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頁，共 3 頁】 

 

 國立臺灣海洋大學 101 學年度進修學士班入學招生考試試題 

 考試科目： 自然科學 
 

 系所名稱： 進食科一 

 1.答案以橫式由左至右書寫。2.請依題號順序作答。

一、生物部分 (佔 40%) 

(單選題。一題 2.5 分，共 40 分) 

1. 下列哪一個胞器 (Organelle)在植物細胞中不存在? 

(1) 粒腺體 (2) 高基氏體 (3) 細胞核 (4) 以上皆非 

 

2. 原核細胞跟真核細胞的不同之處在於 

(1) 細胞核 (2) 細胞質 (3)細胞膜 (4) 以上皆非 

 

3. 下列何種多醣不是由葡萄糖組成的 

(1) 澱粉 (2) 纖維素 (3) 洋菜 (4) 肝糖 

 

4. 四條多肽鏈組成一個完整的血紅素蛋白，此為蛋白質的幾級結構? 

(1) 一級 (2) 二級 (3) 三級 (4) 四級 

 

5. 脂質由下列哪種成份組合而成 

(1) 肝糖與甘油 (2) 脂肪酸與甘油 (3) 肝糖與脂肪酸 (4) 以上皆非 

 

6. 下列何者不是核苷酸的組成分子 

(1) 五碳糖 (2) 磷酸 (3) 胜肽 (4) 鹼基 

 

7. 下列何者不是關於愛滋病病毒 (HIV) 的敘述 

(1) 反轉錄病毒 (2) DNA 病毒 (3) 具有套膜 (4) 以上皆是 

 

8. B 型肝炎的致病因子為 

(1) 病毒 (2) 細菌 (3) 真菌 (4) 尚未確認 

 

9. 下列何者不是 RNA 的具備的功能 

(1) 參與蛋白質合成 (2) 具有酵素活性 (3) 核糖體的組成成份 (4) 細胞膜的組成成份 

 

10. 下列何種成份中，海藻含量所佔重量百分比為最高 

(1) 脂質 (2) 水份 (3) 碳水化合物 (4) 礦物質 

 

11. 抗生素盤尼西林 (Penicillin)最初從下列何者分離而來 

(1) 真菌 (2) 哺乳類動物 (3) 細菌 (4) 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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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下列何者為絕對寄生 

(1) 酵母菌 (2) 病毒 (3) 黴菌 (4) 細菌 

 

13. 環境生態學中，下列何者不是四大生物要素 

(1) 生產者 (2) 消費者 (3) 清除者 (4) 媒介者 

 

14. 唐氏症 (Down syndrome) 造成的原因為 

(1) 染色體較正常人多 (2) 染色體較正常人少 (3) 細菌感染 (4) 病毒感染 

 

15. 製造單株抗體的方法與下列何者相關 

(1) T 細胞 (2) B 細胞 (3) 融合瘤細胞 (4) 癌細胞 

 

16. 下列何者為神經退化性疾病 

(1) 癌症 (2) 血友病 (3) 白內障 (4) 阿茲海默症 

 

二、物理部分(佔 20%) (每一題 2 分) 

1. 下列敘述何者正確? (A) 當兩物質接觸時，熱量一定由溫度高的物質流向溫度低的物質。 

(B) 互相接觸的兩物質在達到熱平衡後，一定含有相同的熱量。 (C) 溫度高的物質比溫

度低的物質一定含有相同的熱量。(D)物體吸收熱量之後，其溫度一定會升高。 (E)熱容

量的單位與熱量的單位相同。 

2. 乾冰變成氣體煙霧狀是下列哪一種現象? (A) 融化(B) 溶解 (C) 蒸發(D)昇華 (E)凝結 

3. 將一個 2 歐姆的電阻與一個 3 歐姆的電阻並聯之後的總電阻為: (A) 5 歐姆(B) 1 歐姆(C) 6

歐姆(D) 
6

5
歐姆(E) 

5

6
歐姆 

4. 密閉容器內溫度維持固定的理想氣體當其體積增加為原來的兩倍時，其壓力變成原來的(A) 

4

1
倍(B) 

2

1
倍(C) 1 倍(D) 2 倍(E) 4 倍 

5. 下列哪一種單色光具有最短的波長? (A) 紅色光(B) 黃色光(C) 綠色光(D) 藍色光(E) 紫

色光 

6. 液體的黏度主要是因為下列哪一種現象引起的特性? (A)加熱(B) 摩擦(C) 壓縮(D)凝固(E) 

