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宜蘭縣立羅東國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七年級自然科第一次段考試卷 【命題教師：賴思明老師】 

班級：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一、基本觀念題：對的畫 C，錯的畫 E(25%) 

1. 植物細胞的細胞壁沒有控制物質進出細胞的功能。 

2. 粒線體是動物及植物細胞產生養分的場所。 

3. 水分子通過細胞膜的滲透作用，也是擴散作用的一種。 

4. 所有生物的生理食鹽水濃度皆相同。 

5. 多細胞生物的個體，可以表現生長、生殖、代謝、感應等

生命現象。 

6. 複式顯微鏡使用完，應將高倍物鏡對準載物台中央，方便

下次使用。 

7. 拭鏡紙的用途為：將玻片上多餘的水分吸乾。 

8. 本氏液可用於測定所有的碳水化合物（醣類）。 

9. 澱粉經過分解成葡萄糖後，就有機會可以進出細胞。 

10. 雞蛋的蛋黃不能算是單細胞生物個體。 

 

二、學力養成題：每題 2分(50%) 

11. 下列物質和組成生物體相關構造的配對，何者正確？ 

(A)澱粉：植物的細胞壁 (B)鐵：骨骼 (C)蛋白質：頭髮 (D)

脂質：血紅素。 

12. 已知某細胞需要較多的能量才能維持其功能，可知該細胞

內何種構造可能較多？ (A)葉綠體 (B)粒線體 (C)液泡 

(D)細胞膜。 

13. 以海水灌溉植物，其細胞可能會發生何種狀況？  

(A)細胞進水量大於出水量，細胞脹破 (B)細胞進水量大於

出水量，細胞不脹破 (C)細胞進水量等於出水量，細胞形

狀維持不變 (D)細胞進水量小於出水量，細胞萎縮。 

14. 有關生物體內的物質與能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

「水」是生物體內含量最多的物質 (B)植物無法運動，但

也需要消耗能量才能生存 (C)食物中的各種養分不一定都

能在生物體內轉換產生能量 (D)動物體內的蛋白質只能在

生物體內代謝產生能量。 

15. 阿土伯正在喝蓮花茶，小天想把在學校學到的知識應用在

生活上，便對阿土伯說：「你正在用口腔器官來品嚐植物生

殖器官泡出的液體」。請問小天所說的這句話對嗎？ (A)

錯的，口腔屬於組織，不是器官 (B)錯的，蓮花屬於營養

器官 (C)錯的，口腔與蘋果都是屬於組織 (D)完全正確。 

16. 若想觀察水蘊草葉片表皮細胞的細胞膜，請問將水蘊草葉

片分別浸泡於下列各種溶液一段時間後，所製作成的水埋

玻片，何者最容易看到細胞膜？ (A)濃食鹽水 (B)清水 (C)

碘液 (D)亞甲藍液。 

17. 使用低倍率物鏡觀察玻片標本時，已經對好焦距，但目標

物太透明以致無法看清時，可調整哪一項構造降低亮度使

影像較清晰？ (A)目鏡 (B)光圈 (C)粗調節輪 (D)細調節

輪。 

18. 使用複式顯微鏡時，若將載玻片往右上方移動，則視野下

的目標物會往何方移動？ (A)右上方 (B)右下方 (C)左

上方 (D)左下方。 

19. 下列標本何都較不適合用複式顯微鏡來觀察？ (A)單層表

皮細胞 (B)透光的組織薄片 (C)立體的生物標本 (D)水中

小生物。 

20. 下表為四種食品的內容物及總質量。若取等量的四種食

品，何種食品所提供的熱量最多？ 

食品 內容物 總質量 

(A) 蔗糖 3克＋維生素 2克 5克 

(B) 蔗糖 4克＋礦物質 1克 5克 

(C) 維生素 4克＋礦物質 1克 5克 

(D) 維生素 1克＋蔗糖 5克＋礦物質 4克 10克 

21. 下列哪些構造具有維持植物細胞形狀的功能？ (A)細胞壁

與細胞核 (B)細胞核與大型的液胞 (C)細胞壁與葉綠體 

(D)細胞壁與大型的液胞。 

22. 若酒精燈不慎打翻時，如何將火熄滅才是最正確的方法？ 

(A)用溼抹布蓋熄 (B)用口吹熄 (C)以燈罩蓋熄 (D)以水

澆熄。 

23. 請將下列物質由大至小排序：甲.水分子、乙.蛋白質、丙.

