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北縣立樹林高中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中一自然與生活科技科試題 P1 
命題範圍：康軒版第二冊第二章第四節至第四章第四節(P43～P89) 

 

【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 2分 

1. 波特發現殺蟲劑使用一段長時間後，就失去效
用，其原因為何？(A)蚊子產生能抵抗殺蟲劑
的抗體 (B)殺蟲劑的品質較差 (C)由於殺蟲
劑的刺激，使得蚊子產生了抗藥的突變種 (D)
由於殺蟲劑扮演天擇的作用，使得具有抗藥性
的蚊子比例增多 

2. 下列哪一類生物不具核膜的構造？(A)菌物界 
(B)原核生物界(C)原生生物界 (D)動物界 

3. 妙麗上網搜尋有關藻類的知識，找到下列四個
網友的敘述，請問哪個說明是正確的？ (A)
藻類具有細胞壁 (B)褐藻類不含葉綠素 (C)
紅藻類無法行光合作用 (D)藍綠藻是藻類的
一種 

4. 下列哪一類生物獲得營養的方式與其他三者
不同？(A)綠藻 (B)地錢 (C)靈芝 (D)藍菌 

5. 下列何者應找遺傳諮詢專家？(甲)計畫生下
一個資優生；(乙)已有一女，希望下胎生兒
子：(丙)產婦年齡較大，而欲知所生孩子是「唐
氏症」的機率者；(丁)夫妻皆正常，但家族中
有遺傳疾病患者。 (A)乙丙 (B)丙丁 (C)甲
丁 (D)甲乙 

6. 以下有關於演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A)在爬
蟲類全盛時期，哺乳類尚未出現 (B)達爾文的
天擇說強調大自然力量的選擇 (C)所有遺傳
的變異對生物的生存皆是有利的 (D)地球上
最原始的生物化石是三葉蟲化石 

7. 桃莉羊的複製過程，不涉及下列哪些現象？甲.
細胞分裂；乙.細胞的融合；丙.受精卵的形
成；丁.基因的重新組合。(A)甲乙 (B)丙丁 (C)
乙丙 (D)只有丙。 

8. 有關基因改造生物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 
基因改造的生物對生態環境不會有影響 (B)
複製生物實驗應做審慎的評估與控制 (C)基
因改造的技術應該謹慎運用 (D)基因改造的
食品，食用後對人體的害處尚難評估。 

9. 下列選項中，何種構造的演化來源和其他三者
不同？ (A)吳郭魚的腹鰭 (B)雞的爪 (C) 
鯨的尾鰭(D)人的腳 

10. 榮恩發現細菌無法與青黴菌生長於同一培養
皿內，其理由何在？(A)培養皿內缺乏養分 (B)
培養皿內的養分被青黴菌消耗完畢 (C)培養
皿內空間不夠 (D)青黴菌會分泌抑制細菌生

長的物質 
11. 關於原核生物的敘述，何者正確？ (A)細菌會

造成人類生病，只有百害而無一利 (B)原核生
物沒有細胞核，也沒有遺傳物質 (C)細菌和藍
綠菌的差別在藍綠菌具有葉綠體 (D)有部分
的原核生物在自然界扮演分解者的角色 

12. 林奈說：「蚊子和蒼蠅皆是雙翅目的昆蟲」，則
可以確定的是此兩者： (A)同綱同目 (B)同目
同屬 (C)同科同屬 (D)同綱同科 

13. 壽山位於高雄市西南區，為一南北走向之珊瑚
礁質丘陵地，依此現象，可推測  (A)這些珊
瑚是現已滅絕的陸生種珊瑚 (B)這些珊瑚是
被海浪沖上來的 (C)此地區當時應為深海海
底 (D)此地區當時應該是清澈而溫暖的淺海
區域。 

14. 科學家將原生生物界中的生物分成三類，其主
要分類依據為何？ (A)運動方式 (B)個體大
小 (C)獲得養分的方式 (D)生長環境。 

15. 鱟魚和銀杏等被稱為活化石，下列相關敍述何
者正確？ (A)它們的壽命都非常長 (B)它們
不太會有個體上的差異 (C)它們有比較強的
環境適應力，所以就算環境出現巨大改變，外
形上也不太會有變化 (D)它們現在生存的環
境和以前的環境幾乎沒什麼改變，所以外形也
沒有多大的改變。 

16. 下列關於人類染色體數目的敘述，何者正確？ 
(A)除卵和精子以外，其餘細胞都具有 22 對體
染色體 (B)所有正常的卵細胞，都含有兩個 X
染色體 (C)人類細胞的 23 對染色體中含有一
對性染色體 (D)所有正常的精細胞，都含有一
個 Y染色體。 

