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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閩地區 98 年度自學進修高級中學畢業程度學力鑑定考試答案卷 

科目：自然學科     

注意事項： 
1. 試卷上不得書寫與答案無關之文字符號圖畫，違反者以零分計。 

2. 答案請寫在試卷各題答案格內，寫錯不計分。選擇題答錯不倒扣。 

 
選擇題： (40 題，每題 2.5 分，共 100 分) 

 
（B） 1. 下列有關虎克在生物學貢獻的敘述，何者正確 ﹖   

(A) 觀察洋蔥根尖，發現細胞分裂  (B) 觀察軟木塞的切片，首先發現細胞  (C) 觀察口腔黏膜細胞，

發現細胞核  (D) 提出細胞學說  
（B） 2. 下列哪一選項中的兩種化合物的關係，與其他三者差異最大？  

(A) 核苷酸與核酸 (B) 澱粉與肝糖 (C) 葡萄糖與澱粉 (D) 胺基酸與蛋白質 

（D） 3. 下列何者是細胞中儲存並直接供應能量的主要物質，有細胞的能量貨幣之稱者為何？   
(A)脂質  (B)肝醣  (C)蛋白質  (D)ATP 

（C） 4. 有關「葡萄糖＋氧→二氧化碳+水」反應的敘述，何者正確﹖   
(A)屬於合成作用，會有能量釋出  (B) 屬於合成作用，需要吸收能量 (C)屬於分解作用，會有能量釋

出  (D)屬於分解作用，需要吸收能量 
（D） 5. 下列細胞中的胞器與其功能的配對何者錯誤？  

(A)粒線體：ATP 的生成 (B) 中心粒：與有絲分裂有關 (C)核糖體：蛋白質的合成 (D) 高基氏體：分

解老化胞器 
（A） 6. 下列哪一生態系中其生物族群往往有較劇烈的變動？ (A)寒原 (B)落葉林 (C)珊瑚礁 (D)熱帶雨林 

（B） 7. 海蟑螂既不是蟑螂，也不是昆蟲，只因牠的外表和行為都很像一般蟑螂，所以稱牠為「海蟑螂」，在分

類上，牠是屬於節肢動物門、甲殼綱、等足目、海蟑螂科、海蟑螂屬。請問在下列哪一生態系較易看

到牠？ (A)大陸棚  (B)岩岸潮間帶 (C)珊瑚礁 (D)溪流上游 

（D） 8. 下列有關酸雨的敘述，何者正確？ (A)酸雨係因水汙染而引起 (B)酸雨是指 pH 值小於 6.5 的雨水 

(C)酸雨僅對水生生物造成危害 (D)酸雨也會影響人體的健康 
（D） 9. 「京都議定書」於民國九十四年二月十六日開始生效，為保護環境的國際法，下列敘述何者為此議定

書的主要內容？ (A)保護地球上形形色色的生物，以維護生物多樣性 (B)保護溼地，建立自然的溼地

保留區，以正確使用溼地 (C)管制而非完全禁止野生動物的國際貿易，以使野生物可以永續利用 (D)
限制已開發國家溫室氣體排放量，以抑制全球暖化 

（D） 10. 甲：50g； 乙：10g； 丙：675g； 丁：4825g，上述為科學家測量了某一地區水中四種生物之總生物

量得到的結果，試問此四種生物在食物鏈上的排列順序為何？ (A)甲丁丙乙 (B)甲丙丁
乙 (C)乙甲丙丁  (D)丁丙甲乙 

（A） 11. 下列何者不是混合物？ (A)石墨棒 (B)不鏽鋼 (C)碘酒 (D)汽油 

（C） 12. 臺南縣關子嶺風景區除了以溫泉馳名外，尚有一個景點「水火同源」，是因天然氣或沼氣從地表逸出，

在泉水上方燃燒。試問天然氣與沼氣的主要成分為何？ (A)H2 (B)CO (C)CH4 (D)SO2 
（A） 13. 在海平面上，沒有被汙染的乾燥空氣其組成含量最多者為何？ (A)N2 (B)O2  (C)CO2 (D)Ar 

（B） 14. 下列何者不是純物質的特性？ (A)有一定的熔點與沸點 (B)由單一的元素組成 (C)用物理方法不

能分出本身以外的物質 (D)有一定的密度與結構 

（B） 15. Mn
2+
具有 23 個電子，下列何者是質量數為 55 之錳離子的中子數目？ (A)28 (B)30 (C)32 (D)34  

（C） 16. 在日常生活中常會見到一些事物的名稱含有代號或數字，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98 無鉛汽油中的 98

代表該油品為1998年開始使用  (B)六輕代表專門處理含6個碳的有機物  (C)核三廠代表為臺灣第三

座核能發電  (D)耐綸-6,6 為一常見聚合物，代表 1966 年發明    

（C） 17. 寒冷地區的水池內部，水不易結冰，水中所含溶氧及營養素可均勻分布，讓水中生物得以維持生命，

是因水具有下列何種性質？ (A)沸點高  (B)比熱大  (C)密度於 4℃時最大  (D)汽化熱大 

（A） 18. 製造人造雨時，可於高空散佈碘化銀與乾冰，其中乾冰的作用為何？  (A)降低水汽溫度  (B)當作晶

種  (C)作為催化劑   (D)當吸水劑 

（A） 19. 電解水的反應式為 2H2O  2H2 + O2，如欲收集 6 莫耳的氣體，則有多少克的水被電解？(H=1 O=16)  

