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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 學年度 第一學期 七年級第二次段考 生物科試題 題目卷 

範圍：CH3-2 ~ CH4-3 & CH5-3 ＊請務必填寫班級座號姓名  七年＿＿＿班＿＿＿號 姓名＿＿＿＿＿＿
一、 是非題：請判斷敘述，正確請畫「O」，錯誤請畫「X」。 

(每題 3分，共 42分) 

(       )1. 代謝作用包含生物體內的所有化學反應。 

(       )2. 人體的血液循環系統負責體內氣體、養分及廢物等

物質的運輸。 

(       )3. 動物藉由攝食所獲得的養分，可以直接被細胞吸收

利用。  

(       )4. 玉米、稻米、榕樹等植物的維管束排列為散狀。 

(       )5. 人體的防禦系統包括淋巴系統、血液循環系統及皮

膚黏膜等部分。  

(       )6. 絨毛及根毛皆可增加吸收物質的表面積。 

(       )7. 植物相對較快速的感應和生長激素有關。 

(       )8. 唾液中的澱粉酶可以在小腸繼續分解澱粉。 

(       )9. 植物的葉片表皮具有保護內部構造及控制氣體進出

的功能。 

(       )10. 膨壓是植物細胞內水分對細胞膜的推擠壓力。 

(       )11. 光合作用除了光能之外，尚需要葉綠素、酵素、水

和二氧化碳等物質才能進行。 

(       )12. 人體內只有心臟與靜脈具有瓣膜，微血管及動脈不

具有瓣膜的構造。 

(       )13. 人體的充氧血只由動脈負責運輸，缺氧血只由靜脈

負責運輸。 

(       )14. 植物各處皆需要水分，主要藉由木質部雙向運輸水

分至植物各處。 

 

二、單選題：請判斷敘述，選擇一個最佳選項。 

(每題 2分，共 32分) 

(       )15. 有些水果含有可分解蛋白質的酵素，加入這些酵素

可使牛肉軟嫩。圖一為 15℃時不同 pH值下，四種

此類酵素甲、乙、丙、丁的活性大小。若將牛肉置

於 15℃的果醋中醃漬，則加入哪一種酵素，可使牛

肉最快變軟嫩？ 

 

(圖一) 

(A)甲 (B)乙 (C)丙 (D)丁 

(       )16. 圖二是某植物葉片橫切的構造示意圖，哪個構造可

以進行光合作用？ 

 

(圖二) 

(A)甲 (B)乙 (C)丙 (D)丁 

 

(       )17. 表一為某食品營養標示的簡表，此食品中含量最少

的營養成分會在下列哪一器官中被消化？ 

營養標示 

 每 100 公克 

蛋白質 64 公克 

脂質 8 公克 

醣類 18 公克 

  
(表一) 

(A)肝臟 (B)胃 (C)大腸 (D)小腸 

(       )18. 小如家蓮霧園的蓮霧花開滿樹，

爸爸為了種出超級甜的「帝王蓮

霧」，把很多花打掉，而且在接近

長有果實枝條位置剝掉樹皮(如

圖三箭頭所指)。試問這麼做有何

用意？  (A)把花打掉是為了讓後來開的花較大 

(B)只留下一朵花是為了減少蒸散作用 (C)為了讓

養分集中到果實  (D)剝樹皮可促進新側枝長出， 

蓮霧樹才能更茂盛 

(       )19. 圖四是人體甲、乙、丙三種不同

血管中血液流動的示意圖，箭頭

表示血液流動的方向。則丙對應

的血管名稱可能為下列何者？ 

 

 

(A)動脈   (B)微血管 

(C)靜脈   (D)淋巴管 

(       )20. 下列有關人體淋巴結的敘述，何者錯誤？  

(A)淋巴結可以過濾病原體 (B)許多紅血球會聚集

在淋巴結 (C)淋巴結分布於脖子、腋下、內臟等處 

(D)人體遭受病原體感染時，淋巴結可能會腫大 

(       )21. 下列何者與植物的膨壓變化有關？  

(A)樹木的莖可不斷加粗 (B)捕蠅草的葉片閉合 

(C)綠豆芽的根向地面生長 (D)窗邊的盆栽會朝向

戶外生長 

(       )22. 圖五為小白鼠體內某種代謝作用的示意圖，有關此

代謝作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圖五) 

(A)甲、乙是反應物  (B)丙具有專一性  

(C)此為分解作用   (D)丁是產物 

(       )23. 植物光合作用的產物，不包含下列何種物質？  

(A)氧氣 (B)葡萄糖 (C)水 (D)二氧化碳。 

(       )24. 下列何種器官屬於消化道，但不具有消化腺？  

(A)食道 (B)胃 (C)膽囊 (D)胰臟 

 

《下一頁尚有試題》 

(圖三) 

(圖四) 

