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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正國中 109 學年度第 1 學期 七年級 自然領域 補考題庫 

1. （D）小明在野外找到 4 種物質，請問：小明最適合利用何種特性來判斷所找到的物質 

為生物？ 

(A)摸起來有熱度 (B)能吸收水分 (C)會移動位置 (D)可以分解養分，產生能量 

2. （A）美美發現生長在沙漠中的仙人掌葉子多呈針狀，請問：仙人掌的針狀葉使仙人掌具 

有何種生存優勢？  

(A)減少水分散失 (B)維持體溫穩定 (C)提升光合作用效率 (D)少養分的消耗 

3. （C）「細胞皆需在顯微鏡下才能看見」，這句話是否正確？  

      (A)正確，細胞皆無法由肉眼直接看見  

(B)正確，顯微鏡的發明就是為了觀察細胞  

(C)錯誤，雞卵黃就是一個細胞，且肉眼清楚可見  

(D)錯誤，植物細胞可由肉眼直接觀察 

4. （B）下列何種細胞通常兩兩成對，具有調節氣體進出植物的功能？  

      (A)表皮細胞 (B)保衛細胞 (C)葉肉細胞 (D)輸導細胞 

5. （B）小伶觀察不同細胞的形態，下列何種細胞最可能具有接收或傳送訊息的功能？  

     (A)  (B)  (C)  (D)   

6. （A）已知某細胞需較多的能量才能維持其功能，可知該細胞內何種構造可能較多？  

      (A)粒線體 (B)葉綠體 (C)液胞 (D)細胞膜 

7. （C）咸豐草葉子中的保衛細胞能進行光合作用而製造養分，主要是因為該細胞具有下列 

何項特色？  

(A)形狀為半月形 (B)具有細胞核 (C)具有葉綠體 (D)具有細胞壁 

8. （D）亮亮將寫有字母 a 的玻片置於複式顯微鏡下，以 40×的倍率觀察，看見如【圖一】  

        所示的影像。請問：當亮亮將倍率調升為 100×時，看見的影像應如下圖何者？  

      (A)  (B)  (C)  (D)   

 

 

 

 

 

 

 

9. （A）顯微鏡的目鏡及物鏡長短與倍率有關，當目鏡愈長時，倍率愈低；物鏡愈長時，倍 

率愈高。【圖二】中甲乙丙為目鏡，PQR 為物鏡。晶晶利用這臺顯微鏡觀察植物的 

表皮，請問：如果想要在視野中看見最多的細胞，應採用何種組合？ 

        (A)甲、P  (B)乙、Q  (C)丙、R  (D)甲、R 

 

 

【圖一】 【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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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織 主要功能 

甲 運輸水分 

乙 細胞分裂 

丙 運輸養分 
 

10. （C）【圖三】是小傑和小群觀察相同玻片標本的影像。關於兩人紀錄的差異，較可能是 

        下列何種原因所導致？ 

          (A)製作玻片標本時有無添加亞甲藍液所導致  

(B)製作玻片標本時，是否有先漱口所導致 

(C)進行觀察時，是否調整過細調節輪所導致 

(D)兩人的紀錄是依據不同倍率物鏡所觀察的影像 

 

 

 

 

 

 

 

 

 

 

