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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隆市立中山高級中學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段考 

國一自然試卷__年 __班 座號：___ 姓名：_______ 
※選擇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 將答案劃記在答案卡 

一、 單一選擇 

1. (   )有關生物圈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為海平面

垂直上下共一萬公尺的範圍內 (Ｂ)生物圈內的

環境都差不多，因此可以孕育出豐富的生命    

(Ｃ)生物通常有著不同的外觀和構造，能適應不

同的生存環境 (Ｄ)生物圈的範圍含有陸地及水

域，但不包含大氣。 

2. (   )水筆仔的樹枝上常會懸掛著一根一根的筆狀物，

請問這些是水筆仔的何種構造？ (Ａ)氣生根  

(Ｂ)果實 (Ｃ)變形的莖 (Ｄ)胎生苗。 

3. (   )生物與非生物的區別在於：生物可以表現生命現

象。葉媽媽家的倉鼠昨晚生了 4 隻小倉鼠，請問

這是屬於生命現象中的哪一種？ (Ａ)代謝    

(Ｂ)生長與發育 (Ｃ)感應與運動 (Ｄ)生殖。 

4. (   )下列有關實驗的變因，何者正確？  

(Ａ)實驗時，各種可能會影響實驗結果的因素稱

為變因  (Ｂ)實驗組和對照組，其控制變因必須

不同 (Ｃ)操作變因為實驗組和對照組需保持相

同的因素 (Ｄ)必須先提出結論，才能分析得知

實驗中的應變變因為何。 

5. (   )若要探究陽光對豌豆生長速度的影響，下表中的

哪兩組可做為實驗組和對照組？ 

 甲 乙 丙 丁 

溫度保持 28℃ 15℃ 15℃ 28℃ 

澆水次數

及水量 

每日 1 次

，每次 

100mL 

每日 2 次

，每次 

100mL 

每日 2 次

，每次 

100mL 

每日 1 次

，每次 

100mL 

放置位置 

實驗室窗

戶旁， 

白天可照

到光 

實驗室實

驗桌上，

蓋上黑色

不透光罩 

實驗室窗

戶旁， 

白天可照

到光 

實驗室實

驗桌上，

蓋上黑色

不透光罩 

(Ａ)甲乙 (Ｂ)乙丁 (Ｃ)丙丁 (Ｄ)甲丁。 

6. (   )在研究科學問題時， (甲)學說、(乙)實驗、(丙)

提出問題。前列三者的先後順序應該為何？  

(Ａ)甲乙丙(Ｂ)丙乙甲(Ｃ)乙甲丙(Ｄ)丙甲乙。 

7. (   )下列何者較適合使用解剖顯微鏡觀察？  

(Ａ)螞蟻的觸角(Ｂ)人的口腔皮膜細胞(Ｃ)細菌 

(Ｄ)病毒。 

8. (   )下列進入實驗室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項？(甲)實驗

室很安全，可以飲食；(乙)顯微鏡使用完畢必須妥

善擺放；(丙)離開實驗室必須關水、關燈、關窗戶

，收拾物品排好桌椅；(丁)老師所講的事項一定要

遵守；(戊)依活動紀錄簿的實驗步驟進行實驗。

(A)甲乙丙丁戊 (B)乙丙丁戊 (C)丙戊(D)丙丁戊 

9. (   )細胞是生物的基本單位，請問主要是什麼因素會

造成大鯨魚與小蝦米之間體型的差異？  

(Ａ)細胞的大小(Ｂ)細胞的多寡(Ｃ)細胞製造分

泌物的多寡 (Ｄ)細胞與細胞之間的間隔大小。 

10. (   )小虎在觀察動、植物玻片標本的實驗中，留下一

段紀錄：「這些細胞扁平，排列緊密，形狀有規

則，呈現一格一格的樣子……」，請問這段文字

可能是描述下列哪一種細胞？  

(Ａ)肌肉細胞  (Ｂ)口腔細胞 (Ｃ)神經細胞   

(Ｄ)洋蔥表皮細胞。 

11. (   )細胞大多很微小，一般若要度量細胞的大小時，

使用下列哪一種單位較為合適？ 

(Ａ)公分（cm）  

(Ｂ)毫米（mm）  

(Ｃ)微米（μm） 

(Ｄ)奈米（nm）。 

12. (   )以下關於細胞內各種構造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細胞核含有遺傳物質，為細胞的生命中樞  

