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保衛細胞發生了何種變化會導致氣孔關閉？
(A)吸水，膨壓大 (B)失水，膨壓小 (C)吸水，膨壓小 (D)失水，膨壓大。
【答案】
：(B)
【解析】
：當保衛細胞萎縮時，水分離開保衛細胞，此時水分對細胞壁的膨壓降低，細胞凹陷，因
此氣孔關閉。
( )2.下列何者是達爾文和拉馬克在演化觀點上的共同點？
(A)生物的演化是連續性的漸變過程 (B)生物的演化必經由突變 (C)所有的生物均來自一
個相同的原始祖先 (D)演化與環境因素無關。
【答案】
：(A)
【解析】
：拉馬克主張相似的物種來自相同的祖先；達爾文主張所有的生物來是相同的祖先。
拉馬克主張物種可以決定演化的方向；達爾文主張天擇決定演化的方向。
( )3.下列有關晚材的敘述，何者正確？
(A)春季增生的木質部 (B)細胞排列緊密 (C)細胞較大 (D)顏色較淺。
【答案】
：(B)
【解析】
：晚材是秋冬季節(生長季晚期)增生的木質部；氣溫低、氣候乾燥，生長較慢，因此細胞
小，排列緊密；顏色較深。
( )4.下列對莖的敘述，何者正確？
(A)莖是植物地上部的主軸，枝、葉由此分生 (B)莖頂分生組織，能使莖增粗 (C)葉芽或花
芽皆由莖頂長出 (D)灌木具有明顯的主幹。
【答案】
：(A)
【解析】
：(B)莖頂分生組織，能使莖長高。 (C)葉芽或花芽可能由莖頂或側邊長出，不一定都在
莖頂位置。 (D)喬木的主幹一般明顯高大，灌木則缺乏明顯的主幹。
( )5.下列有關維管束植物的支持及輸導作用的敘述，何者錯誤？
(A)養分及水分由維管束中特化的輸導細胞來負責運送 (B)碳水化合物在葉片合成後，經由
韌皮部運送，其方向只能由上向下 (C)韌皮部具篩管細胞，其功能是以輸送碳水化合物為主
(D)水分在根的木質部中運送方向只能由下向上。
【答案】
：(B)
【解析】
：(B)碳水化合物(葡萄糖)在葉片行光合作用合成後，經由韌皮部運送，其方向可以由上向
下，也可以由下向上，進行雙向運輸。
水分的運輸方向只能由下向上，由根部的跟壓，經莖部的毛細作用，最後由葉片氣孔的
蒸散作用散失水氣。
( )6.有關導管的敘述，何者錯誤？
(A)是死細胞，細胞上、下相連處已無細胞壁 (B)根、莖、葉的導管形成一連續的毛細管 (C)
壁孔有助於各管內液體作橫向輸導 (D)導管的毛細作用是水上升的主要動力。
【答案】
：(C)
【解析】
：(D)葉片的蒸散作用，是水上升的主要動力。
( )7.下列有關無機鹽類的吸收和運送的敘述，何者正確？
(A)無機鹽類必須溶於水中，才可被根吸收 (B)無機鹽類主要的吸收方式和水分相同 (C)根
毛主要藉擴散作用自土壤中吸收無機鹽類 (D)無機鹽類主要由韌皮部負責運送。
【答案】
：(C)
【解析】
：(B)植物根部從土壤的主要吸收方式，無機鹽是藉由主動運輸；水分的吸收是藉由滲透作
用，為被動運輸。 (D)無機鹽類是和水分一起由凗管束的木質部負責吸收運輸。
１

