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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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 用「複式顯微鏡」觀察草履蟲時，發現視野中的草履蟲從右下方跑出視野外，若要將它移回

視野的正中央，則將載玻片向下列哪個方向移動即可？ 

(A)左上方  (B)右下方  (C)上方  (D)下方 

(   )3. 小玲拿了一張小紙片，寫上「bdpq」，放在複式顯微鏡下觀察，則她所看到的影像應該是下

列何者？ 

(A) dbqp  (B) qpdb  (C) pqbd  (D) bdpq 

(   )4. 關於植物表皮細胞和保衛細胞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表皮細胞有細胞核，保衛細胞無細胞核  (B) 表皮細胞有葉綠體，保衛細胞無葉綠體  (C)

保衛細胞膨脹時，氣孔能打開  (D)葉之下表皮氣孔數比上表皮少 

(   )5. (甲)血管；(乙)紅血球；(丙)循環系統；(丁)血液。以上四種構造由簡而繁的層次關係依序為

下列何者？ 

(A)乙→丙→甲→丁  (B)乙→丁→甲→丙  (C)乙→甲→丙→丁  (D)甲→乙→丙→丁 

(   )6. 小華觀察同一標本四次，每次除調整放[大倍率外

，其他條件皆未變動，結果如右圖。 則視野亮度

最弱的是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   )7. 現代科學可根據細胞內DNA的鑑定結果，來斷定親子間的親緣關係，試問遺傳物質DNA通

常位於細胞的哪一個構造中？ 

(A)細胞壁  (B)細胞膜  (C)細胞質  (D)細胞核。 

(   )8. 下列哪一種生物必頇使用複式顯微鏡才方便觀察？ 

(A)團藻  (B)蚊子  (C)仙人掌  (D)企鵝。 

(   )9. 水蘊草原產於南美洲，約在每年 4-8 月間開花，花成熟時，花柄伸出水面，花瓣白色，橢圓

形，表面有皺紋，其中心之花蕊呈黃色。若想仔細觀察水蘊草的花蕊，應該選擇哪一種儀

器最恰當？ 

(A)放大鏡  (B)複式顯微鏡  (C)解剖顯微鏡  (D)望遠鏡。 

(   )10. 表皮細胞排列緊密，由此細胞所形成的組織，它在生物體內有何功能？ 

(A)行光合作用  (B)收縮產生運動  (C)保護作用  (D)傳遞訊息。 

(   )11. 於載玻片上寫下ｐ後，置於複式顯微鏡下觀察，則在視野下看到的字樣應為何？ 

(A)ｂ  (B)ｄ  (C)ｐ  (D)ｑ。 

(   )12. 下列為四種不同生物在複式顯微鏡下觀察到的影像，試問此四種生物的實際大小，以何者

最大？(圓圈代表視野，視野下標示的數字代表觀察時的放大倍率，如 40X 代表放大 40 倍。) 

 

(   )13. 右圖是小雨使用複氏顯微鏡觀察被麻醉的蜜蜂時，視野中所見的影像。他想將

蜜蜂移至視野中央，則應將培養皿往哪一方向移動？ 

(A)右上方  (B)右下方  (C)左上方  (D)左下方。 



(   )14. 右圖為複式顯微鏡的目鏡，試問何者的放大倍率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三者放大倍率一樣。 

(   )15. 植物細胞內的構造有細胞膜、細胞核、細胞質、葉綠體、細胞壁、

粒線體，其中有幾項是一般動物細胞中所沒有的？ 

(A)1項  (B)2項  (C)3項  (D)4項。 

(   )16. 關於解剖顯微鏡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使用解剖顯微鏡可觀察到細菌  (B)解剖顯微鏡的放大倍率較複式顯微鏡低  (C)解剖顯

微鏡適合觀察不透光的樣本  (D)解剖顯微鏡常被用來觀察動植物的表面構造。 

(   )17. 使用高倍物鏡觀察玻片標本時，如果視野內的亮度適當，卻仍然看不清楚目標物，應調整

什麼構造，使目標物的影像較清晰？ 

(A)反光鏡  (B)光圈  (C)粗調節輪  (D)細調節輪。 

(   )18. 小姿使用複式顯微鏡時，發現鏡頭髒了，他該使用什麼東西擦拭乾淨？ 

(A)衛生紙  (B)拭鏡紙  (C)手帕  (D)抹布。 

(   )19. 右圖中的顯微鏡不適合觀察下列那一種玻片標本？ 

(A)團藻  (B)水蘊草葉片  (C)洋蔥表皮  (D)毛毛蟲。 

(   )20. 使用顯微鏡觀察水中生物時，下列操作方式何者錯誤？ 

(A)蓋上蓋玻片時，發現載玻片上溢滿了水時，必頇用吸水紙吸乾  (B)蓋

玻片以 45 度角慢慢蓋下，主要是避免產生氣泡  (C)可用試管將池水倒 1～

2mL 於載玻片的中央  (D)由於水中生物非常微小，不易觀察，所以需用低

倍物鏡尋找。 

(   )21. 小毛觀察洋蔥表皮細胞，見到的影像如附圖，圖中的 A 是什麼構造？ 

(A)細胞核  (B)葉綠體  (C)細胞壁  (D)細胞膜。 

(   )22. 如圖是水蘊草葉片細胞在顯微鏡下的影像，圖中的 B 構造呈綠色顆粒

狀，分布於細胞的哪個部位？ 

(A)液胞中  (B)細胞質中  (C)粒線體內  (D)細胞核內。 

(   )23. 承上題，圖中的 B 是什麼構造？ 

(A)細胞核  (B)葉綠體  (C)細胞膜  (D)粒線體。 

(   )24. 如何證實芭樂中含有葡萄糖？ 

(A)芭樂可溶解於水中  (B)碘液滴於芭樂中將呈藍黑色  (C)本氏液混合芭樂後加熱，將呈

黃色或橙色  (D)芭樂吃起來甜甜的。 

(   )25. 美如想觀察口腔皮膜細胞，請排出正確的實驗順序：甲.用吸水紙吸去多餘的染劑；乙.以牙

籤鈍端輕輕刮取口腔兩側的皮膜；丙.在載玻片上低入一滴亞甲藍液；丁.將刮下來的口腔皮

膜細胞放在載玻片上；戊.蓋上蓋玻片 

(A)甲乙丙丁戊  (B)乙丙丁甲戊  (C)丙乙丁甲戊  (D)丙乙丁戊甲。 

(   )26. 醫師建議貧血患者可服用營養補充品，以有效改善貧血的症狀，試問營養補充品應該含有

下列何種礦物質呢？ 

(A)鈣  (B)鐵  (C)磷  (D)鉀。 

(   )27. 有關細胞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二百年前科學家林奈發現細胞  (B)細胞小到肉眼都無法看見  (C)已知現在最大的細胞

是鴕鳥蛋的卵黃  (D)已知最長的細胞是脊椎動物的肌肉細胞。 

(   )28. 觀察池水中的小生物，做了下列四項判斷，試問哪一項較正確？ 

(A)植物細胞的顏色一定都是綠色的  (B)構造不規則，也不會運動的可能是藻類  (C)具有

較黑的輪廓，可能是多細胞生物  (D)形狀完整、輪廓規律、在鏡頭下可以自由活動的，可

能是動物。 



(   )29. 一般常用碘液或亞甲藍液當作觀察細胞染色劑，有關這兩種染劑染色的情形，下列何者正

確？ 

(A)碘液為藍色液體  (B)亞甲藍液毒性強，染色時會先殺死細胞，再滲透細胞中，因此較不

易染色  (C)使用染劑染色的目的大都是為了讓細胞的構造更清晰  (D)若玻片間內含有小

氣泡，將會使得染色的過程甲.有無粒線體；.乙細胞的型態；丙.細胞的功能；丁.有無細胞

膜；試問以上述哪些判斷依據無法區別人類的神經細胞和肌肉細胞？ 

(A)甲、乙(B) 甲、丁(C)乙、丙  (D)乙、丁。 

(   )30. 下圖是植物細胞的模式圖，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動物細胞沒有戊的構造  (B)丁內含有遺傳物質DNA，是細胞的生

命中樞  (C)若將丙去除，細胞的代謝作用將逐漸衰弱而死亡  (D)甲

可控制細胞內外物質的進出。 

(   )31. 下列有關細胞的敘述，何者正確？ 

(A)植物細胞的排列通常比動物細胞規則，其原因為植物細胞具有細胞壁  (B)洋蔥表皮細胞

染色後可觀察到綠色的顆粒  (C)動物細胞皆為圓球狀，植物細胞皆為長方體狀  (D)以上皆

非。 

(   )32. 有關人體各細胞的形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口腔皮膜細胞成不規則突起狀  (B)肌肉細胞呈扁平狀  (C)神經細胞形狀細長  (D)紅血

球細胞雙凹圓盤狀。 

(   )33. 如圖，小軒觀察解剖顯微鏡時，發現無法同時用兩眼觀察；此時他應調整

下列哪一種構造？ 

(A)固定夾   (B)眼焦調整器   (C)眼距調整器   (D)調節輪。 

(   )34. 下列哪一種是人類必頇使用顯微鏡才能看見的生物？ 

(A)間生藻ˉ(B)水蘊草ˉ(C)百合花ˉ(D)毛毛蟲。 

(   )35. 虎克觀察軟木栓薄片時，所看到的蜂窩狀的小格子是細胞的

哪一部分構造？ 

(A)甲  (B)丁  (C)庚  (D)戊。 

(   )36. 下列關於構造-組成的配對，何者錯誤?  

(A)丁-脂質  (B)戊-纖維素  (C)己-葉綠素  (D)辛-核酸。  

(   )37. 下列關於構造-功能的配對，何者正確? 

