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4 頁 

 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 第一學期 七年級  自然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試題 
    

單選題：(請選出最適當的答案，共 50題，每題 2分) 

1. 人類消化道中何處具有消化並吸收油脂的能力？ 

(A)小腸   (B)大腸  (C)肝臟   (D)胰臟 

2. 在生物體內，酵素的主要功用為何？ 

(A)使產物的種類與數目增加 

(B)改變代謝反應的速率 

(C)減少受質的種類與數目 

(D)增加受質的種類與數目 

3. 炎熱的夏季，自助火鍋店的老闆把蔬菜、水果等食材放

在 4℃的冷藏室中儲存。夏天將蔬果存放在冷藏室主要

的原因為何？ 

(A)增加蔬菜水果的蒸散作用，使蔬果維持飽滿的水分 

(B)使水分容易滲透進入細胞，增加食材的清脆口感 

(C)增加蔬果的翠綠顏色，增進視覺美觀  

(D)降低蔬果代謝酵素的活性，使蔬果保持新鮮 

4. 根據附圖，在其他條件

都是相同的情況下，

比較甲乙兩種酵素活

性與溫度的關係，以 下

下敘述何者正確？ 

(A)甲酵素在 23~38℃時

，都能發揮作用 

(B)在 23~35℃時，乙酵素的活性都高於甲酵素 

(C)乙酵素對高溫的容忍程度較甲酵素佳  

(D)在 35℃時，甲酵素的活性高於乙 

5. 胰液中的 X酶能促使脂質分解，腸液中 Y酶能促使蛋白

質分解，關於 X酶與 Y酶的敘述，以下何者最合理？ 

(A)X酶與 Y酶成分都是蛋白質 

(B)X酶成分是脂肪酸，Y酶成分是胺基酸 

(C)X與 Y兩種酶成分都是脂肪酸 

(D)X與 Y兩種酶成分都是礦物質 

6. 關於綠色植物行光合作用的過程，以下敘述何者錯誤？ 

(A)光合作用能產生植物可以利用的養分 

(B)將太陽的能量帶入生物世界 

(C)光合作用能夠消耗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並將二氧化碳

中的碳原子固定在醣類中  

(D)光合作用產生的水能提供植物與動物能量 

7. 探討「光合作用需要光」活動中，汪

達將葉片中段包上鋁箔紙(如附圖)。

經過五日，摘下葉片，去除鋁箔，接

著實驗該如何進行操作?請排出正確

的順序 

甲.將葉片褪除葉綠素；乙.熱水漂洗葉片；丙.滴碘液在

葉片上；丁.葉片在沸水中加熱數分鐘 

(A)甲丙丁乙   (B)丁甲乙丙 

(C)乙甲丙丁   (D)丁甲丙乙 

 

8. 根據第 7題，「甲.將葉片褪除葉綠素」安全並正確的

裝置應該為下列何者？ 

(A)     (B)    

(C)    (D)    

9. 「胃液中的鹽酸能破壞隨著食物進入消化道的細菌」，

就人體防禦機制來說，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屬於第一道防線，非專一性的防禦  

(B)屬於第三道防線，專一性的防禦 

(C)屬於第三道防線，非專一性的防禦 

(D)屬於第二道防線，專一性的防禦 

10. 保羅注射流感疫苗，希望不會感染流行感冒耽誤期中考

試。關於以上預防注射的敘述何者正確？ 

(A)注射進入保羅體內的是抗體，能夠合成流感病毒 

(B)注射進入保羅體內的是酵素，可以合成抗體 

(C)注射進入保羅體內的是白血球，可以產生抗體  

(D)注射進入保羅體內的是死亡或是處理過的病原體，

可以產生有記憶性的專一性防禦作用 

11. 承第 10題，關於保羅對流行感冒疫苗的期望，正確看

法應該是下列何者？ 

(A)保羅自此以後都不會再得到任何流行感冒  

(B)注射疫苗到產生免疫力對病原體具有專一性，因此

未來仍然可能感染其他類型的流行感冒 

(C)注射疫苗之後，保羅體內能產生有記憶效應的紅血

球，產生保護力  

(D)注射疫苗後，保羅的血液內存有血小板，保羅不會

再感染流行感冒 

12. 關於人類成熟的紅血球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細胞內具有血紅素，能與氧氣結合 

