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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9 學年度 資優入班鑑定 自然學科能力評量 (生物)  

第一部分 單選題 

（1~10 題，每題 5 分 合計 50 分。每題各有五個備選答案，有一個正確的答案，答對者可獲得 5 分；答錯者，倒扣 1.25

分；完全不答者，不予給分。 第一部分 倒扣至零分為止） 

閱讀題  一 

A popular form of heartburn medication may increase a person’s risk of developing COVID -19, 

according to a new study, lengthening the already long list of risk factors for the virus. 

In the study, published Tuesday in pre-print form in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scientists led by Cedars-Sinai Medical Center’s Dr. Brennan Spiegel conducted an 

online survey involving more than 86,000 people. Among them, more than 53,000 reported 

abdominal pain or discomfort, acid reflux, heartburn or regurgitation, and answered  questions 

about the medications they took to relieve those symptoms. Of those, more than 3,300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When the researchers analyzed the data, they found that respondents who said they used proton 

pump inhibitor (PPI) medications to treat their heartburn had anywhere from two to nearly four 

times the risk of testing positive for COVID-19, compared to people not using such medications. PPI 

drugs, which are available by prescription and over the counter, work by turning off the pumps in  

cells that release acid into the stomach. They can be taken once or twice a day; people taking PPI 

medications twice a day had a higher risk of infection compared to those taking them once a day.  

Spiegel, who is also editor-in-chief of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Gastroenterology, says the results 

aren’t necessarily surprising. Previous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people taking PPI medications can be 

at higher risk of certain infections, including C.difficile (common in hospitals). That’s because the 

drugs reduce stomach acid, and acid is one way the body kills off potentially harmful bacteria and 

viruses. However, Spiegel was surprised at “just how large the effect seemed to be.”  

“We found a biological gradient where the stronger the medicine, the higher the dose,  the higher the 

effect for COVID-19,” he says. 

The gut, which includes the stomach and intestines, can be considered one of the body’s largest 

immune organs. If the gut’s normal environment is altered—as it can be when taking heartburn 

medications—that may turn it into fertile ground for viruses like SARS-CoV-2, which is responsible 

for COVID-19. 

“Viruses like SARS-CoV-2 are capable of hijacking the gastrointestinal tract quickly; we know that,” 

says Spiegel. “It can invade, replicate and multiply efficient ly. There is even a theory that maybe it 

https://www.cdc.gov/coronavirus/2019-ncov/need-extra-precautions/people-with-medical-conditions.html?CDC_AA_refVal=https%3A%2F%2Fwww.cdc.gov%2Fcoronavirus%2F2019-ncov%2Fneed-extra-precautions%2Fgroups-at-higher-risk.html
https://journals.lww.com/ajg/Documents/AJG-20-1811_R1(PUBLISH%20AS%20WEBPAR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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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es the intestines as a kind of home base where it entrenches itself and then spreads throughout 

the body.” 

While people who take PPIs showed an increased risk of COVID-19 infection compared to those who 

don’t, the absolute risk is still small. That means people taking PPIs shouldn’t immediately stop 

doing so for fear of contracting the virus without first consulting with their doctor. There are ways 

PPI users may be able to reduce their risk, too. Studies have shown, for example, that taking the 

drugs once a day is as effective as taking them twice a day. Since Spiegel’s study suggests that higher 

doses bring increased risk, people should discuss with their doctors whether reducing their daily 

dosage might make sense. 

Meanwhile, other acid-controlling drugs don’t seem to have the same heightened risk of COVID-19 

infection. In Spiegel’s study, people taking H2 blockers, for example, did not show greater risk of 

infection (H2 blockers, which include Pepcid and Zantac, work by blocking receptors on stomach 

tissue cells that trigger acid production). However,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in 

April requested that manufacturers remove prescription and over the counter H2 blockers 

containing ranitidine from the market after an investigation revealed that they contained a 

contaminant linked to cancer. The request applied to Zantac, but not Pepcid, which contains a 

different acid-blocking chemical called famotidine. 

