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強國民中學 107 學年度七年級第一次定期考 生物科 考試卷
一、單選題，每題 2.5 分，共 87.5 分
(
)1. 下雨後小強看到彩虹，小強感到很好奇，就去圖
書館以及網路上查資料，發現是氣象中的一種光學
現象，當太陽光照射到半空中的水滴，光線被折射
及反射，在天空上形成拱形的七彩光譜。以上敘述
中，小強至少進行了科學方法中的哪兩個步驟？
(A)觀察＋參考文獻資料 (B)觀察＋實驗 (C) 提
出問題＋提出假說 (D)提出問題＋提出推論
(
)2. 小明想探討「免洗筷是否含有對生物體有害的物
質」
，因此他取了 40 株綠豆放置相同的環境，並
將其中 20 株澆灌泡過免洗筷的水，另外 20 株澆
灌自來水，並進行紀錄。則下列何者非控制變因？
(A)綠豆的數量 (B)溫度的控制 (C)光照時間的
長短 (D)有無澆浸泡免洗筷的水。
(
)3. 下列為實驗室器材使用敘述何者正確？
(甲)可以使用量筒直接加熱；
(乙)使用酒精燈時，酒精要維持 1/3~2/3 的量；
(丙)試管直接加熱時，試管口不可對著人；
(丁)可以倒拿滴管，這樣液體才不會流出。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 (C)甲乙丙 (D)乙丙
(
)4. 下列何者不屬於生命現象？
(A)大黑狗追著機車跑 (B)焚化爐將垃圾焚化 (C)
麻雀在樹上孵蛋 (D)小新量身高，發現又長高了
2 公分
(
)5. 地球大氣組成的演變過程中主要包含三個階段：
下列關於其演變的順序何者正確？
(甲)以氮、氧為主；
(乙)以水氣、二氧化碳、氮為主；
(丙)以氫、氦、甲烷、氨為主。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乙→甲→丙
(D)丙→乙→甲
(
)6. 下列有關地球形成過程的敘述，何者錯誤？
(A)地球大約是在 46 億年前形成的 (B)地球剛形
成時地表無生物生存 (C)原始大氣中缺乏氧氣
(D)目前地球的外貌已不再變動
(
)7. 有關地球上的生命起源，請依照時間的先後順序
排列？
(甲)地球非常炎熱，充滿高溫的岩漿海
(乙)當地球逐漸冷卻，形成固態地表
(丙)有機物結合，接著形成生命
(丁)火山活動劇烈，大氣中充滿從地球內部噴發出
來的氣體
(戊)地球持續冷卻，降雨而形成海洋。
(A)甲、戊、乙、丙、丁 (B)甲、乙、丁、戊、丙
(C)乙、甲、丙、丁、戊 (D)乙、丁、甲、戊、丙
(
)8. 若「假說」經過許多實驗驗證，並被其他科學家
接受，則可能形成？
(A)學說 (B)聽說 (C)胡說 (D)傳說
(
)9. 目前生物圈的最大範圍是海平面上下各約多少公
尺？ (A)100 (B)1000 (C)10000 (D)100000
(
)10. 下列環境中與所出現的生物配對，何者正確？
(A)熱帶雨林—水筆仔 (B)洞穴—蘭花螳螂 (C)高
山溪流—小丑魚 (D) 沙漠—仙人掌
(
)11. 對於大部分的生物而言，都需要日光、土壤、空
氣和養分才能夠維持生命，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
(A)生物所需的能量直接或間接來自日光
(B)養分可提供能量，或協助生理作用進行
(C)空氣中的成份可以提供生物進行代謝作用
(D)地球因和月球距離適當，所以才有液態水，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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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生存使用
(
)12. 小安使用複式顯微鏡的 10 倍物鏡，如附圖(一)，觀
察水中的小生物時，在視野內看到一個矽藻，如附
圖(二)，如果他要換較高倍的物鏡繼續觀察此矽藻，
所以小安操作了三個步驟(1)轉動旋轉盤換物鏡甲；
(2)將載玻片向右上方移；(3)稍轉動細調節輪。結果
小安看不到矽藻，你可以協助小安找出錯誤的步驟
有哪些嗎？

甲

10×

圖(一)

(

(

乙

矽藻

圖(二)