(B)觀察微血管內的紅色顆粒主要是紅血球 

(C)細胞核呈不規則形，使細胞是雙凹圓盤狀  

(D)健康的人體內，紅血球比其他血球的數目多 

13. 關於以下各種生物攝食構造的敘述，何者正確？ 

(A)變形蟲利用觸手捕食 

(B)水螅利用纖毛捕食 

(C)蝴蝶具有管狀觸角，能吸取花蜜 

(D)人的口腔內有牙齒可以攝食 

14. 關於植物維管束的描述，下列何者正確？  

(A)維管束的細胞上下相連接，呈管狀，集合成束 

(B)維管束的功能是吸收並儲存水分與養分 

(C)維管束只分布在根、莖、葉，花、果實沒有維管束 

(D)維管束是植物的輸導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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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下列哪一種動物的循環系統缺乏微血管，其血液直接與

組織細胞交換物質？  

(A)蚯蚓 (B)蝗蟲 (C)黑猩猩 (D)青蛙 

16. 汪達發燒了，檢查發現小腿傷口已經發炎，醫生幫她抽

血進行檢查，會發現血液中哪一部分的數目增加？

 (A)甲 (B)乙 (C)丙 (D)丁 

17. 承第 16題，關於已經發炎的傷口描述，以下何者正確？ 

(A)傷口附近有乙細胞聚集，傷口附近出現紅、熱、腫、

痛的現象 

(B)傷口附近的淋巴管堆積許多的丙細胞破壞病原體 

(C)傷口附近的組織液推積許多丁細胞釋出酵素，促進血

液凝結  

(D)傷口附近的淋巴管釋出甲，使傷口結痂 

18. 承第 16題，醫護人員幫汪達抽血進行檢驗診斷，「抽血

」是由哪一種血管進行採血？ 

(A)微血管  (B)小動脈  (C)肺靜脈  (D)小靜脈 

19. 右圖表示植物光合作用的過程，甲~丁分別表示原料與產

物。關於光合作用的原料與產

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橢圓形表示葉子的表皮細胞 

(B)乙表示水 

(C)丙表示澱粉 

(D)丁表示二氧化碳 

20. 右圖是葉片的剖面圖。關於葉片構造的敘述，以下何者

錯誤？ 

(A)甲細胞呈扁平透明狀，功能是

保護葉子內部構造 

(B)乙是葉脈，屬於輸導組織 

(C)丙部分的細胞，含有葉綠體，

能行光合作用，因此不需要進行

代謝作用即可獲得能量 

(D)成對的戊細胞控制己的開閉，

光合作用所需要的二氧化碳由己進入 

21. 菟絲子是一種缺乏葉綠體的植物

，具有特化的構造「吸器」能深

入寄主植物輸導組織盜取醣類養

分。推測菟絲子的吸器應該深入

哪一處？ 

(A)甲  (B)乙  (C)丙  (D)丁 

22. 承第 21題，若將寄主植物的莖浸泡於紅墨水中，一小時

後切開莖，可以觀察到何處被染為紅色？ 

(A)甲   (B)乙   (C)丙   (D)丁 

23. 不法人士以環狀剝去樹皮的手法，使樹木枯萎死亡。樹

木逐漸枯死的過程，依樹木運輸機能發生障礙，先後次

序排列為何？甲、水分運輸受阻；乙、養分運輸受阻；

丙、根部細胞死亡；丁、葉子的細胞死亡 

(A)乙丙甲丁 (B)丁乙甲丙 (C)乙丁甲丙 (D)甲丙乙丁  

24. 約書亞將玉米與向日葵的莖插入紅墨水溶液，二小時後

觀察兩種植物莖部維管束，製作以下表格進行比較，其

中哪一比較項目錯誤？ 

項目       植物 玉米 向日葵 

(A)木質部 有 有 

(B)韌皮部 有 有 

(C)形成層 有，發達 無 

(D)維管束的排列
(紅墨水染紅部分，

以黑色表示) 
  

