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 章 

選擇題 

（ ）1.下列那一種胞器可以不斷地提供多量的 ATP，給細胞各種活動之所需？

(A)內質網 (B)溶小體 (C)核糖體 (D)粒線體。 

（ ）2.下列有關細胞膜的敘述何者正確？(A) 由雙層磷脂質構成 (B)磷脂質

的親水性端位於膜之內部 (C)磷脂質的厭水性端位於膜之外側 (D)

膜上的膽固醇提供細胞主要能量來源。 

（ ）3.構成生物的基本單位，亦是生命的最小單位是：(A) 細胞膜(B)細胞 (C)

粒線體 (D)組織。 

（ ）4.人體是由四種小單位組成的大構造單位，這四種小單位分別為：(1)細

胞 (2)系統 (3)組織 (4)器官。茲依照複雜的程度分，其排列如

何？(A)(1)→(3)→(4)→(2) (B)(2)→(1)→(4)→(3) (C)(2)→(4)

→(1)→(3) (D)(1)→(3)→(2)→(4)。 

（ ）5.下列構造中具有 DNA構造的是：(A)溶小體 (B)核糖體 (C)高基氏體 

(D)粒線體。 

（ ）6.下列那一種胞器為蛋白質的製造工廠？(A)內質網 (B)溶小體 (C)核

糖體 (D)粒線體。 

（ ）7.細胞內具有消化作用之胞器是：(A)高基氏體 (B)溶小體 (C)葉綠體 

(D)內質網。 

（ ）8.有關主動運輸的敘述，錯誤的是：(A) 可運輸大分子物質 (B)需消耗

ATP (C)運輸方向由高濃度往低濃度 (D)擴散作用不是主動運輸。 

（ ）9.組成細胞膜的主要成份為：(A)核酸 (B)醣類 (C)磷脂質 (D)無機鹽。 

（ ）10.下列那一個過程為主動運輸？(A) 胞吞作用 (B)滲透 (C)過濾 (D)

擴散。 

（ ）11.下列何種物質不在細胞核中？(A)染色體 (B)膽固醇 (C)核苷酸 

(D)DNA。 

（ ）12.細胞膜以內陷的方式將細胞外含溶質的液體送入細胞內的過程，屬何

種作用？(A) 胞吐作用 (B)胞吞作用 (C)胞飲作用(D)受體媒介之

胞吞作用。 

（ ）13.滲透作用是指下列那一種物質由半透膜的一邊到達另一邊？(A)水分子 

(B)陰離子 (C)陽離子 (D)蛋白質。 

（ ）14.人體組成的最小單位是：(A) 細胞 (B)器官 (C)組織 (D)系統。 

（ ）15.人體細胞的最外層為：(A)細胞核 (B)細胞核膜 (C)細胞質 (D)細



胞膜。 

（ ）16.下列哪一項不是由結締組織所構成？(A)表皮層 (B)骨骼 (C)脂肪 

(D)血液。 

（ ）17.供給肌肉運動時所需之能量，主要係由存在於肌肉中的何者氧化分解

而來？(A) 葡萄糖 (B)水份 (C)脂肪 (D)纖維素。 

（ ）18.消化道上皮細胞以下列哪一種方式吸收葡萄糖？(A)初級主動運輸

(primary active transport) (B)次級主動運輸(secondary active 

transport) (C)簡單擴散(simple diffusion) (D)促進性擴散

(facilitated diffusion)。 

1. (D) 2. (A) 3. (B) 4. (A) 5. (D) 

6. (C) 7. (B) 8. (C) 9. (C) 10. (A) 

11. (B) 12. (C) 13. (A) 14. (A) 15. (D) 

16. (A) 17. (A) 18. (B) 

第 2 章 

選擇題 

（ ）1.下列何種人體成份，具有最強的吸水性？(A) 天然保濕因子(B)膠原蛋

白 (C)玻尿酸(hyaluronic acid) (D)角蛋白(keratin)。 

（ ）2.下列何者在表皮中具有防止水份散失的功能？(A)角蛋白 (B)醣蛋白 

(C)碳水化合物 (D)黑色素。 

（ ）3.膠原蛋白是真皮的主要成份，約佔真皮多少%？(A) 70% (B)50% (C) 

