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下列描述了許多「族群」的觀點，下列何者正確？ 

(A)指生長於同一時期、同一棲地的所有生物集合  (B)族群內的生物彼此可互相交配產下具有繁

殖能力的後代  (C)臺灣的企鵝和澳洲的企鵝屬於同一族群  (D)阿里山上的樹木即為一個族群。 

(   )2. 有關環境污染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氟氯碳化物會破壞臭氧層(B)二氧化碳會造成溫室效應 (C)酸雨是由於臭氧溶解於水中 (D)

戴奧辛會影響胎兒腦部發育。 

(   )3. 附圖為碳元素在生物及非生物之間循環的示意圖，試問

圖中何種途徑有助於減少大氣中的二氧化碳(CO2 )？ 

(A)甲 (B)乙 (C)丙 (D)丁。 

(   )4. 承上題，目前地球大氣中二氧化碳含量越來越多，其原

因為何？ 

(A)生物數量增加，呼吸作用增加 (B)二氧化碳溶入水

中速度變慢 (C)大量使用石化燃料 (D)微生物分解

作用速度變慢。 

(   )5. 下列何者符合「族群」的定義？ 

(A)一池塘中所有的吳郭魚 (B)草原中的所有哺乳類動

物 (C)飛機場中所有的同型飛機 (D)台灣西部沿岸的紅樹林植物。 

(   )6. 對於「生態系」的定義，下列哪一項敘述最符合？ 

(A)魚缸中的兩隻鬥魚 (B) 專養鰻魚的魚塭(C)有人住的城市 (D)南非大草原

和裡面所有生物。 

(   )7.  (甲)水稻；(乙)蝗蟲；(丙)蟋蟀；(丁)褐飛蝨；(戊)棕背伯勞鳥。小新於稻田中

觀察記錄到上列五種生物，並依食性關係畫成如附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如圖可視為一個食物網  (B)乙、丙、丁皆為節肢動物  (C)由此圖可知，共

由 6條食物鏈構成  (D)若大量撲殺戊，此食物網可能會面臨瓦解的命運。 

(   )8. 某地區食物網如附圖所示，試根據右圖中資料判斷下列何者正確？ 

(甲)本食物網可代表一個原始森林生態系；(乙)灰鷹在本食物網中是最高

消費者；(丙)灰鷹是次級消費者；(丁) 在玉米田噴灑農藥，可提高玉米產

量，讓食物網中的生物跟著受惠；(戊)當蜻蜓自本地區消失後，整個食物

網不受任何影響。 

(A)甲乙戊  (B)甲乙丁  (C)乙丙戊  (D)乙丙。 

(   )9. 下列哪一條食物鏈在能量轉移過程中散失的總熱能最多？(假若每一條食物鏈中的藻類總重量皆

相等)？ 

(A)藻類→小魚 (B)藻類→小魚→鯨 (C)藻類→小魚→烏賊→鯨 (D)藻類→小魚→烏賊→大魚→

鯨。 

(   )10. 右圖是生物和環境的交互作用圖，請問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分解者可使構成生物體的各種物質回到環境中  (B)生產

者將光能與物質從環境帶進生物世界  (C)消費者可單獨存

在，不一定需要其他生物也能生存  (D)生產者與分解者扮演生物與環境間交互作用的橋樑。 

(   )11. 請問下列何者不能在生態系中「循環利用」？ 

(A)能量 (B)水分 (C)碳元素 (D)氮元素。 

(   )12. 下列棲地中，何者的「生物多樣性」可能較高？ 

(A)河口沼澤地帶區 (B)丘陵上的茶園內  (C)帄原上的稻田中  (D)沿海虱目魚塭內。 



(   )13. 由右圖可看出哪些訊息？  (A)能量在生物體間傳

遞時，會有少部份能量的耗損  (B)兔子大部份的

能量可轉移至老鷹的身體中 (C)愈高級的消費者

因體型較大，所以其加總的能量也是最多的 (D)高

階消費者的數量是最少的。 

(   )14. 下列有關「生態系」的敘述何者正確？ 

(A)沙漠生態系由於環境條件嚴苛，故生物種類

少，即使被破壞也沒關係 (B)海洋生態系由於光線

無法到達，生產者缺乏，故沒有消費者生存  (C)擁有珊瑚礁的淺海區可說是海洋的熱帶雨林，

物種非常多樣化  (D)湖泊生態系的食物主要來自上游的枯枝落葉。 

(   )15. 請問「穴居」或「快速奔馳」是哪一種生態系中的動物的特徵？ 

(A)草原生態系 (B)森林生態系  (C)海洋生態系 (D)河川生態系。 

(   )16. 下列有關「生態系」的敘述，何者正確？ 

(A)包含生物與環境，兩者之間不斷進行能量流動與物質循環 (B)只包含自然環境，人為環境不能

列入 (C)生物間若能和帄共處，就可以維持生態系帄衡  (D)生態系必頇在人類管理下才有可能

維持帄衡。 

(   )17. 新聞報導：「墾丁國家公園海岸發生油汙染，墾管處研判可能是船隻在外海倒棄廢油而來。」試問：

海面油汙最可能對當地海洋生態系造成何種影響？ 

(A)生物族群大小將會發生改變，但群集組成一定不變  (B)將會有適應新環境的生物產生，可增加

生物多樣性 (C)因透入的光線減少，故生產者數量將會減少 (D)生態系將受到破壞，且永遠無法

再達到帄衡。 

(   )18. 最近新聞上常出現小黑蚊叮人事件，大家都深受其擾，請就保育的觀點，選出較正確的想法與

做法？ 

(A)小黑蚊會叮人，應想辦法消滅牠們  (B)所有生物都需要被保育，應讓小黑蚊數量愈多愈好，

以增加物種多樣性  (C)小黑蚊雖與生態系的穩定無關，但也應該被保育  (D)小黑蚊或許有其重

要的生態地位，不應全部撲滅。 

(   )19. 海關的檢疫制度對於每個國家的自然生態有何助益？ 

(A)增進本國農民收益  (B)防止外來種生物破壞本地的生態系  (C)篩選適合在本地生存的動、植

物  (D)預防民眾不會照顧，使動、植物及種子死亡。 

(   )20. 下列有關生態系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生態系由生物及其賴以生存的環境所組成 (B)生態系只包含無生物的環境因素 (C)生態系中

無生物的部分是指環境的非生物因子 (D)生態系中的生物包括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 

(   )21. 下列何項可稱為「族群」？ 

(A)校園中的植物 (B)七家灣溪的櫻花鉤吻鮭 (C)臺灣高海拔山區的針葉樹 (D)海洋中的藻類。 

(   )22. 自然環境中的(甲)生物個體 (乙)群集 (丙)族群(丁)生態系，依其範圍由小至大的順序是 

(A)甲丙丁乙  (B)甲丁丙乙 (C)甲乙丙丁 (D)甲丙乙丁。 

(   )23. 小丁在校園裡的小動物園內觀察到 3棵菊花、5隻青蛙、20隻螞蟻，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小丁觀察到螞蟻正在搬運枯萎的菊花葉子，因此螞蟻是扮演分解者的角色 (B)因為螞蟻的個體

比青蛙小，所以螞蟻的族群比青蛙小 (C)菊花、青蛙、螞蟻可組成 1個

生態系 (D)小丁至少觀察到 3個族群。 

(   )24. 右圖是小蘭調查某生物族群大小所獲得的資料，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階段表示族群變小 (B)乙階段表示出生數恰等於死亡數 (C)丙階

段表示死亡數＋遷出數＞出生數＋遷入數 (D)族群個體數最穩定的時

期是甲階段。 



(   )25. 某生物最初由少數個體進入一個適合繁衍的生存環境，直到該族群達飽和狀態止，則該種生物於

此生活環境中的生長曲線最有可能為何？ 

 

