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資優生物(上)_PART1_錯誤更正及解析 

頁數 題號 題目及解析 

13 23 

地球上最早的有機物如何形成？ 
(A)早期的植物行光合作用釋放出有機物   
(B)地球早期火山活動噴發出許多有機物  (C)地球形成時已有有機物了   
(D)天空雲層時常閃電，使地球大氣中的成分彼此反應，產生有機物。 
【答案】：(D) 
【解析】：地球初形成過程，空氣中的閃電將無機物合成簡單的有機物，再經過連續的反應

使簡單的有機物誕生生命，因此最早期的生物，便以現成的有機物為食物。 

24 
題組二 

10. 

薇薇想利用圖(甲)的顯微鏡看到最細的頭髮出現在視野下，則她應如何選擇鏡頭？ 
(A)長物鏡＋長目鏡  (B)長物鏡＋短目鏡  (C)短物鏡＋長目鏡  (D)短物鏡＋短目鏡 
【答案】：(B) 
【解析】：看到最細的頭髮應為放大倍數最大，所以物鏡應最長，目鏡應最短。 

26 12. 

彬彬想要稀釋濃硫酸，請問正確的操作方式為何？  
(A)直接將水倒入濃硫酸中  (B)將水沿著玻璃棒緩緩倒入濃硫酸中   
(C)直接將濃硫酸倒入水中  (D)將濃硫酸沿著玻璃棒緩緩倒入水中。 
【答案】：(D) 
【解析】：稀釋濃硫酸時，應將濃硫酸鹽著玻棒，慢慢地加入水中。 

30 
51 
52 

51. 皮皮先以箭頭做成玻片標本來做為複式顯微鏡的操作練習，若以乙物鏡觀察到

的影像如右圖，在不更動玻片標本並換成甲物鏡觀察時，最可能看見下列何種影像？ 

 (A)   (B)   (C)   (D)   
【解析】：乙物鏡為低倍鏡，甲物鏡為高倍鏡，乙換成甲，倍數放大，

圖形不變，所以選 (D)。 
52. 承上題，在轉換成甲物鏡觀察時，若發現顯微鏡中的細胞稍

微模糊不清，皮皮可調節圖中的哪一個構造以獲得適當的焦距？ 
(A)a  (B)b  (C)c  (D)d。 
【解析】：a 為鏡筒，b 為粗調節輪，c 為細調節輪，d 為光圈；影像稍微模糊，直接調整細

調節輪，所以選 (C)。 

30 
53 
54 

53. 右圖為一架複式顯微鏡，請問拿取顯微鏡時，下列何種方式最正確？ 
(A)一手握住庚，另一手托住癸  (B)一手握住乙，另一手托住癸   
(C)一手握住乙，另一手握住庚  (D)用雙手抱住癸。 
【解析】：拿取顯微鏡，應一手握住鏡軸，一手托住鏡座底部， 
所以選 (A)。 
54. 承上題，在進行複式顯微鏡觀察玻片標本實驗時，若發現視野

的右邊很明亮，左邊卻很陰暗。這時應調整右圖的何種構造才能讓

整個視野中都充滿光線？ 
(A)丙  (B)戊  (C)己  (D)壬。 
【解析】：視野發現一邊亮一邊暗，這是反光鏡的角度沒調整好，因此需要調整反光鏡，所

以應選 (己)。 



33 17 

(新北中正) 關於生物和非生物的比較，下列何者正確？ 
(A)生物皆能運動，非生物則否  (B)生物能表現生命現象，非生物則否   
(C)生物和非生物皆需陽光、空氣、水和養分以維持生存   
(D)生物無法存在於陽光照射不到的地方，非生物則可。 
【答案】：(B) 
【解析】：(A)植物沒有明顯的運動，汽車也能運動。  (B)生命現象是判斷生物或非生物的

