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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台中一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考 高一生物 試題 科目代碼 06 
<< 如因個人因素(班級、座號劃記錯誤、不清)導致無法讀卡，扣10分>> 

一、單選題：(1~20每題1.5分，共30分，不倒扣) 

1. （        ）人體身上的細胞全由受精卵發育而來，大部分細胞都具有相同的基因，但是不同組織之間，其功能卻有很大差異，請問這是

下列哪一種因素所造成？  

(A)基因的種類不同 (B)基因的表現不同 (C)體細胞或生殖細胞的基因數量不同 (D)基因的排列不同  

2. （        ）假設胺基酸的平均分子量為300，核苷酸的平均分子量為200，若有一段帶遺傳訊息的DNA分子，其分子量為9,600，請問經轉

錄轉譯後，產生的蛋白質分子量約為多少？ (A) 2,400 (B) 4,800 (C) 9,600 (D) 1,200 

3. （        ）繁殖人工螢光魚時，不需要使用以下何種材料製備重組DNA？  

(A)限制酶 (B)載體 (C)螢光基因 (D)DNA聚合酶  

4. （        ）根據噬菌體的構造示意圖（如圖），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為雙層脂質的細胞膜  

(B)乙可同時發現DNA及RNA  

(C)使其感染細菌之後，可在細菌的細胞質內找到乙物質  

(D)噬菌體為原核生物界  

5. （        ）種源中心建立以後，族群因個體增加而向四周散布，在不同棲地中演化成多種物種，這種情形是屬於下列何者？  

(A)地理學上的證據 (B)解剖學上的證據 (C)胚胎學上的證據 (D)遺傳學上的證據  

6. （        ）1990年時，渥易斯提出三域分類系統，分別為古細菌域、細菌域以及真核生物域，請問以下(1)~(6)敘述中， 

哪些是古細菌域及細菌域的共同特徵 

(1)具有核糖體 (2)具有環狀DNA (3)為單細胞生物 (4)細胞壁僅含肽聚醣 (5)基因結構與調控模式與真核生物較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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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        ）下列關於生物分類的敘述，何者正確？  

(A)每個生物的分類地位都是不可動搖，無法更改的  

(B)林奈將已知生物分為植物界與動物界，是最早提出分類概念的科學家  

(C)懷塔克（R. H. Whittaker）依據細胞的胞內構造和營養方式的差異，首先提出五界的生物分類法  

(D)加入分子生物及解剖學證據之後，顯示鳥類與蜥蜴及蛇的親緣關係比鳥類與鱷魚更接近，因此將鳥類歸進爬蟲綱。  

8. （        ）近日中國武漢爆發多起不明原因肺炎，造成國際社會人心惶惶，讓人不禁回想起2003年重創台灣的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

(SARS)，其病原體為一種新型的冠狀病毒，以下關於此病毒的敘述，何者錯誤？  

(A)其中心的遺傳物質為DNA以及RNA                   (B)必須使用電子顯微鏡才能觀察到  

(C)僅能在宿主細胞中表現出活性，離開細胞則不具活性 (D)缺乏完整的酵素系統  

9. （        ）亮亮在上完生物課後整理自己的筆記，筆記中部分內容為： 

獅子是非洲最大的食肉目、貓科動物；野牛屬於哺乳綱、偶蹄目、牛科； 

石虎的學名是Felis bengalensis；狼屬於食肉目、犬科，是現代家犬的祖先。 

以上動物和家貓（Felis domesticus）的親緣關係由近而遠排列，應為下列何者？  

(A)石虎－狼－野牛－獅子 (B)石虎－獅子－狼－野牛 (C)獅子－狼－野牛－石虎 (D)獅子－石虎－野牛－狼  

10. （        ）數種哺乳動物的「前肢骨骼」構造如圖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可稱為功能相似的同源器官  

