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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_神經與內分泌 

 

(一)神經元(神經細胞)：神經系統構造和功能的基本單位。 

A、 由細胞本體和細胞突起兩部分組成： 

(1) 細胞本體：細胞核位於此處，負責維持

神經元的生長和代謝。 

(2) 細胞突起： 

甲、 又稱為神經纖維，分為樹突和軸突

兩部分。 

(a)樹突：接收刺激並將刺激傳向細胞

本體。 

(b)軸突：將神經衝動由細胞本體向外

傳出。 

B、 有些神經元的神經纖維外面具髓鞘圍繞。 

(1) 髓鞘是由許旺細胞所構成，富含脂質，

具絕緣及保護功能。 

(2) 相鄰許旺細胞之間並不相連，中斷處稱為郎氏結，可加速神經訊息的傳導。 

C、 神經元的分類： 

(1) 感覺神經元： 

甲、又稱傳入神經元。 

乙、將外來的刺激(受器接受的訊

號)，如光線、溫度、壓力或化

學物質傳入中樞神經系統。 

丙、型態：樹突長，軸突短。 

丁、樹突連接受器，軸突連接聯絡

神經元。 

(2) 聯絡神經元： 

甲、數量最多的神經元，負責連繫

感覺神經元與運動神經元。 

乙、中樞神經系統主要由聯絡神經

元構成，能整合與處理輸入的

訊息。 

丙、型態：樹突短，軸突短。 

丁、樹突連接感覺神經元，軸突連接運動神經元。 

(3) 運動神經元： 

甲、又稱傳出神經元。 

乙、將來自中樞神經系統的神經衝動傳導到肌肉或腺體等動器，引發身體的活動。 

丙、型態：樹突短，軸突長。 

丁、樹突連接聯絡神經元，軸突連接動器。 

D、 訊息的傳遞： 

(1) 基本途徑： 

刺激 受器 感覺神經元 中樞(聯絡神經元) 運動神經元 動器 反應。 

(2) 突觸： 

甲、一個神經元的軸突與另一神經元的樹突間之小空隙，稱為突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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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當神經衝動延著軸突傳至突觸時，突觸前

神經元末梢會釋放神經傳導物質，將神經

衝動傳給突觸後神經元。 造成神經單

向傳遞。 

丙、神經傳導物質：常見的有乙醯膽鹼、正腎

上腺素等。 

(a)突觸前部釋放的神經傳遞物質可影響

動器的反應，如正腎上腺素會引起心跳

變快，乙醯膽鹼會使心跳變慢。 

(b)神經傳遞物質如果分泌量不足，或突觸後神經元受體的功能異常，神經訊息的

傳遞就會受阻，嚴重者甚至造成疾病，如巴金森氏症、老人癡呆症等。  

(3) 傳遞原理：藉由細胞內外離子的移動使膜電位發生改變，引起神經衝動以傳遞訊息。 

 

(二)中樞神經系統：包括腦和脊髓。 

A、 中樞神經的特性： 

(1) 質地柔軟、脆弱，外圍有膜和骨骼保護。 

(2) 包含腦和脊髓，腦又分為大腦、間腦(視丘＋下視丘)、小腦和腦幹(中腦＋橋腦＋延腦)。 

(3) 能將受器傳來的刺激訊息進行程合，並傳遞命令到動器執行。 

B、 大腦： 

(1) 位於腦的最上端，重量約占人腦的

80%，是腦部最膨大的部分。 

(2) 意識中樞，也是思考、記憶和學習的

重要部位。 

(3) 中央縱裂成溝，將大腦分為左、

右兩半球，兩個半球之間以胼

胝體相連。胼胝體是由神經纖

維所構成。 

(4) 灰質(皮層)： 

甲、大腦外層是神經元之細胞本體集中的區域，具有許多皺褶和溝狀構造，顏色較深，

又稱為灰質或皮質。 

乙、為中樞神經系統的整合中心，可蒐集、處理、貯存傳入的訊息，做出適當的反應，

並產生思想及情緒。 

丙、皮質各區具有其特殊的功能，如感覺區、運動區。 

(5) 白質(髓質)：大腦內層主要是神經纖維通過的部位，顏色較淺，稱為白質或髓質。 

(6) 每一大腦半球各自接受其對側的感覺信號，如左手的觸覺信號會傳入右大腦半球，所

以一側腦中風的人，常會發生對側身體感覺的喪失或癱瘓。 

C、 間腦：位於大腦下方，包括視丘和下視丘。 

(1) 視丘： 

甲、來自感覺神經元的訊息經此處傳入大腦皮質。 

乙、大部份神經訊息傳遞至此，必須更換神經元，才能傳入大腦皮質的感覺區，但嗅

覺除外。 

(2) 下視丘： 

甲、食慾、口渴、體溫、性慾及情緒行為等調節中樞。 

乙、可分泌多種內分泌激素，所分泌的激素可調控腦重腺的分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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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小腦： 

(1) 位於大腦的後下方，腦幹的背側，也分為兩個半球。 

(2) 協調身體各部位骨骼肌的活動，進而維持身體的平衡，有平衡中樞之稱。 

E、 腦幹： 

(1) 位於間腦的下方，小腦的腹側，包括中腦、橋腦和延腦。 

(2) 中腦：位於間腦與橋腦之間，是視覺、聽覺反射中樞。 

(3) 橋腦：位於延腦上方，將神經衝動自大腦傳至小腦半球。 

(4) 延腦： 

甲、呼吸、心搏等反射中樞，與生命機能的維持密切相關，稱生命中樞。 

乙、也具有咳嗽、吞嚥、分泌唾液、打噴嚏與嘔吐的反射中樞。 

丙、『植物人』是指大腦的主要功能喪失，但是腦幹的功能仍完整。 

『腦死』是指腦幹壞死，功能完全喪失，導致呼吸及心跳完全停止的狀態。 

F、脊髓： 

(1) 位於脊柱中，上接延腦，向下延伸至

腰椎，是身體重要的反射中樞。 

(2) 脊柱是由許多脊椎骨上下串連而成的

構造，其有保護脊髓的功能。 

(3) 內部為灰質，呈蝶型，含有許多神經

元的細胞本體。 

(4) 外部為白質，含有許多連結到腦或身

體各部的神經纖維。 

(5) 神經衝動從脊髓的背側傳入，而自腹

側傳出。 

 

(三)周圍神經系統 

A、 從腦和脊髓發出，用以支配肌肉、腺體及感覺器官的神經。 

B、 包含感覺神經及運動神經。 

項目 位置 功能 

感覺神經 受器和中樞之間 將受器接受的訊息傳入到中樞 

運動神經 中樞和動器之間 將中樞整合的訊息傳出到動器 

C、 依據發出的位置可分為： 

(1) 腦神經：從腦發出，共有 12 對。 

(2) 脊神經：自脊髓發出，共有 31 對。 

項目 數目 發出 分布 功能 

腦神經 12 對 腦部 頭部、上半身內臟 負責頭部和內臟的訊息傳遞 

脊神經 31 對 脊髓 軀幹、四肢、下半身內臟 負責四肢、軀幹及內臟的訊息傳遞 

D、 依據意識控制區分為： 

(1) 體神經：可由大腦意識控制。 

(2) 自律神經：不受大腦意識控制，又分為交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 

E、 自律神經系統 

(1) 末梢分布於內臟器官中的平滑肌、心肌或腺體等處。 

(2) 屬於周圍神經系統，但不受意識所控制。 

(3) 人體內臟器官常有兩套自律神經纖維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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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交感神經：身體應變緊急狀況時興奮。 

