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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鈞家教班生物全真模擬試題 
範圍：生物(全)                                             黃聖鈞老師 命題 

一、單一選擇題(20%，每題 1分) 

說明：說明：第 1題至第 20題，每題 4個選項，其中只有 1個是最適當的選項，畫記在答案卡 

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答對得 1分，未作答、答錯、或畫記多於 1個選項者，該題以 

零分計算。 

1.人的體細胞在進行有絲分裂時，產生四分體的個數有： 

(A)46  (B)23  (C)2  (D)0。 

2.比較呼吸作用的氧化磷酸化反應和光合作用的光反應，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呼吸作用的電子來自於氧分子，光合作用的電子來自於水分子  (B)呼吸作用利用 NADP
+ 

做為電子的攜帶者，光合作用利用 NAD
+做為電子接受者  (C)呼吸作用利用粒線體內膜內外 

的氫離子濃度差異來合成 ATP，光合作用亦利用同樣的機制，但作用地點在葉綠體  (D)動物 

細胞利用粒線體的呼吸作用提供生化反應所需的 ATP，植物細胞沒有粒線體，故利用葉綠體 

來製造 ATP。 

3.已知「人的體細胞中，含氮鹼基 A 的數目與 T 的數目相等」，「成熟生殖細胞中的染色體為體 

細胞的一半」，根據你對 DNA 及細胞染色體的了解，下列何者最正確？ 

(A)成熟生殖細胞中含氮鹼基A的數目仍與T的數目相等 (B)成熟生殖細胞中含氮鹼基A的 

數目為體細胞含氮鹼基 A 的數目的一半 (C)成熟生殖細胞中含氮鹼基 A 的數目與體細胞含 

氮鹼基 A 的數目相等，但成熟生殖細胞中缺含氮鹼基 T (D)成熟生殖細胞中含氮鹼基 A 的 

數目與 T 的數目已無關係。 

4.組成 DNA 結構的基本成分為： 

①核糖、②去氧核糖、③磷酸根、④腺嘌呤、鳥糞嘌呤、胞嘧啶、⑤胸腺嘧啶、⑥脲嘧啶 

(A)①③④⑤  (B)②③④⑤  (C)①②④⑥  (D)②③④⑥。 

5.一對夫妻均有多指症，且其基因型皆為異型合子，請問他們生的三個孩子有相同手指數目的 

機率為何？ 

(A)
27

64
  (B)

9

16
  (C)

7

16
  (D)

3

4
。 

6.下表是在生物 1 與生物 2 的相互作用下，分別對此兩種生種所造成的影響，試問下列敘述何 

者正確（＋表示正面影響，－表示負面影響，0 表示無影響）？ 

相互作用類別 生物 1 生物 2 

甲 ＋ ＋ 

乙 － － 

丙 ＋ － 

丁 ＋ 0 

(A)相互作用甲，生物 1 有可能是根瘤菌，而生物 2 有可能是豆科植物  (B)相互作用乙有可 

能是寄生關係  (C)相互作用丙，生物 1 有可能是小丑魚，而生物 2 有可能是海葵  (D)相互 

作用丁，生物 1 有可能是白蟻，而生物 2 有可能是其腸內的鞭毛蟲。 

7.下列何種情況可以降低一個人的水腫現象？ 

(A)擴大微血管內皮細胞之間的間隙  (B)降低由肝臟所產生的血漿蛋白質  (C)阻塞淋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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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  (D)降低血壓。 