(Ｂ)液胞為動、植物細胞共有的構造，具儲存的

功能 (Ｃ)葉綠體使細胞呈現綠色，能行光合作

用製造葡萄糖 (Ｄ)粒線體是動物細胞特有的構

造，可產生能量。 

13. (   )請由附圖判斷，這個細胞可能是動物或是植物細

胞？讓你做出判斷的最關鍵構造為何？ 

 

(Ａ)植物細胞，葉綠體 (Ｂ)植物細胞，粒線體 

(Ｃ)動物細胞，液胞 (Ｄ)動物細胞，細胞質。 

14. (   )關於細胞置於各種不同濃度的鹽水中會發生的改

變，何者正確？ (Ａ)動物細胞置於純水中時，

細胞會變小 (Ｂ)植物細胞置於低濃度食鹽水中

時，細胞會脹破 (Ｃ)動物細胞置於高濃度食鹽

水中時，細胞會萎縮 (Ｄ)植物細胞置於高濃度

食鹽水中時，細胞會變大。 

15. (   )細胞膜具有控制物質進出細胞的功能，下列哪一

種物質不能以擴散作用的方式進出細胞？  

(Ａ)氧氣(Ｂ)純水(Ｃ)二氧化碳(Ｄ)蛋白質。 

16. (   )小榕正在吃蘋果，小翰想把在學校學到的知識應

用在生活上，便對小榕說：「你利用口腔器官來

嚼碎植物營養器官──蘋果」。請問小翰所說的

這句話對嗎？ (Ａ)錯的，口腔屬於組織，不是

器官 (Ｂ)錯的，蘋果屬於生殖器官 (Ｃ)錯的

，口腔與蘋果都是屬於組織 (Ｄ)完全正確。 

17. (   )下列有關人體組成層次的相關敘述，何者不正確

？ (Ａ)胃為器官，包含皮膜組織與肌肉組織等 

(Ｂ)心臟、肝臟、肺臟與腎臟皆屬於器官的層次 

(Ｃ)器官系統是由一群構造與機能相似的細胞所

組成 (Ｄ)人體包含了許多器官系統，如消化、

呼吸與循環系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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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毛豆」就是尚未成熟、青綠色的大豆，附圖為

常見的毛豆莢，剝開後有 2～3 顆毛豆。通常農夫

於豆莢生長至 80％飽滿狀態時採摘，此時豆莢呈

綠色且帶有茸毛，故稱為毛豆。下列有關毛豆的

敘述，何者正確？ 

 

(Ａ)毛豆屬於組織，豆莢則屬於器官  

(Ｂ)毛豆屬於營養器官，豆莢則屬於生殖器官 

(Ｃ)毛豆屬於生殖器官，豆莢則屬於營養器官 

(Ｄ)毛豆與豆莢皆屬於生殖器官。 

19. (   )下列哪一種數值代表的長度最長？ (Ａ) 10 公尺

(Ｂ) 10 微米(Ｃ) 10 奈米(Ｄ) 10 公里。 

20. (   )下列關於微觀尺度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可以協助解釋自然現象 (Ｂ)與巨觀現象無

關 (Ｃ)需要利用顯微鏡觀察 (Ｄ)能應用在科

技上改善生活。 

21. (   )關於巨觀尺度的宇宙中，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光年是時間單位 (Ｂ)地球是目前發現唯一

