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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類的生殖系統： 

A、青春期發育成熟，可進行生殖作用，延續族群生命，綿延種族。 

B、人類的生殖過程： 

      
(二)男性生殖系統： 

A、包含睪丸、副睪、輸精管、儲精囊、攝護腺(前列腺)、尿道球腺、及陰莖等部位構成。 

 
B、睪丸 

(1)位於陰囊內，左右各一，內有許多彎曲細長的細精管。 

(2)細精管管壁上的精原細胞(精母細胞)經減數分裂產生精子。 

(3) 細精管之間的間質細胞可分泌睪固酮(雄性激素)，促進生殖器官的發育，及男性第二性

徵的表現。 

C、副睪： 

(1)位於睪丸的後側，由彎曲的小管構成。 

(2)功能： 

甲、精子從細精管開後，活動能力不佳，暫時儲存、停留於副睪內約 2～3 週。 

乙、精子在此繼續發育成熟，成為具有運動能力及使卵受精的成熟精子。 

D、輸精管 

(1)為肌肉質細管，連接副睪與尿道。 

(2)功能：負責運輸精子至尿道。 

E、腺體： 

(1)包含儲精囊、攝護腺(前列腺)、尿道球腺。 

(2)功能： 

甲、可分泌液體，供應精子活動所需的營養，幫助精子沿生殖道前進，並緩衝女性陰

道內的酸性環境。 

乙、所分泌的液體與精子組成精液。 

F、陰囊： 

(1)屬於外生殖器，內有睪丸及副睪。 

(2)保護睪丸並調節溫度，使睪丸能在適合的環境下產生精子。 

G、陰莖： 

(1)屬於外生殖器，內有尿道。 

(2)為性交器官，性興奮時會充血勃起，性高潮會導致輸精管收縮而射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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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女生生殖系統 

A、包含卵巢、輸卵管、子宮、陰道 

 
B、卵巢： 

(1)位於腹腔內，左右各一。 

(2)可以產生卵並分泌雌性激素(動情素及黃體素)。 

(3)卵巢內有兩個特殊構造： 

甲、濾泡。 

(a) 卵巢內有數十萬個的初級卵母細胞，每個初級卵母細胞由許多濾泡細胞所包

圍，合稱濾泡。 

(b) 女性進入青春期後，通常每個月只有一個濾泡發育成熟，濾泡內部會隨著卵細

胞的逐漸成熟而出現空腔，內部則充滿液體。 

(c)排卵時濾泡破裂將卵釋出，卵釋出後隨即進入輸卵管，準備和精子結合。 

(d) 分泌動情素，刺激子宮內膜增生，並發展出新的血管和腺體。 

乙、黃體： 

(a) 排卵後剩餘的濾泡細胞即迅速增殖，形成一個略帶黃色的細胞團，稱為黃體。 

(b) 若卵受精，則黃體可保存數月。若卵未受精，則黃體約兩週後退化。 

(c)分泌動情素、黃體素，使子宮內膜繼續增厚，腺體及組織液增加，以作為胚胎

著床之準備。 

C、輸卵管： 

(1)由肌肉構成，最內層為纖毛柱狀上皮細胞，近卵巢處呈漏斗狀開口。 

(2)左、右輸卵管連接子宮，可藉纖毛運動和肌肉收縮，將卵子由卵巢運送至子宮。 

(3)受精發生於輸卵管的上端。 

D、子宮： 

(1)位於腹腔下方的肌肉組織，中空，內膜部分富含血管。 

(2)為受精卵著床及胎兒發育的場所。 

(3)子宮末端有肌肉環，稱為子宮頸，下連陰道。 

E、陰道： 

(1)陰道為皺褶且極富彈性的通道，一端開口於外。 

(2)功能： 

甲、性交時可以容納陰莖。 

乙、分娩時胎兒產出的通道。 

丙、月經排出體外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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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配子的形成： 

A、生殖系統發育成熟時，在男性的睪丸內產生精子及女性的卵巢內產生卵子的過程。 

B、人類的精子的形成過程： 

(1) 男性的生殖母細胞(精原細胞)位於睪丸內，生殖母細胞可進行有絲分裂，產生更多的精

原細胞，故男性終其一生皆可產生精子，部分生殖母細胞會經減數分裂，產生精子。 

(2) 精子呈蝌蚪狀，頭部主要由含單套染色體的細胞核構成，幾乎不含細胞質，尾部細長，

特化成為鞭毛，是精子游動的重要構造。   

   精原細胞(2n) 複製 初級精母細胞(2n)  第一次減數分裂 兩個次級精母細胞(1n) 

           第二次減數分裂 四個精細胞(1n) 變態 四個精子(1n)。 

           
C、人類的卵子的形成過程： 

(1) 女性的生殖母個胞(卵原細胞)位於卵巢內，經減數分裂可產生一個卵和三個不具受精能

力的極體。 

(2) 分裂過程中，由於細胞質不均等分裂，卵內除了含有單套染色體的細胞核外，還含有

大量的細胞質，可提供受精卵早期發育所需的養分。 

(3)類卵巢排出的卵為次級卵母細胞,僅完成第一減數分裂，受精時才完成的二減數分裂。 

卵原細胞(2n) 複製 初級卵母細胞(2n)  第一次減數分裂  

一個次級卵母細胞(1n)＋一個極體  第二次減數分裂 一個卵(1n)＋三個極體。 

 

(五)月經週期：  

A、人類的月經週期： 

(1)女性子宮會發生週期性的組織增生及剝落，稱為月經週期。 

(2)月經週期的變化與卵巢內某特定濾泡內之卵的發育狀況同步。 

(3) 通常每 28 天一次，會受情緒、健康、活動狀況等因素而有些微的變化。若在 21～40

天之間有規則的變化仍屬正常。 

B、月經週期的變化直接受卵巢分泌的動情素和黃體酮的調控，卵巢的排卵及激素分泌又會受

到腦垂腺分泌之促生殖腺激素(FSH、LH)的影響，而腦垂腺又受到下視丘分泌之促性腺釋

素(GnRH)的調控，三者間構成下視丘－腦垂腺－卵巢的一系列內分泌的調控。 

腺體種類 激素名稱 作用 

下視丘 促性腺釋素(GnRH) 刺激腦垂腺前葉分泌促生殖腺激素（FSH、LH） 

腦垂腺 

濾泡刺激素(FSH) 刺激卵巢中濾泡生長 

黃體成長激素(LH) 
a. 促進排卵 

b. 刺激卵巢中黃體的成長 

卵巢 動情素 a. 促進女性第二性徵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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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刺激子宮內膜增厚 

黃體酮 

a. 刺激子宮內膜增厚 

b. 抑制子宮平滑肌的收縮 

c. 刺激乳腺發育 

 

