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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系 微生物學系 考試時間 70 分鐘 

科目 生物科筆試 本科總分 100 分 

※請務必標明題號，依序作答於答案卷上 (題上作答者不予計分)  

I. 單選題：（30 分） 

題組：a~d 是不同型式的演化證據。根據 第 1~4 題 的描述，判斷其為何種證據？ 
a. 生物地理學證據   b. 分子證據   c. 結構解剖證據    d. 化石證據    

1. 某島嶼具有其他地方不具有的特有物種。 

2. 所有的脊椎動物具有咽囊。 

3. 關係越遠的物種，它們具有的細胞色素 c（為一種呼吸相關分子且演化上保留性高的分子）

之胺基酸序列差異越大。 

4. 發現動物的主要族群之間之過渡鏈接現象 

5. 一位患者為遺傳性貧血，其生理會有許多的問題，包括：疲倦、體力衰退、氣喘、心悸、

脈搏快速及腳踝腫脹。推測此遺傳為 
A. 多效性      B. 多基因遺傳     C. 性聯遺傳      D. 共顯性 

6. 天擇是導致下列何種現象的唯一過程？ 
A. 遺傳變異                       B. 適應環境        
C. 表現型的改變                   D. 族群中個體之間的競爭 

7. 下列哪一種分子 不是 植物的營養素？ 
A. 水          B. 氮氣           C. 二氧化碳      D. 沒有一個是營養素 

8. 相較於蒸散作用，下列有關在韌皮部運輸有機營養素的現象，何者正確？ 
A.由環境輸入植物體需要能量       B. 在植物體內都流向一個方向 
C. 因張力造成運送動力            D. 不需要活細胞 

9. 下列何種分子會促使植物氣孔關閉？ 
A. 離層素（ABA）   B. 乙烯      C. 吉貝素（GB）   D. 生長素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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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一種植物至少需要有 14 小時的黑暗期，表示 
A. 如果 14 小時的夜晚被閃光破壞，會開花。   B. 如果白天 14 小時，不會開花。 
C. 如果晚上長於 14 小時，不會開花。         D. 如果白天長於 14 小時，會開花。 

11. a~d 為開花過程發生的不同現象。下列發生的順序，何者正確？ 
a. 大孢子變成胚囊    b. 形成胚(embryo)    c. 雙重受精    d. 減數分裂  

A. abcd              B. dcba              C. dacb        D. bcda 

12.一個能抑制乙醯膽鹼酵素的藥物可以造成下列哪一項作用？ 
A. 停止突觸前末端釋出乙醯膽鹼     B. 防止乙醯膽鹼與其受體結合 
C. 增加乙醯膽鹼刺激肌肉收縮的能力 D. 減少乙醯膽鹼受體的數目 

13.下列那個因子對動脈血流影響最小？ 
A. 心跳     B. 血壓     C. 血管的橫向切面總面積     D. 骨骼肌收縮 

14. a~d 是引起發炎的過程。下列哪一項的發生順序是正確的？ 
a. 血管中的白血球移到感染部位     b. 感染部位巨噬細胞是出發炎因子  
c. 感染附近血管擴張且通透性增加   d. 消滅侵入的外來物    

A. abcd        B. bcad        C. cdba         D. cadb  

15.上題所述過程 a 的主要白血球是哪一種？功能為何？ 
A. 嗜鹼性白血球；胞殺       B. 嗜酸性白血球；胞殺 
C. 嗜中性白血球；吞噬       D. 單核球；吞噬 

II. 簡答題： 

1、光合作用與細胞呼吸是地球取自太陽和生物之間能量流轉的重要過程。比較兩個過程之

異同，回答以下第（1）~（5）題。（12 分） 

（1）兩個過程分別發生在細胞的何種胞器？（2 分） 

（2）兩個過程都有經過「電子傳遞鏈」階段，分別發生在胞器的何處？（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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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除了 ATP 外，兩個過程也分別將能量短暫地儲存在哪些能量攜帶分子（寫出還原態

分子）？（3 分） 

（4）光合作用與細胞呼吸的第一個階段分別為何？此階段完成後之「淨能量」為需能？還

是釋能？（5 分） 

2.在生物分類系統的演變史，懷塔克曾提出五界系統，而近代生物分類系統為三域系統。根

據三域與五界的對應，請寫出下表格中的~。（8 分）  【標明題號後作答於答案卷上， 

                                                          題上作答不予計分。 

五界系統 

 ________界 ________界 植物界 ______界 動物界 

三域系統 

真細菌域 _____域 真核生物域 

 

3.下圖是某家族的性連遺傳疾病的譜系圖(*，攜帶者 carrier)。使用等位基因 A 和 a 表示以

下譜系圖中個體~的基因型（直接寫在圖中）。（10 分）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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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NA 分子的每三個核苷酸對應特定的密碼子。寫出（1）下圖 DNA 片段轉錄後的 mRNA
序列和（2）頭尾兩個 tRNA 反密碼子。（6 分；全對才給分） 

 
 

5.下左圖是完整動作電位的膜電位，~為電位變化的四個階段。下右圖是參與造成電位變

化的 Na+和 K+運輸之膜通道。根據下圖回答第（1）~（3）題。（12 分） 

 

（1）請寫出電位變化~的三個階段之名稱。（6 分） 

（2）什麼是閾值？（2 分） 

（3）左圖的四階段分別是由右圖（A、B、C）的哪一個運輸通道打開所造成？（4 分） 

閾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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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根據下圖人類血糖調節路徑與作用之示意圖，回答第(1)~(3)題。（12 分） 

 

（1）和分別為何種臟器？(4 分) 

（2）和分別是哪一種賀爾蒙？（4 分） 

（3）a、b、c 及 d 之血糖分別為何狀況？（4 分） 
 

7.請定義「微生物」。微生物應用廣泛，舉出 3 個應用微生物的例子。（10 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