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 99 學年度五專部轉學考試試題 

科目名稱：                  生物                 第  1  頁，共  3  頁 

一、是非題:每題 1分共 20分(是:A，非:B) 

1. 人體中多對偶基因的共顯性決定了 ABO 血型。 

2. 真細菌的細胞壁缺乏其他古細菌細胞壁特有的肽聚糖，並具有不尋常的脂類及特有的核糖體 RNA 序列。 

3. 大部分的細胞都非常小所以可維持較大的表面積與體積比，有利於細胞表面與環境的互動。 

4. 細菌細胞由堅硬的細胞壁來維持形狀，在細胞質中的核糖體（ribosome）不是胞器，因為它沒有膜作為分界。 

5. 人類的遺傳密碼中有 64 個不同的（4 × 4 × 4 ＝ 64）三聯密碼子，其中有三組的指令是「停止」，而剩下的 61個

密碼子可合成 61種不同的胺基酸。 

6. DNA 的複製與轉錄作用都是以半保留的方式進行。 

7. 發生於減數分裂過程中的互換作用，造成姊妹染色體之間遺傳物質的交換。 

8. 減數分裂Ⅱ可以說是減數分裂Ⅰ完成之後所進行的簡單有絲分裂，過程中其姊妹染色分體的遺傳特性是完全相同。 

9. 科學的本質包含演譯與歸納推理，其中歸納推理是運用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原理來做決定的過程。 

10. 科學的研究僅限於我們能觀察和測量到的生物與過程，超自然的、宗教的和無法解釋的現象則超出科學的領域。 

11. 水分子穿越細胞膜，而往不能通過質膜的極性分子所在的一側擴散之過程稱為擴散。 

12. 胃的黏液細胞可分泌酸性黏液殺死外來的微生物。 

13. 膽汁是由膽囊所合成分泌的。 

14. 肺靜脈與肝門靜脈分別含有豐富的氧氣及養分。 

15. 用來維持血漿中蛋白質濃度的蛋白質是血清白蛋白，當血清白蛋白濃度太高時則會造成水腫。 

16. 位於小腸道內的淋巴微管又稱為乳糜管，可吸收小腸道內的脂肪，融入淋巴中送回心臟血管循環系統。 

17. 種的命名是以希臘文來命名，主要原因為希臘文是現在不被使用的語言。 

18. 人類的組織間質液可透過位於血管周圍結締組織內的淋巴管，從特定的部位再次流回靜脈。 

19. 查爾蓋夫規則直接證明 DNA 是一雙股螺旋的分子。 

20. 紅血球的血基質可以攜帶氧化氮 NO。 

二、選擇題:每題 2分共 80分 

21. 脊椎動物的管狀胃腸道，具有特殊的層狀結構，分別是黏膜層漿膜層黏膜下層肌肉層，請問由管腔內壁向外排

列的順序是（A）3142（B）1234（C）1342（D）1324。 

22. 細胞內的階層可分為如下：（1）分子層次的 DNA，（2）細胞，（3）胞器層次，(4)化學層次，試依其複雜性由高至低

排列：（A）3214（B）3241（C）2314（D）2341。 

23. 物質藉由攜帶蛋白的運輸,但不消耗 ATP的是(A)選擇性通透 (B)鈉鉀唧筒 (C)胞噬作用 (D)滲透作用。 

24. 細胞分裂時移動染色體以及構成鞭毛、纖毛軸心的成分是(A)基質(B)中間絲(C)微纖維(D)微小管。 

25. 減數分裂過程中造成遺傳變異的原因是（1）前期 I中的同源染色體互換 （2）中期 I的染色體獨立分配 （3）中期 II

子染色體排在赤道板上（4）後期 II姐妹染色體分離 (A)12 (B)34 (C)13 (D)24。 

26. 提出第一個細胞學說（cell theory），表示植物「是由個別的、獨立的、分開的構造─也就是細胞─所組成的聚合

體」的科學家是？（A）許來登、許旺（B）虎克（B）魏斯曼（D）雷文霍克。 

背面尚有試題，請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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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列哪一項敘述不屬於肝臟的功能？（A）可以將毒素、殺蟲劑、致癌物及其它物質轉化為較不具毒性的物質（B）可排

