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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生殖 

(一)男性生殖系統 

A、構造：包含睪丸、副睪、輸精管、儲精囊、攝護腺(前列腺)、尿道球腺、及陰莖等部位。 

 

B、睪丸 

(1)位於陰囊內，左右各一，內有許多彎曲細長的細精管。 

(2)細精管管壁上的精原細胞(精母細胞)經減數分裂產生精子。 

(3)細精管之間的間質細胞可分泌睪固酮(雄性激素)，促進生殖器官的發育，及男性第

二性徵的表現。 

C、副睪： 

(1)位於睪丸的後側，由彎曲的小管構成。 

(2)功能： 

甲、精子從細精管開後，活動能力不佳，暫時儲存、停留於副睪內約 2～3 週。 

乙、精子在此繼續發育成熟，成為具有運動能力及使卵受精的成熟精子。 

D、輸精管 

(1)為肌肉質細管，連接副睪與尿道。 

(2)功能：負責運輸精子至尿道。 

E、腺體： 

(1)包含儲精囊、攝護腺(前列腺)、尿道球腺。 

(2)功能： 

甲、可分泌液體，供應精子活動所需的營養，幫助精子沿生殖道前進，並緩衝女性

陰道內的酸性環境。 

乙、所分泌的液體與精子組成精液。 

F、陰囊： 

(1)屬於外生殖器，內有睪丸及副睪。 

(2)保護睪丸並調節溫度，使睪丸能在適合的環境下產生精子。 

G、陰莖： 

(1)屬於外生殖器，內有尿道。 

(2)為性交器官，性興奮時會充血勃起，性高潮會導致輸精管收縮而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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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女生生殖系統 

A、構造：包含卵巢、輸卵管、子宮、陰道 

 

B、卵巢： 

(1)位於腹腔內，左右各一。 

(2)可以產生卵並分泌雌性激素(動情素及黃體素)。 

(3)卵巢內有兩個特殊構造： 

甲、濾泡： 

(a)卵巢內含大量濾泡，女性進入青春期後，每次生殖週期都有數個濾泡浸入發育階

段，但只有一個濾泡發育成熟。 

1 個濾泡＝1 個卵母細胞＋多個濾泡細胞 

(b)能分泌動情素，刺激子宮內膜增生，並發展出新的血管和腺體。 

乙、黃體： 

(a)排卵後剩餘的濾泡細胞即迅速增殖，形成一個略帶黃色的細胞團，稱為黃體。 

(b)若卵受精，則黃體可保存數月。若卵未受精，則黃體約兩週後退化。 

(c)能分泌動情素、黃體素，使子宮內膜繼續增厚，腺體及組織液增加，作為胚胎著

床之準備。 

C、輸卵管： 

(1)左右各一條，由平滑肌構成，一端連接子宮另一端呈漏斗狀開口狀靠近卵巢。 

(2)為受精的場所，精子與卵子相遇於輸卵管的上端。 

(3)輸卵管內含纖毛，可藉纖毛運動和肌肉收縮，將受精卵(或卵子)運送至子宮。 

D、子宮： 

(1)位於腹腔下方，呈倒西洋梨形狀，由平滑肌及子宮內膜組成，內膜部分富含血管。 

(2)為受精卵著床及胎兒發育的場所。 

(3)子宮末端有肌肉環，稱為子宮頸，下連陰道。 

E、陰道： 

(1)陰道為皺褶且極富彈性的通道，一端開口於外。 

(2)功能： 

甲、性交時可以容納陰莖。 

乙、分娩時胎兒產出的通道。 

丙、月經排出體外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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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經週期 

A、女性的生殖週期： 

(1)女性子宮發生週期性的組織增生及剝落，稱為生殖週期，或

月經週期。 

(2)發生期：始於初經，至更年期停經時結束。 

(3)每次周期約為 28 天，週期長短容易受情緒、健康、活動狀

況等因素而隨之變化。 

若月經週期在 21～40 天之間，但呈規則的變化，則仍屬正

常狀態。 

B、影響月經週期的器官： 

(1)影響月經週期的器官：包含下視丘、腦垂腺、及卵巢。 

(2)  