C、月經週期分為子宮週期和卵巢週期，兩者的生理變化區分為數個階段。 

(1)子宮週期： 

甲、行經期： 

(a)從月經來潮的第一天開始，約持續 3～5 天，稱為行經期，總出血量約在 30～

100 ml 之間。 

(b)產生月經的主要原因是排出的卵沒有受精，導致卵巢內的黃體退化，使體內動

情素和黃體酮的分泌大為減少，造成子宮內膜崩毀，增生的組織和血液會從陰

道排出。  

乙、增生期： 

(a)自月經結束後到

卵巢排卵前的

這段期間，大約

為期 10 天。 

(b)受動情素的作

用，使子宮內膜

增厚，血管、腺

體增生，稱為增

生期。 

丙、分泌期： 

(a)自卵巢排卵後到

下次月經來臨

的期間，由於卵

巢中的黃體會

分泌大量的黃

體酮和動情

素，使子宮內膜

持續增厚，且充

滿血管和腺

體，為受孕做準

備，稱為分泌

期。 

(b)若排出的卵未受

精，子宮內膜無法維持增厚，約在排卵後第十四天崩毀，進入下一個月經週期

的行經期。 

(2)卵巢週期： 

甲、區分為濾泡期、排卵期及黃體期。 

乙、濾泡期： 

(a) 自月經的第一天起至排卵前，為卵巢的濾泡期，此時子宮正好處於行經期和增

生期。 

(b) 這段期間，下視丘分泌釋放激素  促使腦垂腺前葉分泌濾泡刺激素(FSH)  

刺激卵巢內數個濾泡開始發育，並分泌動情素  促使子宮內膜增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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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其中只有一個濾泡會發育成熟。 

(d) 由於濾泡可能受到其他因素干擾，成熟所需的時間長短不一，所以濾泡期的長

短也不一致，這也是影響月經週期長短的主要因素。  

丙、排卵期： 

(a) 通常行經後的第十四日為排卵日。 

(b) 排卵前大約 24 小時，動情激素會刺激下視丘和腦垂腺，使腦垂腺前葉分泌大量

的黃體成長激素(LH)，使得 LH 的濃度上升至最高。 

(c)高濃度的 LH 會刺激成熟的濾泡破裂排出次級卵母細胞。  

丁、黃體期： 

(a) 排卵後，濾泡在 LH 的作用下發育成黃體。 

(b) 黃體分泌的黃體酮及動情素，可促使子宮內膜繼續增厚，此時子宮正好處於分

泌期，以利受精卵著床。 

(c)若排出的卵沒有受精，一天後便失去活性，因動情激素和黃體激素會迴饋抑制

下視丘和腦垂腺前葉的分泌，而使 FSH 和 LH 的分泌量減少，黃體也會在排卵後

第十天左右開始退化，使得動情素和黃體素的分泌量大減，導致子宮內膜的剝

落，於是一個新的月經週期又開始了。   

(d) 黃體期的長度通常較固定，平均約為 14 天，黃體期若小於十一天，則有黃體功

能不足的現象，將影響到懷孕初期胚胎的安定性。 

卵巢週期 濾泡期 排卵期 黃體期 

期間 第 1～13 天 第 14 天 第 14～28 天 

腦垂腺分 

泌的激素 
FSH＋LH 高濃度 LH LH 

卵巢變化 

1.子宮處於行經期和增生期。 

2.卵巢中的濾泡接受腦垂腺
前葉分泌的 FSH 刺激，卵
巢內的濾泡開始發育。 

3.其中一個初級卵母細胞完
成第一減數分裂，形成次級
卵母細胞及極體。 

排卵前約 24 小
時，濾泡破裂釋出
次級卵母細胞。 

剩餘的濾泡組織形
成黃體 

卵巢分泌 

的激素 
濾泡細胞分泌動情素  

黃體分泌動情素與
黃體素 

說明 濾泡期的時間通常較不一定，這也是影響月經週期的主因。 

           (FSH：促濾泡成長激素；      LH：黃體成長激素) 

子宮週期 行經期 增生期 分泌期 

期間 第 1～5 天 第 6～14 天 第 15～28 天 

子宮 

內膜變化 

崩解形成

月經 

受動情激素刺激， 

子宮內膜開始增厚 

受黃體素與動情素刺激，子宮內膜

持續增厚，並富含微血管及腺體。 

                      (一般說的月經週期常是指子宮週期。) 

(3)迴饋機制： 

甲、激素分泌的調控機制，即當激素濃度過低時，將促進腺體分泌，反之過高時則抑

制分泌。 

乙、下視丘和腦垂腺的激素分泌量有週期性計畫，並會受血液中黃體素和動情素濃度

變化的迴饋作用。而調節其分泌量如黃體素和動情激素升高，可減少腦垂腺分 

FSH 和 LH'使新的卵不能發育、成熟,也不會排卵。  



４５ 

5-6_生殖 

丙、  

          
(六)懷孕與分娩 

A、懷孕： 

(1)懷孕是自受精起，直到胎兒產出前的過程。 

(2)懷孕期若由受孕日開始算起，約需 266 天(38 週)；若由懷孕前最後一次行經期開始算

起，則約為 280 天(40 週)。 

(3)正常男性一次射精約含有上億個以上的精子。精子進入陰道後，藉著子宮、輸卵管肌

肉收縮的協助，以及尾部鞭毛的擺動而接近卵，但最後能夠抵達輸卵管上端的只有幾百

個而已。 

(4)這些精子在女性體內約可存活 2～3 天，一旦有一個精子鑽進卵內，卵的周圍便立即形

成一層保護膜，以阻止其他精子進入，這種精子和卵結合的現象稱為受精。 

  

(一)懷孕與分娩 

A、射精： 

(1)男女性交時，男性達到性高潮而射精。 

(2)精液射在女性的子宮頸附近。 

B、受精： 

(1)精子藉鞭毛運動，自子宮頸進入

子宮及輸卵管中，約在輸卵管前

端 1／3 處精子和卵子結合。 

(2)精子的細胞核會進入卵內，並和

卵的細胞核結合成受精卵，完成

受精作用。 

(3)當第一個精子進入卵細胞時，卵

細胞的表面會發生變化，以阻止其他精子再進入，因此每個卵只能和一個精子受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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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卵裂： 