30% (D)以上皆非。 

（ ）4.皮膚的養份來源為：(A)血液 (B)淋巴 (C)血液與淋巴。 

（ ）5.皮膚吸收作用的主要途徑為：(A)由角質層浸透 (B)由角化細胞間空隙 

(C)毛囊或汗口。 

（ ）6.角質層水份含量約為多少% ？(A) 5~10% (B)10~20% (C)20~30%。 

（ ）7.黑色素是由何種胺基酸氧化而成 ：(A)半胱胺酸 (B)甘胺酸(C)酪胺酸 

(D)離胺酸。 

（ ）8.皮膚經過陽光或紫外線照射後，所產生之物質是何種維生素？(A) 維生

素 A (B)維生素 C (C)維生素 D (D)維生素 K。 

（ ）9.真皮層屬於下列何種組織？(A)上皮組織 (B)結締組織 (C)肌肉組織 

(D)神經組織。 

（ ）10.皮膚不同部位之通透性不同，與下列何種因素最有關？(A) 角質層厚

度 (B)細胞間脂質含量 (C)皮脂腺分泌量 (D)毛囊數目。 



（ ）11.長久以來過度曝曬使皮膚失去彈性，可用何方式復原？(A) 可用皮膚

保養品復原 (B)可口服健康食品恢復 (C)很難復原 (D)可以雷射

整治。 

（ ）12.皮膚的顏色主要決定於？(A)角質素 (B)黑色素 (C)脂肪 (D)水份。 

（ ）13.皮膚的衍生構造有毛髮及？(A)血管 (B)感覺神經纖維 (C)運動神經

纖維 (D)指甲。 

（ ）14.表皮內有什麼組織？(A)基底層 (B)彈性纖維 (C)豎毛肌 (D)脂肪

層。 

（ ）15.皮膚獲得養份的管道為何？(A)皮脂腺 (B)血液及淋巴液 (C)汗腺 

(D)皮下脂肪。 

（ ）16.下列關於皮膚顏色的敘述，何者錯誤？(A) 真皮內微血管中的血液，

也會影響到膚色 (B)黑色素與胡蘿蔔素的作用，是造成東方人皮膚呈

淡黃色的主要原因 (C)曝曬紫外線會增加酪胺酸的活性，而致黑色素

製造增加 (D)白化症病患為遺傳性喪失黑色素細胞，因此造成白化症

的個體。 

1. (C) 2. (A) 3. (A) 4. (C) 5. (B) 

6. (B) 7. (C) 8. (C) 9. (B) 10. (B) 

11. (C) 12. (B) 13. (D) 14. (A) 15. (B) 

16. (D) 

第 3 章 

選擇題 

（ ）1.人體的毛髮有一定的生長週期，依序為生長期、退化期和休止期，下列

各項敘述何者錯誤？(A) 毛髮的生長週期，隨著年齡增加而逐漸縮短 

(B)女性的毛髮生長速度比男生快 (C)睡眠時毛髮生長速度比清醒時

慢 (D)天氣炎熱時毛髮生長速度比天氣寒冷時快。 

（ ）2.下列各項敘述何者錯誤？(A) 狐臭為人體小汗腺所造成的特殊體味 (B)

一般而言，人體大汗腺在青春期才開始有功能(C)皮脂腺所分泌的皮脂

成份，主要包括脂肪酸、三酸甘油酯和細胞碎屑的混合物 (D)指甲為

人體皮膚的附屬構造，指甲並不含有神經，但需要血液供應營養。 

（ ）3.頭髮表層細胞中含有保護毛髮內部的細胞呈何形狀？(A) 纖維狀 (B)

圓形狀 (C)長形狀 (D)鱗片狀。 

（ ）4.健康的指甲呈何種顏色？(A) 深紅色 (B)淡粉紅色 (C)紫色 (D)

黃色。 



（ ）5.對毛髮髮色及髮質影響最大的是下列哪一項？(A)情緒 (B)食物 (C)

遺傳 (D)健康。 

（ ）6.青春痘通常與青春期的什麼有相關？(A)汗腺 (B)淋巴液 (C)性激素 

(D)角質層。 

（ ）7.皮脂腺的分佈於哪個部位最少？(A)額部 (B)兩頰 (C)四肢(D)鼻。 

（ ）8.汗腺及皮脂腺為：(A)無導管腺體 (B)內分泌腺 (C)有導管腺體 (D)

消化腺。 

（ ）9.皮膚的表面覆蓋著一層膜，稱為皮脂膜，它是由何混合而成？(A) 汗液、

皮脂 (B)真皮、表皮 (C)汗水、污垢 (D)纖維、皮脂。 

（ ）10.小汗腺分佈於何處？(A) 全身 (B)外耳道、腋窩 (C)乳暈 (D)臍部。 

（ ）11.存在腋下大汗腺上，使其產生特殊氣味的大多是：(A)革蘭氏陽性菌 (B)