腺體種類 激素名稱 作用 

下視丘 促性腺釋素 (GnRH) 刺激腦垂腺前葉分泌促生殖腺激素（FSH、LH） 

腦垂腺 

濾泡刺激素 (FSH) 刺激卵巢中濾泡生長 

黃體成長激素 (LH) 
a. 促進排卵 

b. 刺激卵巢中黃體的成長 

卵巢 

動情素 
a. 促進女性第二性徵的表現 

b. 刺激子宮內膜增厚 

黃體素 

a. 刺激子宮內膜增厚 

b. 抑制子宮平滑肌的收縮 

c. 刺激乳腺發育 

C、子宮週期： 

(1)行經期： 

甲、從月經來潮到結束，約 4～5 天，稱為行經期，總出血量約 30～100 ml 之間。 

乙、內容物：包含血液及自宮內膜的碎片。 

丙、產生月經的主要原因為排出的卵沒有受精，因此沒有胚胎著床及胎盤形成，導致卵

巢內黃體退化，動情素和黃體素分泌量遽減，造成子宮內膜崩毀，增生的組織和血

液從陰道排出。  

丁、若早期胚胎有著床，則子宮內膜會持續增厚，進入懷孕階段。 

(2)增生期： 

甲、自月經結束後到卵巢排卵前的這段期間，大約為期 10 天。 

乙、卵巢發育的濾泡分泌動情素，促使子宮內膜增生變厚。 

(3)分泌期： 

甲、從卵巢排卵後到下次月經來臨期間，由於卵巢中黃體分泌大量的黃體素及動情素，

子宮內膜持續增厚，且充滿血管和腺體，為受孕做準備，稱為分泌期。 

乙、若排出的卵未受精，子宮內膜無法維持增厚，則約排卵後第十四天崩毀，進入下一

個月經週期的行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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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卵巢週期： 

甲、濾泡期： 

(a)自月經第一天起至排卵前，為卵巢的濾泡期，此時子宮正好處於行經期和增生期。 

(b)這段期間，下視丘分泌釋放激素  促使腦垂腺前葉分泌濾泡刺激素(FSH)  

刺激卵巢內數個濾泡開始發育，並分泌動情素  促使子宮內膜增厚。 

(c)其中只有一個濾泡會發育成熟。 

乙、排卵期： 

(a)通常行經後的第十四日為排卵日。 

(b)排卵前大約 24 小時，動情激素會刺激下視丘和腦垂腺，使腦垂腺前葉分泌大量

的黃體成長激素(LH)，使得 LH 的濃度上升至最高。 

(d)高濃度的 LH 會刺激成熟的濾泡破裂排出次級卵母細胞。  

丙、黃體期： 

(a)排卵後，濾泡發育成黃體。 

(b)黃體分泌的黃體酮及動情素，促使子宮內膜繼續增厚，此時子宮正好處於分泌

期，以利受精卵著床。 

(c)若排出的卵沒有受精，黃體將快速退化，使得動情素和黃體素分泌量大減，導致

子宮內膜的剝落，於是一個新的月經週期又開始了。   

(d)黃體期通常較固定，平均約為 14 天，黃體期若小於十一天，則有黃體功能不足

的現象，將影響到懷孕初期胚胎的安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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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有關構造和功能的配對，哪些正確？(應選三項) 

(A)儲精囊  ── 儲存精子 (B)攝護腺  ── 分泌精液中的部分液體 (C)副睪  ── 精子的成熟和儲

存 (D)卵巢  ── 分泌激素 FSH 和 LH (E)輸卵管  ── 精子和卵受精之處。 

【答案】：BCE 
 

 

 

人類兩性生殖系統構造中，下列何組功能最不對等？  

(A)睪丸與卵巢 (B)輸精管與輸卵管 (C)細精管旁的間質細胞與卵巢的濾泡細胞  

(D)攝護腺與子宮。 

【答案】：D 
 

 

 

人類女性月經週期期間，體內激素甲和激素乙的變化情形如右圖。

請據此圖判斷這兩種激素的種類。 

(A)激素甲為動情素，激素乙為黃體素(助孕素) (B)激素甲為黃體素

(助孕素)，激素乙為動情素 (C)激素甲為動情素，激素乙為濾泡刺

激素(FSH) (D)激素甲為黃體素(助孕素)，激素乙為黃體成長激素

(LH)。 

【答案】：A 
 
 
 

 

