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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選擇題 

  A. 單選題 (1-22題，每題 2分，共 44分) 

(1) 下面哪兩種化合物屬於同分異構物？ 

   (A) 葡萄糖與果糖  (B) 葡萄糖與蔗糖  (C) 半乳糖與麥芽糖 (D) 乳糖與果糖。 

(2) 下面何者擁有最少比例的不飽和脂肪酸？ 

   (A) 鮭魚    (B) 玉米油   (C) 油菜油   (D) 牛肉 。 

(3) 細胞內負責蛋白質合成的構造是？ 

   (A) 細胞核   (B) 高基氏體   (C) 核糖體   (D) 內質網。 

(4) 生活在淡水的原生動物體內，負責水分排除的構造稱為? 

   (A) 食泡    (B) 伸縮泡   (C) 液胞    (D) 飲胞。 

(5) 下面關於酵素的敘述，何者正確？ 

   (A) 大部分的酵素是屬於脂質 

   (B) 酵素是化學反應的產物 

   (C) 酵素會催化特定的反應 

   (D) 酵素發揮功能時需要酵素抑制劑。 

(6) 植物細胞處於低張溶液環境中會呈現： 

   (A) 質壁分離   (B) 排出多餘水分  (C) 細胞破裂   (D) 變得腫脹 

(7) 在細胞的呼吸作用，大部分的 ATP 是直接由哪一個作用產生？ 

   (A) 電子傳遞鏈  (B) 檸檬酸循環  (C) 糖解作用   (D) 發酵作用 

(8) 光合作用的光反應是發生於： 

   (A) 葉綠體基質  (B) 類囊體膜   (C) 細胞質   (D) 葉綠體內膜 

(9) 光合作用系統產生的氧氣是來自： 

   (A) NADPH   (B) 二氧化碳   (C) 水    (D) 葡萄糖 

(10) 肌肉細胞之所以不同於神經細胞，主要是因為： 

   (A) 它們含有不同的基因     (B) 它們表現不同的基因   

   (C) 它們使用不同的遺傳密碼    (D) 它們各自具有獨特的核糖體 

(11) 下面哪一件事情發生在間期 (interphase) ？ 

   (A) 染色質絲變粗短 (B) 姊妹染色體分離 (C) 形成紡錘絲  (D) 染色體複製 

(12) 對於一個物種有四對染色體，則會有多少的配子組合？ 

   (A) 2     (B) 4    (C) 8    (D) 16 

(13) 反芻類動物的共生性微生物，主要棲息在動物體內哪一種特化的區域 ? 

   (A) 胃    (B) 小腸    (C) 大腸    (D) 肝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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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LH和 FSH分泌的高峰發生在： 

    (A) 月經週期的月經期 

    (B) 卵巢週期的濾泡期開始時 

    (C) 卵巢週期的排卵期附近 

    (D) 卵巢週期的黃體期末期。 

(15) RNA 與 DNA 不同的地方在於？ 

    (A) RNA 是雙股，DNA 是單股 

    (B) RNA 包含尿嘧啶(U)，DNA包含胸腺嘧啶(T) 

    (C) RNA 是胺基酸聚合物，DNA 是核苷酸聚合物 

    (D)在 RNA內 G 與 T 配對，在 DNA內 G與 C 配對 

(16) 利用顯微鏡觀察某生物細胞，發現此細胞具有細胞壁、細胞核、粒線體等構造，但不具葉綠體

依據這些特徵推測，視野下的細胞可能是何者？ 

(A) 保衛細胞   (B) 藍綠菌   (C) 酵母菌   (D) 草履蟲。 

(17) 下面哪一個生態學研究的層次可以包含其餘所有的層次？ 

    (A) 族群 (population)   (B) 生物體 (organism)  

    (C) 生態系 (ecosystem)   (D) 群聚 (community) 

(18) 根據器官的演化來源判斷，下列何者不屬於『同源器官』？ 

(A) 蜻蜓的翅及食果蝙蝠的飛膜 (B) 蝴蝶的吸蜜口器及蚊子的吸血口器  

(C) 海狗及鯨的游泳肢   (D) 貓的爪及攀木蜥蜴的爪 

(19) 紫茉莉的花色是中間型遺傳，RR 為紅花，rr 為白花，而 Rr 為粉紅花。若一白花紫茉莉與一

粉紅花紫茉莉雜交，則其子代的基因型應為何？ 

(A) 基因型全部為 Rr  (B) 基因型全部為 rr (C) 基因型為 RR，Rr，rr (D) 基因型為 Rr，rr 

(20) 某 DNA 序列 5’-ACATTGCAT-3’轉錄後所得的序列為何？ 

(A) 3’-ATGCAATGT-5’   (B) 5’-AUGCAAUGU-3’  

(C) 3’-ACAUUGCAU-5’  (D) 5’-TGTAACGTA-3’ 

(21) 下列何者是生物放大效應 (biological magnification) 的結果？ 

    (A) 頂級消費者最易受到有毒環境化合物的傷害 

    (B)  DDT 已散佈在每一個生態系中，且存在幾乎所有的生物體內 

    (C) 兩極的溫室效應最顯著 

    (D) 食物鏈中的每一個營養階層都有能量的喪失 

(22) 下面何者能行光合作用並釋出氧氣？ 

    (A) 披衣菌 (chlamydias)  (B) 藍細菌 (cyanobacteria)  

