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優生物(下) 第一章 生殖

第一章 生殖
重點解說

1-1 細胞的分裂

(一)細胞內的遺傳物質：
A、遺傳物質與染色體：
(1) 具有細胞核的生物，稱為真核生物，真核生物的細胞核內含有染色體，染色體內的遺傳
物質可決定細胞的表現特徵。
(2) 在產生新細胞的過程中，遺傳物質會複製給子細胞。
(3) 遺傳物質在平時成細絲狀，稱為染色質，染色質不易被觀察。
(4) 在進行細胞分裂時會濃縮成短棒狀，此時可用複式顯微鏡觀察，我們稱此短棒狀的物質
為染色體。
(5) 染色體是由去氧核醣核酸(DNA)和
蛋白質共同組成。
(6) DNA(deoxyribonucleic acid)為控
制遺傳的物質，一小段的 DNA 纏繞
8 個組織蛋白，形成一個核小體，
無數的核小體不斷纏繞，最後形成
了染色體。
：染色質與染色體的化學組成相同，但呈現的形態不同。
： DNA＋蛋白質 → 核小體(一小段DNA纏繞 8 個組蛋白) → 染色質 → 染色體 。
B、染色體的重要性：
(1) 染色體和生物性狀的遺傳有密切關係，負責維持細胞與細胞間遺傳的延續性。
(2) 不同種的生物，染色體的數目可能不相同；同種生物的染色體數目都是固定的，且體細
胞內的染色體兩兩成對，形態及大小相同，稱為同源染色體。
(3) 同源染色體其中一條來自父方，另一條則來自母方。
(4) 染色體的數目與生物的高低等特性無關，並不是染色體數目愈多愈高等。
C、同源染色體：
(1) 生物體內的細胞，精子與卵子稱為生殖細胞，除精子與卵外，其他的細胞稱為體細胞。
(2) 體細胞中的染色體通常是兩兩成對，具有相似大小及形狀，其
中一條來自父方，另一條來自母方，稱為同源染色體。
(3) 體細胞中相同形式的兩條染色體，稱為雙套染色體(2N)，精子
和卵子的細胞內只含同源染色體中的其中一條，稱為單套染色
體(N)。
(4) 右圖中，A 和 B 為同源染色體，C 和 D 為同源染色體，A 和 C
不是同源染色體，B 和 D 也不是同源染色體。
(5) 若 A 來自父方，則 B 來自母方；若 C 來自父方，則 D 來自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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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種類

人類

果蠅

豌豆

甘藍

蘿蔔

豬

黑猩猩

雞

染色體對數

23 對

4對

7對

9對

9對

19 對

24 對

39 對

染色體數目

46 條

8條

14 條

18 條

18 條

38 條

48 條

78 條

生物
比較

人

果蠅

染色體數目 染色體對數 染色體套數 染色體數目 染色體對數 染色體套數

體細胞

46 條

23 對

雙套(2N)

8條

4對

雙套(2N)

生殖細胞

23 條

23 條
不成對

單套(N)

4條

4條
不成對

單套(N)

：右圖中，請將成對的同源染色體連線：

D、染色體的套數：
(1) 雙套(2N)染色體：
甲、一般體細胞的染色體皆為成對存在，稱為雙套染色體。
乙、當精子與卵子結合形成受精卵後，受精卵內的染色體又恢復成對存在。
(2) 單套(N)染色體：
甲、生殖細胞(精子或卵子)又稱為配子，細胞內的染色體均不成對，只含有每對同源染
色體中的其中一條，染色體的數目為體細胞的一半。
乙、人體的精細胞只含 23 條染色體，且每一條染色體形式都不相同，皆為單套染色體。
E、染色體的對數：
(1) 染色體的套數是指染色體是否有形狀相同的成對存在；
染色體的對數是指體細胞中不同形狀的染色體數量。
(2) 人類的體細胞中，染色體共有 46 條，但皆為兩兩成對，稱為雙套染色體，而且不同形
狀的染色體共有 23 種，因此體細胞中含有 23 對染色體。
(3) 人類的生殖細胞中，染色體共有 23 條，
但皆不是成對的染色體，稱為單套染色
體，而且不同形狀的染色體共有 23 種，因
此生殖細胞中含有 23 條不成對的染色體。
(4) 當生物進行有性生殖時，精子與卵子透過
受精作用相結合，此時單套染色體變成雙
套染色體，染色體數目恢復成原來體細胞
的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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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細胞分裂：
A、功能：
(1) 單細胞生物：
甲、藉著細胞分裂來增加個體的數目。
乙、一次細胞分裂可產生兩個新個體。
(2) 多細胞生物：
甲、藉著細胞分裂來增加細胞數目，使生物個體成長。
乙、更新老化的細胞。 ：表皮細胞、紅血球等經一段時間需更新細胞。
丙、修補受傷耗損的細胞。
(3) 無論進行有性生殖或無性生殖時，都必須經過細胞分裂的過程。
(4) 有些多細胞生物可以藉著無性生殖，以細胞分裂的方式產生下一代。
(5) 有性生殖所形成的受精卵為單一細胞，需藉著細胞分裂來增加細胞數量，逐漸發育成完
整的新個體。
B、細胞分裂的過程：
(1)圖示：

