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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細菌會甲基化(methylation)其自身的DNA的目的為何？ 1. 下列光學顯微鏡中何者能獲得最清晰及立體的細胞結構影

像？ 保護自身的DNA免於受到限制酶(restriction enzymes)的
切割  brightfield microscope(亮視野顯微鏡) 

 phase-contrast microscope(位相差顯微鏡) 
 fluorescence microscope(螢光顯微鏡) 
 confocal microscope(共軛焦顯微鏡) 

為 DNA複製作準備 
避免病毒的 DNA與其自身的 DNA相結合、雜交

(hybridization) 
幫助細菌有效的感染其他細胞 2. 關於蛋白質的敘述，何者正確？ 

9. 有關人類基因體計畫(Human Genome Project)的描述，何
者為最適當？ 

如果其三度空間結構 (three dimensional structure)被破
壞，蛋白質的活性將或多或少受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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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下列 DNA序列，何者最有可能被限制酶所切割？ 單元是肌

 AATT    GCC  ACCA 的刷狀緣 肌動蛋白微絲 
是靠著肌動蛋白和肌凝蛋白(myosin)來達成 TTCC CCGG  TGGT 

12. 下列何種病毒的複製不需經過產生 DNA的步驟？ 轉錄因子 r)的 DNA結合
ding doma f)？  HIV ARS virus 

 pox virus epatitis B virus nc finger) 
xamer)   

(leucine
旋(helix

13. 為何性聯遺傳所導致的疾病在男性較為常見？ 
在授精的過程中，男性獲得一對有缺陷的基因  
男性只要有一個具缺陷的隱性基因，便可以完全表現該

基因之特性長度多型 ent length 
ms;RFLP)在生物學上的應用與敘述，何者為 不管其基因組態為何，女性就是不易表現基因缺陷的疾

病 
男性體內的性荷爾蒙較女性體內的性荷爾蒙活躍  學或演化(population or evolutionary biology)

用於幫助決定不同個體之間其基因的相關性 14. 動物中以染色體決定性別的機制有很多種。下列敘述何
者是錯誤的？ ，幫助確定有爭議親子關係 
人使用 X-Y系統，有 Y染色體的是雄性 過程中，需藉用反轉錄酶(reverse 

se)的作用 蚱蜢使用 X-0系統，有兩個 X染色體的是雌性，有一個
的是雄性  ，可幫助確認犯罪者 

雞使用的是 Z-W系統，有 Z及W染色體的是雄性，有
兩個 Z染色體的是雌性 

代謝基因中下列哪一蛋白酵素不是在同一

譯出來的？ 
蜜蜂單倍體個體(haploid)是雄性，雙倍體個體(diploid)
是雌性 

idase  permease 
lase  glucosid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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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有關視黃醛(retinal)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是維生素 A的衍生物   
會與視紫蛋白(opsin)結合形成視紫(rhodopsin) 
受到 光線刺激會形成反式(trans)異構物  

存在雙極細胞( bipolar cell)中 
16. 若將一隻黃狗與一隻棕狗交配，而生下來的小狗身上均
有黃色與棕色的毛。這現象稱為 
共顯性(codominance) 
多效性(pleiotropy) 
不完全顯性(incomplete dominance) 
多基因遺傳(polygenic inheritance) 

含有可

w) 
nective

骨髓

主要功

17. 下列何種儀器，最適合研究當大腦在進行某類精神活動
時哪一區域是

 X光 
正子掃描儀

磁共振影像

電腦斷層掃

18. 屍僵(rigor mo
ATP的情況下
學關於骨骼肌

與 ATP(或 AD
間的結合關係

此時肌凝蛋

此時肌凝蛋

此時肌動蛋

此時肌動蛋

19. 現在很流行作
非常、非常熱

熱了。這是因

太熱了，身

害了 
因為經過一

(adaptation)
因為經過一

(inactivatio
因為經過一

應性 
20. 下列哪一項功

運輸營養物

酸或鹼中毒

運輸激素或

幫助防禦對

21. 下列何者不是
正腎上腺素

血清張力素

γ-胺基丁酸
 G蛋白質(
 
 
 

22. 脂肪酸如何被小腸表皮細胞吸收？其後又以何形式被
運送至肝臟或脂肪細胞儲存？ 
擴散作用(simple diffusion)；乳糜微粒(chylomicron) 
擴散作用(simple diffusion)；微膠粒(micelles) 
主動運輸(active transport)；乳糜微粒(chylomicron)  
主動運輸(active transport)；微膠粒(micelles) 

23. 當睪丸固脂酮(testosterone)與其接受器(receptor)結合
後，下列那一項反應最有可能發生？ 
結合後，打開 細胞膜上的離子通道(ion channels)  
結合後，直接活化了下游的 G蛋白(G proteins)  
結合後，刺激了下游的 cAMP 等訊息傳遞系統  
結合後，直接進入細胞核，導致特定基因的活化或抑制  

以產生血球細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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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爾蒙到所需的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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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下列何者對於 cogene)轉變成致癌
基因(oncogene
基因轉位至 下 
基因數量被