(A)只有步驟(1)錯誤，應轉動旋轉盤換至物鏡乙，
即可看到清楚放大的矽藻影像。
(B)只有步驟(2)錯誤，玻片應要往左下方移 ，即可
看到清楚放大的矽藻影像。
(C)步驟(1)、(3)錯誤，應轉動旋轉盤換物鏡至乙
且要先轉動粗調節輪再轉動細調節輪，才能看到
清楚放大的矽藻影像。
(D)步驟(2)錯誤，玻片應要往左下方移，且操作順
序應為(2) (1) (3) ，才能看到清楚放大的矽藻影
像。
)13. 玻片標本有氣泡時，應如何處理，才能將氣泡排
出？ (A)將玻片標本放在火上燒 (B)用鉛筆尖輕
壓載玻片 (C)用鉛筆尖輕壓蓋玻片 (D)用物鏡壓
蓋玻片即可
)14. 附圖中的三架顯微鏡：何者較適合觀察立體、不
透光的標本表面？(A)圖一 (B)圖二 (C)圖三 (D)
都不是

圖一

圖二

(

(

圖三
)15. 用複式顯微鏡在 400 倍的放大倍率下觀察草履
蟲，看到整個視野被此草履蟲的單一個體完全占
滿。此時若改用目鏡 10X、物鏡 4X，則影像會有
何現象？
(A)較不易找到草履蟲 (B)視野範圍變小了，可能
看到更多的草履蟲 (C)可看到草履蟲的游動路徑
(D)視野仍被此草履蟲的單一個體完全占滿。
)16. 下列哪項敘述符合「細胞學說」？
(A)細胞裡有遺傳物質，所以具有生命現象
(B)細胞是生物體構造和功能的最基本單位
(C)每個生物個體，都是由許多細胞聚集形成的
(D)細胞具有細胞膜、細胞質、細胞核三個基本構
造
背面尚有試題

(
(

)17. 小珍利用複式顯微鏡觀察人體的口腔皮膜細胞，
如附圖所示，若想要讓構造甲變得更為清楚，小
珍應做何種處理？

)24. 附圖是植物葉的表皮構造，請依圖選出錯誤的敘
述。

甲

(
(

(A) 滴亞甲藍液 (B)更換為低倍物鏡 (C)調整反
光鏡和光圈 (D)滴清水
)18. 植物細胞中的葉綠體存在何種構造中？
(A)細胞核 (B)細胞質 (C)細胞膜 (D)細胞壁
)19. 有關各種細胞的形態及功能，下列敘述何者
正確？

選

項

(A)口腔皮膜細胞
(B)神經細胞
(C)紅血球細胞
(D)植物表皮細胞
(E)植物保衛細胞

形

態

保護作用

形狀細長

收縮運動

雙凹圓盤狀

運送氧氣

扁平、較不規則狀

保護作用

(

呈半月型，兩兩成對 控制氣孔大小
(C)選項 AD

)20. 下列有關細胞內各構造的功能，何者錯誤？
選項 構造
功
能
(A)

(

(

能

扁平、較規則狀

(A)選項 ACE (B)選項 BCD
(D)選項 CE
(

功

(

液胞

可維持植物細胞的形狀

(B)

粒線體 細胞產生能量的場所

(C)

葉綠體 植物細胞行光合作用的場所

(D)

細胞核 存儲養分、廢物，控制細胞代謝

(

(A)選項 A (B)選項 B (C)選項 C (D)選項 D
)21. 附圖為動物細胞的構造示意圖，甲、乙、丙、丁
分別代表細胞內不同的構造，則下列何者主要負
責控制物質進出？

(A)甲 (B)乙 (C)丙 (D)丁
(

)22. 附圖為植物細胞的示意圖，熱帶雨林常有高達數
十公尺仍能屹立不搖的樹木，而陸地上的大象、
長頸鹿等大型動物，高度均在數公尺之內，主要
原因為植物細胞多了何種構造？

(

(

(

(A)甲細胞具保護作用，並能自行製造養分 (B)乙
細胞呈半月形，內有大型液胞 (C)丙為氣體進出
處 (D)甲、乙細胞均含有細胞核、粒線體及細胞壁
)25. 小宇觀察蘆薈葉片的下表皮，他想清處看到細胞
膜和細胞壁分離，請問小宇撕下蘆薈葉片的下表
皮後，應該滴入何種溶液，才能觀察到？
(A)清水 (B)濃糖水 (C)蒸餾水 (D)生理食鹽水
)26. 承上題，此現象為何種作用？(A)代謝作用 (B)擴
散作用 (C)滲透作用 (D)光合作用
)27. 附圖為物質進出細胞的示意圖，下列相關敘述何
者正確？

(A)蛋白質可用甲或乙方式進入細胞
(B)水可用 甲或乙方式進出細胞
(C)礦物質利用乙方式進出細胞
(D)二氧化碳利用甲方式進出細胞
)28. 甲燒杯內含有 5％澱粉液，乙燒杯內含有 5％葡
萄糖液，將只含有水的袋子分別放入甲、乙兩
燒杯中，如附圖所示。已知袋子的膜只能讓水
及葡萄糖通過，放置一小時後，下列相關敘述
何者正確？
甲

