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科技能力檢定」參考資料

1.

請問胺基酸是一種？ (A)陽離子(cations) (B)陰離子(anions) (C)兩性離子(zwitterions)
(D)以上皆非

2.

請問下列那一種胺基酸分子內具有硫原子？ (A)酪胺酸(tyrosine)
(C)離胺酸(lysine) (D)色胺酸(tryptophan)

3.

請問下列何者是唯一不具光學活性的胺基酸分子？ (A)絲胺酸(serine)
(C)甘胺酸(glycine) (D)白胺酸(leucine)

4.

請問胜肰鏈內含的色胺酸、酪胺酸及苯丙胺酸是下列那一種蛋白分解酶的切點？(A)胰凝
乳蛋白酶(Chymotrypsin) (B)胰蛋白酶(Trypsin) (C)胃蛋白酶(Pepsin) (D)溴化氰(Bromo-

(B)半胱胺酸(cysteine)

(B)丙胺酸(alanine)

cyanogen)
5.

請問蛋白質二維電泳中的第一維電泳是利用下列那種特性使蛋白質達到分離的效果？ (A)
溶點 (B)沸點 (C)當量點 (D)等電點

6.

請問何謂蛋白質一級結構？ (A)蛋白質羧基端至胺基端的胺基酸序列 (B)蛋白質胺基端至
羧基端的胺酸基序列 (C)對應於蛋白質羧基端至胺基端的核苷酸序列 (D)對應於蛋白質
胺基端至羧基端的核苷酸序列

7.

請問下列何者是維持蛋白質二級結構的非共價性作用力？ (A)雙硫鍵(disulfide bond) (B)
離子鍵(ionic bond) (C)氫鍵(hydrogen bond) (D)凡德瓦爾力(Van der Waals Forces)

8.

請問下列何者是維持蛋白質三級結構的共價性作用力？ (A)雙硫鍵(disulfide bond) (B)離
子鍵(ionic bond) (C)氫鍵(hydrogen bond) (D)凡德瓦爾力(Van der Waals Forces)

9.

請問下列那一種蛋白質是人體骨骼中的主要構成物質？ (A)角蛋白(keratin) (B)膠原蛋白
(collagen) (C)脂蛋白(lipoprotein) (D)以上皆是

10. 請問下列那一種試劑可用以進行“可逆式蛋白質變性”？ (A)硫酸(sulfuric acid)
(hydrochloric acid) (C)尿酸(uric acid) (D)尿素(urea)

(B)鹽酸

11. “波爾效應(Bohr effect)”是指血液中的血紅素對氧分子的結合作用受下列何種特性影響所
致？ (A)血液溫度 (B)血清白蛋白濃度 (C)血氧濃度 (D)血液酸鹼度
12. “鐮刀形貧血症(sickle-cell anemia)”是因為血紅素那一個次單元內的 6 號纈胺酸突變成麩胺
酸所致？ (A) -次單元

(B) -次單元

(C) -次單元

(D)以上皆非

13. 下列何者是肌紅素(myoglobin)或血紅素(hemoglobin)用以結合氧分子的非蛋白質輔基？ (A)
紫質 (porphyrin) (B)原紫質(protoporphyrin) (C)視紫質(rhodopsin) (D)血基質(heme)
14. 在人體免疫系統中那一群細胞專製免疫球蛋白(immunoglobin)？ (A)巨噬細胞(macrophage)
(B)噬中性球(neutrophil) (C)B 細胞(B cell) (D)T 細胞(T cell)
15. 肌凝蛋白與肌動蛋白兩者需仰賴下列何種物質的水解方能交互作用？ (A)ATP (B)CTP
(C)GTP (D)TTP

16. 酵素是藉由降低下列何者以加速生化反應的反應速率？ (A)自由能(free energy)
能(activation energy) (C)結合能(binding energy) (D)以上皆非

(B)活化

17. 酵素動力學中，”麥氏方程式(Michalis-Menten equation)”內的 Km 值是酵素對受質親合力的
指標，請問 Km 值愈大表示酵素對受質的親合力 (A)愈強 (B)愈弱 (C)中等 (D)不影響
18. 在酵素動力學中，”最大反應速率(Vmax)”通常可由雙倒數圖(double-reciprocal plot)中的那一
項求得？ (A)斜率 (B)X 軸截距 (C) Y 軸截距 (D)以上皆可
19. 當一生化反應加入抑制劑後，導致雙倒數圖(double-reciprocal plot)的斜率及 Km 值均變
大，但最大反應速率不變時，此狀態是屬於下列那一型的抑制作用？ (A)競爭型抑制作用
(B)非競爭型抑制作用 (C)不競爭型抑制作用 (D)混合型抑制作用
20. 下列何者是調節酵素活性的方法？ (A)活化劑或抑制劑的參與

(B)共價性的修飾

(C)酶

原的活化 (D)以上皆是
21. 請問-葡萄糖與-葡萄糖彼此互為 (A)差向異構物(epimer)
(C)順反異構物(cis-trans isomers) (D)以上皆非

(B)鏡像異構物(enantiomer)

22. 請問下列何者是人體關節液中很重要的胺基葡萄糖？ (A)幾丁質(chitin) (B)肝醣
(glycogen) (C)玻尿酸(hyaluronic acid) (D)纖維素(cellulose)
23. 細胞膜外的硫酸肝素蛋白多醣是透過下列何種作用力才得以和胞外的蛋白質分子進行交互
作用？ (A)雙硫鍵(disulfide bond) (B)靜電引力(Static Electricity) (C)氫鍵(hydrogen bond)
(D)凡德瓦爾力(Van der Waals Forces)
24. 下列那何者只會出現於 RNA 分子但不會現於 DNA 分子的核苷酸？ (A)腺核苷酸
(adenylate) (B)鳥糞核苷酸(guanylate) (C)胞核苷酸(cytidylate) (D)尿核苷酸(uridylate)
25. DNA 分子的雙股結構是因為嘌呤與嘧啶形成氫鍵配對所致，請問鳥糞嘌呤與胞嘧啶在
DNA 分子內會形成幾對氫鍵？ (A)1 (B)2 (C)3 (D)4
26. 核苷酸除了扮演核酸的組成次單元之外，它在細胞中還有那些功能？ (A)能量攜帶者
酵素輔因子的構成要素 (C)化學訊息傳遞者 (D)以上皆是
27. 請問下列那一種脂肪酸屬於必需脂肪酸？ (A)棕櫚酸
酸

(B)硬脂酸

(C)花生四烯酸

(B)

(D)油

28. 請問下列那一種複合脂質是細胞膜的結構性脂質？(A)三酸甘油脂(triacylglycerol) (B)磷脂
(phospholipid) (C)醣脂(glycolipid) (D)醚脂(ether lipid)
29. 請問人類的血型是那一類的複合脂質所決定？ (A)神經鞘醣脂(glycosphingolipids) (B)神
經鞘磷脂(sphingomyelins) (C)神經節苷脂(gangliosides) (D)以上皆非
30. 請問膽固醇(cholesterol)可衍生下列何種維生素？ (A)維生素 A (B)維生素 D (C)維生素
E (D)維生素 K
31. 請選在糖解作用中，可將其磷酸根轉移給 ADP 以合成 ATP 之高能磷酸化合物 (A)果糖1,6-二磷酸 (B)磷酸烯醇丙酮酸 (C)甘油酸-2,3-二磷酸 (D)甘油醛-3-磷酸。

32. 有關磷酸化酶 (phosphorylase)之敘述何者正確？ (A)其輔酶為比哆醛磷酸 (pyridoxal
phosphate) (B)其作用須要消耗 ATP (C)水解肝糖之 α1,6-糖苷鍵 (D)水解肝糖之產物為
葡萄糖。
33. 當血糖過低時，體內進行之代謝途徑何者正確？ (A)肝糖裂解反應與糖解作用 (B)葡萄糖
新生作用與糖解作用 (C)肝糖裂解反應與葡萄糖新生作用 (D)葡萄糖新生作用與肝糖合
成反應。
34. 缺乏何種酵素的人吃蠶豆會誘發溶血性貧血？ (A)環氧化酶
(C)丙酮酸去氫酶 (D)α-酮戊二酸去氫酶。

(B)葡萄糖- 6-磷酸去氫酶

35. 柯氏循環(Cori cycle)主要在哪兩個組織中進行？ (A)肝臟與肌肉
臟與腎臟 (D)脂肪與肌肉。

(B)肝臟與大腦

(C)肝

36. 上一題，兩個組織中進行的代謝途徑為 (A)葡萄糖新生作用與有氧糖解作用 (B)葡萄糖新
生作用與無氧糖解作用 (C)五碳糖磷酸途徑與無氧糖解作用 (D)五碳糖磷酸途徑與葡萄
糖新生作用。
37. 一分子葡萄糖被紅血球細胞利用，可產生 (A)2 (B)5
38. Pamaquine 用以治療 (A)溶血性貧血

(B)蠶豆症

(C)7

(C)瘧疾

(D)30

個 ATP。

(D)氣喘。

39. (A)轉酮酶 (B)葡萄糖- 6-磷酸去氫酶 (C)穀胱甘肽過氧化酶
生 NADPH 的五碳糖磷酸途徑之第一個步驟。

(D)丙酮酸去氫酶

催化產

40. 下列哪個代謝途徑可以參與氧化態穀胱甘肽→還原態穀胱甘肽之反應 (A)葡萄糖新生作用
(B)糖解作用

(C)檸檬酸循環

(D)五碳糖磷酸途徑。

41. 丙酮酸轉變成乙醯輔酶 A 需要三種酵素與五種輔酶: 硫胺素焦磷酸、核黄素腺嘌呤二核苷
酸、輔酶 A、菸鹼醯胺腺嘌呤二核苷酸與 (A)硫辛酸 (B)生物素 (C)四氫葉酸 (D)比哆
醛磷酸。
42. 在何種生理條件下，其呼氣經常可偵測到丙酮的味道？ (A)苯酮尿症病人
尿病病人 (C)膽固醇過高的病人 (D)楓糖蜜尿症病人。
43. (A)輔酶 A (B)四氫葉酸
官能基的轉移。

(C)硫胺素焦磷酸

(D)去氧腺苷鈷胺素

44. 下列哪個組織是製造乙醯乙酸的場所？ (A)骨骼肌
45. 合成一分子硬脂酸(18:0)需要消耗 (A)7 (B)8

(B)心肌

(C)9 (D)14

(B)未治療之糖

參與分子內相鄰碳上

(C)大腦 (D)肝臟。
個 ATP。

46. 一分子硬脂醯輔酶 A 完全氧化成 CO2 與 H2O 可產生 (A)122 (B)120 (C)108 (D)96
個 ATP
47. 何種脂蛋白在血液中濃度過高時，可能造動脈粥狀硬化？ (A)極低密度脂蛋白
脂蛋白 (C)高密度脂蛋白 (D)乳糜微粒。
48. (A)Compactin (B)methotrexate (C)fluorouracil

