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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親緣關係的重建 

A、 將不同的物種依其親緣關係的遠

近，所建構成的樹狀分支圖，稱為

生命樹，又稱為親緣關係樹。 

B、 可呈現物種之間的親緣關係，並作

為生物分類的依據。 

C、 生命樹最早 1879 年德國動物學家

海格繪製，已具備生物演化與分類

的簡單概念。 

D、 科學家現根據化石、解剖、胚胎和生

物分子等證據，重建物種間的親緣關

係，繪製種系發生樹。 

E、脊椎動物的種系發生樹 

(1) 根據脊椎骨、四肢、羊膜、羽毛和

分泌乳汁等特徵，來繪製脊椎動物的種系發生樹。 

(2) 種系發生樹上，恐龍和鳥類的親緣關係，較恐龍與其他爬蟲類親緣關係更接近。 

(二)階層式分類法 

A、分類學為 18 世紀瑞典植物學家林奈所創，他將生物分為動物界和植物界，並在界以下設

立若干階層，形成階層式分類法。 

B、目前生物分類法常用的階層有界、門、綱、目、科、屬、種，共七個。具有相似特徵的生

物置於同一階層，愈低階層中，生物的種類愈少，但相似的特徵愈多，親緣關係愈接近。 

(三)生物的命名 

A、林奈以拉丁文為生物命名，稱為學名；包括屬名和種小名兩部分，稱為二名法。 

B、學名的第一部分為屬名，是名詞，第一個字必須大寫；第二部分為種小名，通常是形容詞，

用來形容該生物的特徵。 

(四)分類系統的演變 

A、二界系統：18 世紀林奈將生物分為動物界和植物界兩個界。 

B、五界系統：1969 年，美國教授懷塔克提出五界系統，將生物分成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

界、菌物界、植物界和動物界。 

C、六界系統：1977 年美國教授渥西依據 rRNA（核糖體 RNA）序列的差異性，將原核生物

界再分成細菌界和古菌界，加上原來的原生生物界、菌物界、植物界和動物界，而形成六

界系統。 

D、三域系統：1990 年渥西教授將原生生物界、菌物界、植物界和動物界合稱為真核生物域，

加上細菌域和古菌域而形成三域系統。 

二界系統 林奈 植物 動物 

五界系統 懷塔克 原核生物 原生生物 真菌 植物 動物 

六界系統 渥西 細菌 古菌 原生生物 真菌 植物 動物 

三域系統 渥西 細菌 古菌 真核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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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五界生物的細胞特徵： 

五界生物 原核生物界 原生生物界 菌物界 植物界 動物界 

細胞類型 原核細胞 真核細胞 

細胞數目 單細胞 
單細胞 

多細胞 

單細胞 

多細胞 
多細胞 多細胞 

核膜 無 有 有 有 有 

粒線體 無 有 有 有 有 

葉綠體 無 有或無 無 有 無 

細胞壁 有 有或無 有(幾丁質) 有 無 

營養方式 自營或異營 自營或異營 異營 自營 異營 

實例 
藍綠菌 

細菌 

原生藻 

原生動物 

原生菌 

黴菌 

蕈類 

酵母菌 

蘚苔 

蕨類 

裸子植物 

被子植物 

扁形動物 

軟體動物 

節肢動物 

脊椎動物 

 

 原核生物 真核生物 

生物體制 單細胞 單細胞或多細胞 

細胞大小 較小 較大 

細胞壁 

有 有(真菌與植物)或無(動物) 

成分：肽聚糖(真細菌) 
成分：真菌主要為幾丁質； 

植物為纖維素 

細胞核 無 有 

染色體 
位於細胞質中 位於細胞核中 

一個，呈環狀 多個，呈條狀 

細胞構造 
有核糖體， 

但缺乏膜狀細胞構造 

有核糖體，及膜狀細胞構造 

(如：葉綠體、粒線體) 

生殖

方式 

無性生殖 有 無或有 

有性生殖 無 有 

舉例 古細菌、真細菌、藍綠菌 
原生動物、藻類、真菌、 

植物、動物 

 

 

