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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民中學 108學年度 第 1學期 第 3次定期評量 九年級 自然與生活科技 生物科試題 

             九年級 ＿＿ 班 ＿＿ 號 姓名＿＿＿＿＿＿＿＿＿ 

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88分）（請作答在答案卡上） 

1.(  ） 目前科學家認為第一個生命出現時，應該不會有哪個特色？  

(A)構造簡單 (B)能製造氧氣 (C)環境中已有營養物質可利用 (D)生活在海中 

2.(  ） 植物行光合作用可以釋放出氧氣，請問氧氣是從哪裡來的？  

(A)二氧化碳的分解 (B)葡萄糖的分解 (C)水的分解 (D)碳反應合成 

3.(  ） 下列哪一個部位和食物消化過程較沒有關係？ (A)腎臟 (B)肝臟 (C)胃 (D)胰臟 

4.(  ） 部份植物的根部具有根毛，其根毛的主要功能是什麼？ (A)增加吸收表面積  

(B)固定植物不易傾倒 (C)行光合作用，產生葡萄糖 (D)細胞分裂使植物加粗 

5.(  ） 某雙子葉木本植物的莖具有樹皮及木材等構造，如右圖所示。下列何者為圖中標示＊

處的主要功能？ (A)運輸水分 (B)運輸養分 (C)細胞分裂 (D)光合作用 

6.(  ） 人們對榴槤的特殊氣味會有不同感受，有些人覺得香，有些人覺得臭，而不同感受主

要是由下列哪一部位所產生？ (A)鼻子 (B)腦幹 (C)大腦 (D)小腦 

7.(  ） 右圖為某園區內的標示牌。根據此圖，若管理員想將此組標示牌再加上「外溫動物區」

及「內溫動物區」，關於此想法是否適當及其原因，下列說明何者最合理？  

(A)適當，左方全為外溫動物，右方全為內溫動物  

(B)適當，左方全為內溫動物，右方全為外溫動物  

(C)不適當，左方全為外溫動物，但右方不全為內溫動物  

(D)不適當，左方全為內溫動物，但右方不全為外溫動物 

8.(  ） 下列何者不是體染色體中「同源染色體」的特色？  

(A)大小形狀相似 (B)一條來自父方，一條來自母方 (C)通常兩兩成對 (D)具有完全相同的等位基因 

9.(  ） 現在科學家較不支持用進廢退說的證據為何？ (A)後來才得到的性狀不會遺傳 (B)生物從古至今從未變化  

(C)變化速度太慢無法觀察 (D)器官不會因為使用而發生變化 

10.(  ） 右圖為植物葉肉細胞的構造示意圖，甲、乙、丙、丁分別代表細胞內不同的構造，則下

列何者主要負責產生能量，以供細胞使用？ (A)甲 (B)乙 (C)丙 (D)丁 

11.(  ） 若將人體的白血球及植物的保衛細胞分別置於兩杯蒸餾水中一段時間，關於哪一種細胞

不會破裂及其原因，下列何者最合理？ (A)保衛細胞，因具液胞  

(B)保衛細胞，因具細胞壁 (C)白血球，因具粒線體 (D)白血球，因具細胞膜 

12.(  ） 對植物施用肥料時，肥料應該噴灑在哪個器官？ (A)花 (B)根 (C)葉 (D)果實 

13.(  ） 將酵素甲和澱粉溶液在試管中混合均勻，並定時測量試管內的澱粉濃度。已知試管內澱粉濃

度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如右圖所示，下列關於甲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主要由葡萄糖組成 (B)甲與澱粉反應後，會被分解成胺基酸  

(C)降低甲的活性，會使澱粉的合成速率變快 (D)提高甲的活性，會使澱粉的分解速率變快 

14.(  ） 有關中樞神經的敍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反射不需要經過中樞神經 (B)包含腦神經和脊