胺基酸、丁.碳原子、戊.細胞核。  

(A)戊乙丙甲丁 (B)丁甲丙乙戊  

(C)戊丙乙甲丁 (D)丁甲丙戊乙。 

24. 小強對不同食物進行成分檢測。根據檢測結果，她將麵包、

白開水、饅頭歸為一組；葡萄汁、蘋果汁、可樂歸為一組。

則可推知小強最可能利用下列何者的檢測結果作為分類依

據？ (A)碘液 (B)亞甲藍液 (C)本氏液 (D)石蕊試紙。 

25. 右表為某冰淇淋的營養標

示，則此冰淇淋每 100 克可產

生多少卡的能量？  (A)365 

(B)3650 (C)36500 (D)365000。 

26. 使用解剖顯微鏡時，若想要改變物鏡的倍率，應該調整解

剖顯微鏡上的哪一項構造？ (A)眼距調整器 (B)倍率調整

輪 (C)調節輪 (D)光源開關。 

27. 有關複式顯微鏡使用方法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若

光線不足時，可轉換至高倍率鏡以提高亮度 (B)使用高倍

率鏡時，不可轉動粗調節輪來調整焦距 (C)觀察樣本時可

閉上雙眼觀察即可 (D)拿取顯微鏡時，僅需以單手緊握住

鏡臂即可。 

28. 某些假設在經過多次的實驗探討和證實後，會形成學說，

請問下列關於學說的敘述，何者正確？ (A)學說一但提出

後就不可修改 (B)知名科學家提出的理論就可算是學說  

(C)若有新的技術可以重新設計實驗，學說也有可能被修正

或推翻 (D)學說經過多次實驗驗證，對於學說的論述不需

質疑。 

29. 請問下圖，甲、乙、丙三者的組成層次分別為？ (A)細胞、

細胞、細胞 (B)細胞、組織、細胞 (C)組織、組織、器官 (D)

組織、組織、細胞。 

 

 

 

 

※背面尚有試題※ 

營養標示（每 100 克） 

蛋白質 25 克 脂質 25 克 

醣  類 10 克 鈉   50毫克 



30. 下圖為同一片洋蔥表皮細胞的玻片標本，經處理前後的影

像，請問要得到這樣的結果，最好的方式為？ (A)打開蓋

玻片，滴亞甲藍液，再蓋回蓋玻片 (B)在蓋玻片一端滴亞

甲藍液，另一端以吸水紙吸取液體 (C)旋轉粗、細調節輪 

(D)調整光圈與反光鏡。 

處理前 處理後 

  

三、素養養成題：(25%) 

【題組一】 

在哺乳動物中，成熟的紅血球(除駱駝和羊駝之外)，是無

細胞核的，這意味著它們不含有儲存於細胞核中的 DNA。相比

較而言，包括鳥類在內的其他幾乎所有的脊椎動物的紅血球都

是有核的(除了兩棲動物有尾目中的蠑螈)。哺乳動物的紅血球

也沒有粒線體，它們通過無氧的糖解作用，將葡萄糖轉變成乳

酸，藉以產生能量。由於缺少細胞核和胞器，因此紅血球不能

生產結構蛋白、修復蛋白或酵素，使得其只有有限的壽命。 

紅血球是由造血幹細胞(大骨中的紅骨髓)製造，產生紅血

球的過程叫做紅血球生成。在離開骨髓前後，初生的紅血球被

稱為網狀紅血球，此時會丟棄細胞核及大部分的胞器，紅血球

由幹細胞到網狀紅血球，再到成熟的紅血球，需要約 7 天；此

後，還能夠存活約 120天。             (文章改寫自維基百科) 