依據。   (C)生物維持生命需要陽光、空氣、水及養分，非生物不需要。   
(D)深海的生物可以生活在無光的環境，但食物來源為淺海生物的屍體。 

34 25 

(台中中港)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無生命現象的物體稱為非生物  (B)毛毛蟲變成蝴蝶屬於生長現象   
(C)生物都有繁殖後代的能力  (D)凡是生物都會有明顯的運動能力。 
【答案】：(C) 
【解析】：騾沒有生殖能力，不能繁殖後代。 

34 29 

(高雄林園) 有關生物適應環境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細菌可在 10000 公尺高的地方生存  (B)蝙蝠利用嘴和鼻發出超音波，以回聲定

位捕食獵物  (C)紅樹林的水筆仔生活在河口地，掉落的種子會發育為胎生苗   
(D)深海魚類以上層掉落的屍體為食，不需直接利用陽光便能生存。 
【答案】：(C) 
【解析】：紅樹林(水筆仔)生長所處的環境是在潮濕缺氧且鹽份高的水澤軟泥土，並不適合

種子的發芽與幼苗的生長，因此果實在成熟後不立刻掉落，而包藏在內的種子會

伸出果實體，再發育成帶有胚莖的「筆狀胎生苗」，垂掛在母株上吸取養份成長，

並能利用胚莖上的皮孔進行空氣交換，直到逐漸成熟(胚莖呈紅褐色)才脫離母株

掉落。 

65 9 

造成「COVID-19」的冠狀病毒直徑約為 50 奈米，細菌的直徑為 1 微米，人類頭髮

的直徑約為 0.06 毫米。以上三種物質的大小關係如何排列？ 
(A)冠狀病毒＜細菌＜頭髮直徑  (B)細菌＜冠狀病毒＜頭髮直徑   
(C)頭髮直徑＜細菌＜冠狀病毒  (D)冠狀病毒＜頭髮直徑＜細菌。 
【解析】：冠狀病毒＝50 奈米＝50×10－9m＝5×10－8m 

細菌直徑為 1 微米＝10－6m； 0.06 毫米＝0.06×10－3m＝6×10－5m 
  (A)冠狀病毒(5×10－8m)＜細菌(10－6m)＜頭髮直徑(6×10－5m) 

答案應為 (A)。 

66 13 

已知太陽的半徑大約為地球的 110 倍。如果按照實際的大小比例，用直徑 4 公分的

乒乓球代表太陽，則地球的尺寸應該為若干？(PM2.5為直徑 2.5 微米)   
(A)直徑 6.35 公分的網球  (B)半徑 0.018 公分的塵埃   
(C)直徑 0.2 毫米的細沙  (D)PM2.5 的粉塵。 
【解析】：太陽的半徑大約為地球的 110 倍   4 公分÷110＝0.036 公分(直徑) 

或半徑＝0.036÷2＝0.018 公分 

94 32 

(北市興福) 賓賓將紅血球放在不

同濃度的鹽溶液中，浸泡半小時

後，結果如右圖，則依紅血球外形

變化判斷，請由高至低排列出鹽溶

液的濃度？ 
(A)甲丁乙丙 (B)丙乙甲丁 (C)丙乙丁甲 (D)甲乙丁丙。 



【答案】：(C) 
【解析】：圖中，甲杯的紅血球細胞破裂，表示水分進入細胞中，因此甲杯的溶液濃度最小。

丙杯的紅血球細胞萎縮，表示水分由細胞內離開，因此丙杯的溶液濃度最大。 
因此：溶液的濃度由高至低依次為丙＞乙＞丁＞甲。 

102 題組四 

【題組四】妮妮買了一支甜筒，成分標示如右表。請問： 

10. 此甜筒總共提供多少大卡的製量？ 
(A)92  (B)142  (C)184  (D)284。 

11. 營養成分表中，哪一種養分所提供的熱量最高？哪一

種養分不能產生熱量？ 
(A)碳水化合物，鈉  (B)脂質，鈉   
(C)蛋白質，脂質  (D)鈉，蛋白質。 

12. 營養成分標示表上的「碳水化合物」屬於哪一類養分？ 
(A)醣類  (B)維生素  (C)礦物質  (D)水。 

【解析】：10. 4x4＋12x9＋15x4＝16＋108＋60＝184 大卡。 
11. 脂質每公克 9 大卡，提供熱量做多；鈉為礦物質，不提供熱量。 
12. 「碳水化合物」是指醣類。 