(   )26. 可以使得物質持續在生物圈內循環的必要條件是： 

(A)生產者與分解者 (B)清除者與分解者 (C)分解者與消費者 (D)生產者與消費者。 

(   )27. 某淡水生態系中生物的食性關係為；水蚤→小蝦→大肚魚→白鷺鷥，在此食物鏈關係中，何種生

物量應最多，才能維持帄衡狀態？ 

(A)水蚤 (B)小蝦 (C)大肚魚 (D)白鷺鷥。 

(   )28. (甲)變形蟲；(乙)昆布；(丙)酵母菌；(丁)洋菇；(戊)矽藻；(己)黴菌；(庚)藍菌。試問：能行光合作

用，擔任生產者角色的有哪些？ 

(A)乙戊 (B)乙丙戊 (C)乙戊庚 (D)乙丙戊庚。 

(   )29. 生物間常常看到交互的關係，下列何種生物之間的交互關係，對雙方都有利？ (A)獼猴和跳蚤 (B)

麻雀和白頭翁 (C)蛇和蛙 (D)啄木鳥和樹木。 

(   )30. 下列有關水循環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你身上所流失的水分可能日後又回到你身體內 (B)水分只能透過細菌分解屍體才能釋回大自

然環境中 (C)水分能直接進入生命世界 (D)我們能透過呼吸、排泄等方式排出體內的水分。 

(   )31. 在碳的循環路徑過程中，不會使碳元素回到大氣中者為何？ 

(A)呼吸作用 (B)燃燒作用 (C)發酵作用 (D)光合作用。 

(   )32. 會影響族群分布範圍及族群大小的原因中，下列敘述何者不正確？ 

(A)環境因子如溫度、土壤等會影響族群的分布及大小 (B)他種生物的影響，如：共生、競爭等，

會影響族群的分布及大小 (C)食物的種類及來源會影響生物族群的分布 (D)族群的大小及分布

不會受到氣候、水等因素的影響。 

(   )33. 小乖觀察住家附近的生態環境，生物間的關係如圖所示。試問如果蝗蟲

滅絕後，圖中的哪一種生物有最先消失的危機？ 

(A)稻米 (B)老鼠 (C)青蛙 (D)雉雞。 

(   )34. 下列有關人造林與天然林的比較，何者敘述錯誤？ 

(A)人造林中生物種類較少，食物網較單純 (B)天然雜種林生物種類較

多，食物網複雜 (C)人造林較天然雜種林，容易管理，故林木較不易大量枯死 (D)天然雜種林發

生病蟲害時，較不容易蔓延。 

(   )35. 下列各種陸域生態系中何者的生物種類最多、食物網最複雜？ 

(A)熱帶雨林生態系 (B)草原生態系 (C)沙漠生態系 (D)冰原生態系。 

(   )36. 下列有關生物與其生態系的配對，何者錯誤？ 

(A)箭竹-高山草原生態系 (B)林投-海洋生態系 (C)紅樹林-河口生態系 (D)仙人掌-沙漠生態系。 

(   )37. 臺灣的冬季候鳥黑面琵鷺，最常出現在何種生態系渡冬？ 

(A)淡水生態系 (B)森林生態系 (C)河口生態系 (D)草原生態系。 

(   )38. 下圖為海洋分區情形，下列有關海洋生態系之敘述，何者錯誤？ 

(A)甲區包含了潮間帶，生產者多大型藻類 (B)乙區的生產者－浮

游性的單細胞藻類 (C)乙區的深處因不透光所以並無生物存在 

(D)丙稱為透光區約水深 200公尺。 



(   )39. 有關氮循環的敘述何者錯誤？ 

(A)氮元素是生物體內組成蛋白質的重要元素 (B)植物可吸收土壤中的硝酸鹽並加以利用 (C)動

物經呼吸器官由大氣中獲得氮元素 (D)根瘤菌將氮轉變成含氮礦物讓植物吸收進入體內。 

(   )40. 來自家庭及農業畜牧的廢水，主要會造成下列哪一種汙染？ 

(A)溫室效應 (B)優養化 (C)臭氧破洞 (D)酸雨 。 

(   )41. 有關生物多樣性的觀念，下列何者不恰當？ 

(A)生物多樣性有利於生態系的帄衡 (B)引入世界各地不同的生物，以增加台灣的生物多樣性 (C)

與人類沒有直接利益及關係的生物，也應該保留下來 (D)生物多樣性，有利於自然界中物質的循

環與能量的流動。 

(   )42. 下列哪些物質不會在生物體中造成累積，可經由代謝作用而排除？(甲)澱粉；(乙)戴奧辛；(丙)多

氯聯苯；(丁)蛋白質；(戊)重金屬。 

(A)甲乙丙 (B)甲丁 (C)乙丙戊 (D)乙丙丁。 

(   )43. 關於國家公園的利用，下列何者錯誤？ 

(A)可提供動植物及生態環境的研究 (B)以國家的力量作生態保護 (C)可提供人民休憩場所 (D)

可提供自然課採集標本。 

(   )44. (甲)資源消耗量增加；(乙)空氣新鮮；(丙)生活環境品質提升；(丁)森林濫墾降低；(戊)垃圾汙染日

益嚴重。當人口過多時，會發生哪些現象？ 

(A)甲戊 (B)甲丙戊 (C)甲乙丁 (D)乙丙丁。 

(   )45. 酸雨是工業開發所造成的一種汙染，其影響所及包括農作物死亡、建築物侵蝕、水域生態酸化等。

試問下酸雨的主要原因為何？ 

(A)空氣汙染 (B)水汙染 (C)垃圾汙染 (D)臭氧層破洞所造成。 

(   )46. 近年來台灣地區外來物種入侵問題日益嚴重，下列哪一物種對台灣地區而言不是外來物種？ 

(A)紅火蟻  (B)櫻花鉤吻鮭  (C)福壽螺  (D)小花蔓澤蘭。 

(   )47. 可以將太陽能直接轉變為體內養分的是下列何者？ 

(A)清除者 (B)生產者 (C)消費者 (D)分解者。 

(   )48. 右圖為某生態系的食物網，若當地受到農藥等不可分解的有毒物質

汙染，則下列四種生物，何者體內的有毒物質濃度可能最高？ 

(A)蝗蟲 (B)人 (C)蛙 (D)稻米。 

(   )49. 以下何種生物可以稱為生產者? 

(A)矽藻 (B) 蜜蜂 (C)種田的農夫 (D)香菇。 

(   )50. 有關優養化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水中生物會大量死亡 (B)藻類過度繁殖 (C)家庭廢水中含有大量磷、氮的化合物所造成的污

染 (D)水中溶氧量大增。 

(   )51. 何種生物可以分解生物死亡後的遺體？ 

(A)禿鷹 (B)蒼蠅 (C )蕈類 (D)獅子。 

(   )52. 在不同海拔和不同地區都有不同的林相與環境，形成了溼地、闊葉林、針葉林和草原等不同的棲

地。這些應屬於生物多樣性中的哪一個層次？ 

(A)遺傳多樣性 (B)物種多樣性 (C)生態系多樣性 (D)族群多樣性。 

(   )53. 台南七股的曾文溪河口是河流和海洋的交會處，河川中的有機物質會在此堆積，吸引許多節肢動

物及鳥類在此聚集，黑面琵鷺及許多其他候鳥也在此渡冬。依據上述，下列敘述何者最適當？ 

(A)每年到此渡冬的所有候鳥可稱為一個族群  (B)在此棲息的所有生物族群可組成一群集  (C)

在此棲息的黑面琵鷺和節肢動物可組成一個族群  (D)在此生態系中，節肢動物為生產者，鳥類

為消費者。 



(   )54. 婷婷想要觀察物種多樣性最高的生態系，那麼他應該去下列哪一環境觀察最合適？ 

(A)有著一大片草地的高爾夫球場 (B)丘陵上的茶園 (C)淡水河 (D)熱帶雨林。 

(   )55. 某一山區的梅花鹿在 1998年至 1999年間的族群個體變化如下：出生 10隻，死亡 8隻，同時期

又有 2隻梅花鹿遷入，遷出 5對。下列有關此族群的推論，何者最適當？ 

(A)此山區的梅花鹿正在減少(B)此山區的梅花鹿達到帄衡 (C)此山區的梅花鹿有增加的趨勢 (D)