11. （D）下列有關不同植物莖構造之敘述，何者正確？  

    (A)單子葉植物維管束排列成環狀  

     (B)雙子葉植物維管束散生  

     (C)木材為活細胞永遠可以運輸水分 

     (D)不同季節產生的木質部細胞交替排列成年輪 

12. （A）【圖四】為某種植物莖部橫切面的構造示意圖。已知蚜蟲是以此種植物韌皮部中的 

        汁液為食，若分析蚜蟲所吸取的成分，則可以對圖中哪一部分有更多的了解？ 

        (A)甲 (B)乙 (C)丙 (D)丁 

13. （D）校外教學到阿里山時，小豪觀察到有些神木的樹幹中心已呈空洞，但上方的枝幹 

末端仍長出新葉產生，代表神木尚未死亡，請問這些樹幹中空的神木不會枯死的原 

因為何？   

        (A)韌皮部仍具有輸導水分功能 (B)木質部具有輸導養分功能  

        (C)中空處形成管子而具有輸導水分功能 (D)具有輸導水分功能的構造尚未被破壞 

14. （B）研究員利用工具鑽取榕樹樹幹的維管束組織，從樹皮表面上的╳點垂直鑽入樹幹 

中心後，將取出的組織依其主要功能分別標示為甲、乙、丙，如附表所示。依表中 

的主要功能判斷，比較此三者與╳點間的距離，下列何者最合理？ 

        (A)甲＜丙＜乙 (B)丙＜乙＜甲 (C)乙＜丙＜甲 (D)乙＜甲＜丙 

 

 

15. （A）家中客廳擺的木製沙發組，是由木材所製成。試問木材是由下列植物莖的哪種細 

胞所構成？(A)木質部細胞 (B)韌皮部細胞 (C)形成層 (D)木質部與韌皮部細胞 

16. （A）植物蒸散作用是植物吸收水分最重要的動力來源，有關蒸散作用，下列何者錯誤？  

    (A)韌皮部負責蒸散作用的進行  (B)蒸散作用有助於根部對水分的吸收  

(C)摘除植物葉片會減緩蒸散作用 (D)蒸散作用時，水分移動的方向是由下往上運輸 

17. （B）翔真將一棵生長旺盛的植物充分澆水後，用塑膠袋套起來，一段時間後，發現塑 

膠內壁上有很多水珠，試問這些水從何而來？  

(A)植物行光合作用，水蒸氣由表皮排出  

(B)植物行蒸散作用，水蒸氣由氣孔排出  

(C)植物行擴散作用，水蒸氣由表皮排出  

(D)植物行呼吸作用，水蒸氣由葉子邊緣排出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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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球賽前  球賽後 

心搏 脈搏 心搏 脈搏 

W X Y Z 
 

 選項 數值 

(A) 7.35 次／分 

(B) 72 次／分 

(C) 130 次／分 

(D) 9 次／分 
 

18. （A）【圖五】為人類血液組織抹片，同學討論內容如下，  

    小志：甲含有血紅素，主要功能為攜帶氧氣；  

    軒軒：丙的數量最多，成熟的丙細胞沒有細胞核； 

    小濱：乙細胞大小最小，可以用來做遺傳物質檢驗； 

    多多：受傷或是細菌感染時，乙有防禦功能。 

    請問有幾位同學的說法是正確的。  

    (A)一位 (B)二位 (C)三位 (D)四位 

 

19. （D）阿德到醫院進行血液檢查，護士採血並放入適當藥物使血液不會凝固，也不會改 

變血液原始狀態。之後將血液進行分層後，發現液體會分成兩層，上層即血漿部分， 

收集上層的液體後最不容易發現下列何者？  

(A)水 (B)激素 (C)葡萄糖 (D)血小板 

20. （C）血液藉由心臟和血管流經全身，下列何者不是血液的功能？  

    (A)運送二氧化碳 (B)運送葡萄糖 (C)分解養分 (D)防禦病菌感染 

21. （A）心臟在人體內擔任著血液流動的原動力來源，共分成四個腔室，分別和血管相連。 

請問【圖六】中，哪些血管或腔室內為充氧血？ 

(A)c、d (B)a、b (C)甲、乙 (D)乙、丁 

 

 

 

 

 

 

 

 

 

 

 

22. （C）【圖六】為人體心臟、肺臟和其他細胞之間血液循環的示意圖，箭頭代表血液流動 

的方向，甲、乙、丙及丁分別代表不同的血管。根據附圖的血液流動方向，分別比 

較甲和乙、丙和丁中的血液二氧化碳濃度，下列何者最合理？ 

        (A)甲＜乙，丙＜丁 (B)甲＜乙，丙＞丁 (C)甲＞乙，丙＜丁 (D)甲＞乙，丙＞丁 

23. （C）血液在經過不同的器官前後，其內的氧氣含量會有變化，有的是充氧血變成缺氧 

血，有的是缺氧血變成充氧血。請判斷人體哪一條動脈中的血液屬於缺氧血？  

        (A)腎動脈 (B)肝動脈 (C)肺動脈 (D)胃動脈 

24. （A）今測量戴姿穎選手在羽球賽前後，每分鐘的心搏及脈搏次數，結果如【表一】。請 

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A)W＝X  (B)X＝ Z  (C)W＞Y  (D)W＞ Z 