For people who need to take PPIs to control heartburn, Spiegel says their doctors should remind 

them of their heightened risk of infections of any kind, including COVID-19. And his team’s findings 

also reinforce public health advice about taking proper precautions to protect against the virus.  

“If you’re worried about getting COVID-19, the best thing to do is to wash your hands, wear a mask, 

socially distance and do all the basic blocking and tackling public health measures,” says Spiegel. 

“They are way more important than immediately stopping PPIs.”  

(文章取材：Time) 

1. 從文章看來，heartburn 主要是哪個器官產生問題? (A)心 (B)肝  (C)脾 (D)胃  (E)肺 

2. PPIs 的功能為： (A)促進氫離子分泌 (B)減少氫離子分泌 (C)中和環境中氫離子 (D)抑制 COVID-19 增殖 (E)加速

COVID-19 細胞分裂 

3. COVID-19 名稱中代表意義為 (A)CO 表示病毒會產生一氧化碳 (B)V 表示病毒戰勝人類 (C)D 表示病毒外殼是 D 蛋白 

(D)19 表示病毒在 2019 被發現 (E)D 表示它是一種 DNA 病毒 

4. 下列何者可能是使用 PPIs 的病患較一般人更易罹患 COVID-19 的原因? (A)消化道的 PH 被改變 (B)PPIs 會促使病毒增

殖速度加快 (C)使用 PPIs 的病患失去專一性免疫能力 (D)PPIs 會殺死免疫細胞 (E)PPIs 使肺泡壁分泌大量氫離子 

5. 依據 Spiegel 的看法，下列何者更能有效預防罹患 COVID-19? (A)停止使用 PPIs (B)一天使用一次 PPIs (C)勤洗手 (D)施

打 COVID-19 疫苗 (E) 使用 H2 blockers 功效的藥物取代 PPIs 

閱讀題 二 

   你聽說過糞菌移植（faecal microbiota transplant, 也可直譯為糞便移植）這個詞嗎？糞菌移植聽起來很不雅，但在今

天的醫學實踐上卻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顧名思義，糞菌移植就是把一個人的大便通過腸道輸送給另外一個人。 

   其目的在於把一個健康人腸道中的有益微生物移植到有問題的接受者體內，起到治病的作用。不要小看這一過程，

它有可能會拯救一些人的性命。從這裏不難看出，人體中的微生物對人的健康有多麼重要，特別是生活在人體腸道中

https://www.fda.gov/news-events/press-announcements/fda-requests-removal-all-ranitidine-products-zantac-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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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微生物，種類極其多樣化，它們之間相互作用，並與人體發生互動。 

   我們的腸道是一個不見光日、缺乏氧氣的地方，然而那裏的生態系統確是異常豐富多樣的，就像一個熱帶雨林或是

珊瑚礁那樣種類繁多。有一種叫艱難梭菌（Clostridium difficile），又稱難辨梭菌、難辨棱狀芽孢桿菌（C.difficile）的東

西可以佔領我們的腸道，導致健康出現問題。這種細菌是機會主義者，通常它會在那些接受抗生素治療的患者腸內繁

殖。 

    雖然抗生素是現代醫學的奇蹟之一，但它在殺死壞細菌的同時，也可以殺死好的細菌。抗生素就好比是腸道裏的

一把火一樣，所到之處一片枯竭，這就讓艱難梭菌有機可乘。一旦這種細菌佔據了人體的腸道，患者就會每天拉肚子，

還會出現肚子疼、發燒。嚴重的可能有生命危險。而治療這種病沒有什麼好辦法，只能使用更多的抗生素。這樣做就

形成了惡性循環。 

    糞菌移植就是希望通過移植健康人體內的微生物，讓它們在病人腸內繁殖生長。具體操作，首先考慮的是患者的

親屬，因為他們的腸道細菌是相似的。醫學人員先讓糞菌捐獻者"貢獻"一份糞便樣品，之後把它與水調和。為了把糞

便弄碎，需要用手或是使用食物攪拌機把它打散。有兩種辦法可以把這種"糞便藥"移植到患者體內，一種是通過口服；

另一種是通過直腸灌入。它聽起來確實有點讓人作嘔。 

    詹森博士（Dr Jansson）是美國華盛頓州太平洋西北國家實驗室（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in Washington 