此山區給予梅花鹿很好的生存環境。 

(   )56. .小正要估算森林中兔子的數目，他先捉了 30隻兔子，帶上項圈標記後再放回森林；一週後再度

捕捉，共捉到 36隻兔子，而其中有 6隻帶有項圈，請問這個森林的兔子大約有多少隻？ 

(A)3 0  (B)60  (C)120  (D)180。 

(   )57. 小玉在一條受汙染河川中找到四種生物：水草→昆蟲→小蝦→魚。請問在此一食物鏈中，何者的

體內組織中所含汙染物質濃度最高？ 

(A)水草  (B)昆蟲  (C)小蝦  (D)魚。 

(   )58. 從國外引進福壽螺，對臺灣的生態環境所造成的影響，下列何者錯誤？ 

(A)增加生物多樣性 (B)成為優勢的水生動物 (C)對原來生活在水田、池塘和河溝中的其他生物

造成嚴重威脅 (D)使原有生態系發生改變。 

(   )59. 關於海洋生態系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淺海區的水深不超過 20公尺 (B)遠洋的深海區中陽光無法穿透 (C)深海中沒有生物生存 (D)

淺海區的生產者以浮在水面的浮游藻類為主。 

(   )60. 下列何種生物受到拉姆薩公約的保護？ 

(A)櫻花鉤吻鮭 (B)印尼的紅毛猩猩 (C)長鬃山羊 (D)黑面琵鷺。 

(   )61. 關於紅樹林生態系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紅樹林中的營養豐富，生物多樣性高 (B)增加紅樹林的種植面積，會增強地球的溫室效應 (C)

紅樹林中招潮蟹、水筆仔等各種生物族群的集合，稱為群集 (D)紅樹林中的生物群集和其生存環

境共同組成了紅樹林生態系。 

(   )62. 關於淡水生態系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溪流中的溶氧量通常低於湖泊 (B)湖泊周圍可以發現水筆仔 (C)湖泊上層的透光區有藻類生

存 (D)溪流中消費者的養分完全來自於溪流中的藻類。 

(   )63. 下表為海洋、沙漠、草原和森林四種生態系中的生產者與消費

者，下列各項配對(生產者－消費者)何者正確？ 

(A)A－丙，B－乙，C－丁，D－甲  (B)A－丙，B－甲，C－

乙，D－丁  (C)A－丙，B－丁，C－甲，D－乙  (D)A－丙，

B－丁，C－乙，D－甲。 

(   )64. 草原上有三隻長頸鹿、五隻羚羊及四隻大象在池塘邊喝水、吃草；兩隻獅子埋伒在不遠處的草叢

中伺機而動。根據上述，下列何者正確？ 

(A)羚羊屬於高級消費者 (B)此草原上共有四個族群 (C)獅子和羚羊為競爭的關係 (D)可組成草

原生態系。 

(   )65. 臺灣七家灣溪的櫻花鉤吻鮭，近年來數量大減，主要原因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 空氣汙染(Ｂ) 噪音汙染(Ｃ) 水汙染(Ｄ) 固體廢棄物汙染。 

(   )66. 生物多樣性不包括下列何者？ 

(A)遺傳多樣性 (B)物種多樣性(C)生態系多樣性 (D) 食物多樣性 

(   )67. 下列有關氮循環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生產者利用光合作用，將氮帶進生物體(B)生物藉呼吸作用，將身體內的氮還給自然界(C)只有

生物才能把氮氣轉變成含氮化合物(D) 藍綠菌可以把氮氣轉變為含氮化合物 



(   )68. 下列哪一個環境能算是一個群集？ 

(A)中央山脈的臺灣黑熊(B)曾文溪口的黑面琵鷺(C)阿里山中的針闊葉混生林(D) 淡水河口紅樹

林中的水筆仔 

(   )69. 森林中的鳥巢蕨長在大樹上，兩者的關係是 

(A)捕食 (B)寄生 (C)互利共生 (D)片利共生。 

(   )70. 果農養寄生蜂來防治東方果實蠅，請問寄生蜂與東方果實蠅之間的關係是： 

(A)捕食 (B)寄生 (C)競爭 (D)片利共生。 

(   )71. 農民曾為了提高水稻產量而大量撲殺麻雀，數年之後，反而使得蝗蟲大量繁殖，吃光水稻。下列

何者最可能為蝗蟲大量繁殖的主要原因？ 

(A)環境中出現外來種的競爭 (B)麻雀死了可供蝗蟲做為食物 (C)蝗蟲的天敵減少 (D)蝗蟲少了

麻雀的競爭。 

(   )72. 關於能量傳遞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分解者吸收太陽能  (B)食物鏈可傳遞能量 (C)生產者傳遞給消費者的能量可以完整保留 (D)

高級消費者所蘊含的能量可能高於初級消費者。 

(   )73. 下圖為某生態系的食物網，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兔子的食物來源有三種  (B)蝴蝶消失後會對青蛙造成影響  (C)

生態中只有一種生產者  (D)兔子是次級消費者。 

(   )74. 承上題，初級消費者為何者？ 

(A)蛇  (B)青蛙  (C)松鼠  (D)灰鷹。 

(   )75. 四川的熊貓團團、圓圓也來觀賽，一邊吃竹葉一邊玩耍，請問以下

敘述何者正確？ 

(A) 熊貓是分解者，竹葉是生產者  (B) 竹子是單子葉植物，會開花  (C) 熊貓是有袋哺乳類，

胎盤不發達  (D) 竹子是裸子植物，葉子細而長，稱為針葉樹。 

(   )76. 哲偉在校園內一角落觀察到三種菊花、兩種青蛙及此兩種蝌蚪、五隻癩蝦蟆，3隻白粉蝶和一大

片非洲瑾，請問哲偉至少共觀察到幾個族群？ 

(A)12個  (B) 10 個  (C) 16 個  (D) 8個 

(   )77. 生態學的觀點，由簡而繁的順序排列應為何？ 

(甲) 仁愛國中的花草們  (乙) 校長室旁的小水池 (丙) 基測滿分的林澤孙同學  (丁) 成功樓前

的木棉樹們； 

(Ａ) 丁甲丙乙  (Ｂ) 丁乙甲丙  (Ｃ) 丙丁甲乙  (Ｄ) 丁甲乙丙。 

(   )78. 下列有關生態系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 生態系中的生物種類愈多，食物網愈複雜  (Ｂ) 生態系中的某生物族群數目愈龐大，生態

系愈穩定  (Ｃ) 只要有生產者與消費者存在，生態系便可運轉不停  (Ｄ) 生態系就是探討各種

無生物的環境因素。 

(   )79. 東方果實蠅是臺灣果樹的主要害蟲之一，目前果農常利用寄生蜂進行「生物防治」的工作；以下

敘述何者正確？ 

(A)寄生蜂和東方果實蠅存在著競爭關係，爭取相同資源 (B)此方法可減少農藥使用量 (C)寄生

蜂帅蟲以東方果實蠅的成蟲為食 (D)寄生蜂產卵於東方果實蠅體內，兩者間有互利共生關係。 

(   )80. 一生態系的生物種類與數量是否穩定，與下列哪一因素有最大關係？ 

(A)生產者種類與數量的多寡 (B)消費者種類與數量的多寡 (C)分解者種類與數量的多寡 (D)

食物網組成複雜與否。 

(   )81. 下列哪對生物組合對應的關係是正確的？ 

(A)蜻蜓和蝴蝶－競爭 (B)寄居蟹和海葵－寄生 (C)獼猴和跳蚤－共生 (D)螳螂和黃雀－捕

食。 



(   )82. 下列哪一圖形可以說明生存於同一區域的獅子與斑馬間之交互關係？ 

 

(   )83. 在玉米→蝗蟲→鳩→梟的食物鏈中，扮演初級消費者角色的是何者？ 

(A)玉米 (B)蝗蟲 (C)鳩 (D)梟。 

(   )84. 湘蘭觀察住家附近的生態環境，生物間的關係如右圖。試問如果蝗蟲滅絕

後，圖中的哪一種生物有最先消失的危機？ 

(A)稻米 (B)老鼠 (C)青蛙 (D)雉雞。 

(   )85. 右圖為「池塘生態系」示意圖，在這個池塘生態系中，哪一個階層生物

體所含的總能量最高？ 

(A)浮游藻類 (B)草食性小動物 (C)食小魚的魚類 (D)細菌和黴菌。 

(   )86.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此句話中，黃雀扮演哪一種角色？ 

(A)分解者 (B)生產者 (C)初級消費者 (D)高階消費者。 

(   )87. 有關於(甲)草原；(乙)沙漠；(丙)森林；三個陸域生態系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 食物網的穩定性：丙＞甲＞乙  (Ｂ) 三個生態系均有生產者、消