革蘭氏陰性菌 (C)皮黴菌 (D)寄生蟲。 

（ ）12.下列何者不是睫毛的生理功用？(A)防止塵土吹入眼睛 (B)防止刺目

的強光刺激眼睛 (C)防止昆蟲侵入眼睛 (D)增加眼部美麗。 

（ ）13.下列何者不是皮脂膜的功用？(A)潤滑皮膚 (B)潤滑毛髮 (C)防止微

生物繁殖 (D)防止長「青春痘」。 

（ ）14.皮膚的衍生構造有毛髮及何組織？(A)血管 (B)感覺神經纖維 (C)

運動神經纖維 (D)指甲。 

（ ）15.下列何者不是小汗腺分佈的部位？(A)  手掌、腳底 (B) 腋下、

軀幹 (C)指甲床、唇緣 (D)臉、頸。 

（ ）16.皮膚可藉由汗腺將汗排出體外是屬下列哪種功能？(A) 分泌作用 (B)

呼吸作用 (C)保護作用 (D)排泄作用。 

（ ）17.開口於毛囊，存在腋下及陰部，分泌物含蛋白質，經氧化易產生體臭

的是：(A)大汗腺 (B)小汗腺 (C)皮脂腺 (D)淋巴腺。 

（ ）18.下列關於皮脂腺的敘述，何者錯誤？(A) 分泌部位於表皮，導管直接

開口於毛囊底部 (B)分泌物是脂肪、膽固醇、蛋白質及無機鹽類的混

合物 (C)皮脂可防止水份由皮膚過度蒸散，並保持皮膚的柔軟 (D)

在手掌及足底沒有皮脂腺分佈。 

（ ）19.乳腺是一種變型的：(A)皮脂腺 (B)小汗腺 (C)頂槳腺 (D)腎上腺。 

1. (C) 2. (A) 3. (D) 4. (B) 5. (C) 

6. (C) 7. (C) 8. (C) 9. (A) 10. (A) 

11. (A) 12. (D) 13. (D) 14. (D) 15. (C) 

16. (D) 17. (A) 18. (A) 19. (C) 



 

第 4 章 

選擇題 

（ ）1.下列哪一項不是下視丘的功能？(A)調節體溫 (B)調控食慾 (C)內分

泌功能 (D)肌肉的協調。 

（ ）2.來自下視丘的調節性激素，主要進入何種血管以調節腦下垂體？(A) 垂

體前靜脈 (B)垂體門靜脈 (C)垂體後靜脈 (D)短徑門靜脈。 

（ ）3.碘攝取不足時，血漿中甲狀腺激素(TH)與甲狀腺刺激素(TSH)的濃度變

化為何？(A)TH增加，TSH增加 (B)TH減少，TSH增加 (C)TH減少，

TSH減少 (D)TH增加，TSH減少。 

（ ）4.下列何者不受腦下垂體前葉的控制？(A)甲狀腺 (B)腎上腺皮質 (C)

副甲狀腺 (D)睪丸。 

（ ）5.女性體內男性激素來自？(A)腎上腺皮質 (B)性腺 (C)腦下垂體後葉 

(D)甲狀腺。 

（ ）6.下列關於內分泌的敘述，何者正確？(A) 甲狀腺分泌不足，會感到興

奮無法安眠 (B)性腺分泌不足，會影響第二性徵的發展 (C)腦下垂

體分泌不足，會產生巨人症 (D)胰島素分泌不足，會感覺飢餓與疲勞。 

（ ）7.懷孕初期，胎盤分泌最多的激素為何？(A)雌性素(estrogen)(B)人類絨

毛膜促性腺素(HCG) (C)抑制素(inhibin) (D)黃體激素

(progesterone)。 

（ ）8.可同時促進細胞蛋白質合成與脂肪分解作用的激素為何？(A)胰島素

(insulin) (B)昇糖激素(glucagon) (C)腎上腺素(epinephrine) 

(D)生長激素(growth hormone)。 

（ ）9.男性激素會？(A)刺激體毛和頭髮的生長 (B)抑制體毛和頭髮的生長 

(C)刺激體毛生長，抑制頭髮的生長 (D)對體毛和頭髮無影響。 

（ ）10.皮膚經過陽光或紫外線照射後，所產生之物質是何種維生素？(A)維生

素 A (B)維生素 K (C)維生素 D (D)維生素 E。 

（ ）11.下列何種物質不是由膽固醇代謝轉變而成的？(A)膽鹽 (B)維生素 D 

(C)雌性素 (D)甲狀腺素。 

（ ）12.下列哪一項生理現象的維持，不是利用負向回饋機轉調控？(A)體溫 

(B)血糖濃度 (C)子宮收縮 (D)滲透壓。 

1. (D) 2. (B) 3. (B) 4. (C) 5. (A) 

