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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東縣110學年度七年級期末共同評量自然科試題 

※請先確認你的答案卡上個人資料正確無誤，並聽從監試教師

的指示才開始作答。 

※本學科試題 2 張 4 面 ,必須與答案紙一併繳交

※整份試卷共 40題選擇題，每題都有 A、 B、 C、 D四個選

項 ,只有一個正確選項，答錯不倒扣 

一、選擇題(每題 2.5分，共 85分)： 

(   )1.中秋節大家常準備的烤肉食材如下： 

(甲)秋刀魚(乙)玉米(丙)雞心(丁)雞胸肉片(戊)青椒

(己)魷魚。請問以上有幾項是以生物的「器官」做為材

料？ 

(Ａ)1項  (Ｂ)2項  (Ｃ)3項  (Ｄ)4項。 

(  )2.右圖是人體內分泌系統示意圖(乙

包埋在丙中)。請問下列哪一組腺

體名稱配對正確? 

(Ａ)甲—甲狀腺  

(Ｂ)乙—副甲狀腺 

(Ｃ)丁—性腺   

(Ｄ)戊—腦垂腺 

(   ) 3.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茶業改良場的網站上有一段話：「茶

樹是異交作物，繁殖方法有有性及無性繁殖。農改場利

用茶樹種子繁殖的後代，其外表形態及品質均與親本不

同。茶農則用有優良性狀的母樹進行無性繁殖(扦插法)，

其後代特徵和親本相同」。 

以下有關茶樹繁殖法和其效果的敘述，何者正確? 

(A)使扦挿繁殖，可培育新品種。

(B)使用扦挿繁殖，可保存優良品種的特性。

(C)使用種子種植，可保存優良品種的特性。

(D)使用種子種植，有利於大量播種，繁殖較快。

(   )4.有關植物的光合作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進行反應的場所為粒線體。

(B)過程中所需的水分由葉片氣孔吸收。

(C)利用氧氣為原料，會產生二氧化碳。

(D)主要目的為合成葡萄糖，可再轉化為澱粉儲存。

(   )5.已知人類 ABO 血型由 IA、IB、i 三種基因控制。若萱萱

的血型為 O型，父母都不是 O 型，則其父母親的血型組

合可能為下列何者?  

(A) IAIA╳IBi  (B) IAi╳IAIB

(C) I
A
i╳I

B
i  (D) ii╳ii

(   )6.自行車競賽中有名選手跌倒，導致右

腳膝蓋擦傷，醫生替選手在手臂的靜

脈注射消炎藥劑，此藥劑在心臟腔室

內的流動次序排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丁

(B)乙甲丁丙

(C)丙丁乙甲

(D)丁丙甲乙

(   )7.小明利用已萌芽的綠豆進行實

驗，探測植物的呼吸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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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問下列何者是實

驗中由漏斗倒入清水的目的？ 

(A)清洗錐形瓶。

(B)將瓶內的氣體擠入燒杯中。

(C)促使綠豆生長並快速產生氧氣。

(D)促使綠豆生長並快速產生二氧化碳。

(   )8.右圖是人類肺部血管與肺泡的圖

示：甲、乙代表交換的氣體；箭

頭代表擴散方向。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甲氣體為二氧化碳。

(B)甲氣體進入血液後，主要由血漿運送。

(C)運動後，血液中乙氣體濃度會升高。

(D)綠色植物可用乙氣體來進行呼吸作用。

(   )9.「我存在的時間」日劇裡的男主角，罹患了「肌萎縮性

脊髓側索硬化症（ALS）」(俗稱漸凍人症)，這是因為原

本大腦下命令給肌肉的神經構造出現損傷，而導致肌肉

無法正常動作。根據上文，患者最可能損傷的是何種構

造？ 

(A)受器

(B)腦神經

(C)感覺神經元

(D)運動神經元

(   )10.未受精的雞蛋中的卵黃是雞的卵細胞，是由卵巢內的

母細胞分裂形成的，下列有關卵細胞產生的方式及所含

的染色體數的敘述，何者正確? 

