生、矮莖、綠豆莢”的 比

 例為:(A) 3/32 (B) 7/64 (C) 9/64 (D)6/32 

 

22 DNA核苷酸數目時發現:  (A) A=G  (B) A=C  (C) A+G=C+T  (D)G=T   

 (E) A+T=G+T 

備註：試題隨答案卷繳交 第 2頁 

23 有關 DNA 科技之應用，下列何者未被廣泛施行: (A)病毒疫苗之產生 (B)胰島素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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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長激素之製造 (C)人類配子之改造 (D)遺傳疾病之鑑定 (E)法院刑案之鑑定 

24 有關人體重要激素及其功能之對照，下列何者錯誤: (A)黃體成長激素—性腺素分泌 

(B)副甲狀腺—降低血鈣濃度 (C)胰島素—降低血糖濃度 (D)礦物性皮質素—鉀鈉離

子代謝 

25 關於交感神經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起源於腦幹及薦脊髓 (B)末梢分泌乙醯膽鹼 

(C)可促進心搏及血壓 (D)節前神經纖維較節後神經纖維長 

26 人體眼球中組織移植最容易成功的部位: (A)視網膜 (B)角膜 (C)晶體 (D)脈絡膜 

27 下列何者不是RNA病毒: (A)人類免疫缺失病毒 (B)SARS病毒 (C)B型肝炎病毒 (D)

流行性感冒病毒 

28 下列何者不屬於”非專一性防禦系統”: (A)淚液中溶菌酶 (B)巨噬細胞 (C)淋巴球 (D)

嗜中性球 

29 關於 T淋巴球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抗原可直接活化它 (B)胞殺性 T淋巴球可

分泌物質協助 B淋巴球活化 (C)胞殺性 T淋巴球可清除被病毒感染的細胞 (D)輔助

性 T淋巴球可有效殺死腫瘤 

30 血清中含量最多且可通過胎盤的抗體為: (A)IgM (B)IgG (C)IgE (D)IgA 

31 臨床上沙賓疫苗效果優於沙克疫苗的原因為: (A)前者能活化體液性免疫(B) 後者能

活化細胞性免疫(C)前者能活化體液性免疫及細胞性免疫(D)後者只能活化細胞性免

疫 

32 可感知”頭部傾斜”及”頭部旋轉”的分別為: (A)柯氏器、前庭 (B)前庭、半規管 (C)鼓

膜、耳蝸 (D)耳蝸、半規管 

33 關於神經元間訊號傳遞之順序正確為何: (1)神經衝動傳至末梢 (2)小泡向外移動和細

胞膜結合 (3)神經傳遞物質釋放出來 (4)神經傳遞物質被分解，離子孔道關閉 (5)Ca2+

湧入末梢內 (6)神經傳遞物質與受體結合，打開離子孔道 

(A)(1)(2)(5)(3)(6)(4)  (B)(1)(2)(3)(6)(5)(4)  (C)(1)(5)(2)(3)(6)(4)   (D)(5)(1)(2)(3)(6)(4) 

34 讓短日照植物晚點開花，要在何時給與閃光: (A)在夜晚給與遠紅光 (B)在夜晚給與

 紅光 (C)在白天給與遠紅光 (D)在白天給與紅光 

 

備註：試題隨答案卷繳交 第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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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試題隨答案卷繳交 第 4頁 

35 關於植物對環境的變化，下列何者正確: (A)環境溫度高時會產生熱休克蛋白質來取

 代特別的酵素 (B)環境溫度驟降時，植物仍可透過改變細胞膜結構來適應環境 (C)

 乾旱時葉片會產生離層素導致氣孔關閉 (D)水災時植物的根會放出離層素幫助其呼

 吸 

 

 

二. 問答題 30% (共 3題) 
1. 細胞膜在控制物質進出細胞上扮演重要角色，請描述物質進出細胞的方式 (10分) 

2. 請描述神經內分泌系統如何維持人體內水分恆定 (10分) 

3. (1)有一 DNA序列為 GAATTCGGTA，其所對應產生的 mRNA序列為何 (4分) 

 (2)下方為重組 DNA的製作與其基因表現過程的簡圖，請描述 (a)(b)(c)各代表的意義 

(6分) 

 
 

 

(a)(a)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