過程(A)：母細胞的同源染色體複製，複製後的染色體數目加倍，但尚未分離。
過程(B)：複製後的染色體排列於細胞的中央。
過程(C)：細胞進行分裂，一個細胞變成 2 個細胞，複製後的染色體分離，
平均分配至 2 個分離的細胞中，形成 2 個完全相同的子細胞。
(2)說明：
甲、染色體複製一次，細胞分裂一次，形成 2 個子細胞，
染色體數目和原來相同。
乙、細胞分裂前為雙套染色體，細胞分裂後為雙套染色體。

(三)減數分裂：
A、場所：只發生在生殖器官(睪丸或是卵巢)。
B、功能：產生具有單套染色體的配子(精子或卵)。
C、目的：
(1)產生配子(精子、卵)時的細胞分裂，稱為減數分裂。
(2)減數分裂後，配子中所含染色體數目為一般體細胞中染色體的一半。
(3)減數分裂可使子細胞的染色體數目減半，染色體減半的精卵結合後，
子代的染色體數目才會與親代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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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圖示：

過程(A)：母細胞的染色體複製並且配對。
過程(B)：複製後的同源染色體排列在細胞的中央位置。
過程(C)：第一次分裂時，同源染色體互相分離，產生 2 個子細胞，內含不成對的染色體。
過程(D)：第二次分裂時，複製後的染色體進行分離。
過程(E)：減數分裂後，產生 4 個子細胞，內含不成對的染色體。

重畫一次：

E、說明：
(1)減數分裂僅發生在生殖細胞。
(2)減數分裂的過程，染色體複製一次，細胞分裂兩次，產生四個
子細胞。
(3)第一次細胞分裂，將同源染色體分離；第二次細胞分裂，將複
製染色體分離，子細胞內的染色體皆為單套染色體，因此染色
體數目為母細胞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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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細胞

目的

複製

細胞
分裂

體細胞

產生
新細胞

1次

減數
分裂

生殖
細胞

產生
新個體

1次

分裂次數
分裂 1 次
複製的染色體分離
分裂 2 次
(1)同源染色體分離
(2)複製染色體分離

子細胞

染色體
形式

染色體數目

2個

雙套

2N4N2N

4個

單套

2N4N2NN

【題組一】王老師請霖霖拿一張具有兩對染色體的細胞圖，請根據右圖回答下列問題：
____1.下列何者為成對的染色體？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甲乙。
____2.如果已知甲來自父親，則乙、丙、丁何者確定來自母親？
(A)乙 (B)丙 (C)丁 (D)不確定。
____3.老師又叫大雄去拿此細胞減數分裂後的子細胞圖，請問大雄應該拿下列哪一張？

(B)

(A)

(C)

(D)

【題組二】右圖為某生物的細胞
在進行分裂時，各時
期的染色體形式，請
依次回答問題：
____4.請由圖中選排出正確的細胞分裂歷程：
(A)甲乙丁甲 (B)甲戊丙己甲 (C)甲乙丁庚甲

。

(D)甲乙庚甲。

____5.請由圖中選排出正確的減數分裂歷程：
(A)甲乙丁己戊丙 (B)甲乙庚戊丙 (C)甲丙己戊丙

(D)甲乙己庚甲。

____6.關於圖中甲和丙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丙細胞中可找到成對的染色體 (B)甲細胞中有 3 套染色體
(C)丙細胞應該是配子 (D)甲細胞是經由減數分裂所產生。
【題組三】右圖為某生物的精母(睪丸)細胞內的染色體，試回答下列問題：
____7.在經過減數分裂後所產生的精細胞中，何者不可能發生？

2 2
1 1

(A)

1

2

(B)

2

1

(C)

1

1

(D)