(1)時間：卵(其實是次級卵母細胞)於輸卵管內受精後約 30 小時，開始第一次有絲分裂。 

(2)場所：在輸卵管中進行，受精卵一面進行有絲分裂，一面自輸卵管向子宮移動。 

(3)特點： 

甲、為一連串的有絲分裂。 

乙、細胞只分裂，不分離。 

丙、細胞愈分愈小，形成小細胞團細胞數目增多，但總體積不變。 

D、胚胞形成： 

(1)時間：發育中的受精卵約受精後第 3 天到達子宮，並發育成胚胞。 

(2)場所：子宮內。 

(3)構造： 

甲、滋胚層：胚胞的表面有一層細胞。 

乙、內細胞群：胚胞內部的一團細胞。 

丙、胚胞腔：內充滿液體。 

E、著床： 

(1)時間：受精後第 7 天開始著床至第 11 天完成。 

(2)過程： 

甲、 胚胞先附著於子宮

內膜上。 

乙、 由滋胚層分泌酵

素，以分解子宮內

膜，使胚胞漸漸植

入。 

丙、 至第 11 天，整個胚

胞可完全包埋於子

宮內膜中，著床乃告

完成。 

丁、 人類絨毛膜性腺激

素(HCG)： 

(a) 著床前的胚胞就

已經開始分泌人

類絨毛膜性腺激

素。 

(b)此激素隨血液到達卵巢後，會使黃體暫不萎縮。黃體繼續分泌黃體素及動情

素，促使子宮內膜維持肥厚，以利受精卵著床。 

(c)因子宮內膜並不剝落，所以不會有月經發生。 

(d)由於 HCG 是由胚包分泌，且會出現在孕婦的尿液中，因此常做為一般檢驗懷孕

的方法。通常於下次月經來臨前 2～3 天驗尿，即可知道是否懷孕。 

F、胚胎的發育： 

(1)胚胞著床後繼續發育，形成胚胎。 

(2)胚外膜的形成：胚胞的部分細胞分

化為胚外膜(包括絨毛膜、羊膜、

卵黃囊和尿囊)。用於保護及滋養

發育中的胚胎。 

甲、絨毛膜：位於胚胎的最外

層，部分絨毛膜和母體子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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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膜共同形成胎盤。 

乙、 羊膜：包圍於胚胎的外圍，內含羊水，可減少胚胎受機械性的傷害，並使胚胎在

溼潤的環境中生長及活動。 

丙、 卵黃囊：人類因不含卵黃，故不能供給胚胎發育所需的養分，較卵生動物退化。 

丁、 尿囊：較卵生動物退化。   

(3)胎盤：  。 

甲、 形成：部分絨毛膜和母體子宮內膜共同形成胎盤。 

乙、 功用： 

(a) 胎盤形成後會取代黃體，成為懷孕期間維持子宮內膜增生的激素之主要來源。 

(b)為胚胎或胎兒與母體問養分與廢物等物質交換的場所。 

G、胎兒的形成： 

(1)胚胎在子宮內發育至第 4 週

時，心臟即開始搏動。 

(2)至第 8 週時已形成頭、臉、四

肢等構造而初具人形，此時則

稱為胎兒。 

(3)胎兒的養分供給： 

甲、胎盤會藉由臍帶與胚

胎相連。臍帶內有血管，來自母體的養分經胎盤再透過臍帶送至胎兒。 
乙、臍動脈：有 2 條，較細，養分低，含氧量低，為缺氧血。胎兒母親。 

臍靜脈：一條，較粗，養分多，含氧量高，為充氧血。母親胎兒。 

             
丙、母子雙方血液並非直接相通，而是藉擴散作用及主動運輸方式於胎盤中完成養

分、廢物、氧和二氧化碳等物質的交換。 

丁、母體血液中的物質，若含有某些藥物或病毒，也可能經由胎盤進入胎兒體內影響

其發育。 

H、 分娩： 

(1)定義：胎兒出生的過程，稱為分婉。 

(2)時間：由最後一次月經來臨的第一日算起，約 40 週的時間(約 280 天)，提早在 28 週或

延至 45 週才產下的嬰孩也可能存活。 

(3)機制： 

甲、 懷孕約在第 6 至第 7 個月時，胎兒會在子宮內翻轉，形成頭下腳上的姿勢，有利

於分娩。 

乙、 分娩時，腦垂腺後葉釋放催產素作用於子宮平滑肌，使其規律地收縮產生陣痛，

並擠壓胎兒造成羊膜破裂，而使羊水經陰道排出流出。 

丙、 隨著陣痛的加強，間歇也漸漸縮短，胎兒終於被擠出陰道而誕生。 

丁、 胎兒出生後約十多分鐘，由於子宮的另一陣收縮，胎盤及胚外膜由母體脫落而排

出，合稱胞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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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節育(避孕)： 

A、在所有胎盤哺乳類動物的新生個體中，人類嬰兒是最脆弱且無法獨立生存，需要親代照顧

最久的一種生物。因此在自己還無足夠的能力妥善照顧下一代之前，適當的避孕是負責任

的行為。 

B、避孕的方法依受精及懷孕過程，可分為三大類： 

(1)每一種避孕方法，其作用原理及效果也有所不

同。 

(2)子宮內避孕器較適合曾經生育過子女的婦女使

用。 

(3)輸精管及輸卵管結紮是永久性的避孕方法。 

(4)使用保險套的優點是兼具預防疾病的功能，但

避孕效果並不是最好。 

(5)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避孕方法，並遵守醫護人員

的指示，才能達到避孕目的。 

(6)量測體溫可用來推算排卵的時間。 

避孕原理 實例 

使卵不能發育成熟及排出 避孕藥丸抑制卵的成熟及排出 

使卵和精子不能相遇 

1.保險套和子宮帽可以阻止精子和卵的結合。 

2.安全期推算法 

3.測量基礎體溫，排卵前體溫較低，排卵日的體溫最

低，排卵後的體溫較高，可藉此預測排卵日。 

4.輸精管或輸卵管結紮為勇就避孕的方法，成功率最

高。 

干擾或阻止受精卵著床 
裝置子宮內避孕器可造成無菌性的子宮發炎，可以干

擾胚胎，使受精卵不易著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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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殖系統】 

(   )1.下列哪個構造並非成對存在的？   

(A)睪丸  (B)儲精囊  (C)尿道球   (D)攝護 。 

(   )2.甲、攝護 ，乙、尿道球 ，丙、儲精囊，人類男性排出精液，以上三個 體的分泌物進入

輸精管之順序為何？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丙甲乙  (D)乙甲丙。 

(   )3.人類的卵於何處完成受精作用？   

(A)卵巢  (B)子宮  (C)子宮頸  (D)輸卵管。 

(   )4.人類男性的雄性素產自何處？   

(A)睪丸  (B)副睪  (C)攝護   (D)儲精囊。 

(   )5.下列有關人類生殖系統的敘述，其中哪一項正確？   

(A)每個濾泡中有多個卵  (B)卵自卵巢排出後，不論受精與否子宮內膜皆出現增厚現象  (C)

睪丸內的細精管，其管壁的細胞經有絲分裂而產生精子  (D)卵與精子在子宮內受精。 

(   )6.關於人類女性生殖器官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卵巢位於腹腔，可分泌雌性素  (B)輸卵管由肌肉構成，與卵巢相連  (C)子宮為倒置梨形