種類 原生菌(腐生菌) 原生藻 原生動物 

營養方式 異營性(腐生) 自營性 異營(攝食) 

型態 類似真菌 類似植物 類似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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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胞數目 有所差異 單細胞或多細胞 單細胞 

葉綠體 無 有 大多數無 

細胞壁 有 有(纖維素) 無 

生物角色 分解者、消費者 生產者 消費者 

實例 

水黴菌 

黏菌 

單胞藻、矽藻 

海帶、紅藻 

褐藻、紫菜 

草履蟲 

變形蟲 

眼蟲 

瘧原蟲 

 

古菌域 
古細 

菌界 

1.種類少，多生活在高溫、高鹽等惡劣的環境中。 

2.古細菌的細胞壁和細胞膜的組成、營養方式、生化反應及遺傳特徵與真細

菌都不同。 

3.細胞壁成分不含肽聚糖或甚至沒有細胞壁。 

4.例如：甲烷菌、極端嗜鹽菌、極端嗜熱菌。 

細菌域 
真細 

菌界 

1.不具核膜和核仁，遺傳物質為 DNA，呈環狀，且裸露在細胞質中。 

2.細胞壁成分為肽聚糖，缺乏膜狀的胞器，僅具有核糖體。 

3.有些細菌可產生抗生素，如紅黴素、四環黴素等。 

4.包含：細菌和藍綠菌(藍菌)、格蘭氏陽性菌、衣原菌。 

真核 

生物域 

原生 

生物界 

1.為真核生物，有細胞核、膜狀胞器、DNA 呈線性。 

2.依營養方式，可分為原生菌類、原生藻類、原生動物三大類。 

3.眼蟲為原生動物，缺乏細胞壁，但具有眼點、鞭毛及葉綠體，能行光合作

用，為生產者。 

4.原生菌：具有部分菌類的特徵，為分解者或消費者。 

5.原生藻：有纖維素的細胞壁，有葉綠體，能行光合作用。 

6.原生動物：具有部分動物的特徵，大部分為消費者。 

菌物界 

1.為真核生物，有細胞核、膜狀胞器、DNA 呈線性，細胞壁成分為幾丁質，

不含葉綠體，無法行光合作用，為異營性生物。 

2.生態學上屬於分解者。 

3.許多菌物能和植物的根部，形成菌根，協助植物吸收水分及礦物質。 

4.細胞壁含有纖維素與幾丁質。 

5.大多具有菌絲，但酵母菌無。 

6.利用孢子進行無性生殖。 

7.全部異營性，可分解有機物，在生態系中多擔任分解者的角色，另有些寄

生性的真菌會引起寄主疾病。 

8.常見的真菌如：黴菌、蕈類、酵母菌。 

植物界 

1.植物具有纖維素成分的細胞壁，且具有葉綠體，能行光合作用，自行合成

有機養分，為自營性生物。 

2.分為無維管束植物及維管束植物，蘚類(地錢)、苔類(土馬鯮)為無為管束植

物，沒有真正的根莖葉。 

3.維管束植物包含蕨類(以孢子繁殖)、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 

4.裸子植物(結毬果)與被子植物(開花植物)合稱為種子植物。 

5.被子植物分為雙子葉植物與單子葉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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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界 

1.缺乏葉綠體，為異營生物，具神經和肌肉是動物的重要特徵。 

2.可感受外界環境刺激，藉由肌肉收縮產生運動，為生態系中主要的消費者。 

3.分為脊椎動物和無脊椎動物兩大類。 

4.脊椎動物包含軟骨魚類和硬骨魚類、兩生類、爬蟲類、鳥類、哺乳類。 

5.無脊椎動物包含海綿動物、刺絲胞動物、扁形動物、圓形動物、節肢動物、

環節動物、棘皮動物。 

 

古細菌與真細菌之特性的比較 

相同 相異 

均無核膜 真細菌具有肽聚糖細胞壁；古細菌細胞壁則無肽聚糖 

均具有環狀染色體 兩者之細胞膜構造不同 

新陳代謝過程類似 真細菌生活於一般環境；古細菌生活於較嚴苛環境 

 