出尿素至血流中，再藉腎臟排出體外（C）主要的外分泌作用是合成膽汁，幫助脂肪乳化（D）含有碳酸氫鹽，可排出至

十二指腸，中和來自胃的鹽酸，使食糜成鹼性。 

28. 哪一種白血球會轉變成巨噬細胞（macrophages），攻擊吞噬外來細胞？（A）嗜中性白血球（B）T 淋巴球（C）單核球

（D）嗜鹼性白血球。 

29. 以下哪些胞器具有遺傳物質中心粒粒腺體溶小體葉綠體細胞核？（A）（B） （C） 

（D）。 

30. 含有能將植物種子儲藏的脂肪轉化為碳水化合物的酵素的胞器是？（A）粒線體（B）溶小體（C）過氧化氫體（D）葉綠

體。 

31. 原核生物的遺傳訊息位於何處？（A）細胞質（B）細胞核（C）核糖體（D）中心粒。 

32. 哪一種細胞骨架可參與細胞「爬行」，對於發炎、凝血、傷口癒合及癌的擴散都很重要，其中白血球特別具有這種能

力：（A）微小管（B）中間絲（C）肌絲（D）微絲。 

33. 動植物細胞的大小約為：（A）1~10 μm（B）10~100 μm（C）1~10 nm（D）10~100 nm。 

34. 一個性狀的遺傳並不影響其他任何一個性狀的遺傳，這個結果稱作（A）獨立分配定律（B）分離定律 （C）上位現 

（D）性聯遺傳。 

35. 下列有關染色體的敘述，何者正確？(A)染色體因聯鎖作用，而造成基因重組 (B)遺傳性狀遠超過染色體的數目，洒吞

認為，每一對染色體上必有許多對不同的基因，這種現象稱為聯鎖（linkage） (C)染色體遺傳學說主要是根據孟德爾

豌豆實驗之結果分析而確立的（D）莫根養果蠅證明了眼色的基因位在體染色體上。 

36. 有關染色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A)在有絲分裂後期，姐妹染色分體移向正在分裂細胞的相反兩極 （B）在未經。

DNA 複製的二倍體體細胞內，每個染色體含有二個拷貝 （C）在已進行 DNA複製的二倍體體細胞內，每對同源染色體含

有四個姐妹染色分體 （D）染色體的結構，除了 DNA外，尚含有組織蛋白，其所帶電荷為負，故染色體之電荷為正。 

37. 哪一對父母的新生兒會有新生兒溶血症？（A）當母親是 Rh-，而父親為 Rh+，所生育的第一胎（B）當母親是 Rh-，而父

親為 Rh+，所生育的第二胎（C）當母親是 Rh+，而父親為 Rh-，所生育的第一胎（D）當母親是 Rh+，而父親為 Rh-，所生

育的第一胎。 

38. 下列有關滲透作用的描述哪一個是正確的? (A)是一種選擇性通透 (B)血球置於高張溶液中被漲破 (C)水分子穿過一個

膜 (D)水進入高張(hypertonic)溶液。 

39. 下列哪些胞器可能是由內共生(endosymbiosis)演化而成的(1).葉綠體 (2).粒線體 (3).內質網 (4).高基氏體 (5).中

心粒: (A)12 (B)123 (C)124 (D)125。 

40. 減數分裂前期 I中的細胞，每對同源染色體含有多少個姊妹染色分體? (A)一(B)二 (C)三 (D)四。 

41. 承上題，人體若缺少內因子將會因紅血球數量偏低而導致（A）地中海貧血症（B）鐮刀型貧血症（C）惡性貧血（D）高

型貧血症。 

42. 某生物學家發現一種生物，似植物而非動物，下列何者為最有利證據，即細胞中有(A)粒線體 (B)核糖體 (C)葉綠體 

(D)內質網。 

 