8.假如你希望用遺傳工程的方法使植物更能抗旱，請問增加下列哪一種植物荷爾蒙可能是好的 

第一嘗試？ 

(A)離酸（A.B.A.）  (B)生長素（I.A.A.）  (C)吉貝素（G.A.）  （D）細胞分裂素（C.K.）。 

9.微生物在醫學上的應用，選出錯誤的敘述？ 

(A)英國醫師簡納最先利用種牛痘預防天花，是利用牛痘的病毒作為疫苗  (B)種牛痘產生的 

抗體可對抗天花的病毒  (C)英國人佛來明最先發現的抗生素是青黴菌所分泌的  (D)在治 

療各種微生物感染的疾病時皆可使用抗生素。 

10.遇海難而漂浮在海面的人，因缺乏淡水，故此人： 

(A)血漿滲透壓升高，抗利尿激素增加  (B)血漿滲透壓升高，抗利尿激素減少 

(C)血漿滲透壓降低，抗利尿激素增加  (D)血漿滲透壓降低，抗利尿激素減少。 

11.檢測了 500 人的 ABO 的血型，發現 I
A的頻率為 0.2，i 的頻率為 0.5，試問該人群中 B 型血 

的人數約有多少人？ 

(A)40  (B)75  (C)195  (D)225。 

12.某種油品標示B1，代表意義為何？ 

(A)添加1％生質柴油於無鉛汽油中 (B)在汽油中含石化汽油1％，99％為無水酒精 

(C)柴油中，添加1％生質柴油 (D)添加1％生質酒精於生質柴油中。 

13.下列何者同時參與細胞媒介與抗體媒介免疫反應？ 

(A)巨噬細胞  (B)輔助性 T 細胞  (C)漿細胞  (D)胞毒殺性 T 細胞。 

14.葡萄糖以擴散方式通過人工製造的磷脂質雙層膜是緩慢的，若以小腸細胞取代，則發現葡萄 

糖會大量且快速從葡萄糖含量多的食物中進入含量低的細胞質內。請問那一種轉運機制最可 

能在小腸細胞發揮功用？ 

(A)簡單的擴散作用  (B)吞噬作用  (C)主動運輸  (D)便利性(促進性)的擴散作用。 

15.地球上最初的原始生命，其代謝類型最可能是： 

(A)厭氧型、自營性  (B)厭氧型、異營性  (C)需氧型、自營性  (D)需氧型、異營性。 

16.一般吃下雞蛋後，此蛋消化過程之順序為何？ 

①胃酸開始分泌；②脂肪分解為脂肪酸與甘油；③膽汁注入十二指腸；④蛋白質開始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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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下列有關植物光敏素的敘述，何者錯誤？ 

(A)光敏素為感光靈敏的色素，含量少而較不顯現顏色  (B)通常黑暗中的萵苣種子不具光敏 

素  (C)發芽的幼苗與成熟的植株中均含有光敏素  (D)植物形態發育過程常與光敏素受到 

不同波長之光的刺激有關 

18.周圍神經系統包括腦神經和脊神經，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腦神經和脊神經皆為混合神經  (B)第Ⅲ、Ⅶ、Ⅸ、Ⅹ對腦神經與交感神經有關  (C)第 

Ⅲ、Ⅳ、Ⅴ對腦神經與眼球轉動有關  (D)第Ⅶ、Ⅸ對腦神經與唾液分泌有關。 

19.下列哪一個方程式最能表現紅血球流經肺臟微血管的變化過程？ 

(A)Hb＋4O2→Hb(O2)4  (B)Hb＋4CO2→Hb(CO2)4  (C)CO2＋H2O→H2CO3 

(D)H2CO3→H
＋＋HCO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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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若在某個小島上發現了兩隻看來十分相似的動物，在無法以分子生物學的方法來鑑定其是否 

為同種時，可藉由下列哪一項觀察來斷定其為同一種？ 

(A)具有同功器官且均擅長爬樹  (B)吃相同的食物，且有相同的狩獵模式  (C)在自然狀態 

下可交配而產生具有生殖能力的後代  (D)叫聲相同。  

 

二、多重選擇題(30%，每題 2分) 

說明：第 21題至第 35題，每題有 5個選項，其中至少有 1個是正確的選項，選出正確選項畫 

記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各題之選項獨立判定，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 2分；答 

錯 1個選項者，得 1.2分，答錯 2個選項者，得 0.4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錯多於 

2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21.以下敘述何者正確(如附圖)？ 

(A)若血管中 CO2 濃度上升，則甲作 

用增強，使心跳變快 (B)乙末梢分 

泌正腎上腺素 (C)甲連於延腦，乙 

連於脊髓 (D)甲、乙均屬自律神經系 

(E)甲、乙均為第十對腦神經。 

 

