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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分： 

一、選擇： 
1. （  ）海豚、麻雀、企鵝、海龜四種生物，就生物親緣

關係而言，蝙蝠應與其中哪一種生物親緣較近？ (A)海

豚 (B)麻雀 (C)企鵝 (D)海龜。 

 

2. （  ）附圖為人類女性生殖器官示意圖，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A)胎兒發育場所位於甲處 (B)受精的位置可為乙處 

(C)製造卵的場所位於丙處 (D)尿液排出的地方位於丁

處。 

 

3. （  ）附圖為甲、乙兩種細胞所含的染色體示意圖，此

兩種細胞都是某一雌性動物個體內的正常細胞。根據此

圖，下列相關推論或敘述何者最合理？ 

 
(A)甲為生殖細胞 (B)乙具有同源染色體 (C)甲需經由

減數分裂產生 (D)乙為單套染色體。 

 

4. （  ）請問捉放法不適合用在估計下列哪一種生物的數

量？ (A)草地上的鬼針草 (B)魚池中的吳郭魚 (C)森

林中的野兔 (D)紫蝶谷的紫斑蝶。 

 

5. （  ）下列特徵中，哪一項是爬蟲類比兩生類更能適應

陸生環境的原因之一？ (A)體溫恆定 (B)體表有鱗片

或骨板 (C)體外受精 (D)卵不具卵殼。 

 

6. （  ）下列何種疾病為人類遺傳性疾病？ (A)B 型肝炎 

(B)血友病 (C)愛滋病 (D)流行性感冒。 

 

7. （  ）若康先生的 Y 染色體上具有某一顯性等位基因，

在不考慮突變的情況下，其子女的哪種細胞也必定有此

顯性等位基因？ (A)兒子的神經細胞 (B)女兒的卵細

胞 (C)兒子的精細胞 (D)女兒的神經細胞。 

 

8. （  ）下列關於開花植物有性生殖的敘述，哪一項正確？ 

(A)大型且鮮豔的花是藉由風力傳粉 (B)花藥是雌蕊的

構造 (C)精細胞藉由水作媒介游向卵 (D)受精後，胚珠

發育為種子。 

 

9. （  ）應用生物技術可以進行下列哪些工作？ 甲.在醫

療上，大量製造激素和疫苗； 乙.在畜牧上，使牛、羊生

長快速，提高乳汁品質及產量；丙.改變生物的基因；丁.

將非生物變成生物。 (A)甲乙 (B)甲丁 (C)甲乙丙 

(D)甲乙丙丁。 

 

10. （  ）青蛙的體色、豌豆莖的高矮或種子的顏色等，都

是生物體的特性，這在遺傳學上稱為什麼？ (A)外型 

(B)特質 (C)特性 (D)性狀。 

 

11. （  ）有關「一個未受精雞蛋」的細胞數目和染色體數

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一個細胞、單套染色體 (B)

多個細胞、單套染色體 (C)一個細胞、雙套染色體 (D)

多個細胞、雙套染色體。 

 

12. （  ）參考附圖，蕨類的哪些構造會伸展於地面上，我

們平常較易觀察到？ 

 
(A)甲乙丙丁己 (B)甲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乙。 

 

13. （  ）關於「學名」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國際

學術交流時以拉丁文書寫，在國內則以本國文字書寫 

(B)可以表達出生物的體型與食性關係 (C)由屬名與種

小名組成 (D)組成學名的兩個字，字首都需要大寫。 

 

14. （  ）小軒的性染色體如附圖所示，則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小軒是女生 (B)小軒父親提供的精子為 22＋Y，不可

能含 X 染色體 (C)小軒的性別由母親決定 (D)小軒皮

膚細胞不含 X 和 Y 染色體。 

 

