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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下列有關多年生雙子葉木本植物莖的敘述，何者正確？ 

(A)維管束排列呈分散狀  (B)木質部可運輸養分  (C)木材是由木質部組成的  (D)韌皮部位於維

管束內側 

(   )2. 右圖為臺灣欒樹植物莖的橫切面，哪一個構造是鳳仙花植物莖所沒有或不明

顯的？ 

(A)甲  (B)乙  (C)丙  (D)丁 

(   )3. 玉米、水稻等植物莖內因缺乏什麼構造，致使莖無法逐年加粗？ 

(A)韌皮部  (B)維管束  (C)木質部  (D)形成層 

(   )4. 將多年生木本植物莖的橫切面分為： 

(甲)新的木質部；(乙)新的韌皮部；(丙)形成層；(丁)樹皮；(戊)木材。此五部分由外而內的順序是： 

(A)甲乙丙丁戊  (B)丁乙丙甲戊  (C)丁乙甲戊丙  (D)甲丁乙戊丙 

(   )5. 下列有關植物維管束之敘述，何者正確？ 

(A)形成層向外長出木質部  (B)形成層向內長出韌皮部  (C)水分之運輸方向只能由根至莖至葉  

(D)韌皮部可運輸養分、氣體、礦物質。 

(   )6. 宜庭家的原木地板上有顏色深淺不同的條紋，如右圖，則圖中甲和乙各屬於植物體的

哪一構造？ 

(A)甲為木質部、乙為韌皮部  (B)甲為韌皮部、乙為木質部  (C)甲乙皆為木質部  

(D)甲乙皆為韌皮部。 

(   )7. 將葉片網狀脈的咸豐草枝條插於裝有黑色墨水的量筒中，5小時之後將莖橫切，取一薄片置於顯微

鏡下觀察，此時所見的情形，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   )8. 植物的根部有許多細細的根毛，其主要功能為何？ 

(A)使水分不易散失 (B)加速光合作用的表面積(C)增加植物在土壤中水分與礦物質的吸收面積(D)

增加植物的抓地力。 

(   )9. 有關葉面上氣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陸生植物的氣孔大都分布在葉面的下表皮  (B)通常是白天關閉，晚上張開  (C)二氧化碳可由

此進入  (D)可以排出水蒸氣 。 

(   )10. 一般木製傢俱，是由木本植物的哪一部份製成的？ 

(A)樹皮  (B)木質部  (C)韌皮部  (D)形成層。 

(   )11. 玉米、水稻等植物莖內因缺乏什麼構造，致使莖無法逐年加粗？ 

(A)韌皮部  (B)維管束  (C)木質部  (D)形成層。 

(   )12. 多年生木本植物在何種生存環境下，莖中具有較明顯的年輪？ 

(A)溫暖多雨  (B)四季分明  (C)天寒地凍  (D)四季如春。 

(   )13. 植物葉內的葉脈是葉片中的何種構造？ 

(A)木質部  (B)韌皮部  (C)形成層  (D)維管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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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將大理花插於裝有黑色墨水的量筒中，1小時之後將莖橫切，取一薄片置於顯微鏡下觀察，此時

所見的情形，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   )15. 下列有關年輪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可根據年輪來判斷水稻的年齡  (B)韌皮部細胞受氣候影響而形成年輪  (C)環紋的部分是木

質部，俗稱為木材  (D)環紋有深有淺是因形成層細胞大小不一。 

(   )16. 木本植物莖的主幹，經環狀剝皮，能造成植物的死亡。(甲)根細胞死亡；(乙)葉細胞死亡；(丙)無

法吸收水分；(丁)養分運送受阻；上述四種情況，其發生順序為何？ 

(A)丁甲丙乙  (B)甲乙丙丁  (C)甲丁乙丙  (D)丁乙甲丙。 

(   )17. 植物體內水分上升的主要動力為 

(A)光合作用  (B)蒸散作用  (C)蒸發作用  (D)擴散作用。 

(   )18. 溪頭神木是棵生意盎然的空心老樹，追究其存活的原因是 

(A)形成層可運送水分  (B)樹皮可運送水分  (C)尚有運送水分組織存在  (D)百年以上的老樹不

必靠水分生活。 

(   )19. 人體的哪種血球，可穿出微血管進入組織？ 

(A)紅血球  (B)白血球  (C)血小板  (D)以上血球皆無法穿透微血管壁進入組織。 

(   )20. 關於氣孔的敘述，何者正確？ 

(A)通常位於葉的上表皮  (B)由保衛細胞控制其開閉  (C)白天氣孔打開，只行光合作用  (D)晚

上氣孔關閉，呼吸作用也停止。 

(   )21. 下列有關微血管的敘述，何者錯誤？ 

(A)微血管內的血液流速最快  (B)微血管管壁僅由一層細胞構成  (C)可使血液和組織間的物質

交換  (D)微血管介於小動脈和小靜脈之間。 

(   )22. 現在新型的血壓計不但可以測出血壓值，還可測出脈搏，請問測量脈搏應是測量哪種血管的搏動？  

(A)動脈  (B)靜脈  (C)微血管  (D)淋巴管。 

(   )23. 下列哪一種生物缺乏微血管，其血液直接與組織細胞交換物質？ 

(A)德國蟑螂  (B)翡翠樹蛙  (C)虱目魚  (D)梅花鹿 

(   )24. 右圖為心臟及血管示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心臟收縮，血液由丁→d，甲→a  (B)心臟收縮，血液由甲→a，丙→c  (C)