(B)可作演化論的解剖學證據  

(C)可解釋演化論的用進廢退說  

(D)可解釋為趨同演化結果 

11. （        ）以現代的演化論觀點，形成痕跡構造的演化過程可能是：  

(A)用進廢退的結果           (B)環境造成基因突變  

(C)生物為適應環境而發生突變 (D)基因突變及天擇的結果  

12. （        ）下列關於演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A)子代存活率的高低比個體的強壯度更適合用來評估物種是否為生存競爭中的適者 (B)能演化的最小單位為個體  

(C)達爾文認為個體差異來自於基因的改變 (D)根據昆蟲與爬蟲類的胚胎發育過程，推測兩者在綱的階層上有共同的祖先。  

13. （        ）某生觀察一穴居型齧齒類動物，他調查四個巢穴，結果如下。請問若以達爾文的演化觀點來看，哪一個巢穴的適應性最差？ 

 老年公鼠 成年公鼠 成年母鼠 幼鼠 

甲 0 1 2 6 

乙 0 1 3 5 

丙 1 0 1 8 

丁 0 1 2 7 
  

(A)甲 (B)乙 (C)丙 (D)丁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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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        ）為何基因轉殖技術理論上，可將外源基因表現在不同的生物上？請選出錯誤的解釋  

(A)所有生物所具有的核苷酸種類相同     (B)所有生物所具有的胺基酸種類相同  

 (C)所有生物都具有核糖體，可合成多肽鏈 (D)所有生物都具有高基氏體可修飾多肽鏈 

15. （        ）有關基因轉殖的進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DNA的剪接過程需在細胞中進行，因細胞中才有酵素可作用 (B)載體是一種會攜帶DNA的蛋白質分子  

(C)使用DNA聚合酶將目標基因與載體結合                   (D)重組DNA需轉殖入細胞中以合成蛋白  

16. （        ）關於基因轉殖技術的原理，下列何者正確？  

(A)DNA遺傳訊息在生物間通用  (B)生物體DNA所攜帶遺傳訊息皆相同  

(C)生物體的基因皆相同       (D)DNA的核苷酸順序所有生物皆相同 

17. （        ）1940年代，喬治·韋爾斯·比德爾（George Wells Beadle）與愛德華·勞里·塔特姆(Edward Lawrie Tatum)發現基因受到特

定化學過程的調控而獲得1958年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他們的關鍵實驗將粉色麵包黴菌暴露於X射線下，使突變發生。一

系列的實驗顯示了這些突變造成了特定有關代謝途徑的酵素改變。 

這些實驗讓他們提出了基因和酵素反應的直接關聯，稱為一基因一酶說。 

圖二為人體黑色素表現的過程，甲乙丙丁為黑色素的前驅物質，abcd為參與各個過程的酵素，請選出正確的敘述 

(圖二) 

(A)若a酵素的基因發生突變導致無法生成a酵素，會造成乙物質的累積 

(B)abcd中任一酵素的基因被破壞，均可能造成黑色素無法正常合成 

(C)黑色素的形成需要甲乙丙丁四個基因的參與  

(D)若d酵素的基因發生突變無法正常合成酵素，則丁會減少  

18. （        ）現生的不同物種都是經過分歧演化而來，因此物種或類群間的分歧順序可以用樹及樹枝的關係來表示，稱之為生命樹。下列

構成生物體之自然分群及群間關係的生命樹，何者正確？   

(A)  (B)  (C)  (D)  (E)  

19. （        ）圖三為原核細胞的示意圖，代號甲到戊分別代表著細菌的不同組成結構。 

若小胖想要透過酵素的水解作用取得尿嘧啶，則對圖中的何處進行取樣最合適？ 

 (圖三) 

(A)甲 (B)乙 (C)丙 (D)丁 (E)戊 

20. （        ）下列有關親緣關係重建的敘述何者正確？ 

(A)分析胺基酸的種類以及順序可以推斷物種間的親緣關係 (B)外觀及功能特性比解剖構造更容易保留祖先特徵 

(C)指標化石作為定年工具，其生存時間越長越精準       (D)人類和鳥類的胚胎出現腮裂，說明兩者的趨同現象 

 

