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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試題共 50 題，皆為單選題，請選擇最適當選項，每題 2 分，共計 100 分，每題答錯倒扣 0.7 分；不作答不

計分。 

二、答題依題號順序畫記在答案卡上，寫在試題紙上無效；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畫記，若未按規定畫記，致電腦無

法讀取者，考生自行負責。 

1. 下列何種物質最容易自行通過細胞膜(plasma membrane)之脂質雙層(lipid bilayer)？ 

 (A) 鈉離子(Na+) (B) 鉀離子(K+) (C) 氯離子(Cl－) (D) 甘油(glycerol) 

2. 人體紅血球在何種溶液中會脫水而呈皺縮狀？(註：mOsm 即 milliosmolal，為滲透壓之單位) 

 (A) 滲透莫耳濃度為 150 mOsm 之食鹽水 (B) 滲透莫耳濃度為 300 mOsm 之食鹽水 

 (C) 滲透莫耳濃度為 600 mOsm 之食鹽水 (D) 以上皆非 

3. 神經細胞的細胞膜去極化(depolarization)可由下列哪一機制造成？ 

 (A) 鈉通道(sodium channels)關閉 (B) 鈉通道打開 

 (C) 鉀通道(potassium channels)打開 (D) 鈉、鉀通道之開關，與去極化無關 

4. 巴金森症(Parkinson’s disease)的病因往往是源自於哪一區塊的神經細胞受損？ 

 (A) substantia nigra (B) brain stem (C) cerebellum (D) diencephalon 

5. 側邊抑制(lateral inhibition)為下列何者最重要的作用機制？ 

 (A) 偵測體感覺(somatic sensation)刺激的強度(intensity)  

 (B) 藉由下行神經徑路(descending pathway)抑制周邊傳入的體感覺刺激訊息 

 (C) 降低刺激範圍內的感覺受器(sensory receptor)之閾值(threshold) 

 (D) 精確定位體感覺刺激在體表的位置(site) 

6. 一個聽覺及視覺都正常的人，卻聽不懂別人說的話，也看不懂別人寫的字，這個人最有可能是大腦的哪個部位出了

問題？ 

 (A) 孛羅卡氏區(Broca's area) (B) 沃爾尼克氏區(Wernicke's area) 

 (C) 弓狀束(the arcuate fasciculus) (D) 角回(the angular gyrus) 

7. 將痛覺訊息從周邊組織傳遞至脊髓的一級感覺神經元，其主要的神經傳導物質為 

 (A) P 物質(substance P)  (B) 乙醯膽鹼(acetylcholine)  

 (C) 正腎上腺素(norepinephrine) (D) 腦內啡(endorphin) 

8. 下列何者與中腦邊緣多巴胺徑路(mesolimbic dopamine pathway)最為相關？ 

 (A) 語言(language)  (B) 學習(learning) (C) 睡眠(sleep) (D) 動機(motivation) 

9. 下列何者負責偵測頭部的轉動(rotation)？ 

 (A) 耳蝸(cochlea)  (B) 半規管(semicircular canals) 

 (C) 橢圓囊(utricle)   (D) 球狀囊(saccule) 

10. 肌梭(muscle spindle)主要負責監測骨骼肌的何種變化？ 

 (A) 肌肉張力  (B) 肌肉細胞內鈣離子的濃度 

 (C) 肌肉長度  (D) 肌肉細胞內鈉離子的濃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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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關運動神經對骨骼肌的支配敘述，下列何者有誤？ 

 (A) 一運動神經元(motor neuron)只能支配一條骨骼肌纖維(skeletal muscle fiber)   

 (B) 運動單位(motor unit)是指一運動神經元及其所支配的所有骨骼肌纖維    

 (C) 當一運動神經元產生動作電位(action potential)後，其所支配的所有肌纖維都會產生收縮現象   

 (D) 每一條骨骼肌纖維只受單一運動神經元的調控 

12. 鈣離子和下列何者結合後，方能造成骨骼肌的收縮？ 

 (A) 肌動蛋白(actin)  (B) 旋轉肌球素(tropomyosin) 

 (C) 肌凝蛋白(myosin)  (D) 旋轉素(troponin) 

13. 平滑肌細胞收縮主要是由於下列何者被磷酸化(phosphorylation)所引起？ 

 (A) troponin (B) tropomyosin (C) myosin light chain (D) calmodulin 

14. 不同種類的骨骼肌纖維中，下列何者所含的肌紅素(myoglobin)最少，對肌肉疲乏的耐受性也最低？ 

 (A) 慢氧化肌纖維(slow-oxidative muscle fibers) (B) 快氧化肌纖維(fast-oxidative muscle fibers) 

 (C) 慢糖解肌纖維(slow-glycolytic muscle fibers) (D) 快糖解肌纖維(fast-glycolytic muscle fibers) 

15. 乳汁射出反射(milk-ejection reflex)主要是下列何者的作用？ 

 (A) 泌乳激素(prolactin)   (B) 催產素(oxytocin) 