15. （  ）有關生物資源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野生

動、植物因其繁殖力強，故可取之不盡 (B)海洋的資源

是無限的，人類應高度發展漁業技術，捕獵大量魚類，

以解決人類糧食不足的問題 (C)民眾常使用犀牛角、虎

骨、魚翅等作為藥材與食材的行為，會使這些生物瀕臨

絕種 (D)為了促進經濟活動，我們可以大量向國外購買

象牙、動物毛皮。 

 

16. （  ）一對夫婦有三個親生子女，血型分別為 A 型、B

型和 O 型。則這對夫婦的基因型應為下列何者？ 

(A)I
A
I
A
×I

B
I
B
 (B)I

A
i×I

B
I
B
 (C)I

A
I
B
×ii (D)I

A
i×I

B
i。 

 

17. （  ）水域優養化嚴重時，將會發生下列何種現象？ (A)

水底下的植物可行光合作用 (B)藻類大幅減少 (C)魚、

蝦大量繁殖 (D)水中溶氧量大減。 

 

18. （  ）附圖的檢索表中，甲處以魚鰭的有無來區分，而

乙處則以受精場所來區分，若 A 生物是蝴蝶，那麼 B 生

物應為下列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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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螞蟻 (B)烏龜 (C)珊瑚 (D)紅鶴。 

 

19. （  ）目前人類的血型系統可分為 30 種，ABO 血型屬於

其中之一，下列有關 ABO 血型遺傳的敘述何者正確？ 

(A)等位基因有兩種型式 (B)I
A是顯性等位基因，I

B是隱

性等位基因 (C)當 I
A和 I

B配在一起時，會成為AB型 (D)

表現型 A 型是顯性，B 型是隱性。 

 

20. （  ）下列關於生物多樣性的敘述，何者錯誤？ (A)同

一地區的生物種類越多，生態系就越穩定 (B)個體間性

狀與特徵差異越大，該物種對環境的適應能力越差 (C)

當環境具有多樣性可提供各種生物棲息，有利於各種生

物生存 (D)物種多樣性替人類保存了未來可用的資源。 

 

21. （  ）進行薄荷的營養器官繁殖時，請問下列哪個器官

有長出新根和新芽？ (A)根 (B)莖 (C)葉 (D)莖和

葉。 

 

22. （  ）青青農場裡一牛群目前的數目變化情形為：死亡

＋遷出＜出生＋遷入，則此牛群的數量變化情形將為何？ 

(A)不變 (B)增加 (C)減少 (D)超出負荷。 

 

23. （  ）從國外引進福壽螺和美國螯蝦後，對臺灣生態環

境所造成的影響，下列何者正確？ (A)增加生物多樣性 

(B)成為優勢的水生動物而影響其他生物 (C)對原來生

活在水田、池塘和溪河中的其他生物毫無威脅 (D)使原

有生態系更加穩定。 

 

24. （  ）下列何者符合「族群」的定義？ (A)停車場中所

有的同型汽車 (B)池塘中的所有魚類 (C)池塘中所有

的福壽螺 (D)臺南 四草的紅樹林。 

 

25. （  ）下列何者不參與地球上的碳循環過程？ (A)呼吸

作用 (B)光合作用 (C)使用汽機車 (D)午後雷陣雨。 

 

26. （  ）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可能出現在下列何處？ (A)大

氣中 (B)土壤中 (C)海洋中 (D)火山岩漿中。 

 

27. （  ）進行落地生根的營養器官繁殖時，請問下列哪個

器官有長出新根和新芽？ (A)根 (B)莖 (C)葉 (D)莖

和葉。 

 

28. （  ）孟德爾由實驗推論，豌豆莖高或矮的性狀表現由 T

和 t 兩個遺傳因子所控制，高莖為顯性（T），矮莖為隱

性（t）。若將兩高莖豌豆進行授粉，其遺傳因子組合分

別為 TT 和 Tt，則子代的性狀表現為何？ (A)全部為高

莖 (B)一半高莖，一半矮莖 (C)
3

4
高莖，

1

4
矮莖 (D)全

部為矮莖。 

 