(D)allopurinol

(B)低密度

用以治療患有家族性高膽

固醇血症之病人。
49. 合成一分子尿素須要消耗 (A)1 (B)2 (C)3

個高能磷酸鍵。

(D)4

50. 連接檸檬酸循環與尿素循環的兩個關鍵物質為 (A)天門冬胺酸與延胡索酸
胡索酸 (C)天門冬胺酸與琥珀酸 (D)精胺酸與琥珀酸。
51. 下列何種胺基酸的代謝阻礙與楓糖蜜尿症之發生毫無關聯？ (A)纈胺酸
白胺酸 (D)異白胺酸。
52. (A)麸醯胺酸 (B)麸胺酸 (C)丙胺酸 (D)甘胺酸
高於其他胺基酸的濃度存在於血液中。

54. 承續上一題，此病人血液中會大量堆積 (A)精胺琥珀酸
鏈-α-酮酸。

(C)

(C)支鏈-α-酮酸去氫酶複合體

(B)苯丙胺酸

55. 請選出影響氧化磷酸化作用之非偶合試劑 (A)抗黴素 A (antimycin A)
(oligomycin) (C)2,4-二硝基苯酚 (D)魚藤酮 (rotenone)。
56. 產熱作用 (thermogenesis) 會阻礙以下何種代謝途徑？ (A)電子傳遞
氧化磷酸化作用 (D)氧化作用。
(B)蛋白質

(B)苯胺酸

是氨無毒的運送形式，正常情況下以

53. 苯酮尿症是因缺乏 (A)黑尿酸氧化酶 (B)苯胺酸氫氧化酶
(D)葡萄糖- 6-磷酸去氫酶。

57. 痛風之病人主要是 (A)核苷酸

(B)精胺酸與延

(C)脂質

(C)黑尿酸

(D)支

(B)寡黴素

(B)檸檬酸循環

(D)醣類代謝之問題。

58. 承續上一題，(A)compactin (B)methotrexate (C)fluorouracil
風之病人。

(D)allopurinol

59. 巴金森氏症是因缺乏何種生物胺所造成？ (A)精胺 (spermine)
(D)5-羥色胺。

(B)多巴胺

(C)組織胺

60. 承續上一題，此種生物胺是哪個胺基酸的衍生物？ (A)麸胺酸
(D)組胺酸。

(B)色胺酸

(C)酪胺酸

61. 下列何者為 nucleotide? (A)phosphate + ribose
+ nitrogenous base

用以治療痛

(B)nitrogenous base + deoxyribose

(C)sugar

(D)Nitrogenous base + ribose + phosphate

62. 哪些研究結果促使 Watson and Crick 發表 DNA 的結構的 paper? (A)sucrose density
centrifugation (B)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D)autoradiography

(C)

(C)X-ray diffraction/crystallography

63. DNA 分子的哪部分使之為 negative charge? (A)deoxyribose
groups (D)adenine

(B)ribose (C)phosphate

64. If there is 29% guanine in a section of DNA, then there is _____ thymine. (A)21% (B)29%
(C)42% (D)58%
65. 改變 DNA 的 Linking number 的酵素稱為 (A)topologicases

(B)topoisomerases

(C)relaxases (D)helicase
66. 何種構型的 DNA 為 left-handed? (A)A form (B)B form

(C)C form

(D)Z form

67. Human genome 的大小及基因個數為 (A)3.3 x 10 9 bp, 25000 genes (B)3.3 x 106 bp, 25000
genes (C)3.3 x 10 9 bp, 250000 genes (D)3.3 x 10 6 bp, 250000 genes
68. 何種 DNA 不是 tandem repetitive DNA? (A)telomere sequences (B)rRNA gene
(C)Centromere sequences (D)Alu element
69. 下列圖形中框框內的化學鍵結是 (A)glycosidic bond (B)ester bond (C)ether bond
(D)peptide bond
R1 O H

R2

H 2N C C N

C

H

H

O
C

OH

70. Distance between base pairs = 0.33nm, E coli genome 有 3 x 10 6 bp DNA, 若無壓縮，總長應
為 (A)1 m (B)1 cm (C)1mm (D)1 nm
71. Which of the oligonucleotide sequences shown below would hybridize to the following
oligonucleotide : 5’ACTGGTC3’? (A)5’TGACCAG3’ (B)5’ GACCAGC3’
(C)5’CGTACGT3’ (D)5’GACCAGT3’
72. 有一 DNA 在 0.2 N NaCl 的溶液中，Tm=75oC; 相同的 DNA 移到 X 溶液，發現 TM >
90oC. 請問 X 溶液的特性為 (A)含較高濃度的 DNA (B)含較高濃度的鹽 (C)含較低濃度
的鹽 (D)含較相同濃度的鹽及 20% formamide
73. DNA 與 RNA 的基本差別在 (A)bases and sugar (B)bases, sugar and phosphodiester linkage
(C)base, sugar and glycosidic bond (D)bases only
74. The enzyme that is responsible for catalyzing chain elongation for DNA replication in E. coli is
_____ (A)DNA polymerase I (B)DNA polymerase II (C)DNA polymerase III (D)DNA
polymerase IV
75. New complementary nucleotides are positioned and joined by _____ during replication. (A)DNA
polymerase (B)helicase (C)sucrase (D)RNA polymerase
76. The process of copying a DNA molecule is called _____. (A)translation
(C)replication (D)transcription

(B)hydrolysis

77. The unwinding of DNA is done by _____. (A)DNA polymerase (B)DNA repair enzymes
(C)helicase (D)DNA ligase
78. The 3' end of each Okazaki fragment is joined to the 5' end of the next fragment by _____.
(A)DNA repair enzymes (B)RNA polymerase (C)helicase (D)DNA ligase
79. Proteomics (A)is another term for genomics in humans. (B)is the study of the collection of
proteins produced in a particular cell. (C)is the study of proteins produced by a particular gene.

(D)proves that a single gene codes for only one protein.
80. The most common form of gene expression regulation in both bacteria and eukaryotes is
(A)transcriptional control
translational control

(B)translational control

(C)post-transcriptional control

81. What is a commonly used gratuitous inducer of the lac operon?
(C)IPTG (D)X-gal

(D)post-

(A)lactose (B)allolactose

82. What is sometimes needed for the termination of bacterial transcription? (A)a protein

(B)a

83. Sequences of DNA that are similar and seen in association with genes in roughly the same
location from gene to gene in bacteria are called ________. (A)familiar sequences (B)conserved
sequences

(C)consensus sequences

(D)avatars

84. The site on DNA to which repressors bind is called the ______. (A)operon (B)operator
(C)promoter (D)enhancer
85. A protein complex that transmits the signal from transcription factors to the RNA polymerase in
eukaryotic cells is called _________ (A)insulator (B)mediator (C)IBP (D)signal molecule
86. Which eukaryotic RNA polymerase synthesizes mRNAs and most small nuclear RNAs? (A)RNA
polymerase I (B)RNA polymerase II (C)RNA polymerase III (D)reverse transcriptase
(E)general transcription factors
87. What is chromatin that is a lightly packed and rich in gene concentration, and is often (but not
always) under active transcription? (A)granular chromatin (B)euchromatin
(C)heterochromatin (D)homochromatin
88. Certain genes are either active or inactive during early mammalian development depending
entirely on whether they came from the sperm or the egg. What is the name of this phenomenon?
(A)genomic imprinting (B)genomic establishment (C)genomic implantation (D)inculcation
89. Tryptophan is a __________ of trp operon? (A)inducer (B)repressor (C)co-repressor (D)
promoter
90. 核酸具有-OH 的是

端，而具有磷酸根的是

端。 (A)5', 3' (B)N, C

(C)3', 5' (D)C,

N
91. 若發現一段 DNA 中，其 G 的量為 6 mmoles，而 [G+C] 對 [A+T] 的比例是 4:1，請問
[A+T] 的量是：(A)1.5 mmoles (B)12 mmoles (C)3 mmoles (D)24 mmoles
92. DNA double helix 以下列何種鍵結互相纏繞？ (A)hydrophobic interactions

(B)hydrophilic

interactions (C)phosphodiester linkages (D)hydrogan bonds (E)A and C
93. Nucleoside 之組成為：(A) a pentose sugar and a phosphate group
nitrogenous base

(B) a pentose sugar and a

(C) a phosphate group and a nitrogenous base (D) a pentose sugar, a phosphate

group and a nitrogenous base (E) a pentose sugar, a phosphate group and an amino acid
94. 由一個單股的 DNA 或 RNA 分子，與另一不同來源 (但相關) 的細胞或物種中的單股 DNA
或 RNA 分子互補，而形成雙股結構的過程稱為：(A) annealing

(B) denaturation

(C)

renaturation (D) hybridization
95. Melting temperature 意指： (A) 雙股 DNA 開始解離時的溫度 (B)雙股 DNA 解離一半時
的溫度 (C)單股 DNA 開始 annealing 時的溫度 (D)雙股 DNA 完全解離時的溫度
96. 以下何者為 left-handed DNA？ (A)A-DNA (B)B-DNA (C)H-DNA (D)Z-DNA

是為：(A) palindrome

97.
A and C

(B) mirrorlike palindrome (C) inverted repeat

(D)

(E) A and B

98. DNA replication 時，新合成的 DNA 其產生的方向是：(A) 3'→5' direction
(C) both grow toward the replication fork

(B) 5'→3' direction

(D) both grow away from the replication fork

99. 原核生物 DNA replication 進行中，replisome 內不包含下列何者？ (A) DNA polymerase I (B)
helicase (C) DNA polymerase III (D) primase
100. Lagging strand 完成時，是由哪個酵素負責分解掉 RNA primer？ (A) DNA polymerase I (B)
DNA ligase

(C) RNase H (D) DNase I

101. DNA replication 時，新合成的 DNA 中，
(A) lagging strand, leading strand

的合成是連續性的、而

的合成是不連續的。

(B) leading strand, lagging strand

(C) continuous,

discontinuous (D) discontinuous, continuous
102. 原核生物中，
sequence) “

位於起始點上游約 10 bases 左右。它具有一致性核酸序列 (consensus
”， 協助辨識
的作用 得以開始進行。 (A) Pribnow box, TATAAT,

transcription (B) Pribnow box, TTGACA, transcription (C) Pribnow box, TATAAT, translation
(D) Portnoy box, TATAAT, transcription
103. 真核生物基因數多，每條基因都各有其 promoter 負責啟動基因表現，為一
的現象；而
原核生物基因數少，一 promoter 控制一群基因表現，為一
的現象。 (A) monocistronic,
polycistronic (B) polycistronic, monocistronic (C) monocistronic, monocistronic (D)
polycistronic, polycistronic
104. 協助 RNA polymerase 辨識 promoter 的蛋白質稱為：(A) elongation factors (B) translation
factors (C) transcription factors (D) proteases
105. 基因上轉錄起始的位置定義為：(A) -1 (B) 0

(E) A and C
(C) +1 (D) +2

106. 以下何者為構成蛋白質二級結構的主要鍵結？ (A) hydrophobic bond (B) ionic bond (C)
disulfide bond (D) hydrogen bond
107. 酵素作用於受質 (substrate)，其活化位 (active site) 恰巧適於 (fit) 受質的作用模式稱為：
(A) lock and key model

