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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北市立福營國中 109學年第一學期第一次段考  七年級  自然科  題目卷 

命題範圍：第一冊 0-1探究自然的方法～3-1食物中的養分         班級：       座號：     姓名：             

                   請用藍筆或黑筆在答案卷上作答，若用擦擦筆或鉛筆作答皆以 0分計算。 

  

一、配合題 (每題 2分，共 20 分)  

《題組一》 

1. 從 2019年年末開始擴散，造成全球大流行的新冠病毒

（COVID-19），體積約 120nm，可藉口鼻飛沫（超過 0.3

微米）傳染。附表為合格口罩應具備的不同等級的標

章，根據上述，請問下列何種標章的口罩最適合用來防

止新冠病毒？【 1.請寫出標章種類】 

標章種類 過濾直徑 

BFE 3 微米 

PFE 0.1 微米 

VFE 0.1～5 微米  

《題組二》 

2. 日本物理學家飯島澄男發現奈米碳管，這是由碳原子所

組成的蜂巢形圓柱結構。上述中提到「奈米碳管」，其

中「奈米」是一個數量級 10－9的字首，英文將 nano加

上 meter組成為 nano meter這個字。下列關於奈米的

敘述，何者錯誤？ (A)奈米是一種質量單位 (B)以縮

寫 nm表示 (C)一奈米等於 10－9公尺 (D)碳原子的大

小約是奈米等級。 

3. 承上題，請將錯誤的選項內容修改為正確敘述。 

《題組三》 

    營養標示的目的在於讓消費者了解食品的內容物組

成，主要項目包含：食物的熱量和三大營養素 (碳水化合

物、蛋白質和脂肪) 的含量，而對於健康有疑慮的物質 (如

油脂中的飽和脂肪、反式脂肪、碳水化合物中特別添加精

緻的糖和鈉)，也皆須分別明確標示出含量。業者將食品內

容及特色經由正確的標示展現在包裝上，不僅可以吸引消

費者注意，也是代表對產品的負責態度。 

4. 上文敘述中提到的碳水化合物又稱為？ 

5. 只要是食品的包裝，一定都會需要標示營養標示。根據

衛福部公布的「包裝食品營養標示應遵行事項」中規

定，有幾項標準寫法一定要遵守。小岷找到營養標示的

示範寫法如下圖，但他不小心讓標示圖被墨水汙染了，

請你利用生物課所學知識，幫小岷計算出這包食品的總

熱量。【請四捨五入取整數並寫出單位】 

 

《題組四》 

 下表是小民使用顯微鏡所觀察到並紀錄下來各種構造

的四種細胞，但是他不小心將紀錄順序弄混了，導致

同學們無法順利分辨小民所畫下的兩種細胞圖像。目

前可以確定的是：丁細胞具有許多延伸的突起構造，

請利用生物課所學的知識，幫助小民重新找到四個代

號相對應的細胞吧！ 

 構造／細胞 甲 乙 丙 丁 

細胞核 有 有 無 有 

粒線體 有 有 有 有 

葉綠體 無 有 無 無 

細胞壁 有 有 無 無 

  

 

二、單選題 (每題 2.5分，共 50分) 

11.已知某細胞需較多的能量才能維持其功能，可知該細胞

內何種構造可能較多？  (A)粒線體 (B)葉綠體 (C)

液胞 (D)細胞膜。 

12.承上題，小名在為校慶的團體跳繩比賽進行訓練，需要

大量的能量來支持身上某些細胞持續收縮和舒張來引

起運動，請問小名身上需要很多能量來跳繩的細胞是下

列何種細胞？  (A)皮膜細胞 (B)血球細胞 (C)肌肉

細胞 (D)表皮細胞。 

13.小旻在某份報告上看到一張實驗紀錄表，內容如附表所

示。此表包含五組實驗，且報告上指出可能影響實驗結

果的因素只有變因一與變因二，則利用此表，作出下列

哪一個判斷最合理？ 

實驗組別 甲 乙 丙 丁 戊 

變因一 10 g 10 g 10 g 10 g 10 g 

變因二 5 g 10 g 15 g 20 g 25 g 

實驗結果 5 g 10 g 15 g 20 g 25 g   
(A)變因一與實驗結果無關，變因二與實驗結果無關 

(B)變因一無法判定與實驗結果的關係，變因二與實驗

結果成正比 (C)變因一與實驗結果成正比，變因二與

實驗結果無關 (D)變因一與實驗結果成正比，變因二

無法判定與實驗結果的關係。 

細胞 

圖像 

對應 

代號 

細胞 

名稱 

細胞 

形狀 

細胞 

功能 

 

