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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立西苑高中 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一 生物科 補考題庫  共 4頁 

        

一、 單一選擇題 

1. (   )依生物特徵將水稻、地錢、蕨類、松和杜鵑五種植物，分類如表所示。若水稻屬於乙類，則乙類除了水稻以外，

還應包括下列何者？ 

 

        (Ａ)地錢 (Ｂ)蕨類 (Ｃ)松 (Ｄ)杜鵑。 

2. (   )下列何種構造或生活方式不為菌物界所擁有？ (Ａ)細胞核 (Ｂ)無性生殖 (Ｃ)菌絲 (Ｄ)光合作用。 

 

3. (   )以  代表性染色體 X，下列何者是母親卵細胞內的性染色體？  

(Ａ)  (Ｂ)  (Ｃ)  (Ｄ)  

4. (   )小明某日在路上撿到一袋 50 元硬幣，小明欲利用剛學到的抓放法來估算袋子裡的硬幣共有多少錢，小明先從袋

子裡抓出 10 個硬幣並全作上記號，放回袋子裡充分混合後再取出 30 個硬幣，發現 30 個硬幣中有 4 個是有作記號

的，請問此袋硬幣共約多少元？ (Ａ) 3750 (Ｂ) 750 (Ｃ) 75 (Ｄ) 1250。 

5. (   )如圖為世界人口的成長曲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工業時期人的出生率遠大於死亡率 (Ｂ)從 1930 年算起，人口增加一倍需要 30 年的時間  

        (Ｃ)人類在狩獵時期和農耕時期的人口數增加幅度不大 (Ｄ)在 1930 年到 1986 年之間人口成長速率有增大的趨

勢。 

6. (   )下列有關「物質」和「能量」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生命世界主要由此兩者組成 (Ｂ)兩者被生物利用後就

會消失了 (Ｃ)兩者可透過食物鏈在生物與生物間流動 (Ｄ)組成生物體的物質，藉分解者的作用會再回歸自然

界。 

7. (   )科學家將圖(一)六種野鼠建立一個檢索表，分類如圖(二)，請依表選出錯誤的敘述為何？ 

 

圖(一) 

 

圖(二) 

         (Ａ)圖(二)○１處是根據體型大小分類 (Ｂ)圖(二)○２處是根據體毛顏色分類  

         (Ｃ)圖(二)○３處是根據尾的長短分類 (Ｄ)圖(二)○５處是根據耳朵的個數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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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甲)青蛙；(乙)企鵝；(丙)臺灣獼猴；(丁)飛蛾；(戊)丹頂鶴；(己)駱駝；(庚)袋鼠，上列有幾種生物具有護幼

行為？ (Ａ) 3 種 (Ｂ) 4 種 (Ｃ) 5 種 (Ｄ) 6 種。 

9. (   )歐洲乳製品遭戴奧辛汙染，引起民眾恐慌。已知燃燒廢電纜會產生戴奧辛的氣體，其可溶於脂質中。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Ａ)戴奧辛只會累積在草食性動物體內 (Ｂ)露天燃燒廢電纜產生的戴奧辛，對當地造成危害，對其

他地區則無影響 (Ｃ)戴奧辛的汙染只存在於乳製品中 (Ｄ)戴奧辛會隨食物鏈轉移累積至高層的消費者體內。 

10. (   )某一山區的山羌在 1998 年至 1999 年間的族群個體變化如下：出生 15 隻，死亡 7 隻，同時期又有 2 對山羌遷入

，沒有遷出。下列有關此山羌族群的推論，何者最適當？ (Ａ)此山區的山羌正在減少 (Ｂ)此山區的山羌族群

達到平衡 (Ｃ)此山區的山羌有增加的趨勢 (Ｄ)此山區的環境惡化不適合山羌生存。 

11. (   )國人愛吃的陽澄湖「大閘蟹」，請問牠是哪一類的生物？ (Ａ)軟體動物 (Ｂ)圓形動物 (Ｃ)環節動物 (Ｄ)

節肢動物。 

12. (   )如圖為草履蟲，下列有關草履蟲的描述，哪幾項是正確的？(甲)是一種原生生物；(乙)不具有細胞核；(丙)是單

細胞生物；(丁)只能行光合作用以獲得養分；(戊)靠體表的纖毛來運動。 

 

        (Ａ)甲丙丁 (Ｂ)甲丙戊 (Ｃ)乙丙丁 (Ｄ)乙丙戊。 

13. (   )附圖是一個家庭的遺傳圖譜，  表示男性正常，  表示女性正常；  表示男性白化症（白子），● 表示女性白

化症。若以 A、a 來表示其等位基因，請問甲、乙的基因組合為何？ 

 