(B) induced fit model

(C) active model (D) regulatory model

108. DNA binding proteins 多半具有以下何種特徵？ (A) helix-loop-helix
leucine zipper (D) zinc finger (E) 以上皆是

(B) helix-turn-helix

109. Km= (A) 催化作用到達 Vm 時的受質濃度 (B) 催化作用到達 1/2*Vm 時的受質濃度
大受質濃度時的催化速度 (D) 1/2*最大受質濃度時的催化速度

(C)

(C) 最

110. 除 translation 過程中第一個 tRNA 外，之後每個 tRNA 在 ribosome 中移動的順序依序為：
(A) A site→ P site→ E site (B) P site→ A site→ E site (C) E site→ A site→ P site (D) P site→
E site→ A site
111. 下列何者非 stop codon？ (A) UAA (B) AUG

(C) UAG (D) UGA

112. 密碼表中唯二是一組密碼子應對一種胺基酸的胺基酸是： (A) Met 及 Tyr
(C) Trp 及 Met (D) Met 及 Thr

(B) Tyr 及 Trp

113. 在不考慮 wobble hypothesis 的前提下，tRNA 上的 anticodon 序列是 CAU，請問 mRNA 上由
其所對應的 codon 序列是： (A) 3'-UAC-5' (B) 3'-AUG-5' (C) 5'-AUG-3' (D) 5'-ATG-3'
(E) 5'-AUC-3'
114. 以下何種聚合酶是在 RNA 干擾 (RNA interference, RNAi) 過程中可利用 RNA 做為合成反
應之模板？ (A) D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B) RNA-dependent RNA polymerase (C)
RNA polymerase II (D) DNA polymerase
115. 在缺鐵的情況下，iron regulatory protein (IRP) 會結合至 ferritin mRNA 上，使 mRNA 無法對
應出蛋白質，此一現象屬於： (A) transcriptional activation (B) transcriptional repression (C)
translational activation

(D) translational repression

116. 真核生物 mRNA processing 三步驟依序為： (A)5’-capping→ intron removing→ 3’-poly(A)
tailing (B)5’-capping→ 3’-poly(A) tailing→ intron removing (C)intron removing→ 5’capping→ 3’-poly(A) tailing (D)intron removing→5’-capping→ 3’-poly(A) tailing
117. 一般而言，真核生物 pre-mRNA 的 introns 具有何種特徵？ (A) GU-AG introns (B) AUAC introns (C) group III introns

(D) twintrons

118. 大多數的 plasmids 都是用下列何種方式進行複製？ (A) transferability

(B) rolling circle

replication (C) bidirectional replication (D) mobilizability
119. DNA 電泳法中，可分離之 DNA 分子大小由小至大的方法依序為： (A) pulse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B)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pulse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C) pulse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D)
polyacrylamide gel electrophoresis, agarose gel electrophoresis, pulse field gel electrophoresis
120. 下列關於分光光度計（Spectrophotometer）之敘述何者為非？ (A)為使分光光度計之吸收
度穩定，需先行暖機 (B)吸收度之值無單位 (C)物質濃度愈高，吸收度愈低而透光度愈
大 (D)若測定物之吸光度超過機器所能測得的極限，則可將測定物作適當倍數的稀釋後
再行測量

121. 以下列何種方法定量相同濃度蛋白質溶液時，不會因各蛋白質之胺基酸組成不同，而有不
同大小的偵測訊號？ (A)針對特殊非蛋白質基團，如 heme 基團、特殊金屬 (如鎘) 進行
測定 (B)Biuret test

(C)Bradford method

(D)依據芳香基團在 280 nm 的吸光

122. 關於分光光度計操作主要有： 1.放入空白試驗（blank）使吸光度歸零 2.繪製標準曲線以
求濃度 3.選擇適當波長 4.放入待測定 sample 測定吸光度。下列何者為正確的操作順序？
(A)2134 (B)3412 (C)1234 (D)3142
123. 甘胺酸（Glycine）之 pI 為 (A)3.2 (B)5.0

(C)6.1 (D)9.7

124. 酪蛋白 (casein) pI=4.6，請問其於下列何種酸鹼值溶液中最易形成沉澱？ pH (A)2.5
(B)4.5

(C)7.4 (D)9.0

125. 有一蛋白質 pI = 5.5，請問其於下列何種酸鹼值溶液中溶解度最小？ pH (A)3.5 (B)5.0
(C)7.0 (D)9.0
126. 下列哪一方法最常應用於蛋白質純化過程？ (A)有機溶劑沉澱法
(C)重金屬離子沉澱法 (D)鹽析

(B)酸性試劑變性法

127. 關於蛋白質變性的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A)通常胺基酸序列仍然完整存在
空間排列瓦解 (C)主要為破壞氫鍵與離子鍵 (D)官能基的反應活性下降

(B)特殊的三度

128. 某一蛋白質 pI = 6.5，其溶液於何種酸鹼值下最易使此蛋白質與重金屬離子結合？ pH
(A)3.5 (B)6.5 (C) 9.0 (D)溶液酸鹼值無影響
129. 下列何者為透析實驗 “Biuret test” 之 “positive control”？ (A)albumin (B)glucose (C)H2O
(D)NaCl
130. 下列何者不能通過透析袋？ (A)氯離子

(B)水

(C)還原糖

(D)酪蛋白

131. 若使用 MWCO 為 10,000 的透析膜進行透析，則下列何者無法通過透析膜？ (A)A 蛋白
質，分子量 50,000 (B)B 蛋白質，分子量 5,000 (C)H2O (D)葡萄糖
132. 相同濃度之唾液澱粉酶與澱粉液於不同 pH 下作用十分鐘，再以碘液檢測，結果如下表。
請問何酸鹼值為此酵素之最適 pH？（選出試管編號）
試管編號

A

B

C

D

E

F

G

pH

5.0

5.7

6.4

6.8

7.4

8.0

8.5

顏色變化

藍

紫

淡紅

黃

紫紅

藍紫

藍

133. 唾液澱粉酶水解多醣哪一種鍵結？ (A)α-1,4-

(B)α-1,6-

(C)-1,4- (D)-1,6- glycosidic

bonds
134. 以唾液澱粉酶與澱粉液進行酵素試驗，請問於反應後以何試劑測定評估唾液澱粉酶活性？
(A)Biuret reagent (B)硫酸銅溶液 (C)NaCl (D)碘液
135. 關於還原糖的敘述下列何者為非？ (A)糖分子本身被氧化 (B)銅離子可被其還原
分子本身獲得電子 (D)具游離醛基或酮基之糖分子具還原力

(C)糖

136. 下列何者為”酮糖”？ (A)葡萄糖

(B)果糖

(C)乳糖

(D)蔗糖

137. 一未知液若於 Molish’s Test 結果呈現紅紫色環，可推定此未知液含下列何者？ (A)protein
(B)amino acid

(C)carbohydrate (D)phospholipid

138. 由實驗得知橄欖油不易溶於乙醇、可溶於乙醚及正己烷，因此進行橄欖油相關試驗時，宜
選擇何種溶劑配製橄欖油溶液？ (A)乙醇 (B)正己烷 (C)水 (D)以上皆可
139. 抽取蛋黃中的卵磷脂時，先以乙醚/乙醇混合溶液將蛋黃中之脂質萃取出、過濾收集液體部
分、將溶劑蒸乾，繼而加入乙醚/丙酮混合液。請問何種脂質因不溶於乙醚/丙酮中而析
出？ (A)三酸甘油酯 (B)膽固醇 (C)脂肪酸 (D)卵磷脂
140. 下列何者不宜作為乳化劑？ (A)NaCl

(B)CnH2n+1COO－Na＋

(C)

(D)
141. 脂質進行 TLC 分析時，固定相為極性；當展開液極性提高時，游離脂肪酸之 Rf 值會如
何變化？ (A)變大 (B)不變 (C)變小
142. SDS-PAGE 實驗中，下列何者為 SDS 的作用？ (A)作為電泳膠片的支撐物 (B)使蛋白質
淨電荷為 0 (C)破壞蛋白質一級結構 (D)破壞蛋白質的疏水性交互作用 (hydrophobic
interaction)
143. 下列哪一項對 polyacrylamide 之膠片特性敘述是錯誤的？ (A)能精準控制所形成之孔洞大
小，解析度佳 (B)製作較 agarose 快且易碎
濃度或不同梯度濃度的膠體

(A)acrylamide 具神經毒性

(D)可製成單一

144. 以 SDS- PAGE 分析蛋白質時，具下述何種性質之蛋白質移動最快？ (A)電荷/質量比值最
大者 (B)電荷/質量比值最小者 (C)與電荷無關，分子量愈大者移動愈快 (D)與電荷無
關，分子量愈小者移動愈快
145. SDS-PAGE 實驗中，哪一試劑使蛋白質不論 pI 值高低，所有蛋白質均帶負電荷、往正極
移動？ (A)Ammonium persulfate (B)Bis, [N,N'-methylene-bis(acrylamide)] (C)SDS
(sodium dodecyl sulfate)

(D)TEMED (tetramethylethylenediamine)

146. SDS-PAGE 實驗中，膠體之孔隙大小由下列何者濃度決定？ (A)過硫酸銨 (ammonium
persulfate, APS) (B)TEMED (tetramethylenediamine) (C)十二烷基硫酸鈉 (SDS, sodium
dodecyl sulfate) (D)丙烯醯胺 (acrylamide)