有生命的星球  (Ｃ )我們位於宇宙的中心      

(Ｄ)生活周遭是我們較無法掌握的尺度。 

22. (   )地球上大多數生物的能量來源為何？  

(A)陽光 (B)空氣 (C)水 (D)雷電。 

23.  (   )細胞核具有下列何種功能？ 

(Ａ)含有葉綠體可進行光合作用  

(Ｂ)含遺傳物質是細胞的生命中樞  

(Ｃ)具有支持作用可防止細胞變形  

(Ｄ)為氧化物質產生能量的主要場所。 

24. (   )如圖為一隻花枝，試問此花枝的組成層次由低到

高為何？ 

 

(Ａ)細胞、器官、組織、個體 (Ｂ)細胞、組織

、器官、器官系統、個體 (Ｃ)細胞、組織、器

官、個體 (Ｄ)器官、組織、細胞、個體。 

25. (   )對於單細胞生物與多細胞生物的敘述，附表中哪

一項錯誤？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選項 單細胞生物 多細胞生物 

甲 例如：草履蟲 例如：白線斑蚊 

乙 
單一細胞可獨立

生活 

單一細胞不能獨

立生活 

丙 
細胞無明顯分工

合作現象 

細胞有分工合作

現象 

丁 
細胞內各種構造

無特定的機能 

細胞內各種構造

有特定的機能 

 

26. (   )當植物細胞由甲圖變為乙圖，細胞內水分應該會

如何變化？ 

 
(Ａ)  (Ｂ)   

(Ｃ)  (Ｄ)  

27. (   )喜馬拉雅山標高 8848 公尺，山頂終年覆蓋冰雪，

除了偶有登山客外，見不到人類蹤跡，則喜馬拉

雅山是否屬於生物圈範圍？(Ａ)否，只有人類居

住的地方才是生物圈 (Ｂ)否，生物圈範圍在海

平面上下共 2000 公尺以內 (Ｃ)是，因山頂有其

他生物生存(Ｄ)是，因生物圈範圍是整個地球。 

28. (   )升上國中的第一次段考的考試正在進行，有人會

心跳加速、手腳發抖情形。試問「心跳加速、手

腳發抖」是生物的哪一種生命現象？  

(Ａ)代謝 (Ｂ)生長 (Ｃ)繁殖 (Ｄ)感應。 

29. (   )下列有關物質進出細胞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葡萄糖可自由進出細胞 (Ｂ)水可藉擴散作

用進出細胞 (Ｃ)氧氣經分解後才可進入細胞  

(Ｄ)二氧化碳要藉細胞膜上特殊的蛋白質才能進

出細胞膜。 

30. (   )阿明把下表中四項構造，對應到個體的組成層次

為(甲)→ㄇ；(乙)→ㄅ；(丙)→ㄇ；(丁)→ㄈ。

請問他的對應結果有幾項是正確的？ 

(Ａ) 4 項 (Ｂ) 3 項 (Ｃ) 2 項 (Ｄ) 1 項。 

構造 層次 

(甲)腎臟 ㄅ、細胞 

(乙)口腔皮膜細胞 ㄆ、組織 

(丙)消化道 ㄇ、器官 

(丁)血液 ㄈ、器官系統 

 

31. (   )一棵蘋果樹上結了許多蘋果，同時有部分的花尚

未結果，請問這棵蘋果樹共包括多少種器官？  

(Ａ) 3 (Ｂ) 4 (Ｃ) 5 (Ｄ) 6。 

32. (   )信偉在觀察洋蔥表皮實驗時，利用高倍顯微鏡看

到的影像如圖所示，發現均屬於扁平鱗狀細胞，

且具有保護內層的功用。試問信偉應將洋蔥表皮

歸納為下列何者？ 

 

(Ａ)保衛細胞 (Ｂ)器官 (Ｃ)組織 (Ｄ)器官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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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   )我們從植物葉片撕取的透明薄片包含兩種細胞，