        (Ａ) Aa×Aa (Ｂ) AA×Aa (Ｃ) aa×Aa (Ｄ) Aa×AA。 

14. (   )附圖是小芳家族的血型遺傳圖譜，□代表男生；○代表女生。請問小芳的血型基因型式為何？ 

 

        (Ａ) IA
I
A (Ｂ) IA

i (Ｃ) IB
I
B (Ｄ) IB

i。 

15. (   )農夫種植農作物、蜜蜂採花蜜生產蜂蜜，農夫、蜜蜂在生物圈中扮演何種角色？ (Ａ)生產者 (Ｂ)消費者 (

Ｃ)分解者 (Ｄ)清除者。 

16. (   )關於企鵝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具有羽毛 (Ｂ)外溫動物 (Ｃ)有長的尾椎骨 (Ｄ)會分泌乳汁。 

17. (   )下列各項有關「等位基因」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染色體內控制遺傳的物質稱為 DNA (Ｂ)一個性狀只能由

一對等位基因控制 (Ｃ)精子內控制耳垂位置的等位基因只有一個，不成對 (Ｄ)通常一個性狀是由成對等位基

因所控制。 

18. (   )下列有關水土保持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在低窪地區大量抽取地下水，容易造成地層下陷 (Ｂ)在河邊養殖

家禽家畜，可能使下游藻類過量孳生 (Ｃ)在水庫上游砍伐樹木，會減少水庫的泥沙淤積量 (Ｄ)在坡度陡峭的

高山上種植蔬果，會造成土壤流失。 

19. (   )不孕夫妻的精子和卵取出後在試管內受精，受精卵再植入代理孕母體內發育成胚胎。承上所述，「受精方式」及

「受精卵發育方式」分別為何？ (Ａ)體內受精，胎生 (Ｂ)體內受精，卵生 (Ｃ)體外受精，胎生 (Ｄ)體外

受精，卵生。 

20. (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決定生物性狀的小單位叫基因 (Ｂ)人體細胞內有 46 條染色體，所以有 46 個基因 

(Ｃ)基因位於染色體上 (Ｄ)精子或卵細胞的基因都不是成對的。 

21. (   )下列哪一種情形，不是利用基因轉殖技術？ (Ａ)將抗病蟲害的基因，送入農作物的細胞內 (Ｂ)利用細菌來製

造治療糖尿病所需的胰島素 (Ｃ)動手術時，將捐獻者的血液輸入患者的體內 (Ｄ)拿一段外來的 DNA 植入有

基因缺陷或突變的病患細胞體內，使之恢復正常。 

22. (   )下列何者不能稱為化石？ (Ａ)琥珀中的昆蟲 (Ｂ)冰凍的長毛象 (Ｃ)吃炸雞時啃剩的雞骨頭 (Ｄ)恐龍留下

的腳印。 

23. (   )小翰去圖書館借了一本「種子植物圖鑑」，則哪一類植物比較不可能出現在這本書中？ (Ａ)單子葉植物 (Ｂ)

蘚苔植物 (Ｃ)裸子植物 (Ｄ)雙子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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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   )分布在海拔 2000 公尺以上的臺灣特有種「臺灣山椒魚」是屬於下列哪一種生物？ (Ａ)魚類 (Ｂ)兩生類 (Ｃ

)爬蟲類 (Ｄ)哺乳類。 

25. (   )(甲)智慧地運用自然資源；(乙)完全不使用自然資源；(丙)避免浪費資源；(丁)為了保育瀕臨滅絕的生物，我們

可以飼養保育類動植物；(戊)引進外國的特有生物。以上哪些是保育的正確作法？ (Ａ)甲丙 (Ｂ)甲丙丁 (Ｃ

)甲丙戊 (Ｄ)甲乙丙丁戊。 

26. (   )遙遙依生物的特徵將水稻、地錢、蕨類、松和杜鵑五種植物分類如表。請問屬於乙類的生物有哪些？ 

 