4-1_植物的營養器官_07

( )8.下列何者為根部能吸收水分的主要原因？
(A)木質部中的細胞是死細胞 (B)植物體內細胞需水量大 (C)水分子較小 (D)根部組織與
土壤環境之間的滲透壓差所造成。
【答案】
：(C)
【解析】
：(D)植物根部吸收水分，是利用根部組織細胞和土壤間的滲透壓差，進行滲透作用。水分
由低滲透壓運送至高滲透壓。
( )9.右圖為某一種雙子葉植物莖的橫切面圖，請問葉部行光合作用所需的水，
由何處運送至葉？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
：(C)
【解析】
：圖中：甲是表皮； 乙是維管束形成層； 丙是木質部； 丁是髓。
木質部(丙)負責運輸水分和無機鹽類。
( )10.有關葉脈中維管束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上方是木質部，下方是韌皮部 (B)下方是木質部，上方是韌皮部 (C)雙子葉植物環狀排
列、單子葉植物散生 (D)不具木質部，只有韌皮部。
【答案】
：(A)
【解析】
：葉脈是葉片內的維管束，其中木質部在上，韌皮部在下。
( )11.公元 1985 年小蘭在一棵相思樹樹幹離地 1 公尺高處釘了一根鋼釘。20 年後她回來檢查鋼
釘的位置，已知該樹平均每年長高 30 公分，則該鋼釘應該在離地多高的位置？
(A)7 公尺 (B)6 公尺 (C)1 公尺 (D)30 公分。
【答案】
：(C)
【解析】
：植物的分生組織位於根尖及莖頂，鋼釘釘的位置不在分生組織的位置，所以不會生長增
長；因此即使經過20年，鋼釘的位置仍不變，不會因植物長高而改變位置。
( )12.下圖為一葉片橫切面的構造示意圖，下列何者是將葉片中的五種
構造，由上表皮至下表皮的方向依序排列？
(A)柵狀葉肉、韌皮部、木質部、海綿葉肉、保衛細胞 (B)柵狀
葉肉、木質部、韌皮部、海綿葉肉、保衛細胞 (C)海綿葉肉、韌
皮部、木質部、柵狀葉肉、保衛細胞 (D)海綿葉肉、木質部、韌
皮部、柵狀葉肉、保衛細胞。
【答案】
：(B)
【解析】
：葉片的橫切面，由上而下為：表皮  柵狀葉肉組織  木質部  韌皮部  海綿葉
肉組織  保衛細胞。
( )13.七里香的葉片為互生，黑板樹則為輪生，這些葉片特定的排列方式，主要目的為何？
(A)減少水的蒸散 (B)吸收足夠的陽光 (C)增加 CO2 的吸收 (D)幫助養分的運輸。
【答案】
：(B)
【解析】
：(B)葉序的排列方式，目的在於增加光合作用的效率，使植物的葉片能吸收足夠的陽光。
( )14.在根的縱剖面中，哪一個構造的細胞體積增加最快？
(A)根冠 (B)生長點 (C)延長部 (D)成熟部。
【答案】
：(C)
【解析】
：根的縱切面中，細胞有明顯的生長現象，而不是細胞分裂的區域為延長部。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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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右圖為顯微鏡觀察到的向日葵莖橫切面的局部構造，下列何者正確？
(A)甲為木質部 (B)乙可運送有機養分
(C)丙有儲存養分的功能 (D)丁為形成層。
【答案】
：(C)
【解析】
：甲是韌皮纖維，乙是韌皮部的篩管，丙是木質部的導管，丁是薄壁
組織的皮層。
( )16.下列有關植物各構造的敘述，何者正確？
(A)植物分生組織就是形成層 (B)植物莖部韌皮部位於維管束內側 (C)木質部具有運輸物
質的功能 (D)單子葉植物莖沒有基本組織。
【答案】
：(C)
【解析】
：(A)形成層屬於分生組織，但是分生組織不一定是形成層。 (B)韌皮部位於維管束形成層
的外側。 (C)木質部的功能在運輸水分及無機鹽類。 (D)單子葉植物的莖有基本組織。
( )17.下列有關氣孔與皮孔的敘述，何者正確？
(A)氣孔與皮孔皆由活細胞所構成 (B)氣孔由表皮細胞特化，皮孔由木質部特化 (C)紫背萬
