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年____班 座號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民中學 99 學年度第 1 學期第 2 次段考 一年級自然(生物)科試題 

科目代號 : 03 
(   )1.光合作用可分為兩個階段，第一階段光反應與下列何者有關？ 

(甲)太陽能 (乙)水 (丙)二氧化碳 (丁)葡萄糖 (戊)氧氣 
(Ａ)甲乙丙丁戊 (Ｂ)甲乙丙 (Ｃ)甲乙戊 (Ｄ)丙丁 

(   )2.原住民釀造小米酒的古法為：先將小米蒸熟，然後在口中咀嚼，再吐入瓶中密封。由上面的敘述，可

以知道釀製的原理為何？  (Ａ)唾液中的細菌，促使小米發酵產生酒精 (Ｂ)唾液內的酵素使葡萄糖分

解 (Ｃ)唾液內的酵素使澱粉分解 (Ｄ)唾液內的酵素能殺菌 
(   )3.哪一個器官同時具有消化腺亦是消化管？  (Ａ)小腸 (Ｂ)肝臟 (Ｃ)胰臟 (Ｄ)大腸。 
(   )4.下列關於淋巴循環敘述何者錯誤？ 

(Ａ)從微血管滲出至組織間的血漿稱組織液 (Ｂ)淋巴是顆粒狀的淋巴組織 (Ｃ)組織液進入淋巴管中

稱為淋巴 (Ｄ)淋巴結內部有白血球。 
(   )5.關於人類消化系統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Ａ)肝臟所分泌的膽汁，藉導管送入小腸 (Ｂ)胰臟屬於

消化管的一部分，是分解食物的主要部位 (Ｃ)胃腺分泌的胃液呈強酸性，有助於其內的酵素分解醣類 

(Ｄ)消化液先被分泌至血液，再被運輸至消化器官進行消化作用。 
(   )6.如圖為手臂血管中血液流動的示意圖，圖中的箭頭代表血液的流動方向，甲、

乙、丙分別為三種不同的血管，下列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Ａ)丙會收縮並產生脈搏 (Ｂ)甲為物質交換的場所 (Ｃ)甲所含的葡萄糖量比

乙、丙多 (Ｄ)甲所含的二氧化碳量比乙多。 
(   )7.有些水果含有可分解蛋白質的酵素，加入這些酵素可使牛肉軟嫩。如圖為在 15

℃時，不同的 pH 值下，四種此類酵素甲、乙、丙、丁的活性大小。若牛肉置於

15℃的中性環境中，則加入等量的哪一種酵素，可使牛肉最快變軟嫩？【pH 值

>7 鹼性，pH 值=7 中性，pH 值<7 酸性】  (A)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   )8.人體的淋巴結有下列哪一種機能？ 

(Ａ)過濾病原體 (Ｂ)運送紅血球 (Ｃ)可促進血液循環 (Ｄ)可分泌消化液。 
(   )9.病人強尼便秘，排便時要用力、感覺疼痛、腹部脹大、糞便堅硬，在排便後仍感覺有便意，請問他要

改善症狀，除了多喝水、多運動，還要適量攝取含有何種物質的食品，以刺激腸道蠕動？ 
(Ａ) 維生素 (Ｂ)脂肪 (Ｃ)蛋白質 (Ｄ)纖維素。 

(   )10.人體心臟，左心室壁比右心室厚，這是要適應下列何項工作？ 
(Ａ)左心室要防止血液倒流入心臟 (Ｂ)左心室接受血液含氧量較少 (Ｃ)左心室要將血液壓入肺中 

(Ｄ)左心室要將血液壓至身體各處 
(   )11.關於植物行光合作用的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Ａ)植物行光合作用的產物可轉換成澱粉 (Ｂ)植物行光合作用產生的養分由木質部運送 (Ｃ)植物行

光合作用釋出的氧氣，主要是來自二氧化碳的分解 (Ｄ)植物行光合作用一定要有維管束的構造。 
(   )12.稚怜聽說少吃油炸食物及烤肉，多吃添加了橄欖油的生菜將對人體皮膚及健康有益，於是就改變自己