心臟舒張，血液由 a→甲，d→丁  (D)心臟舒張，血液由 c→丙，b→乙 

(   )25. 為何木本植物會有年輪出現？ 

(A)由於木質部和韌皮部顏色深淺不同，交錯而成  (B)為了讓人類能容易估算樹齡  (C)因為春夏

及秋冬時木質部細胞生長速度不同所致  (D)形成層細胞分裂時即產生年輪。 

(   )26. 右圖為人類血球模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能攜帶氧  (B)乙能產生抗體  (C)丙具有防禦疾病的功能  (D)

丁能從微血管壁擠出而吞噬細菌 

(   )27. 哪一種植物的根系是屬於軸根系？ 

(A)水稻  (B)玉米  (C)榕樹  (D)高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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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下列哪一項不是根部可能具有的功能？ 

(A)固定植物  (B)吸收水分  (C)儲藏養分  (D)蒸散作用 

(   )29. (甲)甘藷；(乙)薑；(丙)芋頭；(丁)蘿蔔；(戊)蓮藕。平日我們食用它的根部的有： 

(A)甲丙  (B)甲乙丙丁  (C)乙丁戊  (D)甲丁 

(   )30. 將多年生木本植物莖的橫切面分為： 

(甲)新的木質部；(乙)新的韌皮部；(丙)形成層；(丁)老的韌皮部；(戊)老的木質部。此五部分由外

而內的順序是： 

(A)甲乙丙丁戊  (B)丁乙丙甲戊  (C)丁乙甲戊丙  (D)甲丁乙戊丙。 

(   )31. 不少動物會將樹木內部挖空來居住，為何將樹木內部挖空後，仍然能枝葉茂盛？ 

(A)只要有葉子行光合作用就可以活下去  (B)只要根部在，樹木便不會死亡  (C)樹木的運輸並沒

受到挖空而中斷  (D)植物葉片有氣孔，就足以獲得足夠的水分。 

(   )32. (甲)葉細胞枯死；(乙)根細胞死亡；(丙)水分無法吸收；(丁)養分運送受阻；以上所列為榕樹的樹幹

經環狀剝皮後，造成植物的死亡的原因，依序排列正確者為 

(A)甲乙丙丁  (B)乙丙甲丁  (C)丁丙乙甲  (D)丁乙丙甲。 

(   )33. 雯雯為延長花朵的觀賞壽命而將枝條放入水中剪斷，其原理為何？ 

(A)避免切除過程間葉子枯萎  (B)避免韌皮部內產生氣泡  (C)避免木質部內產生氣泡  (D)避免

枝條過長。 

(   )34. 人類淋巴結的主要作用是 

(A)過濾流經過的淋巴  (B)製造白血球  (C)分泌酵素  (D)推動淋巴液流動。 

(   )35. 人類的心臟有 4個腔室，其中哪一個腔室的肌肉層最厚，能產生最強而有力

的收縮呢？  

(A)左心房  (B)左心室  (C)右心房  (D)右心室。 

(   )36. 有關淋巴、組織液及血液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三者的成分完全相同  (B)淋巴由紅血球所組成，具有運送多餘氧氣功能  (C)組織液是由血液

中部分血漿滲透到組織細胞間所形成的  (D)淋巴在淋巴管內流動，最後注入動脈。 

(   )37. 右圖為肺部的氣體交換示意圖，有關此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乙、丙均是生物呼吸所需氣體  (B)肺泡中，乙、丙之濃度較微血管中低  

(C)微血管中，甲、丁之濃度較肺泡中低  (D)甲、乙、丙、丁物質是以擴散

作用的方式在肺泡和微血管間進行交換。 

(   )38. 關於血液在人體循環系統的流向，下列何者錯誤？ 

(A)左心室→大動脈  (B)右心房→右心室  (C)大靜脈→右心房  (D)右心房→肺靜脈。 

(   )39. 下列關於淋巴循環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淋巴系統可以過濾血液中的病原體  (B)組織液進入淋巴管中稱為淋巴  (C)淋巴及組織液的

成分都相同  (D)淋巴在淋巴管內流動，最後注入靜脈中。 

(   )40. 有關於血管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和心房相接的均是靜脈，和心室相接的均是動脈  (B)微血管的管壁最薄  (C)血液的流動方向

由動脈→微血管→靜脈  (D)動脈內均是充氧血，靜脈內均是缺氧血。 

(   )41. 家宏於運動前、後分別測量脈搏與心搏每分鐘跳動的次數，結

果如右表，則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  (B)甲＝丙  (C)丙＞乙  (D)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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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下列哪一種動物的循環系統因缺乏微血管，使得血液必頇直接與組織細胞交換養分及廢物？ 