25. 傑克用顯微鏡觀察某植物葉片的下表皮，如附圖所示，

下列哪一敘述錯誤？ 

(A)a與 d都是保衛細胞，都能行

光合作用 

(B)a、c和 d都具有細胞核 

(C)c不具有葉綠體 

(D)a與 d失去水分萎縮時，b打開 

 

26. 根據附圖，心臟收縮或舒張時

，血液流動的方向，何者正確？ 

(A)心臟收縮時，丙血液流入肺動脈 

(B)心臟收縮時，乙血液流入肺靜脈 

(C)心臟舒張時，主動脈血液流入丁 

(D)心臟舒張時，大靜脈血液流入甲 

 

27. 傑克在運動前後記下脈博與心搏次數，如下表所示，判

斷哪一選項正確？ 

(A) c > b  (B) b = d (C) a = c (D) b > a 

  測驗 運動前 運動後 

  項目 脈搏數 心搏數 脈搏數 心搏數 

次數/分鐘 a b c d 

28. 木棉樹在落葉之後才開花結果實，最後萌發新芽、新葉

子。推測產生花苞所需要的養分與水分，由木棉樹何處

供應？ 

(A)花瓣能進行光合作用產生養分，花瓣的氣孔能吸收水

氣 

(B)花瓣能吸收空氣中的水分，水分能供應能量  

(C)儲存於根部的養分經由韌皮部向花朵運輸養分，水分

經由木質部從根部向花朵運輸 

(D)花朵不需要養分供應，只需要吸收水分即可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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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附圖為人體內甲、乙兩

種不同器官的動脈及靜

脈血液氧氣含量之示意

圖。根據所學推測，紅

血球從釋出氧氣到獲得

氧氣的運輸過程中，紅

血球流動經過甲、乙兩

種器官及心臟的途徑，以下何者最合理？ 

(A)心臟→乙→甲 (B)甲→乙→心臟 

(C)甲→心臟→乙 (D)乙→甲→心臟 

30. 附圖是腿部的組織構造

圖，X是具有瓣膜的管

狀構造；a、b、c分別

是人的三種體液，以下

敘述何者正確？ 

(A)X管是靜脈，其內

流動的 a為血液 

(B)體液 c為淋巴，負責運輸白血球 

(C)a與 b內都含有紅血球，都呈現紅色 

(D)X管是淋巴管，a是淋巴 

31. 楓樹莖內的維管束

具有形成層，不斷

增生新的木質部和

韌皮部，使莖加粗

，因此莖內含有：

甲.新的木質部；乙.老的木質部；丙.新的韌皮部；丁.

老的韌皮部。以上四個構造依造→→→由樹幹內

向外排列順序為何？  

(A)甲→乙→丙→丁 (B)乙→甲→丙→丁 

(C)丙→丁→甲→乙 (D)丁→丙→甲→乙 

32. 汪達因為小腿發炎腫脹，將醫師給她的藥丸吞下肚，

此藥丸的成分經過消化吸收之後，如何流動到小腿發

炎部位，其次序為何？請依序排出： 

甲.主動脈 乙.上大靜脈   丙.肺靜脈 丁.肺動脈 

戊.心臟  己.下肢的動脈    庚.下大靜脈 

辛.肺部微血管  壬.小腸絨毛微血管  

(A)乙→戊→丁→丙→戊→甲→己 

(B)壬→庚→乙→戊→丁→丙→戊→甲→己 

(C)壬→庚→戊→丁→辛→丙→戊→甲→己 

(D)壬→庚→戊→丙→辛→丁→戊→甲→己 

33. 傑克選擇兩株大小相同的

芹菜，將乙芹菜摘除葉片

，再將兩株芹菜插入液面

為 10毫升紅墨水的量筒中

，放置於相同環境。25分

鐘後，造成甲、乙量筒液

面差異的原因是芹菜進行

何種作用造成甲、乙量筒液面的差異？ 

(A)脫水作用 (B)滲透作用  

(C)分泌作用 (D)蒸散作用 

34. 附圖為血液的示意圖，血液內何

種構造能製造並釋出抗體？ 

(A)甲      (B)乙 

(C)丙      (D)丁 

 