神經 (C)可以整合訊息，控制全身活動 (D)由細胞本體所構成，不具神經纖維 

15.(  ） 當人體呼吸系統內氣體由肺泡往支氣管、氣管移動，此時進行呼吸運動的相關構造之變化，

下列何者最合理？  

(A)肺漸變大 (B)横膈上升 (C)胸腔變大 (D)肋骨上舉 

16.(  ） 右圖為一發芽番薯的示意圖，甲為番薯的塊根，乙、丙為塊根上不同的新芽。下列關於甲、

乙、丙的敘述，何者最合理？ (A)乙與丙的基因型相同 (B)甲與丙的基因型不同  

(C)甲為番薯的生殖器官 (D)甲與乙細胞內的染色體數不同 

17.(  ） 右圖代表豌豆細胞內染色體的其中兩對，若該豌豆的基因型為 Yy，其 Y的位置如右圖所示，請

問 y應位於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18.(  ） 阿嘉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玻片標本，使用時只調整物鏡和調節輪，而物鏡種類如下圖所示，請判

斷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視野亮度甲最亮 (B)放大倍率乙比丁更大  

(C)視野範圍丁最大 (D)丙應該能看到比乙更多的細胞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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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之前大陸發生奶粉摻澱粉以降低成本，但這種奶粉喝了對小嬰兒不好，要檢查奶粉內有沒有加澱粉，你可以怎麼