費者、清除者和分解者  (Ｃ) 帄均年雨量：甲＞乙＞丙  (Ｄ) 物種數量：丙＞甲＞乙。 

(   )88. 有關於河口生態系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 環境中含豐富營養物質  (Ｂ) 生產者種類稀少，數量龐大  (Ｃ) 消費者種類與數量皆龐大  

(Ｄ) 頇有特殊構造才能適應劇烈的環境變化。 

(   )89. 關於海洋生態系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Ａ) 依鹽分含量多寡分為近海區和遠洋區  (Ｂ) 遠洋區擁有大型的藻類，消費者繁多  (Ｃ) 潮

間帶陽光充足，主要生產者以浮游性單胞藻為主  (Ｄ) 海洋生態系中沒有綠色的植物。 

(   )90. 在我們的住家空氣中充滿了細菌和黴菌，細菌與黴菌在生態系中扮演什麼角色？ (A)生產者 (B)

消費者 (C)分解者 (D)清除者。 

(   )91. 在一個區域內所能供養之生物族群的個體數就是該地區的什麼？ 

(A)最大量 (B)負荷量 (C)極限量 (D)生存量。 

(   )92. 生物間常常看到交互的關係，下列何種生物之間的交互關係，對雙方都有利？ 

(A)獼猴和跳蚤 (B)麻雀和白頭翁 (C)蛇和蛙 (D)啄木鳥和樹木。 

(   )93. 寄生蜂將卵產在蛾的毛毛蟲體內，卵孵化後，寄生蜂帅蟲會居住在毛毛蟲體內，以毛毛蟲的組織

為食，則兩者間的交互關係為何？ 

(A)競爭 (B)互利共生 (C)寄生 (D)捕食。 

(   )94. 崖薑蕨附生於其他樹木的高處以獲得較佳的環境，但對樹木本身無害，此種共生關係稱為何？ 

(A)寄生 (B)互利共生 (C)片利共生 (D)競爭。 

(   )95. 甲、乙、……、庚代表某生態系中不同的七種生物，如圖是牠們所構成的

食物網。請問若此生態系受到農藥的汙染，那麼體內可能積存農藥量最多

的生物是哪一種？ 

(Ａ)戊  (Ｂ)丁  (Ｃ)乙  (Ｄ)丙。 

(   )96.  (a)細菌 (b)黏菌 (c)變形蟲 (d)昆布，樹葉掉落後過些日子即會被分解掉，請問上述哪些生物可

能參與樹葉的分解？ 

(A) ab  (B) ac  (C) abc  (D) abd。 

(   )97. 右圖的食物網中，何者扮演了最高階的消費者？ 

(A)澤蛙 (B)石龍子 (C)棕背伯勞鳥 (D)褐飛蝨 



(   )98. 陸地上，年降雨量較為充沛、日照豐富的地區，最可能發展為何種生態系？ 

(A)森林生態系ˉ(B)草原生態系ˉ(C)沙漠生態系ˉ(D)湖泊生態系。 

(   )99. 有個商人準備蓋一座大型的生態園，一共設有五個展示中心，請問如果想要看水筆仔、蘆葦、招

潮蟹、彈塗魚、田螺等生物，應該在哪一個展示中心呢？ 

(A)海洋生態展示中心 (B)河口生態展示中心 (C)淡水生態展示中心 (D)草原生態展示中心。 

(   )100. 下列有關臺灣草原生態系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臺灣草原多位於西部沿岸的帄原上 (B)臺灣的草原因地勢陡峭，水分不易保持及氣溫低，故

多為耐寒性植物 (C)臺灣草原的生產者如箭竹、龍膽等都是常見的植物 (D)臺灣草原沒有如非

洲草原上的獅子或豹的大型掠食者 

(   )101.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在遠洋區深達數千公尺的海域，因光線不足，沒有生產者，因此也沒有任何生物 (B)在海洋

中，蝦往往扮演清除者的角色 (C)水域生態系中依鹽度含量由高而低分別為海洋、河口、淡水 

(D)遠洋區指水深超過 200公尺的海域。 

(   )102. 溪流和池塘的敘述何者正確？ 

(A)溪流是流動性水域，上游的污染通常較為嚴重 (B)溪流水域藻類容易生存，故其為溪流生態

系主要的生產者 (C)池塘內因光線充足，所以生產者除了藻類外尚有大型水生植物 (D)優養化

是指溪流及池塘等淡水水域水質良好的情況。 

(   )103. 生物有時不能將來自環境中的毒素分解排出體外，而經由食物鏈累積到較高級的消費者，這種

現象稱為： 

(A)生物累積作用 (B)毒素累積作用 (C)汙染累積作用 (D)生物中毒作用。 

(   )104. 下列何者不是生態保育的正確作法？ 

(A)設立保護區  (B)制訂保育相關法律  (C)只保護好看的生物  (D)全民參與保育。 

(   )105. 經由什麼行動可以減低人類對於自然環境的破壞？ 

(A)燃燒化石燃料  (B)使用免洗餐具  (C)資源回收再利用  (D)耕作時，施肥及噴灑農藥。 

(   )106. 自然環境中的生物因子包含了各種形形色色的生物，下列有關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生產者是指種植作物的農夫 (B)消費者是以其他生物作為養分來源 (C)分解者是以動、植物

屍體及遺骸為養分來源，將其分解來吸收營養 (D)清除者也可算是消費者的一種，但不進行獵

食而是以動、植物之屍體為食，屬於腐食者。 

(   )107. 下列的生物與生物之間相互作用的組合，何者正確？ 

(A)啄木鳥和樹的關係是競爭 (B)樹林植物對於光線的關係是互利共生 (C)小丑魚和海葵的關

係是捕食 (D)樹上的蘭花與樹木是片利共生。 

(   )108. 南美洲有一種植物，只能依賴一種攝取花蜜的蝙蝠為媒介傳送花粉，然而此種蝙蝠因人類的大

量捕捉而滅絕，試問此植物族群個體數會產生什麼變化？ 

(A)逐漸增加 (B)不受影響 (C)逐漸減少 (D)先增加後減少。 

(   )109. 小明為了估計養魚池內的魚有多少條，先從魚池內捉 200條魚做記號後放回，再從魚池裡撈起

60條魚，發現其中 3條具有標記，由此估計養魚池裡約有多少條魚？ 

(A) 1000 (B) 1500 (C) 2000 (D) 4000 

(   )110. 在碳的循環過程中，不會使碳元素回到大氣中的是下列何者？ 

(A)呼吸作用  (B)燃燒作用  (C)光合作用  (D)打開汽水瓶蓋。  

(   )111. 水分由(甲)進入動物體經(乙)返回自然，則(甲)、(乙)分別為： 

(A)甲是消化器官、乙是循環作用 (B)甲是消化器官、乙是排泄作用 (C)甲是排泄作用、乙是呼

吸作用 (D)甲是排泄作用、乙是消化作用。 

(   )112. 生態系中，可以將太陽能直接轉變存入體內養分的是下列何者？ 

(A)生產者  (B)清除者  (C)消費者  (D)分解者。 



(   )113. 植物體中含有數種氣體，請問大部分植物體中，「氮」的來源是下列何者？ 

(A)大氣中的氮氣  (B)滲入土壤中的氮氣  (C)在土壤中由微生物轉化而成的含氮物質  (D)動物

呼吸所產生的氮氣。 

(   )114. 關於能量傳遞的敘述，下列何者不正確？ 

(A)生產者吸收太陽能    (B)食物鏈可傳遞能量  (C)生產者可以將能量完全傳遞給消費者   (D)

能量傳遞的過程中會產生熱。 

(   )115. 右表是某牧場五年期間，在牧草充足的情況下所養牛的數量。請依表中

數據判斷本牧場的負荷量，能供養多少頭牛生存？ 

(A)50頭  (B)180頭  (C)120頭  (D)300頭。 

(   )116. 有關生物獲得氮元素的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動物以植物為食獲得氮元素 (B)植物吸收某些微生物轉換出的含氮物