的肌肉囊，為胎兒發育的場所  (D)子宮末端的肌肉環稱為子宮頸。 

(   )7.下列各組雌、雄性構造的功能對照比較，何組相似性最低？   

(A)細精管─陰道  (B)卵巢─睪丸  (C)輸精管─輸卵管  (D)細精管間的細胞─濾泡細胞。 

(   )8.胎盤是由母體的子宮內膜和哪一種胚外膜共同組成？   

(A)卵黃囊  (B)絨毛膜  (C)羊膜  (D)尿囊。 

(   )9.人類男性生殖系統中，下列哪一個構造的功能與其他三者的差異性最大？   

(A)睪丸  (B)儲精囊  (C)攝護   (D)尿道球 。 

(   )10.男性的攝護 腫大時，可能會出現什麼症狀？   

(A)無法射精  (B)排尿困難  (C)無法勃起  (D)無法製造精子。 

(   )11.女性下腹部的構造有甲、直腸，乙、膀胱，丙、子宮，由腹側至背側的排列順序應為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丙甲乙  (D)乙甲丙。 

(   )12.關於男性生殖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   

(A)睪丸可以分泌酵素以促進精子生成  (B)儲精囊可以分泌精液與貯存精子  (C)攝護 與

尿道球 都是兩兩成對的構造  (D)精子與精液由尿道排出體外。 

(   )13.男性的生殖構造中，產生精子及睪固 的地方分別為何？   

(A)睪丸，睪丸  (B)睪丸，副睪  (C)副睪，睪丸  (D)副睪，副睪。 

(   )14.關於女性生殖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   

(A)卵巢與男性的睪丸一樣可以進行減數分裂產生配子  (B)輸卵管與輸精管一樣可以將配

子排出體外  (C)濾泡細胞與攝護 一樣可以分泌物質以保護配子  (D)子宮與儲精囊一樣

可以貯存配子。 

(   )15.在睪丸橫切面的哪一部位可見具有鞭毛的精子？   

(A)細精管管壁的表層  (B)細精管管壁的內緣  (C)細精管管壁的中間層  (D)細精管管壁外

緣間隙中。 

(   )16.下列有關於男性生殖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   

(A)睪丸在進入青春期才開始發育  (B)顯微鏡下可見成熟的精子分布於細精管管壁周圍  

(C)儲精囊可分泌酸性黏液以活化精子  (D)輸精管與尿道交會於攝護 附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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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下列有關男性生殖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有三答)  

(A)製造精子的地方是細精管 (B)貯存精子的地方是儲精囊 (C)細精管之間的細胞可分泌

睪固  (D)尿道球 可分泌酸性液體，以利於精子生存和運動 (E)副睪是精子成熟和暫時

貯存的場所。 

(   )18.右圖為男性生殖系統的示意圖，請根據此圖選出正確敘述。(有二答)  

(A)甲為貯存精子的構造，也有分泌精液的功能 (B)乙與丙分泌的物

質為弱鹼性，可以維持精子的活性 (C)丁可以分泌男性激素，促進

精子的生成 (D)戊位於陰囊內，由許多細精管所組成 (E)己為尿

道，可以輸送精子與尿液。 

(   )19.下列有關男性的生殖系統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三答)  

(A)陰囊可調節睪丸的溫度 (B)睪丸細精管可製造精子 (C)睪丸細精管間細胞可分泌精液 

(D)儲精囊是暫時貯存精子的場所 (E)攝護 和尿道球 可分泌弱鹼性液體。 

(   )20.成年男性的哪些構造，可分泌弱鹼性液體，與精子混合形成精液？(有三答)  

(A)副睪 (B)攝護  (C)儲精囊 (D)尿道球  (E)細精管的管間細胞。 

(   )21.右圖為女性生殖系統的示意圖，請選出正確的敘述。(有三答) 

(A)受精作用的發生地點為 A (B)A 可以藉由肌肉收縮以運輸

卵 (C)B 可以分泌女性荷爾蒙 (D)B 受到下視丘與子宮的控

制 (E)C 為胚胎發育的場所。 

(   )22.關於男性的生殖構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有二答)  

(A)陰囊的細胞分泌睪固 刺激睪丸產生精子 (B)細精管與輸精管的管壁細胞行減數分裂

產生精子 (C)攝護 與尿道球 分泌鹼性物質以活化精子 (D)儲精囊與副睪可以貯存精

子並促進精子成熟 (E)陰莖因血管擴張而充血勃起以協助射精。 

 

【月經週期】 

(   )1.右圖為人類女性子宮內膜在月經週期中的變化，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a 為行經期，此時子宮內膜最薄  (B)b 為濾泡期，此時

卵巢分泌動情素  (C)c 為排卵期，此時動情素停止分泌  

(D)d 為黃體期，此時子宮內膜繼續增厚  (E)e 為行經期，

此時黃體素大量分泌。 

(   )2.右圖為人類女性子宮週期的變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a 為行經期，此時子宮內膜每日逐漸減少  (B)b 為增生期，此時卵巢分泌動情素  (C)d

為分泌期，此時子宮內膜繼續增厚  (D)e 此時黃體 大量分泌。 

(   )3.設排卵，FSH 之分泌，濾泡發育，黃體 之分泌，則在月經週期中，上述各項發生

先後應為   

(A)  (B)  (C)  (D)。 

(   )4.女性月經週期中的增生期，主要是由於下列何種激素的作用而使子宮內膜增厚？   

(A)黃體   (B)動情素  (C)濾泡刺激素  (D)黃體成長激素。 

(   )5.關於濾泡週期的變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如果從月經來的第一天來算，排卵是第 14 天；

平均 28 天會有一個卵成熟，從濾泡細胞排出；從卵巢所排出的卵是初級卵母細胞；

排卵後，濾泡細胞變成黃體。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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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小英的月經週期為 40 天，假設她於 9 月 6 日月經開始到來，則推測她可能於何月何日排卵？   

(A)9 月 16 日  (B)9 月 20 日  (C)9 月 28 日  (D)10 月 2 日。 

(   )7.人類女性的卵巢週期有下列各階段： 

(1)排卵期； (2)黃體期； (3)濾泡期，其正確的變化次序為何？   

(A)1→3→2  (B)2→1→3  (C)3→2→1  (D)3→1→2。 

(   )8.在女性的卵巢週期中，今有下列四個現象：甲、濾泡分泌動情素，乙、黃體消失，丙、分泌

黃體 ，丁、排卵，其正確順序為   

(A)甲乙丙丁  (B)甲丁丙乙  (C)甲丁乙丙  (D)甲丙丁乙。 

(   )9.人類女性生殖週期中卵巢和子宮內膜的變

化如右圖，下列相關敘述何者正確？ 

(A)甲期是行經期  (B)排卵是在 A 時  (C)

在乙期，動情素及黃體 分泌量漸增  (D)