(A)青蛙  (B)蝦子  (C)蜥蜴  (D)蚯蚓。 

(   )43. 複式顯微鏡下觀察小魚尾鰭的血液流動情形如圖所示，由血流方向判斷小魚心

臟的實際位置是在觀察者的那一邊？ 

(A)上面  (B)下面  (C)左邊  (D)右邊。 

(   )44. 下列有關植物維管束之敘述，何者正確？ 

(A)形成層向外長出木質部  (B)形成層向內長出韌皮部  (C)水分之運輸方向

只能由根至莖至葉  (D)韌皮部可運輸養分、氣體、礦物質。 

(   )45. 將竹子插於裝有黑色墨水的量筒中，如下圖所示。兩小時之後將莖橫切，取一薄片置於顯微鏡下

觀察，此時所見的情形，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   )46. 我們測量脈搏和血壓是測量哪一種血管？ 

(A)動脈  (B)靜脈  (C)微血管  (D)任何血管。 

(   )47. 在顯微鏡下如何分辨小魚的動脈和靜脈？ 

(A)以血壓的大小  (B)以血液流動方向  (C)以顏色深淺  (D)以血管數量。 

(   )48. 捐血時是抽取甲血管的血，輸血時是血液輸入乙血管，則甲、乙依序分別為： 

(A)動脈，靜脈  (B)靜脈，動脈  (C)皆為靜脈 (D)皆為動脈。 

(   )49. 右圖為榕樹莖的橫切面，其中哪一個構造是玉米莖所沒有的？ 

(A)甲  (B)乙  (C)丙  (D)丁。 

(   )50. 承上題，我們所坐的課桌椅是由哪一部分製成的？ 

(A)甲 (B)乙  (C)丙  (D)丁 。 

(   )51. 承上題，樹皮是指哪一構造及其以外的部分？ 

(A)甲  (B)乙  (C)丙  (D)丁 。 

(   )52. 下列何處無瓣膜防止血液倒流？ 

(A)靜脈和心房之間  (B)心房和心室之間  (C)心室和動脈之間  (D)大靜脈之中。 

(   )53. 菱菱靜坐時，測得心搏m次、脈搏 n次；運動後，測得心搏 p次、脈搏 q次；下列何者正確？ 

(A)m＝P  (B)P＞m  (C)n＞q  (D)m＞n。 

(   )54. 小美由雜誌上得知醫院

的血液分析過程，如右

圖。試根據此圖選出正

確的敘述？ 

(A)細胞組織感染細菌

時，丁體積最小，故能

從微血管壁擠出而殺死細菌  (B)丙血球可運送氧氣  (C)受傷時，乙與傷口的凝血作用有關  (D)

甲呈現紅色，可運送物質。 

(   )55. 移植樹木時必頇將枝條與葉片稍作修剪，主要的原因為？ 

(A)減少水分蒸散  (B)減少體積  (0)減少養分消耗  (D)容易搬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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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 下列何項不是由血漿運輸的物質？ 

(A)要進入小腸的胰液  (B)消化後的養分  (C)水分  (D)抗體。 

(   )57. 右圖是心臟與血管的示意圖，請問哪些血管及心臟的腔室含充氧血？ 

(A)甲乙；ab  (B)甲丁；ad  (C)乙丙；bc  (D)丙丁；cd。 

(   )58. 關於「心臟與血管」的敘述，何者正確？ 

(A)血液在微血管和細胞交換養分和廢物，為能加速帶走廢物，故微血管

內的血液流速最快  (B)管壁厚度大小，動脈＞微血管＞靜脈  (C)脈搏只有動脈與靜脈才有  (D)

心臟內有瓣膜。 

(   )59. 右表為人體的「動脈」和「靜脈」

差異比較，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A)甲、乙  (B)甲、丙  (C)甲、丁  

(D)甲、戊。 

(   )60. 下列何者為植物葉片的守門員，可

保護植物不要散失過多水分，避免

病菌入侵？ 

(A)保衛細胞與葉肉組織  (B)保衛細胞與與葉脈  (C)保衛細胞與氣孔  (D)角質層與表皮細胞。 

(   )61. 只有一個細胞的生物，像是變形蟲要如何完成物質的運輸？ 

(A)不需要運輸物質  (B)淋巴循環系統  (C)血液循環系統  (D)擴散作用。 

(   )62. 右圖為「人體組織細胞中物質和氣體交換圖」，其中甲、乙為養分或代謝

廢物，丙、丁為氣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可能為葡萄糖  (B)丙可能為CO2  (C)甲、乙、丙、丁都可靠紅血

球來運送  (D)丙、丁可藉由擴散作用進出細胞與微血管。 

(   )63. 下列哪種物質不會經由血漿運輸？ 

(A)胰液  (B)抗體  (C)激素  (D)廢物。 

(   )64. 關於血液在人體循環系統的流向，下列何者不正確？ 

(A)左心室→大動脈  (B)右心房→右心室  (C)大靜脈→左心房  (D)右心室→肺動脈。 

(   )65. 玲君於運動前後分別測驗脈搏與心搏每分鐘跳動次數如右表，則：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丙＝丁。 