17. 在某地(該地區未經過地層變動)由地表往下
開採，採集到許多生物化石，包括：甲.恐龍；
乙.青蛙；丙.腔棘魚；丁.原始人，試問其出
土順序應為下列何者？ (A)甲乙丙丁 (B)丙
乙甲丁 (C)丁甲乙丙 (D)乙甲丁丙。 

18. 如表所示，物種甲具a、b、c、d、e、f、g七
項分類階層特徵；物種乙只有a、b、c、f四項
特徵，請問，甲和乙之親緣關係為何？ 

 
(A)同綱不同目 (B)同目不同科 (C)同種不同
屬 (D)同屬不同種。 

【請翻頁續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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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範圍：康軒版第二冊第二章第四節至第四章第四節(P44～P89) 

 

19. 下列有關「種」的敘述，何者錯誤？ (A)種為
生物分類階層的最小單位 (B)同種的雌雄個
體可互相交配並產生後代，而該後代具有生殖
能力 (C)不同種之個體可用人工方法達到交
配之目的，但產生之後代並無生殖能力 (D)
同屬必同種。 

20. 美國新罕布夏州日前誕生一頭超級迷你小馬
「愛因斯坦」，兩千七百公克體重配上三十五
公分身高，請問這頭馬是 (A)人擇後經突變 
(B)天擇後經突變 (C)突變後經人擇 (D)突變
後經天擇。 

21. 如右圖之甲、乙兩地
地層所示，下列各組
年代相近之配對，何
者正確？ (A)丙戊
為同地質年代 (B)
丁庚為同地質年代 (C)丙己為同地質年代 (D)
丙丁為同地質年代 

22. 試以達爾文的演化觀點及孟德爾的遺傳法
則，推論下列何者不利於生物的演化？ (A)
蘭花藉有性生殖產生後代 (B)海葵行斷裂生
殖產生新個體 (C)企鵝族群個體間性狀各有
差異 (D)大自然對生物的選擇作用 

23. 在正常情況下，人體的哪一種細胞可能沒有 
X 染色體？ (A)精子 (B)口腔皮膜細胞  
(C)卵子 (D)受精卵。 

24. 在科學家使用何種方法大量製造胰島素，以治
療糖尿病患者？ (A)由豬、牛等動物的胰臟萃
取而得 (B)利用基因轉殖技術使細菌製造胰
島素 (C)利用 X射線使細菌的基因發生突
變，而製造胰島素 (D)利用複製技術，複製許
多會產生胰島素的胰臟 

25. 真核生物中最原始的一群是下列何者？ (A) 
原核生物界 (B)菌物界 (C)動物界 (D)原生
生物界 

【二】、綜合題組：共 25 格，每格 2分 
1. 以下列直線代表距今的歷史年代，試回答問題：  

(1).爬蟲類的出現應該是在哪一個時期？(A)乙
～丙 (B)丙～丁 (C)丁～戊 (D)戊～己  
【 ○1  】 

(2).哺乳類的出現應該是在哪一個時期？(A)丙
～丁 (B)丁～戊 (C)戊～己 (D)己～庚  
【 ○2  】 

(3).陸地上出現生物應該是在【 ○3  】(填代號)
時期左右，最先在陸地生活的植物為【 ○4  】
類，而動物的【 ○5  】和兩生類也登陸生活。 

(4).電影冰原歷險記 3，出現了長毛象、劍齒虎等
生物，請問應是指哪一時期？(A)丙～丁 (B)
丁～戊 (C)戊～己 (D)己～庚  【 ○6  】 

2. 色盲是一種隱性的性聯遺傳，也就是控制的基因
是位在 X染色體上，請問： 

(1).馬份(男孩)有色盲，而他的父親也有色盲，
請問他的色盲基因是 (A)父親給的 (B)母親
給的 (C)都有可能 (D)有可能是祖父隔代遺
傳來的。【 ○7  】 

(2).馬份有一位雙胞胎妹妹，請問妹妹由父親處
獲得色盲基因的機會是 (A)100% (B)50% 
(C)25% (D)0% …【○8  】 

(3).像馬份和妹妹這樣的異卵雙胞胎，為一男一
女的可能性為 (A)100% (B)50% (C)25% 
(D)0% …【 ○9  】 

(4).馬份在與波特決鬥時，被波特魔杖的射線射
中手臂，引起手臂細胞的基因突變，請問哪
些敘述是對的？(A)此突變一定是不好的 (B)
這樣的狀況為誘發突變中的化學因素 (C)這
樣的突變一定不會表現出來 (D)這樣的突變
是不會遺傳給下一代的 (E)這樣發生的突變
不會造成演化方向的改變。【 ○10  】 