(六)病毒 

A、特徵 

(1) 病毒可能源自於具有複製特性的核酸分子，或源自於細胞中退化的寄生物。 

(2) 介於生物和非生物間的分子級構造。 

(3) 不具細胞構造、沒有完整的酵素系統，無法獨自完成生命現象。 

(4) 在寄主細胞中，能表現複製和增殖的生命現象，屬絕對寄生性。 

(5) 以奈米(nm)為測量單位，必須用電子顯微鏡才能觀察到。 

(6) 絕對寄生：必須在活細胞內才能表現生命現象，離開宿主細胞便毫無生命現象。 

(7) 無完整的酵素系統，所以無法進行一系列的新陳代謝。 

(8) 必須藉由宿主細胞提供的酵素、原料和核糖體等進行增殖。 

(9) 對宿主感染有專一性：一種病毒只感染特定種類宿主。 

B、構造 

(1) 外殼：由蛋白質構成。 

(2) 中心：由核酸構成，為 DNA 或 RNA，且僅具有其中的一種。 

(3) 套膜：部分病毒表面還具有來自宿主細胞膜或核膜的套膜或

醣蛋白，如流行性感冒病毒。 

C、病毒的分類：依宿主的種類分為 

(1) 動物性病毒：流行性感冒病毒、腺病毒，。 

(2) 植物性病毒：菸草鑲嵌病毒，常呈桿狀或絲狀。 

(3) 細菌性病毒：噬菌體，常呈蝌蚪狀，有頭部、尾部，尾部有數條尾絲。 

D、依核酸種類分為： 



DNA 病毒：B 型肝炎病毒、腺病毒、導致子宮頸癌的人類乳突病毒、大部分噬菌體。

RNA 病毒：菸草鑲嵌病毒、禽流感、新流感病毒、愛滋病的 HIV 病毒。  

E、病毒的分類地位 

(1) 介於生物和非生物之間，無法歸入目前的分類系統中。 

(2) 非生物的特徵：比細胞小、不具細胞構造，不會生長、分裂、代謝和運動，在宿主細胞

外無生命現象。 

(3) 生物特徵：具核酸可遺傳，在宿主細胞內能增殖。 

(4) 有關病毒的演化歷史不明，據推測應與宿主有關，但可能有多個來源，故在生命樹上的

位置仍無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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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親緣關係的重建 

A、建立反映演化親緣關係的分類系統 

(1) 傳統分類多以形態為分類依據，目前科學界希望建立能反映演化親緣關係的分類系統。 

(2) 根據化石、解剖學、胚胎學、生物地理學及生物化學的證據之累積，可修改或重建生物

間的親緣關係。 

甲、 具有同源器官的物種間可能因適應的不同環境而外形差異大，例如：鯨外形似魚，

但內部構造可確定其為哺乳類。 

乙、 蜻蜓、鳥類都有翅，但鳥的翅內部為骨骼結構，蜻蜓則為無骨骼結構，兩者為同功

器官，在演化上親緣關係遠。 

B、鳥類與爬蟲類親緣關係的重建 

(1) 傳統的分類關係： 

甲、 爬蟲類、鳥類的外形差異大，過去以為其親緣關係遠，因此在分類上分屬爬蟲綱、

鳥綱。 

乙、 理由：鳥類和哺乳類皆體溫恆定、體表被覆保暖構造。爬蟲類無此特徵。 

現存爬蟲類、鳥類及哺乳類溫度的調節。 

 爬蟲類 鳥 類 哺乳類 

溫度調節 外溫 內溫 內溫 

體表被覆保暖構造 無 有，羽毛 有，毛髮 

丙、 重建後的親緣關係：目前依據化石、解剖學、胚胎學、生物化學等證據，顯示鳥類

與恐龍為爬蟲類演化過程的一個小分支。 

(2) 重建親緣關係的證據： 

甲、始祖鳥的發現： 

1.同時具有鳥類及爬蟲類的特徵，支持鳥類與爬蟲類有密切的親緣關係。 

2.鳥類的特徵：全身被覆羽毛。 

3.爬蟲類的特徵：口內有齒、前肢有爪、具脊椎骨的長尾。 

乙、其他化石證據顯示： 

1.鳥類與恐龍關係非常近，其實是現生的爬蟲類；與哺乳類均為恆溫動物。 

2.遠古的鳥類與恐龍難以區分。 

 