(A)乙-儲存水份  (B)丙-細胞生命中樞  (C)戊-控制物質進

出細胞  (D)庚-光合作用。 

(   )38. 請問植物的葉屬於植物組成層次的哪一部分？ 

(A)細胞  (B)組織  (C)器官  (D)系統。 

(   )39. 請問鴕鳥未受精的蛋屬於動物組成層次的哪一部分？ 

(A)細胞  (B)組織  (C)器官  (D)系統。 

(   )40. 甲.有無粒線體；乙.細胞的型態；丙.細胞的功能；丁.有無細胞膜；試問以上述哪些判斷依

據無法區別人類的神經細胞和肌肉細胞？ 

(A)甲、乙  (B)乙、丙  (C)甲、丁  (D)丙、丁。 

(   )41. 如圖是天竺鼠細胞的模式圖，請問控制天竺鼠體表顏色的遺

傳物質位於圖中哪一部位？ 

(A)甲  (B)乙  (C)丙  (D)丁。 

(   )42. 有關人體各細胞的形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口腔皮膜細胞呈不規則突起狀  (B)肌肉細胞呈雙凹圓盤狀  (C)神經細胞有許多突起  

(D)紅血球細胞形狀細長。 



(   )43. 下列各器官所隸屬的系統層次，哪一個組合是正確的？ 

(A)肺—呼吸系統  (B)血管—消化系統  (C)心臟—消化系統  (D)大腸—呼吸系統。 

(   )44. 小郭觀察朱槿的葉子，發現葉子具有可行光合作用的葉肉細胞，以及葉脈的輸導組織。有

關植物組成層次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葉肉細胞屬於細胞層次  (B)葉脈的輸導組織屬於組織層次  (C)葉子屬於組織層次  (D)

朱槿屬於個體層次。 

(   )45. 使用解剖顯微鏡觀察樣本時，所看到的物像和實物有何差異？(大小不計) 

(A)上下左右方向均相反  (B)上下左右方向均相同  (C)僅左右方向相反  (D)僅上下方向相

反。 

(   )46. 關於解剖顯微鏡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使用解剖顯微鏡可觀察到病毒  (B)解剖顯微鏡的放大倍率較複式顯微鏡低  (C)解剖顯

微鏡適合觀察不透光的樣本  (D)解剖顯微鏡常被用來觀察動植物的表面構造。 

(   )47. 三百年前虎克利用顯微鏡觀察軟木圔切片，意外發現的蜂窩狀小格子，主要是細胞的什麼

構造？  

(A)細胞膜  (B)細胞核  (C)細胞質  (D)細胞壁。 

(   )48. 下列有關動物和植物細胞的敘述，何者錯誤？ 

(A)植物細胞具有細胞壁所以能保護內部  (B)動物細胞不含葉綠體  (C)動、植物細胞皆含

有粒線體  (D)只有植物細胞含有液胞，動物則無。 

(   )49. 有四架不同倍數的顯微鏡：甲.10×10；乙.10×20；丙.4×50；丁.10 ×40；若觀察同一眼蟲玻

片標本，試問以哪一架顯微鏡視野下所觀察到的眼蟲最小？ 

(A)甲  (B)乙  (C)丙  (D)丁。 

(   )50. 使用顯微鏡觀察水中生物時，下列操作方式何者錯誤？ 

(A)鏡頭若不小心沾到水時，必頇用拭鏡紙吸乾  (B)蓋玻片以45度角慢慢蓋下，主要是避免

產生氣泡  (C)可用試管將池水倒1～2滴於載玻片的中央  (D)由於水中生物非常微小，不易

觀察，所以需用低倍物鏡尋找。 

(   )51. 下列為四種不同生物在複式顯微鏡下觀察到的影像，試問此四種生物的實際大小，以何者

最大？(圓圈代表視野，視野下標示的數字代表觀察時的放大倍率，如 40X 代表放大 4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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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2. 有關細胞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三百多年前虎克發現軟木圔具有格子狀的細胞壁  (B)細胞是組成生物體的基本單位  

(C)現在已知最大的細胞是鴕鳥蛋的卵黃  (D)已知最長的細胞是脊椎動物的肌肉細胞。 

(   )53. 下列對於細胞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植物細胞有葉綠體，沒有粒線體  (B)動物細胞有粒線體，沒有細胞壁  (C)動植物細胞

都具有細胞膜  (D)細胞的外型雖功用不同有所差異。 

(   )54. 若要利用解剖刀切割、觀察標本，則應該選擇哪一種儀器最恰當？ 

(A)放大鏡  (B)電子顯微鏡  (C)解剖顯微鏡  (D)複式顯微鏡。 

(   )55. 小孙觀察池水中的小生物，做了下列四項判斷，試問哪一項較正確？ 

(A)植物細胞的顏色一定都是綠色的  (B)形狀完整、輪廓規律、在鏡頭下可以自由活動的，

可能是動物  (C)具有較黑的輪廓，可能是多細胞生物  (D)構造不規則，也不會運動的必定

是藻類。 

(   )56. 以下植物的構造中，何者不屬於器官層次？ 

(A)根  (B)花  (C)葉綠體  (D)種子。 



(   )57. 有關細胞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三百多年前虎克發現軟木圔具有格子狀的細胞  (B)細胞是組成生物體的基本單位  (C)

現在已知最大的細胞是鴕鳥蛋的卵黃  (D)已知最長的細胞是脊椎動物的肌肉細胞。 

(   )58. 下列關於細胞的敘述，何者正確？ 

(A)細胞質內的膜狀構造，可隔開各種進行中的化學反應，以免互相干擾(B)細胞壁位於細胞

的最外層，有控制物質進出的功能(C)植物的液胞通常較動物液胞小(D)細胞核能控制細胞的

生理活動，主要是因其內含胺基酸。 

(   )59. 對於單細胞生物與多細胞生物的敘述，如表中哪一項錯誤？ 

 單細胞生物 多細胞生物 

(A) 例如：草履蟲 例如：水蚤 

(B) 
細胞內各種微小構造無特定的機

能 

細胞內各種微小構造有特定的機能 

(C) 
單一細胞能表現出所有的生命現

象 

單一細胞不能獨立生活 

(D) 細胞無分工合作現象 細胞有分工合作現象 

(   )60. 下列生物體組成的層次，何者錯誤？ 

(A)細菌：細胞→個體  (B)草履蟲：細胞→個體  (C)尤加利樹：細胞→組織→器官→系統

→個體  (D)無尾熊：細胞→組織→器官→系統→個體。 

(   )61. 關於細胞的發現過程，何者正確﹖(A)虎克提出細胞學說  (B)當初所發現的細胞是死細胞  

(C)由許旺和許來登一起發現的  (D)科學家觀察蜂窩的結構組織時發現的。 

(   )62. 虎克觀察軟木栓的薄片，看到蜂窩狀中空小格子是細胞的哪一部分構造﹖(A)細胞膜  (B)

細胞質  (C)細胞核  (D)細胞壁。 

(   )63. 請問植物的葉屬於植物組成層次的哪一部分？ 

(A)細胞  (B)組織  (C)器官  (D)系統。 

(   )64. 請問鴕鳥未受精的蛋屬於動物組成層次的哪一部分？ 

(A)細胞  (B)組織  (C)器官  (D)系統。 

(   )65. 甲.有無粒線體；乙.細胞的型態；丙.細胞的功能；丁.有無細胞膜；試問以上述哪些判斷依

據無法區別人類的神經細胞和肌肉細胞？ 

(A)甲、乙  (B)乙、丙  (C)甲、丁  (D)丙、丁。 

(   )66. 「虎克是世界上第一個觀察到細胞的科學家」，以現今你對細胞的瞭解，這句話的準確性

如何？ 

(A)完全正確，細胞在顯微鏡底下皆為格子狀  (B)完全正確，他所觀察到的是完整的植物細

胞  (C)不完全正確，他所觀察到的僅有細胞壁  (D)不完全正確，軟木圔並非由細胞所組成

的。 

(   )67. 下列敘述何者與「細胞學說」的內涵最不相符？ 

(A)所有的生物體都是由細胞組成  (B)以細胞為材料能夠觀察到生命現象  (C)細胞是構成

生物體的最小單位  (D)生物皆由許多細胞所組成。 

(   )68. 細胞的型態往往與功能息息相關，下列關於細胞的敘述何者正確？ 

(A)皮膜細胞大多是扁平的，具保護功能  (B)肌肉細胞的纖維具有傳遞訊息的功能  (C)神

經細胞的突起可透過收縮產生運動  (D)動物的紅血球細胞缺乏細胞核。 

(   )69. 魯夫吃下惡魔果實後，身體便產生具有橡膠般伸縮的能力，以你學過的生物知識判斷，惡

魔果實可能改變了魯夫細胞中的那個構造？ 

(A)細胞壁  (B)細胞核  (C)細胞膜  (D)葉綠體。 



(   )70. 承上題，魯夫在長島被弗克西的慢慢光波擊中後，整個人便失去了能量而動作緩慢，請問

慢慢光波可能對魯夫細胞中的那個構造產生了影響？ 

(A)液胞  (B)細胞膜  (C)粒線體  (D)葉綠體。 

(   )71. 下列關於組成細胞的物質，何者配對有誤？ 

(A)細胞主要成分為水，可協助代謝進行  (B)細胞膜上部分蛋白質可協助物質運輸  (C)細

胞中構成各種「膜」的成分主要是醣類  (D)細胞中各種代謝的廢物可被儲存在液胞中 

(   )72. 下列何者較難用來判斷動物細胞和植物細胞的不同？ 

(A)細胞核  (B)葉綠體  (C)液胞  (D)細胞壁。 

(   )73. 下列各項生物組成層次的敘述何者錯誤？ 

(A)植物的花、果實、種子構成生殖系統  (B)胃、大腸、肝臟、肛門皆是消化系統的一部份  

(C)我們所吃的豬排屬於組織層次  (D)單細胞生物的組成缺乏層次。 

(   )74. 小丸子上生物課的時候和同學討論團藻是否為多細胞生物，下列何者正確？ 

(A)美環：團藻由許多細胞所構成，因此是多細胞生物  (B)花輪：團藻具有大小不一的組成

，因此是多細胞生物  (C)永澤：團藻看起來是一個巨大的細胞，因此是單細胞生物  (D)

小玉：團藻內部並沒有特化的現象，因此是單細胞生物。 

(   )75. 有一複式顯微鏡目鏡有10X和15X兩種倍率，物鏡有10X、15X、40X、50X四種倍率，求該

複式顯微鏡共有幾種放大倍率？ 

(A)五種  (B)六種  (C)七種  (D)八種。 

(   )76. 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時，高倍和低倍狀態下的視野有何差異？ 

(A)高倍鏡能看到的細胞數目較多  (B)高倍鏡的視野較為明亮  (C)先使用低倍鏡，因為視

野較大  (D)高倍物鏡的鏡筒較短。 

(   )77. 虎克利用自製顯微鏡，在軟木圔切片中所發現的小格子是 

(A)蜂窩狀的活細胞  (B)蜂窩狀的死細胞  (C)顯微鏡面的花紋  (D)軟木圔上的花紋 

(   )78. 有關細胞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生物體都是由細胞組成  (B)細胞都必頇利用顯微鏡才能觀察  (C)細胞質內的構造分別