35. 如附圖的物質交換發生於人體

哪一種器官的微血管？ 

(A)肺臟 (B)胰臟  

(C)小腸 (D)大腦 

 

36. 傑克播種幾顆蘿蔔種子。幾天後，發現種子萌芽長根了。

不料，兩天過後，蘿蔔的根上出現了許多細毛，傑克以為

是發黴，哥哥告訴傑克，這些細毛是「根毛」。有關根毛

的敘述，以下何者正確？ 

(A)根毛細胞能增加吸收光能  

(B)根毛細胞具有細胞壁，有阻隔水分滲透的功能 

(C)根毛能增加表面積，有利於吸收水分 

(D)根毛能增加葡萄糖的儲存體積 

37. 有關人體消化器官的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 

(A)酵素分解食物大分子養

分最早開始於己 

(B)辛當中所含的消化酵素

適合中性的環境 

(C)己是一個囊狀的構造，

能暫時容納食物，也具有消

化酵素消化食物 

(D)丁構造有絨毛與皺褶，

能增加水分與養分的吸收面

積 

38. 約書亞以光學儀器觀察手指

的血液循環如右圖，其中甲

、乙、丙血管管壁構造對應

下圖各個構造，應該為選項

何者？ 

 

(A)甲對應 a；乙對應 b    (B)甲對應 c；乙對應 a 

(C)甲對應 c；乙對應 b    (D)甲對應 b；乙對應 a 

39. 樹幹中空的神木仍然能枝葉茂盛的繼續生長，其主要原

因為何？  

(A)雖然樹幹中空，仍然可以利用維管束進行水分與養分

的運輸至其他部位  

(B)神木根部細胞能進行光合作用就能得到營養 

(C)樹木可以自氣孔吸收養分與水分進行運輸 

(D)樹木的樹皮具有吸收儲存水分與養分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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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人體的微血管網能夠交換物質，最主要原因為何者？ 

(A)微血管管壁細胞有長的突起，能增加吸收水分的表

面積  

(B)微血管壁最薄，有利於擴散作用進行物質交換 

(C)微血管血壓最大，能利用壓力對組織進行氧氣養分

的灌輸  

(D)微血管最終注入淋巴管，有利於物質運輸 

41. 關於人類唾液與胰液的相關敘述，哪一選項都正確？ 

選項      消化液 唾液 胰液 

(A)製造器官 由食道製造 由導管製造 

(B)作用位置 小腸 胰臟 

(C)受質 分解澱粉、纖維素 分解脂質、醣類、蛋

白質 

(D)適合酸鹼值 中性 弱鹼性 

42. 附圖是楓樹的年輪，比較甲與乙的差異，其細胞生長於

何季節與大小、顏色應該是何者？

 

(A)甲生長於春夏季節，細胞小顏色深 

(B)甲生長於秋冬季節，細胞大顏色淺 

(C)乙生長於秋冬季節，細胞小顏色深 

(D)乙生長於春夏季節，細胞大顏色淺 

◎菲比取三支乾淨的試管，試管內裝有相同濃度的澱粉液與

其他溶液，充分混合均勻後，再分別放入 37℃的溫水中保溫

30分鐘。接著在各試管中加入 2毫升本氏液，充分混合均勻

，加熱試管，觀察試管內顏色的變化。試著根據所提供的資

料，回答 43~45題： 

試管 內容物 最終顏色 

甲 2ml澱粉液 + 2ml 清水 X色 

乙 2ml澱粉液 + 2ml 新鮮唾液 Y色 

丙 2ml澱粉液 + 2ml 煮沸過的唾液 Z色 

43. 菲比準備甲、乙兩支試管，是為了探討哪一種因素對結

果的影響？  

(A)酵素的活性受溫度影響 

(B)唾液中的酵素能分解澱粉 

(C)澱粉液的濃度影響酵素的活性 

(D)本氏液的多寡影響最終的顏色變化 

44. 推測最後實驗結果 X色、Y色和 Z色，應該分別是什麼

顏色?  