４７ 

3-2_生命樹 

【生物分類】 

(   )1.懷塔克將生物分為五界。已知結核菌是原核生物界的一員，則結核菌可能具下列哪個特徵？   

(A)絕對寄生，須在寄主細胞內才能表現生命現象  (B)除了細胞膜外，其他有膜的構造皆缺

乏  (C)有可以合成蛋白質及產生所需能量的核糖體  (D)具有細胞壁，細胞壁的成分並非纖

維素，而是幾丁質。 

【答案】：(B) 

【解析】： 

 

(   )2.有關生物分類系統的建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達爾文探討動物和植物的演化，建立二界系統  (B)林奈依據細菌與古菌在組成分子的差

異性建立三域系統  (C)懷塔克建立五界系統，將生物分為原核生物界、原生生物界、菌物界、

植物界和動物界  (D)渥西建立六界系統，將原生生物界分為藻類、原生菌類和原生動物類。 

【答案】：(C) 

【解析】： 

 

(   )3.下列有關各類生物營養方式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古菌界都是異營生物  (B)原生生物界都是異營生物  (C)菌物界都是異營生物  (D)植物

界都是自營生物。 

【答案】：(C) 

【解析】： 

 

(   )4.下列各界生物，哪一界不包含可行光合作用的生物？   

(A)菌物界  (B)原核生物界  (C)原生生物界  (D)植物界。 

【答案】：(A) 

【解析】： 

 

(   )5.在懷塔克的五界系統分類下，對生物及其所屬之界，何者錯誤？   

(A)酵母菌—菌物界 (B)藻類—原生生物界 (C)草履蟲—動物界 (D)大腸桿菌—原核生物界。 

【答案】：(C) 

【解析】： 

 

(   )6.下列依生物體特徵而歸類的敘述，何者正確？   

(A)菌物界成員都是異營的多細胞生物  (B)有細胞壁且能行光合作用的生物均屬於植物界  

(C)水黴菌歸入菌物界，酵母菌歸入原核生物界  (D)沼氣菌歸入古細菌，藍綠菌歸入真細菌。 

【答案】：(D) 

【解析】： 

 

(   )7.某一生物學家在龜山島溫泉中，分離到一種嗜高溫的細菌，這種生活在極高溫環境下的細菌，

會利用溫泉口噴出的硫磺為能量來源，這位學者將這種細菌置於古細菌界下，請問這樣的分

類原則，顯示這位學者採用的是   

(A)二界說  (B)三域說  (C)五界說  (D)六界說。 

【答案】：(D) 

【解析】： 

 

(   )8.下列有關生物各界的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菌物界──皆無法行光合作用  (B)原生生物界──皆為單細胞生物  (C)動物界──單細胞

或多細胞且都沒有細胞壁  (D)植物界──皆具細胞壁且都會行光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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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A) 

【解析】： 

 

(   )9.生物的分類階層，依序為界、門、綱、目、科、屬、種。就下列兩兩一組的生物之間所屬相

同階層的敘述，何者正確？   

(A)人與梅花：只在界、門分類階層相同  (B)綠藻與蕨類：只在界、門、綱、目分類階層相

同  (C)大腸桿菌與酵母菌：只在界、門、綱分類階層相同  (D)白種人與黃種人：在界、門、

綱、目、科、屬、種分類階層皆相同。 

【答案】：(D) 

【解析】： 

 

(   )10.下列有關原生生物界的敘述，何者正確？   

(A)均為單細胞生物  (B)細胞壁含有幾丁質  (C)細胞不具有細胞核與胞器  (D)營養方式歧

異度大。 

【答案】：(D) 

【解析】： 

 

(   )11.下列有關三域系統的比較，何者正確？ 

 

【答案】：(A) 

【解析】： 

 