3. Ａ、原生動物  Ｂ、藍綠菌     Ｃ、藻類 
Ｄ、細菌    Ｅ、原生菌     Ｆ、真菌 
Ｇ、魚類      Ｈ、兩生類   Ｉ、哺乳類 
Ｊ、鳥類   Ｋ、爬蟲類   Ｌ、蘚苔類 
Ｍ、蕨類      Ｎ、被子植物  Ｏ、裸子植物 

以代號填寫下列各題： 
(1).請寫出脊椎動物的演化過程【 ○11  】(以代號

及箭頭來寫) 
(2).哪些種類其中的生物有可能具有葉綠體可行

光合作用？【 ○12  】 
(3).裸子植物由藻類演化成【 ○13  】再演化而來 
(4).古生代即出現的脊椎動物有哪些？【 ○14  】 
(5).原生生物界包含哪些生物？【 ○15  】 
(6).利用孢子繁殖的植物有 【 ○16  】 

【請換頁續答】 

46 30 6 4 2.3 0.65 目前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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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附圖為蕨類植物的構造圖，試根據

此圖回答問題： 
(1).圖中位於甲的背面可見到呈褐

色的【 ○17   】排列。（請寫出其
構造名稱） 

(2).下列有關蕨類的敘述，正確的有 (A)植物體
中具有維管束 (B)也有可以長得很高大的種
類 (C)圖中的丁稱為假根 (D)主要是利用孢
子繁殖，所以不會有精卵結合的過程 (E)孢
子掉落後直接萌發成如圖的構造 【 ○18  】 

5. 提出有關生物演化機制的有拉馬克的【 ○19   】
說；而達爾文則提出了【 ○20   】說，此學說中
有四個要點，分別是【 ○21   】、過度繁殖、生存
競爭及【 ○22   】。 

6. 金妮買了一瓶豆漿，上面註明了「Non-GMO」，經
過請教鄧不利多教授，知道是未經將抗蟲或抗病
毒基因轉殖入細胞內的大豆所加工製成的，那麼
中文會標示成「非【 ○23  】」大豆製造。 

 
 

7. 以下為石內卜教授所做的甲蟲分類檢索表 

1a 身體為楕圓形 --------------------------- 2 

1b 身體為圓形 ----------------------------- 4 

2a 背甲無斑點 ----------------------------- 3 

2b 背甲有斑點 -------------------------- ○丙蟲 

3a 觸角無分岔狀 ------------------------ ○甲蟲 

3b 觸角有分岔狀 ------------------------ ○乙蟲 

4a 背甲有斑點 ----------------------------- 5 

4b 背甲無斑點 -------------------------- ○己蟲 

5a 背甲斑點少於 8----------------------- ○丁蟲 

5b 背甲斑點等於或多於 8----------------- ○戊蟲 

(1).妙麗捉到了一隻甲蟲如右圖，請問按
此檢索表查找，此蟲應為【 ○24  】蟲 

(2).如果此檢索表能夠表現出甲蟲的親緣
關係，那麼甲~己八種甲蟲，與妙麗所
找的甲蟲親緣關係最近的是【 ○25  】蟲(本身
不算) 

【辛苦了！試題結束】

------------------------------------------------------------------------------------------------------------------------------------------(請沿線撕下) 

台北縣樹林高中 9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段考中一自然與生活科技科答案卷 

                                      年    班 座號：    姓名：          得分： 
【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 2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二】、綜合題組：共 25 格，每格 2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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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範圍：康軒版第二冊第二章第四節至第四章第四節(P44～P89) 

 

【一】、選擇題：共 25 題，每題 2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９ １０ 

D B A C B B B A C D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D A D C D C C A D C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A B A B D      

【二】、綜合題組：共 25 格，每格 2分 
１ ２ ３ ４ ５ 
C C 丁 蘚苔類 昆蟲 
６ ７ ８ ９ １０ 
D B A B DE 

１１ １２ １３ １４ １５ 
GHKJ A C L M N O M G H K A C E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９ ２０ 
L M 孢子囊堆 A B  用進廢退 天擇 
２１ ２２ ２３ ２４ ２５ 

遺傳變異(個體差異) 適者生存 基因改造 戊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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