1 2 。

____8.承上題，該生物精子形成的過程中，其染色體變化的正確順序為：
(A)丙甲丁乙戊 (B)乙丁丙甲戊 (C)丁甲丙乙戊 (D)甲丙丁乙戊。

(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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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四】某動物的體細胞有兩對染色體，下圖是染色體的示意圖，試依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甲)
(乙)
(丙)
(丁)
____9.根據(甲)～(丁)圖中染色體變化的情形判斷，此細胞可能正進行何種作用？
(A)受精作用 (B)減數分裂 (C)細胞分裂 (D)細胞分化。
____10.在圖(丁)的細胞中，A、B、C、D 四條染色體，哪兩條為成對的染色體？
(A) A、C (B) B、D (C) B、C (D) C、D。
____11.若此動物的細胞進行減數分裂，經染色體複製後，經過第一次分裂後的細胞是(甲)～(丁)
中哪一個圖？
(A)甲 (B)乙 (C)丙 (D)丁。
____12.若此動物進行減數分裂，細胞須依序經過哪些步驟才能產生配子？
(A)甲乙丙丁 (B)丁甲丙乙 (C)乙丙丁甲 (D)丁乙甲丙。
【題組五】有性生殖的生物體，在形成配子的過程中，配子的母細胞會行「減數分裂」來產生
配子(即精子和卵)；其他體細胞在生長、更新老
化細胞及修補受傷組織時，會行「細胞分裂」來
產生新細胞。右圖(甲)代表「減數分裂」時染色
體數目的變化情形；圖(乙)代表「細胞分裂」時
染色體數目的變化情形。請參考圖(甲)、(乙)，
回答下列問題：
____13.母雞剛生下一顆未受精的蛋，請問：這顆雞蛋內含染色體數目符合甲圖中的哪一階段？
(A)a (B)b (C)c (D)d。
____14.軒軒體育課滑倒受傷的傷口邊緣增生新細胞，使傷口慢慢癒合，關於這新生的細胞所
含的染色體符合乙圖中的哪一階段？
(A)e (B)f (C)g (D)以上皆非，為甲圖的 d 階段。
____15.右圖為洋蔥根尖的組織切片標本。箭頭所指處代表細胞內「分離中的
染色體」
，請問：此細胞內染色體數目較符合甲、乙兩圖中哪一階段？
(A)甲圖，d (B)乙圖，f (C)甲圖，c (D)乙圖，g。
【題組六】右圖某生物體內各個不同階段細胞(a～d)中的染色體形式，試回答下列問題：
____16.此種生物的「卵細胞」有幾條染色體？套數分別為何？
(A)2 條，單套 (B)2 條，雙套
(C)4 條，單套 (D)4 條，雙套。
____17.a 細胞內編號 1～4 染色體，哪些互為同源染色體？
(A)1、2 互為同源染色體 (B)1、3 互為同源染色體
(C)2、3 互為同源染色體 (D)2、4 互為同源染色體。
____18.身體中的細胞在進行細胞分裂時，染色體的變化順序為何？
(A)a→b→c→d (B)a→c→d (C)a→c→d→b (D)a→c→a。
1-1_細胞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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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七】下圖(一)及圖2為某生物體內兩種細胞的分裂情形，請比較其差異後，回答下列問題：

____19.下列何種細胞會進行圖(一)的分裂情形？
(A)表皮細胞 (B)皮膜細胞 (C)小腸細胞

(D)以上皆是。

____20.以下兩種情形與其需進行圖中何種分裂方式的配對，何者正確？
選項
配子形成
受精卵發育成個體
(A)

圖(一)

圖(二)

(B)

圖(二)

圖(一)

(C)

圖(一)

圖(一)

(D)

圖(二)

圖(二)

____21.圖(二)中哪一階段發生「複製的染色體分離」？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無法判斷。
【題組八】右圖為某細胞進行分裂時，染色體的變化情形示意圖，圖中甲～丁代表四個不同的
階段，請依圖示回答下列問題：
____22.下列哪個部位的細胞會發生此種變化情形？
(A)神經 (B)肌肉 (C)睪丸 (D)皮膚。
____23.此圖中，「染色體複製」在哪一個階段發生？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乙→丁。
____24.此圖中，哪兩個階段的細胞具有同源染色體？
(A)甲、乙 (B)丙、丁 (C)乙、丙 (D)甲、丁。
【題組九】產生配子的過程必定
要經過減數分裂，其
過程歷經(甲)～(己)
的若干階段如右圖，
請回答下列問題：
____25.在圖(甲)中所指的同源
染色體是針對哪兩對？
(A)P、Q 與 R、S (B)P、S 與 Q、R
(C)P、R 與 Q、S (D)皆不成對。
____26.圖(甲)細胞的染色體複製後，經過第一次分裂後與第二次分裂後的細胞，分別是(甲)～
(己)中哪一個圖？
(A)戊丙 (B)戊乙 (C)甲丙 (D)丙己。
____27.圖(甲)的細胞須經過哪些步驟才能產生生殖細胞？
(A)戊乙 (B)己戊丙 (C)己丁乙 (D)丁乙。
1-1_細胞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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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上演練：
____1.下列何者與生物的遺傳有關？
(A)細胞核 (B)細胞膜 (C)液胞