(   )66. 有關人體淋巴循環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具有防禦的功能  (B)淋巴循環系統與血液循環系統是不流通的  

(C)淋巴結可以過濾出淋巴液中的病原體  (D)當體內有病原體的時候，淋巴結會腫脹。 

(   )67. 護士要幫病人打針時常用一條塑膠管綁住手臂，如右圖。結果發現 a血管變得不明顯，而 b血管

浮現，請問護士的用意為何？ 

(A)a為動脈，b為靜脈，因為打針要利用靜脈進行  (B)a為靜脈，b為

動脈，因為打針要利用動脈進行  (C)a和 b皆為靜脈，但打針需要較

明顯的靜脈  (D)a和 b皆為動脈，但打針需要較明顯的動脈。 

(   )68. 承上題，當護士在病人手臂上打入治療腎臟疾病的藥物，請問藥物將流

經哪些地方？(甲)心臟；(乙)肺；(丙)腎；(丁)大動脈；(戊)大靜脈；(己)肺動脈；(庚)肺靜脈。 

(A)甲→戊→庚→己→丁→戊→乙→丙  (B)戊→甲→己→乙→庚→甲→丁→丙  (C)丁→甲→己

→乙→庚→甲→戊→丙  (D)丁→戊→庚→乙→戊→甲→己→丙。 

【圖四】 

【圖五】 

【圖六】 

一生物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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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右圖為原木莖的橫切面示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甲為實線部分，乙為非實

線部分。) 

(A)甲為形成層向外生成的韌皮部  (B)乙的細胞為春夏季節產生  (C)甲的細

胞長的比乙的細胞快  (D)甲的功能是由上而下運輸水分。 

(   )70. 下列哪一種動物的循環系統因缺乏微血管，使得血液必

頇直接與組織細胞交換養分及廢物？ 

(A)甲  (B)乙  (C)甲和乙都是  (D)甲和乙都不是。 

(   )71. 人體的血液循環可以分為肺循環與體循環，有關這些循

環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肺循環主要是心臟與肺臟間的血液循環  (B)通常體

循環結束才接著肺循環  (C)兩循環系統在心臟交會  (D)血液循環的動力來自於心臟收縮舒張。 

(   )72. 右圖為人類血球模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能攜帶氧氣  (B)乙能產生抗體  (C)丙具有防禦疾病的功能  (D)丁

能進入組織吞噬病原體。 

(   )73. 下列有關血管的敘述，何者錯誤？ 

(A)血管分為動脈、靜脈與微血管 (B)動脈血液流向微血管 (C)血管可以在開放式循環系統的動物

體中發現 (D)靜脈血液流出心臟。 

(   )74. 左心室→大動脈→微血管→大靜脈→右心房，以上這整個循環路徑稱為何種循環？ 

(A)體循環  (B)肺循環  (C)淋巴循環  (D)心循環。 

(   )75. 右圖是大雄在複式顯微鏡下觀察魚尾鰭內血液流動的情形(箭頭代

表血流方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為小動脈，丙為小靜脈  (B)甲為小靜脈，丙為小動脈  (C)

魚頭在左邊 (D)乙血管的血壓應該最小。 

(   )76. (甲)新的木質部細胞；(乙)老的木質部細胞；(丙)新的韌皮部細胞；(丁)老的韌皮部細胞；(戊)形成

層。榕樹、松樹等植物，莖逐年加粗後，莖內所含有的細胞由外而內的排列順序為何？ 

(A)甲乙戊丙丁  (B)乙甲戊丙丁  (C)丁丙戊甲乙  (D)丙丁戊乙甲。 

(   )77. 下列有關「蒸散作用」的敘述，何者錯誤？ 

(A)可調節植物的溫度  (B)是植物體內水分上升的主要動力  (C)白天大部份的氣孔打開，以利蒸

散作用的進行  (D)植物根部吸收的水分大部份提供細胞生存所需，只有少部份會蒸散出去。 

(   )78. 右圖為肺部的氣體交換示意圖，有關此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甲、丙均是生物呼吸所需氣體  (B)肺泡中，乙、丙之濃度較微血管中

高  (C)微血管中，甲、丁之濃度較肺泡中高  (D)甲、乙、丙、丁物質是

以擴散作用的方式在肺泡和微血管間進行交換。 

(   )79. 人體哪些血管中流動的是充滿氧氣、鮮紅色的充氧血？ 

(A)大靜脈、肺動脈  (B)大動脈、肺靜脈  (C)大動脈、肺動脈  (D)大靜脈、肺靜脈。 

(   )80. 大雄於運動前、後分別測量脈搏與心搏每分鐘跳動的次數，

結果如右表，則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 

(   )81. 下列何者不是植物氣孔的功能？ 

(A)讓二氧化碳進入植物體  (B)讓水蒸氣進入植物體  (C)釋放氧氣  (D)釋放水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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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植物成天曬太陽卻不會熱死，這是因為它們能進行哪一種作用之故？ 