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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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生活於都市的五色鳥、領角鴞等鳥類，通常利用天

然樹洞築巢，然而這些具有樹洞的樹木並未因此死

亡，請問可能的原因為何？ 

(A)韌皮部仍具有輸導水分功能  

(B)木質部具有輸導養分功能  

(C)具有輸導水分功能的構造尚未被破壞  

(D)中空處形成管子而具有輸導水分功能 

(       )26. 圖六為人體內某處細胞和微血管間進

行物質交換的情形，請問此處最不可

能為何者？ 

(A)心臟 (B)肝臟  

(C)手指 (D)肺臟 

(       )27. 人體除了血液循環系統外，尚有淋巴循環系統。下

列何者不是人類淋巴系統的主要功能？ 

(A)回收組織液  (B)運輸養分  

(C)記憶病原體  (D)過濾淋巴液 

(       )28. 圖七為四種不同植物之光合作用速率和光強度的關

係圖，請問何種植物最適合生活在陽光強照的環境

中？ 

 
(圖七) 

(A)甲 (B)乙 (C)丙 (D)丁 

 

(       )29. 將幼苗和旋轉器放在一個具有可控制開口的不透光

盒子內，如圖八所示。以不透光盒子的開口是否打

開及旋轉器是否旋轉，作為不同的處理條件，若植

物在下列四種處理條件下皆能持續生長，則經一段

時間後，何者的幼苗會發生最明顯的彎曲生長？ 

 
(圖八) 

(A)  (B)  

(C)   (D)   

(       )30. 在一原木積木上發現深淺不一的紋路，何者為真？ 

(A)淺色區生長時氣候溫暖多雨，細胞體積較大 (B)

深色區為韌皮部細胞，細胞種類不同，導致顏色深

淺不一 (C)深色區生長時氣候少雨，黑色素累積濃

縮導致顏色深 (D)淺色區較深色區年輕 

 

 

 

 

三、配合題：每題 2分，該題未完全正確，算全錯，錯字則扣一分。共 26分 

【題組一】表二是阿嘉操作活動 3-2「酵素的作用」之結果，請回答 31-32題： 

 甲試管 乙試管 丙試管 

靜置 15分鐘 
唾液 

+澱粉液 

煮沸的唾液 

+澱粉液 

水 

+澱粉液 

加入本氏液 藍色 藍色 藍色 

隔水加熱後 綠色 藍色 藍色 

(表二) 

(       )31. 根據表二，若想檢測「唾液可以將澱粉轉變成糖」，需比較哪兩支試管？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       )32. 根據表二，乙試管隔水加熱後，仍維持藍色的原因為何？ (A)煮沸使唾液失去其功能 (B)隔水加熱使本氏液失去其

功能 (C)隔水加熱使澱粉無法產生作用 (D)本氏液與澱粉結合時呈現藍色。 

 

【題組二】請閱讀下列短文，回答 33-34題： 

「桑寄生與菟絲子」 

桑寄生科植物屬半寄生，保有綠色葉片，但必須以吸器侵入寄生植物的維管束組織，以獲得水分與礦物質等養分。繁殖過

程主要是透過鳥類進行，鳥類攝食果實後，果肉中黏膠質未完全被消化，與種子一起被排出，而使種子黏附在樹木的枝條上，

條件適合即開始萌發，但若種子掉到地面上，則往往無法成長。相對地，菟絲子沒有葉綠素，以吸器侵入寄生植物中，吸收有

機養分。其種子萌發後，幼莖可以感知並朝向附近的宿主生長，感知的因素是寄主所發出的化合物質或反射的光，纏繞上宿主

的莖之後，特化的吸器即會侵入宿主的維管束組織，這過程必須在 6天內完成，否則種子的養分即會耗盡。 

(       )33. 桑寄生與菟絲子的吸器分別伸入寄主的哪一部分？  

(A)都是木質部 (B)都是韌皮部 (C)前者木質部，後者韌皮部 (D)前者韌皮部，後者木質部 

(       )34. 下列桑寄生與菟絲子的相關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桑寄生可行光合作用 (B)菟絲子不行光合作用 (C)桑寄生的養分只能向上運輸 (D)菟絲子的水分只能向上運輸 

 

《下一頁尚有試題》 

(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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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 學年度 第一學期 七年級第二次段考 生物科試題 題目卷 

範圍：CH3-2 ~ CH4-3 & CH5-3 ＊請務必填寫班級座號姓名  七年＿＿＿班＿＿＿號 姓名＿＿＿＿＿＿
 

【題組三】請依據圖九及題目敘述，回答 35-37題： 

正在考試的你，肚子可能有點餓，想趕快結束考試，迎接美好的午餐時間，或衝去合作社買吃的。

所以在此與你詢問關於炸雞排、珍珠奶茶、臭豆腐、各種滷味等臺灣美味小吃的問題。 

 

 

 

 