29. （  ）某一地區的食物網中，甲為初級消費者、乙為次

級消費者、丙為三級消費者、丁為生產者，若該地區遭

受重金屬汙染，則各生物體內重金屬含量多寡的關係為

何？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丁 (C)丙

＞乙＞甲＞丁 (D)丁＞甲＝乙＝丙。 

 

30. （  ）下列有關軟體動物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只要

身體柔軟就是軟體動物，例如水母 (B)都有外殼，所以

章魚不是軟體動物 (C)烏賊與花枝屬於軟體動物 (D)

身體具有外骨骼，例如蛤蜊。 

 

31. （  ）小軒栽種某一開花植物，查資料得知該植物的花

色是由一對等位基因所控制，黃色為顯性，白色為隱性。

小軒觀察了四組親代的表現型並記錄下來。依照孟德爾

的遺傳法則預測其子代可能出現的表現型，整理成下表，

在不考慮突變的情況下，表中哪一組的預測最不合理？ 

 
(A)甲 (B)乙 (C)丙 (D)丁。 

 

32. （  ）近年常有腸病毒所引起之疾病，造成許多嬰幼兒

死亡。下列有關引起此疾病病原的敘述，何者錯誤？ (A)

體內有遺傳物質 (B)外有細胞膜，內有細胞核和細胞質 

(C)一定要在活細胞內才能繁殖 (D)和引起愛滋病的病

原屬於同類。 

 

33. （  ）進行自然保育工作時，下列何者為正確的做法？ 

(A)當經濟利益與生態保育發生衝突時，絕對不開發 (B)

教育民眾使其了解自然界的任何生物均是平等且互相依

賴 (C)將瀕危生物收容到動物園進行復育工作 (D)將

海填平，創造更多生存空間。 

 

34. （  ）下列關於藍綠菌的敘述，何者錯誤？ (A)不具有

核膜及細胞核 (B)具有葉綠素、可行光合作用 (C)許多

種類外部具有黏滑的膠質 (D)屬於原生生物界。 

 

35. （  ）小智要估算森林中兔子的數目，他先捉了 20 隻兔

子，綁上項圈後再放回森林；一週後再度設置陷阱捕捉，

共捉到 45 隻兔子，而其中有 4 隻帶有項圈， 請問這個

森林的兔子大約有多少隻？ (A)80 (B)180 (C)225 

(D)990。 

 

36. （  ）植物有助於水土保持的原因為何？ 

甲.植物的根能夠抓住土壤。 

乙.有些植物的根和根瘤菌共生，進而利用環境中的氮氣。 

丙.植物葉片能阻擋雨水直接沖刷地表。 

丁.植物的莖具有維管束，可將養分運輸至需要的部位。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 (C)乙丙丁 (D)甲丙。 

 

37. （  ）有關生態保育的目的，下列何者錯誤？ (A)大量

繁殖瀕臨絕種的生物作為寵物 (B)維持生物多樣性 (C)

保存野生物種的遺傳基因，使其永續生存 (D)保育生態

環境也是保障人類未來的生存環境。 

 

38. （  ）下列關於人體皮膚細胞分裂過程的敘述，何者正

確？ (A)染色體複製兩次 (B)細胞分裂兩次 (C)分裂

後，子細胞數目為 4 個 (D)子細胞染色體套數是成對

的。 

 

39. （  ）小雯想要探究豌豆的遺傳，查詢資料後得知豌豆

花顏色的性狀是由一對遺傳因子 P 和 p 控制，小雯將純

品系的白花植株和紫花植株進行交配，結果子代都為紫

花。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白花為顯性 (B)親代白

花的基因型為 Pp (C)親代紫花的基因型為 PP (D)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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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花的基因型為 pp。 

 

40. （  ）假設科學家想利用基因轉殖來製造人類生長激素，

以治療侏儒症，則科學家需將下列何種物質轉殖入細菌

內？ (A)人類的生長激素 (B)細菌的生長激素 (C)人

類合成生長激素的基因 (D)細菌合成生長激素的基因。 

 