22.根據右圖有關血液中，HbO2 與 CO2 相對含量之關係圖示 

，你認為下列哪項解釋是正確的？ 

(A)a 在左心室，b 在右心室  

(B)a 在肺動脈，b 在肺靜脈  

(C)a 在肺靜脈，b 在肺動脈 

(D)a 在主動脈，b 在上、下腔靜脈  

(E)a 在靜脈，b 在動脈。  

 

23.下列有關 C4 植物和 CAM 植物之敘述，哪些正確？(多選) 

(A)兩者固定CO2的酵素相同  (B)兩者進行碳反應的路徑相同  (C)固定CO2的酵素只在夜 

間才有功能  (D)CAM 植物在葉肉細胞固定 CO2，在維管束鞘細胞進行卡耳文循環  (E)在 

高緯度及生長季節短的地區，C4 植物演化出高效率的光合作用。 

24.下列對於維管束內木質部與韌皮部相對位置的敘述，何者正確？ 

(A)玫瑰莖部維管束的木質部向內，而韌皮部則向外  (B)玉米莖部維管束散生，因此木質部 

可能向內或向外  (C)玫瑰葉脈的木質部朝向上表皮，而韌皮部則朝向下表皮  (D)玉米葉脈 

的木質部朝向下表皮，而韌皮部則朝向上表皮  (E)玫瑰根部的木質部位於內側，而韌皮部 

則位於外側。 

25.一血型 A、視覺正常之母親生下五個小孩(a、b、c、d 和 e)，他們的外表型如下： 

a：男孩，血型 A，色盲；b：男孩，血型 O，色盲； 

c：女孩，血型 A，色盲；d：女孩，血型 B，正常視覺；e：女孩，血型 A，正常視覺； 

此位母親有兩次婚姻記錄，第一任丈夫為血型 AB、色盲之甲先生；第二任丈夫為血型 A、 

視覺正常之乙先生，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a 之父親必定為甲先生  (B)b 之父親必定為乙先生  (C)c 之父親必定為甲先生   

(D)d 之父親可能為乙先生  (E)e 之父親可能為甲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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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下列有關植物種子萌發與生長發育的敘述何者正確？ 

(A)種子內的胚是由合子經由多次細胞分裂發育而成，包括胚根、胚軸、胚芽、胚乳和子葉 

(B)大麥種子浸水後，其胚乳即產生吉貝素，以分解養分供胚生長發育之用 

(C)吉貝素促進大麥種子萌發之作用，可利用添加離素使其失效 

(D)光照會促進幼苗的生長發育，在光照條件下萌發生長的幼苗通常比黑暗中生長者高 

(E)種子萌發和幼苗發育初期不受光線影響，須等到葉綠體發育後才受影響。 

27.菌根是指維管束植物之根部與特定種類之真菌行互利共生的構造，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為真核生物之間的共生型式  (B)豆科植物之根部與根瘤菌形成之根瘤即為一種菌根 

(C)真菌藉由形成菌絲，而擴大植物根部吸收水份與無機鹽分的面積  (D)形成菌根之維管 

束植物的根部，通常會因菌絲過度吸收植物養份而衰敗死亡  (E)真菌的菌絲可藉由向外分 

泌酵素，分解植物根部之部分細胞壁而得以進入根部之皮層細胞內。 

28.若有兩隻母猴，甲猴為患有粒線體遺傳疾病 

的母猴，而乙猴為健康的母猴，首先從甲猴 

身上取出卵細胞並抽取細胞核後，再將它移 

植入已經移除細胞核的乙猴卵中（如右圖）， 

請問下列問題何者錯誤？ 

(A)經過基因改造後，可順利生下健康的小猴 

(B)粒線體遺傳疾病可由公猴或母猴傳給子代 

，但母猴傳給子代的機率較大些 

(C)生出的小猴主要性狀來自於乙猴  

(D)粒線體突變多會產生代謝上的疾病 

(E)生出的小猴其粒線體的DNA來自於乙母猴。 

 