        (Ａ)僅有水稻 (Ｂ)地錢、蕨類 (Ｃ)僅有松 (Ｄ)水稻、杜鵑。 

27. (   )我們一般所稱呼的非洲象、短吻鱷、巴西龜等名字屬於生物的何種名稱？ (Ａ)種小名 (Ｂ)學名 (Ｃ)屬名 

(Ｄ)俗名。 

28. (   )孟德爾觀察某一高莖豌豆植株自花授粉後，產生的子代中有的是高莖有的是矮莖，你認為這一高莖豌豆植株是否

為純品系？其遺傳因子應該如何表示？ (Ａ)是，TT (Ｂ)是，Tt (Ｃ)否，TT (Ｄ)否，Tt。 

29. (   )生活於同一個地區中的各種生物組合，稱為何？ (Ａ)物種多樣性 (Ｂ)遺傳多樣性 (Ｃ)生態系多樣性 (Ｄ)

族群多樣性。 

30. (   )臺灣地區垃圾量激增，造成環保問題日益嚴重，採行何種方法處理，較能真正解決垃圾問題？ (Ａ)資源回收 

(Ｂ)在自家焚化垃圾 (Ｃ)再多開闢垃圾場 (Ｄ)不准人民倒垃圾。 

31. (   )為了下一代的健康著想，欲懷孕生子的夫婦應接受「遺傳諮詢」，但下列哪一種疾病不需進行遺傳諮詢的評估？ 

(Ａ)軟骨發育不全症 (Ｂ)色盲 (Ｃ)蠶豆症 (Ｄ)小兒麻痺。 

32. (   )若甲、乙兩種生物同時生活在同一棲地，其族群量變化如圖所示，則此兩種生物之間的交互關係為何？ 

 

        (Ａ)競爭 (Ｂ)片利共生 (Ｃ)寄生 (Ｄ)互利共生。 

33. (   )下列關於空氣汙染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會使氣喘和支氣管炎病例增加 (Ｂ)使水質發出惡臭，水中生物死

亡 (Ｃ)影響聽覺，並使精神緊張 (Ｄ)臺灣沿海所發生的「綠牡蠣」事件便是空氣汙染所造成。 

34. (   )有關族群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在自然開放的環境中，族群的大小會受生物以及非生物因素影響 (Ｂ)

估算族群的遷出和遷入量即可知道族群的大小 (Ｃ)不同地區因環境不同，就不會出現同種生物 (Ｄ)生活在同

一個地區的生物一定是和平相處，沒有競爭。 

35. (   )海星、海參、海葵、海膽四種生物中，何者與其他三種生物的親緣關係最疏遠？ (Ａ)海星 (Ｂ)海參 (Ｃ)海

葵 (Ｄ)海膽。 

36. (   )關於非洲象學名中「Laxodonta africana」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 Laxodonta 是形容詞 (Ｂ) africana 是非洲

的 (Ｃ) africana 是名詞 (Ｄ) Laxodonta 是非洲象的意思。 

37. (   )已知黑猩猩的體細胞有 48 條染色體。當雄性黑猩猩體內行減數分裂產生精子時，有關染色體的敘述，下列何者

正確？ (Ａ)染色體複製 1 次，精子內含 24 條染色體 (Ｂ)染色體複製 2 次，精子內含 48 條染色體 (Ｃ)染色

體複製 1 次，精子內含 48 條染色體 (Ｄ)染色體複製 2 次，精子內含 24 條染色體。 

38. (   )如圖顯示馬的腳趾數由四趾逐漸演化成單趾，造成這種演化的原因是什麼？ 

 

        (Ａ)馬需用中趾而不用其他趾 (Ｂ)人類育種  

        (Ｃ)經過不停的變異及淘汰   (Ｄ)始新馬和別種動物交配而產生新種。 

39. (   )果蠅體細胞的染色體有 4 對。在精子產生的過程中，細胞會發生一連串的變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染色

體複製 1 次 (Ｂ)細胞連續分裂 2 次 (Ｃ)一個母細胞產生 4 個精子 (Ｄ)每個精子含 2 對染色體。 

40. (   )已知某種植物含有一對控制花朵顏色的等位基因，若一株此種植物，以其葉片繁殖出子代甲，而另用其種子繁殖

出子代乙。在不考慮突變的情況下，有關甲、乙控制花朵顏色的等位基因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100. 聯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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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只有甲含有控制花朵顏色的等位基因 (Ｂ)只有乙含有控制花朵顏色的等位基因 (Ｃ)甲、乙都不含控制花