41. （  ）下列有關蕨類的敘述，何者正確？ (A)以種子繁

殖 (B)不具有維管束 (C)幼葉為羽狀複葉，成熟葉呈捲

曲狀 (D)莖通常埋於地下。 

 

42. （  ）請問陸域生態系分為沙漠、草原、森林的主要依

據為何？ (A)日照 (B)雨量 (C)高度 (D)地質。 

 

43. （  ）觀察附圖中的生物時，並不會在其身上發現下列

哪一個構造？ 

 
(A)種子 (B)孢子 (C)葉子 (D)根。 

 

44. （  ）小明看到一片荒地從滿布雜草慢慢長成一片矮樹

叢，五年後發現這裡已經變成一片小樹林，請問此稱為

何種現象？ (A)演化 (B)演替 (C)代謝 (D)遺傳。 

 

45. （  ）海葵與珊瑚的關係，與蚯蚓和下列何者的關係相

同？ (A)海參 (B)蜻蜓 (C)文蛤 (D)沙蠶。 

 

46. （  ）下列敘述中，哪些為鴨嘴獸和鱷的共同點？甲.分

泌乳汁；乙.體表具有鱗片；丙.體內受精；丁.卵生；戊.

體溫恆定。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47. （  ）科學家將附圖六種野鼠建立了一個檢索表，分類

如下，請依表選出正確的敘述為何？ 

 

 
(A)表中①處是根據耳朵的長度分類 (B)表中②處是根

據體毛顏色分類 (C)表中③處是根據體型大小分類 (D)

表中⑤處是根據尾巴長短分類。 

 

48. （  ）下列何種生殖方式，產生的子代與親代特徵差異

最大？ (A)水螅的出芽生殖 (B)渦蟲的斷裂生殖 (C)

馬鈴薯的營養器官繁殖 (D)西瓜的種子繁殖。 

 

49. （  ）附圖為蛋的構造示意圖，請問已受精的蛋中哪個

構造可發育成新的個體？ 

 
(A)甲 (B)乙 (C)丙 (D)丁。 

 

50. （  ）下列何者是甲蟲與螃蟹的共同特徵？ (A)都是水

生 (B)都是內溫動物 (C)都是六隻腳 (D)都有外骨

骼。 

 

 

 

生物題庫解答 

一、選擇： 
1. 《答案》A 

詳解：海豚和蝙蝠皆為哺乳類，麻雀、企鵝為鳥類，海龜則

是爬蟲類。 

 

2. 《答案》B 

詳解：甲：卵巢；乙：輸卵管；丙：子宮；丁：陰道（產道）。

(A)子宮為胎兒發育的場所；(C)卵巢為卵的製造場所；(D)尿

道才是尿液排出的地方。 

 

3. 《答案》D 

詳解：(A)甲為體細胞，乙為生殖細胞；(B)甲具有同源染色體，

乙不具有；(C)甲經由細胞分裂產生，乙經由減數分裂產生；

(D)甲為雙套染色體，乙為單套。 

 

4. 《答案》A 

詳解：捉放法適用於捕捉放回後，會隨機移動的物種，因此

較常用於動物。 

 

5. 《答案》B 

詳解：爬蟲類體表的鱗片或骨板可以防止水分散失，幫助爬

蟲類適應陸生環境。 

 

6. 《答案》B 

 

7. 《答案》A 

詳解：(B)(D)女兒會從父親獲得 X 染色體，不會具有 Y 染色

體；(C)精細胞不一定都有 Y 染色體，可能帶有 X 染色體。 

 

8. 《答案》D 

詳解：(A)大型且鮮豔的花是藉由昆蟲或鳥傳粉；(B)花藥是雄

蕊的構造；(C)精細胞藉花粉管和卵相遇。 

 

9. 《答案》C 

 