有特定的功能  (D)細胞因功能不同而有不同形狀 

(   )79. 小新判斷一個細胞是植物細胞，他可能發現何種構造？ 

(A)粒線體  (B)葉綠體  (C)細胞壁  (D)細胞核 

(   )80. 人的口腔皮膜細胞和植物表皮細胞呈扁平狀，且排列緊密，其主要的功能是 

(A)保護  (B)運輸氧氣  (C)支持運動  (D)傳遞訊息 

(   )81. 楊過觀察口腔上皮細胞時，載玻片上滴亞甲藍液，其目的是 

(A)使細胞分離便於觀察  (B)維持細胞形態  (C)不使細胞死亡  (D)使細胞核顯示清晰，便

於觀察 

(   )82. 可控制細胞內、外物質進出的構造是 

(A)葉綠體  (B)細胞膜  (C)細胞核  (D)細胞壁 

(   )83. 欣茹為了鑑別空難死者身份，進行遺傳物質的比對工作，此遺傳物質由下列何者取得？ 

(A)細胞壁  (B)細胞膜  (C)細胞質  (D)細胞核 

(   )84. 馨玫將植物細胞放在清水中，水分可自細胞外滲透進入細胞，但卻不致使植物細胞脹破，

是因為植物具有什麼構造，可保護細胞、維持細胞的形狀？ 

(A)細胞膜  (B)細胞質  (C)大型液胞  (D)細胞壁 

(   )85. 下列何者為玻瑰花所缺乏的層次？ 

(A)細胞  (B)組織  (C)器官  (D)系統 

(   )86. 下列何種生物的單一細胞可以兼具生長、消化、繁殖等多種生理機能？ 

(A)水母  (B)人類  (C)螞蟻  (D)草履蟲  



(   )87. 裴裴在顯微鏡看到右上方有一皮膜細胞，則玻片應往何方移動才能使皮膜細胞位於視野正

中央？ 

(A)右上  (B)右下  (C)左上  (D)左下 

(   )88. (甲)調節反光鏡； (乙)轉動旋轉盤使低倍物鏡對準鏡台上圓孔； (丙)轉動粗調節輪使影像

出現；  (丁)轉動細調節輪使影像清晰。小王使用顯微鏡觀察物體的正確步驟是： 

(A)甲乙丙丁  (B)乙甲丙丁  (C)丙甲乙丁  (D)乙甲丁丙 

(   )89. 關於虎克所觀察的軟木栓薄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他將看到的小格子稱為細胞  (B)他所看到的是軟木栓細胞的細胞壁  (C)後來，他提出"

細胞學說"  (D)"軟木栓薄片"在生物體的組成層次上，屬於"組織"。  

(   )90. (甲)榕樹 (乙)細菌 (丙)孑孒 (丁)眼蟲 (戊)蝴蝶 (己)企鵝；以上那些生物細胞具分工合作的

現象? 

(A)甲丙戊己  (B)甲乙丙己  (C)丙丁戊己  (D)乙丙丁己。 

(   )91. 關於單細胞生物與多細胞生物體各擇一細胞比較，何者有誤? 

 
(   )92. (甲)肝； (乙)神經組織； (丙)消化系統； (丁)皮膜細胞；以上四項，依照簡單到複雜的層

次應為 

(A)甲丁乙丙  (B)丁甲乙丙  (C)丁乙甲丙  (D)丙甲乙丁 

(   )93. 下列那一項不是生物所具有的生命現象?  

(A)水晶寳寳由1個變2個  (B)水筆仔長出筆狀胎生苗  (C)植物莖向光線生長  (D)植物行

光合作用。 

(   )94. (甲)轉動旋轉盤，使低倍鏡對準圓孔； (乙)置玻片標本於載物台圓孔上； (丙)轉粗調節輪

調焦距； (丁)調整適當的光線； 以上使用複式顯微鏡的步驟，正確的順序為?  

(A)甲→丙→乙→丁  (B)甲→乙→丁→丙  (C)乙→丙→甲→丁  (D)甲→乙→丙→丁 

(   )95. 宗緯觀察動植物細胞及池水中的小生物，做了下列四項判斷，試問哪一項較正確？ 

(A)植物細胞的顏色一定都是綠色的  (B)構造不規則，也不會運動的可能是藻類  (C)具有

較黑的輪廓，可能是多細胞生物  (D)形狀完整、輪廓規律、在鏡頭下可以自由活動的，可

能是動物。 

(   )96. 小 S 最愛白玫瑰，「玫瑰花」的組成層次關係為下列何者？甲、細胞；乙、組織；丙、器官；

丁、系統；戊、個體 

(A)甲乙丙丁戊  (B)甲乙丁丙戊  (C)甲丙戊丁  (D)甲乙丙戊。 

(   )97. 校長在校園散步時發現教務處前的芭樂樹花都謝了，結了許多芭樂，請問目前在這棵芭樂

樹上可發現幾種植物器官？ 

(A)3種  (B)4種  (C)5種  (D)6種。 

(   )98. 何種構造有如細胞的門戶，可控制物質進出﹖ 

(A)葉綠體  (B)細胞核  (C)細胞壁  (D)細胞膜。 

(   )99. 細胞質內的構造大多有膜包圍，是因為 

(A)形成更小的細胞  (B)看起來比較整齊  (C)進行不同反應時不會互相干擾  (D)使其與外

界完成隔離具保護作用。 

(   )100. 細胞核具下列何種功能﹖ 

(A)對細胞而言具支持作用  (B)是物質氧化產生能量的主要場所  (C)內含葉綠體可進行光

合作用  (D)內含遺傳物質是細胞的生命中樞。 



(   )101. 高等植物雖沒有骨骼卻可以長得很高大，是因高等植物細胞內有具支持功能的 

(A)葉綠體  (B)細胞核  (C)細胞壁  (D)細胞膜。 

(   )102. 觀察陸生植物葉片，大都是採取下表皮而不採用上表皮，其原因是 

(A)下表皮較漂亮  (B)下表皮的保衛細胞較多，可同時觀察表皮細胞和保衛細胞  (C)下表

皮較易撕取  (D)下表皮較平整。  

(   )103. 觀察口腔上皮細胞時，載玻片上滴亞甲藍液的目的是 

(A)維持細胞型態  (B)不使細胞死亡  (C)使細胞核較明顯  (D)使細胞分離便於觀察。 

(   )104. 保衛細胞與口腔上皮細胞有何不同構造？ 

(A)葉綠體  (B)細胞壁  (C)細胞核、細胞壁  (D)細胞壁、葉綠體。 

(   )105. (甲)半月形 (乙)不規則狀 (丙)邊緣曲折 (丁)兩兩成對 (戊)含有葉綠體，上述與保衛細胞有

關的是(A)甲丁戊  (B)甲丙丁  (C)乙丁戊  (D)乙丙丁。 

(   )106. (A)植物細胞均有細胞壁及葉綠體  (B)植物行光合作用是吸二氧化碳、吐氧氣，也就是植

物的呼吸，在白天進行  (C)細胞的功能不同，其形態亦不同  (D)細胞均有一個細胞核；上

列敘述何者正確? 

(A)c  (B)a  (C)bd  (D)以上皆是。 

(   )107. 下列物質與其組成小分子之配對何者正確?  

(A)蛋白質-胺基酸  (B)醣類-麥芽糖  (C)脂質-脂肪和油類  (D)以上皆是。 

(   )108. (A)細胞成分含量最多是蛋白質  (B)生物體內種類最多的是水  (C)毛髮、肌肉等是由蛋白

質組成  (D)細胞膜上特殊孔道是由蛋白質所形成；上列關於生物體組成的物質之敘述，何

者錯誤?  

(A)cd  (B)ad  (C)ab  (D)以上皆非。  

(   )109. 下列關於物質的功能，下列哪一敘述正確?  

(A)葉片上的蠟有防止水分散失的功能  (B)水能調節生物體的體溫  (C)蛋白質參與多種細

胞生理活動，如酵素參與物質的代謝作用  (D)以上皆是。   

(甲)蘋果  (乙)甘蔗   (丙)金針花 (丁)豌豆  

(   )110. 依上列甲~丁圖，下列關於植物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內有種子、乙可以插枝繁殖，均屬「生殖器官」(B)丙、丁可供人類煮食，是為植物的

「營養器官」  (C)上圖所示分屬於兩類器官  (D)以上皆是。 

(   )111. (甲)單細胞生物多生活於水中 (乙)多細胞生物有細胞分工合作的現象 (丙)單細胞生物的

細胞功能較多 (丁)多細胞生物的單一個細胞功能較多；上列關於「單細胞生物」及「多細

胞生物」的敘述，正確的有幾項? 