質 (C)多數植物可直接從空氣中利用氮氣 (D)植物可吸收某些微生物分解生物遺體所產生的

含氮物質。 

(   )117. 如右圖，為氮循環的示意圖，植物能直接吸

收的含氮物質是下列何者？ 

(A)泥土中的氮 (B)大氣中的氮 (C)硝酸鹽 

(D)亞硝酸鹽。 

(   )118. 承上題，植物遺體被分解者分解後，首先會

轉換為哪一種型式重新回到氮循環？ 

(A)硝酸鹽 (B)亞硝酸鹽 (C)氨 (D)氮氣。 

(   )119. 下列何者符合「族群」的定義？ 

(A) 池塘中同種的蓋斑鬥魚(B)停車場中同款的保時捷(C) 仁中校園內的所有樹木(D) 西太帄洋

裡悠游的鯨豚。 

(   )120. 下列何者最符合「生態系」的定義？ 

(A) 只有孔雀魚的水族缸(B) 專門飼養鱒魚的魚塭  (C) 有各種動植物的池塘(D) 一條空蕩蕩的

無水溝。 

(   )121. 下列何種生物可以分解生物死亡後的遺體？ 

(A) 獅子(B) 黴菌(C) 蚯蚓(D) 蚊子。 

(   )122. 生態系中，可以將太陽能直接轉換於體內養分中的生物是下列何者？(A)生產者 (B)消費者(C)分

解者(D)清除者。 

(   )123. 下列哪一個生態系中的生產者主要為浮游藻類？ 

(A) 沙漠生態系(B) 雨林生態系(C) 遠洋生態系  (D) 溪流生態系。 

(   )124. 李信要估算森林中兔子的數目，他先捉了 40隻兔子，綁上項圈後再放回森林；一週後再度設置

陷阱捕捉，共捉到 90隻兔子，而其中有 8隻戴有項圈，請問這個森林的兔子大約有多少隻？ 

(A)  360(B)  450(C)  560(D)  680。 

(   )125. 下列敘述，何者不是河口生態系的特徵？ 

(A) 常有候鳥前來休息覓食(B) 位於河川與海洋的交界(C) 環境中養分貧瘠不利生存(D) 水中鹽

度會隨著潮汐改變。 

(   )126. 下列有關豆科植物與根瘤菌的敘述，何者錯誤？ 

(A) 豆科植物根細胞內的根瘤菌，能協助氮元素進入生物世界  (B) 豆科植物與根瘤菌的生物互

動關係應為『互利共生關係』  (C) 豆科植物與根瘤菌皆為分解者，能讓碳元素離開生物世界  (D) 

豆科植物可藉由呼吸作用讓碳元素離開生物體回到環境中。 

表 1 



(   )127. 關於生物的組成層次，其範圍由大至小依序排列何者正確？(甲)森林中的一群兔子；(乙)一隻變

色龍；(丙)紅樹林生態系；(丁)森林中所有的甲蟲和眼鏡猴；(戊)生物圈。 

(A) 戊丁丙甲乙(B) 戊丙甲丁乙(C) 戊丙丁甲乙  (D) 丙戊丁甲乙。 

(   )128. 以下三種生態系的年雨量請由大到小排列：(甲)沙漠生態系；(乙) 森林生態系；(丙)草原生態系。 

(A) 甲 > 乙 > 丙 (B) 乙 > 丙 > 甲  (C) 丙 > 甲 > 乙 (D) 丙 > 乙 > 甲。 

(   )129. 關於氮循環的過程，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細菌可將生物遺體內的氮分解釋放回自然界  (B) 動植物可以直接利用空氣中的氮氣  (C) 

植物體由根吸收含氮物質加以利用  (D) 氮元素是蛋白質的組成元素之一。 

(   )130. 下列關於『能量』和『物質』的敘述，何者錯誤？ 

(A) 太陽能可藉由綠色植物的光合作用捕捉後，進入生命世界  (B) 食物網中的生產者越多，所

能供應給初級消費者的能量越多  (C) 能量無法傳遞利用，但物質可以循環利用  (D) 能量和物

質可透過食物鏈在生物和生物間流動。 

(   )131. 甲：光合作用，乙：分解作用，丙：呼吸作用，丁：燃燒作用，上述作用中，可讓碳元素重返

大氣的有哪些？ 

(A) 甲乙丙 (B) 乙丙丁 (C) 只有丙丁 (D) 只有乙丙。 

(   )132. 華盛頓公約為了保護國際貿易不會威脅野生動物及植物的生存，禁止第一級保育動物進行國際

貿易，只可用於科學及動物園展示的目的。下列何種動物會受到公約的限制？  

(A)貓熊  (B) 麻雀  (C) 台灣土狗  (D) 乳牛 

(   )133. 小月到墾丁去旅行，在路邊看到有人販售烤鳥肉，其中可見保育類的伯勞鳥，請問販賣的人可

能觸犯什麼規定？  

(A) 京都議定書 (B) 生物多樣性公約   (C) 文化資產保存法 (D) 野生動物保護法 

(   )134. 美雲到大甲溪去玩，發現河面上充滿藻類，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最有可能？ 

(A) 這些藻類是由上游沖刷下來的  (B) 綠藻多，會使得水中的氧氣量增加  (C) 家庭廢水可能

影養這些藻類的生長  (D) 生產者增加，會使河中的消費者( 魚、蝦 )也增加。 

(   )135. DDT是二次世界大戰時，人工合成的殺蟲劑，不溶於水，會溶入脂肪而儲存在體內，後來被全

面禁止使用，請問這種物質可能造成什麼狀況？ 

(A)生物多樣性  (B) 生物累積作用   (C)DDT隨食物鏈層層遞減。 

(   )136. 食物鏈 1：稻米→人 

食物鏈 2：藻類→蝦→魚→鳥類→人 

食物鏈 3：藻類→蝦→魚→人 

承上題，上列的食物鏈中哪一種消費者體內的DDT濃度最高？ 

(A)蝦  (B) 魚  (C) 鳥類  (D) 人 

(   )137. 全球人口持續攀升，因此多數政府推動哪一項人口政策？而面對老年化日益嚴重的國家，又應

該推動哪一項人口政策？ 

(A) 均採取節育   (B) 均鼓勵生育  (C) 節育，鼓勵生育   (D) 鼓勵生育，節育。 

(   )138. 面對資源日益缺乏，最根本的方法是什麼？ 

(A) 資源分類回收  (B) 垃圾先焚燒再掩埋  (C) 減少不必要的資源浪費使垃圾減少  (D) 成立

二手物資交換中心。 

(   )139. 宗教界常有放生活動，即搜購遭獵捕之野生動物，再將其放生於大自然，對於此種行為，我們

應該採取什麼行動？ 

(A)可有可無，可付諸行動，亦可袖手旁觀  (B)純屬迷信，對科學毫無影響  (C)可能會破壞生態

帄衡，應加以制止  (D)值得全力推廣，以彰顯對動物的愛心。 

 



【題組 1】生態學家調查了某地區生物的食性，並做了一個簡略的食物網，如圖(一)，請回答下列問題： 

(   )1. 根據圖(一)可知：松鼠在此區域扮演哪一種

角色？ 

(A)初級消費者  (B)既是初級消費者，也是

次級消費者  (C)生產者  (D)清除者。 

(   )2. 如果灰鷹身上有寄生性的吸血蝨子，這些蝨

子應扮演何種角色？ 

(A)清除者  (B)初級消費者  (C)次級消費

者  (D)三級消費者。 

(   )3. 為了進一步了解松鼠與其他生物間的互動關係，因此開始調查松鼠族群的個體數量，調查方式如

下：利用捕鼠籠分區誘捕松鼠，共捕獲 60隻，標記後釋放回去，幾天後用同法捕獲 51隻松鼠，

其中的 17隻有標記，根據資料估算，請問：松鼠族群的個體數為幾隻？ 

(A) 60 (B) 168 (C) 180 (D) 440。 

(   )4. 往後每兩年依上述方法測得松鼠族群的大小，並做成圖(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松鼠族群大小只受灰鷹族群影響  (B) B 階段表示可能來自環境的壓力變大，如天敵變多   