後面尚有試題，請換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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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下列哪一個分子會將遺傳訊息由細胞核移至細胞質並指示蛋白質合成?（A）rRNA（B）RNA 聚合酶（C）mRNA（D）

tRNA。 

44. 哪一種胃腺分泌細胞會分泌內因子，促進腸吸收維生素 B12。（A）壁細胞（B）黏液細胞（C）主細胞（D）腺泡。 

45. 下列的雜交作用中哪一個是試交作用? (A) Ww×WW (B) WW×ww (C)Ww×W (D) WW×Ww。 

46. 組成 mRNA的核苷酸不具有哪一種鹼基?（A）胸腺嘧啶,T（B）尿嘧啶,U（C）胞嘧啶, C（D）腺嘌呤, A。 

47. 下列哪一項分子會促使紅血球釋放氧氣的速率增加？（A）氮氣（B）氧氣（C）一氧化氮（D）二氧化碳。 

48. 當左心室收縮時，心臟的瓣膜會如何反應？（A）二尖瓣的瓣膜關閉，使血液流入主動脈（B）二尖瓣的瓣膜打開，使

血液流入主動脈（C）肺動脈半月瓣膜關閉，避免血液流入肺動脈（D）三尖瓣的瓣膜打開，使血液流入主動脈。 

49. 有關發炎反應的敘述者有誤? （A）被感染或受傷處的細胞會分泌組織胺及前列腺素（B）感染或受傷部位的血管擴張

血流增加（C）嗜中性球最先到達感染部位，殺死微生物（D）以上皆正確。 

50. 噬菌體是一種感染（A）動物（B）植物（C）細菌（D）多細胞生物  的病毒。 

51. 某位科學家去野外遊玩時，觀察到了一隻蜘蛛，上網搜尋後發現蜘蛛的種名是 taiwanensis，而屬名是 Macrothele，

請 問 這 隻 蜘 蛛 的 學 名 是 : （ A ） taiwanensis Macrothele (B) Macrothele taiwanensis （ C ） macrothele 

taiwanensis  (D) taiwanensis macrothele。 

52. 遺傳訊息傳遞路徑的中心教條是:（A）RNA  DNA 蛋白質（B）DNARNA蛋白質（C）DNA 蛋白質 RNA  (D) 

RNADNA蛋白質。 

53. 有關人類吸氣時，肋骨及橫隔的變化，下列何者正確？（A）肋骨架向前及向下移動，橫膈肌肉收縮向下移拉平（B）

肋骨架向前及向上移動，橫膈肌肉收縮向下移拉平（C）肋骨架向前及向上移動，橫膈肌肉收縮向上移拉平（D）肋骨

架向內及向下移動，橫膈肌肉收縮向上移拉平。 

54. 血清是指（A）含纖維蛋白原的血漿（B）不含血清白蛋白的血漿（C）不含纖維蛋白原的血漿（D）不含血球的血液。 

55. 下列何者分泌的酶可將大部分食物分解為單醣、胺基酸與脂肪酸?（A）大腸（B）胃小凹（C）胰臟（D）肝臟。 

56. 當紅血球在組織細胞卸除氧氣的同時，也會從組織細胞中吸取 CO2 回到肺臟。請問當紅血球在運送 CO2 的過程中，大

部分的 CO2 會以如何的形式讓紅血球運送至肺臟？（A）直接溶於血漿中運送（B）與紅血球的血紅素結合（C）由紅血

球細胞質所攜帶（D）由血小板攜帶。 

57. 竇房結房室束浦金氏纖維房室結 皆是參與心膊的重要部位，試問引起心膊的傳遞順序為何？（A）1234（B）

1423（C）1243（D）1342。 

58. 鈉-鉀幫浦所需的能量分子是 (A)ADP (B)AMP (C)ATP (D)APP。 

59. 收集、包裝和傳送細胞內製造的分子？（A）高基氏體（B）溶小體（C）核酸體（D）核糖體。 

60. 下列何種狀況下，基因的自由配合會發生？(A)基因位在同源染色體上 (B)基因位在同一染色體上 (C)基因位在非同

源染色體上（D）基因位在姊妹染色體上。 

 

 

試題到此結束，請檢查是否已完成作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