某女性於一次月經周期中，體內 A～D 四種激素的變化圖如圖一，子宮周期如圖二，I～Ⅳ表不

同時期，請回答下列 3 題： 

激素 A 與激素 B 是可同時由下

列何者所分泌？  

(A)黃體 (B)輸卵管  

(C)子宮 (D)腦垂腺。 

圖二的時期Ⅱ，子宮內膜維持主

要直接受下列何種激素影響？ 

(A) A (B) B  

(C) C (D) D。 

子宮周期的時期Ⅰ～Ⅱ，與卵巢周期的哪一個時期平行發生？  

(A)行經期 (B)濾泡期 (C)黃體期 (D)分泌期 

【答案】：(1)A；  (2)A；  (3)B 
 
 

 

2  (104 指考)   

4  

1  (104 學測) 

3  (93 指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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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南從高中時期就深深愛慕著班上的女同學依依，為了追求依依、讓依依能對他有好印象，南

南做了很多的付出與努力。首先，南南發現自己在依依面前會臉紅心跳、呼吸急促。 

____1.請問這是因為下列哪一個激素的作用？  

(A)甲狀腺素 (B)睪固酮 (C)腎上腺素 (D)副甲線素。 

____2.為了讓依依注意自己，南南努力的準備了一首情歌，以吉他自彈自唱給依依聽，準備告

白。請問當南南正在唱情歌的當下(非換氣時)，胸腔內發生了什麼變化？  

(A)橫膈肌上升 (B)肋骨上抬 (C)胸腔體積變大 (D)胸腔壓力變小。 

____3.此外，南南還準備了一束 99 朵的玫瑰花束，想要送給依依，正當南南捧著玫瑰花束要

給依依時，南南的手指居然被玫瑰花的刺給刺傷了，當下南南忍住疼痛，先陪依依度過

了一個浪漫的時刻(告白成功啦!)，待南南回到家之後，發現手指頭居然紅腫不已，手指

頭已經嚴重發炎了！請問是什麼原因導致南南的手指頭發炎？  

(A)受傷組織分泌組織胺 (B)B 細胞製造抗體 (C)南南分泌太多腎上腺素 (D)吞噬作

用速度太慢而病原體繁殖速度太快。 

____4.告白成功後，南南便常常帶著依依約會吃大餐，但每次吃大餐時，依依為了保有女孩的

矜持，都故意減少食量，導致南南每次都得吃下將近 1.5 人份的食物，每次都飽得不得

了，血糖也會瞬間提升很多。請問什麼激素可以幫助南南將升高的血糖降回標準值？ 

(A)升糖素 (B)甲線素 (C)胰島素 (D)腎上腺皮質素。 

____5.約會多次之後，南南發現高中時所上的生物課真的是太實用啦!根據老師曾教過女性的生

殖系統知識，南南知道要幫依依提重物以避免她的子宮下垂，要少帶依依去吃冰以避免

她經痛，還知道約會要挑在依依排卵前的時間，因為有一種激素的大量分泌會讓女生在

排卵前皮膚狀況佳、心情好，同時充滿著女性魅力。請問排卵前是什麼激素會大量增加(卵

巢分泌)？ 

(A) LH (B) FSH (C)動情素 (D)黃體素。 

____6.南南尤其會避開月經前的前一個星期找依依約會，因為他知道女生在排卵之後會大量分

泌一種激素，讓女生的乳腺發育、油脂分泌量增加，同時也會使女生容易脾氣暴躁。請

問排卵後是什麼激素會大量增加(卵巢分泌)？ 

(A) LH (B) FSH (C)動情素 (D)黃體素。 

____7.經過愛情長跑 10 年後，南南與依依終於修成正果、步入禮堂，婚後他們積極努力想創

造宇宙繼起之生命。請問若依依的月經週期為 28 天一週期，哪一段時間為綺華容易受

孕的日期？  

(A)月經週期第 1～5 天 (B)月經週期第 11～15 天  

(C)月經週期第 16～20 天 (D)月經週期第 21～25 天。 

【答案】：(1) C；(2) A；(3) A；(4) C；(5) C；(6) D；(7) B 
 

 

下列關於男性生殖系統的敘述，哪些正確？  

(A)睪丸內的精原細胞經有絲分裂後產生 4 個精子 (B)精子成熟後運輸至儲精囊內儲存 (C)睪

丸可分泌睪固酮以促進男性第二性徵的表現 (D)中年男子的頻尿是由於尿道球腺肥大壓迫到尿

道所致 (E)尿道球腺的分泌物與精液的成分有關。 

【答案】：CE 
 
 

6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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