(A)72 (B)54 (C)36 (D)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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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20. 家中的飲水機或水壺常在水煮沸後出現白色的鍋垢，這是何種物質？ (A)碳酸鈣  (B)硫酸鎂  (C)碳

酸鋇  (D)硫酸鋇 

（D） 21. 一架協和式噴射客機在跑道上，自靜止開始滑行 25 秒後，達到 360km/hr 的速度而起飛，則此飛機在

跑道上滑行時平均加速度量值為若干公尺／秒？ (A)8 (B)6 (C)5 (D)4  

（C） 22. 一個愛斯基摩人拉著 25 公斤的雪橇通過平坦的雪地，若此人所施的水平力為 60 牛頓，且動摩擦力為

20 牛頓，則雪橇的加速度為若干 m/s
2
？ (A) 0.08 (B) 0.625 (C) 1.6 (D) 2.0  

（A） 23. 一物體的質量為 2kg，由靜止開始受一定力作用，使其在光滑的水平面上運動；若 7 秒後之速度為 

21m／sec，則作用在物體上的外力為多少牛頓？ (A) 6 (B) 7 (C) 10.5 (D) 42 

（C） 24. 在大氣中飛行的民航飛機，與在太空中沿圓形軌道運行的人造衛星，都受到地球重力的作用。下列有

關民航飛機與人造衛星的敘述，何者正確？ (A)飛機在空中飛行時，機上乘客受到的地球重力為零 

(B)人造衛星內的裝備受到的地球重力為零，因此是處於無重量的狀態 (C)人造衛星在圓形軌道上等

速率前進時，可以不須耗用燃料提供前行的動力 (D)飛機在空中等速率前行時，若飛行高度不變，則

不須耗用燃料提供前行的動力 

（C） 

D 亦可 

25. 一個在水平桌面的木塊，受大小相同，方向如下列各選項所示之力，則哪一選項中木塊所受之摩擦力

最小？  (A)    (B)    (C)    (D)   

（B） 26. 蝙蝠可以發出超音波，並藉著超音波的反射來捕捉獵物。若蝙蝠在超音波發出後 1 秒聽到由一隻停在

花上的蛾反射回來的回音，則蝙蝠與蛾的距離約為多少公尺？(當時的聲速為每秒 340 公尺) (A)340   

(B)170   (C)34   (D)17 

（A） 27. 變壓器將 2000 伏特之電壓降為 100 伏特，若原線圈為 5000 匝，求副線圈的匝數為多少匝？ (A)250  

(B)1800  (C)3000  (D)9000  

（D） 28. 一條東西向水平放置的導線，通以由東向西的電流，若導線所在的位置有向北的磁場，則導線所受的

磁力方向為何？   (A)向南 (B)向北 (C)向上 (D)向下 

（D） 29. 將甲乙兩物接觸時，熱由甲物流至乙物。這表示甲物一定具有何種性質？ (A)較多的熱量  (B)較大的

熱容量  (C)較大的質量  (D)較高的溫度 

（C） 30. 避雷針的作用是利用下列哪一種原理？（A）屏蔽作用  （B）導電作用  （C）尖端放電  （D）避

邪作用 

（B） 31. 愛護我們的地球，應該對環保常識要有認知，下列哪一項是廢棄物較正確且有效的處理方式？ (A)不
用、少用、丟棄、掩埋 (B)減量使用、重覆使用、循環使用 (C)丟棄、回收、清洗、分解 (D)掩埋、

堆積、燃燒、分解 

（D） 32. 下列工具中，何者是斜口鉗？ 

(A)   (B)   (C)   (D)  

（D） 33. 被喻為「火車頭工業」的是哪一項科技？ (A)資訊科技 (B)生命科技 (C)奈米科技 (D)營建科技 

（A） 34. 由於「抗震」的需求，下列哪一項的營建材料逐漸普及利用？ (A)金屬材料 (B)土屬材料 (C)木屬

材料 (D)有機材料 

（B） 35. 目前臺灣地區住屋的電力系統是使用哪種電源？ (A)直流電 (B)交流電 (C)靜電 (D)蓄電池 
（C） 36. 可從植物或農餘、廢棄物所煉製的酒精、沼氣、合成油等燃氣的是下列何者？  (A) 石油    (B) 天

然氣   (C) 生質燃料    (D) 煤 

（B） 37. 下列何者屬於「非再生能源」？ (A)水力  (B)核能  (C)太陽能  (D)風力 

（B） 38. 引擎的四行程動作順序為何？ (A) 進氣、爆發、排氣、壓縮   (B)進氣、壓縮、爆發、排氣   (C)進
氣、爆發、壓縮、排氣 (D) 壓縮、爆發、進氣、排氣 

（A） 39. 下列傳輸媒介中，何者的傳輸速度最快？ (A)光纖 (B)電話線 (C)同軸電纜 (D)RJ-45 

（A） 40. 把細胞用人工方法在生物體外進行培養的技術是下列何者？  (A) 組織培養技術   (B) 生物反應器

技術   (C) 蛋白質工程技術   (D) 胚胎移植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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