State in the US）的微生物生態學家。實驗顯示，這種辦法的有效率大約在 90%左右。她和她的團隊試圖證明這一辦法

的確有效。例如，一名老年女性患者 8 個月來一直拉肚子，體重減了 27 公斤。患者感到有點絶望，並有死於艱難梭菌

的危險。所有的抗生素都已經失效。醫生給她移植了她丈夫的健康糞菌，結果患者驚奇地發現，她的病好了。 

    詹森博士只用了 2 天時間該名患者就被治好了。實驗顯示，這種辦法的有效率大約在 90%左右。由於這種辦法非

常有效，有些人甚至嘗試自己動手進行糞菌移植，並成立了像 OpenBiome 這樣的公共糞便庫。糞菌移植也可能會發生

自己並不想要的結果。現在，醫學科學人員正在研究人體中微生物與人體之間的互動以及與疾病之間的關係。這一研

究幾乎囊括了所有你能想到的疾病。從炎症性腸病到糖尿病、帕金森病等等都跟微生物有關。此外，治療癌症的藥物

是否有效，甚至抑鬱和自閉症都與微生物有關。 

    當然，也有人因為使用了糞菌移植之後發生了自己並不想看到的結果。例如，2015 年一名婦女在接受了她女兒的

糞菌移植後體重增加了 16 公斤，成為肥胖症。之前已經有動物實驗證明使用糞菌移植方法可以讓小老鼠減肥或是長胖。

但這一情況是否在人身上同樣有效，還有待進一步研究。與此同時，糞菌移植也可能會把一些能引起疾病的危險微生

物一併移植到身體中。 

    因此，科學家正在致力於完善這種技術，從單純的使用捐獻的糞便到可以直接使用"細菌雞尾酒"（cocktails of 

bacteria）移植法。維康桑格研究所（the Wellcome Sanger Institute）的勞利博士（Dr Trevor Lawley）說，未來的治療必

須要有所改進和更有針對性。也就是說，未來微生物藥物的發展很可能是知道病人微生物的問題所在，然後精確地對

症下藥。 

(文章出處：BBC) 

6. 有關艱難梭菌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會生活在胃黏膜上，導致胃潰瘍 (B)使用抗生素的人體內較易發現 (C)可以產生

抗生素 (D)抗生素可以有效殺死它 (E)會導致病毒增生 

7. 有關糞菌移植的敘述，何者正確? (A)糞菌移植可以治療大部分的疾病 (B)任何人的糞菌都可以用來移植 (C)移植後可

以馬上治癒疾病 (D)移植方式必須透過口服或是直腸灌入 (E)用家人的糞菌移植成效不如找陌生人 

8. 詹森團隊成功治癒病人的可能原因為? (A)病人丈夫的細菌和病菌競爭 (B)對病人使用大量抗生素 (C)病人丈夫體內

產生抗生素 (D)病人丈夫體內免疫細胞殺死病人細菌 (E)病人丈夫體內細菌誘導病人產生免疫反應 

9. 有關糞菌移植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親人之間可以自由移植 (B)移植前要做器官配對 (C)可以自行在家裡操作 

(D)並非每次移植都可以達到想要的效果 (E)移植前要先用抗生素殺死原來患者體內的細菌 

10. 為何科學家會想把捐贈糞菌方式改為雞尾酒移植法? (A)雞尾酒口味較好喝，容易入口 (B)讓病人提升專一性免疫，

治療疾病更有效 (C)混合多人糞便有較佳治療效果 (D)降低產生不必要的副作用 (E)可產生多種抗生素，殺死病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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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多重選擇題  

（11~20 題，每題 5 分 合計 50 分。每題各有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答案。五個備選答案，答對者可各獲