(C) D階段表示松鼠族群沒有個體出生，也沒有個體死亡，即族群大小趨於穩定  (D)此區的環境

變得較不適合松鼠生存。 

(   )5. 若由於人類濫加捕殺而導致此地區的灰鷹幾乎絕種，則哪一種生物的數量因此大為減少？ 

柳杉  (B)松鼠  (C)飛鼠  (D)野兔。 

(   )6. 由調查結果推測：灰鷹若被大量捕殺，最可能是從哪一年開始的？ 

(A)第4年  (B)第6年  (C)第8年 (D)無法判斷。 

 

【題組 2】右圖為某地區的食物網示意圖，根據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   )1. 此地區屬於何種生態系？ 

(A)森林生態系  (B)海洋生態系  (C)河口生態系  (D)淡

水生態系。 

(   )2. 下列對於此生態系的描述，何者正確？ 

(A)位於河川與海洋的交界處，經常受海水潮汐拍打，因

此土壤中含氧量充足 (B)生產者的種類多，故食物網較為

複雜 (C)此區通常含有豐富的營養鹽 (D)貝類與小型節

肢動物等消費者大多啃食水筆仔的葉片維生。 

(   )3. 此食物網中所有的生物可以合稱為： 

(A)族群  (B)群集  (C)生態系  (D)生物圈。 

(   )4. 請問魚和鳥是何種關係？ 

(甲)競爭關係；(乙)捕食關係；(丙)互利共生關係；(丁)寄生關係。 

(A)甲  (B)乙  (C)甲乙  (D)丙丁。 

(   )5. 此地區的「小型節肢動物」指的可能是： (A)海葵  (B)小水螺  (C)水母  (D)小蝦子。 

(   )6. 此生態系最初的能量來自哪裡？ (A)陽光  (B)空氣  (C)土壤  (D)河水。 

(   )7. 哪種「生物族群」所含的總能量最少？ (A)藻類  (B)貝類 (C)魚 (D)鳥。 

(   )8. 水筆仔為紅樹林科植物，以胎生苗繁殖。請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它不會開花結果，需要靠

人類為它們插枝繁殖  (B)種子要落在鹽分高的海水中，才能發芽生長  (C)果實隨海水漂流，被

沖到岸上才能發芽生長  (D)種子先在母樹上發芽，然後落在泥土中生長。 

(   )9. 如果此區域遭受生物體無法分解的重金屬汙染，則哪類生物體內所累積重金屬濃度可能會最高？ 

(A)藻類  (B)小型節肢動物  (C)鳥  (D)細菌與黴菌。 

圖(三) 



(   )10. 如果此生態系中少了分解者，如：細菌、黴菌，未來將不會預見何種狀況？ 

(A)光合作用的原料來源缺乏，水筆仔與藻類無法存活  (B)紅樹林中到處都是生物遺體及排泄物  

(C)河水就不會發臭，生物便不會因為生病而死亡  (D)所有生物最後可能都無法生存。 

(   )11. 若砍伐紅樹林沼澤區內的水筆仔，將會有何種結果？ 

(A)水鳥會有較大的棲息空間  (B)沒有了水筆仔的枯枝落葉，將使魚、蝦、貝類減少  (C)可使淺

海逐漸成為沼澤，沼澤再變為陸地，也可供人類居住  (D)可建築水泥河岸，以保護河堤並維護

附近居民的生命安全。 

(   )12. 如果此地區的魚滅絕了，請問哪種生物可以取代魚所有的生態角色？ 

(A)小型節肢動物  (B)螃蟹   (C)鳥  (D)沒有任何生物。 

 

【題組 3】如圖表示自然界中的「氮循環」途徑，請回答問題： 

(   )1. 關於附圖中「氮的循環途徑」的描述，何者正確？ 

(A)閃電使氮和氧結合成含氮化合物，隨雨水落下  (B)動

植物可吸收土壤中的含氮化合物來合成脂肪酸  (C)蕈類

可將動植物體中的含氮物質直接分解成氮氣放回大氣中  

(D)空氣中的氮氣因不斷被動植物消耗，而逐漸稀少。 

(   )2. 氮元素能在生命與非生命世界中循環不已，下列何者在其

中扮演重要角色？ 

(A)生產者  (B)消費者  (C)分解者  (D)每一種生物。 

 

【題組 4】右圖為「碳循環」途徑示意圖，試回

答下列問題： 

(   )3. 「葡萄糖＋氧→能量+二氧化碳＋水」這

個式子可用來表示上圖中哪一途徑的化

學反應？ 

(A)途徑甲  (B)途徑乙  (C)途徑丙  (D)

途徑丁。 

(   )4. 根據上圖，下列何種反應會導致大氣中的

二氧化碳增加？ 

(甲)燃燒化石燃料 (乙)植物的光合作用 

(丙)植物的呼吸作用 (丁)細菌分解生物殘骸 (戊)大氣中的二氧化碳溶解進入水中，並形成碳酸鹽

的岩石。 

(A)甲乙丙丁  (B)甲丙丁  (C)乙戊  (D)甲丁。 

(   )5. 大氣中的二氧化碳需經何種作用才能夠進入生命世界？ 

(A)溶解作用  (B)呼吸作用  (C)光合作用  (D)分解作用。 

 

【題組 5】如圖是大甲溪的河岸地形，大甲溪屬於溪流生態系，溪中有

台灣鏟頷魚、粗首鱲、國寶魚台灣鮭魚(又稱櫻花鉤吻鮭)等珍稀魚

種，並於民國 81年於大甲溪上游成立國家公園，以保育台灣鮭魚

及其原始自然風貌，請回答下列問題： 

(   )1. 有關「溪流生態系」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由於水流較急，所以水中氧氣易散逸至空氣中，所以含氧量較

湖泊低 (B)此區動物常具有良好的游泳能力或分泌黏液以附著於

石頭上 (C)主要生產者為大型藻類 (D)常自成一個獨立的生態系，不與其他生態系互相牽動。 



(   )2. 近年來發現大甲溪有部分河段發生「優養化」的現象，生態學家為了解實際狀況，著手調查這些

河段的生物及理化因子，並做成以下的相關圖，請問何者不正確？ 

 
(   )3. 大甲溪中有國寶魚台灣鮭魚，但是近年來數量逐漸減少，請問下列何者是可能的原因？ 

(甲)上游有人將有機廢水排到大甲溪；(乙)有人捕捉台灣鮭魚；(丙)台灣鮭魚集體遷移到曾文溪；

(丁)人類開發造成環境汙染。 

(A)甲乙丙  (B)甲丙丁  (C)甲乙丁  (D)乙丙丁。 

(   )4. 政府發現大甲溪內的台灣鮭魚數量開始減少，於是打算從國外引進跟台灣鮭魚同科的虹鱒，請問

這樣的做法對嗎？ 

(A)正確，反正是同一科的親戚  (B)正確，引進外來種增加生物多樣性  (C)不正確，要引進跟台

灣鮭魚不同科的外來種才算增加生物多樣性  (D)不正確，外來種生物可能會對臺灣本土種生物

造成傷害。 

(   )5. 下列有關台灣鮭魚的生態保育工作，何者最恰當？ 

(A)定期追蹤、記錄族群的數量增減，數量一有減少，便立即補足至原有數量 (B)保護原有棲息之

山林與溪流 (C)應先控制牠的天敵數量，等待其族群大小恢復，以確保復育計畫能更成功  (D)

應放任不予理會，使其適者生存，不適者淘汰。 

(   )6. 有部份河段要開發為觀光景點，為了造景而建立了水泥堤防，請問此舉對溪流生態系「最直接」

的影響為何？ 

(A)消費者的食物來源減少  (B)水流流速變快，浮游植物變多  (C)水質不易優養化  (D)溪岸水

溫較不易變動。 

(   )7. 大甲溪上游的國家公園為： 

(A)玉山國家公園  (B)雪霸國家公園  (C)阿里山國家公園  (D)太魯閣國家公園。 

 