102 
題組四 
(新版) 

【題組四】霖霖買一瓶飲料，發現飲料瓶上的營養標示表如

下。請回答下列 3 題： 

10. 喝下這瓶飲料後，身體會獲得多少熱量？ 
(A)53大卡  (B)106大卡  (C)120大卡  (D)157大卡。 

11. 霖霖想到媽媽最近有一些貧血的症狀，想再買一瓶飲料

給媽媽喝，請問：是否可以改善媽媽的貧血症狀？ 
(A)應該有幫助，因為成分中有鈣質  (B)應該有幫助，

因為成分中有鈉  (C)應該沒幫助，因為熱量太少   
(D)應該沒幫助，因為缺乏鐵質。 

12. 霖霖喝完飲料後感覺很好喝，心中浮現「那我每天就靠喝這個飲料來補充養分就

好，不必再吃其他食物了。」針對這個想法的分析，下列何者正確？ 
(A)這個想法很好，兼顧營養和經濟效益  (B)只要每天喝十罐以上就沒有問題   
(C)天然的食物營養較為均衡，不應只喝這種飲料     
(D)這瓶飲料內完全沒有礦物質，所以不應該這樣做。 

【解析】：10. (3×4＋9×3＋3.5×4)x2＝53×2＝106 大卡 
   蛋白質每公克 4 大卡，脂質每公克 9 大卡，醣類每公克 4 大卡， 
   每一份 100c.c.，整瓶有 200c.c.，所以再乘以 2 
11. 貧血的症狀，需補充鐵質，但是飲料中缺乏鐵質。 
12. 健康的飲食習慣，需維持均衡的營養，不應只吃單一食物來獲得養分。 

104 8 

分布在皮膚下層，可隔絕熱量散失，達到保溫效果的是哪一種養分？ 
(A)蛋白質  (B)澱粉  (C)水  (D)脂質。 
【答案】：(D) 
【解析】：皮膚下層的脂質能有保溫作用，隔絕熱量的散失。 



105 29 

庭庭今天的早餐是巧克力牛奶，瓶上標示如右圖，但熱

量的數值不見了，若庭庭喝了 200 公克的巧克力牛奶，

則她攝取了多少熱量？ 
(A)1050 大卡  (B)1050 卡  (C)525 大卡  (D)525 卡。 
【解析】：牛奶共 200 克，因此 
(30×4＋25×9＋45×4)×2＝(120＋225＋180)×2＝525×2＝1050 大卡 
             答案應為 (A)。 

107 41 

斌斌一天所吃的各種食物明細如右，根據他的飲食

紀錄，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麵包、鮮奶、綜合維他命皆含能量   
(B)晚餐所吃的白飯可在人體的胃和小腸分解   
(C)斌斌所吃的食物當中，菠菜、鳳梨含豐富的纖維素   
(D)100g 的炸雞排比 100g 的烤雞腿含有較多熱量，所以比較營養。 
【解析】：(A)麵包(醣類)、鮮奶(蛋白質)皆含能量(熱量)，綜合維他命不提供熱量。  
(B)晚餐所吃的白飯(醣類)可在人體的口腔和小腸分解。   
(C)正確，斌斌所吃的食物當中，菠菜(蔬菜)、鳳梨(水果)含豐富的纖維素   
(D)100g 的炸雞排比 100g 的烤雞腿含有較多脂質，容易引起心血管疾病，不一定

比較健康。 

108 55 

甲、乙、丙、丁四支試管，分別放入不同的液體，

然後各加入等量的本氏液，隔水加熱後觀察顏色的

變化，結果如右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本氏液可使溶液中的澱粉分解成糖，以檢測糖的存在  (B)丁試管內沒有糖的存