 

二、題組題(皆為單選題，21~24每題1.5分、25~34每題1分，共16分，不倒扣)： 

((1))圖一為分子生物的中心法則，圖二為真核生物細胞         

     abc為代謝反應，甲乙丙表示物質，(1)(2)(3)為細胞構造                  

      (圖一)  

21.（        ）關於圖一敘述何者錯誤？ 

               (A)a反應稱為半保留複製 (B)b反應僅以甲物質一股為模板 

               (C)c反應需要tRNA參與   (D)原核生物無法進行b.c反應 

22.（        ）圖一中代號對應名稱何者正確？ 

               (A)甲為RNA (B)乙為DNA (C)丙為蛋白質 (D)c為轉錄作用 

23.（        ）關於圖一及圖二敘述何者錯誤？ 

            (A)生物進行a與b反應均在(3)發生 (B)a與b反應均有鹼基配對的情形  

               (C)丙可存在(1)(2)(3)           (D)甲僅能存在(3)中 

24.（        ）abc反應的敘述何者正確？ 

               (A)a反應需要載體參與      (B)b反應需要DNA聚合酶參與 

               (C)c反應在圖二的(2)中進行 (D)c反應過程需要限制酶參與 

 (1)

(2)

(3)
(圖二)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88%B1%E5%BE%B7%E5%8D%8E%C2%B7%E5%8A%B3%E9%87%8C%C2%B7%E5%A1%94%E7%89%B9%E5%A7%8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F%BA%E5%9B%A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AF%BA%E8%B4%9D%E5%B0%94%E7%94%9F%E7%90%86%E5%AD%A6%E6%88%96%E5%8C%BB%E5%AD%A6%E5%A5%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2%89%E8%89%B2%E9%BA%B5%E5%8C%85%E9%BB%B4%E8%8F%8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A%81%E8%AE%8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B%A3%E8%AC%9D%E9%80%94%E5%BE%9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85%B5%E7%B4%A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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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睿睿上完生物課，也想要重複證明DNA的複製方式，因此使用放射性同位素標定DNA分子。以下是他的實驗方式： 

步驟一：將大腸桿菌在含有
15N的培養基中培養許多世代，使親代(P)大腸桿菌的DNA分子幾乎均含有

15N  

步驟二：接著將此親代(P)大腸桿菌移至含有
14N的培養基中培養 ，使第一子代(F1)、第二子代(F2)及第三子代(F3)的DNA分子中含有

14N 

步驟三：取繁殖出來的後代，萃取其DNA進行離心分離進行分析 

離心後在試管中可發現附圖的分離狀況（粗黑色線條僅代表DNA出現位置，不代表含量）。 

若c代表雙股DNA幾乎均含有
14
N
14
N的位置，請回答下列各題。 

 

25.（        ）第一子代(F1)的DNA中，
14
N：

15
N的比例為何？ (A) 1：1 (B) 2：1 (C) 3：1 (D) 1：3 (E) 1：2。 

26.（        ）哪一試管為第三子代(F3)的DNA離心後可出現的圖形？ (A) IV (B) VI (C) VII (D) VIII (E) IX。 

27.（        ）第三子代(F3)的DNA中，
14
N：

15
N的比例為何？ (A) 1：3 (B) 3：1 (C) 1：7 (D) 7：1 (E) 1：15。 

((3))核酸為掌管細胞中遺傳訊息的分子，請回答下列關於核酸的問題。 

28.（        ）有關核酸的構造及組成，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組成DNA及RNA的核甘酸有5種 (B) DNA為雙股，RNA為單股  