(   )12.古菌域的確定，重建了生物的親緣關係，有關古菌的敘述何者正確？   

(A)是有細胞核的細菌  (B)是不具肽聚糖細胞壁的細菌  (C)是非原核生物的細菌  (D)甲烷

菌不是古菌的一種。 

【答案】：(B) 

【解析】： 

 

(   )13.依現行的分類系統，下列何者與其他三者的血緣最為疏遠？   

(A)蜈蚣  (B)蝗蟲  (C)螃蟹  (D)蚯蚓。 

【答案】：(D) 

【解析】： 

 

(   )14.脊椎動物的種系發生以簡圖表示如下圖： 其中甲～戊為各種脊椎動物，將各動物具有特徵

判定，生物丙的特徵和選項中何者最近似？(以●表示具備，○表示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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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C) 

【解析】： 

 

(   )15.承上題之簡圖，依照胚胎發生與物種親緣關係也有密切相關的概念，下列哪二個生物間胚胎

發生過程的相似度最高？   

(A)乙和戊  (B)甲和丙  (C)丙和丁  (D)丁和戊。 

【答案】：(C) 

【解析】： 

 

(   )16.承上題，其中乙和丙二種生物可用何種特徵區分？   

(A)有無四肢  (B)有無羊膜  (C)是否分泌乳汁  (D)是否有羽毛。 

【答案】：(B) 

【解析】： 

 

(   )17.承上題，一般分類上的「兩生類」，為圖中的何種代號？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B) 

【解析】： 

 

(   )18.承上題，則「鬚鯨」屬於圖中之何種代號？   

(A)甲  (B)乙  (C)丙  (D)戊。 

【答案】：(D) 

【解析】： 

 

(   )19.根據植物分類的概念，下列對竹子特徵的描述，何者正確？ 

 
【答案】：(A) 

【解析】： 

 

(   )20.早期的植物分類學家─林奈，利用植物的雄雌蕊數量、花瓣多寡作為分類依據，請問這樣的

概念比較符合哪一項種概念？   

(A)生物學上的物種  (B)形態學上的物種  (C)生態種  (D)分子生物種。 

【答案】：(B) 

【解析】： 

 

(   )21.下列有關「生物學上的物種概念」的敘述，何者正確？   

(A)依照生物的形態構造進行分類是生物種的概念  (B)若個體間能產下具有生殖能力的子

代，則這群個體屬於同一物種  (C)馬和驢可以產下騾，所以馬、驢和騾皆屬同種生物  (D)

所有生物都可以生物學上的物種之概念進行分類。 

【答案】：(B)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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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科學家利用化石、解剖、胚胎等資料，完成爬蟲類和鳥類的親緣

關係重建資料，所繪成的種系發生樹如下所示，如右圖，恐龍類

的親緣關係和何者最相近？   

(A)龜龞類  (B)蛇蜥類  (C)鱷魚類  (D)鳥類。 

【答案】：(D) 

【解析】： 

 

(   )23.將四種植物依分類方式分為二組，分別為筆筒樹和松樹為一組，椰子樹和榕樹為另一組，請

問此種分類方式是根據何種構造的有無作為分類的依據？   

(A)花  (B)種子  (C)維管束  (D)葉形。 

【答案】：(B) 

【解析】： 

 

(   )24.蚊子和下列哪一種動物的親緣關係最近？   

(A)螃蟹  (B)蝌蚪  (C)蛤蜊  (D)海馬。 

【答案】：(A) 

【解析】： 

 

(   )25.如右圖，將 4 種生物分成 2 類，下列何者為其分類的依據？ 

(A)胚胎是否具有羊膜  (B)胎生或卵生  (C)用鰓或肺呼吸  (D)是

否有四肢。 

【答案】：(A) 

【解析】： 

 

(   )26.箱內有一隻動物，可能是老鼠、小雞、烏龜或青蛙其中一種。為了讓同學猜中箱內是何種動

物，哈娜給了一個提示：「牠的卵有殼」。如果同學可以再提一個問題，下列哪一個問題最有

助於同學猜中箱內的動物？   

(A)胚胎有羊膜嗎？  (B)會分泌乳汁嗎？  (C)可用皮膚呼吸嗎？  (D)有羽毛嗎？ 

【答案】：(D) 