在丁期腦垂 分泌 LH，促進濾泡生長並分

泌動情素。 

(   )10.下列何種激素在哺乳動物排卵前與排卵

後都會增多？   

(A)黃體   (B)動情素  (C)黃體成長激素  (D)濾泡刺激素。 

(   )11.對於女性生殖週期的敘述，何者正確？   

(A)排卵期約發生在行經期的中間日  (B)濾泡期的子宮內膜最厚  (C)排卵後，濾泡細胞迅

速生長成黃體  (D)懷孕期間仍有濾泡發育，但不排卵。 

(   )12.下列有關人體月經週期的數個過程：a.卵巢排卵  b.腦垂 分泌濾泡刺激素（FSH）  c.濾

泡發育並分泌動情素  d.黃體分泌黃體 ，其先後順序為何？   

(A)bacd  (B)badc  (C)bcad  (D)cbda。 

(   )13.關於女性於青春期之後的「排卵」，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黃體成熟之後即可排卵  (B)所排出來的「卵」為單套的細胞  (C)「排卵」會受到子宮

內膜厚度的影響  (D)排卵時的子宮內膜厚度最厚。 

(   )14.下列哪種激素沒有參與月經週期的變化？   

(A)促生殖 激素  (B)動情素  (C)黃體成長激素  (D)人類絨毛膜性 激素。 

(   )15.下列為四句對於女性卵巢排出來的「卵」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一個濾泡可以排出 4 個「卵」  (B)必須在 3 天之內完成受精  (C)必須再經過一次分裂

才能與精子結合  (D)可以經由有絲分裂或減數分裂而產生。 

(   )16.呂老師結婚之後希望可以生一個小孩，應該在什麼時間最容易受孕？   

(A)月經來潮前一週  (B)月經來潮後一週  (C)月經來潮前兩週  (D)月經來潮時。 

(   )17.女性的卵巢週期中有三個時期，其正確的順序為何？   

(A)排卵、黃體期、濾泡期  (B)排卵、濾泡期、黃體期  (C)濾泡期、排卵、黃體期  (D)黃

體期、排卵、濾泡期。 

(   )18.下列哪一個激素可以直接影響子宮內膜的厚度？   

(A)促生殖 激素  (B)黃體成長激素  (C)濾泡刺激素  (D)動情素。 

(   )19.關於人類女性生殖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每個濾泡組織內有多個雌性生殖母細胞  (B)青春期後每個月左、右卵巢各有一個濾泡發

育成熟  (C)排卵排出的是已經第二減數分裂形成的卵  (D)卵細胞核內不具同源染色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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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在女性月經週期與卵巢週期中，哪一期的黃體 分泌量最多？   

(A)分泌期  (B)增生期  (C)排卵期  (D)濾泡期。 

(   )21.為了早期發現子宮頸癌，成年女性每年須定期接受子宮頸抹片檢

查，請問子宮頸位於圖內構造中的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   )22.下列何者是刺激成熟濾泡破裂排卵的主要激素？   

(A)黃體   (B)動情素  (C)黃體成長激素  (D)濾泡刺激素。 

(   )23.右圖為女性生殖週期中子宮內膜變化示意圖，下列何者正確？ 

(A)(a)日最容易受孕成功  (B)(b)日為月經週期第一天  (C)甲

的變化是因濾泡萎縮所引起  (D)乙的變化是由動情素所引起。 

(   )24.下列關於女性月經週期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三答)  

(A)濾泡期時，腦垂 分泌濾泡刺激素（FSH）和黃體成長激素

（LH），兩者皆會刺激濾泡的成熟 (B)濾泡期時，動情素濃度增高，可產生正回饋，引發

FSH 和 LH 的急速分泌 (C)排卵後，濾泡中黃體 濃度降低，抑制腦垂 分泌 FSH 和 LH 

(D)若排卵後未受孕，黃體萎縮，黃體 濃度下降，子宮內膜剝落，造成月經 (E)在懷孕期

間，黃體將維持至分娩時，以持續分泌動情素與黃體 ，維持子宮內膜的生長與增厚。 

(   )25.下列有關女性生殖系統的敘述，何者正確？(有二答)  

(A)卵巢內有無數個濾泡，每個濾泡是由一個卵母細胞和多個濾泡細胞所組成 (B)輸卵管和

卵巢連結，以承接卵巢所排出的卵 (C)卵巢在每一次生殖週期中，會有多個濾泡同時成熟 

(D)子宮位於腹腔，可提供受精卵著床 (E)陰道是胎兒產出之處，也能排出尿液。 

(   )26.下列關於女性月經週期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三答)  

(A)黃體期時，腦垂 分泌黃體成長激素刺激濾泡排卵 (B)排卵前，血中 LH 濃度會達到最

高峰，促進排卵 (C)排卵後，濾泡中黃體 濃度降低，避免一次排兩個卵 (D)若排卵後未

受孕，子宮內膜剝落造成月經 (E)在懷孕期間，黃體持續分泌激素以維持子宮內膜的生長

與增厚。 

(   )27.下列哪些激素直接影響子宮內膜的變化？(有二答)  

(A)催產素 (B)黃體  (C)動情素 (D)黃體成長激素 (E)濾泡刺激素。 

(   )28.下列關於女性月經週期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三答) 

(A)濾泡期時，腦垂腺分泌濾泡刺激素(FSH)和黃體刺激素(LH)，後者進而刺激濾泡的成熟  

(B)排卵前，血中 LH 濃度會達到最高峰，刺激排卵，此時基礎體溫略為上升 (C)排卵後，濾

泡中黃體素濃度降低，抑制腦垂腺分泌 FSH 和 LH  (D)若排卵後未受孕，黃體萎縮，黃體

素濃度下降，子宮內膜剝落，造成月經  (E)在懷孕期間，黃體持續分泌動情素和黃體素一

段時間，以維持子宮內膜的生長與增厚。 

 

【懷孕】 

(   )1.人類的卵受精後，以何種狀態開始植入子宮內膜？   

(A)胚胎  (B)胚胞  (C)胞衣  (D)胎兒。 

(   )2.下列有關人類受精及胚胎發育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受精作用多發生於子宮  (B)卵受精後立即進行細胞分裂  (C)受精後第 7 天已發育為胚

胞，並開始著床  (D)受精後第 4 週時已初具人形，始稱為胎兒。 

(   )3.人類胚胎臍帶的形成，不包括下列哪一種胚外膜？   

(A)羊膜  (B)尿囊  (C)卵黃囊  (D)絨毛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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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下列關於人類生殖與胚胎發生的敘述，何者正確？ 

(A)卵黃囊內含養分，供胚胎發育  (B)受精卵移動至子宮著床後，再開始進行有絲分裂  (C)

胚胎與母體血管在胎盤處直接相通，交換氣體  (D)胚胎的代謝廢物經胎盤由母體排除。 

(   )5.胚胞的內細胞群具何功能？   

(A)分泌酵素分解子宮內膜  (B)分泌激素供驗孕依據  (C)提供胚胎養分  (D)增殖而形成外

胚層、內胚層。 

(   )6.甲、胎盤和臍帶的排出，乙、催產素量突增，丙、陣痛間期縮短，丁、胎兒頭部產出，依照

正常的分娩過程，依序排列為   

(A)丙丁乙甲  (B)乙丙丁甲  (C)乙丙甲丁  (D)乙甲丙丁。 

(   )7.下列有關受精卵進行卵裂的敘述，何者正確？   

(A)卵受精後立即開始進行卵裂  (B)細胞的數目和體積均增加  (C)形成實心的細胞團  (D)