(D)細胞質。

____2.右圖為細胞內的某兩對染色體，以甲、乙、丙、丁為代號的示意圖。
在正常狀況下，有關細胞進行分裂與分裂時這些染色體分離的敘述，
下列何者正確？
(A)若進行細胞分裂，則甲與乙必分離至不同的細胞中 (B)若進行細胞
分裂，則甲與丁必分離至不同的細胞中 (C)若進行減數分裂，則乙與
丙必分離至不同的細胞中 (D)若進行減數分裂，則丙與丁必分離至不同的細胞中。
____3.右圖為某細胞核內的兩對染色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乙和丙丁為同源染色體 (B)甲丙和乙丁為同源染色體
(C)此細胞具有單套不成對染色體 (D)此細胞具有 4 對染色體。
____4.關於生物染色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生物愈高等，其染色體數目愈多 (B)染色體是由 DNA 和蛋白質組成
(C)所有生物個體細胞內的染色體都是雙套的 (D)生物細胞中皆具有成對同源染色體。
____5.彬彬探討山櫻花的表皮細胞和保衛細胞的相同之處，並列出下列四個項目，請問下列哪
一項正確？
(A)細胞內的染色體數目相同 (B)均不具有葉綠體
(C)均無粒線體 (D)均具有調節氣孔開閉的功能。
____6.關於右圖中細胞核內遺傳物質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①的同源染色體是② (B)③和④是成對染色體 (C)此細胞具有雙
套染色體 (D)如果②來自雄性親代，則④必定來自雌性親代。
____7.關於染色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只有在細胞分裂前才能觀察到的構造 (B)由 DNA 纏繞蛋白質所構成
(C)外觀呈現雙股螺旋狀 (D)在體細胞內通常成對存在。
____8.右圖為某生殖母細胞的 4 條染色體甲～丁示意圖。關於此細胞染色
體進行分裂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甲丙和乙丁互為同源染色體 (B)以細胞分裂方式產生配子
(C)最多可形成 2 種不同形式的配子
(D)形成配子的染色體形式可為

。

____9.已知果蠅的複眼細胞有 4 對染色體，則下列何者是其肌肉細胞中的染色體數？
(A)4 對染色體 (B)2 對染色體 (C)4 條不成對的染色體 (D)2 條不成對的染色體。
____10.已知黑猩猩的神經細胞有 48 條染色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黑猩猩的任一肌肉細胞皆可觀察到短棒狀的染色體 (B)黑猩猩的生殖細胞應有 12
對染色體 (C)黑猩猩的任一肌肉細胞應含雙套遺傳物質
(D)黑猩猩的生殖細胞應有雙套的遺傳物質。
1-1_細胞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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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1.晴晴整理有關「細胞核、DNA、染色體」的四項敘述，請問下列何者錯誤？
(A)染色體呈短棒狀，平時清晰可見 (B)DNA 的結構呈雙股螺旋狀
(C)染色體由 DNA 及蛋白質纏繞而成 (D)染色體位於細胞核中。
____12.關於遺傳物質與染色體，下列何者正確？
(A)生物染色體的數目愈多，生理構造愈複雜 (B)染色體平時在體細胞內為單套，要進
行細胞分裂時才成為雙套 (C)細胞核內只有在細胞分裂時才會具有遺傳物質
(D)遺傳物質的成分是去氧核糖核酸。
____13.妮妮觀察細胞時，發現兩兩成對的染色體。請問：妮妮觀察的細胞不可能為下列何者？
(A)肌肉細胞 (B)葉的下表皮細胞 (C)受精卵 (D)未交配的母雞生下的雞蛋蛋黃。
____14.右圖是某生物身上不同細胞的染色體，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細胞的染色體套數是乙細胞的兩倍 (B)甲、乙細胞中
均有成對的染色體 (C)甲細胞可能是配子細胞
(D)乙細胞是經過細胞分裂後產生的。
____15.若一個細胞進行「減數分裂」，則下列過程何者正確？
(A)染色體複製一次，分裂兩次，變成兩個子細胞 (B)染色體複製一次，分裂一次，變
成兩個子細胞 (C)染色體複製一次，分裂兩次，變成四個子細胞
(D)染色體複製兩次，分裂兩次，變成兩個子細胞。
____16.有關染色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位於細胞核內 (B)是一種承載遺傳物質 DNA 的構造
狀 (D)每一種生物的體細胞都有一定的染色體數。