29.有關人體心臟搏動的敘述，選正確的： 

(A)節律點是一種特化的心肌，位於左心房  (B)心搏的節律性由節律點控制  (C)節律點發 

生訊號時，首先引起左心房的收縮，再來為左心室，右心房，右心室依序收縮  (D)心室收 

縮時，房室瓣關閉，半月瓣打開，此時產生第一心音  (E)心室舒張時，半月瓣關閉，房室 

瓣打開，此時產生第二心音。 

30.下列有關重組 DNA 過程與技術的敘述，那些是正確的？ 

(A)一般用來攜帶外來基因進入細菌的載體有質體與噬菌體  (B)有些噬菌體的遺傳物質是 

RNA 而不是 DNA，它們可直接當作基因選殖的載體  (C)載體與要選殖的基因均需要分別 

利用核酸聚合酶切開  (D)切開的載體與要選殖的基因必須進行接合反應，形成重組 DNA 

分子  (E)重組 DNA 分子放在試管中即可自行複製出許多相同 DNA。 

 

31.保衛細胞處在下列何種條件，會由右圖中甲變為乙的狀態？  

(A)Pco2 減少  (B)照光  (C)K
+由胞內運送至胞外  

(D滲透壓增加  (E)ABA(離素)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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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右圖為自然界碳、氫、氧循環的簡圖， 

A、B、C 各代表什麼？  

(A)A 為消費者、B 為分解者、C 為生產者  

(B)A 為生產者、B 為分解者、C 為消費者  

(C)A 為生產者、B 為消費者、C 為分解者  

(D)A 的生物量一般而言會比 B 大  

(E)C 的消失會嚴重影響到碳、氫、氧的循環  

33.關於真核生物之基因表現，下列何者為正確？ 

(A)其基因轉錄與轉譯在不同地方進行   

(B)由一種 RNA 聚合酶負責所有 RNA 之合成   

(C)其 RNA 轉錄作用在細胞核中進行   

(D)其訊息 RNA(mRNA)需經過剪接而成   

(E)其訊息 RNA(mRNA)具有 5 端帽蓋(5’cap)。 

34.下列有關向性的相關描述哪些正確？ 

(A)向性的表現均與植物荷爾蒙有關  (B)向光性與向地性均與光線有關  (C)與向光性有關 

的植物荷爾蒙為細胞分裂素  (D)向觸性受光線影響有日夜差異性  (E)向性均與細胞延長 

有關。 

35.下列哪幾組物質中存在著拮抗作用？ 

(A)離層產生：生長素 vs.離層素  (B)種子休眠：吉貝素 vs.離層素   

(C)血鈣濃度：降鈣素 vs.副甲狀腺素  (D)血糖調節：胰島素 vs.腎上腺皮質素   

(E)電解質調節：抗利尿激素 vs.心房排鈉素。 

 

三、實驗題（7％） 

說明：第36題至第41題，包含單選題與多選題，單選題有4個選項，多選題有5個選項，每題 

選出最適當的選項，標示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單選題各題答對得1分，答錯、 

未作答或畫記多於1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多選題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2分； 

答錯1個選項者，得1.2分；答錯2個選項者，得0.4分；答錯多於2個選項或所有選項均 

未作答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請就「DNA粗萃取」探討活動回答下列問題： 

36.在實驗步驟中，加入「新鮮鳳梨汁」的目的為何？ 

(A)溶解DNA (B)讓DNA從溶液中析出 (C)破壞細胞膜 (D)分解蛋白質。 

37.在實驗步驟中，加入「洗碗精」的目的為何？ 

(A)溶解DNA (B)讓DNA從溶液中析出 (C)破壞細胞膜 (D)分解蛋白質。 

38.在實驗步驟中，加入「5M食鹽水」的目的為何？ 

(A)溶解DNA (B)讓DNA從溶液中析出 (C)破壞細胞膜 (D)分解蛋白質。 

39.使用冰凍過 95％酒精的目的為何？ 

(A)溶解 DNA (B)讓 DNA 從溶液中析出 (C)破壞細胞膜 (D)分解蛋白質。 

40.葉問的紅血球與A型血清混合不發生凝集反應，但其血清卻能使A型血的紅血球發生凝集反 

應，葉問的血型應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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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型 (B)B型 (C)O型 (D)AB型。 