請問這在生物體的構造階層上屬於哪一層次？  

(Ａ)細胞 (Ｂ)組織 (Ｃ)器官(Ｄ)器官系統。 

34. (   )中秋節準備的烤肉食材如下：(甲)蝦子；(乙)玉

米；(丙)雞心；(丁)豬肉片；(戊)青椒；(己)蛤

蠣。有幾項是以生物的「器官」為材料？  

(Ａ) 1 (Ｂ) 2 (Ｃ) 3 (Ｄ) 4。 

35. (   )人體的細胞中，形狀細長，可以收縮產生運動的

是下列何者？  

(Ａ)表皮細胞 (Ｂ)肌肉細胞  

(Ｃ)紅血球細胞 (Ｄ)神經細胞。 

36. (   )如表為植物細胞在放入各種溶液前，以及放入甲

、乙及丙三種不同濃度的蔗糖溶液後，細胞變化

情形的示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植物細胞在乙溶液中無水分子進出的現象，故

細胞形狀不變  

(Ｂ)蔗糖溶液濃度甲＞乙＞丙  

(Ｃ)若持續放入甲溶液內，植物細胞會脹破  

(Ｄ)此現象不必消耗能量即可發生。 

 

37. (   )(甲)葡萄糖；(乙)蛋白質；(丙)脂質；(丁)水； 

(戊)氧；(己)二氧化碳；(庚)澱粉；(辛)肝糖。

上述物質中能藉由蛋白質通道，進出細胞的有哪

些物質？  

(Ａ)甲乙丙 (Ｂ)甲丁  

(Ｃ)庚辛 (Ｄ)甲乙丙丁戊己。 

 

38. (   )如附表，有關擴散作用與滲透作用比較，下列何

者正確？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選項 擴散作用 滲透作用 

甲 
任何分子由濃度高往

濃度低移動 

水分子由濃度高往濃

度低移動 

乙 任何分子皆可進行 
任何分子皆可通過細

胞膜 

丙 可自然發生 無法自然發生 

丁 最後達分子分布均勻 無法達分子分布均勻 

 

39. (   )小雯從花店買了一束香水百合，插在客廳的花瓶

中，不久後，整個客廳便充滿了香水百合的香味

，請問造成此一現象的原因為何？  

(Ａ)分子的攪拌作用  

(Ｂ)分子的滲透作用  

(Ｃ)分子的擴散作用  

(Ｄ)分子的膨脹作用。 

40. (   )下列哪項敘述符合「細胞學說」？  

(A)每個生物個體，都是由許多細胞聚集形成的 

(B)細胞是生物體構造和功能的最基本單位  

(C)細胞的形狀隨功能不同而有不同  

(D)細胞裡有遺傳物質，所以具有生命現象 

41. (   )下列何者是產生能量的主要場所，相當於細胞的

發電廠？ 

(Ａ) 葉綠體  

(Ｂ) 粒線體  

(Ｃ) 細胞核  

(Ｄ) 細胞質。 

42. (   )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玻片標本時，如果想得到適

當的光線，應調節下列哪些部位？  

(A)目鏡、物鏡    

(B)反光鏡、光圈  

(C)粗、細調節輪  

(D)載玻片、蓋玻片 

 

 

二、 題組 

 

