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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鹿國中 第一冊補考 自然與生科科 考試卷 ___年 _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___ 
一、選擇 

1. （D  ）光合作用的光反應須有日光才能進行，則此反應

中，太陽能是由何者所吸收？ (A)葉之角質層 

(B)葉的上表皮細胞 (C)葉肉細胞之細胞核 (D)
葉綠體中的色素。 

2. （A  ）下列何者的存在需要能量維持，並能表現出代謝、

生長、感應、繁殖等現象？ (A)種子 (B)死屍 

(C)鑽石 (D)木炭。 
3. （A  ）部分動物能將學習獲得的訊息記憶下來，例如狗

經由訓練可成為搜救犬，學習能力的強弱主要和下

列哪一種構造的發達程度有關？ (A)大腦 (B)
小腦 (C)腦幹 (D)脊髓。 

4. （B  ）細胞學說指出生物體的基本單位為何？ (A)組織 

(B)細胞 (C)器官 (D)個體。 
5. （A  ）吃入口中的米飯，其所含的澱粉將會被何處所分

泌的消化液初步分解？ (A)唾腺 (B)食道 (C)
胃腺 (D)腸腺。 

6. （B  ）航海王中的水手們因為長期在海面上航行，欠缺

新鮮蔬果，容易因為缺乏何種維生素而造成皮下或

牙齦出血？ (A)維生素 A (B)維生素 C (C)維
生素 E (D)維生素 D。 

7. （A  ）人體的眼、耳、鼻、舌和皮膚內，都有接受刺激

的構造，試問這些構造的名稱為何？ (A)受器 

(B)動器 (C)感覺神經元 (D)運動神經元。 
8. （B  ）明齊 某天下樓梯時不小心跌倒，造成膝蓋擦傷，

而且一段時間後血仍不停滲出，久久不止。試問

明齊 的血液不易凝固，可能是血液中缺少哪一種

成分所造成的？ (A)血漿 (B)血小板 (C)白血

球 (D)紅血球。 
9. （B  ）下列何者之中的成分使得人體血液呈現紅色？ 

(A)白血球 (B)紅血球 (C)血小板 (D)血漿。 
10. （A  ）地球環境有助於生命的出現和發展，其原因不包

括下列何者？ (A)地球上任何地方均可照射到陽

光 (B)地球與太陽的距離適宜 (C)地表溫度適中 

(D)地球上的水能以液態形式存在。 
11. （A  ）下列圓形圖中，若以斜線區域代表水域，空白區

域代表陸地，則何者最能表示出地球表面水域與陸

地的面積比例？ 

(A)  (B)  (C)  

(D)  
12. （C  ）如附圖，若將植物盆栽倒吊起來，並控制光線，

幾天後觀察植物生長的方向，應是下列何者？ 

 

(A)  (B)  (C)  (D)  
13. （A  ）肚子餓的感覺可能是因為血液中何種物質濃度過

低所致？ (A)葡萄糖 (B)澱粉 (C)果糖 (D)脂
質。 

14. （C  ）地球形成初期，火山活動頻繁，所噴發出的氣體

不包括下列哪一項？ (A)水氣 (B)二氧化碳 

(C)氧氣 (D)氮氣。 

15. （A  ）本氏液可用來測定下列何種養分？ (A)葡萄糖 

(B)澱粉 (C)脂質 (D)蛋白質。 
16. （C  ）若地球上所有的綠色植物皆忽然消滅，則大氣中

哪種成分將最先用盡？ (A)二氧化碳 (B)氮氣 

(C)氧氣 (D)水蒸氣。 
17. （D  ）人類在何時不需要能量？ (A)睡覺時 (B)唸書時 

(C)運動時 (D)不論何時都需要。 
18. （B  ）動物學習能力的強弱與下列何者的發達程度有

關？ (A)內分泌系統 (B)神經系統 (C)生殖系

統 (D)循環系統。 
19. （B  ）人體的體溫過高時，主要可藉由哪個構造排除過

多的熱，以維持適宜的體溫？ (A)毛髮 (B)皮膚 

(C)指甲 (D)舌頭。 
20. （D  ）採完花蜜回巢的蜜蜂會在蜂巢中跳舞，其目的為

何？ (A)炫耀自己帶回的食物 (B)告知同伴蜜

源的種類 (C)警告同伴有敵人來襲 (D)告知同

伴蜜源距離與方向。 
21. （D  ）下列何種物質利用碘液檢測後，會呈現黃褐色？ 

(A)饅頭 (B)白飯 (C)麵粉 (D)葡萄糖。 
22. （A  ）內溫動物體溫調節中樞位在哪裡？ (A)腦 (B)

