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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鹿國中 第二冊補考 自然與生科科 考試卷 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 

1. （D  ）下列何者在自然界中能分解生物的遺體或排泄物？ 

(A)藍綠菌 (B)病毒 (C)草履蟲 (D)細菌。 
2. （A  ）地層越古老，其中所含的化石將如何？ (A)生存

年代距今越久遠 (B)體型越小 (C)構造越複雜 

(D)種類越多。 
3. （A  ）吐司麵包上的黑黴菌是以下列何種方式繁殖？ 

(A)孢子繁殖 (B)出芽生殖 (C)分裂生殖 (D)斷
裂生殖。 

4. （D ）沙漠植物的開花和下列哪一個環境因子最有關？ (A)
溫度 (B)土壤 (C)陽光 (D)雨水。 

5. （A  ）分布於下列哪一氣候區的草原，生物種類最多？ (A)
熱帶 (B)溫帶 (C)寒帶 (D)極地。 

6. （A  ）附圖為某一穩定生態系中甲、乙、丙三種生物間的食

物鏈，則此三種生物何者自此食物鏈中獲得的能量最

多？ (A)甲 (B)乙 (C)丙 (D)無法比較。 

 
7. （D  ）利用生物技術製造胰島素是把人類細胞內的什麼物

質，殖入細菌體內，使細菌產生原本在人體內才能產生

的胰島素？ (A)細胞核 (B)激素 (C)酵素 (D)DNA
片段。 

8. （A  ）豆科植物根部共生的根瘤菌，可協助植物利用何種物

質？ (A)氮元素 (B)氫元素 (C)碳元素 (D)氧元

素。 
9. （A  ）大自然對於生物的淘汰力量，造成生物的生存選

擇，稱為什麼？ (A)天擇 (B)人擇 (C)性擇 (D)
突變。 

10. （B  ）一個番茄內有許多種子，主要原因為何？ (A)一
個胚珠內有許多卵細胞 (B)一個子房內有許多胚

珠 (C)一朵花內有許多子房 (D)一粒花粉內有

很多精細胞。 
11. （B  ）產生配子的過程必定要經過減數分裂，若某生物

體細胞內的染色體如圖(一)所示，則其所產生的精

子內的染色體型式為下列哪些？ (A)甲乙 (B)
乙丙 (C)丙丁 (D)乙丁。 

   
12. （B  ）樹木提供啄木鳥居住的棲所，啄木鳥則替樹木去除害

蟲，兩者間產生了何種交互關係？ (A)競爭 (B)互利

共生 (C)寄生 (D)捕食。 
13. （B  ）「松果→松鼠→老鷹」，此食物鏈無法達到物質循環

的功能，試問是因為缺少什麼？ (A)清除者 (B)分解

者 (C)消費者 (D)生產者。 
14. （A  ）依靠下列何種方式來減少害蟲，可稱之為生物防治？ 

(A)微生物感染 (B)噴灑農藥 (C)設網捕捉 (D)人工

抓蟲。 
15. （A  ）下列何者關係是捕食與被捕食的關係？ (A)老鷹食兔 

(B)鳥巢蕨附生於樹木上 (C)植物幼苗生長於土壤中 

(D)細菌分解枯木。 
16. （D  ）根據動物的分類依據，蝙蝠和下列哪一種動物的親緣

關係最為接近？ (A)老鷹 (B)飛魚 (C)翼手龍 (D)
兔子。 

17. （D  ）地球上最早、最原始的生物應屬於哪一界？ (A)植物

界 (B)真菌界 (C)原生生物界 (D)原核生物界。 
18. （A  ）地質時代的轉換代表地球環境、生物種類及數量

發生巨大變化，則下列哪一事件發生後的時代稱為

新生代？ (A)恐龍滅絕 (B)三葉蟲滅絕 (C)哺
乳類出現 (D)動物登陸。 

19. （D ）染色體中的遺傳物質稱為何？ (A)基因 (B)配子 

(C)葡萄糖 (D)去氧核糖核酸。 
20. （D ）試問黴菌利用孢子繁殖的方式與下列何者不同？ 

(A)水綿的斷裂生殖 (B)石蓮花用葉子繁殖 (C)
草莓以匍匐莖繁殖 (D)蘭花利用種子繁殖。 

21. （B ）當控制某一性狀的遺傳因子有兩種型式時，通常大

寫字母表示什麼？ (A)隱性遺傳因子 (B)顯性

遺傳因子 (C)不確定為隱性遺傳因子或顯性遺傳

因子 (D)依個人習慣而定。 
22. （C ）鳥巢蕨附生於其他樹木的高處以獲得較佳的環境，但對

樹木本身無害，此種共生關係稱為何？ (A)寄生 (B)
互利共生 (C)片利共生 (D)競爭。 

23. （D ）在越古老的地層中發現的生物化石，越可能具有以

下哪種特性？ (A)越近似人類 (B)體型越大 

(C)種類越多 (D)構造越簡單。 
24. （A  ）附圖為能量塔，試問哪一種生物所含的總能量最多？ 

(A)綠色植物 (B)兔子 (C)老鷹 (D)三者皆相同。 

 
25. （A  ）生態系中可以將太陽能直接轉變為體內養分的是下列

何者？ (A)生產者 (B)消費者 (C)分解者 (D)清除

者。 
26. （D  ）哪一位生物學家曾經在進行環球航海途中，觀察

各地的生物，進而提出其對生物演化的觀點？ 

(A)虎克  (B)林奈  (C)孟德爾  (D)達爾文 。 
27. （B  ）附圖為細胞核內的兩對染色體，甲的同源染色體

為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28. （D  ）在水循環的過程中，水氣凝結成液態水主要發生在哪

