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義守大學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大學部及進修部轉學招生考試試題 

系所別 [二年級]生物科技學系、營養學系 考試日期 106/7/15 

考試科目 生物 頁碼/總頁數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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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機、辭典。 

 

考生注意：試題須隨答案卷繳交              1/4 

一、是非題 (1-10題，每題1.5分，共15分)  （是打『○』，非打『×』） 

(1) 在氧化磷酸化作用中趨動 ATP 合成的是粒線體內膜兩側之氫離子濃度不同。  

(2) 在分類上同一目(order)的生物，必定也屬於同一科(family)。  

(3) 反轉錄酶 (reverse transcriptase)所催化的作用是利用 RNA 製作出 DNA。  

(4) 哺乳動物肺靜脈的回心血液，最先會進入左心房。  

(5) 在核小體 (nucleosome)中，DNA 是被核糖體所纏繞。  

(6) 地衣 (Lichen)是真菌和藻類的共生體。  

(7) 外溫動物(例如蟒蛇)較同體積內溫動物(例如企鵝)每公斤體重的能量需求較高。  

(8) 引起腸道收縮，推送食物的肌肉是骨骼肌。  

(9) 參與植物果實成熟及老化有關的植物賀爾蒙是吉貝素。  

(10) 人類卵子的受精作用，通常發生在輸卵管。 

 

二、 選擇題：單選題 (1-27 題，每題 2 分，共 54 分) 

(1) 原核細胞內不會包括下面哪一種成分？ 

   (A) 內質網           (B) 細胞膜          (C) 核糖體           (D) 乳糖與果糖 

(2) 真核細胞中下列何者應是源自於藍綠菌？ 

   (A) 核小體 (nucleosome)                   (B) 粒線體 (mitochondrion) 

   (C) 溶小體 (lysosome)                     (D) 葉綠體 (chloroplast) 

(3) 你家後院的樹上住了兩隻白頭翁、一群螞蟻，還有一個虎頭蜂巢和數以百萬計的細菌。總括而

論，所有這些個體稱為？ 

   (A) 一個種 (species)                      (B) 一個族群 (population)   

(C) 一個群聚 (community)                 (D) 一個生態系 (Ecosystem) 

(4) 植物界的生物不同於其他真核生物域的生物，在於大部分植物界的生物？ 

   (A) 是分解者         (B) 是生產者        (C) 是消費者         (D) 是單細胞 

(5) 碳水化合物的儲存形式在動物體內是_____，在植物體內是_____？ 

   (A) 澱粉 …. 肝醣    (B) 肝醣 …. 纖維素  (C) 肝醣 …. 澱粉     (D) 纖維素 …. 肝醣 

(6) 酵素能加速代謝反應靠的是？ 

   (A) 將反應推離平衡  (B) 讓吸能反應自動發 (C) 使受質分子更穩定  (D) 降低活化能 

(7) 下面哪一種細胞是研究溶小體 (lysosome)的最佳選擇？ 

       (A) 肌肉細胞        (B) 吞噬性白血球     (C) 神經細胞         (D) 植物的葉細胞 

(8) 下列哪一種情形會傾向於增加細胞膜的流動性？ 

   (A) 含較高比例之不飽和性磷脂質。         (B) 較低溫。 

(C) 中含較高量蛋白質。                  (D) 有較高的膜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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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酵母菌在無氧環境下的代謝產物是？ 

       (A) 乳酸            (B) 丙酮酸           (C) 乙醇             (D) 肌酸 

(10) 下列何者是發酵作用和細胞呼吸作用共有的代謝路徑？ 

    (A) 克氏循環(Krebs cycle)。          (B) 電子傳遞鏈 (electron transport chain)。 

    (C) 糖解作用 (glycolysis)。          (D) 丙酮酸(pyruvate)合成乙醯輔酶(acetyl CoA)的過程。 

(11) 光合作用的產物 ~ 氧氣是來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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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若一隻狗的小腸細胞含有 64 條染色體，此條狗的精細胞染色體數量應是？ 