(A)經由細胞分裂產生，染色體數目和母細胞相同

(B)經由減數分裂產生，染色體數目和母細胞相同

(C)經由細胞分裂產生，染色體數目是母細胞的一半。

(D)經由減數分裂產生，染色體數目是母細胞的一半。

(   )11.利用複式顯微鏡觀察「人的口腔皮膜細胞」及「洋蔥

表皮細胞」，下列有關這兩種細胞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A)兩者都具有細胞壁

(B)兩者都具有細胞膜

(C)洋蔥表皮細胞具有葉綠體，口腔皮膜細胞則無

(D)口腔皮膜細胞具有細胞核，洋蔥表皮細胞則無

(   )12.唾液含有人體分泌出的酵素，可分解澱粉，試問酵素

的主要成分是什麼？ 

(A)水分  (B)脂質  (C)蛋白質  (D)礦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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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下表為植物維管束的各部名稱及主要的功能，以下關

於甲、乙、丙三個部位主要功能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名稱 主要功能 

木質部 甲 

形成層 乙 

韌皮部 丙 

(A)甲運輸養分、乙細胞分裂、丙運輸水分。

(B)甲運輸養分、乙運輸水分、丙細胞分裂。

(C)甲運輸水分、乙細胞分裂、丙運輸養分。

(D)甲運輸水分、乙運輸養分、丙細胞分裂。

(   )14.寒流來襲，溫度驟降，造成一些人身體不適，甚至死

亡。下列(甲)~(戊)的作用，那些可以用來對抗低溫，

以維持體溫？(甲)皮膚的血管擴張；(乙)皮膚的血管收

縮； 

(丙)排汗；(丁)顫抖；(戊)食慾增加。

(A)乙丁戊  (B)丙戊  (C)甲丙戊  (D)乙丙丁。

(   )15.關於生物分類階層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分類階層的基本單位是界

(B)節肢動物門所含的生物種類比昆蟲綱多

(C)「同綱」的親緣關係比「同目」的親緣關係近

(D)「同綱」必「同科」

(   )16.乳酸桿菌具有細胞壁、缺乏細胞核，在缺氧的環境可

進行乳酸發酵，將糖分解產生乳酸，用於製造優酪乳、

乳酪、啤酒等發酵食品，也是人體中的一種益生菌。請

問，下列何者在分類上，與乳酸桿菌的親緣關係最接

近？ 

(A)葡萄球菌  (B)黏菌  (C)青黴菌  (D)酵母菌

(   )17.下列哪些生物所遺留下來的東西，可以稱之為「化

石」？ 

(甲)恐龍的糞便；

(乙)琥珀裡的昆蟲；

(丙)在冰層中的猛瑪象。

(丁)岩層中的貓眼石；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 (C)甲丙丁 (D)甲丙

(   )18.壁虎是家中常見的爬蟲類，斯文豪氏赤蛙則是溪邊常

見的兩生類，是哪些原因使爬蟲類比兩生類更能適應陸

地生活呢？(甲)體內受精、(乙)體外受精、(丙)體表有

鱗片、(丁)體表濕潤、(戊)卵有卵殼、(己)卵無卵殼 

(A)乙丁己  (B)甲丙戊 (C)甲丁戊  (D)乙丙己

(   )19.小辰把圖鑑上幾種生物的學名記錄於下： 

(甲) Hynobius formosanus；

(乙) Achalinus formosanus；

(丙) Olenecamptus formosanus；

(丁)  Hynobius fucus，

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乙、丙是同種生物