41.血型檢驗師利用抗A血清、抗B血清、O型個體的血清及AB型個體的血清等四種血清，對甲 

、乙、丙三人進行血液凝集反應測試，其結果如附表所示（＋表示凝集反應、－表示無凝集 

反應），則依據實驗結果，有關A、B、O血型的敘述，下列哪些正確？ 

 抗A血清 抗B血清 O型個體的血清 AB型個體的血清 

甲 ＋ － ＋ － 

乙 ＋ ＋ ＋ － 

丙 － － － － 

 

(A)屬於多基因遺傳 (B)參與凝集反應的抗原位於紅血球上 (C)甲和乙結婚，無法生下O 

型的孩子 (D)丙的血清中不含抗A及抗B抗體，是很好的受血者 (E)乙和丙都只有一種型 

式的基因型。 

 

四、閱讀題(12％) 

說明：第 42題至第 50題，包含單選題與多選題，單選題有 4個選項，多選題有 5個選項，每 

題選出最適當的選項，標示在答案卡之「選擇題答案區」。單選題各題答對得 1分，未作 

答、答錯、或畫記多於 1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多選題所有選項均答對者，得 2 

分；答錯 1個選項者，得 1.2分，答錯 2個選項者，得 0.4分，所有選項均未作答或答 

錯多於 2個選項者，該題以零分計算。 

閱讀一 

1960 年代末期，人類在治療細菌性感染的領域上獲得空前勝利，由於抗生素的出現，讓許 

多原本致命的傳染病不再可怕。感染性傷口、食物中毒不再威脅人類生命，一些傳染性疾病， 

如：淋病、梅毒…等逐漸被根除，曾造成嚴重傷亡的鼠疫、霍亂也已經被控制。  

  不過近幾年，人類對傳染性疾病的憂心與恐懼又再度升高，因為抗生素已經不再是控制病 

情的萬靈丹，具抗藥性細菌散播速度更是超出我們的想像。特別是在醫院中，那裡有各式各樣 

的細菌，也是抗生素被使用得最凶的地方！在美國，雖然院內感染的案例逐年下降，但高達 70% 

的案例是具抗藥性細菌所造成的感染。 

  事實上，細菌可以透過基因突變，基因交換…等方式武裝自己，所以抗生素用得越凶，反 

而加速具抗藥性細菌的出現，而這又迫使醫師們再選擇其他類【火力】更強大的抗生素進行治 

療，但一段時間後，抗藥性細菌的出現又再次讓當初火力強大的藥物失效。  

  人們往往不經意地在醫院中「孕育」了許多具抗藥性的細菌，當這些變種的細菌被攜帶到 

我們生活的社區中散佈後，就會造成嚴重的公共衛生威脅，世界各地一再出現的變種結核菌就 

是一個最好例子。  

  幾年前，在美國曾出現抗萬古黴素(vancomycin)的金黃色葡萄球菌（Staphylococcus  

aureus），所幸控制得宜，沒有發生大規模院內傳染。哈佛大學分子藥理學教授 Christopher Walsh 

指出：抗萬古黴素金黃色葡萄球菌的出現確實令人感到相當悲觀，因為連萬古黴素失去效用， 

這意味著我們也失去了所有對抗細菌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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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現在醫學上所用的抗生素中，以何者藥效最強？(單選) 

(A)四環黴素  (B)萬古黴素  (C)青黴素  (D)鏈黴素。 

43.醫生在長期使用同一種抗生素後，隨著抗生素使用次數的增加，原有劑量所產生的抗生素效 

用會有減少的現象，此即為對抗生素產生耐受性的現象。這種對抗生素發生耐受性的概念為 

何？(單選) 