乙、副交感神經：身體處在舒緩狀態時興奮。 

(4) 自律神經系統以拮抗作用的方式維持生理的恆定： 

項目 心臟 支氣管 腸胃 消化腺 膀胱 瞳孔 

交感神經 心搏加速 擴張 抑制蠕動 抑制分泌 舒張 放大 

副交感神經 心搏減緩 收縮 促進蠕動 促進分泌 收縮 縮小 

(四)反射 

A、 受器接受刺激後所產生的神經衝動，由大腦以外的神經組織(脊髓、中腦等)傳到動器而產

生的無意識反應，如：眨眼、幢孔縮小或放大、

膝跳反射等。 

B、 神經系統對刺激所產生的立即反應，可以爭取時

效，減低傷害，具有保護作用。 

C、 不經過大腦思考，有節省大腦腦力的功能。 

D、 反射弧：反射的神經傳導途徑。 

(1) 最簡單的反射弧：僅涉及受器、感覺神經元、

運動神經元和動器，不經聯絡神經元。如：

膝反射弧。 

(2) 一般的反射弧：傳導途徑中包含聯絡神經元，如手遇熱縮回的反射。 

(五)運動 

A、 骨骼： 

(1) 由硬骨和軟骨構成，可分為中軸骨骼與附肢骨骼。 

甲、中軸骨骼： 

(a) 分布在身體中軸區域，可保護內臟器官。 

(b) 如頭骨、脊椎骨、胸骨、肋骨。 

乙、附肢骨骼： 

(a) 分布在四肢，可協助肌肉，完成個體運動。 

(b) 如上肢骨、下肢骨、肩帶及腰帶。 

(2) 骨骼的功能： 

甲、支撐身體，純持姿勢。 

乙、作為肌肉附著的支架。 

丙、圍成空腔保護內部柔軟的器官。 

丁、有些骨骼內部的骨髓，如髖骨，有製造血球的功能。 

B、 關節：兩塊硬骨相接之處。 

(1) 不動關節： 

甲、硬骨連接穩固，無法移動，如頭

顱骨骼的關節。 

乙、構成頭顱的骨彼此以鋸齒狀的

邊緣緊密崁合，稱為縫合線。 

(2) 可動關節： 

甲、受肌肉牽引，分別作不同程度的活動。肱骨與肩胛骨間的

肩關節(可多方向活動)、肘關節和膝關節(僅作單向活動)。 

乙、韌帶：位於動關節外圍，連結兩硬骨以固定硬骨位置。 

丙、軟骨：位於硬骨兩端，防止硬骨互相摩擦。 

丁、滑液膜：位於兩軟骨間的空腔周圍，可分泌滑液減少軟骨

間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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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肌肉： 

(1) 構成肌肉的細胞成細長的纖維狀，因此又稱為肌纖維，可分為三種： 

甲、平滑肌：負責內臟的蠕動。 

乙、骨骼肌：可牽動骨骼，產生運動。 

丙、心肌：使心臟搏動。 

種類 骨骼肌 心肌 平滑肌 

位置 以肌腱附著於骨骼上 構成心臟 構成內臟及血管壁 

形狀 圓柱形不分支 長紡錘形 圓柱形，分支並結成網狀 

橫紋 有 有 無 

細胞核 多核，位於細胞邊緣 單核，位於細胞中央 單核，位於細胞中央 

意識支配 隨意肌 不隨意肌 不隨意肌 

收縮力 強 中 弱 

特色 強而有力且迅速的運動 自律性的搏動 輕微緩慢的運動 

圖示 

   

 

(2) 骨骼肌的拮抗作用： 

甲、拮抗肌：運動時互相收縮與舒張的成對肌肉。 

(a) 屈肌：收縮時能使關節彎曲。 

(b) 伸肌：收縮時能使關節伸直。 

乙、人體進行隨意運動時，互相拮抗的肌肉必須一收縮一舒張的互相配合。 

丙、運動神經末梢會釋放出乙醯膽鹼，使肌肉產生收縮。 

               
(六)內分泌 

A、 腺體的種類： 

(1) 外分泌腺(有管腺)： 

腺體分泌的物質經特殊的導管運送，分泌物多為酵素或廢物，如汗腺、消化腺等。 

(2) 內分泌腺(無管腺)： 

甲、腺體內分泌：腺體分泌的物質(激素)，無特殊的導管運送，而是以血液來運送。 

乙、神經內分泌：由神經內分泌細胞分泌激素。如下視丘的神經內分泌細胞可分泌血

管加壓素(抗利尿激素，ADH)。 

構造 輸送管道 別稱 分泌物 實例 

內分泌腺 隨血液循環輸送 無管腺 激素(荷爾蒙) 甲狀腺、腦垂腺、胰島 

外分泌腺 藉特定管道輸送 有管腺 多種 汗腺、皮脂腺、消化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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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激素(荷爾蒙) 

(1) 定義：內分泌腺所分泌的微量化學傳訊物質，稱為

激素，或稱為荷爾蒙。 

(2) 特性：可經由血液運輸至目標細胞，並與目標細胞

上專一性受體結合，達成特定生理功能的任務。 

(3) 激素的化學成分差異很大，有些是蛋白質，例如：

胰島素、生長素等。有些是脂質性的類固醇，例如：

葡萄糖皮質素、動情素、睪固酮等。 

(4) 分泌量： 

甲、激素的濃度可能受到其他內分泌腺的影響。      

乙、也可能由迴饋控制的方法，使激素達到合適的

濃度。 

丙、激素的分泌量必須適中，過多或過少都有可能會影響生理作用甚至引發疾病。 

 

C、 人體主要的內分泌腺： 

(1)腦垂腺： 

甲、位置：位於下視丘下方，分為前葉

和後葉。 

乙、功能： 

(a) 前葉分泌的激素： 

I. 促甲狀腺素、促腎上腺皮質

素及促性腺素等：可影響其

他內分泌腺的機能。 

II. 生長激素： 

1.可促進醣類、脂質的分

解及蛋白質的合成，促

進生長。 

2.幼年時若分泌過多，會

漸漸發育成巨人症。 

3.幼年時若分泌過少，則將導致為侏儒症。 

4.若在成人時分泌過多，因身高不能再增加，僅在身體末端加大，如指尖、

鼻端及耳垂等處肥大，稱為末端肥大症。 

III.催乳激素：可促進乳腺的發育和乳汁的分泌。 

(b) 後葉：本身並不製造激素，但可貯存和釋放來自下視丘的激素。 

 

(2)甲狀腺 

甲、位置：位於喉下方氣管甲狀軟骨兩側，分為左右兩葉，兩葉間有峽部相連。 

乙、功能：可分泌甲狀腺素和降鈣素。 

丙、甲狀腺素： 

(a) 能調節全身細胞的代謝速率。 

(b) 如兒童時期分泌不足，可能導致發育遲緩或智能

不足，稱為呆小症。 

(c) 當甲狀腺機能亢進時，甲狀腺素的分泌量過多，

使體內儲藏的醣類及脂肪因代謝加速、體重減

輕且有易緊張、煩躁、神經質，且極易疲勞但

又不能入眠及雙手顫抖等症狀，若伴有眼球突

出的症狀，則稱為突眼性甲狀腺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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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當甲狀腺機能低落時，則新陳代謝低落，體溫下降，常伴隨有脂肪堆積及皮下積

水的症狀，稱為黏液性水腫。 

丁、降鈣素：促使血液中鈣離子進入骨骼中堆積成骨質，使血鈣下降，具調節血鈣的功能。 

 

(3)副甲狀腺： 

甲、位置：包埋在甲狀腺內的背面，共有四顆。 

乙、功能：可分泌副甲狀腺素。 

丙、促使骨骼中的鈣離子釋放入血液中。並使小腸細胞增

加對鈣離子的吸收、降低腎臟對鈣離子的排泄，使血

鈣上升，與甲狀腺分泌的降鈣素一起調節血液中的鈣

離子濃度。 

丁、血液中的鈣離子濃度直接影響副甲狀腺素的分泌： 

(a) 當血鈣濃度高時，會抑制副甲狀腺的分泌。 

(b) 當血鈣濃度低時，副甲狀腺的分泌便增加。 

(c) 血液中鈣離子的濃度對副甲狀腺的分泌，具有迴饋

控制的作用。 

 