(C)在細胞分裂時，會呈細絲

____17.某種生物有四條染色體如右圖，分別以 a、b、c、d 表示，其中
同源染色體為下列何者？
(A)a、b (B)c、d (C)b、c (D)a、c。
____18.下列有關染色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人類身體的細胞有各種形態與功能，所以不同細胞的染色體數目不一樣多 (B)任何
時期取細胞放在顯微鏡下，都可看到染色體 (C)構造愈複雜的生物染色體數愈多
(D)雖然埃及眼鏡蛇體細胞內的染色體數目和貓都是 38 條，但牠們是不同物種。
____19.右圖為洋蔥根尖的組織切片，下列何者為箭頭所指的構造？
(A)葉綠體 (B)染色體 (C)細胞壁 (D)細胞核。
____20.生物課上完了生殖，彬彬與班上的同學在一起討論。
嘉嘉說：「果蠅與人類體內的染色體數不同，所以是不同的生物」。
茹茹說：「男生與女生是不同的個體，所以染色體數不同」。
萱萱說：「口腔皮膜細胞與肝細胞是形態和功能不同的細胞，所以染色體中的 DNA 會
有些微的差異」。
蓉蓉說：「成熟的紅血球無細胞核，故細胞內不含染色體」。綜合以上的討論，你認為
哪些人的推論較為合理？
(A)嘉嘉、萱萱 (B)茹茹、蓉蓉 (C)嘉嘉、蓉蓉 (D)茹茹、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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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1.純純在賽跑時不小心摔倒，大腿的皮膚有輕微擦傷。請問一段時間後，癒合的傷口皮
膚細胞內應該會具有下列何種染色體形式？
(A)46 條染色體 (B)46 對染色體 (C)48 條染色體 (D)23 條染色體。
____22.若某生物生殖器官中的細胞有 5 對染色體，則此細胞經過一次細胞分裂，產生的子細
胞再經一次減數分裂後，最終產生的子細胞內染色體數目為多少？共產生幾個子細
胞？
(A)5 條不成對染色體，4 個子細胞 (B)5 對成對染色體，8 個子細胞
(C)5 條不成對染色體，8 個子細胞 (D)5 對成對染色體，4 個子細胞。
____23.下列有關染色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減數分裂的過程，與染色體的含量變化無關 (B)不同生物的染色體數目不可能相同
(C)同種生物的生殖細胞，染色體數目應該相同
(D)二條顏色、大小相似的染色體稱為成對染色體。
____24.右圖為某種細胞的分裂示意圖，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一次產生四個子細胞，產生的細胞應是正在修
補的體細胞 (B)染色體先複製再分裂，產生的細
胞應是正在發育的的受精卵 (C)染色體經過兩
次分裂，產生的細胞應是染色體數目減半的生殖
細胞 (D)染色體經過兩次分裂，產生的細胞應是
雙套的生殖細胞。
____25.不論生物進行有性生殖或無性生殖，均要經過下列何種過程？
(A)細胞分裂 (B)減數分裂 (C)受精作用 (D)產生配子。
____26.有關生物體中「同源染色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成對且通常形狀大小相似的染色體 (B)成對但形狀大小差異極大的染色體
(C)皆來自父親或皆來自母親的一對染色體 (D)彼此間距離最近的兩條染色體。
____27.有關同源染色體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同源染色體就是單套染色體 (B)一個精子或卵內的染色體就叫同源染色體
(C)體細胞的染色體中不含同源染色體 (D)同源染色體通常都成對且同形狀大小。
____28.動物園裡的大貓熊圓仔出生後，能夠生長發育且體型愈來越大，主要原因是體內細胞
會一直進行下列哪一作用？
(A)減數分裂 (B)受精作用 (C)生殖作用 (D)細胞分裂。
____29.關於細胞分裂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一個細胞經細胞分裂後可形成兩個子細胞 (B)染色體不經複製，平均分配到兩個子
細胞中 (C)透過細胞分裂，多細胞生物可產生新細胞使個體生長
(D)分裂後子細胞內染色體的數目不變。
____30.已知臺灣水牛的體細胞有 48 條染色體，當母牛懷有雙胞胎時，這兩個胚胎的細胞分別
具有幾條染色體？
(A)24，24 (B)24，48 (C)48，48 (D)48，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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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1.關於細胞分裂與減數分裂中，子細胞內染色體數目的變化，下列何者正確？
選項