檢查？ (A)加胰液 (B)加碘液 (C)加本氏液 (D)加亞甲藍液 

20.(  ） 小翠想要觀察葉片的氣孔，並希望觀察到的氣孔為打開的狀態，則下列哪一種植物的葉片較為適合？  

(A)乾旱而無光照的植物 (B)乾旱且光照強烈的植物 (C)水分足而無光照的植物 (D)水分足且光照強烈的植物 

21.(  ） 在運動之後，比較可能會出現什麼現象？ (A)表皮血流量降低，減少體溫散失 (B)體內氧氣量不足刺激腦幹，

導致呼吸加快 (C)出汗量變大，主要是為了排出多餘水份 (D)粒線體消耗血中葡萄糖和氧氣，以產生大量能量 

22.(  ） 在某些新聞事件中，我們常聽聞抽血作 DNA比對分析以確定身分。請問是取得血液中的哪一部分來做分析？   

(A)血小板 (B)白血球 (C)紅血球 (D)血漿 

23.(  ） 某種昆蟲的體色是由一對等位基因所控制，深色對淺色為顯性，以 T 表示顯性等位基因，

以 t 表示隱性等位基因。已知此種昆蟲的棲地中，有依賴視覺捕食的天敵。假設此棲地

中的昆蟲分別由右表中的甲、乙、丙及丁四組不同基因型的親代繁殖，若表中各組都產生

很多子代且數目幾乎相同，則當此棲地環境變化使深色昆蟲易被天敵捕食時，下列哪一組

所繁殖的子代被捕食之數量可能會最多？ (A)甲 (B)乙 (C)丙 (D)丁 

24.(  ） 下列哪種方式較能在經濟和自然保育間取得良好平衡？  (A)大力推廣烏魚子、黑鮪魚等美食  

(B)輔導漁民轉型生態觀光旅遊 (C)設立法律保護，並重罰違規者 (D)指導漁民至遠洋區捕撈 

25.(  ） 小德觀察植物體內水分運輸，設計右圖兩組實驗，但放了三小時，兩組的水位高度仍不明顯，

若要增加兩組的差異可以怎麼做？ (A)用較強的燈光照射兩組植物 (B)將紅色溶液調的更濃稠 

(C)將甲組葉片拔去一半 (D)在較為潮濕的天氣下做實驗 

26.(  ） 阿毛將生物做分類，他將蜘蛛、蝗蟲、蝴蝶分一類，將蚯蚓、吳郭魚、猴子分成另一類，請問他的分類依據可能

是什麼？ (A)會不會飛行 (B)能不能行呼吸作用 (C)是否有酵素 (D)有沒有微血管 

27.(  ） 糖尿病患者除了飯後血糖會偏高外，為什麼也容易因血糖過低而暈倒？  

(A)胰島素也有升高血糖的功能，所以血糖無法上升 (B)體內肝糖儲存量不足，無法轉成血糖  

(C)糖尿病會導致腎功能低落，使腎上腺素分泌異常 (D)胰臟功能異常導致升糖素分泌不足 

28.(  ） 某城鎮附近樹林中，黑色蛾及白色蛾的比值多年來一直維持穩定，而後因為工業發

展，蛾的數目發生變動，生物學家調查黑色蛾和白色蛾的數目如右圖，請問圖中黑色

蛾和白色蛾數目的變化，最合理的解釋為何？  

(A)白色蛾突變為黑色蛾 (B)黑色是顯性，所以黑色蛾數目會增加  

(C)蛾是否會被鳥捕食全憑機會 (D)空氣濁度增加，造成白色蛾容易被捕食 

29.(  ） 植物的根具有向地性，但在太空無重力環境下，根卻仍朝向莖的反方向生長，可能原因為何？  

(A)向地性會使根指向地球，只要能看到地球就有向地性 (B)在缺乏重力情形，根部利用向光性的趨勢生長  

(C)植物生長因素多，可能尚有人類未發現的機制影響 (D)有質量物體就有萬有引力，植物受自身萬有引力影響 

30.(  ） 下列哪一個圖必定是在進行減數分裂？ (A)   (B)    (C)   (D)  

 

題組：老師於假日時，到溪邊撈了一杯非常乾淨的溪水，到學校後用複式顯微鏡觀察溪水中的小生物，看到

單細胞動物「草履蟲」如右圖，同時觀察到內部的構造。  請依短文描述回答下列 31-33題問題 

31.(  ） 阿叡在畫草履蟲時，寫下草履蟲的構造名稱，下列哪一個是阿叡不可能看到的構造？  

(A)細胞壁 (B)細胞膜 (C)細胞質 (D)液胞 

32.(  ） 小君想要將草履蟲放大來看，操作步驟第一步應該做什麼呢？  

(A)旋轉旋轉盤 (B)將載物台上移 (C)將載物台下降 (D)將草履蟲移到視野正中間 

33.(  ） 阿金發現這隻草履蟲的細胞核旁上方和下方，各有一個不停變大又變小的透明構造，老師告訴他這叫伸縮泡，根

據草履蟲的生活環境，請問伸縮泡的功能可能是什麼？  

(A)內有遺傳物質，是生命中樞 (B)將過多的水分排出細胞 (C)攝取水分 (D)行光合作用 

 

題組：蜜蜂是組織嚴謹的社會性昆蟲，一個蜂群王國是由一隻女王蜂領導 300~400隻雄蜂和數萬隻工蜂組織而成。女王蜂利用

減數分裂產卵，女王蜂只要與一隻雄蜂交配，一生便可產下約 100萬顆卵，其中沒有受精的卵會孵化成雄蜂，而受精卵

則孵化成雌蜂，雌蜂再依生長過程中所餵食的食物，發育成工蜂或女王蜂。有時候女王蜂難以找到伴侶，她會先產下一

隻雄蜂，然後再和牠交配，以利生出雌蜂。  請依短文情境描述回答下列 34-36題問題 

34.(  ） 女王蜂體細胞的染色體數目為 8對，雄蜂的體細胞中將會有多少染色體？  (A)8對 (B)16條 (C)4對 (D)8條 

35.(  ） 請依文章推測雄蜂應該利用何種方法產生精子？  (A)受精作用 (B)減數分裂 (C)細胞分裂 (D)雄蜂無法產生

精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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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 在遺傳學上，近親交配會有什麼情形？  (A)子代突變率較高 (B)易產生隱性遺傳病的子代 (C)子代和親代的特

性完全相同 (D)子代形成新物種 

 