(A)抗生素造成細菌基因突變，產生抗藥性基因  (B)細菌身體累積的抗生素增加了自身的抗 

藥性 (C)原來的細菌族群中，少數個體有抗藥的基因 (D)最早的細菌族群中沒有基因的變異 

44.下列的疾病何者可利用抗生素控制或治療？(多選) 

(A)梅毒  (B)破傷風  (C)流行性感冒  (D)登革熱  (E)香港腳。 

 

閱讀二 

食品製作時，若使用亞硝酸納(NaNO2)可以增加食品的口感與色澤，因此，有位科學家進 

行一個研究，探討此化學物對小鼠各種防禦性血球細胞數量的影響。實驗中分別以含有三種不 

同濃度亞硝酸納的飼料連續餵食小鼠 21 天；在停止餵含亞硝酸納飼料後的第一天(phase A)、 

第七天(phase B)及第二十一天(phase C)，分別採血進行各種血球的計數，得到的結果如下表： 

各種血球的百分比       亞硝酸鈉的劑量(mg/kg) 

phase 0 50 100 

嗜中性球(%) A 20.64.8 20.83.6 35.06.7 

 B 14.83.8 15.52.6 19.33.2 

 C 16.82.5 13.71.8 18.93.5 

淋巴球(%) A 80.59.8 80.28.9 68.55.5 

 B 85.28.3 82.87.6 80.76.2 

 C 83.28.2 86.39.2 80.27.8 

白血球總數(×10
9
cells/ml) A 6.51.2 5.21.2 5.11.4 

 B 7.51.8 8.11.6 8.01.8 

 C 8.02.2 7.11.9 7.41.4 

45.下列有關亞硝酸鈉對小鼠血球細胞影響的推測，何者正確？(單選) 

(A)亞硝酸鈉會造成血球細胞數目的下降  (B)亞硝酸鈉會造成血球細胞的增生，且增生率與 

未餵食的對照組相同  (C)亞硝酸鈉會造成血球細胞組成的各族群量發生改變  (D)亞硝酸 

鈉會造成血球細胞組成族群之間發生轉換。 

46.由實驗結果推測，亞硝酸鈉對小鼠防禦力最可能的影響為何？(單選) 

(A)降低非特異性免疫力；增加特異性免疫力  (B)增加非特異性免疫力；增加特異性免疫力 

(C)降低非特異性免疫力；降低特異性免疫力  (D)增加非特異性免疫力；降低特異性免疫力 

47.根據本次實驗的血球細胞數目變化結果，下列哪一項結論是正確的？(單選) 

(A)亞硝酸鈉對淋巴球數目及嗜中性球數目的影響是短暫的  (B)亞硝酸鈉對淋巴球數目及 

嗜中性球數目的影響是不可逆的  (C)亞硝酸鈉對小鼠白血球總數的影響是不可逆的   

(D)亞硝酸鈉造成淋巴球及嗜中性球的增生是短暫的。 

 

 



                                        醫科舵手    聖鈞生物 8 

閱讀三 

在比賽場上，運動員使用運動禁藥都是希望奪取比賽的勝利。科學研究證明，使用運動禁 

藥會對人的身心健康產生許多直接的危害。因此運動員使用運動禁藥不但是一種不道德的欺騙 

手段，也是一種傷害自己的行為。  

在那些按體重分級別進行比賽的項目中，運動員量體重前使用利尿劑快速減體重，或在運 

動禁藥檢查時利用它沖淡尿液以遮蔽尿中的違禁物質。大劑量和長期使用利尿劑可使尿中的鹽 

和電解質過度流失，破壞體內的電解質平衡。因體液流失而導致大幅度減體重，會引起腹部和 

小腿肌肉痙攣。更為嚴重的是，還有可能因導致心律不整或心臟衰竭而危及生命。  

促腎上腺皮質激素(ACTH)具有刺激腎上腺皮質的作用，可使其產生更多的皮質醇(又稱為 

腎上腺皮質素）。皮質醇及合成類似物可減輕肌腱和關節的炎症，具有止痛和消炎的作用。紅血 

球生成素(EPO)是人體腎臟中可自然產生的一種物質，具有促進紅血球增生及維持血中紅血球 

數穩定的作用。運動員濫用 EPO 嚴重威脅自身健康，由於額外增加了血液中的紅血球數量比， 

可使血流明顯減慢，引發高血壓、腦病發作，造成組織缺氧、凝血加快，會導致靜脈血栓、肺 

栓塞、肌肉感染或中風。  

 