147. 某生使用〝p20〞的微量吸管，將刻度調至

，請問他想取多少體積？ (A)1250μL

(B)125μL (C)12.5μL (D)1.25μL
148. 下列關於微量吸管之敘述何者錯誤？ (A)吸取液體時只按至第一個停止點

(B)吸取黏度高

的試液時，若未緩慢釋放按鈕，則易吸取過多的液體 (C)吸取試液若釋放按鈕太快，易造
成溶液衝入吸管柱內而腐蝕活塞 (D) micropipette 的校正或使用方法正確與否，可自行以
天平檢查準確度
149. 下列關於微量吸管之敘述何者錯誤？ (A)吸取試液時，tip 浸入溶液越深越好 (B)使用微
量吸管移取溶液，應儘可能保持微量吸管垂直 (C)欲吸取 10 μL 的溶液不宜使用 200 μL
的微量吸管 (D)吸取液體時若按至第二個停止點，將吸取較所設定體積更多的溶液
150. 在醣類定性鑑定試驗中, 經 Iodine test 後產生深藍色反應, 表示受測樣本含 (A)直鏈澱粉
(B)支鏈澱粉 (C)兼具直鏈與支鏈兩種澱粉 (D)蛋白質
151. 進行 Molish test 時, 未知液在濃硫酸催化下, 將與 α-naphthol 進行反應, 在有機層與水層之
間若產生紫或紫紅色環, 此現象表示溶液中含有 (A)脂質 (B)蛋白質 (C)核酸 (D)醣類
152. 在醣類定性鑑定試驗中, 經 Benedict test 後產生磚紅色沈澱, 表示受測樣本含還原醣, 此
磚紅色沈澱物為 (A)葡萄糖 (B)蔗糖 (C)氧化亞銅 (D)澱粉
153. 水中加入高濃度的鹽類可使蛋白質脫去水化層, 也會中和蛋白質表面的電荷, 於是蛋白質
的膠體穩定性遭到破壞而沈澱下來, 此現象稱 (A)透析 (B)鹽析 (C)層析 (D)HPLC
154. 蛋白質會與鈉或鉀形成可溶性的鹽類, 當加入汞, 鉛, 銅, 銀等重金屬, 蛋白質會與他們形
成不溶解的沈澱, 此一現象是 (A)可逆式沈澱 (B)鹽析 (C)不可逆式沈澱 (D)透析
155. 不同 pH 時, 氨基酸以不同離子化形式存在, 在電場中, 當溶液的 pH > pI 時,該氨基酸向
何處移動? (A)正極 (B)兩極 (C)負極 (D)不動
156. 不同 pH 時, 氨基酸以不同離子化形式存在, 在電場中, 當溶液的 pH < pI 時, 該氨基酸向
何處移動? (A)正極 (B)兩極 (C)負極 (D)不動
157. 有一蛋白質 pI = 4.7，請問其於何種酸鹼值溶液中沈澱量最多？ pH (A)2.0 (B)3.2
(C)4.5 (D)7.0
158. 就某一氨基酸而言,當溶液的 pH<pI 時,該氨基酸主要以何種離子形式存在? (A)正離子
(B)負離子 (C)兩性離子 (D)非離子
159. 進行透析實驗時, 以 Iodine test 對燒杯中之樣本溶液測試, 得負反應, 證實何種分子無法
通過透析膜? (A)多醣類 (B)蛋白質 (C)還原醣 (D)氯離子
160. 進行透析實驗時, 以 Biuret reagent 對燒杯中之樣本溶液測試,得負反應, 證實何種分子無
法通過透析膜? (A)多醣類 (B)蛋白質 (C)還原醣 (D)氯離子
161. 進行透析實驗時, 以 Benedict reagent 對燒杯中之樣本溶液測試, 得正反應, 證實何種分子
可以通過透析膜? (A)多醣類 (B)蛋白質 (C)還原醣 (D)氯離子
162. 於適當條件設定下, 混合大小兩種分子之樣本, 在分子篩膠體管柱層析實驗中, 先被沖提出
來者為 (A)小分子 (B)大分子 (C)小分子, 大分子各佔一半 (D)小分子佔 2/3, 大分子佔
1/3
163. 於適當條件設定下, 混合大小兩種分子之樣本, 在分子篩膠體管柱層析實驗中, 後被沖提出

來者為 (A)小分子

(B)大分子

(C)小分子, 大分子各佔一半

(D)小分子佔 2/3, 大分子佔

1/3
164. 在分子篩膠體管柱層析實驗中, 以兩不同吸收波長分別針對其 OD 值 (y 軸) 對試管收集
順序 (x 軸) 作圖, 分離效果最好的應是 (A)兩波峰重疊 (B)兩波峰有一半交集 (C)兩波
峰有四分之三交集 (D)兩波峰分離
165. 在色素電泳實驗中, 帶電荷的分子在外加電場中移動, 其移動的速度與分子所帶的電荷
(A)成正比 (B)成反比 (C)不成比例 (D)無關
166. 利用電泳來分離天然色素時, 在電場中天然色素通常會往何處移動? (A)正極
(C)不動 (D)一半往正極, 一半往負極

(B)負極

167. 利用電泳來分離人工色素時, 在電場中人工色素通常會往何處移動? (A)正極

(B)負極

(C)不動 (D)一半往正極,一半往負極
168. 不能互溶的兩種液體中, 其中一種以 0.2~50μm 的細粒分散於另一液體溶液中時, 此現象
稱為 (A)皂化 (B)氧化 (C)變性 (D)乳化
169. 將蛋黃中之卵磷脂、膽固醇、及中性脂肪混合物, 加入丙酮-乙醚溶液, 並不斷攪拌使混合
物中之某些成分溶於其中, 其中無法溶解在丙酮溶液中, 將被析出形成顆粒狀者為 (A)卵
磷脂 (B)膽固醇 (C)中性脂肪 (D)三者皆被析出
170. 酶的催化活性與環境 pH 有關, 在環境的 pH 高於或低於最適 pH 時，酶的活性將逐漸 (A)
升高 (B)不變 (C)降低 (D)無法判定
171. 在「影響酶催化反應速度的因素」實驗中, 澱粉酶對澱粉的作用, 與對照組(水)相比, 硫酸
銅的存在使試液在保溫時間後, 加入碘液呈深藍色，而對照組呈淡藍色, 表示硫酸銅為
(A)激活劑 (B)緩衝劑 (C)抑制劑 (D)酸鹼指示劑
172. 在「影響酶催化反應速度的因素」實驗中, 澱粉酶對澱粉的作用, 與對照組(水)相比, 氯化
鈉的存在使試液在保溫時間後, 加入碘液呈黃褐色，而對照組呈淡藍色, 表示氯化鈉為
(A)激活劑 (B)緩衝劑 (C)抑制劑 (D)酸鹼指示劑
173. SDS-PAGE 跑膠時, 用來對照以便粗估各蛋白樣本分子量大小, 常會在一個樣品井 (well)
中注入 marker 以便參考. 由樣品井往下, marker 中所含不同分子量依序 (A)由小而大排列
(B)任意排列 (C)由大而小排列 (D)集中成一條帶
174. SDS-PAGE 的跑膠, 蛋白樣本皆是朝向何種電極移動? (A)正極
半向正極, 一半向負極

(B)負極

(C)不動

(D)一

175. SDS-PAGE 跑膠完成後, 由樣品井往下, 距離樣品井最遠的條帶其分子量 (A)最大
小居中 (C)最小 (D)無法判斷

(B)大

176. SDS-PAGE 的蛋白樣本皆是經由 SDS 處理過, 使各蛋白樣本皆是帶 (A)正電荷
荷 (C)不帶電 (D)一半帶正電荷, 一半帶負電荷

(B)負電

177. SDS-PAGE 鑄膠過程中, 為促進溶液中成份進行作用 (cross-linking), 最後加入者為

(A)acrylamide (B)TEMED (C)Tris-HCl buffer (D)APS(ammonium persulfate)
178. 實驗過程中若會產生毒性、腐蝕性蒸氣之作業時，正確應在何處進行? (A)實驗桌上
實驗室講台上 (C)實驗室地上

(B)

(D)實驗室抽氣櫃內

179. 實驗過程中使用到含重金屬溶液, 於實驗結束時該溶液應如何處置, 方為正確? (A)直接倒
入水槽中 (B)直接倒入垃圾桶中 (C)統一倒入重金屬廢液桶, 再由環安衛中心統一定期
處理 (D)直接倒入泥土中
180. 下列何者是 gene cloning 的步驟 (A)限制切割(restriction digestion) (B)接合作用(ligation)
(C)轉型作用(transformation) (D)以上皆是
181. 在進行 gene cloning 時，下列何者不適合做為載體 (vector) (A) plasmid (B) M13 DNA
(C) λDNA (D) E. coli chromosome
182. 在進行 gene cloning 時，做為載體 (vector) 應具備的特性為 (A)可複製性
DNA 片段 (C)以上皆是

(B)可載入

183. 在進行 gene cloning 時，做為載體 (vector) 的 plasmid 有何下列的特點 (A)線性(linear)
DNA (B)環狀(circular) DNA (C)單股 DNA (D)以上皆非
184. 在進行 gene cloning 時，做為載體 (vector) 的 λDNA 有何下列的特點 (A)線性(linear)
DNA (B)具有 cos site (C)具有複製能力 (D)以上皆是
185. 下列何者為超螺旋質體 (supercoiled plasmid) 的特點 (A) DNA 雙股無斷裂
斷裂 (C)雙股 DNA 的一股有斷裂 (D)以上皆是

(B) DNA 雙股

186. DNA 以 ethidium bromide (EtBr) 進行染色是因為 (A) EtBr 會嵌入 DNA 相鄰的鹼基對之
間 (B) EtBr 會取代 DNA 的鹼基 (C) EtBr 會包埋 DNA 分子 (D)以上皆是
187. 電泳分析時，相同大小的 plasmid，超螺旋型態 (supercoiled form) 的 DNA 在膠體的移動
速率比線性型態的 DNA (A)快 (B)慢 (C)相同
188. 電泳分析時，DNA 會移向 (A)－極

(B)＋極

(C)以上皆是

189. DNA 進行專一性切割需要何種酵素 (A)限制酵素(restriction enzyme) (B)接合酵素(ligase)
(C)反轉錄酵素(reverse transcriptase) (D) DNA 聚合酵素(DNA polymerase) (E)去磷酸酵素
(phosphatase)
190. 兩 DNA 片段進行接合為重組分子需要何種酵素 (A)限制酵素(restriction enzyme) (B)接合
酵素(ligase) (C)反轉錄酵素(reverse transcriptase) (D) DNA 聚合酵素(DNA polymerase)
(E)去磷酸酵素(phosphatase)
191. 以 DNA 做為模版進行合成 DNA 需要何種酵素 (A)限制酵素(restriction enzyme) (B)接合
酵素(ligase) (C)反轉錄酵素(reverse transcriptase) (D) DNA 聚合酵素(DNA polymerase)
(E)去磷酸酵素(phosphatase)
192. 以 mRNA 做為模版進行合成 cDNA 需要何種酵素 (A)限制酵素(restriction enzyme) (B)接
合酵素(ligase) (C)反轉錄酵素(reverse transcriptase) (D) DNA 聚合酵素(DNA polymerase)

(E)去磷酸酵素(phosphatase)
193. 下列何者為 klenow fragment 的特性 (A)一種酵素
nuclease 部分的蛋白質
上皆是

(C)具有合成 DNA 的功能

(B)是 DNA polymerase I 去除具有
(D)用來填補 DNA 缺口(nick) (E)以

194. 下列何者 type II restriction enzyme 的特點 (A)具有特定辨識序列(specific recognition
sequence) (B)具有特定的切割點(specific cleavage site) (C)作用在雙股(double strand) DNA
(D)以上皆是
195. 下列何者為 type II restriction enzyme 的特點 (A)切割後產生平端(blunt end) (B)切割後產
生黏性端(sticky end) (C)以上皆是
196. 外在環境的 DNA 進入 E. coli 菌體內的過程稱為 (A)轉型作用(transformation) (B)接合生
殖(conjugation) (C)重組作用(recombination)

(D)以上皆非

197. E. coli 經 CaCl2 溶液處理後，使外在的 DNA 容易進入 E. coli 菌體內，此經 CaCl2 溶液處理
後的 E. coli 稱為 (A)勝任細胞(competent cell) (B)幹細胞 (C)轉型細胞 (D)以上皆非
198. 下列何者是質體 (plasmid) 的特點 (A)環狀 DNA (B)具有複製起始點
(D)具有選擇性標記 (E)以上皆是
199. 質體圖譜 (plasmid map) 顯示的 ampr 是表示 (A)DNA 大小
(D)抗生素抗性基因 (E)以上皆是