6. (B) 7. (B) 8. (A) 9. (C) 10. (C) 



11. (D) 12. (C) 

第 6 章 

 

選擇題 

（ ）1.老化(aging)的原因可能是細胞 DNA不斷受破壞，進而造成下列何者結

構變化？(A) 蛋白質 (B)脂質 (C)醣類 (D)維生素。 

（ ）2.下列有關活性氧自由基與皮膚關係敘述何者錯誤？(A) 自由基會破壞

去氧核糖核酸(DNA)，這與皮膚的老化有關 (B)活性氧自由基會造成

皮膚脂質的過氧化 (C)黑色素可捕捉自由基，對皮膚具保護作用 (D)

皮膚在陽光下連續照射，皮膚的抗氧化能力會增加。 

（ ）3.下列何者為體內具有捕捉自由基能力之 ？(A) Vit E (B)Vit C 

(C)superoxide dismutase(SOD) (D)鯊烯(squalene)。 

（ ）4.下列何者非皮膚光老化之特徵？(A)斑點 (B)失去彈性 (C)皺紋 (D)

皮膚變薄。 

（ ）5.與「自由基產生增加，進而影響皮膚功能」較無關的情況為何？(A)紫

外線照射 (B)空氣污染源 (C)遠紅外線照射 (D)輻射物刺激。 

（ ）6.皮膚鬆弛性皺紋的產生主要是由皮膚的哪一層所引起？(A) 角質層 (B)

有生命的表皮層 (C)真皮層 (D)皮下組織層。 

（ ）7.下列哪一個為造成老化的因素？(A)卵磷脂 (B)微脂粒 (C)磷脂質 

(D)過氧化脂質。 

（ ）8.下列何者無抑制自由基形成的作用？(A) Vit C (B)Vit E (C) -胡

蘿蔔素 (D)Vit A。 

（ ）9.下列關於皮膚顏色的敘述，何者錯誤？(A) 真皮內微血管中的血液，

也會影響到膚色 (B)黑色素與胡蘿蔔素的作用，是造成東方人皮膚呈

淡黃色的主要原因 (C)曝曬紫外線會增加酪胺酸的活性，而導致黑色

素製造增加 (D)白化症病患為遺傳性喪失黑色素細胞，因此造成白化

的個體。 

1. (A) 2. (D) 3. (C) 4. (D) 5. (C) 

6. (C) 7. (D) 8. (D) 9. (D) 

第 7 章 

選擇題 

（ ）1.紫外線可造成真皮組織的退化現象，但不包括下列何種現象？(A)真皮

組織慢性發炎 (B)彈性纖維組織退化 (C)皮膚微血管收縮 (D)膠



原纖維含量減少。 

（ ）2.下列射線中何者不會對眼睛產生白內障之影響？(A)UVC (B)UVA 

(C)UVA-I (D)UVB。 

（ ）3.下列射線中何者到達地表的輻射量最多？(A)UVC (B)UVA (C)UVB (D)

一樣多。 

（ ）4.下列有關 UVA對人體的傷害，何者不正確？(A) 對 DNA產生傷害 (B)

有產生皮膚癌的危險 (C)會增加皮膚對 UVB的敏感性 (D)會產生藥

物光毒性。 

（ ）5.下列敘述何者錯誤？(A) 夏天時皮膚的角質層比冬天厚，所以更要加

強防曬 (B)反覆曝曬於 UVA-I時，皮膚的黑色素會大量增加 (C)皮

膚受到 UVB照射後會出現血管擴張發炎的現象 (D)日曬後皮膚出現

紅腫現象係發炎狀況。 

（ ）6.下列美白成份中何者具有安定自由基功能以避免皮膚老化之作用？(A)

