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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甲)無法看出；(乙)a 試管中的澱粉已被唾液中的澱粉酶轉成葡萄糖，正確；(丙)是因為沒加唾
液；(丁)正確，故選(D)乙丁
27. 酵素作用的最佳溫度是 80℃，該生物適合生長在高溫的環境。
28. (A)有可能是胃蛋白酶；(B)峰值在 2~4 之間，為酸性；(C)超過 40 度左右開始下降，正確；(D)
酸鹼值影響較大
29. 酵素為蛋白質，牛奶、都將、牛排也都富含蛋白質，故選(A)
30. 葉片因為需廣受太陽照射(光合作用)，故需長得扁平，故選(C)
31. 含葉綠體的細胞可做光合作用，選項中只有葉肉組織含葉綠體，故選(A)
32. (B)皮膜組織屬於動物
33. 豆為植物之種子，植物養分均從葉的細胞，經光合作用合成，故選(C)
34. 可行光合作用的細胞均含葉綠體，故選(A)
35. 根在土中，無法吸收日光。
36. 下層為讓二氧化碳更容易進入，故排列較疏鬆，選(A)
37. 光反應為光將水分解為氧氣，故包含(甲)(丙)兩項，故選(C)
38. 甲是水，來自根部吸收；暗反應需要來自光反應的能量；丙是氧氣，可供給生物呼吸；太陽能
轉換後儲存於葡萄糖，丁是葡萄糖
39. 綠色的地方才會做光合作用，又中間一段被黑色遮住，故剩下的綠色部分碰到碘液會成藍色，
其他還是原本的棕色，故選(B)
40. 此時使用根莖在夏天所儲存的養分，選(B)(莖表皮不行光合作用，根是吸收水分，形成層不能
處存養分)
41. 甲乙兩組只有溫度不同，故應為水溫對光合作用速率的影響，選(A)
42. 亞甲藍液為細胞染色用，不會那來測定光合作用產物，故將乙刪除，選項只剩(A)，又其順序
正確，故選之
43. 光合作用會吸入二氧化碳而釋出氧，故蠟燭不滅
44. 植物光合作用需水、日光、二氧化碳，故選(B)乙，氧
45. 植物的養分大多來自葡萄糖，故選(A)甲乙丙丁
46. 題目說乙、丙是氣體，故知甲=水，乙=二氧化碳，丙=氧氣，丁=葡萄糖，(A)甲由根吸入；(B)
乙由氣孔進入；(C)正確；(D)葡萄糖
47. 住在最深處的生物要在光罩不強的情況下做光合作用，故應為丁，選(D)
48. 碘液檢驗澱粉，故為(A)
49. (B)水分子分解後釋出氧氣
50. 光合作用將光、二氧化碳、水轉變為生物可用的葡萄糖，乃是將無生物世界和生物世界連貫起
來的橋梁，故選(A)
51. (A)葡萄糖是在暗反應中才合成
52. 光合作用的主要產物為葡萄糖，氧氣只是產出的副產物，其目的是要產生葡萄糖供本身使用，
故選(D)
53. 肉食性動物犬齒較發達，供撕裂食物之用，故選(A)
54. (乙)胃液分泌入胃；(戊)唾液分泌入口腔，其他皆注入小腸，故選(B)甲丙丁
55. (B)胰臟是消化腺，分泌消化酵素(C)胃液是分解蛋白質；(D)消化腺分泌的消化液由特定管道
運送至消化器官，與內分泌腺的激素由血液運送不同。
56. 乳牛及人體皆不具葉綠體，不會行光合作用，故選(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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錯的，所有食物在嘴中攪碎、經消化道後都轉成小分子供全身使用，故選(C)
膽汁由肝臟製造，膽囊分泌，在小腸進行作用，故選(D)
人體沒有可分解纖維素的酵素，故選(D)
(D)正確，晶球表面若非蛋白質構造，就不會被蛋白酶分解，安全進入小腸
(A)甲是胃，可分解蛋白質，但尚未吸收；(B)肝臟分泌的膽汁可以乳化脂質，提高脂肪在小腸
被分解的速率；(C)丁為大腸，人體主要吸收養分的器官是在小腸；(D)戊是肝臟，肝臟分泌的
膽汁，不含酵素，但可以乳化脂肪，幫助脂肪分解。
雜食性動物甚麼都吃，所以有著均衡發展的門齒、犬齒及臼齒，故選(D)
順序應為(丁)口腔Æ(甲)食道Æ(丙)胃Æ(乙)小腸Æ(戊)大腸，故選(C)
腸胃只能吸收養分，不會儲存，腸胃內為鹼性，非酸性，其他選項皆正確，故選(A)