(4) 胰島： 

甲、 位置：位於胰臟內。 

乙、 功能：可分泌胰島素和升糖素等。 

丙、 胰島素： 

(a)  可促進身體細胞吸收血液中的葡萄

糖，也可使肌肉和肝臟的細胞把吸收

的葡萄糖轉變為肝醣儲存起來，因此

具降低血糖的功能。 

(b)  當胰島素分泌不足時，會使血糖上升，而使尿液中出現葡萄糖，稱為糖尿病。 

(c) 若胰島素分泌過多，則血液中的葡

萄糖被細胞吸收利用的也較多，因

而血糖降低，當其低至某一程度

時，便會引起心悸、飢餓、神經緊

張及痙攣等症狀。 

丁、 升糖素： 

(a)  可刺激肝臟細胞，將肝醣轉變為葡

萄糖，釋放到血液中，使血糖上升。 

(b)  升糖素與胰島素的功能互為拮抗。 

戊、 血糖恆定的調節： 

(a)  進食後血糖增加，刺激胰島釋出胰

島素。 

(b)  體細胞及肝臟將血糖利用或儲存。 

(c) 血糖若太低，促使升糖素分泌，血糖因而回復至正常濃度。 

 

(5)腎上腺： 

甲、位置：位於腎臟上方，可分為兩層。外層是皮質，內部是髓質。 

乙、功能： 

(a) 腎上腺皮質：可分泌葡萄糖皮質素和礦物性皮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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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葡萄糖皮質素： 

可促進細胞內的蛋白質分解為胺基酸，再使胺基酸轉變為葡萄糖，以增加血

糖濃度，故能因應長期壓力。 

II. 礦物性皮質素： 

可調節體內鈉、鉀等離子及水分的平衡。 

(b)  腎上腺髓質：可分泌腎上腺素和正腎上腺素。 

I. 腎上腺素： 

可促使肝臟和肌肉細胞中的肝醣快速被分解為葡萄

糖，也使心搏、呼吸加快及腸胃運動變慢，以應付

緊急情況(短期壓力)。 

II. 正腎上腺素： 

可促使小動脈管壁內的肌肉收縮，因而會增加血壓。 

III.與血糖恆定有關的激素： 

          
(6)性腺： 

甲、構造：性腺包括睪丸和卵巢。除了分泌激素外，同時也分別是男性和女性的生殖器官。 

乙、睪丸： 

(a) 產生精子。 

(b) 分泌多量的雄性激素，稱為睪固酮，促進雄性第二性徵的表現以及生殖器官的發

育與維持。 

(c) 分泌少量的雌性激素。 

丙、卵巢： 

(a) 產生卵。 

(b) 分泌多量的雌性激素一動情素及黃體素。 

I.動情素：促進子宮內膜的增厚和第二性徵的表現。 

II.黃體素：使子宮內膜在卵受精後繼續增厚，並刺激乳腺發育，以完成受孕與胚

胎發育的準備工作。 

(c) 分泌少量的雄性激素。 

D、  相關疾病： 

(1) 生長素： 

甲、不足：侏儒症(幼年) 

乙、過多：巨人症(幼年)；肢端肥大症(成人) 

(2) 甲狀腺素： 

甲、不足：呆小症(幼年)；甲狀腺機能低下(成人) 

乙、過多：甲狀腺機能亢進(成人) 

(3) 副甲狀腺素： 

甲、不足：血鈣過低、神經過度興奮、肌肉抽搐及痙攣。 

乙、過多：血鈣過高、心智發展遲緩、肌肉無力。 

(4) 胰島素：不足時引起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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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下列有關中樞神經系統的敘述，何者錯誤？ 

(A)包括脊神經和腦神經  (B)小腦的主要功能是協調身體各部骨骼肌的活動  (C)下視丘除了
有反射功能外，亦有調節腦垂腺分泌的功能  (D)心搏的調節中心在延腦  (E)脊髓和大腦的
灰、白質分布，內外恰相反。 

【答案】：(A)  

【解析】：  

 

(   )2.下列有關神經系統的敘述，何者錯誤？ 

(A)腦和脊髓負責神經訊息的整合  (B)大腦皮質含有身體大部分的神經元  (C)自律神經系與
周圍神經系是兩個獨立而且重要的神經系  (D)所有的反射弧都會經過中樞神經系統  (E)交
感神經與副交感神經二者的作用通常互相拮抗。 

【答案】：(C)  

【解析】：  

 

(   )3.下列有關周圍神經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  

(A)腦和脊髓是其中的一部分 (B)連結中樞神經和受器及動器 (C)腦神經源自腦部，負責四
肢的感覺和運動訊息的傳遞 (D)脊神經全屬於運動神經元。 

【答案】：(B)  

【解析】：  

 

(   )4.下列有關中樞神經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  

(A)灰質位於大腦表層，由神經纖維組成 (B)白質位於脊髓內層，由神經纖維組成 (C)下視
丘位於間腦，為多種反射的控制中樞 (D)小腦位於大腦後下方，負責協調平滑肌的活動。 

【答案】：(C)  

【解析】：  

 

(   )5.下列何者與人體膝跳反射的傳遞無關？  

(A)受器和動器 (B)感覺神經元 (C)運動神經元 (D)聯絡神經元。 

【答案】：(D)  

【解析】：  

 

(   )6.下列有關神經纖維傳遞神經衝動的敘述，何者錯誤？  

(A)刺激愈強，傳導愈快 (B)神經衝動傳導須耗能  (C)有髓鞘者傳導速度快 (D)神經衝動
為單一方向之傳導。 

【答案】：(A)  

【解析】：  

 

(   )7.右圖為神經細胞受到刺激後神經衝動傳導模式圖，並有效

傳遞訊息給下個神經元，則下列推測何者正確？  

(A)甲、乙為樹突，丙、丁為軸突 (B)甲、丙為樹突，乙、
丁為軸突 (C)甲、乙為軸突，丙、丁為樹突 (D)甲、丙為軸突，乙、丁為樹突。 

【答案】：(B)  

【解析】：  

 

(   )8.右圖為一個經過脊髓的神經傳導路徑之示意圖，下列有關於此圖

的敘述，何者正確？  

(A)神經衝動的傳遞方向可能是Y→X→Z或Z→X→Y (B)X除了
將神經訊息傳至 Y 之外，也會將訊息傳至大腦 (C)Y 可能是感
覺神經元，能接受肌肉中感覺受器的刺激 (D)此圖是路徑最短
的反射弧，此反射可能是膝跳反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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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B)  

【解析】：  

 

(   )9.人體吞嚥、咳嗽和嘔吐等反射中樞位於何處？  

(A)大腦 (B)間腦 (C)橋腦 (D)腦幹。 

【答案】：(D)  

【解析】：  

 

(   )10.下列有關膝跳反射的敘述，何者正確？  

(A)訊息不需傳入中樞神經系統 (B)受器位於膝蓋下方的韌帶內 (C)無法受到大腦意識的
控制 (D)可藉以診斷延腦反射是否正常。 

【答案】：(C)  

【解析】：  

 

(   )11.關於反射，下列何者錯誤？  

(A)「針尖刺痛皮膚，手縮回」之神經傳導過程，稱為反射弧 (B)反射是固定形式的反應，
可協助個體應付緊急狀況 (C)眼睛受到強光刺激，瞳孔收縮的反應是不受大腦控制的 (D)

所有反射的神經傳導路徑皆很短，且無聯絡神經元參與。 

【答案】：(D)  

【解析】：  

 

(   )12.某生因車禍大量出血，胸腔破裂，腰部脊髓全折斷，但送到急診室時仍意識清醒，醫師檢查
時不會觀察到下列哪一現象？  

(A)呼吸困難 (B)血壓下降 (C)瞳孔反射 (D)膝反射。 

【答案】：(D)  

【解析】：  

 

(   )13.神經細胞的軸突與樹突最主要的差異為何？  

(A)數量的多寡 (B)髓鞘的有無 (C)長短的差異 (D)功能的不同。 

【答案】：(D)  

【解析】：  

 