細胞分裂

減數分裂

(A)

與原細胞相同

與原細胞相同

(B)

染色體數目減半

染色體數目減半

(C)

染色體數目減半

與原細胞相同

(D)

與原細胞相同

染色體數目減半

____32.已知某昆蟲未受精的卵細胞有 8 條染色體，則其一個體細胞中的染色體數目為何？
(A)8 對染色體 (B)16 對染色體 (C)4 對染色體 (D)16 條不成對的染色體。
____33.若貓的一個肌肉細胞中有 30 對成對染色體，則其卵細胞內的染色體數目為下列何者？
(A)30 對 (B)15 對 (C)不成對的 30 條 (D)不成對的 60 條。
____34.若想利用血液檢驗親子關係，抽血後應利用何種部分來檢驗？
(A)紅血球 (B)白血球 (C)血小板 (D)血漿。
____35.葳葳在顯微鏡下，觀察細胞分裂的情形，假設有一細
胞，具有 2 對染色體，如右圖。請問此細胞染色體複
製後，應該是下列何者？

(A)

(B)

(C)

(D)

。

____36.「細胞分裂」與「減數分裂」的過程有何相似之處？
(A)子細胞與母細胞的染色體數均相同 (B)子細胞與母細胞的染色體數均不同
(C)染色體複製的次數均相同 (D)細胞分裂的次數均相同。
____37.100 個人類精母(睪丸)細胞經減數分裂後，將會產生多少個精子以及精子內的染色體數
目為何？
(A)50 個，46 對 (B)100 個，46 條 (C)200 個，23 條 (D)400 個，23 條。
____38.在觀察某細胞的分裂過程中，看到如右圖的狀態，請問此分裂可能發生在何處？
(A)公雞的睪丸中 (B)雞冠上的傷口
(C)孵化中的雞蛋 (D)正在長出羽毛的雞翅。
____39.承上題，整個分裂完成後，會有幾個子細胞產生？
(A)1 (B)2 (C)4 (D)8。
____40.有性生殖的過程中，精子與卵會相互結合，但子代細胞內染色體數目卻能維持和親代
相同而不會倍增。關於上述現象，下列解釋何者正確？
(A)因為精子、卵形成過程中，染色體沒有複製的情形 (B)因為精子、卵結合後，受精
卵會進行減數分裂，讓倍增的染色體數目減半 (C)因為精子、卵均由減數分裂形成，
其內的染色體數目已減半 (D)因為受精卵發育過程中，多出來的染色體會逐漸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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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41.右圖為甲、乙兩種細胞分裂過程中遺傳物質含量變化的示意圖。根據此圖判斷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甲最後可產生兩個子細胞 (B)人類精子的形
成須經過甲分裂過程 (C)甲為細胞分裂，乙為減
數分裂 (D)由甲分裂方式進行生殖產生的後代，
其遺傳物質和親代完全相同。
____42.有關動物細胞進行減數分裂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會使體細胞的數目增加 (B)是無性生殖所需的步驟
(C)會產生含單套染色體的精子或卵 (D)會使精子或卵的 DNA 含量增加。
____43.關於人體皮膚細胞分裂過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細胞分裂 2 次 (B)染色體複製 2 次 (C)分裂後，子細胞數目為 4 個
(D)子細胞染色體為雙套。
____44.右圖為細胞分裂的過程，B→C 的步驟稱為什麼？
(A)染色體複製 (B)染色體排列
(C)複製染色體分離 (D)同源染色體分離。
____45.已知果蠅的複眼細胞(體細胞)中有 8 條染色體。當雌果蠅行減數分裂產生卵時，有關染
色體複製的次數與卵內染色體數目，下列何者正確？
(A)複製 2 次，卵內有 4 條染色體 (B)複製 2 次，卵內有 8 條染色體
(C)複製 1 次，卵內有 8 條染色體 (D)複製 1 次，卵內有 4 條染色體。
____46.關於人體皮膚細胞分裂過程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細胞分裂 2 次 (B)染色體複製 2 次 (C)子細胞染色體為雙套
(D)分裂後，子細胞數目為 4 個。
____47.有關染色體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染色體由蛋白質與 DNA 纏繞而成 (B)DNA 的中文名稱為核糖核酸
(C)細胞分裂時濃縮成短棒狀 (D)蛋白質可讓 DNA 有規則的纏繞。
____48.右圖為鈞鈞第一、二對染色體的示意圖。試推測其母親的第一、二對染
色體可能為下列何者？