朵顏色的等位基因 (Ｄ)甲、乙都含有控制花朵顏色的等位基因。 

41. (   )下列各種陸域生態系中何者的生物種類最多、食物網最複雜？ (Ａ)熱帶雨林生態系 (Ｂ)寒帶針葉林生態系 

(Ｃ)草原生態系 (Ｄ)沙漠生態系。 

42. (   )關於細胞分裂及減數分裂的比較，下列何者錯誤？ (Ａ)變形蟲在進行分裂生殖時，將進行細胞分裂 (Ｂ)草莓

開花結果需要進行細胞分裂及減數分裂 (Ｃ)減數分裂進行前需進行兩次染色體複製 (Ｄ)細胞分裂所產生的子

代染色體數與親代相同。 

43. (   )一個生態系的生物種類與數量是否穩定，與下列哪一項因素最有關係？ (Ａ)生產者種類與數量的多寡 (Ｂ)消

費者種類與數量的多寡 (Ｃ)分解者種類與數量的多寡 (Ｄ)食物網組成複雜的程度。 

44. (   )有關人類遺傳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一對基因組合為 Aa×Aa 的夫妻，其後代具有 AA 的機率為 25％ (

Ｂ)男生的精子有可能不具有 Y 染色體 (Ｃ)照射 X 光導致胸部細胞病變，此一病變會遺傳 (Ｄ)家族中有人得

蠶豆症，可利用飲食控制或減少碰觸人工樟腦丸、紫藥水等以減少發病的機會。 

45. (   )若我們將渦蟲橫切成兩段時，每一段皆可再生而成為一個完整的個體，此種生殖作用稱之為下列哪一種生殖？ 

(Ａ)分裂生殖 (Ｂ)斷裂生殖 (Ｃ)出芽生殖 (Ｄ)孢子繁殖。 

46. (   )請比較細菌及藍菌之間的差異，下列何者正確？ (Ａ)細菌與藍菌都可以行光合作用 (Ｂ)細菌與藍菌都沒有真

正的細胞核 (Ｃ)細菌是原核生物界，而藍菌是植物界的生物 (Ｄ)細菌有細胞壁，藍菌則無。 

47. (   )某種哺乳動物沒有汗腺，也幾乎不排尿，且只在清晨或黃昏時活動，則此種動物通常可見於何種生態系？ (Ａ)

森林生態系 (Ｂ)草原生態系 (Ｃ)沙漠生態系 (Ｄ)海洋生態系。 

48. (   )有關有性生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整個雞蛋就是一個卵細胞，其中卵黃相當於細胞核 (Ｂ)通常卵細

胞都比精子大 (Ｃ)卵與精子結合後成為受精卵，此過程稱為受精作用 (Ｄ)胎生動物的胚胎在母體的子宮發育

。 

49. (   )大雄進行青蛙無性生殖實驗，先取綠色蛙的卵細胞，並去除其細胞核，之後再取褐色蛙的細胞核植入綠色蛙的卵

細胞中。則以此種方式產生之幼蛙的性狀為下列何者？ (Ａ)保有綠色蛙的性狀 (Ｂ)保有褐色蛙的性狀 (Ｃ)

與綠色蛙及褐色蛙性狀皆不同 (Ｄ)保有綠色蛙及褐色蛙各一半的性狀。 

50. (   )有關「宗教界的放生活動」，對於此措施你認為如何？ (Ａ)純屬迷信，對科學及生態毫無影響 (Ｂ)對於環境

生態造成相當大的衝擊，應加以制止 (Ｃ)以宗教信仰為重，應該確切施行 (Ｄ)值得全力推廣，以彰顯對動物

的愛心。 

 

 

臺中市立西苑高中109學年度第二學期 國一 生物科 補考題庫解答 

 

二、 單一選擇題 

1.(Ｄ)   2.(Ｄ)   3.(Ａ)   4.(Ａ)   5.(Ｂ) 

6.(Ｂ)   7.(Ｄ)   8.(Ｃ)   9.(Ｄ)   10.(Ｃ) 

11.(Ｄ)   12.(Ｂ)   13.(Ａ)   14.(Ｄ)   15.(Ｂ) 

16.(Ａ)   17.(Ｂ)   18.(Ｃ)   19.(Ｃ)   20.(Ｂ) 

21.(Ｃ)   22.(Ｃ)   23.(Ｂ)   24.(Ｂ)   25.(Ａ) 

26.(Ｄ)   27.(Ｄ)   28.(Ｄ)   29.(Ａ)   30.(Ａ) 

31.(Ｄ)   32.(Ｄ)   33.(Ａ)   34.(Ａ)   35.(Ｃ) 

36.(Ｂ)   37.(Ａ)   38.(Ｃ)   39.(Ｄ)   40.(Ｄ) 

41.(Ａ)   42.(Ｃ)   43.(Ｄ)   44.(Ｃ)   45.(Ｂ) 

46.(Ｂ)   47.(Ｃ)   48.(Ａ)   49.(Ｂ)   50.(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