形成空心的細胞團。 

(   )8.下列有關人類絨毛膜性 激素（HCG）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由孕婦的子宮內膜所分泌  (B)可維持黃體的發育與分泌  (C)會出現在孕婦的尿液中  

(D)是一般驗孕劑檢測的目標。 

(   )9.有關人類胚外膜之敘述，何項錯誤？   

(A)絨毛膜與子宮內膜密接處形成胎盤  (B)羊膜包裹尿囊與卵黃囊形成臍帶  (C)卵黃囊內

不含卵黃，為無功能的退化遺跡  (D)尿囊有貯存胚胎代謝廢物的功能。 

(   )10.人類胚胎發育的過程有：甲、著床，乙、三胚層形成，丙、胚胞，丁、卵裂，戊、胎兒，則

其發育次序為   

(A)丁丙乙甲戊  (B)丙丁甲乙戊  (C)丁丙甲乙戊  (D)甲乙丙丁戊。 

(   )11.右圖為胎盤與臍帶的示意圖，請選出正確的敘述。   

(A)甲─臍動脈  (B)乙─臍靜脈  (C)甲負責將養分由母

體送到胎兒  (D)甲、乙兩血管直接與母體之血管連接。 

(   )12.下列有關人類胚胎發生和分娩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受精卵移動至子宮著床後，再開始進行有絲分裂  (B)

胚胞的滋胚層是由濾泡細胞分化而成  (C)胚胎與母體

血管在胎盤處沒有直接相通，僅藉微血管間進行氣體交

換  (D)分娩時的陣痛是因羊膜破裂所引起。 

(   )13.下列有關人類胚胎發生和分娩的敘述，何者正確？   

(A)滋胚層是由濾泡細胞分化形成  (B)臍帶是羊膜包裹卵黃囊與尿囊所形成  (C)分娩時的

陣痛是因羊膜破裂所引起  (D)餵乳的母親約在產後第 6 週開始有月經。 

(   )14.下列有關人類胚外膜的敘述，何者正確？   

(A)絨毛膜會分泌羊水包圍胎兒  (B)羊膜包裹卵黃囊和尿囊形成臍帶  (C)卵黃囊內存有卵

黃，提供胚胎發育所需養分  (D)尿囊有貯存胚胎代謝廢物的功能。 

(   )15.關於人類產生配子的過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生殖母細胞經由減數分裂產生配子  (B)一個生殖母細胞分裂後皆可產生4個雌或雄配子  

(C)極體雖然體積小但仍有受精能力  (D)精細胞的染色體條數為精子的兩倍。 

(   )16.人類胚胎發育的過程包括：甲、著床，乙、三胚層形成，丙、胚胞，丁、卵裂，戊、胚胎，

則其發育次序為   

(A)丁丙乙甲戊  (B)丁丙戊甲乙  (C)丁丙甲戊乙  (D)丁甲丙乙戊。 

(   )17.人類絨毛膜性 激素的功能與下列何種激素最為相近？   

(A)濾泡刺激素  (B)黃體成長激素  (C)動情素  (D)黃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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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關於「卵裂」的解釋，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是受精卵進行有絲分裂的過程  (B)細胞的數量以 2n增加  (C)當受精卵移動至子宮才開

始進行細胞分裂  (D)卵裂前後的細胞總體積不變。 

(   )19.下列哪一種胚外膜的功能與胚胎養分、氧攝取及代謝廢物排出有關？   

(A)尿囊  (B)羊膜  (C)絨毛膜  (D)卵黃囊。 

(   )20.受精卵的卵裂與一般的有絲分裂有何不同？   

(A)產生聯會現象  (B)發生基因重組  (C)染色體數目減半  (D)分裂後細胞不增大。 

(   )21.李太太於 1 月 1 日排卵，如果有機會懷孕成功，最快什麼時候可以檢測出來？   

(A)排卵隔天：1 月 2 日  (B)排卵後一週：1 月 8 日  (C)排卵後兩週：1 月 15 日  (D)排卵

後一個月：2 月 1 日。 

(   )22.婦產科醫生幫徐太太施打「安胎針」，以降低流產的機率，請問「安胎針」的主要成分為何？   

(A)濾泡刺激素  (B)黃體成長激素  (C)黃體   (D)人類絨毛膜性 激素。 

(   )23.胎兒的含氮廢物由哪一條血管排出體外？   

(A)腎動脈  (B)腎靜脈  (C)臍動脈  (D)臍靜脈。 

(   )24.懷孕中的婦女，會出現下列哪些生理變化？ 

(A)子宮內膜仍然維持週期性的變化  (B)卵巢依然排卵但無法受精  (C)排卵後可以受精但

無法著床  (D)不排卵也無月經。 

(   )25.有關臍帶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內含有 2 條血管  (B)血液的流向為雙向  (C)是母體與胎兒交換物質的場所  (D)可以分

泌激素。 

(   )26.精細胞變成精子的過程中，經歷了什麼變化？   

(A)DNA 含量減半  (B)染色體數目減半  (C)細胞質含量減少  (D)活動力下降。 

(   )27.下列有關人類胚胎發生與胚外膜的敘述，何者正確？   

(A)卵黃囊提供養分促使胚胎發育，卵黃囊隨胚胎發育而逐漸變小  (B)尿囊暫存胎兒代謝廢

物，尿囊隨胚胎發育而逐漸變大  (C)羊膜包覆胎兒周圍以提供保護，羊膜隨胚胎發育逐漸

變大  (D)絨毛膜與子宮內膜形成胞衣維持胎兒溫度，絨毛膜會隨胚胎發育而逐漸變大。 

(   )28.下列哪一細胞的 DNA 含量與其他三者不同？   

(A)精細胞  (B)精子  (C)第一極體  (D)第二極體。 

(   )29.人類絨毛膜性 激素由哪一個構造所分泌？   

(A)受精卵  (B)胚胞  (C)胎兒  (D)絨毛膜。 

(   )30.下列有關於人體胚胎發生的過程，何者錯誤？   

(A)卵與精子在輸卵管接近子宮處完成受精作用  (B)受精卵著床的時間約受精 1週後  (C)6

週後可以觀察到胚胎所形成的臍帶  (D)8 週後的胚胎已經具有人形。 

(   )31.下列哪一個胚外膜的功能與子宮內膜最相似？   

(A)絨毛膜  (B)羊膜  (C)卵黃囊  (D)尿囊。 

(   )32.人類配子形成的過程中，染色體套數減半發生於何時？   

(A)第一減數分裂開始前  (B)第一減數分裂結束前  (C)第二減數分裂開始後  (D)第二減數

分裂結束後。 

(   )33.就切除子宮的婦女而言，下列何者正確？ 

(A)不能排卵，第二性徵正常  (B)正常排卵，第二性徵正常  (C)月經正常，第二性徵正常  

(D)月經失調，第二性徵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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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孕婦的尿液中含有下列何種激素，是一般檢測懷孕的指標？   