一個階段？ (A)降水 (B)蒸發 (C)降雪 (D)成雲。 
29. （A  ）雄蛙 聒聒 眼看著青蛙的繁殖季節到了，此時牠應

該利用什麼行為來誘引同種的雌蛙前來呢？ (A)
鳴叫聲 (B)特殊的氣味 (C)身體的顏色 (D)舞
蹈。 

30. （D  ）在地球的長久歷史中，生物的體型和構造會隨著

環境的變化而改變，這種改變的過程稱為什麼？ 

(A)突變 (B)人擇 (C)育種 (D)演化。 
31. （A  ）將生物的基因置入不同生物的細胞中，是指下列何者？ 

(A)遺傳工程技術 (B)基因突變 (C)新陳代謝 (D)生
物優生學。 

32. （C  ）如附圖所示之真菌應為下列的哪一種？ (A)酵母菌 

(B)木耳 (C)黑黴菌 (D)靈芝。 

 
33. （A  ）關於人類女性體內卵巢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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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位於胸腔 (B)是雌性性腺 (C)會分泌激素 

(D)具有排卵功能。 
34. （D  ）下列何種生態系的生物種類最豐富？ (A)沙漠 (B)

草原 (C)水田 (D)熱帶雨林。 
35. （A  ）比較體外受精及體內受精，通常哪一種方式母體

一次釋出的卵數目較多？ (A)體外受精 (B)體
內受精 (C)一樣多 (D)不一定，依季節而定。 

36. （B  ）某種生物的學名為 Bos domesticus，則自然情況下此生

物可與下列哪種生物交配，並產生具有生殖能力的子

代？ (A)Felis domesticus (B)Bos domesticus 

(C)Felis tigris (D)Canis familiaris。 
37. （C  ）黑面琵鷺為 臺灣 的冬季候鳥，最常出現在何種生態系

渡冬？ (A)淡水生態系 (B)森林生態系 (C)河口生

態系 (D)草原生態系。 
38. （D  ）附圖為女性生殖系統，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甲為卵巢 (B)乙為輸卵管 (C)丙為子宮 (D)丁
為尿道。 

 
39. （B  ）根據化石的證據推測，下列哪一種脊椎動物的四

肢是由魚的胸鰭和腹鰭演化而來？ (A)鳥類 (B)
兩生類 (C)爬蟲類 (D)哺乳類。 

40. （A  ）小香 的血型為 A 型，而她母親為 AB 型、父親為 O 型，

則 小香 父母生下 O 型男孩的機率為多少？ (A)0 

(B)1/2 (C)1/4 (D)1/8。 
41. （C  ）若生物體所含的總能量，按食物階層排成的塔形結構

應類似下列何者？ 

(A)  (B)  

(C)  (D)  
42. （B  ）正常人類女性的性染色體以下列何者表示？ (A)XY 

(B)XX (C)XXY (D)XYY。 
43. （A  ）華仔 在顯微鏡下觀察到如圖之生物，試問此生物與下

列哪一種生物同屬一界？ (A)綠藻 (B)蚯蚓 (C)細
菌 (D)藍綠菌。 

 
44. （B  ）在一針葉林中，主要的食物鏈為「松果→松鼠→老鷹」，

試問在此食物鏈中，三種生物所含的總能量關係何者正

確？ (A)松果＝松鼠＝老鷹 (B)松果＞松鼠＞老鷹 

(C)松果＜松鼠＜老鷹 (D)松果＞松鼠＝老鷹。 
45. （C  ）小健 發現從巿場買回來的橘子表面，長出一些毛茸狀

的物體，試推測這種物體可能與下列何者是同一界的生

物？ (A)藍綠菌 (B)黏菌 (C)酵母菌 (D)細菌。 
46. （D  ）經由配子結合產生子代的生殖方式，稱為什麼？ 

(A)無性生殖 (B)細胞分裂 (C)孤雌生殖 (D)有
性生殖。 

47. （B  ）下列哪一個不是目前生物界中的五大界？ (A)原核生

物界 (B)病毒及噬菌體界 (C)植物界 (D)原生生物

界。 
48. （B  ）依自然情況下受精作用發生的場所來區分，人類

屬於下列何者？ (A)體外受精 (B)體內受精 

(C)兼行體外受精及體內受精 (D)人類僅進行無

性生殖。 
49. （D  ）鐵線蕨的葉緣有數團褐色物，每一團可稱為什麼？ (A)

種子 (B)孢子 (C)孢子囊 (D)孢子囊堆。 
50. （C  ）下列哪一生態系中的消費者並不直接啃食生產者，而

是以生物的遺體或其碎屑為食？ (A)海洋生態系 (B)
草原生態系 (C)河口生態系 (D)沙漠生態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