得 1 分；若答錯者，則各倒扣 1 分；完全不答者，不予給分。第二部分 倒扣至零分為止） 

題組： 

      光中暑假到合歡山玩，過了清境農場海拔 2000 公尺，天氣漸涼、風吹了也有些冷。心想，老師說的沒錯，海拔

每上升 1000 公尺氣溫下降 6 度。發現路旁多棵長的奇特的樹(甲)，枝幹虯勁、扭曲。大樹的下方有另一種植物(乙)，車

子持續往上攀升，周遭漸漸空曠。樹(甲)不見了，取代的是樹(丙)，樹(丙)旁也長滿植物(乙)。到了台灣公路最高點「武

嶺」海拔 3275 公尺，極目四望盡皆植物(乙)，樹(丙)純林在較低處。光中一家人在路旁也發現小株植物(丁)，又往小奇

萊來前進，在杉樹林下發現植物(戊)。請依上文相關敘述及，回答 11~15 題 

       

11 關於甲、乙、丙三種植物的敘述，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Ａ)三種植物皆有年輪 (Ｂ)三種植物皆有維管束 (Ｃ)  

   三種植物皆會產生種子 (Ｄ)三種植物皆有花粉管  (E)三種植物皆會產生胚胎 

12 戊植物長在陰暗的林下，全身白色略透明，無葉綠體。葉綠體為植物體內行光合作用的胞器，起源自藍綠菌的內共

生，演化至今，存在所有綠色植物細胞中，在非光合作用植物中，葉綠體成為基因組更縮減的質體，大部份與光

合作用有關的基因都丟失或失去功能成為偽基因。依據上述，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Ａ) 戊植物是生產者 (Ｂ)

戊植物早期的祖先可能是生產者 (Ｃ) 戊植物屬於腐生植物 (Ｄ)葉綠體具有基因  (E)質體具有基因 

13 由甲、丙兩種植物的外觀等資料分析、推論，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Ａ)甲植物抗風性比丙植物弱 (Ｂ)甲植物

分布的海拔比丙植物低 (Ｃ) 甲植物長在雪線之上 (Ｄ) 丙植物長在雪線

之上  (E) 甲、丙兩種植物皆會開花 

14 乙植物分布在 1800 到 3800 公尺的山區，主根可深入地下三公尺，鬚根和地

下莖則在地表下輻射成長，竹子地下莖繁發竹筍。下列哪些相關選項是正確

的?  (Ａ)乙植物分布的海拔越高植株越低矮 (Ｂ)俗諺：「歹竹出好筍」在遺

傳上是不合理的 (Ｃ)合歡山區的乙、丙兩植物屬互利共生關係 (Ｄ)合歡

山區發生森林火災，導致乙植物往更低海拔拓植 (E) 合歡山區發生森林火

災，對丙植物的負面影響高乙植物。 

15 丁植物低矮、叢生狀全株密披棉毛，頭花苞鐘狀，周圍襯以密披白長綿毛之

苞葉，宛似雪花，冬季全株乾枯，隔年春天再抽出新芽。屬冰河孑遺的台灣

特有高山植物。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Ａ)因溫室效應，推測丁植物往高

海拔遷移 (Ｂ)丁植物全株密披棉毛有保溫作用 (Ｃ) 北極圈與阿爾卑斯

山上都有丁植物近緣種，推測最後一次冰河期前丁植物或相近種廣泛分布在

高緯度地區 (Ｄ) 丁植物屬於裸子植物  (E)丁植物屬一年生植物 

 

 

16 右圖為各種動物大腦的重量與皮質神經細胞數的比較圖。據圖回答，下列

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Ａ)哺乳類的大腦重量大於鳥類 (Ｂ)哺乳類的皮質神經

細胞數大於鳥類 (Ｃ)大鼠的腦重量比多數的鳥類輕 (Ｄ)人類的皮質神經細

胞數大於鴕鳥  (E)渡鴉的大腦的重量大於狨猴 

 

 

 



 

生物科第- 5 -頁，共 5 頁 

 