 (C) 雌性素(estrogens)  (D) 助孕酮(progesterone) 

16. 下列荷爾蒙何者兼具調節基礎代謝率及嬰兒神經系統發育的作用？ 

 (A) 甲狀腺素(thyroxine)  (B) 副甲狀腺素(parathyroid hormone) 

 (C) 皮質醇(cortisol)   (D) 類胰島素生長因子(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 

17. 有關生長激素(growth hormone)的描述，何者為是？ 

 (A) 主要影響在嬰幼期 

 (B) 可促進肝臟分泌類胰島素生長因子-1 (insulin-like growth factor-1) 

 (C) 促進骨骺閉合(epiphyseal closure) 

 (D) 促進蛋白質的異化作用(protein catabolism) 

18. 庫欣氏症候群(Cushing’s syndrome)是何種荷爾蒙濃度長期過高所致？ 

 (A) 糖皮質素(glucocorticoids) (B) 鹽皮質素(mineralocorticoids) 

 (C) 雄性素(androgens) (D) 雌性素(estrogens) 

19. 排卵與下列何種荷爾蒙的分泌增加最無關？ 

 (A) luteinizing hormone (LH) (B) prolactin 

 (C) gonad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GnRH) (D) estrog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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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下列下視丘(hypothalamus)神經元所分泌的荷爾蒙中，何者不屬於胜肽類荷爾蒙？ 

 (A) 促皮質醇釋放激素(cortic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B) 促甲狀腺激素釋放激素(thyrotropin-releasing hormone) 

 (C) 生長激素釋放抑制因子(somatostatin) 

 (D) 多巴胺(dopamine) 

21. 血漿中的鈣離子濃度下降時，會促進下列哪一種荷爾蒙的分泌？ 

 (A) 甲狀腺素(thyroxine)  (B) 副甲狀腺素(parathyroid hormone) 

 (C) 腎素(renin)  (D) 胰島素(insulin) 

22. 抗利尿激素(antidiuretic hormone; ADH)與催產素(oxytoxin)於下列何處合成？ 

 (A) 下視丘 (B) 松果腺 (C) 腦下腺後葉 (D) 腦下腺前葉 

23. 某人心跳(heart rate)為 70 次/分鐘，脈搏壓(pulse pressure)為 51 mmHg，心室舒張期結束時之體積(end-diastolic volume)

為 130 毫升，平均動脈壓(mean arterial pressure)為 125 mmHg，則其舒張壓(diastolic pressure)為多少 mmHg？ 

 (A) 80 (B) 93  (C) 108 (D) 115 

24. 心動週期(cardiac cycle)中的第一心音(first sound)可於心電圖之何時期聽到？ 

 (A) P 波出現之時 (B) T 波出現之時 (C) T 波出現之後 (D) QRS 波出現之後 

25. Frank-Starling mechanism 指的是下列哪兩者的關係？ 

 (A) stroke volume : heart rate (B) stroke volume : end-diastolic volume 

 (C) stroke volume : cardiac output (D) stroke volume : afterload 

26. 就人體 ABO 血型而言，下列哪一種人的血液中可以找到 A 抗原及 B 抗體？ 

 (A) A 型血 (B) B 型血 (C) AB 型血 (D) O 型血 

27. 當一個人持續做激烈運動時，心臟搏出之血液灌流至各器官之流量會改變，下列有關血流量改變之敘述何者有誤？ 

 (A) 往腎臟之血流量增加  (B) 往骨骼肌之血流量增加 

 (C) 往消化道之血流量減少  (D) 往皮膚之血流量增加 

28.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心室收縮時，其左右心室壓力大小相似 (B) 肺動脈含氧量高於主動脈 

 (C) 血液經由主動脈流回左心房 (D) 體循環的血壓高於肺循環 

29. 受到下列何者的影響後，小動脈管徑會縮小？ 

 (A) 一氧化氮(NO)  (B) 心房利鈉胜肽(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 ANP) 

 (C) 抗利尿激素(antidiuretic hormone) (D) 副交感神經興奮 

30. 有關心臟神經纖維的分佈，下列何者最正確？ 

 (A) 交感神經的節後纖維在心房與心室皆有多量分佈 (B) 副交感神經的節後纖維只分佈在心室 

 (C) 副交感神經的節後纖維在心房與心室皆有多量分佈 (D) 交感神經的節後纖維只分佈在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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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延腦調節呼吸頻率的化學受器，直接受下列何者刺激？ 