(B)在上述生物中，乙、丙的構造特徵最相似

(C)在上述生物中，甲、丁的親緣關係最接近

(D)上述生物共有兩個屬。

(   )20.下列有關生物分類的敘述，何者正確？ 

(A)屬名相同的生物必定同種

(B)種小名相同的生物必定同種

(C)臺灣人與美國人外形差異很大，為不同種之生物

(D)不同種生物的雌雄個體交配後，無法產生具生殖能力

的後代

(   )21.「族群」的定義為同一時期、生活在同一地區的所有

同種生物個體，請問下列何者可視為一個「族群」？  

(A)三以台的海鳥 (B)綠島的梅花鹿

(C)卑南溪的魚 (D)初鹿牧場的草食性動物。

(   )22.下列何者較適合用來說明「演替」的現象？ 

(A)山崩後的土丘上長出雜草，然後長出灌木、喬木

(B)都市飼養家犬的比例較 20年前增加

(C)松鼠吃種子，黃鼠狼捕食（掠食）松鼠

(D)臺灣一葉蘭因被大量的採集，現已瀕臨絕種。

(   )23.臺東縣關山國小智慧發展中心近年發展「魚菜共生系

統」，其系統原理是利用魚的排泄物可以為植物提供養

分來源，而植物的根在吸收養分後，可以替魚進行水質

過濾，形成魚幫菜，菜幫魚的良性循環。在自然界中也

有相似的「互利共生」關係，請問下列何組的生物組合

是屬於「互利共生」的模式呢？ 

(A)獅子與斑馬 (B)螞蟻與蚜蟲

(C)鯊魚與鮣魚 (D)小狗與跳蚤

(   )24.下列有關淡水生態系的敘述何者正確？ 

(A)湖泊的生產者包括湖邊的水生植物和上層的浮游藻類

(B)常見消費者有海星

(C)住在河川上游的消費者以河川中的藻類為食物

(D)湖泊和池塘的生產者種類不同，其原因為鹽分的多寡

(   )25.魯夫列出了藻類的四項特徵，請問哪一項較能說明藻

類與植物界的差異？ 

(A)具有葉綠體，可行光合作用

(B)無根莖葉，體表無角質層

(C)具有細胞壁

(D)行固著生活

(   )26.若草原中的食物鏈為：綠

色植物→野兔→胡狼→獅

子，根據生物所含能量的

關係繪製成能量金字塔

(如右圖)，請問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能量金字塔中丁為獅子

(B)胡狼在食物鏈中扮演初級消費者

(C)能量由甲向下流動，甲所含的總能量最多

(D)能量由丁向上流動，丁所含的總能量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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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附圖為草原生態系中

常見的食物網，試根據

此食物網中生物所扮

演的生態角色及其所

含能量多寡，選出正確

選項？ 

(A)植物是生產者，在此食物網中所含的總能量最少

(B)老鼠個體最小，在此食物網中所含的總能量最少

(C)老鷹是最高階的消費者，在此食物網中所含的總能

量最少

(D)植物為兔子的食物來源，所以兔子扮演次級消費者

的角色。

 (   )28.小靜剛上了一堂地球生態平衡的課程，試問下列哪一

種行為較合乎生態平衡的原則？ 

(A)不同季節捕捉不同種的魚類，使魚類有休養生息間

期。

(B)為了沿海工業區的發展，可以遷移黑面琵鷺的棲息

地。

(C)水源保護區風景秀麗，開發觀光果園可促進觀光業

發展。

(D)購買國外螞蟻作為寵物飼養，當不飼養時，可放生

至野外。

 (   )29.小毅經營釣蝦場，利用捉放法估計蝦池中的蝦子數量，

他先撈起50隻蝦子做記號放回，一週後再撈出200隻，

發現其中 10隻有記號。請問小毅的蝦池中大約有幾隻

蝦子? 