(   )14.神經細胞的哪一個構造與將訊息傳至肌肉細胞，促使肌肉細胞收縮有關？  

(A)軸突 (B)樹突 (C)郎式結 (D)髓鞘。 

【答案】：(A)  

【解析】：  

 

(   )15.甲、感覺神經元，乙、運動神經元，丙、聯絡神經元，丁、動器，戊、受器，手遇燙鍋，立

刻縮回，神經衝動之傳導路徑為何？  

(A)戊丙甲丙乙丁 (B)戊甲丙乙丁 (C)戊甲乙丁 (D)戊乙丙甲丁。 

【答案】：(B)  

【解析】：  

 

(   )16.考試前，甲至丁四位同學共同複習有關「人類的神經系統」之內容，並分別做出如下之敘述： 

甲同學：「神經系統包含中樞神經系統及周圍神經系統。」 

乙同學：「小腦屬於周圍神經系統。」 

丙同學：「自律神經系統包含交感及副交感神經系統。」 

丁同學：「自律神經系統主要調控平滑肌及腺體的收縮。」 

上述甲至丁四位同學對人類神經系統的敘述，哪幾位正確？  

(A)甲、丙 (B)甲、乙、丙 (C)甲、丙、丁 (D)乙、丙、丁 (E)甲、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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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或 (C)  

【解析】：  

 

(   )17.關於神經元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又稱為神經組織 (B)可以形成髓鞘 (C)包括細胞本體與細胞突起 (D)包括郎式結與許
旺細胞。 

【答案】：(C)  

【解析】：  

 

(   )18.所謂的「神經」為何？  

(A)一群細胞本體 (B)一束神經纖維 (C)一束軸突 (D)一束樹突。 

【答案】：(B)  

【解析】：  

 

(   )19.關於神經系統的組成與功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脊髓與脊神經皆屬於中樞神經系統 (B)腦幹與脊髓皆具有反射中樞的功能 (C)視丘與
下視丘皆具有調節體溫與血壓的功能 (D)大腦與脊髓皆參與膝跳反射。 

【答案】：(B)  

【解析】：  

 

(   )20.關於神經元的種類與功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感覺神經元的軸突可以接收受器的訊息 (B)運動神經元的樹突可以傳遞訊息至動器 
(C)聯絡神經元的兩端分別與動器與受器連結 (D)聯絡神經元的數量大於運動神經元。 

【答案】：(D)  

【解析】：  

 

(   )21.如果想要觀察神經纖維的型態，應以下列哪一部位作為觀察的材料？  

(A)豬大腦的皮層 (B)豬大腦的灰質 (C)牛脊髓的白質 (D)牛脊髓的灰質。 

【答案】：(C)  

【解析】：  

 

(   )22.下列哪一構造不具有動器的功能？  

(A)胰臟 (B)胃  (C)心肌 (D)韌帶。 

【答案】：(D)  

【解析】：  

 

(   )23.當你輕敲膝蓋下方時，小腿會立即做出前踢的動作，關於這個反應，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訊息整合中樞為脊髓 (B)受器為膝蓋下方肌肉 (C)動器為小腿後側的肌肉 (D)可以用
來判斷腦幹是否正常。 

【答案】：(A)  

【解析】：  

 

(   )24.關於反射與反射弧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反射是指經過大腦，可以在短時間內產生的反應 (B)反射是固定形式的反應，大多與生

俱來的 (C)反射弧是指神經傳遞的路徑，不包括動器 (D)反射弧至少有一個聯絡神經元參
與，協助訊息的整合。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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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反射弧為反射時訊息傳遞的路徑，不可能包括下列哪一構造？  
(A)受器 (B)動器 (C)大腦 (D)脊髓。 

【答案】：(C)  
【解析】：  
 
(   )26.哪個構造是由神經元的細胞本體所聚集而成的？  

(A)腦神經 (B)大腦皮層 (C)脊髓白質 (D)大腦白質。 
【答案】：(B)  
【解析】：  
 
(   )27.關於髓鞘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成分為蛋白質 (B)只有軸突才有髓鞘 (C)可以加速訊息傳導 (D)可以傳遞神經衝動。 
【答案】：(C)  
【解析】：  
 

(   )28.關於同一個神經細胞的軸突與樹突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軸突連結動器，樹突連結受器 (B)軸突只有一條，而樹突都有很多條 (C)軸突有髓鞘
包覆，而樹突都沒有 (D)軸突將訊息傳出細胞本體，而樹突是傳入。 

【答案】：(D)  

【解析】：  

 

(   )29.脊神經共有 X 對，腦神經共有 Y 對，則 X-Y 應為何？  

(A)20 (B)19 (C)10 (D)9。 

【答案】：(B)  

【解析】：  

 

(   )30.人腦須整合及處理很多輸入的訊息，因此，下列何種神經元數量最多？  

(A)感覺神經元 (B)運動神經元 (C)聯絡神經元 (D)交感神經元。 

【答案】：(C)  

【解析】：  

 

(   )31.一般所謂的「神經」是指下列何者？  

(A)一個神經元 (B)一條神經纖維 (C)一團神經元 (D)一束神經纖維。 

【答案】：(D)  

【解析】：  

 

(   )32.下列何者具有調節體溫、食慾、飲水、血壓和睡眠的中樞？  

(A)中腦 (B)間腦 (C)延腦 (D)橋腦。 

【答案】：(B)  

【解析】：  
 
(   )33.下列何者具有吞嚥、咳嗽、嘔吐、噴嚏和唾液分泌的中樞？  

(A)間腦 (B)中腦 (C)延腦 (D)橋腦。 
【答案】：(C)  
【解析】：  
 
(   )34.下列有關反射的敘述，何者正確？  

(A)膝跳反射中樞位於脊髓 (B)内臟反射中樞位於下視丘 (C)膝跳反射弧不必經過中樞神
經系統 (D)反射弧均包括受器、感覺神經元、運動神經元、聯絡神經元和動器。 

【答案】：(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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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下列各圖中，箭頭表示某種反射神經衝動的傳導方向，試問何者是正確的反射弧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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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案】：(C)  

【解析】：  

 

(   )36.「王健民看到捕手暗號，投出伸卡球三振打者」，神經衝動傳遞途徑包括：眼睛，脊髓，
手部肌肉，大腦皮層，感覺神經，運動神經，其先後順序應為下列何者？  

(A) (B) (C) (D)。 

【答案】：(D)  

【解析】：  

 

(   )37.以下有關神經元的敘述何者正確？  

(A)聯絡神經元只存在中樞神經系統 (B)神經纖維只存在周圍神經系統 (C)神經元的本體
只存在中樞神經系統 (D)髓鞘是細胞膜層層包覆形成的構造，其中包含神經元的細胞核。 

【答案】：(A)  

【解析】：  

 

(   )38.下列關於間腦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由視丘與下視丘所組成 (B)為腦幹中非常重要的構造 (C)視丘是傳遞感覺的接力站 

(D)下視丘是許多本能的調節中樞，也是重要的內分泌 。 

【答案】：(B)  

【解析】：  

 

(   )39.根據右圖，下列關於乙構造的敘述，何者錯誤？  
(A)乙中具有樹突和軸突 (B)人體有 12 對 (C)包括體神經系統及自律
神經系統 (D)主要分布至人體的軀幹和四肢。 

【答案】：(B)  
【解析】：  
 
(   )40.以下有關激素的敘述何者錯誤？  

(A)同一器官可以分泌多種激素 (B)同一器官可以同時具有內分泌和外分泌的作用 (C)一
種激素可以作用在多種組織 (D)一種激素只具有一種作用。 

【答案】：(D)  
【解析】：  
 
(   )41.小吳「看到地上有一張千元紙鈔，伸手去撿」這個動作，牽涉了受器，動器，運動神

經元，感覺神經元，聯絡神經元，反應，刺激，此動作依順序排列為______，
空格應填上  
(A) (B) (C) (D)。 

【答案】：(B)  
【解析】：  
 
(   )42.下列有關中樞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人體調節體溫的中樞位於下視丘 (B)人體維持心跳的中樞位於腦幹 (C)瞳孔反射的中
樞位於中腦 (D)脊髓受損時，會導致身體不容易平衡，動作失調，無法精準完成任務。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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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在「一公升的眼淚」電視劇中，女主角所飾演的池內亞也因病變而導致肢體不協調、無法平
衡、走路時常跌倒、也無法精準取物。你認為她發生病變的地方最有可能是腦部的何處？  
(A)大腦 (B)腦幹 (C)下視丘 (D)小腦。 