(C)具有選殖區

(B)複製起始點

200. 質體圖譜 (plasmid map) 顯示的 3000 bp 是表示 (A)DNA 大小

(C)選殖區

(B)複製起始點 (C)選殖區

(D)選擇性標記 (E)以上皆是
201. 質體圖譜 (plasmid map) 顯示的 ori 是表示 (A)DNA 大小
(D)選擇性標記 (E)以上皆是
202. Gene library 是 (A)一個生物體所有 gene 的集合
每個 gene 均有許多複製數 (D)以上皆是

(B)複製起始點

(C)選殖區

(B)每個 gene 載入在適當的 vector (C)

203. cDNA 是 (A)一個生物體新發現的 DNA (B)表示 DNA 兩股相互互補
股 DNA (D)以上皆是

(C) mRNA 的互補

204. 當要從 gene library 選殖一個特定基因的殖株時，可以使用何種探針進行篩檢 (A)抗體
(B)DNA (C)以上皆是
205. PCR 的步驟是 (A)變性(denaturation)黏合(annealing)延展(extension) (B)變性
(denaturation)延展(extension)黏合(annealing) (C)黏合(annealing)延展(extension)變
性(denaturation) (D)以上皆是
206. 在進行 PCR 過程中，DNA 雙股以何種方式解開 (A)降溫
(D)以上皆是

(B)加入鹼性試劑

(C)加熱

207. 在進行 PCR 過程中，polymerase 是用來 (A)變性 DNA (B)合成 DNA (C)做為模版
(D)以上皆是

208. 在進行 PCR 過程中，dNTP 是用來 (A)變性 DNA (B)合成 DNA 的原料
(D)以上皆是
209. 在進行 PCR 過程中，Tm 是用來評估 (A)變性 DNA 的溫度
primer 黏合到模版的溫度 (D)以上皆是

(C)做為模版

(B)合成 DNA 的溫度

210. 下 列 何 者 為 基 因 選 殖 (gene cloning) 所 必 需 ？ (A) template

(B) vector

(C)

(C) DNA

polymerase (D) dNTPs
211. PCR 三步驟：甲、annealing；乙、extension；丙、denaturation，一循環中依序為：(A) 甲乙
丙 (B) 乙甲丙 (C) 丙甲乙 (D) 丙乙甲
212. 下列何者為 bacterial plasmid 一般的特徵？ (A) circular (B) linear

(C) capsid

(D) single-

stranded
213. 下列哪種 vector 為 single-stranded form？
YEp13
214. 當 OD260 測得的數值為 0.5，表示該 DNA 濃度為： (A) 10 μg/ml

(B) 25 μg/ml

(C) 50

μg/ml (D) 50 mg/ml
215. 利用 alkaline denaturation 方法純化 plasmid DNA，solution III 中的 NaOAc 作用為： (A)
保留 supercoiled DNA (B) 打破菌體 (C) 中和 NaOH (D) 使蛋白質變性
216. 進行 gene cloning 實驗時，欲將 dephsphorylated vector 與 interested DNA 接合，需使用下
列哪兩種酵素？ (A) phosphatase & DNA ligase (B) nuclease & DNA ligase (C) DNA
polymerase & terminal deoxynucleotidyl transferase (D) kinase & DNA ligase

欲得 gene D，應該用： (A)

217.
BamHI (B) BglII + SalI (C) SalI (D) BamHI + SalI

218. 進行 Lac selection 時，若 interested DNA 嵌入 vector 成功，由於破壞
，因此無法產生
酵素分解
，因此無法產生藍色代謝物而使菌落呈白色。 (A) X-gal, IPTG (B) lacZ’, IPTG
(C) IPTG, X-gal

(D) lacZ’, X-gal

219. 以下數種將 DNA 送入細胞的方法中，何者不是屬於 physical methods？ (A) fusion with
DNA-containing liposomes (B) microinjection

(C) biolistics

220. 進行 transformation 實驗時，必須加入以下何種物質使 E. coli cells 成為 competent cells？
(A) NaCl

(B) CsCl

(C) CaCl2

(D) KCl

221. “Phagemid” 為由以下何種組合所構成？ (A) phage + plasmid (B) phage + cosmid (C) M13

phage + plasmid (D) M13 phage + cosmid
222. 將 non-essential DNA 刪除而加工構築出的 vector 稱為： (A) EMBL4

(B)

insertion

vector (C) GEM12 (D) replacement vector
223. 以下哪種載體系統並非用於植物？ (A) SV40

(B) CaMV (C) Ti plasmid (D) Ri plasmid

224. 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 用於果蠅之載體 P elements，其中的兩段 P elements 都可以用來
搭載 DNA (B) 構築 chimera 不需使用載體 (C) LEU2 基因的產物是 leucine (D) 雜交反
應 (hybridization) 的原理是 nucleotide 的五碳糖與鄰近 nucleotide 的磷酸根鍵結所致
225. 常見的 ”GMO” 食物，其中的 ”GMO” 代表：
object

(C) genetically marked organism

(D) genetically modified organism

226. 以下哪種不是標定 DNA 探針常用的實驗方法？ (A) nick translation

(B) rapid amplification

of cDNA ends (C) random priming (D) end filling
227. 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trpA 基因與 LEU2 基因皆可用來作為 auxotroph 的指標基因
進行 DNA sequencing 反應時，需要加入 DNA polymerase (C) cDNA library 可以囊括染色
體內的所有基因 (D) combinatorial screening 可以減少整個實驗 PCR 的次數
228. 以 DNA probe 偵測 DNA 樣本的雜交反應 (hybridization) 稱做： (A) Northern hybridization
(B) Eastern hybridization (C) Western hybridization (D) Southern hybridization
229. 某個 primer 其核酸序列為 5’-AGACTCAGAGAGAACC-3’，此段 primer 的 Tm 為： (A) 64
o

C

(B) 48 oC

(C) 52 oC

(D) 38oC

230. 在 PCR 反應中，若 annealing 溫度高過 primers 之 Tm 甚多，將會造成： (A) primers 任意黏
合 template (B)
本身互補成為雙股 (C) primers 無法黏合 template (D) 不會造
成影響
231. 以下哪一項因素在設計 PCR 實驗中，並非”十分重要”的考量因素？ (A) template 的長度
primers 的 Tm (C) primers 的長度 (D) 決定 annealing 的溫度

(B)

232. 以下哪一項因素非設計 primers 時應有的考量？ (A) primers 的長度 (B) primers 是否有二
級結構 (C) primers 所能夾出的產物長度 (D) primers 的 GC 比例 (E) 以上皆非
233. 以下哪種實驗方法是利用 non-radioactive labeling 所做的觀察？ (A) FISH (fluorescence in
situ hybridization) (B) horseradish peroxidase labeling (C) 以上皆是

(D) 以上皆非

234. The chain termination method for DNA sequencing 用以終止反應的物質是： (A) probe (B)
deoxynucleotides (C) primer (D) dideoxynucleotides
235. 在 the chain termination method for DNA sequencing 方法各步驟中，並無以下哪一項？ (A)
denaturation (B) annealing (C) extension (D) 以上皆非
236. 以 下 哪 種 方 法 不 是 用 來 研 究 transcript analysis ？ (A) primer extension
treatment

(C) gel retardation (D) RT (reverse transcription)-PCR

(B) nuclease

237. 下 列 敘 述 何 者 為 真 ？ (A) in vitro mutagenesis 可 以 造 成 point mutation (B) in vitro
mutagenesis 既是突變，便會對產生的蛋白質造成不良影響 (C) in vitro mutagenesis 只能減
短 DNA 長度 (D) in vitro mutagenesis 可用來找出 transcription start point
238. 蛋白質二維電泳 (two-dimensional gel electrophoresis) first dimension 先以蛋白質
做分離，
second dimension 以蛋白質
做分離。 (A) isoelectric focusing, size (B) size, isoelectric
focusing

(C) size, shape (D) shape, size

239. Yeast two hybrid system 用以研究： (A) DNA-protein interaction (B) RNA-protein interaction
(C) protein-protein interaction (D) promoter assay
240. 自基因庫中鑑定出選殖株的目的可以雜交探針的技術達成。而探針標定的方法包括 a. 隨
機引導法、b. 以附有生物素之核苷酸進行標定、c. 缺口轉譯法、d. 以山葵過氧化氫進行
標定、e. 末端填補法。上述何者為放射性物質標定於探針上的方法? (A) abc (B) abd (C)
bd (D) ace
241. 可以使兩種不同的質體共同存於相同細胞中的能力稱為? (A)相容性
轉殖能力 (D)接合作用。

(B)勝任力

(C)基因

242. 兩股聚核苷酸鏈的鹼基能夠相互配對使之成為雙股分子的構造，稱之為? (A)糖苷鍵結
(B)磷酸雙酯鍵接合 (C)變性作用 (D)氫鍵互補。
243. 可嵌入宿主細胞染色體的質體被稱作? (A) episome (B) prophage (C) vector (D)
lysogen。
244. 下列何者為會插入雙股 DNA 之鹼基對中的螢光物質? (A) CsCl

(B) bromophenol blue (C)

EtBr (D) GFP
245. 在某些種類的 λ 噬菌體 DNA 分子中，其頭尾末端會具有單股突出的 12 個核苷酸序列，彼
此可以互補環化，也是黏性末端的一種，稱此序列為? (A) covalent closed-circular DNA
(B) cos site (C) cosmid (D) clone。
246. 一種與外源基因同時構築於載體中的基因，當轉形至細胞時，其表現出可辨認的生理特
性，以便於篩選轉形細胞，此種基因被稱為? (A)篩選標記 (B)報導基因 (C)重組體 (D)
ori。
247. 操作 DNA 的酵素可依催化反應型式區分成數種，其中可以切割、截短及分解核酸分子的
酵素稱為 (A) nucleases

(B) ligase (C) polymerases

(D) modifying enzymes。

248. 帶有原噬菌體的細菌稱為? (A) Episome (B) Prophage (C) Vector (D) Lysogen。
249. 可用來複製核酸分子的酵素稱為? (A) nucleases (B) ligase (C) polymerases
modifying enzymes。

(D)

250. 以酵素對單股 DNA 分子進行互補股之合成反應，使互補末端變為平端，此稱為? (A) nick
translation (B) transformation (C) homopolymer tailing (D) end filling。
251. 噬 菌體在感染寄主細胞初期，在其體內大量複製，並迅速分解寄主細胞的一種感染模

式。期間噬菌體 DNA 並沒有插入寄主之染色體中，稱此為? (A) transformation
cDNA cloning (C) lysogenic infection cycle (D) lytic infection cycle。

(B)