(A)光合作用  (B)呼吸作用  (C)蒸散作用  (D)代謝作用。 

(   )83. 木本莖的橫切面可看到以下四個部份：(甲)木質部；(乙)形成層；(丙)韌皮部；(丁)表皮，請將它們

「由外至內」排序出來。 

(A)甲乙丙丁  (B)丁甲乙丙  (C)丁乙甲丙  (D)丁丙乙甲。 

(   )84. 右圖為某種樹木莖的橫切面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這棵樹木的年齡約有六年  (B)甲區運送水分，乙區運送養分  (C)

甲區的細胞比乙區長得更緻密，代表它生長得較快  (D)乙區的細胞是

在氣候較溫暖、雨量較豐富的季節所生長。 

(   )85. 蚜蟲依賴吸食植物汁液中的糖分維生，請問：植物如何獲得這糖分？蚜

蟲的口器又必頇伸入植物哪一個部位才能吸食到糖液？ 

(A)植物從土壤中吸收的，蚜蟲頇從木質部中獲取  (B)植物從土壤中吸收的，蚜蟲頇從韌皮部中

獲取  (C)植物行光合作用自己製造的，蚜蟲頇從木質部中獲取  (D)植物行光合作用自己製造

的，蚜蟲頇從韌皮部中獲取。 

(   )86. 右圖為某植物莖橫切面的示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細胞分裂會使莖加粗  (B)土壤中的肥料主要是由甲運送  (C)物質在

丙內的運送方向為由上往下  (D)開花時，根儲藏的養分是由丙運送至花芽 

(   )87. 下列哪一種物質，不是由血漿運送？ 

(A)廢物  (B)抗體  (C)腸液  (D)激素 

(   )88. 有關人體血液流動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白血球可穿過微血管壁  (B)紅血球不含細胞核  (C)血漿有大量水分  (D)血小板可產生抗體 

(   )89.  右圖為人的腦部血管圖，柚子在考試時，腦部細胞的活動量大增，此時哪

種物質的濃度在甲血管中高於乙血管？ 

(A)廢物  (B)二氧化碳  (C)葡萄糖  (D)澱粉 

(   )90. 下列關於淋巴循環的敘述，何者錯誤？ 

(A)組織液進入淋巴管中稱為淋巴  (B)淋巴中含有血紅素  (C)淋巴結內

部有白血球  (D)淋巴會由淋巴管送至靜脈 

(   )91. 下列哪種生物無法僅靠擴散作用，完成體內物質的交換及運輸？ 

(A)草履蟲  (B)蝦  (C)變形蟲  (D)矽藻 

(   )92. 下列何者不是血液的功能？ 

(A)運送氧氣  (B)防禦疾病  (C)運送胺基酸  (D)製造葡萄糖。 

(   )93. 請依據右列資料，選出植物維管束運輸的正確組合為下列何者？ 

(A)(1)→(甲)→a  (B)(2)→(乙)→b  (C)(1)→(乙)→a 

(D)(2)→(乙)→a。 

(   )94. 有許多的千年神木雖然中間已經空了，但仍存活著，其

主要的原因為何？ 

 (A)神木就是不用靠水分生活所以才叫神木  (B)形成層可運送水分  (C)韌皮部可運送水分  (D)

形成層可產生運送水分、養分的新細胞。 

(   )95. 路邊的行道樹，在剛栽種的時候，常會剪的光禿禿的，這樣做的主要目的為何？ 

(A)促進新芽跟葉子的生長  (B)減少水分的蒸散  (C)減少養分的消耗  (D)讓莖變的更粗。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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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 右圖為肺泡與微血管氣體交換情形，其中甲及乙分別是何種氣體？ 

(A)氧氣、二氧化碳  (B)水蒸氣、二氧化碳  (C)二氧化碳、氧氣  (D)

水蒸氣、氧氣。 

(   )97. 小中跑完 5000 公尺後，呼吸每分鐘 85 次，心跳每分鐘 130 次，她的脈

搏每分鐘跳幾次？ 

(A)70次  (B)85 次  (C)105次  (D)130次。 

(   )98. 右圖為松樹樹幹橫切面的模式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這段樹幹的年齡約有三年  (B)甲區運送養分，乙區運送水分  (C)甲區

的細胞比乙區的小，生長也較快  (D)甲區的細胞是在氣候溫暖，雨量豐

富的季節生長。 

(   )99. 下列何者是水稻所沒有的部分？ 

(A)維管束  (B)形成層  (C)木質部  (D)韌皮部。 

(   )100. 右圖最可能是哪種植物莖的橫切面？ 

(A)向日葵  (B)玫瑰花  (C)玉米  (D)榕樹。 

(   )101. 有關植物葉部構造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保衛細胞主要的功能是保護葉片  (B)葉綠體是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場所  (C)表皮細胞具有保

護葉片的功能  (D)葉脈負責輸送養分與水分。 

(   )102. 關於「年輪」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有環紋的部分俗稱木材  (B)是由於韌皮部受氣候影響造成的  (C)可用年輪來判斷竹子的年

齡  (D)樹木的年輪如遭受破壞，個體將會死亡。 

(   )103. 小叡叡在賽跑時感覺心跳加快，此反應主要目的為何? 