(A)1項  (B)2項  (C)3項  (D)4項。 

(   )112. 豆豆先生用複式顯微鏡作觀察，用10倍物鏡看見的影像如右圖的甲

，若想看成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頇換成4倍的物鏡  (B)需換成40倍的物鏡  (C)視野將變小  (D)

若僅有換物鏡，視野將變暗。  

(   )113. 在載玻片上用細筆寫下「ABC」兩個字母，並且字體是正的將玻片擺在載物臺，分別用甲

-解剖顯微鏡，及乙-複式顯微鏡觀察，會看到下列a~d什麼樣的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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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  乙 



(   )114. 下列哪一種不是單細胞生物？ 

(A)細菌  (B)珊瑚  (C)眼蟲  (D)矽藻。 

(   )115. 細胞各有不同的形態，與下列何者有最密切的關係？ 

(A)生物的年齡  (B)生物的大小  (C)細胞的功能  (D)環境的季節、溫度。 

(   )116. 下列生物構造的組成層次何者正確？ 

(A)血液-組織  (B)心臟-系統  (C)葉脈-細胞  (D)栁丁種子-個體。 

(   )117. 下列何者被稱為細胞的發電廠，能產生能量，供細胞使用﹖ 

(A)液胞  (B)細胞核  (C)粒線體  (D)葉綠體。 

(   )118. 有關植物的葉下表皮細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不具有細胞壁  (B)形狀呈半月形  (C)細胞內不含葉綠體  (D)細胞兩兩成對，中間有氣

孔。 

(   )119. 下列何種細胞位於人體口腔內，形狀扁平，具有保護內部構造的功能﹖ 

(A)肌肉細胞  (B)皮膜細胞  (C)神經細胞  (D)紅血球細胞。 

(   )120. 下列生物體的構造中何者的組成層次最高﹖ 

(A)一粒蘋果  (B)一隻蚊子  (C)呼吸系統  (D)一個紅血球。 

(   )121. 下列各種動物構造所對應的生物體組成層次，何者是植物體所缺乏的﹖ 

(A)胃  (B)乳牛  (C)消化系統  (D)肌肉組織。 

(   )122. 右圖是植物細胞模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丙可控制物質進出細胞  (B)使用亞甲藍液的主要目的是將乙染色  

(C)戊內含有遺傳物質  (D)甲的主要功能是儲存養分 

(   )123. 小芬發現落地生根細胞的形狀和軟木栓細胞相似，它們都很規則不易

變形，這是因為它們都具有何種構造？ 

(A)細胞壁  (B)細胞膜  (C)細胞核  (D)細胞質 

(   )124. 下列何者適合使用解剖顯微鏡來觀察？ 

(A)植物下表皮保衛細胞  (B)紅血球  (C)水中草履蟲  (D)蒼蠅翅膀

構造 

(   )125. 附圖是一臺解剖顯微鏡，由目鏡和物鏡的倍率可推算出此架顯微鏡

的放大倍率為何？ 

(A) 2倍  (B)20倍  (C)22倍  (D)40倍 

(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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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鏡所觀察到同種細胞形狀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丁 

(   )127. 你認為虎克觀察軟木栓薄片時，所看到的蜂窩狀的小格子主要是細胞的哪一部分構造？ 

(A)細胞膜  (B)細胞核  (C)細胞質  (D)細胞壁 

(   )128.有關動植物器官或組織的組合下列何者是正確？ 

(A)花、果實、種子是植物生殖器官  (B)肺是動物呼吸組織  (C)胃是動物消化組織  (D)根、莖、葉

是植物營養組織 

(   )129. 下列生物體的構造中，何者的層次最高？ 

(A)一顆雞蛋  (B)一粒蘋果  (C)一隻蚊子  (D)呼吸系統。 

(   )130. 小百合最近購買一台複式顯微鏡，其目鏡有5X、10X、15X，接物鏡有4X、10X、20X，

此顯微鏡共有幾種放大倍數？(A)6  (B)8  (C)9  (D)10 

(   )131. 右圖為小強使用解剖顯微鏡觀察被麻醉的蜜蜂時，視野中所見的景象。小楓

想將蜜蜂移至視野中央，應將蜜蜂往哪個方向移動？ 

(A)右上  (B)右下  (C)左上  (D)左下 



(   )132. 下列何者是動物細胞所沒有的？ 

(A)細胞核  (B)細胞壁  (C)細胞質  (D)細胞膜 

(   )133. 下列有關於細胞的敘述何者錯誤？ 

(A)細胞核內含遺傳物質，可調節細胞的運作和進行複製  (B)細胞膜對進出細胞的物質有選

擇性  (C)多細胞生物的各部位細胞，功能不同，但形狀相同  (D)細胞質是膠狀半流動性液

體，裡面懸浮多種構造，各有重要功能 

(   )134. 同一個細胞，具有消化呼吸排泄生殖運動等功能的動物是 

(A)眼蟲  (B)蚯蚓(C)蝸牛  (D)大象 

(   )135. 阿川在切菜時，不小心把手上的一塊皮膚切下，你認為她損失了： 

(A)一個細胞  (B)一部分組織  (C)一個器官  (D)一項系統   

(   )136. 右圖是植物葉的表皮構造，請依圖選出錯誤的敘述。 

(A)甲、乙細胞均含有細胞核及細胞壁  (B)丙多於分布於葉的下表皮，可

控制水分散失  (C)乙細胞含葉綠體，可行光合作用  (D)甲細胞具保護

作用，並能自行製造養分。 

(   )137. 下列有關虎克的敘述，何者錯誤？ 

(A)虎克使用的顯微鏡是複式顯微鏡，有物鏡與目鏡  (B)虎克觀察軟木栓切片後，進而提出

細胞學說  (C)將所發現的細胞以拉丁文命名為cellulae  (D)虎克觀察到的細胞，僅剩細胞

壁。 

(   )138. 現代細胞學說的內容，不包含下列何者？ 

(A)生物皆由細胞構成  (B)細胞是生物體構造及功能的基本單位  (C)細胞壁是所有細胞的

基本結構  (D)一切細胞皆來自原來細胞分裂而來。 

(   )139. 下列有關植物細胞的敘述，何者正確？ 

(A)細胞核是細胞的生命中樞  (B)細胞壁的成分是纖維素，具有控制物質進出細胞的功能  

(C)葉綠體存在所有的植物細胞中，是合成養分的場所  (D)一般而言，愈成熟的植物細胞其

液胞愈小。 

(   )140. 關於葉綠體與粒線體在構造、分布和機能上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前者在白天運作，後者可全天候運作  (B)葉綠體只存在於植物細胞中，粒線體只見於動

物細胞內  (C)兩者均屬於有雙層膜包圍的胞器  (D)前者與光合作用有關，後者與呼吸作用

有關。 

(   )141. 一般通常使用下列何種國際單位來測量細胞的大小？ 

(A) cm公分  (B)mm毫米  (C)μm微米  (D)nm奈米。 

(   )142. 下列有關細胞及胞器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具有細胞壁的細胞必可行光合作用  (B)具有葉綠體的細胞必屬於輸導組織  (C)粒線體在

代謝活動旺盛的細胞中數量較多  (D)所有細胞內的液胞必屬於大型液胞。 

(   )143. 就同一個細胞而言，兼具消化、呼吸、感應和生殖等生命現象的生物是 

(A)鳳凰木  (B)眼蟲  (C)水蘊草  (D)水母。 

(   )144. 下列有關細胞組成成分的敘述，何者正確？ 

(A)細胞膜的主要成分是蛋白質  (B)細胞核內的主要物質是胺基酸  (C)生物體內含量最多

的物質是水  (D)葉綠體內的色素主要是花青素。 

(   )145. 下列何者不是液胞的功能？ 

(A)暫存多餘水分  (B)儲存物質  (C)維持植物細胞的形狀  (D)製造養分。 

(   )146. 下列有關各組織功能的對應，何者錯誤？ 

(A)神經組織：神經訊息的傳遞  (B)葉肉組織：製造養分  (C)表皮組織：保護  (D)肌肉組

織：細胞分裂產生新細胞。 



(   )147. 生物體的基本單位為何？ 

(A)細胞  (B)組織  (C)器官  (D)個體。 

(   )148. 植物表皮組織與口腔皮膜組織都具有下列何種共同特徵？ 

(A)細胞排列緊密  (B)細胞排列疏鬆  (C)細胞的形狀大小皆相同  (D)內含葉綠素。 

(   )149. 有關生物體組成層次之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植物葉的表皮與動物的皮膚同為系統層次  (B)植物的根、莖、葉與動物的胃、小腸同為

器官層次  (C)植物葉表皮上的保衛細胞與動物的腎臟同為組織層次  (D)植物的花、果實與

動物的精子、卵子同為細胞層次。 

(   )150. 在載玻片上寫『pq』放在解剖顯微鏡下觀察，則視野看到的影像是 

(A) bd  (B)pq  (C)qb  (D)qd。 

(   )151. 下列為四種不同生物在複式顯微鏡下觀察到的影像，試問此四種生物的實際大小，以何者

最小？(圓圈代表視野，視野下標示的數字代表觀察時的放大倍率，如40X代表放大40倍) 

 
(   )152. 安安用複式顯微鏡觀察水中小生物，下面敘述是一些關於他操作顯微鏡的方法，請判斷下

列步驟何者正確？ 

(A)安安發現視野中完全沒有光線，便轉動粗調節輪來增加亮度  (B)因為水中生物實在太小

了，所以安安直接用高倍鏡觀察  (C)安安看見視野右上方有半隻草履蟲，他將玻片朝左下

方移動，就可以看見整隻草履蟲  (D)觀察時為了看清楚影像，他先轉動粗調節輪，再轉動

細調節輪調整。 

(   )153. 下列關於動、植物細胞的敘述，何者錯誤？ 

(A)植物細胞的排列通常比動物細胞規則，其原因為植物細胞具有細胞壁  (B)植物的液胞通

常比動物液胞大且又少  (C)動、植物細胞通常都有細胞核  (D)動、植物細胞皆含有粒線體

，植物細胞都有葉綠體。 

(   )154. 快快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水中小生物，使用10倍物鏡觀察生物，若換成40倍物鏡時，生物

卻不見了，此時應該如何操作才能再看見它？ 

(A)重新換回10物鏡  (B)改用60物鏡  (C)重新製作玻片標本  (D)調整細調節輪。 

(   )155. 下列有關複式顯微鏡和解剖顯微鏡的差異，何者敘述正確？ 

(A)用解剖顯微鏡觀察，觀察到的影像與實物上、下、左、右相反  (B)若想觀察整片樹葉表

面，最好使用複式顯微鏡  (C)用複式顯微鏡觀察的標本必頇薄而透光  (D)一般解剖顯微鏡

放大倍率較複式顯微鏡高。 

(   )156. 現代科學可根據細胞組織內DNA的鑑定結果，來斷定個體

間的親緣遠近關係，試問遺傳物質DNA通常位於右圖(一)

中細胞的哪一個構造中？ 

(A)C  (B)D  (C)E  (D)F。 

(   )157. 下列有關細胞的敘述，何者錯誤？ 

(A)細胞質內的膜狀構造，可隔開各種進行中的化學反應，

以免互相干擾  (B)細胞學說由虎克提出  (C)虎克所看的軟木圔格子狀的構造只剩細胞壁而

已  (D)細胞的粒線體存在於細胞質中。 

(   )158. 下列生物體組成的層次，何者錯誤？ 

(A)細菌：細胞→個體  (B)草履蟲：細胞→個體  (C)無尾熊：細胞→組織→器官→系統→個體  

(D)尤加利樹：細胞→組織→器官→系統→個體。 



圖(二) 