的飲食習慣，請問稚怜的消化道中，何處具有消化橄欖油的能力？ 
(Ａ)口腔 (Ｂ)胃 (Ｃ)小腸 (Ｄ)大腸。 

(   )13.小華的腋下淋巴結有腫脹的現象，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Ａ)小華一定得了淋巴腺癌 (Ｂ)小華的手臂可能有細菌感染 (Ｃ)此處的淋巴結正在製造紅血球 

(Ｄ)小華體內過多的組織液滲入此處的淋巴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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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小英用顯微鏡觀察某植物葉子的下表皮，如圖所示，下列哪一項敘述錯誤？ 
(Ａ)c 能製造養分     (Ｂ)白天有光時 b 開放  
(Ｃ)a 能調節 b 的開閉 (Ｄ)b 為水分散失的門戶。 

(   )15.如圖是榕樹莖的橫切面，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Ａ)植物冬天落葉時，養分經由甲來運輸 (Ｂ)乙可不斷產生新細胞，使莖逐年加粗 

(Ｃ)構成年輪的細胞，是由乙處生成     (Ｄ)丙可將水分向下或向上運輸。 
(   )16.禹姗穿白色的裙子坐在學校草地上，裙子因此沾染了草的汁液。 

請問下列哪一種方法最容易將裙子上草綠色的汙垢洗去？   
(Ａ)用熱酒精洗 (Ｂ)用熱水洗 (Ｃ)用冷水洗 (Ｄ)用肥皂水洗。 

(   )17.如圖為人體中的血液組成。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Ａ)甲可攜帶氧氣，以供給全身細胞利用 (Ｂ)乙使血液呈紅色，具有攜帶養

分的功能 (Ｃ)丙可對抗外來致病物質，保護人體健康 (Ｄ)丁在人體受傷

時，可發揮幫助血液凝固的功能。 
(   )18.有關動脈與靜脈的比較，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Ａ)動脈壁的厚度皆較小 (Ｂ)動脈血的氧濃度皆較大 (Ｃ)靜脈血的二氧化碳濃度皆較大 (Ｄ)動脈

血皆流離心臟，靜脈血皆流向心臟。 
(   )19.阿貴患了膽道閉鎖症，無法順利排出膽汁，因而造成膽汁逆流，此現象將會直接

導致如圖中哪一種器官受損？  (Ａ)甲 (Ｂ)丙 (Ｃ)丁 (Ｄ)戊 

(   )20.路邊的行道樹，在剛栽種的時候，常會剪的光禿禿的，這樣做的主要目的為何？ 
(Ａ)促進新芽跟葉子的生長 (Ｂ)減少水分的蒸散  
(Ｃ)減少養分的消耗       (Ｄ)讓莖變的更粗。 

(   )21.進行「探測心音與脈搏」的實驗時，應探測右圖中甲、乙、丙、丁何處，才能最

明顯探測到脈搏？  (A)甲 (B)乙 (C)丙 (D)丁。 
(   )22.中醫師把脈時，所探測的為下圖中甲、乙、丙何種血管？  

(A)甲 (B)乙 (C)丙 (D)三種血管都可以。 

 
(   )23.炎炎夏日之中，食物容易腐敗，主要的原因為何？ 

(A)紫外線造成微生物快速增殖 (B)高溫提昇酵素的反應速率 (C)高溫下糖類會自行轉換成胺基酸，

成為微生物的食物來源 (D)微生物喜歡在白天活動，因此夏日的反應時間較長。 
 
＊題組： 

何瑞將兩枝直徑大小相近的芹菜枝條分別插入 A、B 兩個量筒內，並加入紅色液體至 10 mL 刻度處，

然後摘除 B 量筒芹菜的所有葉片(如附圖一)，並把兩個量筒放在教室窗戶通風處，每 15 分鐘記錄量筒

液面刻度一次，記錄 45 分鐘，A 葉柄上半部的橫切面如附圖二。試回答 24-25 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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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   )24.根據圖二的結果，何瑞可得到下列何種結論？  