【解析】： 

 

(   )27.瓦拉將生物依其不同的特性分類如下圖，小狗在

該圖中應置於哪一位置？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D) 

【解析】： 

 

(   )28.承上題，地球上珍貴的鴨嘴獸，該屬於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A) 

【解析】： 

 

(   )29.有關各生物的特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原核生物皆不具胞器  (B)原生生物皆行自營生活  (C)菌物皆行異營生活  (D)植物皆有

維管束。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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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下列四種動物的胚胎發展過程中，何者沒有羊膜的形成？   

(A)孔雀  (B)駱駝  (C)海豚  (D)鯨鯊。 

【答案】：(D) 

【解析】： 

 

(   )31.小威想讓阿湘認識公園中蕨類植物，他應該如何描述才較恰當？   

(A)蕨類屬於沒有維管束的植物，所以都長得很矮小  (B)蕨類植物的葉背會有明顯的孢子囊

堆，那些將來會發育為種子  (C)蕨類是一群不會結種子的植物，所以也不會有花粉  (D)

蕨類沒有真正的根、莖、葉，只有功能及形態相近的假根、假莖及假葉。 

【答案】：(C) 

【解析】： 

 

(   )32.小茹根據右圖(左)之檢索表，可查出圖

中(右)昆蟲所屬的類別為下列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B) 

【解析】： 

 

(   )33.有關生物分類階層與親緣關係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同科」必「同屬」  (B)「同綱」必「同目」  (C)「同綱」的親緣比「同科」的親緣

近  (D)「同目」的親緣比「同綱」的親緣近。 

【答案】：(D) 

【解析】： 

 

(   )34.童話故事中，鯉魚國的公主喝下巫婆給的魔藥後，由「魚類」

變成「人類」。此種生理構造的轉變，由生物學的觀點判斷，

下表中何者為合理的描述？   

(A)甲乙丁  (B)甲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丙。 

【答案】：(A) 

【解析】： 

 

(   )35.右圖將植物依其特徵分成甲、乙、丙、丁四個家族。今有具維管束、會產生種子，但不會產

生果實的植物，則此植物應屬於下

列哪一家族？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A) 

【解析】： 

 

(   )36.下列生物中，Felis lynx 與何者的親緣關係最接近？   

(A)Lynx lynx  (B)Lynx rufus   (C)Felis silvestris  (D)Pinus silvestris。 

【答案】：(C) 

【解析】： 

 

(   )37.下表為動物園鱷魚池區中鱷魚名稱的對照表，判斷

池中鱷魚哪二者間親緣關係最近？   

(A)揚子鱷與密河短吻鱷  (B)長吻鱷與密河短吻

鱷  (C)非洲鱷與揚子鱷  (D)非洲鱷與長吻鱷。 

【答案】：(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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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   )38.元元逛完動物園後整理筆記，筆記部分內容為： 

獅子是非洲最大的食肉目、貓科動物；  野牛屬於哺乳綱、偶蹄目、牛科；   

石虎的學名是 Felis bengalensis；  狼屬於食肉目、犬科，是現代家犬的祖先。 

以上動物和家貓(Felis domesticus)的親緣關係由近而遠排列，應為下列何者？   

(A)石虎―狼―野牛―獅子  (B)石虎―獅子―狼―野牛   

(C)獅子―狼―野牛―石虎  (D)獅子―石虎―野牛―狼。 

【答案】：(B) 

【解析】： 

 

(   )39.有關物種的概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依據生物學上的物種概念，雌馬和雄驢會交配並且生出子代，為相同物種  (B)依據生物

學上的物種概念，彈塗魚和山椒魚的早期胚胎相似，為相同物種  (C)依據形態學上的物種

概念，貴賓狗和臘腸狗的外貌特徵不同，為相異物種  (D)依據形態學上的物種概念，白頭

翁和烏頭翁頭部羽色不同，為相異物種。 

【答案】：(D) 

【解析】： 

 

(   )40.有關物種形成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族群間增加遺傳變異時，不產生新物種  (B)族群間發生生殖隔離時，即產生新物種  (C)