(   )159. 樂樂以複式顯微鏡觀察口腔皮膜細胞時的正確操作順序為下列何者？ 

(甲)使用低倍物鏡觀察； (乙)使用高倍物鏡觀察； (丙)用牙籤刮取口腔皮

膜細胞，與載玻片上之碘液混合均勻； (丁)轉動粗、細調節輪； (戊)在載

玻片上滴碘液。 

(A)乙丁戊丙甲  (B)甲丁戊丙乙  (C)戊丙甲丁乙  (D)戊丙乙丁甲。 

(   )160. 右圖，能行光合作用的植物細胞比動物細胞多了以下哪些構造？ 

(A) AB  (B)AG  (C)CD  (D)DG。 

(   )161. 如如觀察同一標本四次，每次除調整放大倍率外，其他條件

皆未變動，結果如右圖。試問：視野亮度最弱的是何者？(A)

甲  (B)乙  (C)丙  (D)丁。 

(   )162. 使用複式顯微鏡時，下列哪一種方法是錯誤的？(A)想看清楚

標本時，只頇轉動粗調節輪調整焦距  (B)轉動旋轉盤時，不

可讓鏡頭碰到玻片標本  (C)光線不足時，可調整光圈大小  (D)蓋玻片以45°角輕蓋於標本上，

較能避免氣泡產生 

(   )163. 意意用10X物鏡，如圖(一)，觀察水中的小生物時，在視野內看到一個矽藻，如圖(二)，如果

他要換較高倍的物鏡繼續觀察此矽藻，下列有五個操作步驟： 

(1)轉動旋轉盤換物鏡甲；(2)轉動旋轉盤換物鏡乙；(3)將載玻

片向右上方移；(4)將載玻片向左下方移；(5)稍稍轉動細調節輪

。請問下列哪一項操作順序是正確的？ 

(A) 3→1→5  (B)3→2→5  (C)4→1→5  (D)4→2→5。  

(   )164. 關於單細胞生物與多細胞生物的比較，下表中哪一項錯誤？ 

 
(   )165. 有關顯微鏡操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發現玻片裡有氣泡可用鉛筆尖輕敲蓋玻片  (B)當發現鏡頭有灰塵時，頇使用拭鏡紙擦拭  

(C)在低倍鏡中找到目標物，而要改為高倍鏡觀察時，必頇轉動粗調節輪更換物鏡  (D)在觀

察時若一邊亮一邊暗，可調整反光鏡的角度。 

(   )166. 幸幸最近購買一台複式顯微鏡，其目鏡有5X、10X、15X，接物鏡有4X、10X、40X，此

顯微鏡共有幾種放大倍數？ 

(A) 6  (B)8  (C)9  (D)10。 

(   )167. 福福利用複式顯微鏡觀察葉片構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低倍率時所觀察到的細胞數目較少，亮度較亮  (B)在高倍率時所觀察到的細胞數目較

多，亮度較暗  (C)若將載玻片的細胞向左移動，則在顯微鏡中所看到的細胞向右移動  (D)

在高倍鏡下觀察時，若影像模糊不清，用粗調節輪調整焦距。 

(   )168. (甲)水(乙)尿素(丙)蛋白質(丁)礦物質(戊)維生素(己)脂質(庚)醣類(辛)核酸，上列哪些物質是構

成細胞的主要成分？ 

(A)丙丁戊己庚  (B)乙丁戊己庚  (C)甲丙己庚辛  (D)甲丙丁戊己庚。 

(   )169. 在複式顯微鏡視野下看到一列字母「pqb」，請問玻片上原來字母為何？ 

(A) pqd  (B)pdq  (C)dpq  (D)qbd。 

(   )170. 植物在個體組成的層次上欠缺下列何者？ 

(A)細胞  (B)組織  (C)器官  (D)系統。 



(   )171. 辨別單細胞生物和多細胞生物的主要依據為何？ 

(A)獲得營養的方式  (B)細胞是否有分工合作的現象  (C)適應環境的能力  (D)個體大小的

差異。 

(   )172. 觀察細胞時，以何種構造的有無，來判斷動、植物細胞最為正確？ 

(A)細胞膜  (B)細胞壁  (C)葉綠體  (D)細胞核。 

(   )173. 下表中關於洋蔥表皮細胞、水蘊草葉片細胞及口腔皮膜細胞的比較，何者錯誤？(打ˇ表有

此構造，打ㄨ表無此構造) 

 
(   )174. 有關人體各細胞的形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口腔皮膜細胞呈不規則且多突起  (B)肌肉細胞形狀細長  (C)神經細胞有許多突起  (D)紅

血球細胞呈雙凹圓盤狀 

(   )175. 台中曾經有一所學校因地下水受污染，導致同學們在學校用水後感染「阿米巴痢疾」，造

成此疾病的病原體是需在複式顯微鏡下才能觀察到的微生物，請問：此微生物是屬於下列

何種型態的生物？ 

 
(   )176. 右圖是滿滿使用解剖顯微鏡觀察被麻醉的蜜蜂時，視野中所見的影像。他

想將蜜蜂移至視野中央，則應將載玻片往哪一方向移動？ 

(A)右上方  (B)右下方  (C)左上方  (D)左下方。 

(   )177. 若足足習慣以右手寫字，則當他以複式顯微鏡觀察池水中的小生物時，正確的觀察方式應

為何？ 

 
(   )178.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是一個完整機能的個體，牠是由何種層次集合組成的？ 

(A)細胞  (B)組織  (C)器官  (D)系統。 

(   )179. 葉的表皮細胞是扁平多角不規則形狀，此與它的哪種功能有關？ 

(A)保護作用  (B)光合作用  (C)支持作用  (D)分泌作用。 

(   )180. 有一架複式顯微鏡，其目鏡有 5x、10x、15x 三種，物鏡有 10x、20x、100x 三種，則此

顯微鏡共有幾種不同的放大倍率： 

(A) 7  (B)8  (C)6  (D)9。 

(   )181. 小英在複式顯微鏡下用高倍鏡觀察細胞構造，當影像有點模糊不清時，她應該調整： 

(A)載玻片  (B)粗調節輪  (C)細調節輪  (D)載物台。 

(   )182. 下列哪一項構造在生物組成層次上，是屬於最簡單的層次 

(A)肺  (B)肌肉  (C)粒線體  (D)根。 

(   )183. 試問植物葉子的表皮細胞中，缺乏哪一項構造？ 

(A)葉綠體  (B)細胞壁  (C)細胞核  (D)細胞膜。 



(   )184. 小明拿了一張紙片，上面寫著”bdpq”4個英文字母，若放在複式顯微鏡下觀察，則他所看

到的影像應該是： 

(A)dpbq  (B)dbqp  (C)pqbd  (D)bdpq。 

(   )185. 桌上有好幾個不同倍率的物鏡和目鏡，若要得到最高的倍率應該要如何組合使用： 

(A)用最長的目鏡和物鏡  (B)用最短的物鏡和目鏡  (C)用最短的物鏡和最長的目鏡  (D)用

最長的物鏡和最短的目鏡。 

(   )186. 下列哪一種實驗材料，最適合用解剖顯微鏡觀察 

(A)血液中的血球  (B)水中的單細胞小生物  (C)葉子的表皮細胞  (D)蚊子的觸角。 

(   )187. 虎克看到的蜂巢狀小格子，應該是看到細胞的何項構造： 

(A)細胞膜  (B)細胞質  (C)葉綠體  (D)細胞壁。 

(   )188. 就細胞而言，下列哪一項敘述無法區別人的神經細胞和肌肉細胞 

(A)細胞的外型  (B)有沒有細胞膜  (C)細胞的功能  (D)以上敘述皆可區別。 

(   )189. 要判斷一個細胞是動物或植物細胞，最簡單的方式是根據下列何項特徵： 

(A)細胞壁的有無  (B)液胞的有無  (C)葉綠體的有無  (D)粒線體的有無。 

(   )190. 能控制物質進出細胞，可以稱為細胞的門戶的構造是： 

(A)細胞質  (B)細胞膜  (C)細胞壁  (D)液胞。 

(   )191. 關於口腔皮膜細胞的顯微鏡觀察，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沒有加染色劑一樣可以清楚觀察  (B)染色後顏色特別深的構造是細胞壁  (C)最適合的

觀察倍數是 600 倍  (D)外型為扁平不規則狀。 

(   )192. 下列哪一種生物其單一細胞所具有的獨立性最強？ 

(A)草履蟲  (B)人類  (C)榕樹  (D)青蛙。 

(   )193. 一棵蘋果樹上結了許多蘋果，還有部份的花，則這棵果樹上共包含幾種器官： 

(A)6 種  (B)5 種  (C) 4 種  (D)3 種。 

(   )194. 下列何者屬於組織的層級： 

(A)一袋血液  (B)一顆花生  (C)一顆蛋  (D)一個血小板。 

(   )195. 下列 4 組不同的鏡頭倍數組合，哪一組需要使用最大的光圈？ 

(A)1010  (B)1020  (C)1040  (D) 1520。 

(   )196. 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小生物，若將 4 倍物鏡轉成 10 倍時，小生物影像完全消失，則接下

來該操作何構造較恰當？ 

(A)粗調節輪  (B)光圈  (C)旋轉盤  (D)眼距調整器。 

(   )197. 承上題，若在 4 倍物鏡下看到小生物往右上方游動，則該將玻片往哪一方向移，小生物

才不會消失？ 

(A)左下方  (B)右上方  (C)左上方  (D)右下方。 

(   )198. 用顯微鏡觀察細胞時，在玻片上滴亞甲藍液的目的是 

(A)提供細胞養份  (B)維持細胞的形狀  (C)將細胞染色便於觀察  (D)將細胞內的各胞器分

離。 

(   )199. 細胞的構造中，何者含有大量水分，能儲存細胞的養分和廢物(A)粒線體  (B)液胞  (C)

葉綠體 

(   )200. (D)細胞核。 

(   )201. 下列哪一項構造層次的名稱，用在榕樹上是不恰當的？(A)營養器官  (B)生殖器官  (C)