(A)

(B)

(C)

(D)

。

____49.有一個細胞，其內染色體有 5 對，經減數分裂後形成精子，其中複製 A 次，分裂 B 次，
形成精子數為 C，精子內同源染色體對數為 D 對，則 A＋B＋C＋D＝？
(A)4 (B)7 (C)12 (D)17。
____50.有一細胞，其內有染色體 3 對，經過 3 次細胞分裂可產生 X 個細胞，每個細胞內有 Y
條染色體，則 X－Y 為多少？
(A)0 (B)2 (C)4 (D)8。
1-1_細胞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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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51.人體細胞中，何者不具有雙套染色體？
(A)皮膚細胞 (B)白血球細胞 (C)受精卵細胞

(D)精子。

____52.下述含有雙套染色體的為哪些？
(甲)卵細胞；(乙)受精卵；(丙)精細胞；(丁)神經細胞；(戊)肌肉細胞。
(A)甲丙 (B)乙丁戊 (C)甲乙丙丁 (D)甲乙丙丁戊。
____53.下圖為某生物精子形成過程的示意圖，其先後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A)丁甲丙乙戊

(B)甲丙丁乙戊

(C)甲丁乙丙戊

(D)丁甲乙丙戊。

____54.在下列哪個事件中，無法觀察到細胞進行「細胞分裂」？
(A)修補更新受傷、老化組織 (B)生物體進行生長
(C)生物進行無性生殖 (D)產生生殖細胞的過程。
____55.蘋蘋發現，無尾熊的肝臟細胞有 26 對染色體，經過 4 次細胞分裂後，共有 A 個子細胞，
其中每次分裂皆複製 B 次、分裂 C 次，每個子細胞有 D 對染色體，則 A＋B＋C＋D＝？
(A)35 (B)36 (C)44 (D)45。
____56.右圖為細胞內的某兩對染色體，以甲、乙、丙、丁為代號的示意圖。
在正常狀況下，有關細胞進行細胞分裂與減數分裂時這些染色體分離
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若進行細胞分裂，則甲與乙必分離至不同的細胞中 (B)若進行細
胞分裂，則甲與丁必分離至不同的細胞中 (C)若進行減數分裂，則
丙與丁必分離至不同的細胞 (D)若進行減數分裂，則乙與丁必分離至不同的細胞中。
____57.寄生蜂的卵經過受精作用以後發育為雌蜂，未受精的卵則發育為雄蜂，雌寄生蜂的體
細胞內有 10 對染色體，則雄寄生蜂的體染色體數目為何？
(A)5 對 (B)10 條皆未成對 (C)10 對 (D)20 條皆未成對。
____58.右圖為娓娓第一、二對染色體的示意圖。請推測其母親的第一、二對染
色體可能為下列何者？

(A)

(B)

(C)

(D)

。

____59.下列有關染色體的敘述，何者錯誤？
(A)人類皮膚的細胞有 46 條染色體 (B)同源染色體的大小形狀皆相似
(C)卵含有雙套的染色體 (D)果蠅的精子有 4 條不成對染色體。
____60.有一細胞，其核內有染色體 3 對，經過 2 次細胞分裂可產生 X 個子細胞，每個子細胞
內有 Y 條染色體，則 X＋Y＝？
(A)5 (B)6 (C)10 (D)12。
1-1_細胞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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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61.減數分裂的過程中，在第一次分裂時會出現下列哪一種圖形？

(A)

(B)

(C)

(D)