 

 

 

 

  

 

25. （B）現今智慧型手機可下載許多不同的 App（應用程式），其中更有些可用於監測人體 

的各項數值，以作為個人健康管理的參考。【表二】為孟哲使用健康管理 App 監測 

自己睡眠時得到的數值，請問何者最可能為孟哲的心搏數？(A)A (B)B (C)C (D)D 

【圖五】 

【圖六】 
【圖七】 

【表一】 
【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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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B）血液在經過不同的器官前後，其內的氧氣含量會有變化，有的是充氧血變成缺氧 

血，有的是缺氧血變成充氧血。請判斷人體哪一條動脈中的血液屬於缺氧血？  

(A)腎動脈 (B)肝動脈 (C)肺動脈 (D)胃動脈 

27. （D）【圖八】為人體血液循環和淋巴循環的部分示意圖，甲、乙和丙為不同的管道名稱， 

圖中（實線箭頭）代表液體的流動方向，（虛線箭頭）代表物質由微血管滲出。根 

據此圖判斷，甲、乙和丙的敘述，何者最合理？(A)甲和乙內皆含缺氧血 (B)乙和丙 

內皆含充氧血 (C)甲和丙內皆含缺氧血 (D)乙內沒有紅血球 

 

 

 

 

 

 

 

 

28. （D）下列有關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兩者皆屬於中樞神經  

(B)感覺神經元會將訊息由受器傳導到動器 

(C)運動神經元會將訊息由動器傳導到中樞神經  

(D)「想到有趣的事笑了出來」的神經傳導路徑不須經過感覺神經元 

29. （D）【圖九】是人體的中樞神經示意圖，宇正「腳踩到尖物立刻縮回，並用手撫摸疼痛 

處」的控制中樞依序為何？(A)乙甲 (B)甲丙 (C)丁丁 (D)丁甲 

30. （B）下列有關反射的敘述，何者錯誤？  

    (A)反射不須經過大腦思考  

(B)看到紅燈踩煞車是由脊髓控制的反射  

(C)打噴嚏是由腦幹控制的反射  

(D)手摸到熱水壺立刻縮回是由脊髓控制的反射 

31. （D）悅伶看電影看到感人的情節時，不禁流下眼淚。從她接受刺激到產生反應的過程 

中，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淚腺是可以分泌淚液的腺體）  

(A)此反應的動器是大腦 (B)此反應是由腺體發出命令  

(C)接受刺激的構造是淚腺 (D)訊息藉由神經元傳遞 

32. （D）下列有關內分泌系統的敘述，何者錯誤？  

    (A)內分泌腺會分泌激素 (B)激素由血液運送  

(C)蝌蚪變青蛙和激素有關 (D)激素分泌愈多，對生物體愈有利 

33. （D）生長激素的分泌量長期不足時，最有可能對身體造成什麼影響？  

    (A)血糖濃度較高 (B)血糖濃度較低 (C)身高較高 (D)身高較矮 

34. （D）下列有關胰臟功能的敘述，何者正確？  

    (A)能分泌消化纖維素的酵素 (B)能分泌降低血糖的酵素  

(C)能分泌消化脂質的激素 (D)能分泌升高血糖的激素 

35. （C）小波是健康的男性，有關他結紮（切斷輸精管但保留睪丸）後的敘述，下列何者 

正確？  

(A)無法製造精子 (B)無法製造雄性激素 (C)無法運送精子 (D)無法運送雄性激素 

36. （D）如【圖十】所示，一個箱子的四面被標記為甲、乙、丙、丁，箱內有一株幼苗在 

        以鐵絲固定的溼棉花上生長，且此箱子一直放置在黑暗環境中。根據此幼苗彎曲生 

        長的方向，判斷箱子在該環境中被放置時，是以哪一面朝上？ 

【圖八】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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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甲 (B)乙 (C)丙 (D)丁 