運輸系統  (D)表皮組織。 

(   )202. 操作解剖顯微鏡時，不會進行下列哪一項步驟： 

(A)調整調節輪  (B)調整眼距調整器  (C)調整反光鏡  (D)調整視野的亮度。 



(   )203. 小中平常都用左手寫字，則當他用複式顯微鏡觀察時，正確的方式應該是： 

(A)閉左眼用右眼觀察  (B)兩眼都睜開，用右眼看顯微鏡  (C)閉右眼，用左眼觀察  (D)兩

眼都睜開，用左眼看顯微鏡。 

(   )204. 用複式顯微鏡觀察時，標本頇切成很小的薄片，主要的理由是 

(A)容易染色  (B)容易調焦距  (C)避免碰觸物鏡  (D)光線容易通過。 

(   )205. 構成生物體的成份中，比例佔最高的是： 

(A)蛋白質  (B)脂肪  (C)葡萄糖  (D)水份。 

(   )206. 什麼因素造成大象和小老鼠等不同生物之間體型的差異？ 

(A)生物體細胞的大小  (B)生物體細胞的多寡  (C)生物體細胞功能的強弱  (D)生物體細胞

和細胞之間的間隔大小。 

(   )207. 右圖，甲、乙、丙三種細胞在顯微鏡下觀

察，何者最可能是洋蔥鱗葉的表皮細胞？ 

(A)甲  (B)乙  (C)丙。 

(   )208. 承上題，，甲細胞和丙細胞作比較，最主要的區別是下列何項敘述： 

(A)二者中丙有葉綠體甲沒有  (B)二者中丙有細胞壁甲沒有  (C)二者中甲有細胞膜丙沒有  

(D)二者中甲有液胞丙沒有。 

(   )209. 右圖在用顯微鏡觀察生物時，若視野太暗，應調整哪些構造，以獲

得適當的光線(A)己壬  (B)乙丁  (C)辛庚  (D)甲丁。 

(   )210. 承上題，決定顯微鏡放大倍數的構造是哪些？ 

(A)辛庚  (B)乙丙  (C)戊己  (D)甲丁。 

(   )211. 承上題，關於圖中的顯微鏡的敘述，下列何者合理？ 

(A)可以輕易放大幾千倍  (B)觀察的標本必頇薄而透光  (C)標本都

必頇染色才能觀察  (D)無法觀察游動的小生物。 

(   )212. 右圖，控制整個細胞活動的遺傳物質是位於哪一個構造內？ 

(A)甲  (B)乙  (C)丁  (D)戊。 

(   )213. 承上題，若右圖代表的是動物細胞，則丁和戊的構造分別是： 

(A)丁─細胞壁、戊─葉綠體  (B)丁─細胞膜、戊─液胞  (C)丁─細

胞壁、戊─液胞  (D)丁─細胞膜、戊─粒線體。 

(   )214. 有關單細胞生物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藉由單一細胞便能表現出所有的生命現象  (B)此細胞內胞器無特定機能  (C)單細胞生

物無法獨立生存，必頇群體生活才能表現出生命現象  (D)蝗蟲屬於單細胞動物。 

(   )215. 甲.一株杜鵑花；乙.輸導組織；丙.表皮細胞；丁.葉片。以上四種構造由繁而簡的層次關

係依序為下列何者？ 

(A)乙丁甲丙  (B)乙甲丁丙  (C)丙乙丁甲  (D)甲丁乙丙。 

(   )216. 有關細胞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虎克發現軟木圔具有格子狀的細胞，因此提出細胞

學說 (B)細胞是組成生物體的基本單位 (C)鴕鳥的卵細胞是世界上最大的細胞 (D)人體

最長的細胞是神經細胞 

(   )217. 右圖為四種 人體不同部位的細胞，何者

可以運輸氧 氣？ (A)甲 (B)乙 (C)

丙 (D)丁。 

(   )218. (甲)有無粒線體；(乙)有無葉綠體；(丙)有無細胞核；(丁)細胞的型態；試問以上述哪些判斷

依據無法區別人類的紅血球和神經細胞？ (A)甲、乙 (B)乙、丙 (C)甲、丁 (D)丙、丁。 

(   )219. 關於人體各細胞的形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口腔皮膜細胞呈雙凹圓盤狀 (B)肌肉

細胞形狀細長 (C)神經細胞形狀扁平 (D)紅血球細胞有許多突起。 

圖(二) 

圖(三) 



(   )220. 下列關於「細胞學說」的敘述何者正確？ (A)細胞核是細胞的生命中樞 (B)細胞是由細

胞核、細胞膜、細胞質構成的  

(C)並非所有的生物都有細胞壁 (D)細胞是生物體構造和機能的基本單位。 

(   )221. 有關物質進出細胞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氧氣可經由擴散作用進出細胞 (B)澱粉

可經細胞膜上特殊構造通過細胞膜 (C)礦物質無法經由擴散作用直接進出細胞 (D)水可

由細胞上特殊的構造進出細胞。 

(   )222. 甲、乙、丙三支試管內分別裝有不同濃度的葡萄糖，小香用本氏液檢測後，結果甲呈綠色、

乙呈紅色、丙呈黃色，則三支試管內的葡萄糖濃度由高到低依序為何？ˉ(A)甲丙乙ˉ(B)

甲乙丙ˉ(C)乙丙甲ˉ(D)乙甲丙。 

 

(   )223. 派大星將紅血球放在不 同濃度的葡萄糖溶液

中，浸泡半小時後，結果 如圖所示。請問哪一杯葡

萄糖溶液的濃度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丁 

(   )224. 下列何者為滲透作用？ (A)水由高處往低處流 (B)派大星噴了香水，整間教室都聞得到

香水的味道 (C)珊迪將方糖放入水中，最後整杯水都甜甜的 (D)皮老闆將紅血球放入清水

中，紅血球脹破 

(   )225. 關於單細胞生物與多細胞生物的敘述如下表所示，何者正確？ 

 

(   )226. 下列何者不是植物的生殖器官？ 

(A)紅豆(B)花生(C)木瓜(D)蘿蔔 

(   )227. (甲)生物體 (乙)細胞 (丙)器官 (丁)組織 (戊)器官系統。鳳仙花的個體組成層次由簡而繁排

列是  

(Ａ)乙丁丙戊甲 (Ｂ)乙丁丙戊 (Ｃ)丁乙丙甲 (Ｄ)乙丁丙甲。 

(   )228. 人體的血液應該屬於何種層次？ 

(Ａ)細胞 (Ｂ)組織 (Ｃ)器官 (Ｄ)器官系統。 

 

【題組1】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標本時，在顯微鏡的視野中可以看到如下圖

的情形。請根據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   )1. 若想要看清楚丁的全部情形，她應該將載玻片往哪個方向移動？ 

(A)左  (B)右  (C)上  (D)下。 

(   )2. 請問圖中哪一部分最可能是無生物？ 

(A)丁  (B)丙  (C)乙  (D)甲。 

(   )3. 小雲若想使用高倍物鏡看清楚標本中生物的細部構造，應調整下列哪個裝置？ 

(A)載玻片  (B)粗調節輪  (C)載物臺  (D)細調節輪。 

 



【題組2】顯微鏡四架，其鏡頭放大倍率如下表，試根據所提供的資料，回答

下列問題： 

(   )1. 若想觀察水中小生物，則哪一架顯微鏡視野裡的小生物最容易跑出視野

外？ 

(   )2. 若觀察洋蔥表皮時，則哪一架顯微鏡視野裡的細胞數目最多？ 

【題組3】右圖為動物細胞及植物細胞構造圖，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1) 甲是________，細胞的能量工廠，進行呼吸作用產生能量。 現代科學可根據細胞組織內DNA

的鑑定結果，來斷定親子間的親緣關係，遺傳物質DNA通常位於細胞的乙中。試問乙是

________。若想要看清楚乙，可用

________來染色。 

(2) 戊是________，用來貯存物質。   

(3) ________(填代號，單選)是動物細胞不

具備，而植物細胞必備的構造 。  

(4) ________(填代號，單選)能控制細胞內

外物質的進出。 

【題組4】依右圖複式顯微鏡的構造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1) 關於顯微鏡實驗的操作步驟，下列何者錯誤？ 

(A)先在載玻片上加一滴水  (B)蓋玻片與載玻片成 45℃快快放下，以避免氣

泡  (C)利用吸水紙吸去多餘的水  (D)可利用鉛筆尖端輕壓蓋玻片，趕出氣

泡。答：________ 

(2) 圖中顯微鏡的放大倍數為________倍 

(3) 顯微鏡的光線不對時；應調整那兩個部位? ______ (填代號，全對才給分) 

(4)  “bpd”在複式顯微鏡低倍物鏡下成像為哪三個字？________  

(5) ”bpd”在解剖顯微鏡低倍物鏡下成像為哪三個字？________  

(6) 使用物鏡甲或乙時，應該如何調整焦距？________  

        

(7) 複式顯微鏡由低倍物鏡轉成高倍物鏡時，將有何種變化？ 

(A)細胞數變多  (B)視野變大  (C)頇將光圈轉小，反光鏡轉為平面  (D)光線變暗。答：

________。 

(8) 觀察水中生物時；視野下一蟲子往右下方游走玻片標本要向________移動；才可將蟲子移回視野

中央。 

(9) 顯微鏡使用完畢要用________擦拭鏡頭。 

【題組5】下列為各細胞構造圖，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1) 甲細胞具有許多的突起，它在動物體內有傳遞訊息的功能，它是________細胞。 

(2) 乙細胞呈扁平狀且排列緊密，它的功能是________。  



(3) 哪一種細胞具有輸送氧氣的功能？________(填代號) 

(4) 己為洋蔥表皮細胞，請問它是否具有葉綠體、細胞壁？ 

(A)兩者都有  (B)兩者皆無  (C)只有葉綠體  (D)只有細胞壁。________。 

 

【題組6】胖虎利用顯微鏡觀察微小生物及不同的細胞，下圖分

別為(A)口腔皮膜細胞、(b)水蘊草細胞，試回答下列問題： 

(1). 為了使丙和己更容易觀察，胖虎使用____________將其

染成藍色。 

(2). 胖虎在鴨跖草的葉下表皮細胞中無法發現圖(b)中的哪  

個構造？_________ (填代號) 

(3). 若胖虎發現草履蟲往視野中央的左上方游走，則他該將玻片往_________方移動，才能重新觀察

到草履蟲。 

 

【題組7】(甲)細胞； (乙)組織； (丙)系統； (丁)器官；回答第下列問題： 

(   )1. 就人體而言以上各層次由小而大的排列順序是 

(A)甲乙丙丁  (B)甲乙丁丙  (C)丁丙乙甲  (D)乙丁丙甲 

(   )2. 人體的鼻、喉、氣管、肺聯合起來形成哪一層次？ 

(A)甲  (B)乙  (C)丙  (D)丁 

(   )3. 人體的心臟、肺臟、腎臟、胃等稱之為哪一層次？ 

(A)甲  (B)乙  (C)丙  (D)丁 

 