               (C)DNA、RNA均為大分子       (D)胸腺嘧啶僅出現於DNA中，尿嘧啶僅出現於RNA中。 

29.（        ）下列哪些構造內同時具有DNA與RNA？(A)染色體 (B)核糖體 (C)葉綠體 (D)噬菌體。 

((3)) 流行性感冒病毒 H1N1 亞型是第一個被鑑定出的流行性感冒病毒，之後即不斷地有新亞型的報導。 

   附圖為流行性感冒病毒構造示意圖，其中甲（英文簡稱 H）與病毒進入細胞有關；  

   乙（英文簡稱 N）則與病毒粒子離開細胞有關。而流感疫苗中含有的抗原是一個蘑菇形蛋白質的片段，   

   即為圖中病毒的甲構造，突出於流感病毒的表面，並幫助病原體進入被感染者的細胞內。 

   一旦進入被感染者的細胞內，這些病毒的蛋白質的片段暴露出來，被感染者的免疫系統會產生抗體，抗體識別出具備同樣血球凝集 

   素的流感病毒，然後直接攻擊病毒。 

   若利用遺傳工程製造 H1N1疫苗，生產上文中敘述的甲構造，可能會使用到的材料如下： 

    限制酵素、DNA連接酶、DNA聚合酶、質體、H1N1完整核酸、H1N1外鞘抗原基因、H1N1外鞘抗原。請回答下列各小題。 

   30.（        ）～中哪些的主要組成成分哪些相同、哪些不同？將主要組成成分不同的物質以逗點隔開  

                   (A) ， (B) ， (C) ， (D) ，，。 

   31.（        ）利用遺傳工程製造H1N1疫苗，通常不會用到哪些物質？ (A)  (B)  (C)  (D) 。 

   32.（        ）利用遺傳工程製造出的H1N1疫苗，通常為下列何者的一小部分？ (A)  (B)  (C)  (D) 。 

((4))在太平洋的某群島上，住著一種鳥類，科學家發現這種鳥類的鳥喙有細長和厚短之分，細長的鳥喙方便取食昆蟲， 

     厚短的鳥喙方便取食種子。科學家連續五年，在甲、乙、丙三個小島上作調查，並記錄細長和厚短鳥喙的鳥兒數目， 

     紀錄如下表，試回答下列33.34題： 

            

甲    乙    丙   

生存的鳥類數目  生存的鳥類數目  生存的鳥類數目 
年別 

鳥喙細長 鳥喙厚短  
年別 

鳥喙細長 鳥喙厚短  
年別 

鳥喙細長 鳥喙厚短 

一 70 32  一 56 18  一 62 30 

二 60 25  二 42 27  二 73 22 

三 72 28  三 30 33  三 88 16 

四 69 30  四 24 45  四 90 10 

五 76 33  五 15 56  五 95 3 
  

 33.（        ）哪一個島上的昆蟲與種子等食物的來源穩定，沒有太大改變？ (A)甲 (B)乙 (C)丙 (D)乙、丙 

 34.（        ）根據表中生存鳥兒的數目判斷，哪一個島上的環境最不適合喜歡吃種子的鳥兒生存？ (A)甲 (B)乙 (C)丙 (D)甲、丙 

 

三、多選題 (每題2.5分，共40分，錯1個扣1分，錯2個扣2分，錯3個及3個以上扣2.5分) 

35. （        ）以下有關基因轉殖以及重組 DNA的敘述，哪些正確？ 

                  (A)切開載體及目標基因需要用相同的限制酶              (B)操作過程需要在細胞中進行  

(C)細菌質體 DNA的抗藥性基因是用來殺死培養基中的雜菌  (D)某些病毒可作為重組 DNA及基因轉殖工具  

(E)細菌的染色體可作為基因轉殖的載體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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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根據三種肺魚的演化樹與地理分布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澳洲肺魚的起源最早  