10. 《答案》D 

 

11. 《答案》A 

詳解：未受精的雞蛋是一個卵細胞，含單套染色體。 

 

12. 《答案》D 

 

13. 《答案》C 

 

14. 《答案》B 

詳解：(A)小軒有 Y 染色體，是男生；(C)性別由父親決定；(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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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軒的皮膚細胞含有 X 和 Y 染色體。 

 

15. 《答案》C 

 

16. 《答案》D 

詳解：從子女的血型有 O 型可推知夫婦二人都有一個 i 的等

位基因，另外子女的血型有 A 型和 B 型，則表示夫妻二人分

別有 I
A
和 I

B
，所以這對夫婦的基因型為 I

A
i×I

B
i。 

 

17. 《答案》D 

詳解：(A)水底下的植物缺乏陽光無法行光合作用；(B)藻類因

為水中養分充足，而大量繁殖；(C)魚蝦因為缺氧會大量死亡。 

 

18. 《答案》C 

 

19. 《答案》C 

 

20. 《答案》B 

 

21. 《答案》B 

 

22. 《答案》B 

 

23. 《答案》B 

 

24. 《答案》C 

詳解：「族群」指的是同時間生活在同一環境中同種生物的

集合。(A)不是生物；(B)(D)包含許多不同種的生物。 

 

25. 《答案》D 

 

26. 《答案》C 

 

27. 《答案》D 

 

28. 《答案》A 

 

29. 《答案》C 

詳解：重金屬等有害物質會隨著食物鏈傳遞，層級越高生物

的體內累積越多。 

 

30. 《答案》C 

詳解：水母是刺絲胞動物，而不是軟體動物；蛤蜊具有外殼，

而不是外骨骼。 

 

31. 《答案》D 

詳解：假設控制黃色的等位基因為 A，控制白色的等位基因為

a，表現型黃花的基因組合可能為 AA 或 Aa，表現型白花的基

因組合則為 aa。甲組的親代若為 Aa×Aa，子代有 aa 的可能，

表現型為白花；乙組的親代若為 aa×Aa，子代有 Aa 的可能，

表現型為黃花；丙組的親代若為 Aa×aa，子代有 aa 的可能，

表現型為白花；丁組的親代只有 aa×aa 的可能，子代也只能

為 aa，表現型為白花。故丁最不合理。 

 

32. 《答案》B 

 

33. 《答案》B 

詳解：(A)尋求經濟利益和生態保育的平衡點後，再進行開發；

(C)保育不單只是保護單一物種，應該是連同棲息地一起保護；

(D)將海填平會影響海洋生態系。 

 

34. 《答案》D 

詳解：藍綠菌屬於原核生物界。 

 

35. 《答案》C 

詳解： 
4

45
 ＝

20

估計的兔子總數
 ，估計的兔子總數為 225 隻。 

 

36. 《答案》D 

詳解：甲、丙有助於水土保持；而乙、丁有助於植物的生長，

與水土保持無關。 

 

37. 《答案》A 

 

38. 《答案》D 

 

39. 《答案》C 

 

40. 《答案》C 

 

41. 《答案》D 

 

42. 《答案》B 

 

43. 《答案》A 

 

44. 《答案》B 

 

45. 《答案》D 

詳解：海葵與珊瑚同屬刺絲胞動物門，蚯蚓和沙蠶同屬環節

動物門。 

 

46. 《答案》C 

詳解：甲、戊是鴨嘴獸才有的特徵，乙是鱷才有的特徵。 

 

47. 《答案》B 

詳解：①是根據體型大小分類，②根據體毛顏色分類，④是

根據紋路樣式分類；③是根據紋路的有無分類，⑤是根據體

毛顏色或紋路樣式分類。 

 

48. 《答案》D 

 

49. 《答案》B 

 

50. 《答案》D 

詳解：甲蟲和螃蟹同屬節肢動物門，共同特徵為外骨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