(A)黃體   (B)黃體成長激素  (C)濾泡刺激素  (D)人類絨毛膜性 激素。 

(   )35.下列何種胚外膜並不參與構成胎兒的臍帶？   

(A)羊膜  (B)尿囊  (C)絨毛膜  (D)卵黃囊。 

(   )36.懷孕第幾週的胚胎已出現各種器官，並已具人形，可稱為胎兒？   

(A)4  (B)6  (C)7  (D)9。 

(   )37.下列有關臍帶內血管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有兩條臍動脈與一條臍靜脈  (B)臍動脈屬於母體的血管，負責將來自母體的養分和氧送

到胎兒體內以供胎兒利用  (C)臍靜脈屬於胎兒的血管，負責將胎兒的代謝廢物和二氧化碳

運送至胎盤交由母體血液排除  (D)臍動脈和臍靜脈的血液來自母體子宮內膜的血管。 

(   )38.下列何種構造中不可能發現卵細胞？   

(A)濾泡  (B)子宮  (C)黃體  (D)輸卵管。 

(   )39.下列何種激素可使黃體持續分泌激素，阻止月經的發生，也是懷孕測試指標？   

(A)HCG  (B)LH  (C)FSH  (D)黃體 。 

(   )40.分娩的陣痛是由下列何種激素所引起？   

(A)HCG  (B)催產素  (C)催乳激素  (D)助孕素。 

(   )41.臍帶由右圖哪些構造共同組成？   

(A)甲、丙  (B)丁、戊  (C)甲、丙、丁  (D)乙、丁、戊。 

(   )42.分娩的過程，由先而後的排序為何？ 

(1)胎兒出生；(2)陣痛；(3)臍帶結紮剪斷；(4)陣痛加強，間歇縮短；

(5)羊膜破裂；(6)胞衣排出   

(A)(2)(4)(1)(5)(6)(3)  (B)(2)(4)(5)(1)(3)(6)  (C)(2)(4)(5)(1)(6)(3)  (D)(4)(3)(5)(6)(1)(2)。 

(   )43.下列有關臍帶內血管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二答)  

(A)是來自母體的血管 (B)是來自胎兒的血管 (C)有兩條臍動脈和一條臍靜脈 (D)臍動脈

可將氧和養分運回胎兒體內 (E)臍靜脈可將二氧化碳和代謝廢物運至胎盤。 

(   )44.下列有關右圖的敘述，何者正確？(有三答)  

(A)此構造在輸卵管內可發現 (B)甲處空心，內充滿氣體 (C)

丁處的細胞將來會發育成各器官 (D)丙可分泌酵素分解子宮

內膜 (E)戊處細胞的基因形式和母體相同。 

(   )45.有關人類生殖作用之敘述，何者正確？(有二答)  

(A)受精作用發生在輸卵管的後側端 (B)卵受精後 30 小時，

才開始第一次的有絲分裂 (C)在輸卵管中的受精卵一面分裂，一面移動，也一面長大 (D)

受精卵到達子宮時發育為胚胞 (E)著床與胚胞內細胞團所分泌的酵素有關。 

(   )46.有關人類生殖與胚胎發育的敘述，正確的有哪些？(有二答)  

(A)精子於進入子宮頸後，僅能靠自力進入輸卵管上端 (B)當卵與精子完成受精作用後，馬

上進行卵裂，以防止其他精子再進入 (C)剛開始受精卵卵裂的結果並未使胚胎增大，僅增

加了細胞的數目 (D)受精卵在子宮內將發育成胚胞，其表面由內細胞團構成，內部則形成

滋胚層 (E)胚胞主要靠滋胚層分泌酵素分解子宮壁而漸植入子宮壁，完成著床。 

(   )47.下列何者為人類絨毛膜性 刺激素的功能？(有二答)  

(A)促使黃體分泌動情素 (B)促使黃體分泌黃體  (C)促使卵巢排卵 (D)促使子宮內膜剝

落 (E)促使卵巢分泌絨毛膜性 激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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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臍帶是由下列哪些構造發育而成？(有三答)  

(A)羊膜 (B)絨毛膜 (C)子宮內膜 (D)卵黃囊 (E)尿囊。 

(   )49.女性月經週期中子宮內膜的變化如右圖，下列有關子宮內

膜的變化與卵巢週期的敘述，哪些是合理的？(有三答)  

(A)甲期：濾泡期 (B)丙期：黃體期 (C)濾泡分泌動情素

刺激子宮內膜增生 (D)黃體只分泌黃體 而不分泌動情

素 (E)丁期：卵未受精，黃體 與動情素分泌減少，造成

子宮內膜崩離。 

(   )50.右圖為人類受精卵發育至第 8 天的胚胞，下列何者正確？(有二答)  

(A)甲為胚胞的滋胚層 (B)乙為胚胞的內細胞群 (C)丙為胚胞的

內胚層 (D)丁為羊膜腔 (E)戊為胚胞的外胚層。 

(   )51.女性子宮內膜的增厚是受到下列哪些激素的直接影響？(有二答)  

(A)GnRH (B)FSH (C)LH (D)動情素 (E)黃體 。 

(   )52.有關女性月經週期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有二答)  

(A)若卵有完成受精作用，則孕期內無月經 (B)在黃體內可發現次級卵母細胞 (C)每一個

濾泡中只有一個卵成熟 (D)在濾泡期中直接促進子宮內膜增厚的激素是黃體  (E)成熟

女性的排卵時間在行經時間。 

(   )53.右圖為人類女性的生殖週期某兩種激素的變化曲線，請根據此圖

選出正確的敘述。(有三答)  

(A)此 2種激素皆為卵巢所分泌 (B)激素甲能促使濾泡成熟且排

卵 (C)激素乙可以維持子宮內膜的穩定度 (D)激素甲、乙的關

係為拮抗作用 (E)激素甲、乙的濃度會直接影響子宮週期。 

(   )54.關於受精卵在母體內的發育，下列敘述何者正確？(有二答)  

(A)卵裂時，細胞數目與體積都增加 (B)著床前，已分化出滋胚層與內細胞團 (C)著床時，

已分化出外、內與中胚層 (D)胚胞形成後，可以分泌黃體 增加子宮內膜厚度 (E)形成胎

兒時，已經出現主要器官的雛形。 

(   )55.關於臍帶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有三答)  

