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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年級上學期  自然科 補考題庫

一、單選題： 

(  )1. 關於胰島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由肝臟產生 (B)藉由血液運送 (C)可增加血糖濃度 (D)能促進蛋白質的分解 

答案：(B) 

解析：(A)由胰島產生；(C)會降低血糖濃度；(D)促進肝糖的合成。 

(  )2. 人體的內分泌腺能分泌化學物質來調節體內的活動，這類化學物質稱為：  

(A)酵素 (B)激素 (C)維生素 (D)抗生素 

答案：(B) 

(  )3. 下列四種內分泌腺，何者所分泌的激素可控制其他三種內分泌腺的活動？  

(A)腦垂腺 (B)甲狀腺 (C)腎上腺 (D)性腺 

答案：(A) 

解析：腦垂腺為內分泌系統的指揮者。 

(  )4. 下列何者既可分泌激素，又可分泌消化酵素？  

(A)胰臟 (B)肝臟 (C)腎上腺 (D)腦垂腺 

答案：(A) 

解析：胰臟激素：胰島素及升糖素 

胰臟酵素：胰液中含多種消化酵素 

(  )5. 下列何種腺體所分泌的激素可促進人體的生長？  

(A)腦垂腺 (B)副甲狀腺 (C)腎上腺 (D)胰島 

答案：(A) 

解析：能促進人體生長的是腦垂腺的生長素及幼年時期甲狀腺分泌的甲狀腺素 

(  )6. 阿貞血液含鈣量低，時會抽搐，可能為何種腺體異常所致？  

(A)腎上腺 (B)甲狀腺 (C)副甲狀腺 (D)胰島 

答案：(C) 

解析：副甲狀腺素可調節體內血液中鈣及磷的濃度 

(  )7. 奇犽 15 歲時，身高已經接近 200 公分，就醫檢查後發現是因某個腺體分泌異常，導致身高快速

增加，下列何者是奇犽體內分泌異常的腺體？  

(A)睪丸 (B)胰島 (C)腎上腺 (D)腦垂腺 

答案：(D) 

(  )8. 下列哪一項敘述可以用來說明生物體的「恆定性」？  

(A)小華的體重一直不斷增加 (B)小英的體溫維持在 36 度左右 (C)小名每天早上固定六點起

床 (D)小美每天晚上固定要算數學 

答案：(B) 

(  )9. 花媽和家人們一起討論人體的恆定性，有關他們的討論內容，下列何者錯誤？  

(A)花媽：人體的血糖必須維持恆定 (B)花爸：人體每天睡覺的時數必須維持恆定 (C)橘子：

人體的水分含量必須維持恆定 (D)柚子：人體血液中的氣體濃度必須維持恆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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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B)睡眠時間的長短會隨著人的體質、季節、環境、生活型態等等的影響，無法保持恆定 

(  )10. 人體的恆定性不包括下列何者？  

(A)體溫 (B)排便次數 (C)血糖濃度 (D)二氧化碳的濃度 

答案：(B) 

解析：(B)排便次數受生理及心理狀況影響，不具有恆定性 

(  )11. 人體下列何種物質並非需要維持在一定範圍內？  

(A)血液中的氧氣濃度 (B)體溫 (C)每日說話的次數 (D)每日攝取的水分 

答案：(C) 

解析：人體內的氧氣、溫度、水分、廢物都需要維持恆定。 

(  )12. 下列哪一個現象符合人體恆定性的生理反應？  

(A)小雲每個月都會去剪頭髮 (B)阿胖每天晚上都要吃消夜 (C)阿美每個周末都要看一部電

影 (D)阿豪每次運動完都會想喝水 

答案：(D) 

解析：(D)人體水分需要維持恆定。 

(  )13. 小文利用已萌芽的綠豆進行實驗，裝置如附圖。若干小時後由漏斗倒入一杯清水，同時觀察石

灰水的變化。下列何者是實驗中倒入清水的目的？ 

  
(A)清洗錐形瓶 (B)將瓶內的氣體擠入試管中 (C)促使綠豆生長並快速產生 O2 (D)促使綠豆

生長並快速產生 CO2 

答案：(B) 

(  )14. 正常狀態下，成人呼吸運動每分鐘約有幾次？  

(A)15～18 (B)25～40 (C)70～80 (D)90～110 

答案：(A) 

(  )15. 動物呼吸中樞是受到下列何種氣體刺激而產生呼吸運動？  

(A)氫 (B)氧 (C)二氧化碳 (D)氮 

答案：(C) 

(  )16. 新泰國中校園裡的南洋杉和吳郭魚，在進行呼吸作用後所釋出的氣體是什麼？  

(A)氧 (B)水氣 (C)一氧化碳 (D)二氧化碳 

答案：(D) 

(  )17. 人體在夏日炎炎的環境，不會有哪種現象？  

(A)出汗減少體熱 (B)食慾大增 (C)皮膚血管擴張 (D)活動力降低，減少體熱 

答案：(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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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下列何者是增加體熱的方法？  

(A)肌肉顫抖 (B)皮膚血管擴張 (C)呼氣 (D)排汗 

答案：(A) 

(  )19. 下列何者是外溫動物：  

(A)蛙 (B)羊 (C)北極熊 (D)麻雀 

答案：(A) 

