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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ㄧ、是非題: 每題 1.5分【共計 15分】（是打『○』，非打『×』） 

1. 便利性擴散(facilitated diffusion)作用是屬於主動運輸(active transport)。 

2. 懷孕後期，免疫球蛋白IgG會透過胎盤由母體送至胎兒體內。 

3. 人類免疫缺陷病毒 (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 需要使用病毒本身的RNA聚合酶

(RNA polymerase)進行繁殖。 

4. 真核細胞內可製造脂質類物質之胞器是過氧化體(peroxisome)。 

5. 細胞內之細胞核可藉由微小管(microtubule)構造固定。 

6. 基因體印記(Genomic imprinting)與基因DNA甲基化(methylation)有關。 

7. 豆科植物根部的根瘤(Root nodules)，其主要的功能為共生菌(Symbiotic bacteria)生活。 

8. 人類的家族遺傳性高膽固醇血症(Familial hypercholesterolemia)，患者血中含有異常高的

膽固醇，此發生的主要原因為患者合成太多膽固醇。 

9. 在正常生理狀況下，動脈的血液含量最多。   

10. 細胞呼吸過程中，最終的電子接受者是O2。 

 二、選擇題: 單選題，請選一個最合適的答案，每題 2分【共計 40分】 

1. 下列何者為主宰細胞活動並負責生物遺傳的重要物質?  

 (A) proteins   (B) DNA    (C) RNA     (D ribonucleoproteins。 

2. 何者表示脫水合成反應?  

(A) triglyceride→glycerol + 3 fatty acids + 3H2O  

(B) CO2 + H2O→C6H12O6 + O2   

(C) NaOH + H2O→Na
＋

OH
－
 + H2O   

(D) C6H12O6 + C6H12O6 + C6H12O6→C18H32O16 + 2H2O 

3. 下列是光合作用的數個步驟： 氫原子和二氧化碳結合  氫離子和 NADP+結合   

葉綠素吸收光能 水分子分裂  它們發生的先後次序應是  

  (A)  (B)   (C)   (D) 。 

4. 細胞內之能源庫(發電廠)為下列那一種構造?  

 (A) mitochondria  (B) ribosome   (C) nucleus   (D) chromosome 

5. 飽和脂肪酸與不飽和脂肪酸的差別，在於飽和脂肪酸  

 (A)缺少碳-碳雙鍵  (B) C數較多    (C) C數較少   (D)無法作為能源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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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如果一個藥物阻礙了核糖體的功能，最有可能發生的是? 

 (A) DNA 無法複製 (B)蛋白質無法產生 (C)無法製造 mRNA (D) DNA 發生突變 

7. 關於腺苷三磷酸(ATP)之描述，何者為誤? 

(A) 在活細胞中，可以直接用於作功的能量通常以化學鍵能的形式貯存在 ATP 。 

(B) ATP屬於核苷酸化合物。 

(C) ATP結構中含氮鹼基之裂解，能夠釋放最大的能量。 

(D) ATP的穩定性較 ADP 差。 

8. 下列何者細胞週期時相組成是準確的? 

 (A) M-G1-G2-S  (B) G2-M-S-G1  (C) S-G1-G2-M  (D) G1-S-G2-M 

9. 下列關於酒精發酵過程描述何者為正確? 

(A) 酒精發酵的產物包含 alcohol、NADH、CO2。 

(B) 酒精發酵過程除了需要糖解作用酵素參與反應外，還須 Pyruvate decarboxylase 以及

Alcohol dehydrogenase 

(C) 酒精發酵過程並不能產生 ATP。 

(D) 除了酵母菌，紅血球細胞也可進行酒精發酵。 

10. 植物的向光性或向地性是受那個植物激素調控？ 

 (A)生長素(auxin)        (B)脫落酸(abscisic acid)  

 (C) brassinosteroids       (D)乙烯(ethylene)  

11. 肉毒桿菌毒素(botulinum toxin)可減少突觸前神經元細胞釋放下列那一物質？  

 (A) γ-胺基丁酸(GABA)      (B)腎上腺素(epinephrine)  

 (C)內啡肽(endorphin)      (D)乙醯膽鹼(acetylcholine)   

12. 血腦障蔽 (blood-brain-barrier) 不包括以下那一結構或細胞？  

 (A)星狀細胞(astrocyte)      (B)緊密連接(tight junction)  

 (C)寡樹突膠細胞(oligodendrocyte)    (D)微血管(capillary)   

13. 雌性素(estrogen)可正回饋調控排卵前何種激素的高量分泌？ 

 (A)鬆弛素(relaxin)       (B)泌乳素(prolactin)   

 (C)黃體成長激素(LH)      (D)睪固酮(testosterone) 

14. 巴金森氏病(Parkinson's disease)是由於基底核(basal ganglia)中何種化學物質之含量不足

所致？ 

 (A)腎上腺素 epinephrine     (B)乙醯膽鹼(acetylcholine)   

 (C)多巴胺(dopamine)      (D)血清素(seroton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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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花圃裡常見喬木、灌木、草、蘑菇、螞蟻、鳥類、蜘蛛、蚯蚓、瓢蟲和細菌，這些生物

組合成什麼?   