【答案】：(D)  
【解析】：  
 
(   )44.a. 感覺神經元樹突 b. 運動神經元細胞本體 c. 聯絡神經元 d. 感覺神經元軸突 e. 運

動神經元樹突 f. 運動神經元軸突 g. 感覺神經元細胞本體。請排出正確的神經傳導途徑  
(A)agdcebf (B)cagdebf (C)dgacfbe (D)ebfcagd。 

【答案】：(A)  
【解析】：  
 
(   )45.下列關於神經元的敘述，何者正確？  

(A)神經元就是平常所稱的神經，是神經系統的構造和功能單位 (B)細胞本體內僅含細胞
核，負責神經元的代謝 (C)細胞突起內含少量細胞質，負責神經訊息的傳遞 (D)軸突外包
有髓鞘，會減緩神經訊息的傳遞速率。 

【答案】：(C)  
【解析】：  

 

(   )46.下列為感覺神經元和運動神經元之比較，何者正確？ 

選項 感覺神經元 運動神經元 

(A) 自中樞傳出神經衝動 將神經衝動傳入中樞  

(B) 與受器相接 與動器相接 

(C) 僅有細胞本體，沒有細胞突起  僅有細胞突起，沒有細胞本體  

(D) 位於中樞神經系統 位於周圍神經系統 
  

【答案】：(B)  
【解析】：  
 
(   )47.下列何者與腳踏尖石會立即縮回的動作無關？  

(A)大腦 (B)脊髓 (C)感覺神經元 (D)運動神經元。 
【答案】：(A)  
【解析】：  
 
(   )48.右圖為神經元傳訊給肌肉的模式圖，請問下列何處

無法發現有細胞核存在？(有二答)  
(A)甲處 (B)乙處 (C)丙處 (D)丁處 (E)肌肉。 

【答案】：(C)(D)  
【解析】：  
 
(   )49.下列何者是下視丘的功能？(有三答)  

(A)調節呼吸速率 (B)調節體溫的恆定 (C)調節腦垂 的分泌 (D)調節食慾和性慾 (E)
調節心跳與血壓。 

【答案】：(B)(C)(D)  
【解析】：  
 
(   )50.下列何者與下視丘相關？(有三答)  

(A)溫度調節 (B)控制食慾與飲水 (C)調節血壓與睡眠 (D)呼吸與心跳的調節 (E)咳嗽
與噴嚏。 

【答案】：(A)(B)(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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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下列各項組合，何者正確？(有三答)  
(A)飢餓中樞─下視丘 (B)心跳中樞─腦幹 (C)噴嚏反射中樞─間腦 (D)體溫調節中樞─視
丘 (E)肢體反射中樞─脊髓。 

【答案】：(A)(B)(E)  
【解析】：  
 
(   )52.有關反射作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有二答)  

(A)反射作用可爭取時效，節省腦力 (B)反射不經過大腦，完全不受意識控制 (C)反射的
訊息路徑稱為反射弧，不包括聯絡神經元 (D)反射只針對外在的刺激，而非內在的刺激 (E)
反射具有固定的反應模式，無法經由學習而改變。 

【答案】：(A)(E) 
【解析】：  
 
(   )53.下列關於人體的神經系統，哪些正確？(有三答)  

(A)神經為最小的功能單位 (B)受器與刺激的類型之間有專一性 (C)動器為肌肉或是 體 
(D)訊息的整合皆在大腦皮質進行 (E)藉由發生神經衝動來傳遞訊息。 

【答案】：(B)(C)(E) 
【解析】：  
 
(   )54.腦幹是由下列哪些構造所組成？(有三答)  

(A)中腦 (B)小腦 (C)橋腦 (D)間腦 (E)延腦。 
【答案】：(A)(C)(E)  
【解析】：  
 
(   )55.下列有關人體脊神經的敘述，何者正確？(有二答)   

(A)自脊髓延伸而出的 32 對神經 (B)包括白質與灰質 (C)由脊椎骨保護 (D)屬於周圍神
經 (E)包括感覺與運動神經纖維。 

【答案】：(D)(E)  
【解析】：  
 
(   )56.下列何者為神經系統與內分泌系統的共同特徵？(有三答)  

(A)接收刺激並做出適當的反應 (B)協調體內細胞之間的作用 (C)反應時間快且持續很久 
(D)皆可以透過血液運輸訊息 (E)皆受到下視丘的影響。 

【答案】：(A)(B)(E)  
【解析】：  
 
(   )57.下列有關脊神經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三答)  

(A)共有 31 對 (B)都自脊髓發出 (C)部分僅具有感覺或運動纖維 (D)都含有感覺和運動
兩種神經纖維 (E)主要分布於頭部、軀幹和四肢。 

【答案】：(A)(B)(D)  
【解析】：  
 
(   )58.下列何者是神經細胞？(有二答)  

(A)感覺神經元 (B)脊神經 (C)運動神經元 (D)許旺細胞 (E)郎式結。 
【答案】：(A)(C)  
【解析】：  
 
(   )59.下列有關人體中樞神經系統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三答)  

(A)由腦神經和脊神經組成 (B)大腦表層為白質，由神經元細胞本體所構成 (C)間腦的視
丘是傳遞感覺訊息的轉接站 (D)小腦分為左、右半球，可協調身體各部分骨骼肌的活動 (E)
脊髓內部為灰質，由神經元細胞本體組成。 

【答案】：(C)(D)(E)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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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反射實驗中，各類型的反射弧必會牽涉到下列哪些構造？(有三答)  
(A)感覺神經元 (B)運動神經元 (C)受器和動器 (D)大腦皮質 (E)聯絡神經元。 

【答案】：(A)(B)(C)  
【解析】：  
 
(   )61.下列有關脊髓的敘述，何者錯誤？(有三答)  

(A)上接腦幹 (B)主要控制人體軀幹、四肢和內臟的反射作用 (C)構造內部為灰質，外部
為白質 (D)位於脊椎骨內可製造血球 (E)與脊神經共同組成周圍神經系統。 

【答案】：(B)(D)(E)  
【解析】：  
 
(   )62.下列有關「植物人」之敘述，何者正確？(有三答)  

(A)患者大腦皮層感覺區受損 (B)患者大腦皮層運動區受損 (C)患者仍有呼吸功能 (D)患
者無膝跳反射 (E)患者無瞳孔反射。 

【答案】：(A)(B)(C)  
【解析】：  
 
(   )63.右圖為中樞神經的各部位，根據此圖下列敘述正確的是(有二答)  

(A)若 A 受損則判定腦死 (B)B 負責調節體溫、食慾、血壓、情緒
等 (C)F 受損會影響骨骼肌的活動及平衡 (D)G 外圍有骨骼保
護，由此發出 12 對腦神經 (E)B、C、D、E 合稱腦幹。 

【答案】：(B)(C)  
【解析】：  
 
(   )64.下列和人體神經系統相關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有二答)  

(A)神經元的細胞本體位於大腦和脊髓的白質 (B)在周圍神經系統中不含有神經元的細胞
本體 (C)軸突將神經衝動自細胞本體傳出 (D)腳踏尖石馬上感到疼痛是一種反射作用 
(E)心搏和胃腸肌肉動作不能由大腦意識控制。 

【答案】：(C)(E)  
【解析】：  
 
(   )65.人體的腦幹包括哪些構造？(有三答)  