31. 人類的成熟紅血球細胞可以對應到以下哪個選項？ 

 細胞核 細胞質 細胞膜 細胞壁 葉綠體 粒線體 

(A) ○ ○ ○ ○ × × 

(B) × ○ ○ ○ ○ ○ 

(C) ○ ○ ○ × × × 

(D) × ○ ○ × × × 

32. 承上題表格，哪一個動物的成熟紅血球對應的選項和人類

相同？ (A)駱駝 (B)羊駝 (C)鳥類 (D)蠑螈。 

33. 由上文可知，人類成熟紅血球獲得能量的方式和正常皮膚

細胞獲得能量的方式的比較為？  

(A)相同；皆利用粒線體進行有氧的呼吸作用  

(B)相同；皆利用粒線體進行無氧的糖解作用  

(C)不同；紅血球利用粒線體進行無氧的糖解作用； 

   皮膚細胞利用粒線體進行有氧的呼吸作用。  

(D)不同；紅血球在細胞質進行無氧的糖解作用； 

   皮膚細胞利用粒線體進行有氧的呼吸作用。 

【題組二】 

小智發現剛買回來外皮偏綠的香蕉，與放了一陣子外皮轉黃

且出現黑點的香蕉，味道嚐起來不太一樣，黃皮的香蕉吃起

來較甜，他認為，黃皮的香蕉含糖應該比綠皮的香蕉高。於

是，他上網查詢了食品營養成分資料庫，整理了以下的表格： 

 水分

(g) 

蛋白質

(g) 

脂肪

(g) 

澱粉

(g) 

糖(g) 維生素 C 

(mg) 

0天 74.4 1.3 0.3 23.3 9.2 11 

1天 75.4 1.4 0.3 22.2 13.0 11 

3天 76.4 1.4 0.3 21.3 11.9 6 

7天 80.7 1.3 0.2 17.1 10.8 7 

(以上成分以每 100克的香蕉來計算) 

 
 

34. 小智認為，黃皮的香蕉含糖應該比綠皮的香蕉高，這句話

屬於科學方法的哪一步驟？ (A)觀察 (B)提出問題 (C)假

設 (D)實驗。 

35. 根據科學方法的步驟，小智查詢並整理上述的表格，是屬

於科學方法的哪一個步驟？ (A)分析實驗結果 (B)參考文

獻資料 (C)提出問題 (D)提出假設。 

36. 若小智想檢測是否有澱粉，他可用什麼指示劑？其顏色變

化為？是否要加熱才會反應？ 

 指示劑 反應前 反應後 是否要加熱 

(A) 本氏液 淡藍色 紅色 是 

(B) 碘液 黃褐色 藍黑色 是 

(C) 亞甲藍液 藍色 黃色 否 

(D) 碘液 黃褐色 藍黑色 否 

37. 若分別將 5g的綠皮香蕉與黃皮香蕉，各加 10ml的水磨成

汁，再加入本氏液隔水加熱來檢測，請問哪一個的顏色應

較紅？ (A)綠皮 (B)黃皮 (C)不一定 (D)一樣。 

38. 根據小智整理的表格，若想吃熱量較低的香蕉，應該選擇

哪時期的香蕉？ (A)剛買回來綠皮時期 (B)放置 3天後 

(C)放置 5天後 (D)放置 7天後。 

39. 依小智的整理表格，每 100g的香蕉，維生素 C含量的變化

圖應為下列何者？ 

(A) 

 

(B) 

 

(C) 

 

(D) 

 

 

40. 試推測香蕉的水分含量為何會愈放愈多？ (A)細胞代謝產

生 (B)由空氣吸收 (C)光合作用產生 (D)不要問，很可怕

的。 

 

※試題到此結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