 (6)   (7)  
半月形 

兩兩成對 

調控中間的 

 (8) 大小 

 

 (9)  紅血球  (10)  攜帶氧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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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植物細胞壁的主要成分為纖維素，請問植物細胞壁屬於

下列何種養分類型？  (A)維生素 (B)脂質 (C)蛋白

質 (D)碳水化合物。 

15.右圖為實驗室中常見的顯微鏡。 

小明使用此臺顯微鏡觀察了兩

天前從野外採集的生態池水，並

在池水標本中發現草履蟲。若小

明改變放大倍率後，草履蟲的影

像變暗，這時候，小明應調整顯

微鏡的何種構造？  (A)甲 (B)乙 (C)丙 (D)丁。 

16.承上題，小明調整的構造所對應的功能是？  (A)反射

光線 (B)放大物體影像 (C)調節通過的光線 (D)調

整標本和物鏡的距離，使影像清晰。 

17.承 13題，小明將不小心摔斷的直尺片段

(如右圖)放到了此顯微鏡的載物台上進

行觀察。請問小明將會看到放大後的何種影像？ 

(A)  (B)  (C)  

(D) 。 

18.如下圖所示，圖中的袋子是由一層膜所構成，並以符號 

、  和  分別代表此膜內外的水、氧氣和蛋白質三

種分子。已知最初膜內外分子的分布如甲，經過一段時

間後，膜內外分子的分布如乙。下列有關這些分子的敘

述，何者最不合理？ 

  
(A)水由袋外向袋內擴散 (B)蛋白質無法通過此膜 

(C)氧氣由濃度高往濃度低的方向擴散 (D)能通過此

膜的只有水。 

19.就讀福營國中七年級的小冥在哥哥的理化課本中看到

下列四個名詞：(甲)氫原子、(乙)細胞、(丙)蛋白質、

(丁)二氧化碳。若小冥想將上述四者由大到小排列，下

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丁 (B)乙丙丁甲 (C)丙甲

丁乙 (D)丁甲丙乙。 

20.下列哪一樣食物最可能是「器官」的層次？ (A)一片

葉子 (B)一片火腿 (C)一片起司 (D)一片豆腐。 

21.下列何者不是孕育地球生命的有利條件？ (A)適當的

溫度 (B)充足的陽光 (C)大量的金屬礦藏 (D)液態

水。 

22.「小旼早上起床後，走到窗邊拉開窗簾，刺眼的陽光讓

她瞇起了眼睛」，請問：以上敘述屬於何種生命現象？ 

(A)生長 (B)代謝 (C)感應 (D)生殖。 

23.(甲)變形蟲；(乙)大貓熊；(丙)植物人；(丁)機器人；

(戊)仙人掌；(己)鐘乳石。上述不具生命現象者共有幾

項？ (A)5項 (B)4項 (C)3項 (D)2項。 

 

24.探討未知的生物現象時，可依序用「觀察→提出問題→

提出假說→設計實驗」四個步驟來得到結論。小珉要研

究蠶結繭的現象，列出了甲、乙、丙、丁四個敘述，如

附表所示。若依上述探討生物現象的步驟，有關甲、乙、

丙、丁分別屬於哪一步驟的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編號 敘述 

甲 或許是結繭環境改變了繭的形狀 

乙 蠶為何會結出不同形狀的繭 

丙 自己養的蠶結出橢圓形的繭，農場養的蠶結出平面的繭 

丁 藉著改變不同的結繭空間，觀察蠶所結繭的形狀 
 

(A)甲為提出假說，丙為觀察 (B)甲為提出假說，丁為

觀察 (C)乙為提出問題，丙為設計實驗 (D)乙為提出

問題，丁為觀察 

25.顯微鏡的目鏡及物鏡長短與倍率有關，當目鏡愈長時，

倍率愈低；物鏡愈長時，倍率愈高。附圖中甲乙丙為目

鏡，PQR為物鏡。未調整光圈及光源的狀況下，小洺選

何種目鏡和物鏡組合，視野下的亮度最亮？ 

  

