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年級 生物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5.1-6.3

＞

【劃卡代號：21】

班級：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座號：
9.

(

)人體的呼吸作用，是在下列何處進行？
(Ｂ)細胞 (Ｃ)血液 (Ｄ)鼻腔。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一 選擇題（每題 2 分）
1.

(

(

)下列哪種動物將體內的含氮廢物，通常以尿酸的形
式排出體外？ (Ａ)青蛙 (Ｂ)麻雀 (Ｃ)變形蟲
(Ｄ)人類。

3.

(

)動物體內主要負責協調與統整的器官系統為何？
(Ａ)消化系統 (Ｂ)循環系統 (Ｃ)神經系統 (Ｄ)
呼吸系統。

4.

(

)如圖中，哪一階段代表胰島素開始分泌，使血糖
進入肝臟轉變為肝糖？

(Ａ)甲
5.

(

6.

(Ｂ)乙

(Ｃ)丙

8.

(

)[腳被蚊子叮到而用手抓癢]其神經傳導途徑應為
何？ (Ａ)腳部皮膚→感覺神經元→大腦→運動神
經元→手部肌肉 (Ｂ)腳部皮膚→感覺神經元→大
腦→脊髓→運動神經元→手部肌肉 (Ｃ)腳部皮膚
→感覺神經元→脊髓→運動神經元→手部肌肉

)下面哪一個不是中樞神經的一部分？
(Ｂ)小腦 (Ｃ)腦神經 (Ｄ)脊髓。
(

)植物體內的生長素會影響植物生長的情形，下列
何者與生長素的分布不均有關？ (Ａ)含羞草小葉
受到碰觸時立刻閉合 (Ｂ)酢漿草的葉片在夜晚時
下垂 (Ｃ)捕蠅草的葉片因昆蟲的觸碰而閉合
(Ｄ)綠豆芽的向光性。

11.

(

)下列何者不屬於動物本能的行為？ (Ａ)蜜蜂利
用舞姿和同伴溝通 (Ｂ)幼兒開口說話，叫「爸爸、
媽媽」 (Ｃ)鮭魚洄游至出生地以繁殖後代
(Ｄ)蛾類撲火。

12. (

)學習能力強的動物，通常神經系統中的哪一個部
位較為發達？ (Ａ)小腦 (Ｂ)大腦 (Ｃ)脊髓
(Ｄ)腦幹。

13. (

)下列何者是腦幹的主要功能？ (Ａ)思考複雜的數
學問題 (Ｂ)維持動物個體的平衡 (Ｃ)和心跳、呼
吸等生命機能有關 (Ｄ)控制手部的反射動作。

14. (

)排泄作用是為了將體內的代謝廢物加以排除的作
用，則下列物質何者不屬於代謝廢物？ (A)二氧化
碳 (B)水分 (C)氨 (D)糞便。

(Ｄ)腳部皮膚→感覺神經元→脊髓→大腦→脊髓→
運動神經元→手部肌肉。
7.

(

(Ｄ)戊。

)有關動物行為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Ａ)趨性
屬於動物的本能行為 (Ｂ)老鼠走迷宮屬於動物的
學習行為 (Ｃ)蜘蛛結網屬於學習行為 (Ｄ)青蛙
求偶屬於本能行為。
(

(Ａ)肺部

10.

)小柔做胸部 X 光檢查時，需要吸氣後閉氣不動，
吸氣過程中他的肋骨和橫膈如何運動？ (Ａ)肋骨
上舉、橫膈上升 (Ｂ)肋骨上舉、橫膈下降 (Ｃ)
肋骨下降、橫膈上升 (Ｄ)肋骨下降、橫膈下降。

2.