題組：附圖中，□為男性，○為女性，□－○為結婚，塗黑表示患有白化症

(隱性)。  請依短文描述回答下列 37-38題問題 

37.(  ） 這個族譜圖的 12人中，未患有白化症但「一定」有白化症的基

因的人有多少人？ (A)1人 (B)2人 (C)3人 (D)4人 

38.(  ） 從圖中能否判斷白化症是否為性染色體的遺傳，從何處判斷？ (A)可以，從愛崙、愛崙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判斷  

(B)可以，從豪加、豪加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判斷 (C)可以，從愛莎、愛莎的兄弟姐妹和父母判斷 (D)無法判斷 

 

題組：偏側蛇蟲草菌可感染特定種類的螞蟻，被感染的螞蟻會逐漸死去，而蟻屍的外殼

將會保護偏側蛇蟲草菌的生長。在螞蟻死後，此菌將會繼續在螞蟻體內生長，並從

蟻屍的某些部位長出菌絲，如右圖所示，待成熟後即釋放孢子，繼續感染附近的螞

蟻。  請依短文描述回答下列 39-40題問題 

39.(  ） 根據本文，推測下列何者最可能為偏側蛇蟲草菌與螞蟻間的關係？  

(A)寄生 (B)合作 (C)競爭空間 (D)競爭食物 

40.(  ） 根據本文，推測偏側蛇蟲草菌與下列何者的親緣關係最接近？ (A)蕨類 (B)藍綠菌 (C)酵母菌 (D)節肢動物 

 