【題組 6】在一荒島上放養山羊，數年後

用捉放法估計族群數目，在每年同一天捕

捉 20隻山羊作記號後，放回族群中，1

個月後再捉 60隻，算算其中有當年記號

的山羊。如此方法估算 9年，每一年的記號都不同，而得到如右表結果，試回答下列問題： 

(    )1. 在一區域內所能供養之生物族群的最大個體數，就是該地區的負荷量。請問這個島的山羊群負荷

量約為幾隻？ (A) 200 (B) 240 (C) 300 (D) 400。 

(    )2. 承上題，最不利於山羊生長、繁殖的環境是在第幾年開始發生的？ 

(A)第 3年 (B)第 5年 (C)第 6年 (D)第 8年。 

 

【題組 7】生物之間除了獵食與被獵食的關係，還存在許多種類的交互作用，試根據下列生物，回答下

列問題：(甲)山羊；(乙)水牛；(丙)草；(丁)獅子；(戊)牛背鷺；(己)牛蝨。 

(    )1. 屬於共生關係的是： (A)甲乙 (B)乙戊 (C)乙己 (D)乙丁。 

(    )2. 屬於競爭關係的是： (A)甲乙 (B)乙戊 (C)乙己 (D)乙丁。 

(    )3. 屬於寄生關係的是： (A)甲乙 (B)乙戊 (C)乙己 (D)丙丁。 

(    )4. 屬於獵食與被獵食關係的是： (A)甲乙 (B)丙丁 (C)乙己 (D)乙丁。 



【題組 8】(甲)沙漠生態系、(乙)草原生態系、(丙)森林生態系、(丁)海洋生態系、(戊)湖泊生態系、(己)

河口生態系、(庚)池塘生態系、(辛)溪流生態系。試根據各生態系特色回答下列問題： 

(    )1. 哪個生態系的消費者主要以落葉和枯枝為食物來源？ 

(A)甲 (B)乙 (C)丁 (D)辛。 

(    )2. 哪個生態系的生產者必頇面對劇烈的環境變動(例：鹽類變化)，因此種類較少，但族群數量驚人？ 

(A)丁 (B)己 (C)戊 (D)庚。 

(    )3. 若要將台灣獼猴、帝雉二種生物野放，請問哪一個生態系才是適合他生存的地方？ 

(A)乙 (B)丙 (C)戊 (D)辛。 

 

【題組 9】恩恩在一穩定的地區調查

甲、乙、丙、丁四種族群所含的總能量

以及某種農藥殘留量的帄均濃度，其結

果如右表。試依此表回答下列問題： 

(   )1. 能量在這四種族群間流動的順序為何？ 

(A)甲→乙→丙→丁 (B)丁→乙→丙→甲 (C)甲→丙→乙→丁 (D)丁→丙→乙→甲。 

(   )2. 這四種生物何者較可能是生產者？ 

(A)甲 (B)乙 (C)丙 (D)丁。 

(   )3. 關於上述這種農藥的敘述，何者正確？ 

(A)對甲的影響較易出現明顯的症狀 (B)對丁的影響較易出現明顯的症狀 (C)屬於水溶性的物

質 (D)性質易被生物體分解代謝。 

 

【題組 10】小李子在一荒島上放養山羊，數年後，

用捉放法估計族群數目，在每年同一天捕捉 30隻

山羊作記號後，放回族群中，一個月後再捉 50隻，

算算其中有當年記號的山羊。如此方法估算九年，每一年的記號都不同，而得到如下的結果：請參考此

表回答問題： 

(   )1. 請問這個島能供養山羊族群的最大負荷量約為幾隻？ 

(Ａ) 400隻 (Ｂ) 500隻 (Ｃ) 600隻 (Ｄ) 300隻。 

(   )2. 對島上的山羊來說，環境阻力增加，是在第幾年開始發生的？ 

(Ａ) 第 5年 (Ｂ) 第 8年 (Ｃ) 第 6年 (Ｄ) 第 3年。 

 

【題組11】右圖為氮循環途徑示意圖，試回答下列問題： 

(   )1.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在大氣中，氮元素主 要以氮氣形式存在  

(B)動物可以直接利用空氣中的氮以進行肌

肉的合成  (C)植物體由根部吸收含氮物質

加以利用 (D)微生物可協助氮元素進入生

命世界。 

(   )2. 生物身體中的氮元素可藉由很多途徑回歸到

自然界，下列何者並非其排出途徑？ 

(A)藉由汗液排出 (B)屍體腐化後被分解者

分解 (C)藉由尿液排出 (D)藉由呼吸作

用排出。 



【題組 12】下圖為一玉米田中的食物網，請依右圖，回答下列問題： 

(   )1. 在此食物網圖示中，下列何種生物同時擔任第二級與第三級消費者？ 

(A)蝗蟲 (B) 麻雀 (C) 松鼠 (D) 老鷹。 

(   )2. 在此食物網圖示中，『蝗蟲』與『松鼠』的互動關係應為下列何者？ 

(A) 掠食關係 (B) 寄生關係 (C) 共生關係 (D) 競爭關係。 

(   )3. 在此食物網圖示中，缺少下列何種類型的生物？ 

(A) 自營生物 (B) 異營生物 (C) 消費者 (D) 分解者。 

(   )4. 自然界中的碳元素，可藉由此食物網圖示中的何種生物進入生物世界？ 

(A)老鷹 (B) 麻雀 (C) 蝗蟲 (D) 玉米。 

(   )5. 此玉米田中其一食物鏈為『玉米→松鼠→老鷹』。請問此一生態中，生物所蘊藏的總能量彼此之間

大小關係何者正確？ 

(A)玉米＞松鼠＞老鷹 (B)玉米＜松鼠＜老鷹 (C)玉米＝松鼠＝老鷹  (D)玉米＜松鼠＞老鷹。 

 

【題組13】在臺灣南部某2公畝的甘蔗田中，分區用捕鼠籠誘捕野鼠，共捕獲52隻，標記後釋放回去，

幾天後用同法捕獲48隻野鼠，其中的12隻有標記,請回答下列問題： 

(   )1. 根據資料估算，此甘蔗田野鼠的族群總數幾隻？ (A)65 (B)52  (C)104  (D)208。 

(   )2. 捉放法不適合用來估計下列何種族群的數目？ (A)池塘中吳郭魚的數量 (B)燒杯中花豆的數目 

(C)草原中野鼠的數目  (D)操場中韓國草的數目。 

 

【題組14】如右圖，表示某牧草區各種生物的食性關係，此圖表示一個食

物網，試回答下列問題： 

(   )1. 蝗蟲與蚱蜢兩動物之間的關係應為何？ 

(Ａ)合作  (Ｂ)競爭  (Ｃ)共生  (Ｄ)互不相關。 

(   )2. 假如蝗蟲的族群突然大量增加，哪一族群將跟著大量繁殖？ 

(Ａ)蚱蜢  (Ｂ)蛇  (Ｃ)牛  (Ｄ)牧草。 

(   )3. 如果狼的身上寄生有吸血蝨子，這些蝨子應為何者？ 

(Ａ)清除者  (Ｂ)初級消費者  (Ｃ)二級消費者  (Ｄ)三級消費者。 

 

【題組 15】(甲)關渡的紅樹林；(乙)擎天崗的大草原；(丙)淡水河上游的南勢溪；(丁)印尼的熱帶雨林；(戊)

宜蘭太帄山上的森林；(己)花蓮外海的太帄洋；(庚)撒哈拉沙漠。請回答下列問題： 

(   )1. 上述生態系中，何者生物多樣性最高？ (A)甲 (B)乙 (C)丁 (D)己。 

(   )2. 上述生態系中，何者的生產者必頇先被分解者分解成屑碎物形式之後，才能被消費者攝食？ 

(A)甲 (B)丙 (C)戊 (D)己。 

(   )3. 上述生態系中，何者的主要生產者為針葉林？ (A)甲 (B)丙 (C)丁 (D)戊。 

(   )4. 上述生態系中，何者的主要生產者為草？ (A)甲 (B)乙 (C)丁 (D)戊。 

(   )5. 上述生態系中，何者可以見到駱駝、蠍子？ (A)甲 (B)乙 (C)戊 (D)庚。 

(   )6. 上述生態系中，何者範圍最大且主要的生產者為藻類？ (A)甲 (B)丙 (C)丁  (D)己。 

 