題組： 

    百年來的研究，建立了語言左腦側化以及方位辨識右腦側化的實證和理論。1970 年代的裂腦實驗結果，也佐

證了腦側化和功能分工的現象。1980 年代之後，腦造影技術的成熟，讓研究者不必開頭顱就可以測知正常人神經

運作的部位和聯結之間的強度。結果一再證實不同的腦功能在兩腦半球的不同側化現象。半個世紀以來，科學家已

經用小鼠、大鼠、貓、狗等為對象，以制約反射及測量誘發電位，證實牠們都有功能特定的腦側化現象，像是動作

控管側化在左腦，空間分析側化在右腦，對時間細緻的分析又側化到左腦去了。這幾個側化的特定功能，和人類的

腦側化非常相似，甚至也發現性別差異，雄性的側化現象比雌性更為明顯。 

    如昆蟲類的蜜蜂和螞蟻。牠們的腦小到不能再小了，也會有側化現象嗎？研究者就利用

花粉味刺激螞蟻的右觸鬚（連結到右腦嗅覺區）或左觸鬚（連結到左腦嗅覺區）。當螞蟻看

到眼前的藍色物件時，研究者會以注射器擠出一點糖漿，碰觸牠們的觸鬚，再注射到牠們的

嘴上。經過多次訓練，螞蟻學會了看到藍色物件就有糖吃。實驗螞蟻分成兩組，一組接受右

觸鬚碰觸，另一組接受左觸鬚碰觸。接著研究者在 10 分鐘、1 小時和 24 小時後，檢驗兩組

螞蟻對視覺訊號的記憶。結果發現，接受右觸鬚實驗的螞蟻，10 分鐘後仍然很快有反應（嘴

巴會動），但過 1 小時後就猶豫不定。而那些接受左觸鬚實驗的螞蟻，在 10 分鐘後和 1 小時

後都沒有反應，但 24 小時後，一見到藍色方塊，嘴巴就動個不停。請依上文相關敘述及，回答 17~19 題 

17 依據上文，下列哪些生物有大腦側化的現象?   

   (Ａ)海葵 (Ｂ)螞蟻 (Ｃ)大鼠 (Ｄ)狗  (E)人 

18 關於哺乳動物之腦功能、腦側化和分工的現象，下列哪些相關選項是正確的?  (Ａ)人腦分為左、右兩半球 (Ｂ)人

腦不同分區負責不同的功能 (Ｃ)雌、雄性之腦側化現象沒有明顯差異 (Ｄ)若人類左大腦受損，則右側動作會異

常  (E)若人類語言表達異常，可推測右腦異常 

19 下列關於螞蟻腦的敘述及上文實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Ａ)具有短期記憶 (Ｂ)具有長期記憶 (Ｃ)有辨色能力 

(Ｄ)右觸鬚視覺碰觸實驗一天後，見到藍色方塊嘴巴會動個不停  (E)螞蟻的右觸鬚連結到左腦的嗅覺區 

 

20 關於北美大樺斑蝶生命週期與越冬族群數量如下圖，根據圖的內容，下列哪些選項是正確的? 

   

 (Ａ)大樺斑蝶越冬族群數量有下降的趨勢 (Ｂ)大樺斑蝶族群數量與除草劑噴灑數量呈負相關 (Ｃ)大樺斑蝶每年至

少有四個世代 (Ｄ)大樺斑蝶每個世代的壽命相近  (E)大樺斑蝶的壽命超過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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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案 

第一部分 單選題 

（1~10 題，每題 5 分 合計 50 分。每題各有五個備選答案，有一個正確的答案，答對者可獲得 5 分；答錯者，倒扣 1.25

分；完全不答者，不予給分。 第一部分 倒扣至零分為止） 

 

1 2 3 4 5 6 7 8 9 10 

D B D A C B D A D D 

 

第二部分多重選擇題  

（11~20 題，每題 5 分 合計 50 分。每題各有五個備選答案，至少有一個是正確的答案。五個備選答案，答對者可各獲

得 1 分；若答錯者，則各倒扣 1 分；完全不答者，不予給分。第二部分 倒扣至零分為止）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BCDE BCDE ABD ABDE ABC CDE BCDE ABD ABC 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