※請在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下列問題： 

  馬里亞納海溝是世界最深的海溝，位於菲律賓東北

、馬里亞納群島附近的太平洋底，全長 2,550 公里，平均

寬 70 公里，大部分水深在 8,000 公尺以上，最深處為 

11,034 公尺，是地球表面最深的地方。在地球表面的最

高峰為聖母峰，其高度距海平面約 8,848 公尺。世界各地

有許多探險家都曾成功的征服聖母峰，但至今僅有瑞典

工程師雅克．皮卡爾和美國海軍中尉唐．沃爾森兩個人

，成功勘探過馬里亞納海溝。他們共同乘坐深海潛水器

，下潛到 10,911 公尺的海底，並在那裡逗留了 20 分鐘。 

  在馬里亞納海溝中居住著一種深海生物：角高體金

眼鯛（Anoplogaster cornuta），屬深海魚類，體長約 15 

公分，因為口中具有可怕的大牙，因此有「尖牙」的稱

號。牠們最常棲息的地方是水深 500～2,000 公尺處，但

最深到 5,000 公尺的海底深淵仍可見到其蹤跡。深海區的

水壓很大，溫度接近零度，生物種類不多，因此「尖牙

」主要的食物為從海洋上層所掉落的生物碎屑。 

 

43. （ ）在水深約 200 公尺的海裡，較缺少何種生物生

存需要的資源？  

(Ａ)陽光 (Ｂ)空氣 (Ｃ)水 (Ｄ)養分。 

 

44. （ ）有關角高體金眼鯛和海底環境的敘述，何者正

確？ (Ａ)其食物主要為海洋深處的綠色大型藻

類 (Ｂ)此深海魚類頭頂具尖刺，因此有「尖牙

」之稱號 (Ｃ)深海雖無光、壓力大，但仍有生

物生存 (Ｄ)深海魚類多已發展出特殊構造，能

適應高壓高溫的海底環境。 

 

(背面還有試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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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及圖(二)為兩種顯微鏡的示意圖，試以代號回答

下列問題。 

  

圖(一) 圖(二) 

45.（ ）以圖(一)顯微鏡的高倍率物鏡觀察玻片標本，若

發現影像模糊不清，應調整哪一個構造？  

(Ａ)乙 (Ｂ)己 (Ｃ)辛 (Ｄ)庚。 

46.（ ）如果有四組不同倍數的顯微鏡：(甲) 10 × 5；(乙) 

10 × 20；(丙) 10 × 30；(丁) 10 × 40。試問哪一組

顯微鏡所觀察到同一個細胞影像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丁 

47（ ）阿倫在載玻片上寫「p」字後，放在圖(二)的顯微

鏡下觀察，則他所看到的影像為下列何者？（不考

慮放大倍率）(Ａ) p (Ｂ) q (Ｃ) b (Ｄ) d。 

 

※小可利用複式顯微鏡觀察洋蔥表皮細胞、風車草葉片下

表皮與人類口腔皮膜細胞，以下為觀察後所畫出的細胞圖

，請依圖示與代號，回答下列問題。 

 

圖(一) 圖(二) 圖(三) 

48.（ ）小嘉觀察後，畫出的細胞與細胞構造標示的配

對，何者正確？ (Ａ)圖(一)為風車草葉片下表皮

，乙為細胞壁、丙為細胞核 (Ｂ)圖(二)為口腔皮

膜細胞，丁為細胞核、己為細胞膜 (Ｃ)圖(二)為

洋蔥表皮細胞，戊為細胞膜、己為細胞壁 (Ｄ)圖

(三)為洋蔥表皮細胞，庚為細胞核、辛為細胞膜。 

49.（ ）下列有關三種細胞觀察的描述，何者不正確？ 

(Ａ)人類口腔皮膜細胞經染色後，細胞核清晰可見 

(Ｂ)風車草保衛細胞不需染色，就可以清楚看到葉

綠體 (Ｃ)洋蔥表皮細胞經染色後，可見到細胞核

與葉綠體 (Ｄ)人類口腔皮膜細胞未染色時，幾乎

為透明較難觀察。 

50.（ ）下列關於三種細胞構造的比較，何者不正確？ 

 
風車草保

衛細胞 

洋蔥表皮

細胞 

口腔皮 

膜細胞 

(甲)細胞核 有 有 有 

(乙)細胞質 有 有 有 

(丙)葉綠體 有 有 無 

(丁)細胞壁 有 有 無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