(A)間腦 (B)中腦 (C)橋腦 (D)小腦 (E)延腦。 
【答案】：(B)(C)(E)  
【解析】：  
 
【關節與運動】 
(   )1.下列何種關節可自由轉動？  

(A)肩關節 (B)膝關節 (C)肘關節 (D)指關節。 
【答案】：(A)  
【解析】：  
 
(   )2.針對骨骼與肌肉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平滑肌、心肌、骨髓肌均受神經支配  (B)肘關節與膝關節均可自由轉動  (C)平滑肌與心
肌均不受大腦意志的控制  (D)當手臂伸直時，是二頭肌收縮的結果  (E)手臂彎曲或伸直，
肘關節處是支點，二頭肌或三頭肌收縮是作用力，前臂重量為阻。 

【答案】：(D)  
【解析】：  
 
(   )3.右圖為人體手臂骨骼肌的作用方式示意圖，在正常情況下，有關二頭

肌和三頭肌的描述，何者正確？  
(A)二頭肌收縮時，三頭肌一定要收縮 (B)二頭肌舒張時，三頭肌一定
要舒張 (C)二頭肌收縮時，三頭肌一定要舒張 (D)二頭肌的收縮與三
頭肌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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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  
 

(   )4.承上題圖形，屬於槓桿作用中的哪一類？ 

(A)抗力點在中間 (B)施力點在中間 (C)支點在中間 (D)為一種省力槓桿。 

【答案】：(B)  

【解析】：  

 

(   )5.右圖為人類上臂的骨骼和肌肉的示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B、F 稱為關節 (B)C、E 為中軸骨骼 (C)A 是屈肌，D 是伸肌，互
為拮抗肌 (D)E 屬硬骨，只含鈣化物質。 

【答案】：(C)  

【解析】：  

 

(   )6.肘關節彎曲時，周圍的肌肉狀態為何？  

(A)伸肌舒張，屈肌收縮 (B)伸肌收縮，屈肌舒張 (C)伸肌與屈肌皆舒張 (D)伸肌與屈肌皆
收縮。 

【答案】：(A)  

【解析】：  

 

(   )7.關於肌肉與骨骼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所有的肌肉皆附著在骨骼之上 (B)肌肉收縮需要神經訊息的刺激 (C)骨骼與肌肉之間以
韌帶互相連結 (D)所有骨骼與肌肉皆受大腦意識控制。 

【答案】：(B)  

【解析】：  

 

(   )8.下列關於骨骼與肌肉的敘述，何者錯誤？ 

(A)中軸骨骼可以保護內部柔軟的器官  (B)隨意運動是藉由控制骨骼肌的收縮而達成  (C)肌
肉的兩端常接在同一塊骨骼上  (D)大多數的關節屬於可動關節。 

【答案】：(C)  

【解析】：  

 

(   )9.關於人類骨骼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頭部的關節皆為不動關節，又稱為縫合線 (B)脊椎骨為中軸骨骼，而肋骨為附肢骨骼 (C)

中軸骨骼以硬骨為主，而附肢骨骼以軟骨為主 (D)骨骼之間相連接處稱為關節，可動程度不

一。 

【答案】：(D)  

【解析】：  

 

(   )10.連結骨骼肌與骨骼之間的構造為何？是哪一種動物組織？  

(A)肌腱，結締組織 (B)肌腱，皮膜組織 (C)韌帶，結締組織 (D)韌帶，皮膜組織。 

【答案】：(A)  

【解析】：  

 

(   )11.關於骨骼肌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受到神經系統的控制 (B)不參與反射運動 (C)兩端一定附著在骨骼上 (D)跟心肌一樣
屬於隨意肌。 

【答案】：(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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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人類的舌頭主要由肌肉細胞組成，試問該肌肉具有下列何種特性？  

(A)由平滑肌組成 (B)屬於不隨意肌 (C)細胞核分布於細胞邊緣 (D)肌纖維細長且有分支
的情形。 

【答案】：(C)  

【解析】：  

 

(   )13.下列哪兩構造之間的關係與其他三者最不相近？  

(A)屈肌與伸肌 (B)升糖素與胰島素 (C)二頭肌與三頭肌 (D)骨骼與肌肉。 

【答案】：(D)  

【解析】：  

 

(   )14.下列有關人體運動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  

(A)頭骨屬於附肢骨骼，兩骨間之縫隙的縫合線屬不動關節 (B)肌肉兩端藉著韌帶與兩塊硬
骨相連 (C)軟骨將硬骨整個包住以減少硬骨之間的摩擦 (D)關節為兩塊或多塊硬骨間相
連之處。 

【答案】：(D)  

【解析】：  

 

(   )15.右圖顯示一名女孩的某個姿勢及該女孩腿部的一
些肌肉。該女孩保持圖中所示的姿勢時，她腿部
哪些肌肉是放鬆的？  

(A)肌肉 1 及 2 (B)肌肉 1 及 3 (C)肌肉 2 及 4 
(D)肌肉 3 及 4。 

【答案】：(D)  

【解析】：  

 

(   )16.肌細胞是指下列何者？  

(A)肌肉 (B)肌束 (C)肌纖維 (D)肌原纖維。 

【答案】：(C)  

【解析】：  

 

(   )17.下列哪些骨骼是屬於中軸骨骼？(有二答)  

(A)頭骨 (B)鎖骨 (C)髖骨 (D)脊椎骨 (E)肩胛骨。 

【答案】：(A)(D)  

【解析】：  

 

(   )18.右圖為手臂處骨骼及肌肉的示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有二答)  

(A)此時的 A 肌肉收縮，造成手臂彎曲，故 A 為屈肌 (B)此時的 B

肌肉收縮，造成手臂彎曲，故 B 為伸肌 (C)若 A 肌肉收縮，便會
造成手臂伸直 (D)若 B 肌肉收縮，便會造成手臂伸直 (E)A 與 B 的兩端附著於同一根骨
頭上。 

【答案】：(A)(D) 

【解析】：  

 

(   )19.下列何者為骨骼肌、心肌、平滑肌三者的共有特徵？(有三答)  

(A)收縮時需要消耗ATP (B)都受大腦意識控制 (C)具有收縮與伸長的功能 (D)都是有細
胞核的細胞 (E)都有運動神經末梢分布。 

【答案】：(A)(D)(E)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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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下列有關人體骨骼與運動的敘述，何者正確？(有二答)  

(A)所有骨頭皆可隨著肌肉而移動 (B)關節皆可轉動 (C)四肢內的骨骼皆為附肢骨骼 (D)

具有支持功能的皆為硬骨 (E)軟骨可防止關節處的磨擦。 

【答案】：(C)(E)  

【解析】：  

 

(   )21.下列有關人體神經、骨骼與肌肉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二答)  

(A)硬骨相接處稱為軟骨 (B)肘關節可做 360 度的轉動 (C)具橫紋的肌肉由大腦意識控

制，故又稱為隨意肌 (D)平滑肌不受大腦意識指揮，故又稱為不隨意肌 (E)手臂的二頭肌
和三頭肌是成對的拮抗肌。 

【答案】：(D)(E)  

【解析】：  

 

(   )22.下列哪些肌肉可接受大腦意志控制？(有三答)  

(A)二頭肌 (B)心肌 (C)平滑肌 (D)三頭肌 (E)骨骼肌。 

【答案】：(A)(D)(E)  

【解析】：  

 

(   )23.右圖為手臂處骨骼及肌肉的示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有三答)  
(A)當由地上舉起重物時由 A 收縮，B 伸長 (B)B 收縮時，可使手臂伸
直 (C)A、B 為肌肉，兩者互為拮抗 (D)D 為中軸骨骼 (E)C 屬於結
締組織。 

【答案】：(B)(C)(E)  
【解析】：  
 
(   )24.下列有關人體肌肉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三答)  

(A)骨骼肌受大腦控制，為不隨意肌 (B)骨骼肌藉著肌腱與骨頭連結 (C)平滑肌分布於內
臟器官上 (D)心肌為橫紋肌 (E)心肌的收縮力最強。 

【答案】：(B)(C)(D)  
【解析】：  
 
【內分泌】 
(   )1.神經系統與內分泌系統協調作用之比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由血液運輸，故反應較慢 (B)神經衝動的傳遞持久性較佳 (C)激素作用範圍較狹小 (D)
神經纖維的傳導速率較快。 