膨脹 

7. 近代科技中，將材料的大小製造成非常小而產生各種光、電、或熱方面特殊的性質的科技

是下列哪一種? (A)超導體技術(B) 雲端科技(C) 生物科技(D)奈米科技 (E) 人工智慧 

8. 下列幾個選項中，哪些是電磁波? (A) 紅外線 (B) 紫外線 (C) 陰極射線(D) 超音波(E) 物

質波 

9. 將黃豆研磨之後做成豆漿，主要是利用哪一些作用力? (A) 地心引力 (B) 磁力 (C) 撞擊

力(D) 摩擦力 (E) 萬有引力 

10. 下列器材中，哪一些是運用電磁感應做為工作原理? (A) 電鍋 (B) 電磁爐 (C) 變壓器(D) 

安培計 (E) 交流發電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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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學部分(佔 40%) 
（一）單選題：每題 3 分、共 24 分 (log 2 = 0.3) 
1. 已知常溫下 CaSO4 之 Ksp 為 6.4×10－5，將 0.10 M CaCl2 溶液 200 毫升與 0.10 M Na2SO4 溶液

200 毫升混合，有關此混合溶液之下列各項敘述，何者正確？ (A)可產生 CaSO4 沉澱 0.02

莫耳 (B)可產生 CaSO4 沉澱 1.7×10－2 莫耳 (C)可產生 CaSO4 沉澱 8.0×10－3 莫耳 (D)不

會產生沉澱 

2.  在定溫時將 3 大氣壓氨氣 3 升和 1 大氣壓氯化氫氣體 1 升，其置於 4 升真空容器中，最終

壓力為多少大氣壓？ (A)1 (B)2 (C)2.5 (D)3 

3.  化學式為 C4H8 的化合物，共有幾種異構物？ (A) 3 (B) 4 (C) 5 (D) 6 

4.  若 N2O5之分解反應的實驗數據如附表，則在 80 分時[N2O5]為： (A) X＝0.70 (B) X＜0.65 

(C) 0.67＞X＞0.65 (D) 0.64＞X＞0.61 

 

5.  下列原子基態時電子組態最外層之 s 軌域僅有一個電子者為(A) 
56
26Fe (B) 

52
24Cr (C) 

127
53I 

(D) 
65
30Zn 

6.  下列物質的沸點與熔點高低次序，何者正確？ (A)沸點：C3H5(OH)3＞C2H4(OH)2＞

C2H5OH (B)熔點：CCl4＞NaCl＞HCl＞Cl2 (C)沸點：HF＞H2O＞NH3＞CH4＞Ne (D)

沸點：HI＞HBr＞HCl＞HF 

7.  已知 H2CO3 在人體體溫時 Ka1
＝8.0×10－7，則保持血液 pH＝7.4 時，所需

 [HCO3
－] 

 [H2CO3] 
之比值

為： (A) 40 (B) 20 (C) 1/8 (D)1/20 

8.  甲、乙、丙三種一元弱酸（均為 0.2M），室溫下甲的酸游離常數為 1.810－5，乙的游離百

分率為 0.8%，丙的 pH 值為 2.7，則溶液酸性強弱的關係為： (A)甲＞乙＞丙 (B)乙＞

甲＞丙 (C)丙＞甲＞乙 (D)乙＞丙＞甲 

 

（二）非選題：共 16 分 

1.已知碘在乙醇中溶解度為 0.84 mol∕L，今將 5.08 克碘投入 25℃ 20 mL 乙醇中，是否可達

成：I2（s）  I2（乙醇）之平衡，並說明原因。（I＝127）(5%) 

 

2. 在一密閉容器中，甲烷 ( CH4 ) 與氧在催化劑的催化下，反應生成 H2 與 CO2，反應過程中，

物系之溫度升高，試回答下列二題：(6%) 

(1) 最終壓力大於或小於原來壓力？ 

(2) 如使 1mol 之甲烷與 1mol O2 充分反應 ( 溫度由 27℃變為 177℃ ) ，壓力變為原來的

多少倍？ 

3.銅元素有兩種同位素， Cu63
29 的質量為 62.9298 amu，而 Cu65

29 的質量為 64.9278 amu。銅的原

子量為 63.546。試求各同位素存在自然界中的百分率。(取到小數點第一位)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