題組：右圖為一自然環境的食物網。  請回答下列 41-44題問題 

41.(  ） 下列哪些生物可同時擔任次級與三級消費者？  

(A)麻雀、蛇 (B)麻雀、老鷹 (C)蛇、老鷹 (D)松鼠、老鷹 

42.(  ） 利用麻雀吃蝗蟲的特色取代殺蟲劑的使用，這種方式稱為？  

(A)生物放大 (B)過度獵捕 (C)生物保育 (D)生物防治 

43.(  ） 在此圖中，蝗蟲和田鼠的關係是什麼？ (A)寄生 (B)競爭 (C)捕食 (D)片利共生 

44.(  ） 此圖比較可能在什麼樣的生態系？ (A)草原生態系 (B)海洋生態系 (C)淡水生態系 (D)沙漠生態系 

二、閱讀題（每格 2分，共 12分）（請作答在答案卡上） 

神經科學家利用基因工程技術改造狂犬病病毒（作者╱馬瑞 ( Andrew J. Murray ) 譯者╱林雅玲 節錄自科學人雜誌 2019年 1 月號） 

狂犬病因為接種疫苗和隔離策略，已不再引起已開發國家的恐慌。相反地，神經科學家正試圖駕馭狂犬病毒，使其成為有

助於人類研究的工具。狂犬病毒擅長在神經元間悄悄移動，避開免疫系統的偵察，從傷口部位進入大腦。許多研究人員已經掌

握並具有改造狂犬病毒的能力，希望藉此了解神經元如何彼此聯繫。 

人類大腦由數十億個神經元組成，每個神經元都與數千個神經元相連，想了解人類的感受和行為，需要解開腦中錯綜複雜

的神經迴路。科學家利用基因改造的狂犬病毒，已經可以觀察到特定類型的神經元會接收哪些種類的訊號、電脈衝怎麼從眼睛

傳遞至大腦，以及是哪些神經元類型能協助我們控制肢體動作而避免跌倒。儘管這個領域才剛起步，但有朝一日這些研究成果

將有助於了解帕金森氏症等神經退化疾病，甚至開發嶄新療法。 

首先，帶原動物的撕咬過程，會把病毒顆粒注入對方的肌肉組織。狂犬病毒長得像是子彈膠囊，裡面裝有單股 RNA和蛋白

質，外殼則包覆了棘狀突起的醣蛋白。這個醣蛋白外殼會欺騙運動神經元，被咬傷部位的神經元末端把病毒帶進體內，運動神

經元會釋出導致肌肉收縮的化學物質，這些神經元一顆顆接力把病毒傳遞直至傷者大腦，也就是病毒最終的目的地。 

請依上文描述回答下列 45-47題問題。 

45.(  ） 台灣對於狂犬病毒已不再恐慌的原因是什麼？  (A)台灣並非疫區 (B)有疫苗可接種 (C)狂犬病毒已被改造 

(D)帕金森氏症能對抗病毒 

46.(  ） 狂犬病毒主要攻擊的目標是何處？  (A)神經細胞 (B)肌肉細胞 (C)免疫細胞 (D)醣蛋白 

47.(  ） 狂犬病毒和一般細菌有什麼地方相同？  (A)都沒有細胞核 (B)外形都相同 (C)都對人類有害 (D)都能在複式

顯微鏡中觀察 

 

 

背面仍有試題，請繼續翻面作答 

背面仍有試題，請繼續翻面作答 

背面仍有試題，請繼續翻面作答 很重要，所以說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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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蠍毒神藥（作者╱克勞威爾 ( Rachel Crowell ) 譯者╱林慧珍 節錄自科學人雜誌 2019年 10 月號） 

人們多半不覺得蠍子對人類有貢獻，但研究人員在這種蛛形綱動物的毒液中分離出兩種新的化合物，可望用於治療金黃色

葡萄球菌感染以及抗藥性結核病。 

此研究成果發表於今年 6月的《美國國家科學院學報》。主要作者之一、美國史丹佛大學化學家札瑞（Richard Zare）表

示，蠍子毒液非常昂貴──採集一毫升要花 1萬 300美元；他估計，從一隻蠍子身上「榨出」的毒液，最多只有數千分之一毫

升，且一隻蠍子需要休息兩星期以上才能再次產出毒液。但是，蠍毒仍然是值得研究的物質，其中某些成份具有神奇的藥性，

且能在實驗室中以較低成本製造。 

墨西哥國立自治大學的研究人員收集了墨西哥東部一種雙棘蠍 Diplocentrus melici的毒液，這種蠍子毒液不曾被研究

過。他們分離了毒液的成份，並以金黃色葡萄球菌、大腸桿菌以及結核分支桿菌進行測試。其中有兩種成份（一種剛好是紅色、

另一種則是藍色）能夠殺死金黃色葡萄球菌以及結核分支桿菌，顯示它們具有做為抗生素的潛力。 

研究人員把少量分離出的化合物樣本送往史丹佛大學的札瑞團隊，以確認該物質的組成及分子結構。然後，該團隊以化學

方式合成這些化合物，並送到墨西哥市的薩爾瓦多祖比倫國家醫學暨營養研究所。該研究所的病理學家以感染結核病的小鼠及

感染金黃色葡萄球菌的人體組織樣本，來測試這些合成物質，結果證明紅色化合物較能有效殺死金黃色葡萄球菌，藍色化合物

則對結核分支桿菌（包括抗藥性菌株）效果更好，且不會損傷實驗小鼠的肺臟。 

美國貝勒醫學院的分子生理學家兼生物物理學家比頓（Christine Beeton）專攻毒液治療用途的研究，雖然她未參與這項

研究，但她認為這項研究潛力無限，同時她也提醒，未來仍然需要以更大型的動物來測試這些化合物，若想合成出滿足人體測

試所需的劑量，也很有挑戰性。 

請依上文描述回答下列 48-50題問題。 

48.(  ） 蠍子若依據七階層分類法將和哪一種生物親源關係較近？  

(A)細腰虎頭蜂 (B)黑寡婦蜘蛛 (C)百步蛇 (D)僧帽水母 

49.(  ） 有關「結核分支桿菌」的敍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具有細胞核 (B)能使蠍毒無害於人體  

(C)和金黃色葡萄球菌會損傷肺臟組織 (D)已對部份抗生素產生抗藥性 

50.(  ） 若要使毒液能夠真正實用在人上，目前下列哪一項問題已經克服？  

(A)費用高昂 (B)所需毒液量大 (C)無法人工合成 (D)需要更多實驗測試 

 

考題結束，寫完後請花時間再檢查一遍，祝您有個愉快的寒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