252. 各型載體 1.人造細菌染色體、 2.質體、 3. λ 取代性載體、 4.黏接質體 (cosmid)、 5. M13
系列載體、 6.噬菌體質體 (phagemids) 等，請依能其夠容納的片段大小由小至大排列?
(A) 143 625 (B) 526341 (C) 253461 (D) 253641
253. 利用氯化鈣處理細胞以進行細胞轉形技術，藉由溫度短暫提高至多少 DNA 才會進入細胞
中? (A) 37℃ (B) 40℃ (C) 42℃ (D) 45℃。
254. 一群完全相同的細胞，其內含有完全相同的重組 DNA 分子，被稱為 (A) 溶菌斑 plaque
(B)重組體 recombinant (C)選殖株 clone (D)附加型質體 episome。
255. 在特定條件下例如作用的時間、溫度或緩衝液溶度的差異，造成所使用的限制內切核酸酶
只能切割一部份辨認的位置，是下列何種作用? (A) double digestion (B) nick translation
(C) partial digestion (D) insertionl inactivation
256. 引子是 PCR 成敗的關鍵，設計時需注意的事項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欲擴增的 DNA 片
段最好不要超過 1 kb (B)引子與模板股的序列必須是互補的 (C)引子與模板股雜交後引
子 3′端在 DNA 合成過程中必須能往 DNA 中央區域延伸 (D)引子過長 PCR 的效率會降
低，DNA 產率會減少。
257. 在置入載體前將純化的 mRNA 轉換成 DNA 的一種選殖技術? (A) denaturation (B) PCR
(C) transformation (D) cDNA cloning。
258. 理想的 PCR 黏合溫度可用解鏈溫度 (Tm) 決定，若有一引子序列為 5′TCTGAGTCTCTCTTGGG-3′, 則此股引子的 PCR 黏合溫度為何? (A) 48℃
(C)52℃ (D) 54℃。
259. 雙股 DNA 分子被限制酶切割後形成平齊的末端稱為? (A) sticky end
end (D) end filling。

(B) 50℃

(B) cos site (C) blunt

260. 利用濃縮的蔗糖或是氯化銫溶液進行離心，可依照分子和物質的浮力密度不同來加以分離
的技術稱為? (A) Lac selection (B) density gradient centrifugation (C) insertionl inactivation
(D) denaturation。
261. 一種經過處理能夠加強吸收 DNA 分子能力並使 DNA 轉殖效率提高的細胞，稱為? (A)
cDNA cloning (B) transformation

(C) competent cell

(D) clone。

262. 環狀和線狀聚核苷酸是指兩種相同 DNA 分子的空間排列方式，此稱為? (A) conformation
(B) conjugation (C) compatibility (D) complementary。
263. 下列有關『免疫篩選法』挑選基因庫的選殖株之描述何者有誤? (A) 是偵測選殖株上的基
因所表現的蛋白質 (B) 進行篩選前必須先讓選殖株上的基因表現 (C) 選殖株上所表現
的蛋白質必須是寄主原本已經具有的 (D) 須要使用抗體。
264. 一個完整的雙股環狀的 DNA 分子，沒有缺口或不連續，常出現於超螺旋的構形中，稱
為? (A) nick (B) linear (C) ocDNA (D) cccDNA。

265. 用於連接核酸分子的酵素稱為? (A) nucleases (B) ligase (C) polymerases (D) modifying
enzymes。
266. 以化學或物理方法打斷核酸分子中鹼基配對的氫鍵後所發生的情形，稱為? (A) denaturation
(B) renature (C) neutralization (D)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267. 若以 pUC8 載體進行 DNA 重組，則藉由 lacZ'基因被插入 DNA 而不表現何種蛋白質的特
性，即可篩選出重組體? (A) β-galactosidase (B) ampicillin (C) IPTG (D) X-gal。
268. 進行 PCR 反應須在數種溫度週而復始進行聚合反應，其中加溫至 74℃的作用目的為何?
(A)使模版 DNA 變性為單股 (B)使引子黏結上模版
DNA (C)是 Taq DNA 聚合酶作用的最適溫度 (D)
為了終止反應。
269. 噬菌體質體 (phagemids) 是由何者組合而成的? (A) λ
與 M13 噬菌體基因體 (B)質體 DNA 與 M13 噬菌體
基因體 (C)質體 DNA 與 λ 噬菌體基因體 (D) 單獨
λ 噬菌體的基因體。
270. 右圖為 pUC18 載體，以此載體進行基因重組時，標
的基因插入的位置應位於 (A) lacZ 基因下游的 NdeI
位置 (B) lacZ 基因上游的 MCS 位置 (C) bla 基因序列中的 ScaI 位置
因序列中的 CaiI 位置。
271. pUC18 載體的篩選標記基因為? (A) bla (Ampr)

(D) rep (pMB1)基

(B) rep (pMB1) (C) lacZ

(D) 以上皆

是。
272. 下列描述有關 pUC18 載體進行基因重組的篩選內容何者正確？(A) 可利用 lacZ gene 的插
入性失活而篩選出重組體 (B) 培養基中可添加 IPTG 與 X-gal 進行藍白篩選 (C) 重組成
功的菌落呈現白色 (D) 以上皆是。
273. pUC18 載體的 lacZ 基因有何作用? (A) 當作篩選標記基因
半乳糖苷酶 (C) 需誘導物 X-gal 誘導後才表現 (D) 以
上皆是。

(B) 在宿主細胞中可表現出

274. 右圖為 pGFP 載體，進行基因重組時標的基因插入的位
置應位於? (A) pUC ori 中的 AlwN I 位置 (B) Ampr 基因
的 Pvu I 位置 (C) GFP 基因序列前端的 5' MCS 或末端
的 3' MCS 的位置 (D) GFP 序列中的 BsrG I 位置。
275. 下列有關 pGFP 載體進行基因重組的篩選內容何者錯
誤？(A) 篩選時培養基中可添加 Ampicillin 來篩選 (B)
培養基中可添加 IPTG 與 X-gal 進行藍白篩選 (C) 培養
基中可添加誘導物，使含有 pGFP 載體的菌落在 UV 激發下呈現綠色螢光
功的選殖株呈現白色菌落。
276. GFP 基因的表現受何種基因啟動子調控? (A) Plac

(B) MCS

(C) IPTG

(D) 未重組成

(D) X-gal 。

277. 請以下列引子為例 5’- GTC,GAA,TTC,ATG,GTT,AGC,CAG -3’ 估算出引子黏結作用所需
之溫度？ (A) 64℃ (B) 62℃ (C) 60℃ (D) 55℃ 。
278. 若純化的 pUC18 DNA 稀釋 50 倍後，利用分光光度計所測得的吸光值為 0.02，請問此
質體 DNA 原始濃度為多少？ (A) 50 ㎍/㎕

(B) 0.05 ㎍/㎕

(C) 0.02 ㎍/㎕

(D) 1 ㎍/㎕

279. 質體 DNA 純化後，利用分光光度計進行 DNA 的定量。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 以 A280
測 DNA 濃度 (B) 以 A260 測蛋白質的濃度 (C) 以 A280/A260 測 DNA 的純度 (D) 以
上皆非。
280. 若質體 DNA 的純度高時，所測的 A260 與 A280 比值接近多少？ (A) 3 (B) 2 (C) 1
(D) 1.8 。
281. 純化質體 DNA 若不慎有蛋白質汙染時，如何進一步處理以去除它? (A) 先以 phenolchloroform 萃取後再以酒精重新沉澱 DNA (B) 以 RNase 處理
(D) 膠體電泳回收 DNA。

(C) 以 70%清洗 DNA

282. PCR 是何種技術之簡稱？ (A) poly chain reaction (B) polymerase cycle reaction (C)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D) poly cycle reaction。
283. PCR 反應物會在三種溫度中循環，其中最適合 Taq DNA 聚合酶反應的溫度為? (A) 94℃
(B) 72℃ (C) 60℃ (D) 50℃。
284. Tm 值與 PCR 反應有關，下列的描述何者有誤? (A) Tm 值與 Extension 的溫度相同 (B)
Tm 代表 melting temperature (C) Tm 值比 annealing 的溫度高 (D) Tm 值比 denaturation 的
溫度低。
285. 進行 DNA 電泳必須使用 gel loading buffer，其作用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A) 可以染 DNA
(B) 使 DNA 能沉降於膠體孔洞 (C) 監測 DNA 電泳移動的方向 (D) 估算 DNA 移動的
時間。
286. 下列何者不是進行 DNA 電泳所使用的 running buffer? (A) TAE (B) EtBr (C) TBE
TPE。
287. 以限制內切酶進行 Plasmid DNA 切割後如何中止反應? (A) 65℃加熱破壞酵素作用
phenol 使蛋白質變性再萃取 DNA (C) 加 EDTA (D) 以上皆是。

(D)

(B) 加

288. 下列有關 Plasmid DNA 轉形作用的描述何者有誤? (A) heat shock 的溫度為 42℃ (B) 為提
高轉形率可延長 heat shock 的時間 (C) 細胞需經過不含抗生素的 LB 培養液短暫培養後
再塗盤 (D) 最後細胞塗盤於含有抗生素的 LB 培養基培養至隔夜。
289. 下列有關限制酶切割 plasmid DNA 的敘述何者正確? (A) 酵素作用溫度皆為 37℃ (B) 酵
素切割 DNA 的時間越長可以切的越完整 (C) 低溫操作以免酵素活性提早失活 (D) 以
上皆是。
290. 配製 40 mL 的 0.8% 瓊脂糖膠體需要稱多少克的 agarose？ (A) 0.8g (B) 32g (C) 4g
(D) 0.32g。

291. 配製 DNA agarose gel 的溶劑為何? (A) H2O (B) 0.5x TBE

(C) 5x TBE (D)酒精。

292. 下列何者可以將 GFX 管柱吸附純化的 plasmid DNA 沖提下來? (A) Lysis buffer
濃度的 TE buffer (C) 95%酒精

(B) 低

(D) TBE。

293. plasmid DNA 純化包含 (1) Lysis (2) Suspension (3) Elution (4) Neutralization (5)
Washing / Drying (6) Binding 等各步驟。上述 6 項的先後順序排列何者正確? (A)
2→1→4→6→5→3 (B) 2→4→1→6→5→3 (C) 1→2→3→4→5→6 (D)
4→1→2→3→5→6
294. 相同分子量的 DNA 因不同構形而影響電泳的移動速率，其中移動較快的是何種構形的
DNA? (A) ocDNA (B) cccDNA (C) linear DNA form (D) genomic DNA。
295. 分光光度計測 plasmid DNA 的 OD260/OD280 比值，若高過 2 以上表示何種意義? (A)
DNA 很純 (B) 有 RNA 殘留汙染 (C) 有 protein 殘留汙染
296. 以兩種限制酶切割 DNA 時需注意什麼? (A) 酵素作用溫度
切割的時間長度 (D) 以上皆是。

(D) 以上皆是。
(B) 酵素的緩衝液條件

(C)

297. DNA 電泳膠體以何種染劑進行染色? (A) Coomassie blue (B) bromophenol blue (C)
Ethidium bromide (D) 以上皆可。
298. DNA 接合作用所使用的酵素為? (A) T4 DNA ligase
transcriptase (D) restriction endonuclease。
299. 下列何者為偵測GMO的方法? (A) PCR