(A)210 (B)500

(C)1000 (D)10000

(   )30.大甲溪上游的櫻花鉤吻鮭，因人為開發破壞棲地導致

數量驟減，中央及民間近年陸續啟動復育計畫進行復育，

請問下列哪個保育措施最為適當？ 

(A)維持其棲地溪流生態的完整

(B)驅趕溪谷中的天敵，減少鮭魚被捕食的機會

(C)以人工的方式飼養

(D)數量一有減少，便立即補足至原有數量

(   )31.大海查閱環境現況報導，因為以下附圖而憂心忡忡。

請問下圖所示的 X 最可能是哪一項資料？ 

(A)太陽的日照長短

(B)每日產生的垃圾量

(C)野生生物的棲地面積

(D)可利用的天然資源數量

(   )32.戴奧辛是一種易累積於動物體內的有毒物質。今有一

被汙染的水域，水中檢測出的戴奧辛殘餘量為 

0.0007ppm，同時檢測此水域中四種生物族群，各族群

生物體內所含戴奧辛的濃度範圍如表所示。請問在此水

域生態系中的食物鏈為下列何者？ 

生物種類 濃度（ppm） 

甲 0.750～0.900 

乙 5.540～7.760 

丙 0.005～0.030 

丁 1.200～2.600 

(A) 乙→丙→甲→丁

(B) 甲→乙→丙→丁

(C) 丙→甲→丁→乙

(D) 乙→丁→甲→丙。

(   )33.曾經是熱門寵物的外來種綠鬣蜥(Iguana iguana)，卻

因不當野放，或因成年體型過大而遭飼主棄養，使野

外族群量愈來愈龐大。下列有關此外來種的敘述何者

正確？ 

(A)綠鬣蜥不會主動攻擊人類，多多益善。

(B)綠鬣蜥在台灣因無天敵，易成為外來入侵種

(C)為增加物種多樣性，應引進更多如綠鬣蜥這種外來

種生物

(D)因綠鬣蜥造成的原生物種減少為自然現象，人類不

須介入

(   )34.以下哪個處理環境汙染物質的方式並未使用生物資

源？ 

(A)以微生物處理海洋石油污染事件

(B)培養細菌產生特殊酵素來分解寶特瓶

(C)利用基因改造植物吸收土壤內的重金屬

(D)難以處理的廢棄物以水泥固化法固定避免汙染環境

背面尚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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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每題 2.5 分，共 15分) 

(一)PCR(聚合酶連鎖反應)是一項利用遺傳物質複製的原理，在

生物體外大量複製特定基因的技術。透過這項技術，可在

短時間內大量增加特定基因，以達到放大的效果。目前因

疫情的關係，PCR這項技術被廣泛使用在新冠肺炎

(COVID-19)病毒的檢測上，透過酵素鎖定 COVID-19 病毒的

特定基因，如果在檢測結果發現大量的 COVID-19病毒基因，

代表受測者感染了 COVID-19。

(   )35.採檢人員用棉棒戳受檢者的鼻腔做 PCR 檢測，目的是

要取得何物來做檢驗? 

(A)受檢者的皮膜細胞

(B)受檢者的分泌物

(C)COVID-19病毒的遺傳物質

(D)COVID-19病毒的抗體。

(   )36.自疫情爆發以來，出現了好幾種 COVID-19 病毒的突變

株，從一開始的 Alpha，去年讓人聞之色變的 Delta，到

今年大流行的 Omicron。以下有關 Delta 和 Omicron病毒

的敘述，何者最正確? 

(A)Delta 和 Omicron 是兩種不同的病毒

(B)人類接種疫苗，誘發病毒產生突變

(C)病毒進入人體後，會受到免疫系統攻擊而產生突變

(D)病毒的遺傳物質在一次次複製時，累積多個錯誤而造

成突變

(二) 台東森林公園位於卑南溪下游出海口，因溪水長年沖刷，

帶來大量細沙，為了防止每年入秋後東北季風所帶來的沙

塵瀰漫，從民國 50年代起，開始廣植木麻黃，蒼翠的林蔭，

不但免去了市區的沙塵之苦，也提供了一處民眾運動、休

憩的場所。

木麻黃森林從外望去感覺幽暗神秘，因此被稱為「黑森林」，

經過縣政府多年的整頓維護以及增加多項的遊憩設施，豐

富了生態系統和幽靜的空間，成為美麗的森林公園。（摘自

「台東市公所全球資訊網」）

請根據以上敘述回答 37~38題

(   )37.小明想要更進一步了解木麻黃的特性，便上網搜尋相

關資訊：「木麻黃，學名為 Casuarina equisetifolia，

喬木，外觀似松樹，果實球型，適合生長在沿岸地區…」

根據上述資料，請協助小明判斷木麻黃屬於哪一種植

物？ 

(A)被子植物 (B)蕨類植物

(C)蘚苔植物 (D)裸子植物

 (   )38.小明拿出上課發的檢索表（如下圖）檢索未知植物時，

發現檢索表沾到污漬，請問污漬處最有可能是下列哪

一個分類特徵？ 

(A)是否有種子

(B)是否有角質層

(C)是否具維管束

(D)細胞是否有細胞壁

(三) 如圖表示自然界中的碳循環途徑，請依據圖示回答下列

問題：

(   )39.圖中有甲～戊五種途徑，生物可經由哪些途徑將含碳

物質吸收進入體內？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戊

(   )40.圖中的生物可參與碳循環，關於生物與碳循環的敘述，

以下何者最正確？ 

(A)植物會吸收大氣中的二氧化碳，但不會釋放二氧化碳

到大氣中

(B)動物會釋放二氧化碳到大氣中，但不會攝取含碳物質

(C)動植物的遺體可以變成二氧化碳進入大氣中

(D)細菌進行分解作用使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變少

蘚苔植物 

被子植物 

裸子植物 

蕨類植物 

乙

甲 

丙 

試題結束 

途徑戊 

碳循環圖(CO2：二氧化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