   

 

 

 

 

 

 

 

 

37. （C）動、植物呼吸作用所排出氣體，有相同的成分嗎？  

    (A)有，都是氧氣 (B)沒有，動物排二氧化碳，植物排氧氣 (C)有，都是二氧化碳  

(D)只有在夜晚時二者呼吸所排氣體才會相同，都是二氧化碳 

38. （A）人體吸入的氧氣，最後在下列何處被利用？  

    (A)細胞 (B)肺泡空腔 (C)血液 (D)鼻腔 

39. （B）下列何者是動物用以「交換氣體」的基本原理？  

    (A)大氣壓力 (B)經由擴散作用 (C)氣體的流動 (D)肋骨與橫膈的作用 

40. （D）以下何者為人體引發飢餓感的直接原因？  

    (A)腸胃中食物太少 (B)細胞中缺少葡萄糖 (C)肝臟中肝糖太少 (D)血糖濃度太低 

41. （A）血液中的葡萄糖稱為血糖。人體的血糖來源最主要是來於？  

    (A)醣類食物的消化吸收 (B)肌肉中肝糖的分解  

(C)肝臟中肝糖的合成   (D)注射葡萄糖溶液 

42. （D）人體血液中葡萄糖濃度須維持在一定的範圍，與以下哪個生理現象的關聯最密切？  

    (A)讓胰島素與升糖素可以維持恆定 (B)不容易產生飢餓感 

(C)讓肌肉與肝臟能更順暢地合成肝糖 (D)有利於細胞進行呼吸作用以產生能量 

43. （A）【圖十一】為某生一天的血糖濃度變化。已知該生用餐時間為中午 12 時及晚上 19 

         時，其他時間並沒有進食；則下圖甲乙丙丁四個時間點可能出現的激素名稱，何 

         者錯誤？ 

         (A)甲―升糖素 (B)乙―胰島素 (C)丙―腎上腺素 (D)丁―胰島素 

44. （D）關於蛋白質在人體內的代謝與排泄，以下何者錯誤？  

     (A)蛋白質消化成胺基酸：在小腸進行   (B)形成尿素：在肝臟進行  

         (C)胺基酸氧化產生氨：在各細胞內進行 (D)形成尿液；在膀胱進行 

45. （B）關於腎臟的功能，以下何者錯誤？  

     (A)可過濾血液中的尿素 (B)可分泌腎上腺素  

         (C)可排除體內多餘的水 (D)可進行葡萄糖和礦物質的再吸收 

46. （A）生物代謝蛋白質會產生廢物。關於這些廢物及其處理方式，以下敘述何者正確？  

    (A)昆蟲產生尿酸混在糞便中排出 (B)單細胞生物藉擴散作用將尿素直接排除  

        (C)淡水魚透過鰓將尿液排至水中 (D)尿酸的毒性最大，尿素次之，氨最小 

47. （B）有關生物體內水分及體熱調節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植物體內水分主要由氣孔蒸散流失，可以調整體溫  

        (B)沙漠植物葉片表面的角質層比一般植物薄，以利散熱  

        (C)爬蟲類的鱗片或骨板，能防止水分快速散失  

        (D)兩生類的皮膚可進行氣體交換，但無法防止水分快速散失 

48. （D）如果土壤中水分多，且空氣溼度高，則植物體會表現下列何種現象？  

    (A)落葉 (B)水分由莖泌出 (C)水分由氣孔蒸散 (D)水分由葉緣泌出 

【圖十】 【圖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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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C）人的體溫必須要維持在一定的範圍之內，而身體需要的熱能主要是來自於下列何 

         者？  (A)心臟的搏動 (B)肌肉的收縮 (C)細胞進行的呼吸作用 (D)陽光的照射 

50. （C）植物主要是利用何種作用來散熱？  

     (A)光合作用 (B)呼吸作用 (C)蒸散作用 (D)代謝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