(B) Taq DNA polymerase (C) Reverse

(B) Southern blot

(C) gene chip

(D) 以上皆是。

300. DNA 電泳實驗所用染色劑為 (A)bromophenol blue (B)coomassie brilliant blue (C)ethidium
bromide (D) ethidium chloride。
301. 純的雙股 DNA 溶液其 A260/A280 比值應接近下列何者？ (A)2.0
(D)1.0。

(B)1.8

302. 何種構型的質體, 在洋菜膠電泳中泳動最快? (A)supercoiled (B)relaxed
樣快。

(C)1.5

(C) linear

(D)一

303. loading sample 15μl, 須加入 6× loading dye 多少 μl？ (A)1 (B)2 (C)3 (D)4
304. 利用管柱純化質體時, 在高離子強度下 DNA 可和管柱中何者結合? (A) agarose
(B)acryamide (C) plastics (D)glass fiber。
305. 某一限制酶其辨識序列為 5'A↓AGCTT3’，則其切出片段的端點為？ (A)鈍端 (B)3 端突出
的粘性末端 (C) 5 端突出的粘性末端 (D)一邊 5 端突出，另一邊 3 端突出的粘性末端。
306. 限制酵素作用時，反應系統中最後再加入系統中的是何成分？ (A)緩衝溶液
(C)限制酶 (D)水。
307. 限制內切酶之名稱前三個英文字母是代表 (A)來源微生物的學名
(C)切開雙股的模式 (D)發現的先後次序。

(B)DNA

(B)發現學者的英文縮寫

308. 以同一限制酶切二種不同來源的 DNA，產生相同的鈍端進行重組轉殖，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 (A)背景中未重組的選殖株比例會較高 (B)須較高的 DNA 濃度進行重組 (C)重組效
率較高可用較少單位數的接合酶進行作用

(D)篩選後續的真正重組轉殖菌株機率較低。

309. 重組 DNA 進行接合 (ligation) 時，你須考慮下列何者？ (A)二組 DNA 端點的性質
用的限制酶及接合酶 (C)二組欲重組 DNA 的相對濃度 (D)以上皆是。

(B)使

310. 重組二種不同來源的 DNA 時，外來 DNA 片段與載體 DNA 二者濃度下列何者較佳？ (A)
外來 DNA 片段較高 (B)載體 DNA 較高 (C)二者 1 比 1 最佳 (D)外來 DNA 片斷為載體
DNA 濃度的一半。
311. DNA 在洋菜膠電泳中泳動距離與下列何者的比例關係正確？ (A)DNA 分子量成反比
(B)DNA 分子量的對數值成反比 (C)洋菜膠的濃度成正比 (D)DNA 分子量的對數值成正
比。
312. DNA 電泳實驗鑄洋菜膠時，下列何者錯誤？ (A)洋菜顆粒須完全融解 (B)可使用回收的電
泳緩衝液來融洋菜 (C)加熱後待溫度降至 55℃時才倒入模具 (D)孔梳待洋菜膠完全硬化
再拔出。
313. 微生物如細菌具有可從環境中攝入祼露 DNA(naked DNA) 的能力，這種能力稱之為？ (A)
勝任 Competence (B)接合作用 conjugation (C)導入作用 transduction (D)轉型
transformation。
314. 聚合酶連鎖反應過程中複製延長之溫度是多少℃？ (A)60 (B)50 (C) 72 (4)58。
315. 環境中祼露 DNA 進入細菌體內的過程稱之為？ (A)勝任 Competence (B)接合作用
conjugation (C)導入作用 transduction (D)轉型 transformation。
316. 轉殖實驗篩選平板中添加 IPTG 的作用何者錯誤？ (A)抑制雜菌生長 (B)作為誘導劑，開啟
基因開關 (C)具有非消耗性，可維持一定濃度 (D)常使用於藍白試驗。
317. 微量離心管 (約 1.6ml) 其英文為 (A) culture tube (B)Petri dish (C) eppendorf 或
microcentrifuge tube (D) pipette。
318. 欲配製含 ampicillin 最終濃度 100μg/ml 的 LB 洋菜培養基總體積 600mL，問須添加 25
mg/ml ampicillin 製備溶液 (stock solution) 多少 mL？ (A)0.5 (B)1.2 (C)2.4 (D)3.2 。
319. 配製實驗用平板時，抗生素溶液常用何法處理？ (A)過濾除菌
射 (D)殺菌釜加熱。

(B)乾熱殺菌

(C)放射線照

320. 同一蛋白質樣本若使用不同的稀釋濃度，所測出來的吸光值會有差異，宜採用下列何者？ (A)
稀釋倍數大者 (B)稀釋倍數小者 (C)濃度大者 (D)添加溶劑少者。
321. 酵素活性是在單位時間內測定所得到生成物的量，若生成物以 mmole 表示，則酵素每分鐘
催化產生得到 1 mmole 稱之為？ (A)1 反應單位 (B)1 催化單位 (C)1 活性單位 (D)1 國
際單位。
322. 超音波振擊破碎法是實驗室普遍應用的破菌方法，是應用下列何者進行細胞破碎？ (A)高

壓擠破細胞 (B)研磨破壞細胞
力。

(C)造成急速熱脹冷縮

(D)空穴現象引起的衝擊波和剪切

323. 膜過濾就是根據流體中各組成成份的尺寸大小不同是否通膜上的孔來進行篩分，下列何種
膜過濾可濾除最小的分子？ (A)微孔過濾 (B)超微過濾 (C)逆滲透 (D)濾布過濾。
324. SDS-PAGE 電泳染色時，是採用下列何種藥品？ (A) bromophenol blue (B) Coomassie
Brilliant Blue R250, CBR (C) ethidium bromide (D) Coomassie Brilliant Blue G-250, CBG。
325. 利用鹽類搶走蛋白質表面的水分子致使蛋白質沈澱，稱之為？ (A)層析
溶 salting in (D)鹽析 salting out。
326. 蛋白質沉澱實驗中，常採用下列何種鹽類？ (A)硫酸銨
(D)sodium dodecyl sulfate。

(B)丙烯醯胺

(B)逆滲透

(C)鹽

(C)過硫酸銨

327. 聚丙烯醯胺凝膠電泳進行鑄膠時何種藥品須新鮮配製？ (A)丙烯醯胺 (B)N，N-甲叉雙丙
烯醯胺 bisacrylamide (C)過硫酸銨 APS (D)四甲基乙二胺 TEMED。
328. 聚丙烯醯胺凝膠電泳進行鑄膠時，acrylamide 與 bisacrylamide 的比值為 37.5:1，問此膠的
% C 是多少？ (A)2.6 (B)3.3 (C)4.5 (D)5.4
329. 管柱層析時，是利用綠色螢光蛋白質的何種特性加以分離？ (A)帶有螢光
(C)分子量大小 (D)疏水性殘基親和性。

(B)所帶的電荷

330. 一蛋白質由 2 個 A 次單位及 2 個 B 次單位組成即 A2B2，A 與 B 分子量不相同，問此
蛋白質混合樣品緩衝液加熱處理後進行 SDS-PAGE 電泳，應產生幾個蛋白質帶？ (A)2
(B)3

(C)4 (D)1。

331. 當進行蛋白質定量時，常使用下列何種蛋白質作為標準品？ (A)牛血清白蛋白 BSA (B)
胰島素 Insulin (C)牛奶 (D)大豆蛋白
332. 當以 Bradford 方法進行蛋白質定量時，會使用的染劑是? (A)PBS

(B)Coomassie Brilliant

Blue G250 (C)GFP (D)Triton
333. 蛋白質定量的實驗中，會使用到 ELISA Reader，實驗中須注意的事項包括? (A)樣品必須混
合均勻 (B)樣品孔內不可有氣泡 (C)各樣品的取樣必須精確 (D)以上皆是
334. 酵素活性測量的實驗中，待測樣品的活性會受何種因素影響？ (A)pH

(B)溫度

(C)反應

液鹽的濃度 (D)以上皆是
335. 酵素活性測量的實驗中，三氯醋酸 TCA 的作用是？ (A)活化酵素
平衡 pH 值 (D)停止酵素反應

(B)當作緩衝溶液

(C)

336. 一般在利用酵素液破菌時，常會加入 DNase，它的作用是什麼？ (A)降解細胞壁
(B)分
解去氧核糖核酸，降低破菌液的黏性 (C)分解糖類，避免結塊 (D)當作緩衝溶液，維持
pH 值
337. 在細胞破碎的實驗中，破菌後的樣品，為何必須置於冰上？ (A)防止蛋白酶破壞目標蛋白
質 (B)避免目標蛋白質受熱變性 (C)以上皆是 (D)以上皆非

338. 在細胞破碎實驗中，以探頭式超音波破碎法破碎細胞時，那個操作錯誤？ (A)振盪時間設
定為振 10 秒停 10 秒，以避免持續振盪而過熱 (B)會冰浴來降溫 (C)會加熱來加速細胞
破碎 (D)會以磁轉子攪拌樣品
339. 在細胞破碎實驗中，當細胞破碎後，會進行離心，有何作用？ (A)加速細胞壁破裂，使細
胞破碎更完全 (B)使細胞的碎片、固形物與水溶部分分離 (C)使細胞膜混合於水溶液中
(D)以上皆是
340. 在利用超音波進行細胞破碎的實驗中，利用測量離心後之細胞液的蛋白質含量，是何作
用？ (A)了解細胞破碎的程度，以決定振盪的時間 (B)了解細胞的多少 (C)了解目標蛋
白質的含量 (D)以上皆是
341. 利用來分離蛋白質樣品的膜分離技術稱作 (A)微孔過濾
(D)毫孔過濾

(B)超微過濾

342. 一般利用來分離蛋白質樣品的膜，其規格用什麼描述？ (A)截留分子量
(C)溶解度 (D)適用度

(C)逆滲透過濾

(B)膜孔徑大小

343. 利用膜分離技術來分離某目標蛋白 (分子量 45kDa)，要使比綠瑩光蛋白還小的蛋白被去
除，使用那一種膜來過濾效果可能最好？ (A)MWCO300 (B)MWCO100 (C)MWCO30
(D)MWCO10
344. 蛋白質沉澱的實驗中，何者錯誤？ (A)以硫酸銨來沉澱時，會以硫酸銨飽和濃度來描述鹽
的濃度 (B)這是一種鹽析方法的運用 (C)大部份的蛋白質可在 80% 硫酸銨飽和濃度時
沉澱下來 (D)加入硫酸銨時必須一次直接加入再攪拌，不須分批少量加入
345. 進行蛋白質電泳 SDS-PAGE 實驗，在鑄膠時，用到那些材料？ (A)丙烯醯胺溶液
Acrylamide-bis acrylamide (B)十二烷基硫酸鈉 SDS (C)過硫酸銨 Ammonium persulfate
(D)以上皆是
346. 進行蛋白質電泳 SDS-PAGE 鑄膠時，所加入的 TEMED 有什麼作用？ (A)是一種催化劑，
加快自由基的生成 (B)是一種啟動劑，可自行產生自由基 (C)是一種聚合物的單體材料
(D)是一種穩定劑
347. 進行蛋白質電泳 SDS-PAGE 鑄膠時，所加入的過硫酸銨 APS 有什麼作用？ (A)是一種催
化劑，加快自由基的生成 (B)是一種啟動劑，可自行產生自由基 (C)是一種聚合物的單
體材料 (D)是一種穩定劑
348. 在進行蛋白質電泳實驗的鑄膠時，會先考慮要使用多少 %T 的膠，對 %T 的描述，下列
何者？ (A)%T 代表所使用的丙烯醯胺的總重量百分率濃度 (B)%T 愈大，代表所鑄的膠
的孔洞愈大 (C)%T 與所需要分離的蛋白質的大小無關 (D)一般堆疊膠使用的濃度%T 約
為 15%
349. 蛋白質電泳實驗 SDS-PAGE 中，蛋白質樣品加入 sample buffer 再置於沸水中 10 分鐘。
Sample buffer 中的 DTT (或是 β-mercaptoethanol)的作用為何？ (A)使蛋白質不再聚集 (B)
使蛋白質降解 (C)使蛋白質內的雙硫鍵還原 (D)以上皆非