                (Ｂ)澳洲肺魚的起源最晚  

                (Ｃ)非洲肺魚與南美肺魚的親緣關係較近，與澳洲肺魚的關係較遠  

                (Ｄ)三種肺魚在地理上呈不連續分布，可能是因為板塊漂移所致  

                (Ｅ)三種肺魚有共同的始祖。 

37. （        ）下列有關生物學上所發展的演化理論敘述，哪些正確？  

                (Ａ)神創說的支持者認為物種皆適應於其生存環境，不隨時間而改變各性狀的特徵  

                (Ｂ)林奈認為物種皆由演化而來，其分類系統中，同科之物種必較同屬相似 

               (Ｃ)拉馬克認為親代及其後代持續鍛鍊某一器官，此器官會發生適應性的改變  

                (Ｄ)魏斯曼以實驗說明：體細胞的性狀發生適應性改變，才會發生演化現象  

                (Ｅ)達爾文發現雀鳥物種在加拉巴哥群島與同緯度海島不同，與環境有關而與演化無關。 

38. （        ）比較五界生物的特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選項 特徵 細胞類型 葉綠體 細胞壁 生物體構造 

(Ａ) 原核生物界 原核細胞 無 有 單細胞 

(Ｂ) 原生生物界 原核細胞 有或無 有或無 單細胞或多細胞 

(Ｃ) 菌物界 真核細胞 無 有 單細胞或多細胞 

(Ｄ) 植物界 真核細胞 無 有 多細胞 

(Ｅ) 動物界 真核細胞 無 無 多細胞 

39. （        ）要比較人類和狐狸狗及人類和猩猩的親緣關係哪個較接近，可利用下列何種化合物來判別？  

                (Ａ) DNA (Ｂ) ATP (Ｃ)胺基酸 (Ｄ) RNA (Ｅ)蛋白質。 

40. （        ）(甲)螺旋菌、(乙)草履蟲、(丙)酵母菌、(丁)黑黴菌、(戊)變形蟲。(甲)～(戊)為 5 種生物， 

                 對此 5 種生物之分類及細胞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甲)～(戊)中，名稱有菌者皆有細胞壁 (Ｂ)(甲)～(戊)中，命名為「蟲」者皆為原生生物界  

                (Ｃ)(甲)～(戊)中，細胞中都沒有葉綠體 (Ｄ)(甲)～(戊)中，僅(甲)無細胞核 (Ｅ)(甲)～(戊)中，(丙)(丁)為多細胞。 

41. （        ）「殺人鯨仍保有退化的後肢構造」，根據這句話，下列哪一種演化概念的推理是合理的？  

                 (Ａ)殺人鯨的後肢因為經常不用而退化 (Ｂ)殺人鯨的祖先應具有後肢 (Ｃ)殺人鯨的後肢將來會退化到完全消失  

                 (Ｄ)殺人鯨的後肢為一種痕跡構造 (Ｅ)殺人鯨的後肢與貓的後肢為同源構造。 

42. （        ）圖五為臺灣產薯蕷類的親緣關係圖，根據此圖，下列選項哪些正確？ 

                 (Ａ)此親緣關係圖描述種內的關係 (Ｂ)日本薯蕷與淮山的親緣關係較與家山藥近  

                 (Ｃ)與大薯親緣關係最近的是假山藥薯 (Ｄ) X 可視為這幾種薯蕷的共同祖先  

                 (Ｅ)戟葉田薯和大薯的親緣關係比和淮山近。 

 

43.（        ）核酸分子的基本結構如圖六，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A) 1可作為區分DNA或RNA的依據  

                (B) 3可作為區分DNA或RNA的依據  

                (C) 4可作為區分DNA或RNA的依據                

                (D)細菌細胞內，亦含有此核酸                 

                (E)在真核細胞中，僅細胞核含有此核酸分子  

44.（        ）下列有關基因表現的敘述，哪些選項正確？    

                (A) DNA聚合酶轉錄DNA為RNA (B)轉譯合成蛋白質的原料為胺基酸  

                (C)帶著遺傳訊息的RNA可附著在高基氏體上去合成蛋白質 (D) RNA上的遺傳訊息是由DNA轉譯而來  

                (E)基因，經轉錄作用形成RNA，再經由轉譯作用合成蛋白質，去影響生物體表現特定的表徵 

45.（        ）有關「轉錄」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以DNA的雙股為模版，製作另兩股DNA (B)以DNA的一股為模版，製作另一股RNA  