族群間增加基因交流時，易產生新物種  (D)族群間發生地理隔離時，必產生新物種。 

【答案】：(B) 

【解析】： 

 

(   )41.右下圖表示脊椎動物的演化與親緣關係，下列何者正確？  

(A)鳥類與哺乳類的親緣關係比鳥類和爬蟲類的親緣關係更接

近  (B)魚類和兩生類的親緣關係比兩生類和爬蟲類的親緣關

係更接近  (C)爬蟲類和鳥類的親緣關係比爬蟲類和哺乳類的

親緣關係更接近  (D)兩生類和哺乳類的親緣關係比哺乳類和

鳥類的親緣關係更接近。 

【答案】：(C) 

【解析】： 

 

(   )42.臺灣水韭是稀有的水生蕨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具有輸送水分及養分的維管束  (B)缺乏根、莖和葉等器官  

(C)會開花  (D)以種子繁殖。 

【答案】：(A) 

【解析】： 

 

(   )43.下列哪兩種生物的親緣關係最接近？   

(A)赤腹鷹和赤腹松鼠  (B)棕背伯勞和棕熊 (C)白犀牛和白面鼯鼠 (D)黑鮪魚和黑面琵鷺。 

【答案】：(C) 

【解析】： 

 

(   )44.下列哪一生物和烏魚的親緣關係最接近？  

(A)烏賊  (B)烏頭翁  (C)白鯨  (D)白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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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D) 

【解析】： 

 

(   )45.下列有關「種」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分類上的基本單位  (B)只要有經過地理上的分隔，便可形成新物種  (C)同種生物個體

間，性狀會有差異  (D)可互相交配產生有生殖力的後代。 

【答案】：(B) 

【解析】： 

 

(   )46.下列何者為水稻學名的正確寫法？   

(A)Oryza Sativa  (B)Oryza sativa  (C)oryza Sativa  (D)oryza sativa。 

【答案】：(B) 

【解析】： 

 

(   )47.山蘇(或稱山蘇花)是一種蕨類植物，在臺灣潮溼的環境中常可看到山蘇生長，對山蘇的敘

述，下列何者正確？   

(A)山蘇因為缺乏維管束，故需生活於潮溼處  (B)山蘇沒有真正的根、莖、葉  (C)山蘇不

會產生種子，常藉由孢子來繁殖  (D)因為又可稱為山蘇花，故此為會開花的植物。 

【答案】：(C)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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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毒】 

(   )1.菌物是一類可產生「抗生素」的生物，所謂「抗生素」是具有何種功能的醫療用藥？   

(A)殺病毒藥物  (B)殺細菌藥物  (C)殺菌物藥物  (D)殺原生生物藥物。 

【答案】：(B) 

【解析】： 

 

(   )2.下列有關腺病毒和金黃色葡萄球菌共通點之敘述，何項正確？   

(A)具有雙層磷脂質構成之細胞膜  (B)具有生長作用  (C)行有絲分裂以進行分裂生殖  (D)

遺傳物質會發生突變。 

【答案】：(D) 

【解析】： 

 

(   )3.有關病毒與細菌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兩者皆不具核膜與核仁  (B)兩者皆具 DNA 和 RNA  (C)兩者皆缺乏酵素系統，無法獨立

表現生命現象  (D)兩者皆須寄生於活細胞中才可增殖。 

【答案】：(A) 

【解析】： 

 

(   )4.愛滋病(後天免疫缺乏症候群)是感染何種病原體所造成的疾病？   

(A)菌物  (B)細菌  (C)病毒  (D)原生動物。 

【答案】：(C) 

【解析】： 

 

(   )5.根據生物學家懷塔克提出的五界系統，下列生物的分類，何者正確？  

(A)病毒──沒有細胞壁的古菌  (B)紅藻──可行光合作用的原生生物  (C)綠藻──具有細胞

壁的植物  (D)水黴──缺乏葉綠體的菌物。 

【答案】：(B) 

【解析】： 

 