【題組17】如圖是西元1980～1991 年，南極上空二

氧化碳濃度的變化情形，請依敘述回答下列問題： 

(   )1. 從西元 1980～1991 年，南極上空的二氧化碳濃

度變化為何？ 

(A)增加了 12.5ppm  (B)增加了 350ppm (C)



減少了 12.5ppm  (D)減少了 350 ppm。 

(   )2. 南極上空二氧化碳濃度的變化主要和下列哪些因素有關？ (甲)人類大量砍伐森林 (乙)人類大量獵

捕動物 (丙)人類大量使用化石燃料 (丁)人類數量增加，呼吸作用放出大量二氧化碳 (戊)工廠的

廢氣排放。 

(Ａ)甲乙丙丁  (Ｂ)甲乙丙  (Ｃ)丙丁戊  (Ｄ)甲丙戊。 

(   )3. 南極上空二氧化碳的濃度增加時，可能對地球造成下列哪些影響？(甲)植物可大量行光合作用(乙)

地球溫度會逐漸上升(丙)生物個體數量會增加(丁)海帄面會上升。  

(Ａ)甲丙 (Ｂ)甲丁 (Ｃ)乙丙 (Ｄ)乙丁。 

 

【題組16】如圖為碳元素的循環。請根據圖中所示，回答下列問題： 

(   )1. 甲是指生物藉由土壤細菌的何種作用使碳返回大氣？ 

(Ａ)光合作用  (Ｂ)呼吸作用  (Ｃ)分解作用  (Ｄ)燃燒作用。 

(   )2.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生物體的碳元素藉由甲返回大氣的過程中，需要生產者的

幫助  (Ｂ)工廠、汽車藉由乙使碳以葡萄糖的形式回到大氣  (

Ｃ)丙沒有陽光也能進行  (Ｄ)生物藉由丁將碳元素以 CO2 的形式排入大氣。 

 

【題組17】如圖表示自然界中的氮循環途徑，請回答下列題： 

(   )1. 關於氮的循環，下列哪一個敘述正確？ 

(Ａ)動物可以直接利用空氣中的氮  (Ｂ)空氣中

的氮不斷被消耗，逐漸稀少  (Ｃ)綠色植物可以

利用空氣中的氮  (Ｄ)細菌可以將生物體內的氮

分解釋放回自然界。 

(   )2. 關於氮的物質循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Ａ)氮元素是蛋白質組成之一  (Ｂ)動物可以直

接利用空氣中的氮來進行蛋白質合成  (Ｃ)植物

體由根吸收含氮物質加以利用  (Ｄ)動植物的遺

體經微生物分解才得以使氮元素重返大自然。 

(   )3. 自然界中，若無細菌及黴菌存在，則下列何者正確？ 

(Ａ)人類免於疾病感染，人口急劇增加  (Ｂ)草本植物欣欣向榮，動物也可大量繁殖  (Ｃ)土壤貧

瘠，植物生存發生困難  (Ｄ)生物屍體易腐爛。 

 

 【題組18】 化石燃料──煤炭、石油與天然氣，合計占全球現在使用能源總量的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根據經濟部的資料顯示，在技術與成本的限制下，預估世界石油蘊藏量只可再開採四十年，在二十一

世紀的前半，就將日趨枯竭。由於我國自產的能源相當有限，百分之九十七仰賴進口，因此化石燃料

的枯竭問題，衝擊我國的能源情勢，況且化石燃料使用之後所產生的汙染問題也必頇去面對。雖然現

階段化石燃料還是必要的選擇，但學者建議，國內應及早宣導節約能源，並及早規劃利用風力和太陽

能做為新能源以解決能源不足。請依據上面的短文，試著回答下列問題： 

(   )1. 科學家研究利用風力和太陽能做為新能源，試問對改善下列何種問題最有幫助？ 

(Ａ)人口膨脹  (Ｂ)溫室效應  (Ｃ)臭氧層被破壞  (Ｄ)湖泊優養化。 

(   )2. 如何能讓地球永續經營？ 

(Ａ)避免各種資源的浪費  (Ｂ)做好資源回收的工作，減少垃圾的產量  (Ｃ)利用風力和太陽能做

為供電的能量來源  (Ｄ)以上皆是。 



【題組19】有關臺灣的自然保育情形，試回答下列問題： 

(   )1. 為落實保育工作，政府已制定下列哪些法？ 

(甲)文化資產保存法  (乙)野生動物保育法  (丙)優生保健法。 

(Ａ)甲丙 (Ｂ)甲乙丙 (Ｃ)甲乙 (Ｄ)乙丙。 

(   )2. 位於臺灣最北端的國家公園是下列哪一個？ 

(Ａ)太魯閣國家公園  (Ｂ)陽明山國家公園  (Ｃ)墾丁國家公園。 

(   )3. 哪一國家公園包含有海域？ 

(Ａ)太魯閣國家公園  (Ｂ)陽明山國家公園  (Ｃ)墾丁國家公園。 

 

科學家於 1977年，在加拉巴哥群島附近 2600公尺下的深海底，發現一些海底熱氣孔，其周圍有

豐富的生命，包括管蟲、魚類、螃蟹、二枚貝(一種軟體動物)和許多細菌。有些細菌，稱為自營菌(註)，

可以利用熱能將熱氣孔中噴出的二氧化碳形成生存所需的醣類，管蟲體內有可提供養分的自營細菌，螃

蟹以剪食管蟲為生，二枚貝濾食浮游在附近的細菌，魚類以螃蟹為食，此種生態系稱為熱泉生態系，近

年來在我國龜山島附近海域也發現類似的生態系。請根據上述資料回答 39題至 42題。 

註：自營，一種獲得營養的方式，自營的生物可將環境中的物質自行合成生存所需的養分。 

(   )1. 上述熱泉生態系中的食物網最接近下列何者? 

 
(   )2. 請依上述資料判斷，熱泉生態系的能量來源是什麼？ 

(A)太陽能  (B)熱氣孔噴發出的  二氧化碳  (C)熱氣孔噴發出的熱能  (D)不需要能量來源。 

(   )3. 請依上述資料判斷，管蟲和在其體內提供養分之細菌的關係為何？ 

(A)競爭  (B)共生  (C)寄生  (D)相剋。 

(   )4. 請以能量金字塔的概念判斷，熱泉生態系中，哪一類生物所有個體加起來所含的總能量最多？ 

(A)細菌  (B)管蟲  (C)螃蟹  (D)魚類。 

【閱讀測驗】請根據上述資料回答下列問題： 

台灣水韭（Isoets taiwanensis）屬於水韭科(Isoetaceae)。葉子纖細翠綠，叢生、稍透明明，基部

寬胖、小湯匙狀、白色，此寬胖膨大處為孢子囊生著之處。台灣水韭為台灣的特有種，全世界僅分佈於

陽明山國家公園之夢幻湖內，為極待保護之珍稀植物。 

自 1971 年臺灣水韭在夢幻湖被發現後，有關其保育的問題，長久以來一直甚受各方關切。夢幻

湖的淤積及水文變化，造成夢幻湖植被之自然演替，臺灣水韭的原生棲地夢幻湖若演替為草地或森林，

臺灣水韭亦將隨之滅絕，所以尋找或建立另一棲地以及如何減緩其棲地之演替速度就保育台灣水韭而

言，顯得非常重要。 

(   )1. 請依上述資料判斷，在夢幻湖地區的台灣水韭可定義為生態學中的什麼單位？  

(A)族群  (B)群集  (C)生態系  (D)個體。 

(   )2. 請依上述資料判斷，台灣水韭和下列何種生物的親緣關係最為相近？ 

(B)香菇 (B)筆筒樹(C)蘇鐵  (D)一葉蘭。 

(   )3. 請依上述資料判斷，台灣水韭所遭遇到的保育問題為何？ 

(A)棲地遭受到人為的破壞    (B) 不當野放造成天敵的增加 (C)外來植物的入侵造成強大競爭 

(D)生態系的自然演替。 

 

草原生態系 

草        犀牛         

          羚羊     花豹     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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