(A)加速體溫的散失  (B)加速養分的吸收  (C)加速氧氣的運送  (D)加速水分的調控。 

(   )104. 關於淋巴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淋巴循環分為體循環及肺循環  (B)淋巴管能與組織細胞進行物質的交換  (C)淋巴管會將淋

巴直接送回心臟，重新進入血液循環  (D)淋巴結中有淋巴球，可過濾其中的病原體。 

(   )105. 有種疾病叫「血友病」，因血液無法凝結，導致傷口不斷出血的疾病，請問病患是何處有異常？ 

(A)紅血球  (B)白血球  (C)血小板  (D)血漿。 

(   )106. 血液由血漿、血球構成 

(A)人的血為紅色，是血漿的顏色  (B)血球中大多為紅血球  (C)血漿為固體的成分  (D)血球中

的白血球負責運送養分。 

(   )107. 人受傷流血時 

(A)紅血球聚到傷口附近，和入侵的細菌作戰  (B)血小板防止血液凝固，以止血  (C)白血球使血

液凝固，以止血  (D)血小板使血液凝固，以止血。 

(   )108. 有關心臟： 

(A)由骨骼肌構成  (B)位於胸腔正中央  (C)位於腹腔中間偏左  (D)共四個房室。 

(   )109. 有關微血管： 

(A)管腔最小，只容三個紅血球  (B)管璧最薄，只有兩層細胞  (C)任務為物質交換  (D)血壓最

小。 

(   )110. 有關脈搏： 

(A)發生在動脈  (B)發生在靜脈  (C)脈搏和呼吸次數完全相同  (D)一次心搏，產生二次脈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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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 有關瓣膜： 

(A)瓣膜關閉時，會產生脈搏  (B)多出現於動脈內  (C)功能為防止血液逆流  (D)功能為加快血

液流速。 

(   )112. 血液循環的路徑分為體循環、肺循環： 

(A)肺循環是由右心房出發，流經肺的微血管，回到左心房  (B)肺循環的任務為輸送O2 、養分

給全身細胞  (C)腦細胞產生的CO2由體循環負責運走  (D)體循環匯集全身的CO2後，再由肺

循環送交泌尿器官一起排出體外。 

(   )113. 有關體循環，選對的： 

(A)路徑：左心室→大動脈→小動脈→微血管→小靜脈→大靜脈→左心房  (B)體循環中，皆為充

氧血  (C)任務為輸送氧氣、養分給全身細胞，並帶走細胞的廢物  (D)是屬於淋巴循環的一部分。 

(   )114. 有關淋巴循環系統： 

(A)負責回收消化液  (B)淋巴結為淋巴液流動的動力  (C)淋巴液最後流回靜脈  (D)淋巴液的成

分大半為蛋白質。 

(   )115. 下列有關木質部與韌皮部的比較，何者錯誤？ 

 

(   )116. 植物莖橫切面的構造示意圖如(圖一)，其葉片切

面的構造示意圖如(圖二)，整株植物體內物質運

輸方向的示意圖如(圖三)。請問『蒸散作用』進

行時是透過(圖一)和(圖二)的哪些部位運輸，又

運輸方向如(圖三)的何者？ 

(A)乙和丙；運輸方如向戊所示  (B)乙和丁；運

輸方如戊和己均有可能  (C)甲和丙；運輸方向

如己所示  (D)乙和丁；運輸方向如己所示。 

(   )117. 承上題，蚜蟲號稱「螞蟻乳牛」，因為蚜蟲以口器插入綠色植物體內，以吸取其有機養分，並將

多餘汁液由腹部排出供應螞蟻食用。請問綠色植物被蚜蟲口器插入吸收養分的主要部位為上圖的

哪一代號？其名稱為何？ 

(A)甲，韌皮部  (B)乙，木質部(C)丙，葉肉組織  (D)丁，形成層。 

(   )118. 為什麼水果放在冰箱內較不易腐敗？ 

(A)因冰箱內沒有細菌  (B)因水果內的糖會轉變為澱粉  (C)因低溫會殺死細菌  (D) 因低溫會

降低細菌酵素的活性。 

(   )119. 下列何者之間沒有防止血液逆流的構造﹖ 

(A)左心室和右心室之間  (B)右心房和右心室之間  (C)心室和動脈之間  (D)靜脈管內。 

(   )120. 關於植物蒸散作用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蒸散作用有助於根部對水分的吸收  (B)木質部與韌皮部共同參與蒸散作用的進行  (C)蒸散

作用時，水分移動的方向是由上往下運輸  (D)去除植物葉片讓維管束外露，可加速蒸散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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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 右圖為人體血球細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具有使血液凝固作用的是甲  (B)具有防禦疾病作用的是乙  (C)甲細