脊髓 (C)心臟 (D)皮下組織。 
23. （C  ）吃剛煮好的麵時，會覺得好燙，試問「燙」的感

覺是由下列何者產生的？ (A)感覺神經元 (B)
脊髓 (C)大腦 (D)腦幹。 

24. （D  ）若利用溶液將鴨跖草表皮細胞的細胞壁去除後，

再將細胞放入清水中，則表皮細胞會出現何種變

化？ (A)脫水萎縮 (B)沒有任何變化 (C)稍微

膨脹，但不會破裂 (D)膨脹破裂。 
25. （B  ）牧場上的乳牛可以不斷的咀嚼青草，因此乳牛哪

一部分的牙齒較發達？ (A)犬齒比較發達 (B)
臼齒比較發達 (C)各類牙齒均衡發展 (D)乳牛

根本沒有牙齒。 
26. （C  ）下列何種動物行為不屬於本能行為？ (A)打噴嚏 

(B)負趨光性 (C)作心算 (D)流口水。 
27. （C  ）附圖為黑板樹莖的橫切面，其中哪一個構造是水

稻莖所沒有的？ (A)甲 (B)乙 (C)丙 (D)丁。 

 
28. （C  ）人體血液循環系統中，血液流回心臟的時機為何？ 

(A)心臟收縮 (B)心臟停止 (C)心臟舒張 (D)心
肌梗塞。 

29. （B  ）在葉子裡，葉脈主要負責的工作為何？ (A)防止

水分散失 (B)運輸水分和養分 (C)保護 (D)行
光合作用。 

30. （C  ）人體的消化系統中，哪一部分不會與食物直接接

觸？ (A)咽 (B)胃 (C)肝臟 (D)小腸。 
31. （D  ）下列何種養分在人體內雖無法產生能量，卻具有

調節生理機能的功用？ (A)澱粉 (B)脂質 (C)
蛋白質 (D)礦物質。 

32. （A  ）建築物之所以能夠穩固的座落在地表上，是因為

陸地主要是由什麼所構成的？ (A)堅固的岩石 

(B)堅硬的冰 (C)炙熱的岩漿 (D)柔軟的海水。 
33. （D  ）目前低層大氣中含量次高的氣體為何？ (A)水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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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氮氣 (C)二氧化碳 (D)氧氣。 
34. （B  ）許多人在冬季時，四肢末梢常是蒼白且冰冷，此

現象是下列何者所導致？ (A)血管血液量增加 

(B)血管血液量減少 (C)食慾增加 (D)肌肉顫抖。 
35. （C  ）下列對於酵素作用的敘述，何者有誤？ (A)會受

到溫度的影響 (B)會受到酸鹼性的影響 (C)在生

物體外將無法作用 (D)可改變反應速率。 
36. （D  ）在 400 公尺深的海面下，綠色植物無法生存，主

要是受何種因素的影響？ (A)溫度 (B)壓力 

(C)二氧化碳 (D)光線。 
37. （B  ）有關光合作用的反應包括：甲.使水分解；乙.產生

氧氣；丙.二氧化碳參與反應；丁.產生葡萄糖。試

問屬於碳反應的步驟有哪些？ (A)甲乙 (B)丙
丁 (C)甲丙 (D)乙丁。 

38. （ B ）芭蕾舞者經過一連串的訓練，可以做到轉圈的時

候不會暈眩，這表示哪一部分的功能更為發達？ 

(A)大腦 (B)小腦 (C)腦幹 (D)脊髓。 
39. （B  ）將一盆栽於暗室中倒吊培養，發現數日後莖開始

彎曲向上生長，此現象可說明莖的何種特性？ (A)
向光性 (B)背地性 (C)向地性 (D)趨光性。 

40. （D  ）下列何者不屬於植物對環境刺激所產生的反應？ 

(A)捕蟲運動 (B)觸發運動 (C)睡眠運動 (D)反
射作用。 

41. （A  ）下列何者為呼吸系統的主要功能？ (A)維持體內

氣體含量的恆定 (B)維持體內養分的恆定 (C)維
持體內溫度的恆定 (D)維持體內水分的恆定。 

42. （C  ）尿液中的尿素是何種養分經代謝後轉化產生的？ 

(A)醣類 (B)脂質 (C)蛋白質 (D)礦物質。 
43. （C  ）番薯所儲存的養分是由哪一個部位所製造的？ 

(A)根 (B)莖 (C)葉 (D)果實。 
44. （C  ）下列何者不屬於中樞神經的一部分？ (A)大腦 

(B)小腦 (C)腦神經 (D)腦幹。 
45. （D  ）人體內的何種物質或生理現象相較之下較不須維

持恆定？ (A)血糖 (B)氧氣 (C)體溫 (D)脂
肪。 

46. （A  ）中醫師看診時常會把脈，醫師是用按壓的方式探

測哪一個部位的脈搏？ (A)動脈 (B)靜脈 (C)
微血管 (D)淋巴管。 

47. （D  ）人體無法消化分解吸收何種養分？ (A)澱粉 (B)
蛋白質 (C)脂質 (D)纖維素。 

48. （B  ）小剛 是一名特技表演人員，表演走鋼索時需要十

分良好的平衡感，試問此與附圖中哪一個構造有最

密切的關係？ 

 
(A)甲 (B)乙 (C)丙 (D)丁 

49. （B  ）將萌芽綠豆放於錐形瓶中，如附圖所示，倒入 100 
mL 清水後，發現量筒內的澄清石灰水會變混濁。

由此實驗可知當種子發芽時，下列哪一種作用最為

旺盛？ 

 

(A)光合作用 (B)呼吸作用 (C)蒸散作用 (D)滲
透作用。 

50. （A  ）人類唾液中的澱粉酶可針對哪種物質作用？ (A)
澱粉 (B)纖維素 (C)脂質 (D)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