大腦不會吸收養分、分解養分，小腸不會記憶，且皺紋可增加表面積，故選(D)
(A)大腸較小腸少絨毛，且只能吸收水分；(B)膽汁為肝臟製造；(C)正確；(D)肝臟位於右上腹
嘔吐時事將胃以上的食糜吐出，還沒經過膽囊所在的十二指腸
胰液會將澱粉分解，故甲試管會先停止出現藍黑色的變化，故選(A)
胃液不會有硫酸故選(D)
進小腸前會先經過胃，胃有非常酸的胃液，故藥安全抵達小腸，必定要能在酸性環境中不容易
被溶解，故選(A)
腎臟不是消化器官，不在消化道內，故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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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胃中的胃蛋白酶、小腸中的胰蛋白酶均可分解蛋白質，故選(B)丙丁
73. (A)以為胃，會分解蛋白質，吸收少許藥物、酒精；(B)辛為盲腸，沒有用處；(C)吸收食物中
所有水分、礦物質的主要場所為(丁)小腸；(D)正確
74. 澱粉在小腸中受小腸液和胰液的作用，得到葡萄糖。
75. 可分解蛋白質的酵素有胃液中的胃蛋白酶、胰液中的胰蛋白酶及腸液中的腸蛋白酶，所以選(B)
乙丙戊
76. 順序應為：口腔(乙、分解澱粉)Æ胃(丁、食物呈酸性)Æ十二指腸(丙、分解脂質)Æ小腸(甲、
絨毛吸收養分)
77. 膽汁由肝臟製造，膽囊分泌，若膽汁逆流，則會流回肝臟使肝臟受損，故選(B)
78. 丁為盲腸，又成闌尾，發炎時稱闌尾炎，故選(D)
79. 乙一直到小腸才開始消化>脂質。甲則為不能消化的食物。丙為蛋白質。丁為醣類。
80. (A)胃不會吸收蛋白質；(B)正確；(C)小腸才是；(D)肛門是消化器官
81. 膽囊分泌膽汁，若膽囊被切除會造成膽汁分泌不正常，應少攝取被膽汁作用的油脂類食物，故
選(B)
82. 膽汁和消化脂肪的消化液會被注入小腸中。而養分的吸收主要在小腸中進行。
二、題組詳解：
1. (1)本氏液可以檢驗葡萄糖，若要檢驗是否有糖應加入本氏液，故選(A)
(2)應從淡藍色轉為綠色後再變紅色，故應為(C)
(3)本實驗需隔水加熱，故燒杯中應為水，選(C)
2. (1)碘液遇澱粉成藍黑色，故應選(D)
(2)甲處有馬鈴薯碎末，含澱粉，故甲處應轉為藍黑色，乙則依然呈黃褐色，故選(D)
3. (1)能供給養分的為蛋白質、脂質、醣類，題目中未提到蛋白質，故為(B)
(2)醣類每公克提供 4 大卡，脂質每公克提供 9 大卡，70*4+29*9=541，故選(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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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脂質每公克提供 9 大卡，提供最多
(4)(A)為維生素 A；(B)為脂質；(C)正確，鈣為骨骼的主要成分；(D)不屬於
(1)由兩曲線的範圍可知，乙適宜的酸鹼值最廣，故選(B)
(2)由兩峰值可知，乙達峰值時的 pH 值較甲達峰值時的 pH 值高，故選(B)
(1) (A)由試管甲和試管丙，酵素 X 可使蛋白質方塊消失；(B)由試管丙和試管丁，酵素 Y 在酸
性環境下，不能使澱粉消失；(C)由試管甲和試管乙，酵素 X 在酸性環境下，能使蛋白質方塊
消失；(D)由試管丙和試管丁，酵素 Y 無法使蛋白質方塊消失。
(2)酵素 X 在酸性環境下，能使蛋白質方塊消失，應該來自胃的酵素；酵素 Y 在中性環境下，
能使澱粉消失，應該來自唾腺的酵素。
(1)酵素在反應前即反應後結構不變，故應選(B)乙丙
(2)乙將兩個反應物合而為一，丙則將一個反應物一分為二，則應為合成作用、分解作用，選(A)
(3)細菌體內的酵素成分為蛋白質，蛋白質不耐高溫，所以活性最佳溫度仍為 37 度，故選(C)
(1)在丁試管加入濃鹽酸，作為甲試管的實驗組，因為唾液無法在強酸下作用，可討論酸鹼值
對酵素的影響
(2)只有甲試管含有活的酵素，而且在適宜的溫度下，可以將澱粉轉變為糖