48.若紅血球生成素分泌不足，可能會有什麼症狀？(單選)  

(A)高血壓  (B)貧血  (C)中風  (D)血栓。 

49.服用利尿劑可能造成下列哪些症狀？(多選) 

(A)肌肉痙攣  (B)心律不整  (C)水腫  (D)血壓上升  (E)口乾舌燥。  

50.若服用過量皮質醇，對身體會有什麼影響？(多選) 

(A)造成滿月臉  (B)男性女性化  (C)尿中有糖  (D)心悸  (E)高血壓。  

 

五、非選擇題(31％) 

說明：請按照題序(1、2、3)及小題號【(1)、(2)、(3)…】，依序在「非選擇題答案卷」上做答， 

不必抄題。 

1.消化道內消化液的分泌除了受神經支配外亦受激素的控制，試回答下列問題：(8％) 

(1)胃可分泌何種激素參與胃液的分泌？(2％) 

(2)小腸可分泌何種激素參與胰液的分泌？(4％) 

(3)小腸可分泌何種激素抑制胃的蠕動？(2％) 

 

2.以電子顯微鏡觀察培養基內樣品 A、B、C 三種細胞的顯微結構，觀察到結構 a～e 具有下列 

特徵：結構 a、b、c 都是由兩層膜構成，其中 a 的膜具有小孔，而 b、c 沒有小孔；細胞分裂 

時以 d 的周圍產生出紡錘絲；e 成囊狀且由片層結構重疊而成。現將細胞 A、B、C 結構的有 

無整理如下表： 

樣品\結構 a b c d e 

A － － － － － 

B ＋ ＋ ＋ － ＋ 

C ＋ ＋ － ＋ ＋ 

樣品 A、B、C 分別是菠菜葉、大腸桿菌和豬的肝臟中的一種，結構 a～e 分別是粒線體、細 

胞核、葉綠體、中心粒和高基氏體中的一種。試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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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樣品 A、B、C 各是什麼？(3％－全對才給分) 

(2)結構 a～e 各是什麼？(5％－全對才給分) 

(3)將樣品 B 在低溫下進行離心，分離出結構 a、b、c 且形狀保持不變。那麼： 

(a)可以利用氧氣的結構為何？(2％－以代號表示) 

(b)能產生 ATP 的結構為何？(2％－以代號表示) 

(c)DNA 含量最多的結構為何？(2％－以代號表示) 

 

 

3.含有 P
32 或 P

31 的磷酸，兩者化學性質幾乎相同，都可參與 DNA 分子的組成，但是 P
32比 P

31
 

質量大。現將某哺乳動物的細胞放在含有 P
31磷酸的培養基中，連續培養數代後得到 G0 代細 

胞，然後將 G0 代細胞移至含有 P
32 磷酸的培養基中培養，經過 2次細胞分裂後，分別得到 G1 

、G2 代細胞。再從 G0、G1、G2 代細胞中提取出 DNA，精密度梯度離心後得到結果如下圖。 

由於 DNA 分子量不同，因此在離心管內的分佈不同。若①、②、③分別表示輕、中、重三 

種 DNA 分子的位置，請回答下列問題：(9％) 

 

 

 

 

 

 

 

(1)G0、G1、G2 三代 DNA 離心後的試管分別是圖中的：G0：   ；G1：   ；G2：   。(3％) 

(2)G2 代在①、②、③三條帶中 DNA 數的比例為：           (2％) 

(3)圖中①、②兩條帶中 DNA 分子所含的同位素磷分別為： 

(a)條帶①：        (2％)；(b)條帶②：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