在  (C)隔水加熱可延長反應時間，並使試管受熱均勻   
(D)四支試管含糖量由多至少為丙甲乙丁 
【答案】：(D) 
【解析】：(A)本氏液能檢驗糖，但不能分解澱粉成為糖。 

(B)本氏液若無糖時，溶液呈淡藍色，綠色溶液代表含有微量的糖份。 
(C)本氏液需加熱，才能呈現顏色變化，隔水加熱能縮短反應時間。 
(D)紅色代表含糖量最多，紅→橙→黃→綠，所含的糖份愈來愈少。 

113 6 

若將人體唾液分別與澱粉液或葡萄糖液混合，並在甲、丙試管中滴

入 2 滴鹽酸，乙、丁試管則滴入 2 滴清水，如右圖。若在適宜的溫

度下，放置一小時後，滴入本氏液隔水加熱，推測下列哪一試管不

會產生顏色的變化？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A) 
【解析】：甲試管：唾液＋澱粉液＋鹽酸，因鹽酸或破壞唾液的分解，因

此唾液失去作用，使得甲試管中仍維持澱粉液，無葡萄糖產生，故甲試管不變色。 

118 51 

由於牛肉的肌肉纖維比豬肉、雞肉長，有時為了讓牛肉吃起來更軟嫩，會添加某些

水果酵素，而這些酵素可分解蛋白質。如右圖為在 4℃時不同酸

鹼性下，四種此類酵素甲、乙、丙、丁的活性大小。若牛肉置於

4℃的中性環境中，則加入等量的哪一種酵素，可使牛肉最快變

軟嫩？ 
(A)甲  (B)乙  (C)丙  (D)丁。 
【答案】：(B) 
【解析】：由於中性環境的 pH 值約為 7，因此由圖可知乙在 pH 值為 7 時，酵素活性

最大，最容易使牛肉變軟嫩。 



P129 23 

關於葉片中各構造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表皮細胞可控制氣孔的開閉  (B)氣孔是水分進入植物體的通道   
(C)保衛細胞呈半月形且兩兩成對  (D)最外層的角質層可防止外界病菌入侵。 
【答案】：(C)(D) 
【解析】：(A)保衛細胞控制氣孔開閉。  (B)氣孔是水分離開植物體的通道，水分進

入植物體由根部吸收。   (C)保衛細胞兩兩成對，呈半月形。   
(D)角質層有保護作用，可防止病原體進入植物體內。 

P135 92 

有一包未標示的白色粉末，要如何判定是麵粉？下列哪一項實驗最適合？ 
(A)取適量粉末配成水溶液，分別以藍色石蕊試紙測試，觀察是否變色  (B)取適量

粉末置於試管，分別加入一滴濃硫酸，觀察是否變黑色  (C)取適量粉末置於試管，

分別加入少量稀碘液，觀察是否變藍黑色  (D)取適量粉末配成水溶液，分別通以直

流電，觀察是否導電。 
【答案】：(C) 
【解析】：麵粉含大量澱粉，因此以稀碘液檢驗，會呈藍黑色，即可說明含澱粉(麵

粉)。 此題答案應為 (C)。 

P147 72 

某電影描述神盾局科學家發明了一種粒子，可將人縮小到如原子般大。主角使用了

這種粒子後，可進入人體進行科學觀察及實驗。當主角進入人的消化系統後看到了： 
(甲)絨毛吸收養分；(乙)蛋白質在酸性中分解；(丙)脂質開始分解；(丁)澱粉初步分

解。請問正確的順序應是下列何者？ 
(A)乙丁丙甲  (B)丁乙丙甲  (C)丁丙乙甲  (D)丙丁乙甲。 
【答案】：(B) 
【解析】：消化系統分解養分的順序為： 

(丁)澱粉初步分解－口腔(澱粉酶作用)；(乙)蛋白質在酸性中分解－胃(胃
蛋白酶作用)；(丙)脂質開始分解－小腸前段(胰脂酶作用)；(甲)絨毛吸收

養分－小腸的絨毛(絨毛微血管)。 
所以應為丁→乙→丙→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