____62.細胞分裂與減數分裂的共同之處，是下列何者？
(A)有染色體複製現象 (B)有染色體套數減半的現象
(D)發生於體細胞形成新個體的時期。

。

(C)發生於胚胎進行發育的時期

____63.有關於生物染色體敘述，何者正確？
(A)染色體數目愈少，生物等級越低 (B)每條染色體上只有一個等位基因
(C)由於染色體是由 DNA 和蛋白質組成，因此若有 DNA 存在，就會有染色體存在
(D)在細胞分裂時為棒狀，平常時為絲狀
____64.下列關於「成對的染色體」敘述，何者錯誤？
(A)在體細胞可觀察到成對的染色體 (B)人類的生殖細胞不具有成對的染色體
(C)人類皮膚細胞中的染色體有 23 條是來自父方，23 條來自母方
(D)成對的染色體只會出現在人體體細胞中。
____65.(甲)複製染色體分離；(乙)染色體複製；(丙)同源染色體分離；(丁)產生兩個子細胞；
(戊)產生四個子細胞。上列為細胞在進行分裂中可能發生的過程，請問當減數分裂在進
行時，其正確的順序為何？
(A)乙甲丙丁 (B)乙丙甲戊 (C)乙丙甲丁 (D)乙甲丁。
____66.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體細胞具有雙套(2n)染色體 (B)果蠅的體細胞有 4 對染色體，則其精子和卵各有 4
對染色體 (C)每一條染色體在細胞分裂前會複製成 4 條
(D)人類的精子和卵各有 23 對染色體。
____67.關於減數分裂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人類有 48 條染色體，故精子或卵只含 24 條染色體 (B)一個細胞經過減數分裂後
可形成 2 個細胞 (C)分裂時，染色體不複製，直接分裂減半
(D)只發生於卵或精子形成時。
____68.下列哪一個人類細胞組合，所含染色體數目最少？
(A)1 個成熟紅血球＋1 個卵細胞 (B)1 個白血球＋1 個生殖母細胞
(C)2 個卵巢細胞 (D)1 個子宮細胞＋1 個精子。
____69.已知人類的卵細胞有 23 條染色體，則下列各細胞染色體數目何者正確？
(A)皮膚細胞具有 23 條染色體 (B)子宮壁細胞具有 23 條染色體
(C)未進行減數分裂前的細胞具有 23 對染色體 (D)肌肉細胞具有 23 條染色體。
____70.在肌肉細胞分裂的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下列何種現象？
(A)染色體複製兩次 (B)在分裂前染色體排列在中間 (C)同源染色體成對排列在一起
(D)一個肌肉細胞會產生四個肌肉細胞。
1-1_細胞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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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71.關於減數分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一個細胞經過減數分裂後可形成 2 個細胞 (B)分裂時，染色體不複製，直接分裂減
半 (C)水稻有 24 條染色體，故精細胞或卵細胞只含 12 條染色體
(D)只發生在體細胞形成時。
____72.某植物體內甲、乙兩種細胞的染色體形態如右圖，關於這兩種細胞
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細胞染色體的對數為乙的兩倍 (B)甲可能來自表皮細胞，乙
可能來自花瓣細胞 (C)乙細胞可直接發育成完整個體 (D)欲進
行組織培養取得完全相同的子代，應以甲細胞為材料。
____73.皮皮在生物課中，使用顯微鏡觀察細胞時，發現如右圖細胞，請判斷
何者正確？
(A)咖波所看到的細胞可能是正在分裂的輸精管細胞
(B)此細胞正在細胞分裂 (C)可以在發芽中的種子看到相同細胞
(D)此細胞若為雙套時有 10 條染色體。
____74.某植物表皮細胞有兩對染色體如右圖，則在果實發育的過程中，應出
現如下列何圖的情形？

(A)

(B)

(C)

(D)

。

____75.右表為細胞分裂及減數分裂比較表，甲、乙、丙、
丁、戊依序應如何填入才正確？
(A)一次，二次，四個，不變，肌肉細胞
(B)一次，二次，四個，不變，卵細胞
(C)一次，二次，八個，不變，表皮細胞
(D)二次，一次，二個，不變，白血球。
____76.如右圖，為甲、乙兩種細胞分裂過程中遺傳
物質含量變化的示意圖。根據此圖判斷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甲最後可產生兩個子細胞 (B)甲為細胞
分裂，乙為減數分裂 (C)人類精子的形成須
經過甲分裂過程 (D)由甲分裂方式進行生
殖產生的後代，其遺傳物質和親代完全相同。

1-1_細胞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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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答案：

題組：
1.D 2.A 3.C 4.D 5.A 6.C 7.C 8.C 9.B 10.D
11.C 12.B 13.D 14.C 15.B 16.A 17.A 18.D 19.D
21.C 22.C 23.A 24.A 25.C 26.A 27.B
馬上演練：
1.A 2.D 3.A 4.B 5.A
11.A 12.D 13.D 14.A
21.A 22.C 23.C 24.C
31.D 32.A 33.C 34.B
41.B 42.C 43.D 44.C
51.D 52.B 53.A 54.D
61.C 62.A 63.D 64.D
71.C 72.D 73.D 74.C

1-1_細胞的分裂

6.D
15.C
25.A
35.B
45.D
55.C
65.B
75.B

7.C 8.D 9.A 10.C
16.C 17.C 18.D 19.B
26.A 27.D 28.D 29.B
36.C 37.D 38.A 39.C
46.C 47.B 48.D 49.B
56.C 57.B 58.D 59.C
66.A 67.D 68.A 69.C
76.C

20.B

20.C
30.C
40.C
50.B
60.C
7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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