乙

水

水

5% 澱粉液

5 % 葡萄糖液

(A)甲燒杯中袋內的液體加入碘液後呈現藍黑色
(B)甲燒杯中袋外的澱粉濃度改變加入碘液後呈
現藍黑色
(C)乙燒杯中袋外的葡萄糖濃度會降低加入碘液
後呈現藍黑色
(D)乙燒杯中袋內的液體加入碘液後呈現藍黑色
)29. 小文因嚴重的膽結石必須切除膽囊，你認為他損
失了： (A)一個細胞 (B)一部分組織 (C)一個器
官 (D)一項器官系統
)30. 附圖的生物小粉觀察到的草履蟲，其生物體組成
層次由高至低依序為何？

(A) 個體即細胞 (B) 個體器官系統器官組
織 細胞 (C)細胞器官組織個體 (D)細
胞組織器官器官系統個體

(A) 乙 (B)丙 (C)丁 (D)戊
)23. 小豆買了麻辣臭豆腐，打算坐公車回到家後再獨
享，但一進公車站，整個車站的人都聞到了。這
是氣體分子透過何種作用造成的？
(A)代謝作用 (B)擴散作用 (C)滲透作用 (D)光
合作用

尚有試題

2

(

)31. 阿泰在觀察植物表皮實驗時，利用高倍顯微鏡看
到的影像如附圖，發現其均屬於扁平鱗狀細胞，
且具有保護裡層的功用。試問阿泰應將植物表皮
歸納為下列何者？

2.

胖虎看大雄魔術表演，大雄變出了四杯神秘的飲料，其
中有一杯是胖虎最愛的無糖綠茶；在不能看、不能聞、
不能喝的條件下，大雄將四杯飲料各取 3 mL，分別做了
簡易測試，結果如附表：
測試內容 滴入一滴 加入本氏液 2 mL

反應結果

(

(

(

(

)32.

)33.

)34.

)35.

(A)細胞 (B)組織 (C)器官 (D)器官系統
小夫到野外採集水筆仔標本，他觀察了保衛細
胞、葉表皮、花、以及掉落長根的胎生苗。請
問小夫觀察的樣本中少了哪一生物組成層次？
(A)細胞 (B)組織 (C)器官 (D)器官系統
自強國中某日「營養午餐」有意大利麵、豆腐、
玉米、蘋果。則此菜單中含有醣類養分的共有幾
項？(A)有 1 項 (B)有 2 項 (C)有 3 項 (D)全部都
有
關於維生素與礦物質，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維生素 A 對視神經的保健很有幫助，減少夜盲
症產生 (B) 維生素 D 會造成鈣質的吸收能力變
差，而造成軟骨症 (C)多吃罐頭食品可增加吸收
鐵，幫助造血 (D)維生素 C 攝取愈多、對健康幫
助愈大
阿奇和阿怪各吃了半個中秋月餅，其營養標示如
附表所示。試幫忙阿奇計算出大約吃下了多少的
熱量？
營養標示

(
(

每 100 克
10 克

脂肪

16 克

碳水化合物

56 克

鈉

98 毫克

(A)102 大卡 (B) 204 大卡 (C)306 大卡 (D) 408
大卡

二、題組：每題 2.5 分，共 12.5 分
1. 附圖裝置是用來測定試管內是否含葡萄糖，試問：
甲

(
(

(

)(36)甲試管中除了葡萄糖，還須加下列哪一種試劑？
(A) 水 (B) 碘液 (C) 本氏液 (D) 澱粉液
)(37)在此實驗中，假若試管中含有葡萄糖，則加熱後的
顏色變化順序為何？ (A)無色→淡藍色→深藍色
(B)深藍色→淡藍色→無色 (C)紅色→綠色→淡藍色
(D)淡藍色→綠色→橘紅色
)(38)燒杯內應裝入下列何種物質？
(A) 水 (B) 碘液 (C) 本氏液 (D) 澱粉液

3

後，隔水加熱

甲杯

黃褐色

綠

乙杯

黃褐色

淺藍色

丙杯

藍黑色

紅

丁杯

藍黑色

淺藍色

色
色

)(39)請問：胖虎應該選擇哪一杯？
(A)甲 (B)乙 (C)丙 (D)丁
)(40)請問：哪一杯最有可能是全糖芋頭牛奶？
(A)甲 (B)乙 (C)丙 (D)丁

試題結束

每一份量 50 克
蛋白質

碘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