姓名：

15. (

)人體尿液中含氮廢物的來源，是由下列何種物質
代謝而產生？ (Ａ)肝糖 (Ｂ)蛋白質 (Ｃ)脂質
(Ｄ)葡萄糖。

16. (

)下列何者為內溫動物產生體溫的主要原因？ (Ａ)
心臟的搏動 (Ｂ)衣服的保暖 (Ｃ)攝入高熱量的
食物 (Ｄ)養分在粒線體分解。

17. (

)下列何者為人體引發飢餓感的直接原因？ (Ａ)腸
胃中沒有食物 (Ｂ)細胞中缺少葡萄糖 (Ｃ)血糖
濃度太低 (Ｄ)肝臟中肝糖太少。

18. (

)發高燒時，下列何種處理方式，其退燒的原理是正
確的？ (Ａ)用溫水擦拭全身，可使皮膚血管擴張
加速體熱散出 (Ｂ)用溫水擦拭全身，可使皮膚血
管收縮加速體熱產生 (Ｃ)用冷水擦拭全身，可使
皮膚血管擴張加速體熱散出 (Ｄ)用冷水擦拭全
身，可使皮膚血管收縮加速體熱散出。

(Ａ)大腦

)生物進行呼吸作用的主要生理功能是什麼？
(A)消耗氧氣 (B)消耗養分 (C)產生二氧化碳
和水 (D)產生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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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

)下列何種情況發生，能使人體增加體熱產生？
(Ａ)皮膚血管舒張 (Ｂ)產生雞皮疙瘩 (Ｃ)汗腺分

30.

(

泌增加 (Ｄ)不自主發抖。
20. (

)小安餓了一上午，卻仍然可以維持血糖正常含量
， 當他餓肚子時會產生何種生理反應？ (A)胰島素
分泌量大增 (B)升糖素分泌量減少 (C)體溫上升
(D)肝糖分解成葡萄糖。

21. (

)寒流來襲，人的臉色會較為蒼白，其原因及作用為
何？ (Ａ)血管收縮，減少散熱 (Ｂ)血管收縮，增
加散熱 (Ｃ)血管擴張，減少散熱 (Ｄ)血管擴張，
增加散熱。

22. (

)人體的肝臟沒有下列哪種功能？
(Ａ)調節血糖濃度 (Ｂ)分泌膽汁 (Ｃ)製造尿液
(Ｄ)將氨轉變成毒性較低物質。

23. (

)在日常生活中，反射動作對個體的保護極為重要，
下列何者不屬於反射動作？ (Ａ)砂子飛入眼中，
自然產生眨眼的動作 (Ｂ)腳踩到鐵釘，立刻縮回
(Ｃ)接尺反應 (Ｄ)手指被熱水燙到，立刻移開。

24. (

)下列何者屬於「動器」的種類？ (Ａ)腦、脊髓 (Ｂ)
耳朵、眼睛 (Ｃ)腦神經、脊神經 (Ｄ)肌肉、腺體。

25. (

)下列何種生物為內溫動物？
臺北樹蛙 (Ｃ)巴西龜

26. (

(

31. (

)桌上有甲、乙、丙三盆水，小楓先將左手放入丙盆，
右手放入甲盆，數秒之後兩手同時放入乙盆中；結
果左手感覺冷，右手感覺熱。則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Ａ)水溫最高的是乙盆 (Ｂ)水溫最低的是
乙盆 (Ｃ)冷熱的感覺是由大腦產生的 (Ｄ)冷熱
的感覺是由皮膚產生的。

32. (

)黑傑克醫生告訴小可在驗血前不要偷吃東西，但小
可看到爆米花正在特價，在驗血前半小時忍不住吃
了一桶爆米花。請問小可的驗血結果會出現下列哪
些情況？(甲)血糖濃度偏高；(乙)血糖濃度偏低；(丙)
胰島素濃度偏高；(丁)胰島素濃度偏低。 (Ａ)甲丙
(Ｂ)甲丁 (Ｃ)乙丙 (Ｄ)乙丁。