【答案】：(D)  
【解析】：  
 
(   )2.某人誤服成藥，結果使整個胰臟完全失去功能。則此人在用餐後，將發現其血液和尿液中葡

萄糖濃度變化為何？  
(A)血液及尿液中皆甚高 (B)血液中正常，尿液中增高 (C)血液中增高，尿液中甚低 (D)
血液中甚低，尿液中沒有。 

【答案】：(A)  
【解析】：  
 
(   )3.右圖為人體於不同生理活動中血糖濃度的變化情形，在攝食後血

糖濃度變化為何？此時 A 分泌物相當於何種激素的作用？  
(A)上升，腎上 素 (B)上升，胰島素 (C)上升，升糖素 (D)
降低，胰島素。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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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細胞在嚴重缺少葡萄糖的情況下，會將蛋白質和脂質轉變成葡萄糖，稱為糖質新生。下列何
種激素可促進糖質新生？  

(A)胰島素 (B)腎上 素 (C)葡萄糖皮質素 (D)甲狀 素。 

【答案】：(C)  
【解析】：  
 

(   )5.下列有關內分泌 和其所分泌激素的配對，何者正確？  

(A)腦垂 ─促性 釋素（GnRH） (B)甲狀 ─促甲狀 素 (C)卵巢─黃體成長激素（LH） 

(D)腎上 髓質─腎上 素。 

【答案】：(D)  
【解析】：  
 

(   )6.胰島素可降低血糖濃度，下列何者無助於此功能？  

(A)促使全身組織細胞吸收血液中的葡萄糖 (B)促使細胞分解葡萄糖作為能量來源 (C)在肝
臟與肌肉中將葡萄糖轉變為肝糖貯存 (D)將肝糖分解為葡萄糖。 

【答案】：(D)  
【解析】：  
 

(   )7.關於激素，下列何者錯誤？  

(A)正常情況下，激素的需要量都很低 (B)激素的量過多或過少都會引起疾病 (C)有回饋控
制系統，身體需要時，分泌就會增加 (D)所有激素的分泌都會受下視丘影響。 

【答案】：(D)  
【解析】：  
 

(   )8.下列有關於荷爾蒙的敘述，何者正確？  

(A)藉由血液輸送至全身 (B)影響生長卻不影響代謝 (C)皆由外分泌 分泌 (D)分泌量愈
高愈好。 

【答案】：(A)  

【解析】：  

 

(   )9.如果激素與其作用的目標細胞之間的專一性是因為有特殊的受體，則此受體位置應在何處？ 

(A)分泌激素的細胞表面 (B)分布在血液或血球表面 (C)目標細胞的細胞膜 (D)目標細胞
的細胞質。 

【答案】：(C)  

【解析】：  

 

(   )10.下列哪個 體的分泌物質運輸方式與其他三者不同？  

(A)腦垂  (B)甲狀  (C)腎上  (D)小腸 。 

【答案】：(D)  

【解析】：  

 

(   )11.下列哪種激素與血糖的濃度沒有關係？  

(A)生長激素 (B)動情素 (C)葡萄糖皮質素 (D)腎上 素。 

【答案】：(B)  

【解析】：  

 

(   )12.下列哪種激素會使血糖下降？ 

(A)生長激素 (B)甲狀 素 (C)胰島素 (D)升糖素。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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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下列激素異常與相關疾病的配對，何者正確？  

(A)生長激素─呆小症 (B)甲狀 素─侏儒症 (C)升糖素─糖尿病 (D)卵巢─月經不規律。 

【答案】：(D)  
【解析】：  
 

(   )14.關於酵素與激素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兩者皆由細胞所分泌 (B)皆由血液運輸 (C)兩者皆能催化體內的生理反應 (D)兩者皆
會調節生物體內的環境。 

【答案】：(A)  
【解析】：  
 

(   )15.下列哪一個 體兼具有內分泌與外分泌的功能？  

(A)唾  (B)腦垂  (C)胰臟 (D)腎上 。 

【答案】：(C)  
【解析】：  
 

(   )16.下列何者不是卵巢的功能？  

(A)促進乳房發育 (B)影響月經週期 (C)協助妊娠 (D)分泌精液。 

【答案】：(D)  
【解析】：  
 

(   )17.關於 體與其分泌的激素，下列配對何者正確？  

(A)腦垂 ─甲狀 刺激素 (B)甲狀 ─生長激素 (C)腎臟─腎上 素 (D)胰臟─動情素。 

【答案】：(A)  
【解析】：  
 

(   )18.關於卵巢與睪丸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兩者皆位於骨盆腔內，以避免受到機械性傷害 (B)兩者皆能產生性激素，促進第二性徵
的表現 (C)兩者都能進行有絲分裂，產生配子 (D)兩者皆是左右各一顆，且互相拮抗。 

【答案】：(B)  
【解析】：  
 

(   )19.葡萄糖皮質素與腎上 素的共同點為何？  

(A)皆能使血糖上升 (B)皆由腎臟所分泌 (C)皆能促使肝糖分解 (D)皆與胰島素互相拮
抗。 

【答案】：(A)(D)  
【解析】：  
 

(   )20.關於內分泌 與外分泌 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兩者皆能分泌激素 (B)兩者所分泌出來的物質皆由血液運輸 (C)兩者所分泌出來的物
質皆可以催化反應 (D)兩者皆由具有分泌功能的皮膜組織所構成。 

【答案】：(D)  
【解析】：  
 

(   )21.下列何者是人體兼具有管 與無管 的器官？  

(A)肺臟 (B)胰臟 (C)脾臟 (D)大腸。 

【答案】：(B)  
【解析】：  
 

(   )22.下列何者可分泌生長激素以影響醣類、脂質和蛋白質代謝而促進生長？  

(A)腦垂  (B)甲狀  (C)副甲狀  (D)腎上 皮質。 

【答案】：(A)  



２４ 

5-5_神經與內分泌 

【解析】：  
 

(   )23.下列有關人體副甲狀 的敘述，何者錯誤？  

(A)共有 4 顆 (B)位於甲狀 的背面組織中 (C)可分泌副甲狀 素調節血鈣的濃度 (D)分
泌不足會導致細胞代謝緩慢而體溫失常。 

【答案】：(D)  

【解析】：  

 

(   )24.糖尿病患者若發生低血糖狀態，而意識尚清楚時，應如何急救以挽回生命？  

(A)注射胰島素 (B)注射升糖素 (C)給予高蛋白點滴 (D)餵予甜食。 

【答案】：(D)  

【解析】：  

 

(   )25.下列關於激素的敘述，何者錯誤？  

(A)激素是一種化學性的傳訊者，經由循環系統送至目標細胞 (B)激素經常以拮抗作用，調

節體內環境的恆定 (C)激素一般用回饋的方式來控制分泌量 (D)為了維持恆定，體內各種
激素的分泌量會維持一定值，不會有任何的變化。 

【答案】：(D)  

【解析】：  

 

(   )26.內分泌 分泌激素的量往往十分稀少，最主要的原因何在？  

(A)激素生成不易，生成速率慢 (B)在血液中會與特殊蛋白結合，可以避免量的消耗 (C)

目標器官上常有專一受器，不需太多激素即可引發反應 (D)激素效用具持久性，不需要製

造太多。 

【答案】：(C)  

【解析】：  

 

(   )27.血鈣濃度的調節是下列何種內分泌 的主要功能？  

(A)胰島 (B)腎上  (C)腦垂  (D)副甲狀 。 

【答案】：(D)  

【解析】：  

 

(   )28.有些糖尿病患必須注射胰島素以調節血糖的濃度，維持正常的生活。請問為何在施打胰島素
時，必須定量，不能施打太多呢？ (A)施打太多，會抑制升糖素分泌，無法升血糖 (B)