 (A) 由血液來的 H+  (B) 由血液來的 CO2  

 (C) 動脈血中 PO2  (D) 腦細胞外液中由 CO2 衍生而來的 H+ 

32. 在健康成人吸氣過程中，若環境大氣壓為 760 mmHg，則肺泡內壓(alveolar pressure，以 Palv 代表)與胸膜內壓

(intrapleural pressure，以 Pip 代表)的數值最有可能是：  

 (A) Palv ＝ 757 mmHg; Pip = 754 mmHg  (B) Palv = 756 mmHg; Pip = 760 mmHg  

 (C) Palv = 763 mmHg; Pip = 767 mmHg (D) Palv = 760 mmHg; Pip = 756 mmHg 

33. 某人做生理呼吸容量測試，得到下列結果：肺泡換氣量(alveolar ventilation) 5500 毫升/分鐘，呼吸頻率(respiratory 

frequency) 16 次/分鐘，潮氣量(tidal volume) 450 毫升/次，則其解剖無效腔(anatomical-dead-space)體積為？ 

 (A) 7200 毫升 (B) 1700 毫升 (C) 1200 毫升 (D) 1500 毫升 

34. 二氧化碳在血液中最主要是以什麼形式存在？ 

 (A) CO2 (B) HbCO2 (C) HCO3
－ (D) H2CO3 

35. 下列何者是肺泡壁中的第二型肺泡細胞所分泌？ 

 (A) 黏液(mucus) (B) 漿液(serous fluid) (C) 腎素(renin) (D) 表面張力素(surfactant) 

36. 腎元(nephron)之足細胞(podocyte)附有突起(process)，它與下列何種作用最有關連？ 

 (A) 排尿(micturition)  (B) 超微過濾(ultrafiltration) 

 (C) 再吸收(reabsorption)   (D) 分泌(secretion) 

37. 腎小管的對流倍增系統(countercurrent multiplier system)之主要作用是： 

 (A) 增加腎臟皮質的滲透壓  (B) 減少腎臟皮質的滲透壓 

 (C) 增加腎臟髓質的滲透壓  (D) 減少腎臟髓質的滲透壓 

38. 若某人連續數日不喝水，則會影響下視丘之滲透壓感受器(osmoreceptor)，進而造成腦下垂體後葉(posterior pituitary)

何種變化？ 

 (A) 醛固酮(aldosterone)分泌減少 

 (B) 抗利尿激素(antidiuretic hormone or vasopressin)分泌增加 

 (C) 血管收縮素轉換酶(angiotension converting enzyme)減少 

 (D) 心房利鈉胜肽(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分泌增加 

39. 假設 X 物質之腎臟清除率大於零，但小於菊糖(inulin)之清除率，則對於腎臟處理 X 物質之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 X 物質不濾入鮑氏囊  (B) 可過濾，但不被再吸收或分泌 

 (C) 可過濾，但部份再吸收  (D) 可過濾及分泌 

40. 右圖顯示一個腎元(nephron)之結構。試問腎小管對水份再吸收 

(water reabsorption)作用最多的位置是： 

 (A) E (B) B 

 (C) C (D)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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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下列哪一種荷爾蒙可直接促進鈉離子在腎小管的再吸收？ 

 (A) vasopressin  (B) aldosterone 

 (C) angiotensin I  (D) atrial natriuretic peptide (ANP) 

42. 胃所分泌的何種物質可以促進維生素 B12 在消化道之吸收？ 

 (A) 前列腺素(prostaglandin) (B) 胃酸(gastric acid) 

 (C) 黏液蛋白(mucin)  (D) 內在因子(intrinsic factor) 

43. 下列何者會抑制胃酸分泌？ 

 (A) 看到好吃的食物 (B) 食物進入胃囊 (C) 食糜進入十二指腸 (D) 消化道副交感神經興奮 

44. 小腸上皮細胞的哪一種酵素可活化胰臟所分泌的酵素原(zymogens)？ 

 (A) trypsinogen (B) elastase (C) enterokinase (D) amylase 

45. 下列有關胃腺(gastric gland)的細胞及所分泌物質的配對，何者有誤？ 

 (A) 杯狀細胞(goblet cell)/分泌黏液 

 (B) 壁細胞(parietal cell)/分泌 HCl 

 (C) 主細胞(chief cell)/分泌胃蛋白酶原(pepsinogen) 

 (D) 類腸嗜鉻細胞(enterochromaffin-like cell)/分泌胃泌素(gastrin) 

46. 下列何者分泌增加時可放鬆 Oddi 括約肌(sphincter of Oddi)？ 

 (A) 胃泌素(gastrin)  (B) 膽囊收縮素(cholecystokinin) 

 (C) 胃抑制胜肽(gastric inhibitory peptide) (D) 乙醯膽鹼(acetylcholine) 

47. 下列何種細胞，對葡萄糖的吸收最不受胰島素的影響？ 

 (A) 神經細胞 (B) 骨骼肌細胞 (C) 平滑肌細胞 (D) 脂肪細胞 

48. 下列何者不能被人體細胞氧化產生能量？ 

 (A) 脂肪酸 (B) 胺基酸 (C) 酮酸 (D) 膽固醇 

49. 體溫調節中樞位於   

 (A) 大腦 (B) 視丘 (C) 下視丘 (D) 延腦 

50. 在必要時，胺基酸可在下列何處被轉化成葡萄糖？ 

 (A) 胃腸道 (B) 骨骼肌 (C) 肝臟 (D) 心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