【題組8】某生以複式顯微鏡(如圖)，觀察標本。  

(   )1. 右圖中，甲構造是 

(A)旋轉盤  (B)光圈  (C)反光鏡  (D)粗調節輪。 

(   )2. 學校實驗室使用的蓋玻片與載玻片，其厚薄與形狀是 

(A)蓋玻片較薄呈長方形  (B)載玻片較厚呈長方形  (C)載玻片較薄呈正方

形  (D)蓋玻片較厚呈正方形。 

(   )3. 設該生是右撇子，操作該顯微鏡眼睛應 

(A)左眼張開，右眼閉合  (B)右眼張開，左眼閉合  (C)雙眼張開，雙眼觀察  (D)雙眼張開，單

眼觀察。 

(   )4. 該生以顯微鏡觀察水中小生物時，下列何者錯誤﹖(A)以滴管吸取池水，滴 1~2滴於載玻片中央  (B)

蓋玻片以 45°角慢慢蓋下，主要是避免產生氣泡  (C)水中小生物極微小，先用低倍鏡觀察，再換

成高倍鏡觀察  (D)當鏡頭有灰塵時，必頇用細緻的衛生紙來回擦拭乾淨。 

(   )5. 承上題，若小生物向右下方游走了，欲將小生物移至視野中央，應把玻片標本向 

(A)右下方  (B)左上方  (C)左下方  (D)右上方  移動。 

(   )6. 該生取另一玻片，其上書阿拉伯數字『16』二字，以顯微鏡觀察。試問以那一種倍數的目鏡觀察，

最可能同時看見兩阿拉伯數字﹖ 

(A)50×  (B)100×  (C)200×  (D)400×。 

(   )7. 承上題，若該生只看見倒立的『1』，此時應將玻片向哪一方向移動，才能看見倒立的『6』﹖ 

(A)前  (B)後  (C)左  (D)右。 

(   )8. 該生使用這台顯微鏡清楚地觀察到葉的保衛細胞，該生很高興地請乙生過來觀察這台顯微鏡視野下

的保衛細胞，結果乙生覺得影像不夠清晰，試問此時乙生最好轉動顯微鏡的哪一構造﹖ 

(A)光圈  (B)旋轉盤  (C)反光鏡  (D)細調節輪。 

 



【題組9】如圖，某生以該解剖顯微鏡，觀察標本。 

(   )1. 眼距調整器位於該生 

(A)左方  (B)右方  (C)左右兩方都有  (D)無此構造 

(   )2. 欲使兩眼看到的視野重合，應調整 

(A)目鏡  (B)調節輪  (C)眼距調整器  (D)眼焦調整器。 

(   )3. 下列何種物體適合以該顯微鏡觀察﹖ 

(A)葉脈  (B)花粉  (C)紅血球  (D)草履蟲。 

【題組10】小新用10X物鏡，如附圖(一)，觀察水中的小生物時，在

視野內看到一個矽藻，如右圖(二)，據此試回答下列問題： 

(   )1. (A)甲為高倍物鏡，觀察者會看到較大的標本的像  (B)乙為高

倍物鏡， 觀察者會看到較大的標本的像  (C)若圖七為接目鏡

的圖，則甲為高倍目鏡  (D)若圖七為接目鏡的圖，則乙為低

倍目鏡；上列關於鏡頭放大倍數及成像的敘述，正確的為何? 

(A)bc  (B)ad  (C)bd  (D)ac。 

(   )2.  (1)將載玻片向右上方移到視野中央 (2)將載玻片向左下方移到視野中央 (3)調整光圈及反光鏡 

(4)轉動細調節輪椅看清標本 (5)轉動粗調節輪調高鏡筒，避免玻片被壓破 (6)轉動旋轉盤換物鏡； 

如果小新要換成較高倍的物鏡繼續觀察此矽藻，下列相關的操作步驟正確的為何? 

(A) 13456  (B)1634  (C)25634  (D)2634。 

(   )3. 刀郎使用「解剖顯微鏡」觀察植物的葉下表皮，右圖為視野中所見的細胞。刀

郎想將箭頭所指的細胞，移至視野中央，應將玻片往哪一方向移動？ 

(A)右上  (B)右下  (C)左上  (D)左下。 

(   )4. (甲)碘液 (乙)碘酒 (丙)亞甲藍液 (丁)細胞核 (戊)細胞膜 (己)葉綠體； 

P-染細胞的染料，Q-細胞經染色後特別明顯的構造，分別為何?  

(A)P-甲乙丙，Q-丁  (B)P-乙丙，Q-丁戊  (C)P-丙，Q-戊己  (D)P-甲丙，Q-丁。 

 

【題組11】小珍觀察水中生物時，發現有：甲.新月藻；乙.四聯原藻；丙.水蚤；丁.草履蟲四種生物，試

根據所提供的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1. 哪些生物屬於單細胞生物？ 

(A)丙丁  (B)甲丁  (C)乙丙  (D)甲乙。 

(   )2. 哪些生物的各個細胞間需分工合作，才能維持生命？ 

(A)甲乙丙丁  (B)甲乙  (C)乙丙  (D)甲乙丙。 

(   )3. 以上四種生物共同具有的構造是什麼？  

(A)細胞膜  (B)細胞壁  (C)葉綠體  (D)鞭毛。 

【題組12】附圖是人體口腔皮膜細胞及某綠色植物細胞的

示意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   )1. 小雨以複式顯微鏡觀察口腔皮膜細胞時的正確操

作順序為下列何者？甲.用低倍物鏡觀察；乙.用高

倍物鏡觀察；丙.用牙籤刮取口腔皮膜細胞，與載

玻片上之碘液混合均勻；丁.轉動粗、細調節輪；戊.在載玻片上滴碘液。 

(A)乙丁戊丙甲  (B)甲丁戊丙乙  (C)戊丙甲丁乙  (D)乙丙戊丁甲。 

(   )2. 圖(A)、(b)中的哪一項構造是細胞的生命中樞，若失去此構造則細胞將逐漸死亡？ 

(A)甲、辛  (B)甲、戊(C)丙、己  (D)乙、庚。 

(   )3. 圖(b)比圖(A)細胞的形狀規則許多，原因為何？ 

(A)圖(b)細胞數量較多  (B)圖(b)有大型液胞  (C)圖(b)未經過染色  (D)圖(b)有細胞壁支持。 

   

  圖(一)  (圖(二)) 



【題組13】右圖代表人體組成層次的關係，試

回答下列問題： 

(   )1. 玉山杜鵑中的何種構造，相當於圖中

乙的部分？ 

(A)葉綠體  (B)葉肉細胞  (C)輸導

組織  (D)葉片。 

(   )2. 台灣彌猴的神經系統相當於圖中的哪一層次？ (A)甲  (B)乙  (C)丙  (D)丁。 

(   )3. 台灣樟樹的組成層次缺少圖中的哪一項？ (A)甲  (B)乙  (C)丙  (D)丁。 

(   )4. 水筆仔中的何種構造，相當於圖中乙的部分？ 

(A)葉綠體  (B)支持根  (C)葉肉  (D)筆狀的胎生苗。 

(   )5. 草履蟲相當於圖中哪一層次？ (A)乙  (B)丙  (C)丁  (D)戊。 

【題組14】右圖是植物葉的表皮構造，據圖回答下列問題：  

(   )1. 有關細胞的功能、奏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右圖所示屬「組織」層次  (B)甲乙丙分屬三種不同功能的細胞  (C)

甲是為保衛細胞  (D)丙為表皮細胞。 

(   )2. 請依圖選出正確的敘述為何? 

(A)圖中所示細胞均含有細胞核及細胞壁  (B)圖中所示細胞均可行光合作用  (C)圖中所示保衛

細胞數量較多  (D)甲類細胞具保護作用。 

【題組15】阿威用複式顯微鏡觀察白老鼠的組織玻片標本，看到如圖中的甲、乙、丙三種細胞，請回答

下列問題： 

(   )1. 乙細胞呈扁平狀且排列緊密，由乙細胞所形成的組

織，它在白老鼠體內有何功能？ 

(A)行光合作用  (B)收縮產生運動  (C)保護作用  

(D)傳遞訊息。 

(   )2. 哪一種細胞能快速傳遞訊息，協調白老鼠全身的反應？ 

(A)甲  (B)乙  (C)丙  (D)以上皆可。 

(   )3. 甲、乙、丙三種細胞形狀差異很大，主要是和下列哪一項因素有關？ 

(A)位置  (B)構造  (C)功能  (D)大小。 

【題組16】右圖是植物細胞的模式圖，請參考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   )1. 阿里山上常有樹木高達幾十公尺以上，不管風吹雨打仍能屹立不搖，這是因為植物的細胞中多了

何種構造？ 

(A) 己  (B)戊  (C)丙  (D)甲。 

(   )2. 下列何者構造是細胞的生命中樞，若失去，細胞將會

漸漸死亡？ 

(A) 丙  (B)己  (C)乙  (D)庚。 

(   )3. 能控制細胞物質的進出，並分隔細胞內、外的構造是

下列何者？ 

(A) 乙  (B)戊  (C)甲  (D)丙。 

(   )4. 下列何者是細胞的發電廠、產生能量的主要場所？ 

(A) 己  (B)庚  (C)乙  (D)戊。 

(   )5. 現代科學可根據細胞組織內DNA的鑑定結果，來斷定親子間的親緣關係，試問遺傳物質DNA

通常位於細胞的哪一個構造中？ 

(A) 丁  (B)乙  (C)己  (D)甲。 

 



【題組 17】哈利用顯微鏡觀察口腔皮膜細胞，請根據所提供的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   )1. 用顯微鏡觀察細胞時，在載玻片上滴碘液或亞甲藍液的目的為何？ 

(A)使細胞各個分離便於觀察  (B)維持細胞型態  (C)提供細胞養分  (D)使細胞染色，便於觀察。 

(   )2. 哈利無法從口腔皮膜細胞中找到哪一種在洋蔥表皮細胞中具有的構造？ 

(A)細胞膜  (B)細胞質  (C)細胞核  (D)細胞壁。 

【題組18】附圖為植物細胞構造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   )1. 香菇由於缺乏圖中的何種構造，因此無法進行光合作用，必頇靠分解