施打太多，會導致血糖下降太多，容易昏厥 (C)施打太多，負回饋抑制胰島素分泌，無法
降血糖 (D)施打太多，正回饋促進升糖素，使血糖上升。 

【答案】：(B)  

【解析】：  

 

(   )29.「骨質脆弱，容易折斷或發生畸形；腎臟內形成結石」，是由於何種激素分泌過多所引起的？ 
(A)甲狀腺素 (B)副甲狀腺素 (C)腎上腺素 (D)礦物性皮質素。 

【答案】：(B)  

【解析】：  

 

(   )30.黏液性水腫是人體激素分泌失常引起外表肥胖的疾病，下列關於此疾病的敘述，何者正確？ 

(A)副甲狀腺機能低落引起 (B)生長激素分泌量太低引起 (C)血漿蛋白不足，引起嚴重水
腫 (D)與呆小症的病因相同。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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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下列關於副甲狀腺的敘述正確的是何項？  

(A)共有四顆，大小似豌豆，埋於甲狀腺腹面的組織內 (B)分泌的副甲狀腺素，可使血鈣濃
度下降 (C)機能高亢時易造成骨折或腎結石 (D)機能低落時血鈣增加。 

【答案】：(C)  

【解析】：  

 

(   )32.有關人體激素的敘述，何者正確？  

(A)幼年時甲狀 素分泌不足會造成呆小症 (B)抗利尿激素受到尿量刺激調節而分泌 (C)

製造抗利尿激素的是腦垂 後葉 (D)升糖素因血糖升高而分泌。 

【答案】：(A)  

【解析】：  

 

(   )33.下列關於人體分泌 之敘述，何者錯誤？  

(A)分泌 細胞的高基氏體數量比一般細胞多 (B)分泌 分為內分泌 與外分泌  (C)下
視丘是具有神經功能的分泌  (D)分泌的物質皆由血液運輸 (E)胰臟是同時具有內分泌

和外分泌功能的器官。 

【答案】：(D)  

【解析】：  

 

(   )34.人對寒冷通常發生下列何種反應？  

(A)甲狀腺素活動促進細胞的氧化作用 (B)胰島素活動減少以節省能量的浪費 (C)腎上腺

素使皮膚血管擴張，增加血流以禦寒 (D)生殖腺分泌動情素，使皮下脂肪增厚。 

【答案】：(A)  

【解析】：  

 

(   )35.比較神經系統與內分泌系統，何者正確？  

(A)前者只靠電位變化，後者是藉分泌化學物質來調節生理 (B)神經系統的作用速度較快而短暫，內

分泌系統的作用速度較慢而持久 (C)神經系統的作用範圍較廣，內分泌系統作用範圍較小 (D)兩者

各自獨立，並無關聯。 

【答案】：(B)  

【解析】：  

 

(   )36.胰島素促使血糖濃度降低的作用，不包括下列何者？  

(A)促進葡萄糖進入細胞 (B)促使細胞氧化利用葡萄糖 (C)促使葡萄糖轉變為肝醣 (D)促
進腎小管對葡萄糖的分泌作用。 

【答案】：(D)  

【解析】：  

 

(   )37.傍晚上課時，長時間沒有進食，感覺肚子很餓，沒有什麼體力，但是再經過一段時間後，就
比較不會有感覺了。請問這現象可能是什麼因素導致的結果？  

(A)胰島素分泌，導致血糖濃度上升 (B)腎上腺素分泌，導致血糖濃度下降 (C)升糖素分
泌，導致血糖上升 (D)甲狀腺素分泌，增加新陳代謝。 

【答案】：(C)  

【解析】：  

 

(   )38.下列何種病症說明甲狀腺素對人體神經系統的發育十分重要？  

(A)巨人症 (B)侏儒症 (C)呆小症 (D)黏液性水腫。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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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憤怒或遇到突發狀況發生時，常發現此時有超乎平常的爆發力，下列關於引起此現象激素的

敘述，何者正確？  

(A)腎上腺髓質分泌腎上腺素增加 (B)高濃度的甲狀腺素促使代謝率上升所引起 (C)此激

素具有抗發炎的效應 (D)具有引起呼吸道收縮的功能。 

【答案】：(A)  

【解析】：  

 

(   )40.下列何者為腎上 的功能？(有三答)  

(A)使血糖上升 (B)促進心跳速率 (C)促使肝糖分解 (D)促進升糖素的分泌 (E)與胰臟

互相拮抗。 

【答案】：(A)(B)(C)  

【解析】：  

 

(   )41.下列有關激素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二答)  

(A)內分泌 體分泌的化學物質，經由特定導管運送到作用部位 (B)分泌量很多，且會隨著

生理狀況不同而改變 (C)幼年時，生長激素分泌不足會造成呆小症 (D)甲狀 素影響代謝

作用，和體溫的維持有關 (E)副甲狀 素和血鈣的調節有關。 

【答案】：(D)(E)  

【解析】：  

 

(   )42.胰島素具有下列哪些作用？(有三答)  

(A)促使血液中的葡萄糖快速進入細胞 (B)促進細胞氧化葡萄糖 (C)促進肝臟和肌肉細胞

將葡萄糖轉變成肝糖貯存 (D)促進肝臟中貯存的肝糖分解成葡萄糖 (E)促進蛋白質轉變

成葡萄糖。 

【答案】：(A)(B)(C)  

【解析】：  

 

(   )43.下列有關內分泌腺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三答) 

(A)激素由血管輸送  (B)激素由特殊管腺運送到特定目標  (C)激素和目標細胞上的特定受
器進行專一性結合  (D)激素在產生的部位不直接發生作用  (E)激素量愈多作用愈好，有助
於健康。 

【答案】：(A)(C)(D)  

【解析】：  

 

(   )44.維持人體血糖的恆定，主要和胰島素及升糖素有關，下列哪些敘述是正確的？(有三答)  

(A)胰島素可促使全身細胞吸收血中的葡萄糖 (B)胰島素可促進肌肉和肝臟細胞吸收血中

葡萄糖並轉成肝糖 (C)胰島素分泌不足時，血中葡萄糖容易進入細胞，與升糖素作用相反 
(D)升糖素可促進肝糖分解為葡萄糖，使血糖升高 (E)升糖素泌量太高容易導致血糖增高，
使葡萄糖隨尿液排出。 

【答案】：(A)(B)(D)  

【解析】：  

 

(   )45.下列哪些互相拮抗？(有三答)  

(A)胰島素與腎上 素 (B)胰島素與升糖素 (C)腎上 素與升糖素 (D)二頭肌與三頭肌 

(E)感覺神經元與運動神經元。 

【答案】：(A)(B)(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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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激素不具有下列哪些性質？(有三答)  

(A)具有特殊的管 運輸 (B)一種激素只有一種功能 (C)具有特定的作用目標器官 (D)經

由血液運至作用的部位 (E)需要相當多的量才能激發反應。 

【答案】：(A)(B)(E)  

【解析】：  

 

(   )47.下列各項中，哪些是屬於激素的特點？(有三答)  

(A)由細胞分泌 (B)能直接參與分解食物 (C)由血液輸送 (D)經由特定管 分泌至目標細

胞 (E)分泌量少，但能顯著影響細胞生理。 

【答案】：(A)(C)(E)  

【解析】：  

 

(   )48.下列哪些激素與胰島素拮抗？(有三答)  

(A)升糖素 (B)甲狀 素 (C)副甲狀 素 (D)葡萄糖皮質素 (E)腎上 素。 

【答案】：(A)(D)(E)  

【解析】：  

 

(   )49.小蘭和園子兩人山上迷路之後又饑又餓，偏偏這個時候又遇上了壞人，所以兩人拔腿就跑，

終於逃到一個安全地方。上述小蘭和園子兩人體內有什麼荷爾蒙分泌增加？(有二答)  

(A)胰島素 (B)雌性荷爾蒙 (C)降血糖素 (D)腎上腺素 (E)升糖素。 

【答案】：(D)(E)  

【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