                (C)使用的原料與DNA複製時完全相同    (D)原核生物無法進行轉錄               (E)真核生物在細胞核中進行轉錄 

46.（        ）若有某種核酸分子，經分析確定為RNA而非DNA，下列哪些資料可支持該說法？  

                (A)五碳醣為核糖 (B)胸腺嘧啶數等於腺嘌呤分子數 (C)磷酸分子數等於五碳醣分子數 071 

                (D)含有尿嘧啶而不含有胸腺嘧啶                  (E)含氮鹼基共有四種  

47.（        ）圖七為DNA分子模型，請選出正確的敘述 

                (A)甲與丙由去氧核糖和磷酸所組成               (B)乙為含氮鹼基配對  

                (C)左側所具有的嘌呤數與右側所具有的嘌呤數相同 (D)左側所具有的嘌呤數與嘧啶數相同  

                (E)在真核細胞中只能在細胞核中發現此物質  

 

圖五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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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組成不同基因的DNA分子，下列哪些項目可能會有差異？  

                (A)含氮鹼基的種類 (B)五碳醣的種類 (C) DNA為單股或雙股  

                (D)含氮鹼基的順序 (E)含氮鹼基的數目  

49.（        ）附圖為某學者重建後鳥類及爬蟲類的演化樹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與哺乳類親緣關係最近者為鳥類 (Ｂ)鱷魚由海洋爬蟲類演化而來  

                (Ｃ)鳥類為爬蟲類演化過程中的一個分支 (Ｄ)鳥類、爬蟲與哺乳類有共同祖先 

               (Ｅ)鳥類與恐龍的親緣關係最近。 

50.（        ）已知鐮形血球貧血患者的基因型為 S'S'，病患會有嚴重貧血症以致於在孩童期即夭折， 

               而正常人的基因型為SS，而異型合子基因型（SS'）的帶因者僅呈現輕微貧血， 

               但特別的是這些異基因型的個體在瘧疾流行區，存活率較基因型為 SS 之正常個體高， 

               則 S' 等位基因比例在瘧疾流行區明顯偏高的可能原因為何？  

              (Ａ)地理隔離      (Ｂ)天擇       (Ｃ)瘧疾的篩選作用  

              (Ｄ)瘧原蟲導致正常SS個體突變成SS' (Ｅ)SS'鐮形血球的攜氧能力低，以至於不易被瘧原蟲感染。 

四、閱讀測驗 (皆為單選，每題 2分，共 14分，不倒扣) 

((1))為臺灣多樣生物編上條碼 

  生命條碼的構想在 2003 年剛提出時，雖曾引發一些爭議，但是因為它便捷可行，且對基礎和應用科學均可帶來深遠的影響，所以受到

國際學界重視。近 300 年來，物種的鑑定均需仰賴生物的形態特徵，但不少特徵會受到生物成長、性別、環境而有個體的差異。不同生物

類群的特徵又不同，也無法做跨類群間的比較，但如果利用 DNA 來鑑定，這些問題即可迎刃而解。因此早在 20 多年前，學界即開始流行利

用 DNA 序列來進行分子分類學或分子系統學的研究，只是當時並未統一使用同一片段的基因，也未要求典藏存證標本及共同建置統一的條

碼資料庫。這個計畫對於回答「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物種？」這樣的老問題，也可以提供一個較確切又很不一樣的答案。譬如傳統分類法應

已完成所有的鳥類鑑種，但若經由 DNA 序列的協助，可再增加約 5～10％ 的新種。體型小又難分辨的寄生性昆蟲，例如哥斯大黎加某一地

區的寄生蠅類，經 DNA 鑑別後，物種數甚至可增加到三倍以上。 

  未定序列，先藏標本。目前國際學術界已經統一使用細胞色素 c 氧化次單元 1（CO1）的基因序列做為生命條碼，雖然臺灣尚未有一個

整合性的計畫來推動生命條碼，但典藏酒精標本以便未來進行 DNA 的比對鑑種，卻早已開始。至於在條碼的研究和應用上，林業試驗所於 

2005 年嘗試以國際上所建議的核糖體內轉錄區間（internal transcibed spacer, ITS）、葉綠體中的 rbcL 和 trnH-psbA 等片段進行植物