腐木維生？ 

(A)甲  (B)乙  (C)丙  (D)丁。 

(   )2. 可以控制物質進出細胞的構造是哪一個？ 

(A)甲  (B)乙  (C)丙  (D)丁。 

(   )3. 內有遺傳物質ＤＮＡ的構造為哪一個？ 

(A)甲  (B)乙  (C)丙  (D)丁。 

【題組17】如右圖，有左邊顯微鏡及右邊顯微鏡兩種不同顯微鏡；請

依照顯微鏡的使用原則，回答下列問題： 

(   )1. 關於右邊顯微鏡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使用右邊顯微鏡可觀察到病毒  (B)右邊顯微鏡的放大倍

率較左邊顯微鏡低  (C)右邊顯微鏡適合觀察不透光的樣本  

(D)右邊顯微鏡常被用來觀察動植物的表面構造。 

(   )2. 拿取左邊顯微鏡時，下列何種方式最為正確？ 

(A)兩手均托住壬  (B)兩手均握住乙  (C)一手握住戊，另一手托住壬  (D)一手握住乙，另一手

握住戊。 

(   )3. 製作玻片標本時，蓋玻片與載玻片的正確位置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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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4. 阿俊滴了一滴池塘水於載玻片上，接著蓋上蓋玻片，但發現玻片標本有氣泡，此時應如何處理？ 

(A)再多滴幾滴水  (B)滴加亞甲藍液  (C)用鉛筆尖輕壓趕出  (D)在酒精燈上加熱 

(   )5. 使用左邊顯微鏡觀察玻片標本時，如想得到適當的光線應調節什麼？ 

(A)B、辛  (B)辛、丙  (C)B、己  (D)辛、庚。  

(   )6. 阿俊正準備觀察時，卻發現鏡頭髒了，他應該使用何種東西擦拭乾淨？ 

(A)衛生紙  (B)拭鏡紙  (C)手帕  (D)抹布 

(   )7. 以左邊顯微鏡觀察玻片標本時，若更換為高倍鏡後發現視野內的亮度適當影像卻變得模糊，則應

調整圖中哪一構造以獲得清晰的影像？ 

(A)乙  (B)庚  (C)辛  (D)壬。 

(   )8. 阿俊在載玻片上寫「pd」放在左邊顯微鏡下觀察，他所看到的影像為下列何者？ 

(A) pd  (B)qb  (C)pb  (D)qd。 

(   )9. 阿俊在載玻片上寫「pd」放在右邊顯微鏡下觀察，他所看到的影像為下列何者？ 

(A) pd  (B)qb  (C)pb  (D)qd。 

(   )10. 阿俊使用左邊顯微鏡來觀察口腔皮膜細胞，正確的操作順序為何？ 

(甲)使用 10X物鏡觀察； (乙)使用 60X物鏡觀察； (丙)用牙籤刮取口腔皮膜細胞； (丁)轉動細

調節輪； (戊)在載玻片上滴碘液； (己)轉動粗調節輪。 

(A)戊丙甲丁乙己  (B)戊丙乙己甲丁  (C)戊丙甲己乙丁  (D)丙戊甲丁乙己。 

(   )11. 觀察口腔皮膜細胞時，滴加亞甲藍液的目的為何？ 

(A)使細胞核清楚  (B)使細胞死亡  (C)使細胞固定  (D)使細胞分離。 



(   )12. 有四組不同倍數的顯微鏡：(甲) 10 × 10； (乙) 10 × 20； (丙) 4× 50； (丁) 10 × 40； 

試問哪一組顯微鏡所觀察到的細胞最小？  

(A)甲  (B)乙  (C)丙  (D)丁。 

(   )13. 阿俊觀察同一個標本四次，每次只調

整物鏡倍率，其他皆未變動，結果如

下圖(一)。請問視野亮度最暗的是哪

一個？ 

(A)甲  (B)乙  (C)丙  (D)丁。 

(   )14. 阿俊使用左邊顯微鏡觀察水中的小

生物時，用低倍的物鏡在視野內看到一個水蚤，如上圖(二)，如果他要換成高倍的物鏡繼續觀察

此水蚤，下列有五個操作步驟：(A)轉動旋轉盤換較長的物鏡  (B)轉動旋轉盤換較短的物鏡  (C)

將載玻片向左下方移動(D)將載玻片向右上方移動(ｅ)轉動細調節輪(ｆ)轉動粗調節輪。請問下列

哪一項操作順序是正確的？  

(A)dae  (B)cae  (C)cbe  (D)dbf。 

(   )15. 阿俊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水中生物，在 10 X 目鏡和 10 X物鏡的放大倍率下可以看到一些草履

蟲，換 40 X 物鏡時，這些草履蟲卻看不到了，他應如何操作才能再看到它們？ 

(A)改用 100 X 物鏡  (B)換 10 X 目鏡  (C)換 10 X物鏡  (D)調整光圈。 

 

1. 生物各有不同的構造及方法以適應地球上不同的環境，如生活於貧瘠土壤的豬籠草藉捕食昆蟲以補充

含________的養分，而水筆仔則演化出________苗，以適應惡劣的環境。 

2. 細胞質中含有多種構造，其中會進行呼吸作用，產生能量的場所是﹍3﹍。 

3. 寫出下列生物的構造是屬於何種層次(細胞、組織、器官、系統、個體)？ 

生物的構造 維管束 新月藻 肺  臟 紅血球 

生物的層次     

4. 大氣中含量最多的成分是________，其次為氧氣。 

5. 「細胞學說」認為________是構成生物體構造及機能的基本單位。 

6. 右圖十一是人口腔皮膜細胞經染色後的結果，試分別寫出甲、乙、丙的構造名稱: 甲: 

________，乙: ________，丙: ________。 

7. 右圖是複式顯微鏡，圖中 cfd所指的構造分別為: 

c: ________，f: ________，d: ________。 

8. ㄧ台複式顯微鏡，其目鏡有 3組放大倍數，分別為 5X、10X、15X，接物鏡亦有 3組放大倍數，為

4X、10X、20X，試問:此顯微鏡共有幾種放大倍數？(需有計算過程)  

答： 

 

 

 

 

  

古經記載「人蔘(如圖)久服可以輕身延年」所以自古即被歸類為高貴食補藥材。然而許多

老祖宗留傳下來的經驗，其實就是平民養生法，便可強身固本，「米糊」便是一例。  以

前經濟狀況較差者吃不起米飯，只能喝粥，照樣可以下田做粗活﹔如今經  過現代科學研

究發現，清粥上面一層液態的米糊，能有效提升大分子的抗體，能補中益氣，  調節免疫

系統，可以說是「窮人的人蔘湯」。 

   

               圖(一)                    圖(二) 



(1). 人蔘作為藥用的食用部分是植物體哪一構造﹖ 

(A)花  (B)果實  (C)根  (D)葉。 

(2). 人蔘屬於何種根系﹖ 

(A)沉水植物  (B)鬚根  (C)浮水植物  (D)軸根。 

(3). 和人蔘食用部位一樣的植物是 

(A)薑  (B)芋頭  (C)地瓜  (D)蓮藕。 

(4). 下列哪種植物和人蔘一樣，儲存很多養分，形成變態根﹖ 

(A)蘿蔔  (B)甘藷  (C)胡蘿蔔  (D)以上皆是。  

【題組】下圖為實驗室常用的光學顯

微鏡，試以代號回答下列問題： 

(   )1. 用ㄆ顯微鏡觀察人類血球，使

用物鏡 a 時，視野中所看到的

畫面如圖(二)；改用物鏡 b時，

視野中所看到的畫面如圖

(三)。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物鏡 a 比物鏡 b 短  (B)物鏡 a 可觀察到的實際面積較物鏡 b小  (C)物鏡 b 可觀察到的細胞數

量較物鏡 a少  (D)若想將圖(二)中的X點移到視野中央，應該將玻片標本向上方移動。 

(   )2. 以顯微鏡觀察血球細胞時，發現視野過暗，可調節ㄆ顯微鏡的哪些構造以獲得適當的光線？ 

(A)乙丙  (B)乙丁  (C)丙戊  (D)甲丁。 

(   )3. 用ㄅ顯微鏡作觀察，用 4倍物鏡看見的影像如左圖，若換成 2倍物鏡觀察，則最可能會看到下列

哪一個影像？ 

 

(   )4. 使用顯微鏡觀察生物時，若鏡頭上不小心沾到手印，則應使用何種物品清理？ 

(A)手帕  (B)衛生紙  (C)吸油面紙  (D)拭鏡紙。 

(   )5. 若想觀察水中的小生物，應該使用哪一種放大儀器較為恰當？ 

(A)ㄅ顯微鏡  (B)ㄆ顯微鏡  (C)放大鏡  (D)望遠鏡。 

(   )6. 顯微鏡的目鏡放大倍率有 10X、15X兩種；物鏡放大倍率有 4X、10X和 40X三種。下列何種放

大組合所見的小生物最容易跑出視野外？ 

(A)目鏡 10X、物鏡 4X  (B)目鏡 10X、物鏡 10X  (C)目鏡 15X、物鏡 10X  (D)目鏡 15X、物鏡

40X。 

(四)使用顯微鏡觀察動植物的細胞，看到如圖(四)及圖(五)，試以代號回答下列問題： 

(   )1. 圖(四)的標本一般是取自陸生植物葉的 

(A)上表皮  (B)下表皮  (C)葉肉  (D)葉脈。 

(   )2. 在實驗時，如何取得圖(五)的細胞？ 

(A)將葉片切成薄片  (B)以牙籤刮齒垢  (C)以牙

籤鈍端輕刮口腔內膜  (D)用刀片輕刮皮膚。 

(   )3. 在觀察動植物細胞時，會滴加亞甲藍液，其目的為何？ 

(A)使細胞維持原狀  (B)增加細胞的透光率  (C)會與細胞中的澱粉作用  (D)使細胞中的構造顏色

深淺不同。 



(   )4. 甲細胞和丙細胞都是扁平狀，因為它們的功能是 

(A)幫助物質運輸  (B)進行光合作用  (C)支持整個生物體  (D)保護內部構造。 

(   )5. 甲、乙、丙細胞中被塗成黑色的顆粒狀構造，具有下列何種功能？ 

(A)含有葉綠素可進行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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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6. 觀察比較這三種細胞的構造，可以發現 

(A)只有丙沒有細胞壁  (B)乙比甲、丙還具有更多的細胞核  (C)甲、乙皆具有細胞壁及葉綠體  (D)

甲、丙皆具有細胞壁，但不具有葉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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