350. 蛋白質電泳 SDS-PAGE 實驗中，以下描述何者錯誤？ (A) 分離膠的作用使解構的蛋白質
樣品依分子量大小運動 (B)分子量大的蛋白質運動較慢 (C)蛋白質樣品向正極運動 (D)
以上皆非
351. 利用 SDS-PAGE 來分析蛋白質樣品的分子量，則下列何者正確？ (A)蛋白質分子量愈大，
其移動距離愈大 (B)蛋白質分子量愈小，其移動的距離愈小 (C)實驗中無法判別 (D)以
上皆非
352. 膠體過濾實驗中，樣品會依那一個性質分離？ (A)分子大小
(C)分子的溶解度 (D)分子的疏水性

(B)分子帶正電荷的多少

353. 膠體過濾實驗中，那一個描述是正確的？ (A)蛋白質分子量大者，會較慢流出管柱 (B)蛋
白質分子量小者，會較慢流出管柱 (C)蛋白質帶正電愈多者，會較快流出管柱 (D)以上
皆正確
354. 利用疏水性管柱分離綠瑩光蛋白 GFP 的實驗中，平衡緩衝溶液的作用是什麼？ (A)使管柱
處於可結合特定性質蛋白質的狀態 (B)使所有的蛋白質流出管柱 (C)使親水性的蛋白質
流出管柱 (D)以上皆非
355. 利用疏水性管柱分離綠瑩光蛋白 GFP 的實驗中，那一種溶液所含的鹽濃度最低？ (A)平衡
緩衝溶液 (B)結合緩衝溶液 (C)清洗緩衝溶液 (D)洗脫緩衝溶液
356. 利用疏水性管柱層析分離綠瑩光蛋白質時，洗脫緩衝溶液中，加入 EDTA 的作用為何？
(A)維持一定的 pH 值 (B)螯合二價金屬離子，避免目標蛋白質被降解 (C)維持蛋白質的
帶電荷 (D)使蛋白質不要聚集
357. 在進行轉漬實驗時，常將蛋白質樣品由聚丙烯醯胺膠體上將蛋白質轉漬於何種膜上？ (A)
硝化纖維膜 NC membrane (B)尼龍膜 nylon membrane (C)PVDF 膜 (D)以上皆可
358. 在進行西方墨點法時，是如何確認目標蛋白質？ (A)利用含有針對目標蛋白的專一性抗體
(B)利用 Coomassie Brilliant Blue 染色 (C)利用蛋白質本身的活性 (D)以上皆可
359. 在進行西方墨點法時，在清洗抗體時會用到 PBST 或是 TBST 溶液，其中都含有
Tween20，請問 Tween20 的作用是什麼？ (A)維持 pH (B)避免蛋白質被降解 (C)防止抗
體聚集而降低效果 (D)防止蛋白質自膜上脫落
360. 以未煮過的綠瑩光蛋白 GFP 為材料，並以西方墨點法的實驗結果與 SDS-PAGE 的電泳結
果比對時，下列描述何者正確？ (A)兩者的條帶是同位置 (B)西方墨點法的條帶位置較高
(C)西方墨點法的條帶位置較低 (D)無法判斷
361. 學生吸取 160 μl 時，學生應該選擇何種規格的微量吸取器 (pipetman)？ (A) P2 (B) P20
(C) P200 (D) P1000
362. 學生進行實驗暫告一段落後，應將使用完畢的微量吸取器 (pipetman) 的刻度調為 (A)最小
值 (B)平均值 (C)最大值 (D)任意的數值
363. 實驗課抽取質體 (plasmid) 所使用的原理是 (A)煮沸法
上皆非

(B)磨碎法

(C)鹼裂解法

(D)以

364. 實驗課抽取質體 (plasmid) 時，將帶有 plasmid 的 E. coli 菌液進行離心是 (A)裂解菌體
(B)移除染色體 (chromosome) (C)收集 plasmid (D)收集菌體
365. 實驗課抽取質體 (plasmid) 的步驟是 (A)裂解菌體移除染色體(chromosome)吸附
plasmid流洗及收集 plasmid (B)裂解菌體移除 chromosome流洗及收集 plasmid 吸
附 plasmid (C)裂解菌體吸附 plasmid 移除 chromosome 流洗及收集 plasmid (D)裂
解菌體吸附 plasmid 流洗及收集 plasmid 移除 chromosome
366. 實驗課抽取質體 (plasmid) 時，當試劑加入菌體懸浮液後懸浮液轉為澄清的液體，此步驟
是 (A)裂解菌體 (B)移除染色體 (chromosome) (C)收集 plasmid (D)收集菌體
367. DNA 的濃度是以何種方式定量之 (A)無法估計
(D)以上皆非

(B)以分光光度儀分析

(C)肉眼視之

368. DNA 電泳分析實驗時，瓊酯膠體 (agarose gel) 的製備是將 agarose 溶於 (A) H2O (B)電
泳緩衝液 TBE (C) EtBr (D)以上皆非
369. DNA 電泳分析實驗時，瓊酯膠體 (agarose gel) 的製備是 (A)懸浮 agarose加熱溶解倒
入鑄膠槽冷卻定型 (B)懸浮 agarose倒入鑄膠槽冷卻定型 (C)懸浮 agarose倒入鑄
膠槽加熱溶解冷卻定型 (D)以上皆是
370. DNA 電泳分析實驗時，製備瓊酯膠體 (agarose gel) 中，齒梳 (comb) 是用來 (A)形成樣
品槽 (B)美觀 (C)易於染色 (D)以上皆非
371. DNA 電泳分析時，電泳緩衝液應 (A)不要浸泡到瓊酯膠體

(B)蓋過瓊酯膠體 (C)以上皆

非
372. DNA 電泳分析實驗時，DNA 會移向 (A)－極 (B)＋極

(C)以上皆是

373. DNA 電泳分析實驗時，DNA 樣品應先與何種試劑混合後再注入膠體 (A) H2O (B)電泳緩
衝液 TBE (C) EtBr (D)樣品注入用染劑 (sample loading dye)
374. DNA 電泳分析實驗時，短的 DNA 片段比長的 DNA 片段在膠體的移動速率 (A)慢
同 (C)快 (D)以上皆是
375. DNA 電泳分析實驗時，以何種試劑評估 DNA 片段的大小 (A) H2O
(C) EtBr (D) DNA 大小的標誌試劑 (DNA marker)

(B)相

(B)電泳緩衝液 TBE

376. DNA 電泳分析實驗時，膠體經 EtBr 染色後如何觀察 DNA 片段 (A)置於 H2O 中顯示之
(B)置於 TBE 中顯示之 (C)置於 EtBr 中顯示之 (D)置於 UV 盒以 UV 照射顯示之
377. 膠體內的 DNA 以何種藥劑進行染色 (A) H2O

(B) TBE

(C) EtBr

(D)以上皆非

378. DNA 進行限制酵素切割反應總體積為 20 μl 時，所使用的 10× buffer 應該加入 (A) 10 μl
(B) 5 μl

(C) 2 μl

(D) 1 μl

379. DNA 進行限制酵素切割實驗，限制酵素應該保存於 (A) 25℃
(D) 4℃

(B) －80℃

(C) －20℃

380. DNA 電泳分析實驗時，膠體經 EtBr 染色後如何取得你所需要的 DNA 片段 (A)置於 H2O
中觀察並切割出含有 DNA 片段的最小膠塊 (B)置於 TBE 中觀察並切割出含有 DNA 片段
的最小膠塊 (C)置於 EtBr 中觀察並切割出含有 DNA 片段的最小膠塊
UV 照射膠體，觀察並切割出含有 DNA 片段的最小膠塊

(D)置於 UV 盒以

381. 實驗課進行由膠體純化 DNA 的步驟是 (A)溶解膠體吸附 DNA流洗及收集 DNA (B)
吸附 DNA 溶解膠體流洗及收集 DNA (C)流洗及收集 DNA 溶解膠體吸附 DNA
(D)以上皆是
382. 實驗課進行轉型作用 (transformation) 過程中，需要那些步驟 (A) 4℃靜置 (B)熱震盪
(heat shock) (C)勝任細胞(competent cell)與 DNA 混合 (D) LB 培養 (E)以上皆是
383. 實驗課進行轉型作用(transformation)的步驟是 (A) 4℃靜置勝任細胞(competent cell)與
DNA 混合LB 培養熱震盪(heat shock)塗抹菌液4℃靜置 (B) competent cell 與
DNA 混合4℃靜置LB 培養塗抹菌液4℃靜置heat shock (C) competent cell 與
DNA 混合4℃靜置heat shock4℃靜置LB 培養塗抹菌液 (D)以上皆是
384. 實驗課製備勝任細胞(competent cell)過程中，使用何種溶液處理 E. coli (A) CaCl2 (B) NaCl
(C) NaOH

(D) HCl

385. 實驗課製備勝任細胞 (competent cell) 過程中，應維持在 (A) 25℃
20℃ (D) 4℃

(B) －80℃

(C) －

386. PCR 的步驟是 (A)變性(denaturation)黏合(annealing)延展(extension) (B)變性
(denaturation)延展(extension)黏合(annealing) (C)黏合(annealing)延展(extension)變
性(denaturation) (D)以上皆是
387. 在進行 PCR 過程中，dNTP 是 (A)一種去氧核糖核苷酸(deoxynucleotide) (B)合成 mRNA
的原料 (C) dATP, dTTP, dGTP 及 dCTP 組合的代號 (D)以上皆是
388. 在進行 PCR 反應總體積為 50 μl 時，所使用的 10× buffer 應該加入 (A) 10 μl
(C) 2 μl

(B) 5 μl

(D) 1 μl

389. 如何分析 PCR 後的 DNA 片段的大小 (A)電泳
(D)以上皆是

(B)以分光光度儀分析

(C)肉眼視之

390. 在進行 PCR 反應總體積為 50 μl 時，所有使用的試劑 (DNA, primer, dNTP, enzyme,10×
buffer) 的體積扣除後，應該加入何種溶液補足反應總體積為適當 (A) 10× buffer
enzyme (C) dNTP (D) H2O

(B)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