(  )20. 下列何種動物屬於內溫動物？  

(A)眼鏡蛇 (B)蜥蜴 (C)吳郭魚 (D)麻雀 

答案：(D) 

(  )21. 內溫動物體溫調節中樞位在哪裡？  

(A)腦部 (B)脊髓 (C)心臟 (D)皮下組織 

答案：(A) 

(  )22. 下列何種動物的體溫會隨環境溫度的變化而明顯的改變？  

(A)人類 (B)海豚 (C)麻雀 (D)鯉魚 

答案：(D) 

解析：依體溫恆定方式可將動物分成二大類：內溫動物―鳥類、哺乳類，外溫動物―魚類、兩生類、爬蟲

類。 

(  )23. 下列哪一項是外溫動物適應溫度的方式？  

(A)流汗 (B)顫抖 (C)肌肉收縮 (D)休眠 

答案：(D) 

(  )24. 植物整天晒太陽卻不會熱死，是因為它們能行：  

(A)循環作用 (B)呼吸作用 (C)蒸散作用 (D)代謝作用 

答案：(C) 

(  )25. 如果土壤中水分多，且空氣溼度高，則植物體會：  

(A)落葉 (B)水分由莖泌出 (C)水分由氣孔蒸散 (D)水分由葉緣泌出 

答案：(D) 

(  )26. 沙漠缺水的環境中，駱駝如何防止水分散失？  

(A)長滿鱗片 (B)長滿厚毛 (C)夜間才活動 (D)完全不排尿 

答案：(B) 

(  )27. 細胞中含量最多的是：  

(A)脂肪 (B)蛋白質 (C)葡萄糖 (D)水 

答案：(D) 

(  )28. 非洲的「沐霧甲蟲」生存在納米比沙漠乾燥的空氣中，能用翅膀捕捉水蒸氣分子聚成水滴滾入

口中，請問「沐霧甲蟲」在如此乾燥的環境中，依賴體表的何種構造避免水分喪失？  

(A)角質層 (B)鱗片 (C)骨板 (D)外骨骼 

答案：(D) 

(  )29. 下列哪種構造具有防水流失的功能？  

(A)吳郭魚的鰓 (B)台北樹蛙的皮膚 (C)甲蟲的外骨骼 (D)蚯蚓的皮膚 



 4 

答案：(C) 

解析：(A)鰓是呼吸構造。 

(B)兩生類皮膚無法防水流失。 

(D)蚯蚓皮膚無法防水流失。 

(  )30. 低血糖的血液流經何處，動物會有飢餓感？  

(A)腦部 (B)肝臟 (C)胰臟 (D)腎臟 

答案：(A) 

(  )31. 人體在下列何種情形時，會食慾大增？  

(A)泡溫泉時 (B)寒流來襲時 (C)吃完蛋糕的半小時後 (D)因快要遲到而跑步到校時 

答案：(B) 

(  )32. 下列何者無法使肝糖分解？  

(A)胰島素 (B)胰液 (C)腎上腺素 (D)升糖素 

答案：(A) 

(  )33. 秀慧下課後與同學一起去看恐怖片。觀賞過程中，因為劇情實在太可怕刺激，使得秀慧的心跳

加快、血糖升高。請問會造成此一生理反應的原因為下列何種物質增加所致？  

(A)升糖素 (B)腎上腺素 (C)胰島素 (D)胰液 

答案：(B) 

解析：在危急、緊張、害怕時會分泌腎上腺素。腎上腺素會使心跳加快、肝糖分解成葡萄糖使血糖升高。 

(  )34. 為了準備期末考，阿鴻從早上八點讀書讀到下午四點，連飯都忘了吃。請問此時他體內的哪種

激素的分泌可能會增加？  

(A)胰島素 (B)副甲狀腺素 (C)升糖素 (D)甲狀腺素 

答案：(C) 

解析：血糖過低時升糖素的分泌會增加。 

(  )35. 人類儲存尿液的器官是哪一個？  

(A)腎臟 (B)輸尿管 (C)膀胱 (D)尿道 

答案：(C) 

(  )36. 人體內的蛋白質氧化後，產生何種廢物？如何排出體外？  

(A)產生氨氣，由擴散排出 (B)產生尿素，由腎臟排出 (C)產生尿酸，由肺排出 (D)產生水

蒸氣，由腎臟排出 

答案：(B) 

解析：蛋白質氧化後產生含氮廢物氨，經血液運送至肝臟，轉變為尿素，再經由血液運送至腎臟排出。 

(  )37. 下列何者不是汗液的成分？  

(A)水 (B)尿素 (C)葡萄糖 (D)鹽類 

答案：(C) 

(  )38. 下列何者是尿液的主要成分？  

(A)含氮廢物和水 (B)鹽分和二氧化碳 (C)含氮廢物和二氧化碳 (D)水和二氧化碳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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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下列哪一種食物經消化，與氧作用後會產生較多的氨？  

(A)米飯、麵包 (B)橘子、柳丁 (C)糖醋魚、紅燒肉 (D)花生油、沙拉油 

答案：(C) 

(  )40. 下列何者為呼吸器官也是排泄器官？  

(A)肝臟 (B)膀胱 (C)肺臟 (D)腎臟 

答案：(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