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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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請寫出圖一中(a)∼(e)的分子或結構名稱，並分別簡述它們的功能。(5%) 

(a)

(b)
(c)

(d)

(e)(a)

(b)
(c)

(d)

(e)

（圖一） 
 
2. 簡述「流體鑲嵌模式」如何說明細胞膜的特性？(4%) 

 
 
3. 圖二是一種物質進出細胞膜的方式。請寫出運輸的名稱，並簡述它與胞飲作用的異同處。(6%) 

 
 
 
 
 
 
　 　 　 　 　 　 　 　 　 　 　 　 　 　 　 　 　 （圖二） 

 
4. 寫出兩種「膨壓」對植物的影響作用。哪一種離子與膨壓發生有關？簡述發生過程。(7%) 
 
 
5. 比較光反應和碳反應（即暗反應）發生在 C3 及 C4 植物的組織細胞為何？(4%) 
 
 
6. 簡述突變、天擇、及生殖力三者與物種演化的關連。(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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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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圖三為何種生物的細胞模式圖？請將(a)∼(f)的構造名稱寫出，並分別簡述它們的功能。(12%) 

（圖三） 

 

8. 圖四是真核細胞之基因表現產生蛋白質的過程。請寫出(a)和(c)的分子名稱。(b)和(d)為此過程中的兩

個主要步驟，寫出(a)-(d)的名稱和發生在細胞的哪個部位？(6%)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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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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選擇題(50 分):多選題，每個答案 1.5 分，答錯到扣 1 分  

(1)在神經細胞去極化時，鈉離子會湧入細胞，此時鈉是由何種運輸方式進入細胞 1). 
被動運輸 2).主動運輸 3) 促進型運輸 4).與鉀離子共同運輸 

(2)在神經細胞處於休息狀態時，鈉離子流出細胞，此時鈉是由何種運輸方式 1). 被動

運輸 2).主動運輸 3) 促進型運輸 4). 與鉀離子共同運輸 

(3)在醣類消化作用上 1).在口腔中被酵素分解 2). 在胃中被酵素分解 3). 膽囊會分泌

膽汁幫助其消化 4). 胰臟會分泌酵素分解. 

(4)以下何敘述可正確描述抗逆尿激素?其可 1).升血壓. 2).降血壓.3).穩定血壓.4).與血

壓無關  

(5)在演化上，沙漠中之動物會有以下何種特徵 1).較長之小腸 2).較大之膀胱 3). 較
長之集尿管 4).腎小管之 Henle 曲管較長  

(6)所有的細胞皆含有 1).細胞核 2).細胞膜 3).細胞壁 4).內質網  

(7)幾丁質為一種 1).蛋白質 2).脂肪酸 3).多醣體 4).核酸 

(8)AIDS 的病原是一種 1). RNA 病毒 2). 細菌體 3). DNA 病毒 4). 螺旋體. 

(9)狂牛症疾病的致病原與下述何者有關 1).病毒 2).細菌體 3).蛋白質 4). 螺旋體.  

(10)細胞內含量最高的離子為：1）鈉離子 2）氨基酸離子 3）鉀離子 4）氯離子. 

(11)血醣如何被調控 1).胰臟產生正腎上腺素提升血醣 2).胰臟產生胰島素提升血醣 3).
胰臟產生胰島素使血醣下降 4).腎上腺素產生釋出正腎上腺素提升血醣.  

(12)何類抗體參與了過敏作用 1). Ig G 2). Ig A 3). Ig M 4). Ig E 

(13)在人類CO2的主要運輸方式為 1)利用紅血球 2)以碳酸氫根離子運送 3)利用血色素

4)以淋巴液運送. 

(14)酚紅於溶液於偏酸性溶液中呈橘黃色，於中性溶液中呈紅色，於偏鹼性溶液中呈紫

色；以吸管深入中性酚紅溶液吹氣 1 小時後，液體呈現何種顏色(1).橘黃色(2)紅色

(3)紫色(4)無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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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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血小板在何處製造 1）淋巴結 2）血液中 3）骨髓 4）傷口處 

(16)下述何種元素之間的共價鍵具有極性(1)、C-H (2)、O-H (3)、N-H；(4)、C-C。 

(17)下述事件何者為正回饋：(1)、體溫之調節 (2)、母親哺乳 (3)、紅血球之製造(4)
卵受精 

(18)狂牛症之病因為一種 (1).protein  (2).DNA.  (3).細菌  (4).病毒.  (5) .力克次體 

(19)狂牛症之病因之特色為(1).怕熱，熟食即可避免 (2).怕紫外線，物理消毒為有效之

防禦法.  (3).懼酸，胃酸可殺傷此病原菌 (4).以上皆不能破壞此病原. (5) .以上皆

有效 

(20)我們的身體平衡器位於 (1).腦  (2).眼.  (3).耳  (4).喉.  (5) .肌肉 

(21)我們的的心臟上何處有瓣膜 (1).心房  (2).心室. (3) 心房與心室之間 (4).心房與血

管之間.  (5) . 心室與血管之間 

(22)何種骨頭之構造較具有承重力 (1)中空的 (2) 實心的 (3) 環狀的  (4) 柱形的  

(23)成人的細胞上具有增生能力的為何種細胞 (1)神經膠元細胞 (2) 血管細胞 (3)骨細

胞 (4) 皮膚細胞 

(24)何種血管內有瓣膜(1)靜脈(2) 動脈 (3)微血管(4) 冠狀動脈 

(25)近視時眼球的構造(1)眼球變短(2)眼球變長(3)眼球肌肉無法收縮自如(4)眼球之視

網膜變形 

(26)肌肉收縮需要何種離子的調控 (1)鎂離子 (2)鈉離子 (3)鈣離子  (4)鉀離子  

(27)腎臟可分泌哪些荷爾蒙去調控生理(1) 血管放鬆素 (2) 紅血球生長素 (3) 血管緊

縮素 (4) D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