年青的氣孔只分布在葉的下表皮 (D)皮孔多分布在雙子葉木本植物的莖、根表面，氣孔多分
布在葉。
【答案】
：(D)
【解析】
：(A)氣孔是由表皮特化的保衛細胞控制；皮孔則是由木栓層的裂口形成，為死細胞堆積而
成。 (B)皮孔由木栓層細胞特化形成，木栓形成層則是皮層細胞特化而成。 (C)紫被萬
年青為單子葉植物，葉片上的氣孔分布在上、下表皮都有。
(D)植物的根及莖的表面，都可能有皮孔，氣孔則在葉片的戲表皮比上表皮多，部分的草
本莖上有氣孔。
( )18.年輪的環紋是由下列何者所形成？
(A)木質部與韌皮部交互形成 (B)早材與晚材交互形成 (C)心材和邊材交互形成 (D)表皮
與樹皮交互形成。
【答案】
：(C)
【解析】
：年輪是早材和晚材由於季節的交替變化，使得生長速率不一，其中早材生長較快，細胞
較大，較寬鬆；晚材生長較慢，細胞較小，排列緊密。
( )19.右圖為雙子葉植物莖的橫切面，植物行光合作用所得之養分是由
圖中哪一部分輸送到根、莖及其他部位？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
：(B)
【解析】
：圖中，甲為韌皮纖維，乙為韌皮部，丙為木質部，丁為維管束
形成層。養分的運送是由韌皮部的篩管伴細胞複合體負責輸送
至需求部。
( )20.有關木材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邊材的顏色較心材深 (B)熱帶地區的木材有明顯的年輪 (C)樹木會因缺乏心材而死亡
(D)早材較晚材的生長更快。
【答案】
：(D)
【解析】
：邊材為新生的木質部細胞，仍有運輸功能，心材為已木質化的木質部的死細胞；兩者和
早材或晚材的顏色深淺位置無關。
熱帶地區因一年四季溫暖潮濕，氣溫變化不大，所以沒有明顯的年輪。
早材為春夏季節生長，由於生長速率快，因此細胞顏色較淺，細胞也較大。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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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有人說：
「邊材就是所謂的春材」，你認為這句話是否正確？
(A)對的，因為新生的木質部細胞顏色淺 (B)對的，因為新生的木質部有輸水的功能 (C)錯
的，邊材指的是木材中顏色較深的部分 (D)錯的，邊材指的是新生的木質部細胞。
【答案】
：(D)
【解析】
：邊材和春材無關。邊材只是指新生的木質部細胞，由於仍有運輸功能，因此仍能協助運
輸水分。
( )22.雙子葉木本莖的木栓形成層是由何種組織轉變而成的？
(A)生長點 (B)形成層 (C)皮層 (D)木栓層。
【答案】
：(C)
【解析】
：木栓形成層是由皮層細胞所特化而成。
( )23.下列有關單子葉植物與雙子葉植物各項特徵的比較，何者是錯誤的？
單子葉植物

雙子葉植物

無

有

(B)葉脈

多為平行脈

多為網狀脈

(C)根系

通常為鬚根系

通常為軸根系

全為草本莖

全為木本莖

(A)維管束形成層

(D)莖的質地

【答案】
：(C)
【解析】
：(D)單子葉植物的莖大多為草本莖，而雙子葉植物的莖有草本或木本皆有。
( )24.若水由土壤滲入導管時，試問何項的滲透壓最高？
(A)根毛 (B)皮層 (C)內皮 (D)周鞘。
【答案】
：(D)
【解析】
：水分是由低滲透壓流入高滲透壓，因此外側為低滲透壓，內側則為高滲透壓。
水分進入植物根部的途徑：根毛  皮層  內皮  周鞘  木質部細胞。
所以木質部細胞的滲透壓最高，其次為周鞘細胞。
( )25.下圖中塗黑部分表示木質部，則向日葵莖的橫切面圖與下列何者最相近？

。
【答案】
：(A)
【解析】
：向日葵為雙子葉草本植物，維管束呈環狀排列，且運輸水分的木質部在內側，外側為輸
送養分的韌皮部。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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