(   )6.下列有關病毒的敘述，何者錯誤？   

(A)須利用電子顯微鏡才可看到  (B)缺乏細胞構造  (C)只要培養基養分充足就可大量培養  

(D)以奈米為測量大小之單位較恰當。 

【答案】：(C) 

【解析】： 

 

(   )7.某段文字敘述如下：「小兒麻痺症病毒比人類白血球更小，約只有 28____________。」前段

文字中，所缺的單位該為下列何者最恰當？   

(A)cm(釐米)  (B)mm(毫米)  (C)nm(奈米)  (D)µm(微米)。 

【答案】：(C) 

【解析】： 

 

(   )8.在懷塔克的五界系統中，病毒屬於哪一界？   

(A)原生生物界  (B)原核生物界  (C)菌物界  (D)不屬於五界中任何一界。 

【答案】：(D)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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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病毒在何種狀況下，可表現部分生命現象？   

(A)培養於養分充足處 (B)培養於無細菌生長處 (C)培養於寄主細胞內 (D)培養於無天敵處。 

【答案】：(C) 

【解析】： 

 

(   )10.微生物是包括病毒、細菌、藍綠菌及其他個體微小且構造簡單的一群生物的統稱。下列有關

微生物的敘述，何者正確？   

(A)病毒體內沒有完整的酵素系統，故必須寄生在其他生物體內才能生存與繁殖  (B)細菌和

藍綠菌不具真正的細胞核，故無法獨立生活而必須寄生在其他生物體內  (C)所有微生物都

行異營生活  (D)微生物在生態系中都是扮演分解者的角色。 

【答案】：(A) 

【解析】： 

 

(   )11.病毒為絕對寄生，無法獨自完成生命現象，此特性與下列何者關係最為密切？   

(A)因為病毒沒有遺傳物質  (B)因為病毒生存需要特殊元素  (C)因為病毒沒有運動構造  

(D)因為病毒沒有酵素系統。 

【答案】：(D) 

【解析】： 

 

(   )12.下列哪一種疾病的病原體為有套膜的病毒？ 

(A)菸草鑲嵌病  (B)小兒麻痺症  (C)流行性感冒  (D)腸病毒。 

【答案】：(C) 

【解析】： 

 

(   )13.對病毒在生物學上分類地位的說法，下列何者最合理？   

(A)病毒屬於原核生物界，因為病毒不具核仁、核膜  (B)病毒屬菌物界，因為病毒生活方式

為絕對寄生  (C)病毒屬古菌界，因為病毒的 RNA 與古菌差異小  (D)病毒不是生物，所以

病毒不能列入生物分類中。 

【答案】：(D) 

【解析】： 

 

(   )14.病毒在生態系的功能是屬於下列何者？  

(A)生產者  (B)消費者  (C)分解者  (D)以上皆非。 

【答案】：(D) 

【解析】： 

 

(   )15.當噬菌體在細菌體內大量製造甲構造時，需要什麼物質？   

(A)利用寄主的胺基酸，和寄主的酵素  (B)利用寄主的胺基酸，和病毒本身的酵素  (C)利

用寄主的核苷酸，和寄主的酵素  (D)利用寄主的核苷酸，和病毒本身的酵素。 

【答案】：(C) 

【解析】： 

 

(   )16.右圖為噬菌體的構造模式圖，對甲和乙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甲含有磷，乙不含磷  (B)甲為大分子，乙為小分子  (C)甲為

遺傳物質，乙為細胞膜  (D)甲為 DNA，乙為脂質。 

【答案】：(A)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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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下列有關噬菌體的敘述，哪一項是錯誤的？   

(A)具有核酸  (B)缺乏酵素  (C)能分解醣類產生能量  (D)必須寄生在活細胞內。 

【答案】：(C) 

【解析】： 

 

(   )18.小狐在醫院取得某一病原體，此病原體為單細胞構造，小狐研究後發現此病

原體為菌物並非細菌，請問下列何者可直接證明小狐的推論？ 

(A)此病原體內具有核糖體  (B)此病原體內具有粒線體  (C)此病原體可以

在體外培養  (D)此病原體的核酸僅含 DNA，不含 RNA。 

【答案】：(D) 

【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