    (C) 放線菌 (actinomycetes)  (D) 化學自營細菌 (chemoautotrophic bac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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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多選題 (1-6題，每題 3分，共 18分) 

(1) 有關於人腦的構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腦脊髓液存於蜘蛛膜的下腔      (B) 大腦的腦室與脊髓的中央管不相連接 

   (C) 大腦皮質和脊髓白質皆由神經纖維組成   (D) 胼胝體是聯繫大腦兩半球間的構造 

(2) (甲) 細胞壁 (乙) 細胞膜 (丙) 細胞質 (丁) 葉綠體 (戊) 粒線體 (己) 高基氏體 (庚) 內質網   

   (辛) 核糖體。 請問金黃色葡萄球菌以及咸豐草細胞都具有？ 

   (A) 乙、丁  (B) 甲、丙  (C) 己、庚  (D) 乙、辛 

(3) 下面哪一種生理反應屬於正回饋的實例？ 

   (A) 神經細胞的刺激作用引起鈉離子流入胞內，鈉離子的流入啟動更多鈉離子流入 

   (B) 血液中高濃度二氧化碳，引起較深較快的呼吸，以排除二氧化碳 

   (C) 血液葡萄糖濃度上升，刺激胰臟分泌胰島素，此激素降低血液中葡萄糖濃度 

   (D) 紅血球的生成受到較低氧分壓刺激，血紅素將肺臟中氧氣送至全身各器官。 

(4) 下面關於植物激素與所述功能那些不符合？ 

   (A) 生長素 (auxin) ~ 促進細胞延長以增加莖部伸長   

   (B) 乙烯 (ethylene) ~ 促進種子休眠 

   (C) 細胞分裂素 (cytokinins) ~ 啟動計畫性的細胞死亡 

   (D) 吉貝素 (gibberellins) ~ 刺激種子發芽 

(5) 下列哪些器官和其功能的配對是錯誤的？ 

   (A) 胃 ~ 蛋白質的吸收   (B) 口腔 ~ 澱粉的消化   

   (C) 大腸 ~ 膽汁的生成   (D) 小腸 ~ 養分的吸收 

(6) 以下那些不屬於脊椎動物的先天性免疫系統？ 

   (A) 自然殺手細胞  (B) 抗體  (C) 干擾素  (D) T 淋巴細胞  (E) 發炎反應 

二、是非題(1-10題，每題 1分，共 10分) 

(1) 蛋白質的功能取決於它的結構。  

(2) 細胞膜內主要的脂質成分是固醇類。  

(3) 擴散作用是屬於被動運輸。  

(4) 在有氧呼吸作用最後電子的接受者是氧氣。  

(5) 當你摒住呼吸時，血液中的氧氣的下降迫使你呼吸。  

(6)  B 細胞可發育為分泌抗體的漿細胞。  

(7) 母體抗體經乳汁傳給新生兒，可以讓新生兒產生長效性的免疫力。 

(8) 每個運動神經元僅與一個肌纖維相連。  

(9) 小腦的功能主要是在運動、知覺及認知行為時擔任協調及錯誤偵測的任務。 

(10) 人耳朵內的毛細胞(hair cell)是屬於機械性感受器。 



義守大學 104學年度第一學期 轉學生入學招生考試試題 

系所別 [二年級]生物科技學系、營養學系 考試日期 104/7/25 

考試科目 生物 頁碼/總頁數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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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注意：試題須隨答案卷繳交              4/4 

三、填充題 (1-8題，每題 2分，共 16分) 

(1) 利用噬菌體達到細菌間 DNA轉移之目的過程稱為 ________。 

(2) 革蘭氏陽性菌與陰性菌的差異主要在於 _______ 的不同。 

(3) 女性細胞中不活化的 X 染色體濃縮成堅實物，稱為 _________。 

(4) 真核生物染色體之線狀 DNA分子的尾端，含有特殊重複序列，稱為_________。 

(5) 催化以 RNA當模板做出 DNA 酵素稱為 __________。 

(6) 心臟內有一特殊區域，稱為 _________，負責心臟調整心肌收縮速度。 

(7) 大部分的水生生物，包括多種魚類，其含氮廢物形式是 ________。 

(8) 鞭毛是部分細菌負責________ 的胞器。 

 

四、問答題(1-3題，共 12分) 

 (1) 請說明何謂內共生學說，並說明有何證據支持此學說？(4 分) 

 (2) 淋巴球會分泌蛋白質到細胞外，我們可以利用放射性同位素標示來追蹤這些蛋白質從生產到分泌出

去的路徑，請利用下列構造或胞器名稱，說明此蛋白質的傳送順序。(葉綠體、高基氏體、細胞膜、

平滑內質網、粗糙內質網、細胞核、粒線體) (3 分) 

 (3) 有一男孩的父母均是表徵正常，但男孩卻是血友病，這是一種性聯遺傳隱性的疾病。請寫出這三人

的基因型。請問這對父母生下的小孩，有多少比例會得血友病, 有多少比例會是帶原者? 性別分別

是甚麼？(5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