(A)淡藍色、黃色、淡藍色 (B)淡藍色、淡藍色、黃色  

(C)淡藍色、黃色、黃色    (D)皆是淡藍色 

45. 將甲、乙、丙三支試管保溫於 37℃的水中，解釋主要

原因，下列何者較正確？  

(A)人類唾液的酵素在此溫度其活性最佳 

(B)酵素有重複利用的特性 

(C)酵素是蛋白質，在 37℃時蛋白質能分解為胺基酸 

(D)在 37℃時，酵素與本氏液的作用效果最佳 

◎閱讀短文，回答 46~50題 

    膽囊是位於肝臟附近的梨狀構造，長約八到十公分，寬

約二到四公分。很多人以為膽囊能製造膽汁，但實際上它是

負責濃縮與儲存膽汁，再將膽汁釋放到小腸前段，輔助消化

作用。常見的膽囊疾病，莫過於「膽結石」。造成膽結石的

主要原因，通常是膽汁中膽固醇過飽和時，可能造成膽汁過

於黏稠，形成結晶變成膽結石。當膽結石大到壓迫膽囊時就

會造成發炎，並引起疼痛，若無法以藥物治療，就得倚靠外

科手術切除膽囊。 

    膽囊是個儲存的「容器」，切除膽囊以後，成為「無膽

之人」，膽汁將無法濃縮與儲存，因此較難以消化高脂肪的

食物。所以「無膽之人」必須保持清淡飲食，避免增加消化

上的負擔，但除此之外，日常生活中沒有太大的影響。 

46. 請問膽囊的功能為下列何者？  

(A)負責分泌膽汁        (B)負責濃縮和儲存膽汁    

(C)負責避免膽結石      (D)負責消化和吸收脂質 

47. 膽結石的形成有很多原因，試問上述文章中所提到「造

成膽結石」的原因為下列何者？ 

(A)因為攝取太少油脂   (B)因為肝臟分泌過少膽汁 

(C)因為膽汁太濃稠     (D)因為膽囊中有癌細胞生長 

48. 請問文章中所提到的「無膽之人」是缺少了什麼構造？

(A)缺少肝臟          (B)缺少膽汁   

(C)缺少膽鹽和膽色素  (D)缺少膽囊  

    肝臟是人體腹部最大的器官，有肝動脈與肝門靜脈分別

為肝臟灌注血液。肝動脈為肝臟帶來氧氣，而肝門靜脈匯集

來自胃、脾臟、胰臟、小腸的血液，將這些富含養分的血液

灌注肝臟組織。然而來自腸道的血液含有高度營養，也可能

含有來自於食物的「毒素」，如果未經「解毒」可能透過血

液循環毒害全身。因此來自胃、小腸等器官的血液先匯流至

肝門靜脈，再將血液送入肝臟處理，被肝臟組織解毒乾淨的

血液才會由肝靜脈輸出，回到全身的大循環。 

49. 將「肝門靜脈」與肝動脈比較並推測，「肝門靜脈」是

一條怎麼樣的血管？ 

(A)氧氣含量較高，毒素含量較高的血管  

(B)氧氣含量較高，營養含量較低的血管  

(C)氧氣含量較低，營養含量較高的血管  

(D)氧氣含量較高，營養含量高的血管  

50. 根據短文推測肝門靜脈系統對人體的「重要性」？  

(A)將來自腸道的血液送入肝臟進行解毒工作 

(B)分泌膽汁 

(C)將大量氧氣送入肝臟   

(D)讓脂質在肝臟中被分解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8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4%BE%E8%87%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3%B0%E8%87%9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F%E8%85%B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