(A) 64             (B) 32                (C)16               (D) 128 

(13) 若一雙股 DNA 中的鹼基，胸腺嘧啶(thymidine)的含量是 22%，則鳥糞嘌呤(Guanine)的含量 

應是？ 

(A) 56             (B) 44                (C) 28              (D) 22 

(14) 一對夫妻已有兩個女兒。請問他們下一個小孩是男生的機率為？ 

        (A) 25%            (B) 33%              (C) 50%            (D) 75% 

(15) 基因 B 和基因 C 的重組頻率是 11%，基因 B 和基因 D 的重組頻率是 5%，基因 C 和基因D 的

重組頻率是 15%。請問這些基因相對位置順序應是？ 

        (A) DBC           (B) CDB              (C) BCD            (D) DCB 

(16) 缺乏端粒酶 (telomerase) 的真核細胞 

    (A) 無法自周遭容易吸取 DNA。 

    (B) 無法在子代 DNA 股中辨認核苷酸配對錯誤並校正之。 

    (C) 每加上一段岡崎片段會額外插入一個核苷酸。 

    (D) 伴隨每一次複製週期，染色體長度將逐步縮短。 

(17) 下面哪一個成分沒有涉及到轉譯 (translation) 的過程？ 

        (A) mRNA         (B) DNA              (C) tRNA            (D) ribosome 

(18) 下列何種特徵或是過程同時適用於病毒及細菌？ 

        (A) 利用核酸當遺傳物質                  (B) 二分裂 (binary fission)  

        (C) 有絲分裂 (mitosis)                    (D) 接合作用 (conjugation) 

(19) 下列何處植物的多樣性最高？ 

        (A) 沙漠          (B) 溫帶森林          (C) 熱帶森林        (D) 鹹沼澤 

(20) 青黴素抑制細菌的機制是可以抑制細菌的甚麼能力？ 

        (A) 形成孢子      (B) DNA 複製         (C) 合成細胞壁      (D) 合成 ATP 

(21) 病患在切除發炎的膽囊之後，應特別注意哪一類食物的攝取？ 

        (A) 脂肪          (B) 蛋白質            (C) 水              (D) 醣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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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下列哪一種營養物，只有當它到達小腸之後才開始被消化？ 

        (A) 碳水化合物    (B) 澱粉              (C) 蛋白質          (D) 脂肪 

(23) 大部分引起的胃潰瘍的主因是？ 

        (A) 喝太多咖啡    (B) 幽門螺旋桿菌      (C) 濫用阿斯匹林    (D) 過度的壓力。 

(24) 當你摒住呼吸，下列哪一項血液中氣體的改變會迫使你呼吸？ 

        (A) 氧氣上升      (B) 二氧化碳上升      (C) 氧氣下降        (D) 二氧化碳下降 

(25) 大部分二氧化碳送到肺的方式是？ 

        (A) 以碳酸根離子  (B) 以羧基根離子      (C) 溶解於血漿中    (D) 黏附在血紅素上 

(26) 下面哪一種代謝產物最毒？ 

        (A) 尿素(Urea)     (B) 尿酸 (Uric acid)    (C) 氨 (Ammonia)    (D) 碳酸 (Carbonic acid) 

(27) 與睡眠情緒專注力以及學習有關的神經傳物質是？ 

        (A) 內啡肽 (endorphins)                  (B) 乙醯膽鹼 (acetylcholine)  

(C) 腎上腺素 (epinephrine)              (D) 血清素 (serotonin) 

 

三、 選擇題：複選題 (1-6 題，每題 2.5 分，共 15 分) 

(1) 下列有關於構造與功能的配對，那些敘述是正確？ 

(A) 核仁 …. 核糖體之生成                 (B) 高基氏體 …. 類固醇合成 

(C) 微管 …. 肌肉收縮                     (D) 核糖體   …. 蛋白質合成 

(2) 下列有關於器官與其功能的配對，那些配對是正確？ 

(A) 大腸 …. 膽汁的生成                   (B) 胃   …. 蛋白質的消化 

(C) 小腸 …. 養分的吸收                   (D) 胰臟 …. 澱粉的消化 

(3) 下列有關於分子與其來源的配對，那些配對是正確？ 

(A) 穿孔素     …. 毒殺型 T 細胞           (B) 溶菌酶 ….  眼淚 

(C) 免疫球蛋白 …. 輔助型 T 細胞           (D) 補體   ….  B 細胞 

(4) 下列那些項目不是個體非特異性防禦系統的一部分？ 

(A) 發炎反應      (B) 巨噬細胞的吞噬作用  (C) 抗體         (D) 毒殺型 T 細胞之毒殺作用 

(5) 當身體過熱時，會產生那些生理反應？ 

(A) 增加皮膚血流     (B) 保留水分         (C) 減慢心跳速度    (D) 皮膚血管舒張 

(6) 下列有關於激素與其作用的配對，那些配對是正確？ 

(A) 胰島素 …. 刺激肝臟肝醣分解 

(B) 催產素 …. 分娩時刺激子宮的收縮 

(C) 褪黑激素 …. 影響生物節律、季節性生殖用 

(D) 甲狀腺素 …. 增加腎臟鈣離子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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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解釋名詞 (1-4 題，每題 3 分，共 12 分) 

(1) Biodiversity 

  (2) Stem cell 

(3) Natural selection 

  (4) Genomics 

 

五、問答題 (1 題，共 4 分) 

  (1) 何謂基因改造生物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請說說基因改造生物的利與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