(A)甲、P (B)乙、Q (C)丙、R (D)甲、R。 

26.製作染色的洋蔥表皮玻片過程中，下列何項是正確的步

驟之一？ (A)在載玻片上滴加染劑是為了更方便觀察

細胞核 (B)在載玻片放上洋蔥表皮後，立刻蓋上蓋玻

片 (C)滴加過染劑的蓋玻片上放洋蔥表皮 (D)用抹

布擦拭蓋玻片，再滴一滴水於載玻片。 

27.小茗使用顯微鏡觀察小生物，若目鏡有 5X、10X、15X

三種，物鏡有 4X、10X、40X三種，請問小茗所使用的

顯微鏡共有幾種放大倍率？ 

(A) 6種 (B) 7種 (C) 8種 (D) 9種。 

28.小銘進行熱量測定的實驗，裝置如附

圖，他在燒杯下方燃燒花生米，藉由水

溫的變化，計算熱量的散失與獲得情

形。請問小銘燃燒花生米產生的熱量，

和花生米內所含的何種營養素有關？

(A)維生素 (B)油質 (C)水分 (D)

礦物質。 

29.小鳴發現生長在沙漠中的仙人掌葉子多呈針狀，請問：

仙人掌的針狀葉使仙人掌具有何種生存優勢？ (A)減

少水分散失 (B)維持體溫穩定 (C)減少養分的消耗 

(D)提升光合作用效率。 

30.發現細胞核的是哪位科學家？ (A)虎克 (B)雷文霍

克 (C)布朗 (D)許來登。 

 

三、是非題：下列 31～40題敘述，正確寫○，錯誤寫╳。  

(每題 2 分，共 20分) 

31.公里、公尺、公升、奈米等都是常見的長度單位。 

32.草履蟲屬於單細胞生物，缺乏組織、器官和器官系統，

意即細胞→個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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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實驗時，除操作變因外，實驗組與對照組的其他條件均

需相同。 

34.珊瑚礁地區較溫暖且有水，所以生物種類和數量比沙漠

還要豐富。 

35.利用改良透鏡觀察並發現細菌的科學家是雷文霍克。 

36.水是只由同一種元素組成的分子。 

37.柚子樹的果實富含養分，屬於營養器官。 

38.光學顯微鏡是利用透鏡將物體的影像放大，包括了複式

顯微鏡與電子顯微鏡。 

39.目前現存的生物當中，由細胞組成固定形態的生物體 

體積最微小的屬立克次體，是一種體積近似於病毒的細

菌，只能寄生於動物的細胞中，導致疾病。 

40.所有細胞的體積都非常小，必須用顯微鏡才能觀察到。 

 

四、閱讀測驗 (每題 2分，共 10分)  

請閱讀下列文章後，回答 41～42 題： 

【日本潛水調查船『深海 6500』號在印度洋 2500 米深

處發現了接近於地球原始生命的細菌群。】 

  據《讀賣新聞》報道，這一發現是由日本海洋科技

中心和北海道大學組成的研究小組共同完成的。細菌群

是在可噴出 300 攝氏度的熱水和氫氣的熱水孔中找到

的。有兩種細菌可排出由二氧化碳和氫構成的沼氣，一

種細菌靠吃這兩種細菌的屍體和沼氣生存，三種細菌無

論哪種只要接觸氧氣就會立即死亡。 

  到目前為止，科學家在深海曾發現過厭氧細菌，但

它們生存必需依靠海洋浮游生物等有機物。據科學家們

推測，約 38 億年前，原始地球出現的微生物也是盡量

避開地表，依靠地球內部的物質生存，那時細菌群可能

在深海有一個互相依存的生態體系。 

  原始細菌，它沒有細胞核，細胞膜中只包裹著最低

限度的遺傳信息，結構極為簡單，研究小組成員認為，

在火星等環境惡劣的行星上可能也存在著類似的細菌。 

    原始生命是地球誕生之後在沒有氧氣的極限環境

下最初存在的生命，誕生於含有大量胺基酸的粥狀的海

水中，是一種以碳、硫化氫、二氧化碳為營養的微生物，

當時地球表面和淺海有大量的紫外線和宇宙線，生命無

法存在，所以原始生命像這次發現的微生物一樣，只能

在海底火山口等光無法照射到的高溫環境下繁衍生息。 

41.根據文章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原始地球出

現的微生物，依靠地球內部的物質生存  (B)生命誕生

於含有大量胺基酸的粥狀的海水中  (C)火星等環境惡

劣的行星上可能也存在著原始細菌  (D)厭氧細菌不需

要氧氣和有機物即可生存。 

42.下列何者是原始細菌的特質？  (A)在有光、高溫下的

環境繁殖  (B)具有組織和器官構造  (C)沒有細胞

核，結構簡單  (D)只有電子顯微鏡才能觀察得到原始

細菌。 

 