(A)植物進行光合作用需要葉片 (B)植物體內水分的運輸與葉片有關 (C)植物體內養分的運輸與葉綠

素有關 (D)植物的根能運輸水分。 
(   )25.圖(三)中，戊的大小何者來調節？  (A)甲 (B)乙 (C)丙 (D)丁。 
(   )26.附圖是某人心跳速率的變化圖，若此人身體健康，請問在這段紀錄的時間內，

此人最可能處於何種生理狀態之下？   
(A)剛入睡 (B)剛跑完 400 公尺 (C)剛睡醒 (D)剛吃飽。 

(   )27.甘藷含有大量的澱粉，甘藷的養分由哪一個部位所製造？   
(Ａ)根 (Ｂ)莖 (Ｃ)葉 (Ｄ)花。 

(   )28.在「酵素的分解作用」的實驗中，若有如下裝置，則何者經本氏液測定，會呈現藍→綠→黃→紅的顏

色反應？  (Ａ)試管中加唾液＋水 (Ｂ)試管中加唾液、水及澱粉 (Ｃ)試管中唾液先煮沸，再加澱粉、

水 (Ｄ)試管中加唾液、澱粉、水及鹽酸。 
(   )29.醫師會替過胖的病人進行手術，將部份消化管截除，以減少養分的吸收，試問醫師應該是截除下列何

者？ (A)食道 (B)胃 (C)小腸 (D)大腸。 
(   )30.酵素具有專一性，請問何謂「專一性」？  (A)一種酵素只能在某一段消化道中發揮作用 (B)一個酵

素只能作用一次，不能重複作用 (C)一種酵素只能在某一酸鹼範圍內進行反應 (D)一種酵素只能促

進特定物質的反應進行。 
 
＊ 題組：右圖為人體的消化系統圖，試依此圖回答 31-33 題： 
(   )31.小華早餐吃了一個饅頭，會最先在哪裡分解？  (A)甲ˉ(B)丙ˉ(C)戊ˉ(D)丁。 
(   )32.哪一消化腺分泌的消化液不含酵素，但可將脂質變成較小的脂肪球？   

(A)甲ˉ(B)丙ˉ(C)戊ˉ(D)己。 
(   )33.有關澱粉、蛋白質和脂質三種養分消化與吸收的敘述，哪一個正確？ˉ 

(A)澱粉及脂質在甲器官，便開始分解ˉ(B)蛋白質的消化和丁、戊、己器官分泌

的消化液有關ˉ(C)脂質的消化和丙、戊器官分泌的消化液有關ˉ(D)澱粉、蛋白

質和脂質三種養分被分解後，最後在庚器官被吸收。 
(   )34.哈比人會將樹木內部挖空以作為居住場所，而內部被挖空的樹木依然能枝葉茂盛，其原因為何？  

(A)只要有葉子行光合作用就可以活下去   (B)只要根部在，樹木便不會死亡  
(C)樹木可依賴木材以外的維管束進行運輸 (D)雖然有枝葉，但其實樹木已死亡。 

(   )35.下列何者不是綠色植物行光合作用的影響？ˉ 
(A)產生氧以供動物呼吸ˉ(B)釋放出水，供應植物大部分的水分需求ˉ 
(C)將空氣中的二氧化碳轉為養分，以平衡空氣中氧和二氧化碳的濃度ˉ 
(D)製造葡萄糖，供植物本身利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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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附圖為四種植物光線與光合作用效率的關係圖，則由圖可判斷何種植物生活

在最陰暗的環境中？ (A)甲 (B)乙 (C)丙 (D)丁。 
(   )37.下列哪一種植物的維管束呈環狀排列？  

(A)向日葵 (B)水稻 (C)玉米 (D)藻類。 
(   )38.胃液是由胃腺所分泌。下列有關胃液的敘述，何者正確？ 

(A)胃液中的酶只能在酸性環境下作用 (B)胃液可以消化脂肪 (C)胃液中只有鹽酸  (D)胃酸能分解蛋白

質 
(   )39.如圖為人體循環系統圖，試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Ａ) a 含缺氧血       (Ｂ) b 可防止血液倒流  
(Ｃ) c 的搏動稱為脈搏 (Ｄ) d 的管壁由多層細胞組成。 