類群的研究；國立自然科學博物館與財團法人食品工業發展研究所的菌種中心合作，也以 ITS 片段建立真菌的條碼；海洋大學海洋生物研

究所利用 rbcL 來建構紅藻的分類系統；中研院生物多樣性研究中心則除了魚類的 CO1 以及細胞色素 b（cyt b）的基因外，也嘗試建立沙

蠶及海鞘的 CO1 條碼；珊瑚則因演化慢，國際間尚未確定採用何段基因。 

（資料來源：http://sa.ylib.co/read/readshow.asp ? FDocNo = 1282 & CL = 18）請依照上文及所學，回答下列問題。 

  51.（        ）目前國際學術界已經統一使用下列哪一個基因序列做為生命條碼？  

(Ａ)核糖體內轉錄區間（ITS） (Ｂ)細胞色素 b（cyt b）  

(Ｃ)細胞色素 c 氧化次單元 1（CO1） (Ｄ) 12S 核糖體 RNA（12s rRNA）。 

  52.（        ）珊瑚目前在國際上尚未確認使用哪一個基因片段來作為其生命條碼，原因為下列何者？  

(Ａ)珊瑚型態簡單，分類極難 (Ｂ)珊瑚 DNA 難萃取 (Ｃ)珊瑚樣本難以取得 (Ｄ)珊瑚基因演化速度慢。 

 ((2))西元 1980 年代晚期，由於分子生物學的突飛猛進，分類學家逐漸捨棄形態的分類法，而改用分子（蛋白質、核酸）相似性的分類法。

美國卡洛伍茲（Carl Woose）依據分子生物學，認為應將原核生物界再分為古細菌界和真細菌界。於是生物分類為六界。 

後來卡洛伍茲又以三域說修正六界說。他主張在界之上，再設更大的分類階層──「域」，並將所有生物分為三個域：真細菌域、古細菌域和

真核生物域。所謂古細菌是指自太古時期即已存在地球上的細菌，但有些種類仍存留至今。

古細菌與其他兩域的比較如附圖。 

                                       

  53.（        ）試依據表中細胞壁的比較， 

      來推測甲、乙、丙依序為何域的生物？  

      (Ａ)古細菌、真細菌、真核生物 (Ｂ)真細菌、古細菌、真核生物  

      (Ｃ)真核生物、古細菌、真細菌 (Ｄ)真細菌、真核生物、古細菌。 

  54.（        ）最近，科學家在火星上發現了 X 氣體，科學家很興奮地認為火星上應存在有類似古細菌的生物。 

       試問這 X 氣體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 O2 (Ｂ) N2 (Ｃ) CH4 (Ｄ) H2O。 

特徵與生理 甲 乙 丙 

細胞壁 含肽聚糖 
不含 

肽聚糖 
纖維素、幾丁質 

細胞核 ╳ ╳ ○ 

DNA 形狀 環狀 環狀 線型 

組蛋白 無 有 有 

光合自營 有 無 有 

化學自營 有 有 無 

在 80 ℃以上生長 有 有 無 

在 100 ℃以上生長 無 有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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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人類正在加速演化 