33. (

(Ｄ)臺灣鲑。
34. (

)有關植物莖的向性，下列何者錯誤？ (Ａ)向光性
(Ｂ)背地性 (Ｃ)向觸性 (Ｄ)向地性。

35. (

) 小康去醫院裡探望因中風而住院的爺爺。發現爺
爺雖然精神良好，但說話時臉歪嘴斜，且右半邊的
身體不太靈活。請問血塊可能壓迫爺爺腦部的何
處？ (A)左大腦 (B)右大腦 (C)小腦 (D)腦幹。

36. (

) 比較動、植物呼吸作用的差異，何者正確？ (A)
只有動物會呼吸，植物不會呼吸 (B)動物呼吸產生
二氧化碳，植物呼吸產生氧氣 (C)動物呼吸需要氧

(Ｄ)

)對於陸生生物體表防止水分散失的構造
，下列何者錯誤？ (Ａ)植物的葉片上有角質層
(Ｂ)木本植物莖上有樹皮 (Ｃ)有些動物身上有鱗
片 (Ｄ)蛙類有皮膚。

28. (

)(甲)皮膚的微血管擴張；(乙)皮膚的微血管收縮
；(丙)排汗；(丁)顫抖。在炎炎的夏日中，哪些作用
可以維持體溫的恆定性？ (Ａ)甲丙 (Ｂ)乙丁
(Ｃ)乙丙 (Ｄ)甲丁。

29. (

)人類形成尿素及尿液的地方分別在何處? (Ａ)腎臟
/膀胱 (Ｂ)肝臟/腎臟 (Ｃ)腎臟/肝臟 (Ｄ)膀胱/腎臟。

)附圖為「手遇熱熨斗而縮回」的傳導路徑，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Ａ)甲是感覺神經元，乙是運動神經元 (Ｂ)乙神經
的訊息傳遞方向為脊髓傳向肌肉 (Ｃ)接受刺激的
部位在手指，發生反應的部位在臂部肌肉
(Ｄ)當訊息傳到脊髓時會感覺到痛而令手縮回。

(Ｂ)

)植物莖會向光強的一面彎曲生長，究其原因為下列
何者？
(Ａ)
(Ｂ)

(Ｃ)

27.

(Ａ)台灣黑熊

)下列何種腺體所分泌的激素會直接影響體內的鈣
濃度平衡？ (Ａ)腦垂腺 (Ｂ)腎上腺 (Ｃ)副甲狀腺
(Ｄ)胰島。

氣，植物呼吸需要二氧化碳 (D)動物與植物的呼吸
作用都會產生二氧化碳。
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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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鼻， 乙.氣管， 丙.喉， 丁.肺， 戊.咽， 己.
支氣管。 當人體在進行吸氣運動時，外界的氣體
如何流入體內？
(A)甲丙戊乙丁己 (B)甲戊丙乙己丁
(C)甲丙戊乙己丁 (D)甲戊丙乙丁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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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

)有些不肖商人會在減肥藥中違法添加某種激素，使
用後雖然可以增加細胞代謝速度達到減重效果，但
同時也會發生煩躁、緊張、失眠的副作用。請問此
種添加的激素最可能是： (A)生長素 (B)甲狀腺素
(C)副甲狀腺素 (D)性激素。

39. （

）請凝視圖(一)中的小黑點 20 秒後，將視線移到圖
(二)白紙上的小黑點，根據所看到的影像，回答下
列問題。

圖(一)
圖(二)
在圖(二)的白紙上所看到的圖形稱為後像，比較後
像和原圖形，下列哪一項敘述正確？ (Ａ)後像和
原圖的形狀相同，顏色也相同 (Ｂ)後像和原圖的
形狀相同，顏色不同 (Ｃ)後像和原圖的形狀不
同，顏色也不同 (Ｄ)後像和原圖的形狀不同，顏色
相同。
40. (