胞能攜帶氧氣和一氧化碳  (D)能變形穿出微血管壁的是乙。 

(   )122. 有關人體內血管的比較，何者正確？ 

(A)分布最廣的是動脈，其次是靜脈，最少是微血管  (B)管壁厚度大小，

動脈＞微血管＞靜脈  (C)心臟及靜脈內有瓣膜，微血管則無  (D)動脈血的氧

濃度皆較大。 

(   )123. 右圖為心臟及血管示意圖，請寫出循環的正確路徑？ 

(A)乙→b→d→丁  (B)甲→a→c→丙  (C)丙→c→b→甲  (D)丁→d→b→乙。 

(   )124. (甲)枝葉枯黃 (乙)根部壞死 (丙)水分無法吸收 (丁)養分運送受阻；臺灣的赤腹松

鼠會啃食樹皮傷害植物體；請依序排列其影響的過程為何？ 

(A)甲乙丙丁  (B)乙丙甲丁  (C)丁丙乙甲  (D)丁乙丙甲。 

(   )125. 右圖為小腸絨毛構造，圖中的箭頭代表血流方向，若將甲、乙血

管中的物質成分作分析，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葡萄糖含量，甲＜乙  (B)胺基酸含量，甲＜乙  (C)氧氣濃度，

甲＜乙。 

(   )126. 下列何者最不可能出現在人體的淋巴中？ 

(A)白血球  (B)紅血球  (C)水  (D)病菌。 

(   )127. 某種植物的葉片葉脈如右圖所示，若將其枝條放入裝有黑色墨水的量筒中，1小時之後將莖橫

切，取一薄片置於顯微鏡下觀察，此時所見的情形，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   )128. 如圖表示肺部的氣體交換，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該循環屬於肺循環  (B)甲是氧氣，乙是二氧化碳  (C)該處血液將

由肺靜脈送回右心房  (D)血液經過肺部之後由缺氧血變成充氧血。 

(   )129. 肺循環的途徑：甲→肺動脈→乙→肺靜脈→丙，請問下列何者依序

是構造「甲」、構造「丙」內的血液顏色？ 

(A)鮮紅、鮮紅   (B)暗紅、暗紅  (C)鮮紅、暗紅   (D)暗紅、鮮紅。 

(   )130. 下列現象：(甲)氧進出植物體、(乙)二氧化碳進出植物體、(丙)水氣蒸散、(丁)水分進入植物體。

其中與氣孔有關的組合為何者？ 

(A)甲丙丁  (B)乙丙丁  (C)甲乙丁  (D)甲乙丙。 

(   )131. 關於心臟中瓣膜的功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加速血液運送  (B)防止血液由左心房流至右心房  (C)防止血液由右心房流至左心室  (D)防

止血液由左心室流至左心房。 

(   )132. 具俊表利用芹菜進行水分運輸試驗，實驗前他先將芹菜葉柄放入液面

下切斷，如右圖三所示，請問此ㄧ操作目的為何？ 

(A)要將芹菜根部的土壤洗掉  (B)防止木質部內形成氣泡而中斷水分的

運送  (C)避免芹菜橫切面遇空氣而氧化變黃，影響運輸能力  (D)芹菜

汁液沾手會有氣味，可避免不易清洗掉的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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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下列有關植物維管束之敘述，何者正確？ 

(A)維管束只分布在植物的根、莖、葉內，花、果實內沒有  (B)木質部運輸方向是由上往下，韌

皮部運輸方向是由下往上  (C)葉內維管束的木質部在內側，韌皮部在外側  (D)木質部，負責運

輸水分；韌皮部，負責運送有機養分。 

(   )134. 下列有關蒸散作用的敘述何者錯誤？ 

(A)此作用有助於根部吸收水分  (B)氣孔多分布在葉下表皮，以防止水分的過度散失  (C)氣孔在

夜晚會全部關閉，因此蒸散作用停止  (D)根部吸收的水分大部份會蒸散出去，只有少部份提供

植物細胞生存所需。 

(   )135. 下列有關閉鎖式和開放式循環系統的比較，何者錯誤？ 

 
(   )136. 右圖為人體血液的組成份，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人體血液中數量最多的細胞是丙，最少是甲  (B)乙構造負責運

輸二氧化碳、葡萄糖及激素  (C)血液中能進行變形蟲運動離開微

血管的是丁  (D)丙構造與凝血有關。 

(   )137. 靜修女中學生注射H1N1疫苗，當護士在手臂上注入藥物後，請問藥物會流經哪些地方？ 

(甲)心臟；(乙)肺；(丙)組織細胞；(丁)大動脈；(戊)大靜脈；(己)肺動脈；(庚)肺靜脈。 

(A)甲→戊→庚→己→丁→戊→乙→丙  (B)戊→甲→己→乙→庚→甲→丁→丙  (C)戊→甲→丁

→乙→庚→甲→戊→丙  (D)丁→戊→庚→乙→戊→甲→己→丙。 

(   )138. 承宣上實驗課觀察小魚尾鰭血液流動的情形，下圖十為承宣在顯微鏡的視野下所看到的狀況，「

→ 」代表血液流動的方向。請問有關與實驗的敘述何者錯誤？ 

(A)使用複式顯微鏡觀察，因此實際上魚的心臟在右邊  (B)血管中大量

流動的小顆粒是紅血球  (C)分辨甲是動脈，丙是靜脈可以根據血管的

粗細  (D)可以利用流過的紅血球數目來判斷乙血管為微血管。 

(   )139. 有關淋巴循環系統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淋巴液由淋巴球自行製造  (B)人體藉由淋巴管的收縮及舒張，推動