  有科學家認為，人類科技以及醫學的進步使得人類免於天擇的篩選，實際上人類已經不再演化。這種「不再有適者生存」的論點，不

只是大眾偏誤的想法，連著名的科學家也公開宣稱人類的演化已經結束了。然而，在過去三萬年，人類從狩獵──採集的社會轉變成以農

業為基礎的社會，使得人類的族群變得比以前大。族群人數增加的愈多，新的有利突變出現機率也愈高，加上大規模遷徙到新環境，飲食

也發生重大改變，結果就是一股快速天擇的巨浪。 

  古代人類的遺骸顯示，在一萬年前，歐洲、亞洲和北非的人類牙齒平均比現在大了 10％ 之多。當我們的祖先開始吃比較軟的食物而比

較不需要咀嚼後，牙齒和下頷便一代接著一代逐漸縮小。研究人類的基因組，可以清楚看到受到天擇篩選的目標。在農耕族群的後裔中，

比較容易產生較多的唾液澱粉酶，唾液澱粉酶的基因叫做 AMY1，不論是非洲、亞洲或美洲，現今大部份的人類如果祖先是農耕族群，都具

有多組這個基因。但現今的狩獵──採集族群，例如坦尚尼亞的塔圖加人（Datooga），這種基因的組數就比較少。 

  另一個在飲食上的適應是乳糖耐受性（lactose tolerance）。每個人在一出生時幾乎都能夠製造乳糖酶（lactase），這種酵素能夠分

解乳糖，讓嬰兒更容易從母乳中取得能量，但大部份的成人都失去了這個能力。近期歷史中，人類取得了其他動物的乳汁，也發生了遺傳

突變讓乳醣酶基因的活化時間延長。其中三種突變源自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不同地方，這些地方的人從很久以前就開始養牛了。另外一

種突變常見於阿拉伯人之中，因為他們的祖先飼養了駱駝與山羊。 

  讓乳糖酶基因在成年人中依然能夠開啟的五種突變中，最後出現的一種也是最普遍的，可能起源於 7500 年前歐洲的某個人。科學家從 

5000 多年前數名歐洲農民的遺骸中萃取出 DNA 並加以定序，沒有人的乳糖酶基因帶有突變，但是同地區現在有數千萬人具有這種「乳糖酶

續存性」（lactase-persistence）突變，在基因庫中所占比率超過 75％。這完全符合天擇理論數學計算的期望值，受到天擇作用的新突變

會以指數方式迅速擴散，在許多世代之後，就普遍能在族群中輕易觀察到。（摘錄自科學人 http://sa.ylib.com/MagArticle.aspx ? Unit = 

featurearticles & id = 2542）請根據上文，回答下列問題。 

  55.（        ）某些科學家宣稱「人類已不再演化」，請問下列何者不是可能的原因？  

        (Ａ)地球的環境不會再有劇烈的變化                   

        (B)優生學的發展，使人類幼兒的存活率大增  

        (C)醫藥科技進步，使某些原本無法存活的個體得以存活  

        (D)人類的農業技術可以養活比漁獵時代更多的人口。 

  56.（        ）下列何者不是本文提出「近期人類仍在演化」的證據？  

        (Ａ)現存的農耕族群與狩獵族群在澱粉酶的基因組數有顯著差異  

        (Ｂ)各族群之間的人類可以進行基因交流  

        (Ｃ)從五千年前到現在，具有乳醣酶續存性突變基因的人數大幅增加  

        (Ｄ)現今人類的牙齒尺寸比一萬年前的人類小。 

  57.（        ）下列有關人類飲食變化與相關基因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狩獵──採集族群的個體因為沒有吃澱粉類食物，所以不會突變產生 AMY1 基因  

        (Ｂ)動物奶中的乳糖有可能誘發人類個體乳糖酶基因的突變 

        (Ｃ)大量的澱粉可能會誘發人類個體澱粉酶基因的增加  

        (Ｄ)在農耕族群中，具有較多組 AMY1 基因的個體，在澱粉類的消化吸收上可以減少能量耗損，在生存上較有利   

         

 

試題結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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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台中一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期末考 高一生物答案 

 

單選題 
         

1 2 3 4 5 6 7 8 9 10 

B A B C A D C A B B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D A B D D A B A B A 

          
題組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C D C A A D A C D 

31 32 33 34 
      

D D A C 
      

          
多選題 

         
35 36 37 38 39 40 

    
AD CDE AC ACE ADE ABCD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BDE CD ACD BE BE AD AB DE CDE BCE 

          
閱讀 

         
51 52 53 54 55 56 57 

   
C D B C A B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