35. 炸雞排金黃酥脆的外皮，充滿罪惡的油脂，請問圖九中，哪些器官與外皮油脂的消化吸收有關？請

寫出代號及器官名稱。 

36. 吃滷味少不了點一份金針菇，讓它與你相約明日的廁所。請問進入你口中的金針菇，需要依序進出

圖九中的哪些器官，才能與明日的你相見？請寫出代號即可。 

37. 愈臭愈香的臭豆腐，搭一點酸甜的臺式泡菜，實在是去油解膩好組合。泡菜中也富含許多酵素，然

而在消化系統中通常會被消化分解，因此對消化的幫助較小。請問圖九中的哪些器官的消化液會將

這些酵素消化分解？請寫出代號及器官名稱。 

 

【題組四】生物實驗：檢驗光合作用的產物。在實驗前先將一盆栽放在黑暗的房間三天，再取出盆栽並將其中一枚葉片用黑色

貼紙(甲)貼在葉片中間(如圖十)，然後置於燈光下連續照光五天，摘下後進實驗室進行檢驗。試回答 38-40題： 

      

(圖十)            (圖十一) 

(       )38. 檢驗「光合作用的產物」，實驗步驟為：甲.葉片在沸水中煮數分鐘；乙.滴入碘液；丙.熱水漂洗；丁.葉片放入酒精中

隔水加熱；則依上述排列，正確的實驗操作順序為何？ (A)甲丁丙乙 (B)甲丙丁乙 (C)乙甲丙丁 (D)丁甲丙乙 

(       )39. 承上題，對於實驗步驟的相關解釋與敘述，何者最正確？(A)步驟甲裝置應如圖十一所示 (B)步驟乙是為了檢測葡萄

糖的有無 (C)步驟丁去除葉綠素是為了避免葉片行光合作用(D)圖十中的乙部位以碘液檢測呈藍黑色 

(       )40. 根據實驗結果可得到下列哪一項結論？(A)光合作用需要水才能製造葡萄糖 (B)光合作用需要葉綠素才能製造葡萄糖 

(C)光合作用需要光才能產生澱粉 (D)光合作用要二氧化碳才能製造澱粉 

 

【題組五】請依據圖十二及題目敘述，回答 41-43題： 

41. 請問造成脈搏的血液，是由圖十二中的哪個部分送出？請寫出代號及名稱。 

42. 若膝蓋處有細菌感染，須由手臂的靜脈施打抗生素，則抗生素由手臂到達膝蓋，依序經過圖十 

42. 二中的哪些部位？請寫出代號即可。 

43. 請問圖十二中哪些構造內的血液為充氧血？請寫出代號即可。 

 

 

 

 

《試題到此結束》 

 

 

(圖九) 

(圖十二)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 學年度 第一學期 七年級第二次段考 生物科試題 答案卷 

範圍：CH3-2 ~ CH4-3 & CH5-3 ＊請務必填寫班級座號姓名 年＿＿＿班＿＿＿號 姓名＿＿＿＿＿＿

一、是非題：請判斷敘述，正確請畫「O」，錯誤請畫「X」。 

(每題 3 分，共 42分)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二、單選題：請判斷敘述，選擇一個最佳選項。 

(每題 2分，共 32分)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三、配合題：每題 2分，該題未完全正確，算全錯，錯字則扣一分。共 26分 

31.  32.  33.  34.  

35.  36. B→C→＿＿＿＿＿＿＿→K 37.  

38.  39.  40.  

41.  42. a→甲→＿＿＿＿＿＿→丁→b 43.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8 學年度 第一學期 七年級第二次段考 生物科試題 解答卷 

範圍：CH3-2 ~ CH4-3 & CH5-3 ＊請務必填寫班級座號姓名 年＿＿＿班＿＿＿號 姓名＿＿＿＿＿＿ 

四、是非題：請判斷敘述，正確請畫「O」，錯誤請畫「X」。 

(每題 3 分，共 42分) 

1. O 2. O 3. X 4. X 5. O 

6. O 7. X 8. X 9. O 10. X 

11. O 12. X 13. X 14. X  

 

五、單選題：請判斷敘述，選擇一個最佳選項。 

(每題 2分，共 32分) 

15. A 16. B 17. D 18. C 19. C 20. B 

21. B 22. C 23. D 24. A 25. C 26. D 

27. B 28. A 29. D 30. A   

 

 

六、配合題：每題 2分，該題未完全正確，算全錯，錯字則扣一分。共 26分 

31.   B 32.   A 33.   C 34.   C 

35. E(肝臟)、F(膽囊)、H(胰臟)、I(小腸) 36. B→C→D→G→I→J→K 37. G(胃臟)、H(胰臟)、I(小腸) 

38.   A 39.   D 40.   C 

41. J(左心房) 42. a→甲→乙→c→d→丙→丁→b 43. 丙、丁、b、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