基因的點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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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下列關於原口 口類(deuterostomes)
的描述何者是

原口類的細 ral cleavage)的 
後口類的原 肛門 
原口類的中 原腸(archenteron)向外
突出形成的

棘皮動物(ec 口類 
28. 下列哪兩個激素不是由腦下垂體前葉(anterior pituitary)
所分泌的？ 
抗利尿激素 (ADH)與催產素(oxytocin) 
黃體成長激素 (LH)與濾泡激素(FSH) 
生長激素 (growth hormone)與甲狀腺刺激激素(TSH) 
腎上腺皮質促進素 (ACTH)與泌乳素(prolactin) 

29. 飛翔於高空空氣稀薄處的鳥類，仍可以獲得足夠的氧氣
來源，其原因不包括下列何者？ 
其體內血紅素對氧氣的親合力較一般脊椎動物為高  
其體內的粒腺體的效率較一般脊椎動物為高  
其肺臟的換氣效率較一般脊椎動物為高  
其體內負責飛翔 的肌肉，擁有較大量的微血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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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分娩的誘發與維持，是屬於下列何種控制機轉？ 

包括腦下垂體荷爾蒙與子宮前列腺素的負回饋機轉 
包括腦下垂體、子宮及胎盤的荷爾蒙的正回饋機轉  
包括子宮所分泌的物質的正回饋機轉  
腦下垂體後葉所控制的子宮收縮  

31. 下列何種動物在發育過程中其分裂型式(cleavage pattern)
屬於旋轉式(rotational)？ 
青蛙(frog)  哺乳動物(mammal) 
海膽(sea urchin)   以上皆是 

32. 下列哪一基因的突變與癌症形成的相關性最小？ 
端粒 酶(telomerase)   p53  

 lacZ    ras 

g)對動
33. 蛾(moth)使用化學感受分子(chemosensory molecules)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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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止水份由

41. 下列那一種植
厚角組織(c
薄壁組織(p

42. 在植物根部中，管束細胞最容易失去其原生質(protoplast)
是在下列那一個生長區？ 
根頂 (root cap) 分 裂部(zone of cell division) 
延長部 (zone of elongation) 成熟部 (zone of maturation) 

43. 植物和動物體中相鄰兩細胞往往有特殊結構連結兩細
胞或形成通道，下列哪一結構只存在植物系統中？ 
附著連接 (anchoring junction)   
隙縫連接 (gap junction) 
胞質間連絲 (plasmodesmata) 
緊密連接 (tight junction) 

44. 以鳥類為例，下列何者可以發育成胚胎？ 
囊胚腔 (blastocoel)   上胚層 (epiblast)   
下胚層 (hypoblast)  卵黃囊 (yolk s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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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thermostat)至較高

rtex) 基底神經節

) 網狀體 (reti

體的變化情形是 
)變成等滲性(isosmotic) 
(hyperosmotic) 
  

苣種子萌芽？ 
 綠光  
葉(dicot)植物在根部
的不同？ 

定體溫調 溫度之化學  
   
釋放大量的鈣以抑制細菌生長 
，腦部的哪個組織會發出動作電位讓你醒

erebral co (basal ganglia) 
pocampus cular formation) 
(ADH)不分泌時，流經腎臟收集管
t)管腔內液
yposmotic
成高滲性

成低滲性

性 
會促進萵

遠紅光 黑暗 
cot)和雙子 的構造上，

有最明顯

em)  外皮層(exodermis) 
s)  柱鞘(pericycle) 
主要調節果蠅胚胎發育時體節形成之基

n genes)？ 
因(pair-rule genes)   
因(maternal-effect genes)  
ap genes)  
因(segment-polarity genes) 
rian strip)在植物體內的重要性為何？ 
緊密連結 負責輸送養份  
細胞間隙通過 支持木質部 
物組織是死細胞？ 
ollenchyma)  厚壁組織(sclerenchyma) 
arenchyma)  增生組織(meristem) 

46. 下列何處可能 rimary succession)的現
象？ 
在新形成的

在森林大火

當一塊農地

在一個已存在的群落被一個干擾因子所破壞，但留下完

整土壤時 
47. 研究一個國家的成長趨勢及未來的社會概況最好是依
據這個國家的

出 生率 齡結構 國家面積 
48. 下列何種胞器或分子最適合用於研究並建構原核生物
的系統發生樹 life)？ 
溶菌酶(lyso
粒線體 DNA )序列 
核糖體 RNA
溶小體(lyso

49. 太古生物(Arch 在演化上的關係較

接近(more closely related)？ 
真核生物(eukaryotes)   細菌(bacteria)  
真菌(fungi)   都差不多 

50. 關於基因家族(gene families)之敘述何者錯誤？ 
基因家族是經由基因重複(gene duplication)演化而來  
假基因(pseudogenes)會很快從基因家族中因缺失

(deletion)突變而被移除   
基因家族成員可能包括好幾個具有功能的基因

(functional genes) 
人類的血紅蛋白基因(hemoglobin gene)即是基因家族的
一個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