淋巴的流動  (C)淋巴球具有細胞核，有免疫的功能  (D)微小淋巴管與微血管直接相連。 

(   )140. 右圖是多年生木本植物樹幹的橫切面，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構造形成的時間較早  (B)乙、丙、丁若遭昆蟲蛀掉後即有可能死亡  (C)

丙細胞較大，顏色較淺，是在秋冬季節產生的  (D)甲、乙、丙、丁都屬於

木質部細胞。 

(   )141. 淋巴管輸送的淋巴，先注入血液循環的哪一部分？ 

(A)心臟  (B)動脈  (C)靜脈  (D)微血管。 

(   )142. 某植物莖內的橫切面及其內部構造的放大情形如右

圖，則關於此類植物的敘述何者錯誤？ 

(A)此植物維管束排列為散生  (B)此植物構造乙能雙向

運送植物各部位所需養分  (C)施肥後，此植物構造甲

可以運送肥料中的物質  (D)此植物的莖可逐年加粗。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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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3. 有關人體血液循環系統，下列何者錯誤？ 

(A)血液流速：動脈＞靜脈＞微血管  (B)血壓：動脈＞靜脈＞微血管  (C)血管壁厚度：動脈＞靜

脈＞微血管  (D)管徑大小：靜脈＞動脈＞微血管。 

(   )144. 樟樹可生長於恆春、

東京兩不同地區，假設

恆春、東京兩地除氣溫

外，其他影響樟樹生長

的環境因素均類似，由附表(兩地月均溫)推測：樟樹生長在哪一地區，所形成的年輪會較明顯？ 

(A)東京  (B)恆春  (C)同一種植物，所形成的年輪會一樣明顯  (D)植物

年輪的形成與有無形成層有關，和氣候較無關，所以無法比較。 

(   )145. 下列有關右圖的敘述何者錯誤？ 

(A)此構造稱為淋巴結，內含有淋巴球  (B)此構造有過濾淋巴液的功能  

(C)此構造佈滿在全身微血管之間  (D)此構造內具有瓣膜，使淋巴往ㄧ定

的方向流動。 

(   )146. 右圖為樹木的年輪，下列有關其形成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丙是韌皮部；丁是木質部  (B)甲乙是氣候乾燥寒冷的季節長出來的  

(C)這個樹木年齡約 8年  (D)丙目前仍具有運輸水分的功能。 

(   )147. 關於氣孔的敘述，何者錯誤？ 

(A)陸生植物氣孔通常位於葉的下表皮  (B)由保衛細胞控制其開閉  (C)白天氣孔打開時同時進

行光合、呼吸作用  (D)晚上氣孔關閉，光合和呼吸作用也都停止。 

(   )148. 下圖為人體肺泡進行氣體交換之情形，請由物質移動之方向，判斷下列何者

正確？ 

(A)甲是二氧化碳，乙是氧氣  (B)甲、乙均是生物呼吸所需之氣體  (C)甲在微

血管中的濃度高於肺泡  (D)甲、乙皆是透過擴散作用在肺泡和血管間交換。 

(   )149. 若不慎滑倒，手肘擦傷，傷口並遭到細菌感染，請問何處的淋巴結最有可能腫脹疼痛？ 

(A)指尖  (B)頸部  (C)腋下  (D)腹股溝。 

(   )150. 小明在複習課程內容時，根據課本敘述，自行推估肺動脈、肺

靜脈、肝動脈及肝靜脈中，氧氣含量的高低，並作成此圖。但老

師認為此圖有錯誤，下列何者可能是老師的理由？ 

(A)氧氣含量在肝動脈內應較肝靜脈內低  (B)氧氣含量在肺動脈

內應較肺靜脈內低  (C)氧氣含量在肺靜脈與肝靜脈應該相同  

(D)氧氣含量在肺動脈與肝動脈應該相同。 

(   )151. 關於心臟之敘述，何者錯誤？ 

(A)具有四個腔室，位於胸腔中間偏左  (B)具有瓣膜，可防止血液逆流  (C)心音是血液回流撞擊

瓣膜之聲音  (D)當聽見心音為「撲、通」時，代表完成兩次心搏。 

(   )152. 關於人體之淋巴循環系統，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淋巴管一端封閉，與血管略有不同  (B)淋巴結收縮後，可提供淋巴流動之動力  (C)淋巴管收

集淋巴後，注回動脈，維持血液成分恆定  (D)血漿自微血管滲到組織細胞間，即為淋巴。 

(   )153. 關於人體血液循環之敘述，何者正確？ 

(A)體循環之目的在於使缺氧血重新變為充氧血  (B)肺循環之目的在於提供身體細胞養分  (C)

左心房和左心室都是充氧血  (D)人體會先待體循環完成後，再進行肺循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