請閱讀下列敘述後，回答 43～45 題： 

    在種類繁雜的生物圈中，由各種碳水化合物維繫著

生命的根本。生物可以透過呼吸作用燃燒碳水化合物，

而後將其轉化為能量，提供我們生命的動力。而碳水化

合物的來源來自於植物的光合作用，透過太陽的光芒，

植物將其能量儲存起來，接著以食物鏈的形式，將太陽

的能量一步一步的送到世界上的各個角落。 

    本氏液（Benedict’s reagent），也稱班氏試劑、本尼

迪克試劑、本尼迪克試液、本納德試劑或本尼迪特試劑，

是一種淺藍色化學試劑。其命名來自於一位美國化學

家，斯坦利‧本尼迪克。 

    班氏試劑由碳酸鈉、檸檬酸鈉和硫酸銅配製而成，

主要用來檢測還原糖，除了蔗糖之外，基本上所有的單

糖和雙糖皆能用班氏試劑測出。 

    首先，將需測試的樣本溶解於水中，加入少量的班

氏試劑，搖均後將此混合物在沸水中加熱。反應時間約

為 3 分鐘。如果測試樣本是還原糖，混合物中會形成磚

紅色的沉澱物。這是因為還原糖會將硫酸銅中的二價銅

離子(Cu2+)還原成一價銅離子(Cu+)，並以氧化亞銅(Cu2O)

的形式沉澱出來。 

    如果溶液中還原糖含量較低，產生的氧化亞銅便會

相應減少，因此試驗後可能只會出現綠色、混濁的黃色

或橙色沉澱物。也因為透過本氏液的檢定，我們才能更

瞭解，我們生活中所供應生活來源的糖類，究竟是以何

種狀況存在。 

資料來源：https://case.ntu.edu.tw/magichem/blog/?p=1239 

43.右圖為細胞基本構造圖，文章中提

到的呼吸作用，是藉由何項構造進

行的代謝作用？ 

(A)甲 (B)乙 (C)丙 (D)丁。 

44.小佲在甲、乙、丙、丁四支試管中

裝入相同的乳白色溶液，將碘液加

入甲、丁試管內，結果都呈藍黑

色，之後丁試管再加入透明的 X物質，攪拌並靜置十五

分鐘後，變成黃褐色，在乙、丙試管中加入本氏液後，

分別作不同的處理，結果乙試管有反應，丙試管無反

應。試問：乙試管反應後，會呈現什麼顏色？  (A)淡

藍色 (B)黃色 (C)黃褐色 (D)藍黑色。 

45.根據文章內容，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本氏液的命名是來自於一位美國化學家 (B)氧化

亞銅(Cu2O)是淺藍色的沉澱物 (C)用本氏液檢測葡萄

糖，需要隔水加熱 (D)本氏液是由碳酸鈉、檸檬酸鈉

和硫酸銅配製而成。 

【試題到此結束，請記得檢查。】 

你寫名字

了嗎？ 

咦？我的

名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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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範圍：第一冊 0-1探究自然的方法～3-1食物中的養分 

請用藍筆或黑筆在答案卷上作答，若用擦擦筆或鉛筆作答皆以 0分計算。 

一、 配合題：1~10題，每題 2分，20％。【若有錯字則整題算錯】 

1 2 3 4 

PFE 

【標章種類】 

A 
奈米是一種長度單位。 

「質量」改為「長度」 
醣類 

5 6 7 

730大卡(730000卡) 

【四捨五入取整數並寫出單位】 
乙 (乙細胞) 保衛細胞 

8 9 10 

氣孔 丙 (丙細胞) 雙凹圓盤 (狀) 

 

二、 單選題：11~30題，每題 2.5 分，5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B D D C B D B A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C C D A A A D B A C 

 

三、 是非題：31~40題，正確寫○，錯誤寫╳。每題 2分，2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X O O O O X X X O X 

 

四、 閱讀測驗：41~45題，每題 2分，10％。 

41 42 43 44 45 

D C B B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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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級：         座號：       姓名：             

命題範圍：第一冊 0-1探究自然的方法～3-1食物中的養分 

請用藍筆或黑筆在答案卷上作答，若用擦擦筆或鉛筆作答皆以 0分計算。 

一、 配合題：1~10題，每題 2分，20％。【若有錯字則整題算錯】 

1 2 3 4 

 

 

【標章種類】 

 

 

 

 

 

 

 

 

 

5 6 7 

 

 
【四捨五入取整數並寫出單位】 

 

 

 

 

 

 

8 9 10 

 

 

 

 

 

 

 

 

 

 

二、 單選題：11~30題，每題 2.5 分，5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三、 是非題：31~40題，正確寫○，錯誤寫╳。每題 2分，2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四、 閱讀測驗：41~45題，每題 2分，10％。 

41 42 43 44 45 

     

《請記得檢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