 
(   )40.下圖為獅子消化道內分解蛋白質的示意圖，試問圖中何者可以重複使用？  

(A)甲 (B)乙 (C)丙 (D)丁。 

                                          
(   )41.小慈在顯微鏡下看到甲、乙、丙三種植物莖的橫切面如附圖，下

列敘述何者正確？ 
(A)丙的韌皮部在外側，甲、乙則都在內側 (B)乙成長以後，莖的

橫切面會改變成丙 (C)甲成長以後，莖的橫切面會改變成乙 (D)
甲有形成層，能形成深淺不一的環紋。 

(   )42.一棵數十公尺高的大樹，根部所吸收的水分能送往莖部頂端的原因，下列何項敘述錯誤？ 
(A)蒸散作用的進行 (B)木質部的細胞上下相連成細管 (C)根、莖、葉內輸送水分的部位，其內的水

分形成連續的管柱 (D)呼吸作用的進行需要氧氣。 
(   )43.士信有先天性心臟病，他的左心室與右心室之間沒有完全隔開，將會導致何種現象？ˉ 

(A)含較多二氧化碳的血液無法流回右心房ˉ(B)含較多氧的血液與含較多二氧化碳的血液混合在一起 
(C)含較多二氧化碳的血液都無法在肺部獲得氧氣  (D)血液中紅血球數目不足，含氧量減少。 

 
＊題組：附圖為人的腦部血管示意圖，箭頭代表血流方向，試回答下列問題： 
(   )44.小明在考試時，腦部細胞活動增加，此時何種物質的濃度在乙血管中

高於甲血管？ (A)葡萄糖 (B)二氧化碳 (C)氧氣 (D)肝糖。 
(   )45.承上圖，請問血液在各種不同粗細血管中的流動速度大小為何？  

(A)甲＞丙＞乙 (B)乙＞丙＞甲  
(C)丙＞甲＞乙 (D)甲＞乙＞丙。 

(   )46.郁菁將楓樹及變葉木的紅葉各一片，置於熱水中煮沸 2 分鐘，再置於酒精中隔水加熱；10 分鐘後取出，

用熱水漂洗，滴加碘液，結果楓樹紅葉呈黃褐色，變葉木紅葉呈藍黑色。請問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楓樹紅葉及變葉木紅葉對酒精的反應不同ˉ(B)楓樹的紅葉沒有儲存澱粉ˉ 
(C)變葉木的紅葉無法行光合作用ˉ          (D)碘液可測知呼吸作用的產物。 

(   )47.「草食性的乳牛所生產的牛奶，可為人體所吸收。」在上述能量轉換的過程中，不會經過下列哪一種

作用？ˉ(A)分解作用ˉ(B)合成作用ˉ(C)光合作用ˉ(D)消化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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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站立過久時，腦部即因無足夠的血量而引起暈倒，這是因為：  
(A)心肌疲勞，血流的速度變慢 (B)肌肉不運動，靜脈血液流返心臟的速度變慢 
(C)大量血液流入全身肌肉     (D)靜脈管內的活瓣關閉 

(   )49.肝病患者不能多吃油類食物，乃因：   
(A)油類食物會使肝病患者的肝臟萎縮而導致死亡  
(B)油類食物會使患者血管硬化  
(C)肝病患者膽汁停止分泌，不能消化油類  
(D)肝病患者大多膽汁分泌量不足，使油類食物無法充分乳化而發生下痢 

(   )50.下列有關植物蒸散作用的敘述，何者正確？ 
(A)水分形成水蒸氣散失的過程，稱為蒸散作用 (B)植物體水分經由蒸散作用散失的比例並不太高  
(C)蒸散作用與光強度、溫度、風速均有密切的關係 (D)植物體的蒸散作用白天較晚上來得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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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興國中 99 學年度第 1 學其第 2 次段考 
一年級生物科解答單 
1. CCABA 
6. CBADD 
11.ACBAD 
16.ACDAB 
21.DABBC 
26.BCBCD 
31.ABBCB 
36.DAABB 
41.DDBBD 
46.BCBD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