 (A)生物圈(Biosphere)  (B)生態系(Ecosystem) (C)群聚(Community) (D)族群(Population)   

16. 正常人之腎臟的鮑氏囊的過濾液不會含有下列何者？  

 (A) 球蛋白   (B)含氨廢物    (C) 胺基酸   (D)葡萄糖。 

17. 人類到達高海拔處，常發生急性高山症 (acute mountain sickness, AMS)，相關敘述何者錯

誤：  

 (A)主要症狀是頭痛、噁心、睡眠間斷 

 (B)可以投予acetazolamide，促進碳酸根排出體外 

 (C)人類長期於高海拔區域，會增加潮氣容積 

 (D)在高海拔區，血紅素對氧氣親和力上升 

18. 下列何者是腎臟製造尿液的功能性單位?   

(A)腎盂(renal pelvis)       (B)腎元(nephron)   

 (C)腎小管(renal tubule)     (D)鮑氏囊(Bowman’s capsule)    

19. 與調節基礎代謝率有關的激素為： 

 (A)副甲狀腺激素(parathyroid hormone)   (B)甲狀腺激素(thyroxine) 

 (C)胃泌激素(gastrin)       (D)胰泌素(secretin) 

20. 色胺酸(tryptophan)的攝取增加，將導致腦中哪一種神經傳遞物增加？ 

 (A)組織胺(histamine)      (B)多巴胺(dopamine)    

 (C)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    (D)血清素(serotonin) 

三、選擇題: 單選題，請選一個最合適的答案，每題 2.5分【共計 25分】 

1. Which list below consists of only polymers?   

(A) sugars, amino acids, nucleic acids, lipids  

(B) nucleic acid, polysaccharides, lipids, amino acids  

(C) proteins, lipids, nucleic acids, polysaccharides  

(D) proteins, lipids, nucleotides, sugars  

2. Microtubules and microfilaments are the primary components of the _______ 

(A) cytosol.   (B) nucleus.   (C) cytoskeleton.  (D) plasma membrane. 

3. How many base pairs does it appear that humans have?  

(A) 25,000   (B) 100,000   (C) 3 million   (D) 3 bil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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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Organisms that are prokaryotes are in the domains   

(A) Bacteria and Archaea     (B) Plantae and Animalia 

(C) Eukarya and Archaea     (D) Fungi and Bacteria. 

5. Unlike plant cells, animal cells have __________. Unlike animal cells, plant cells have 

__________ and __________.  

(A) chloroplasts . . . cell walls . . . centrioles  

(B) centrioles . . . chloroplasts . . . large central vacuoles  

(C) chloroplasts . . . cell walls . . . cell membranes  

(D) chloroplasts . . . cell walls . . . a nucleus  

6. Pompe's disease and Tay-Sachs disease result from the malfunction of ________   

(A) chloroplasts.   (B) lysosomes.   (C) nucleoli.   (D) mitochondria. 

7. Insulin is a protein that is produced by pancreatic cells and secreted into the bloodstream. 

Which of the following choices best describes the route of insulin from its production to its 

exit from the cell?  

(A) rough ER, transport vesicles, Golgi apparatus, transport vesicles, cell membrane  

(B) rough ER, lysosomes, transport vesicles, cell membrane  

(C) rough ER, Golgi apparatus, smooth ER, cell membrane  

(D) rough ER, transport vesicles, cell membrane 

8.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one of the three types of RNA?  

(A) tRNA    (B) dRNA   (C) rRNA   (D) mRNA 

9. Which of the following is NOT a difference between DNA and RNA?  

(A) DNA has thymine, while RNA has uracil.     

(B) RNA is a single strand, while DNA is a double strand. 

(C) They both can leave the nucleus to perform their functions.  

(D) They have different sugars. 

10. The autonomic nervous system    

 (A) innervates skeletal muscle     

 (B) is not under conscious control 

  (C) is always excitatory       

  (D) has a single nerve extending from the spinal c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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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問答題【共計 20分】 

1. 解釋名詞： 

(1) Apoptosis (5分) 

(2) Cori cycle (5分) 

2. 癌細胞(Cancer cells)具有哪些異於正常細胞之生長特性。(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