(3)丙試管含有煮沸的酵素，甲試管有活的酵素，其他條件相同，可以作為實驗組和對照組，
討論溫度對酵素的影響
(4)唾液中不含糖，是唾液中的酵素將澱粉轉變為糖。
(1)若沒時間讓唾液中的唾液澱粉酶充分與澱粉作用，就無法達到預期之實驗結果，故選(A)
(2)乙丙兩者只有溫度不同，應是測試溫度與酵素活性之關係，故選(C)
(3)升高溫度能加速反應之進行，故選(A)
(4)(D)錯誤，本氏液檢驗葡萄糖

光合作用：光反應及暗反應。光反應：原料：水（由根部吸收）產物：氧氣（由氣孔擴散）；
暗反應：原料：二氧化碳（來自空氣）產物：葡萄糖與水。
10. (1)碘液遇到澱粉會成藍黑色，故選(D)碘液
(2)碘液遇澱粉會成藍黑色，遇水則不會有反應，馬鈴薯含有澱粉，故碘液會有反應，所以答
案為(A)
(3)此實驗目的主要是為了測光合作用產生葡萄糖是否轉換成澱粉儲存，因此用黑色膠帶主要
是隔絕光照，故選(C)
(4)因為二氧化碳是光合作用的一個重要元素，而此次實驗又是探討光合作用與澱粉的關係，
凡士林又可達到隔絕氣體的效果，故選(B)
11. (1)為了有利於後續實驗的進行，因此先以熱水煮沸來軟化葉片，故答案為(C)
(2)酒精可以和葉綠素產生化學反應，因此先以酒精溶解葉綠素，以利後續實驗的觀察，故答
案為(B)
(3)依熱平衡原理，隔水加熱可以使葉片和水達相同溫度，而浸泡於水中的葉片也不會有受熱
不均勻的情況發生，故答案為(D)
(4)因為除了中間的洞有照光外，葉片其餘部分皆被鋁箔擋住，而光又是光合作用不可或缺的
元素，因此只有中間的小孔有光合作用後所產生葡萄糖所轉換而來的澱粉，故答案為(D)
(5)(A)因被鋁箔遮住的地方並未有光合作用的發生，正確；(B)因光合作用產生的葡萄糖可轉換
成澱粉貯存，正確；(C)因碘液發生反應成藍黑色因此可證明葡萄糖轉換成澱粉貯存，正確；
(D)此次實驗只能探討光與光合作用的關係，並無法證明水和氧氣與光合作用的關係，故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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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為(D)是錯誤的
(1)葉片的葉肉細胞(乙)和保衛細胞(戊)具有葉綠體，故答案為(B)乙戊
(2)光合作用所需的水由根部吸收經由木質部運送到葉片(己)二氧化碳則由兩個保衛細胞間的
氣孔進入(丁)，故選(A)
(1)依圖所示，二氧化碳濃度≧0.10 並且處於強光時，光合作用進行速率最大，故選(D)
(2)依圖所示，二氧化碳濃度為 0.04 時並為達到最大速率所需的二氧化碳濃度，故選(A)
(1) (C)水綿為綠藻的一種，照光可行光合作用；(2)水綿照射紫光嗜氧細菌數最多，代表光合作
用最旺盛。
(3)光合作用的光反應是葉綠素吸收太陽能，把水分解成氧氣。
(1)沸水軟化葉片，再用酒精溶出葉綠素，接著漂洗可以洗去殘餘的酒精，最後加入碘液測澱
粉的存在。
(2)小燒杯內放酒精可以溶出葉綠素，大燒杯裝水>隔水加熱。
(3)葉片上甲:沒有照光，不能合成澱粉，滴入碘液呈現黃褐色；乙部分有照光，可以合成澱粉，
滴入碘液呈藍黑色。
(4)葉片上有照光的部分可測出澱粉-碘反應，而被貼紙貼住的部分則測不到澱粉，因貼紙有遮
光的效果，所以可知「光合作用需要陽光」。
(1)吐司主要成分為澱粉，澱粉經由唾液初步消化，並且會在小腸更進一部消化，故答案為甲
丁
(2)小腸含有多種消化酵素並且具有絨毛可增加消化面積故答案選丁
(3)胃中還有胃酸，而胃蛋白酶事何在強酸中反應，故選戊
(4)小腸內的消化液包含肝臟分泌的膽汁、胰臟分泌的胰液、以及小腸本身分泌的腸液，故選
丙丁己
(5)肝臟分泌的膽汁不含酵素，只具有乳化脂肪的功能，故選丙
(1)甲：食道、乙：胃、丙：胰臟、丁：肝臟、戊：膽囊、己：十二指腸(小腸一部分)，而肝臟、
胃、胰臟和小腸皆能分泌消化液，故答案為(A)
(2)膽汁在肝臟製造，並在小腸中發生乳化脂肪的功能，故答案為(B)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