(A)由兩條動脈一條靜脈組成 (B)由羊膜包覆卵黃囊與尿囊而成 (C)是胎兒與母體交換物

質的場所 (D)動脈內是含氧血而靜脈內是減氧血 (E)發育 6 週的胚胎已具有臍帶。 

(   )56.下列哪些激素是由腦垂 所分泌的？(有三答)  

(A)促生殖 激素 (B)濾泡刺激素 (C)黃體成長激素 (D)動情素 (E)黃體 。 

(   )57.下列關於人類女性生殖激素的敘述，何者正確？(有二答) 

(A)腦垂 所分泌的促生殖 激素影響卵巢的排卵與分泌 (B)腦垂 所分泌的黃體 直接影

響月經週期 (C)卵巢分泌的動情素會影響子宮內膜的增厚與剝落 (D)濾泡分泌濾泡刺激

素以促進排卵 (E)黃體分泌黃體成長激素以維持黃體。 

(   )58.下列有關女性濾泡成熟過程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二答)  

(A)濾泡內的初級卵母細胞具有成對的染色體 (B)濾泡內的初級卵母細胞已完成第二減數

分裂 (C)一個濾泡成熟會產生一個初級卵母細胞和一個極體 (D)一個濾泡成熟會產生一

個次級卵母細胞和一個極體 (E)一個濾泡成熟會產生一個次級卵母細胞和三個極體。 

(   )59.下列有關卵裂的敘述，何者正確？(有二答)  

(A)受精後 30小時開始進行卵裂 (B)行減數分裂與有絲分裂增加細胞數目 (C)進行的場所

以輸卵管為主 (D)卵裂的過程一直持續到著床完畢 (E)卵裂過程包括細胞的生長與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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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胚外膜包括下列何者？(有三答)  

(A)滋胚層 (B)絨毛膜 (C)子宮內膜 (D)羊膜 (E)卵黃囊。 

(   )61.關於胚外膜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有三答)  

(A)由胚胎的部分內細胞團發育而成 (B)細胞的基因與胎兒的一樣 (C)人類的胚外膜只剩

下羊膜有功能 (D)具有保護胎兒與維持溫度的功能 (E)生產時與胎兒一起排出。 

(   )62.下列有關輸卵管內之受精卵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三答)  

(A)受精卵藉輸卵管壁肌肉的收縮而移向子宮 (B)輸卵管內之受精卵一直保持單細胞的狀

態 (C)輸卵管內之受精卵一直保持相同大小的體積 (D)輸卵管內之受精卵會分裂成為一

團實心細胞 (E)輸卵管內之受精卵會分裂成為一團空心細胞。 

(   )63.下列有關胚胞的敘述，哪些正確？(有二答)  

(A)受精卵在輸卵管內進行卵裂而形成胚胞 (B)胚胞的體積大小和受精卵相同 (C)胚胞的

表面為一層滋胚層細胞，可分泌酵素分解部分子宮內膜 (D)胚胞內部有一團內細胞團和一

個充滿液體的空腔 (E)胚胞自開始著床至完成著床共約需 11 天。 

 

【避孕】 

(   )1.婦女裝置子宮內避孕器可以達到節育的目的，乃是因為子宮內避孕器具有下列何種作用？   

(A)抑制卵的成熟與排出  (B)干擾受精與受精卵著床  (C)抑制濾泡分泌動情素  (D)抑制黃

體分泌動情素與黃體 。 

(   )2.右圖為某一種避孕方法，請問此種方法的原理為何？   

(A)抑制排卵  (B)避免精、卵結合  (C)干擾受精卵著床  (D)

影響胚胎發育。 

(   )3.下列何種避孕方法干擾受精卵的著床？   

(A)結紮  (B)使用保險套  (C)裝置子宮內避孕器  (D)使用避孕藥丸。 

(   )4.下列哪一種避孕方法的原理與其他三者差異最大？   

(A)口服避孕藥  (B)輸卵管結紮  (C)安全期推算法  (D)保險套。 

(   )5.在安全期避孕法中，女性最容易受精的時間約在行經期前幾天？   

(A)5  (B)10  (C)15  (D)20。 

(   )6.下方表格為避孕原理及各種方法，請問選項中的配對何者錯誤？   

(A)甲─  (B)乙─  (C)丙─  (D)乙─。 

避孕原理 避孕方法 

甲、使卵不能發育成熟及排卵 
保險套   子宮內避孕器 

口服避孕藥  輸卵管結紮 

安全期推算法  

乙、使卵和精子不能相遇 

丙、干擾或阻止受精卵著床 
  

(   )7.子宮內避孕器能夠避孕的原因是什麼？   

(A)避免成熟精子產生 (B)避免成熟的卵產生 (C)避免精子和卵結合 (D)避免受精卵著床。 

(   )8.成功率最高且可一勞永逸的避孕方法為何者？   

(A)性交中斷法  (B)安全期推算法  (C)口服避孕藥  (D)手術結紮。 

(   )9.有一種墮胎藥其功能可以促進黃體萎縮，請問此藥物與哪一激素拮抗？   

(A)濾泡刺激素  (B)黃體成長激素  (C)動情素  (D)黃體 。 

(   )10.避孕效果最好且有絕育作用的方法是下列何者？   

(A)口服避孕藥  (B)戴保險套  (C)輸精管及輸卵管結紮  (D)裝置子宮內避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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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有關避孕藥作用原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利用人工合成的動情素和黃體   (B)形成負回饋作用  (C)促進 FSH、LH 分泌  (D)使

卵巢中卵不成熟、不排卵。 

(   )12.關於避孕的方法與原理，下列何者正確？(有二答)  

(A)女性服用黃體成長激素以維持黃體不萎縮 (B)女性服用高劑量的動情素與黃體 干擾

著床 (C)女性在輸卵管處加裝避孕器避免精、卵結合 (D)男性使用保險套以減低精子的活

性 (E)男性應用性交中斷法以避免精、卵結合。 

(   )13.陳阿姨剛結婚沒多久，預計兩年後再準備生育，於是選擇服用口服避孕藥避免受孕，請問陳

阿姨可能有哪些生理上的變化？(有二答)  

(A)血液中動情素與黃體 趨近於零 (B)子宮內膜依然有增厚與剝落的現象 (C)月經週期

可能與之前不太一樣 (D)卵巢依然排卵但無法受精 (E)精子無法順利的從子宮頸游至輸

卵管。 

(   )14.下列有關女性所服用避孕藥的敘述，何者正確？(有二答)  

(A)內含有動情素和黃體  (B)內含有 FSH 和 LH (C)可抑制下視丘分泌 FSH 和 LH (D)

可抑制卵巢排卵 (E)避孕效果較輸卵管結紮好。 

(   )15.下列有關生殖和避孕的敘述何者正確？(有二答)  

(A)月經結束後第 15天為排卵期 (B)輸精管結紮後仍可排出不含精子的精液 (C)排卵後隔

天開始即為安全期 (D)子宮內避孕器主要作用是抑制排卵 (E)避孕藥的成分多為人工合

成的黃體 及動情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