水楊酸 (B)胎盤素 (C)維生素 E (D)熊果素。 

（ ）7.UVI（紫外線指標）超過多少以上時即為危險級？(A) 0 (B)4 (C)6 

(D)10。 

（ ）8.紫外線對人體的功能不包括：(A)活化維生素 D (B)清潔消毒 (C)紓

解精神壓力 (D)增加膠原纖維含量。 

（ ）9.可穿透玻璃的射線為：(A)UVA (B)UVB (C)UVC (D)根本沒有任何射

線可穿透玻璃。 

（ ）10.用來標示防曬劑遮蔽 UVA程度的標準值為：(A) SPF值 (B)PA值 

(C)UVI值  以上皆非。 

（ ）11.下列美白途徑中何者是藉著以「黑色素代謝不正常」的原理來達到美

白效果？(A)抑制酪胺酸酶 (B)抑制發炎反應 (C)加速沈積色素排

出 (D)增進細胞活性。 

（ ）12.下列身體部位最容易被曬黑者為：(A)臉頰  (B)耳朵上方 (C)脖子 

(D)肩膀。 

（ ）13.下列成份中何者抗氧化效果最好？(A)綠茶多酚 (B)維生素 C (C)維

生素 A (D)葡萄子萃取物。 

（ ）14.下列何種維生素直接參與膠原蛋白之合成？(A) 維生素 A (B)維生

素 D (C)維生素 C (D)維生素 E。 

（ ）15.下列各組中，何組之營養素皆具有抗氧化之功能？(A) 鐵與維生素 D 

(B)鋁與β-胡蘿蔔素 (C)硒與維生素 E (D)鎂與維生素 C。 



1. (C) 2. (A) 3. (B) 4. (D) 5. (A) 

6. (D) 7. (D) 8. (D) 9. (A) 10. (B) 

11. (D) 12. (A) 13. (A) 14. (C) 15. (C) 

 

第 8 章 

選擇題 

（ ）1.白化症病患稱為白子是因為缺乏？(A)酪胺酸 (B)空氣 (C)角質層 

(D)顆粒層。 

（ ）2.果酸中的蘋果酸是由蘋果提煉，柑橘是由何提煉？(A) 酒石酸 (B)

乙醇酸 (C)乳酸 (D)檸檬酸。 

（ ）3.與皮膚氧化還原有關的是哪一種維生素？(A)維生素 A (B)維生素 B 

(C)維生素 C (D)維生素 D。 

（ ）4.長期用含腎上腺皮質素的產品會使皮膚呈現何情形？(A) 黑斑 (B)萎

縮 (C)飽滿 (D)光澤、亮麗。 

（ ）5.下列有關皮膚黑色素的敘述何者錯誤？(A) 黑色素會吸收紫外線，所以

對皮膚有保護作用 (B)皮膚的黑色素由表皮基底層的黑色素細胞所

產生 (C)黑人黑色素細胞數量比白人多，所以皮膚較黑 (D)黑色素

是酪胺酸經由酪胺酸酶作用而生成。 

（ ）6.下列何種皮膚症狀不屬於皮脂腺的毛病？(A)黑頭粉刺 (B)酒糟鼻 (C)

痱子 (D)疣。 

（ ）7.下列何種美白成份，不得添加於化妝品中？(A)麴酸 (B)對苯二酚 (C)

維生素 C衍生物 (D)熊果素。  

（ ）8.下列有關果酸的敘述何者錯誤？(A) 果酸的 pH值越低，表示相對濃度

越高 (B)果酸的分子越小，越容易滲透皮膚 (C)果酸的 pH值越高，

對角質細胞的更新作用越好 (D)果酸可促進真皮膠原蛋白與黏多醣

體的再生。 

（ ）9.下列有關面皰性皮膚保養的敘述何者正確？(A) 陽光會加速面皰的惡

化，所以建議塗抹 SPF係數高的防曬霜 (B)面皰產生化膿，是因為白

血球聚集而形成黃色的膿 (C)面皰皮膚保養時，宜多按摩促進新陳代

謝以防面皰產生 (D)面皰皮膚嚴重發紅或化膿時，可以濃妝加以掩

飾。 

（ ）10.面皰形成的程序何者正確：(1)游離脂肪酸生成(2)毛囊角化惡化(3)

毛孔內形成角質栓塞(4)皮脂過剩(5)皮脂分解，細菌侵入 面皰形



成。(A)(2)→(3)→(4)→(1)→(5)→(6) (B)(2)→(1)→(3)→(5)→

(4)→(5) (C)(4)→(5)→(1)→(2)→(3)→(6) (D)(5)→(4)→(1)

→(2)→(3)→(6)。 

（ ）11.下列面皰皮膚保養方式何者較適宜？(A)多蒸臉、多按摩 (B)多蒸臉、

少按摩 (C)少蒸臉、多按摩 (D)少蒸臉、少按摩。 

1. (A) 2. (B) 3. (C) 4. (B) 5. (C) 

6. (C) 7. (B) 8. (C) 9. (B) 10. (C) 

11. (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