二 題組（每題 2 分）
【題組 43～45 題】
小明上自然實驗課時，利用如圖的方式，測試反應時間，
試回答下列問題。

（

）(43) 小明做此活動時，是由何處發布命令而產生接尺
的反應？(Ａ)大腦 (Ｂ)脊髓 (Ｃ)小腦 (Ｄ)腦幹。

（

）(44)若小明受測 5 次，尺滑落的距離分別為：28cm、
24cm、26cm、20cm、22cm，根據附表推測其反應時間
應為幾秒？ (Ａ) 0.20 秒 (Ｂ) 0.21 秒 (Ｃ)0.22 秒
(Ｄ) 0.23 秒。

（

）(45)在上述的反應過程中，正確的神經傳導路徑為何？
(Ａ)眼睛→感覺神經元→脊髓→大腦→運動神經元→
手指肌肉 (Ｂ)眼睛→運動神經元→大腦→脊髓→感
覺神經元→手指肌肉 (Ｃ)眼睛→感覺神經元→脊髓
→大腦→脊髓→運動神經元→手指肌肉 (Ｄ)眼睛→
感覺神經元→大腦→脊髓→運動神經元→手指肌肉。

) 附圖為人體內甲、乙兩種激素的分泌與血糖濃度
的變化。試問甲乙分別為何？
(A)甲：腎上腺素；乙：胰島素 (B)甲：胰島素，乙：
升糖素 (C)甲：甲狀腺素，乙：副甲狀腺素 (D)甲：
腎上腺素；乙：升糖素。

【題組 46～48 題】
如圖為「動、植物的呼吸作用」活動操作過程之一，試回
答下列問題。

41. (

42. (

)下圖是人體泌尿系統的示意圖，請問何者敘述錯
誤？
(A)甲的功能是將氨轉換成尿素
(B)乙可運輸尿液
(C)丙可暫時儲存尿液
(D)丁是尿道。

)放在窗台邊的綠豆會朝向窗外生長，表現出正向
光性。造成此種現象的原因為何？
(A)生長素濃度：向光面＞背光面
(B)生長速度：向光面＜背光面
(C)細胞大小：向光面＞背光面
(D)向光面細胞脫水萎縮。

（

）(46)圖中的甲、乙兩個錐形瓶內，若將乾燥氯化亞
鈷試紙夾在橡皮塞與瓶口的縫隙中，哪一瓶的試紙
會先變色？變為何種顏色？ (Ａ)甲瓶，變藍色
(Ｂ)甲瓶，變粉紅色 (Ｃ)乙瓶，變藍色 (Ｄ)乙瓶，
變粉紅色。

（

）(47)試問，實驗中倒入清水的目的為何？
(A)清洗錐形瓶
(B)將瓶內的氣體擠入試管中
(C)促使綠豆生長並快速產生氧氣
(D)促使綠豆生長並快速產生二氧化碳。

（

）(48)甲瓶中的萌芽綠豆靜置一段時間後，會產生哪
種氣體使澄清石灰水變混濁？此氣體又是何種作
用所產生的？ (Ａ)氧氣，光合作用 (Ｂ)二氧化
碳，光合作用 (Ｃ)氧氣，呼吸作用 (Ｄ)二氧化
碳，呼吸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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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組 49～50 題】
（ ）(49)下圖是人體中樞神經，關於各部位的功能敘述，
何者錯誤？ (A)記憶、推理等能力與甲有關 (B)溜冰
時要保持平衡不摔跤，與乙的調控有關 (C)丙是生命
中樞，一旦受損就可能死亡 (D)所有的反射動作都由
丁控制。

（

）(50)承上題，激烈運動後呼吸頻率會變快的原因是？
(A)血液中氧氣濃度下降刺激甲 (B)血液中氧氣濃度
下降刺激丙 (C)血液中的二氧化碳濃度上升刺激丙
(D)血液中葡萄糖濃度下降刺激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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