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具多藥耐藥性的癌細胞會減低化療時抗癌藥物的功效。多藥耐藥性的其中一個

機制是觸發藥物外排泵 P-醣蛋白的表逹，活躍地將抗癌藥物泵出癌細胞，以防

止藥物分子在細胞內積累。一個實驗研究 P-醣蛋白化學抑制劑，維拉帕米，是

否可協助傳統抗癌藥物阿黴素去破壞多藥耐藥性的癌細胞。相對沒有用藥的情

況 (陰性對照組)，原生的 (一般的) 和多藥耐藥性的癌細胞曝露在不同濃度的

阿黴素下的細胞毒性 (以存活細胞的百分比表逹) 顯示於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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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甚麼原因可能會令高濃度的阿黴素 (150µM 以上)對多藥耐藥性的癌細

胞也稍有細胞毒性作用？ 

i. 細胞吸收阿黴素的速度比外排泵的外排速度快。 

ii. 有些多藥耐藥性的癌細胞不像其他細胞般對這藥物有高度抵抗

力。 

iii. 高濃度的阿黴素可以令一些多藥耐藥性的癌細胞的外排泵減低活

性。 

 

A. 只有 (i) 

B. (i) 和 (ii) 

C. (i) 和 (iii) 

D. 以上皆是 

  



2. 即使沒有阿黴素出現，為甚麼單是抑制劑仍然對原生的和多藥耐藥性的

癌細胞有一定細胞毒性？ 

A. 抑制劑可以關閉藥物外排泵的作用。 

B. 抑制劑不能夠只針對多藥耐藥性的癌細胞。 

C. 抑制劑本身對細胞有毒性。 

D. 這是實驗誤差，因為細胞存活也取決於其他因素。 

 

3. 按觀察，“阿黴素+維拉帕米” 在多藥耐藥性的癌細胞上的作用與在原

生細胞上的細胞毒性不一樣，以下哪個可能是這個現象的原因？ 

i. 實驗中所用的抑制劑維拉帕米的濃度不足以抑制所有外排泵。 

ii. 多藥耐藥性的癌細胞有其他種類的外排泵可以將阿黴素泵出，

且不受維拉帕米抑制。 

iii. 多藥耐藥性的癌細胞生長速度比原生癌細胞快，所以會誤導存

活細胞百分比的計算。 

 

A. 只有 (i) 

B. (i) 和 (ii) 

C. (i) 和 (iii) 

D. 以上皆是 



去氧核糖核酸納米科技利用核酸去建造納米結構。在建造一個特定結構的期

間，一條長的單鏈去氧核糖核酸和幾條短鏈去氧核糖核酸寡核苷酸會自我組

合。下圖顯示去氧核糖核酸鏈是怎樣互動去製造一個三維納米結構。 

 

4. 用電子顯微鏡去觀察，這些去氧核糖核酸納米結構比雙鏈去氧核糖核酸

更能抵抗酶(例如核酸外切酶和核酸内切酶)的消化作用。甚麼是可能的

原因？ 

 

i. 緊湊的三維結構防止酶輕易地黏付在去氧核糖核酸上 

ii. 即使部分鏈被切割，結構仍然能夠被保留 

iii. 切割位點可以由其他去氧核糖核酸鏈保護 

A. 只有 (i) 

B. (ii) 和 (iii) 

C. (i) 和 (iii) 

D. 以上皆是 

去氧核糖核酸鏈 

自我組合 

三維納米結構 放大：去氧核糖核酸鏈的互動 



5. 一個去氧核糖核酸納米結構設計成跟多藥耐藥性受體的結合部位互補，

在人體內可用作多藥耐藥性抑制劑。但實際應用前，在設計和優化這些

去氧核糖核酸納米結構，哪些是最關鍵的條件？ 

 

i. 去氧核糖核酸納米結構應該能在整個藥物代謝過程中抵抗

酶的消化 

ii. 去氧核糖核酸納米結構的指定核酸序列不應該能跟人體的

去氧核糖核酸雜交。 

iii. 去氧核糖核酸納米結構應該足夠細小去穿過血腦屏障 

iv. 去氧核糖核酸納米結構應該能在體温或稍高温度維持它的

三維結構 

 

A. (i) 和 (ii) 

B. (iii) 和 (iv) 

C. (i) 和 (iii) 

D. (i) 、(ii) 和 (iv)  

  



6. 相對其他製造傳統抗癌化學抑制劑的方法，使用在結構上跟多藥耐藥性

受體互補的去氧核糖核酸納米結構有甚麼好處？ 

A. 製造去氧核糖核酸納米結構會較便宜。 

B. 去氧核糖核酸納米結構比化學抑制劑更不受温度和酸鹼變化影

響。 

C. 簡單調節去氧核糖核酸序列和鹼基配對後可使納米結構跟受體有

更多樣的親和性。 

D. 去氧核糖核酸納米結構對人體沒有不良影響。 

 

  



G 蛋白偶聯受體是最大細胞表面受體家族。細胞外訊號分子在 G 蛋白偶聯受體

的作用會影響細胞內腺苷酸環化酶的活動和改變第二信使環腺苷單磷酸的濃

度。活化的 G 蛋白偶聯受體會激活腺苷酸環化酶，使利用腺苷三磷酸製造的環

腺苷單磷酸增加。接著，環腺苷單磷酸會促使很多細胞反應，包括糖原和脂肪

的分解。環腺苷單磷酸之後會被磷酸二酯酶分解。 

 

 

 

 

 

 

 

 

 

 

 Essential Cell Biology (© Garland Science 2010) 

 

腺苷三磷酸 
腺苷酸環化酶 

環腺苷單磷酸 

磷酸二酯酶 

腺苷單磷酸 



7. 按上圖，以下哪項陳述是正確的？ 

i. 抑制磷酸二酯酶會減慢新陳代謝率。 

ii. 增強腺苷酸環化酶活動的藥物，可以增加新陳代謝率和製

造更多腺苷三磷酸。 

iii. 咖啡因可以透過抑制神經細胞的磷酸二酯酶，防止環腺苷

單磷酸降解，維持高濃度的環腺苷單磷酸，達至興奮效

果。 

iv. 引入持續性活化的 G 蛋白偶聯受體可以恢復磷酸二酯酶過

分活躍的突變體的新陳代謝率。 

 

A. 只有 (i) 

B. 只有 (ii) 和 (iii) 

C. 只有 (i) 和 (iii) 

D. 只有 (iii) 和 (iv) 

 

  



磷脂細胞膜幫助細胞的溝通，膜受體蛋白令細胞可以從環境接收訊號。膜蛋白

是兩親性的，同時有疏水性和親水性區域。疏水性區域在雙分子層的內部，而

親水性是曝露膜兩側的水相環境中。 

膜蛋白可以被梘液溶解，梘液是細小，兩親性，像脂肪分子般同時有疏水性和

親水性區域。脂肪分子傾向結集成稱為微胞的細小簇團，不會形成雙分子層。 

 

 

 

 

 

 

 

 

 

 

 

梘液單體 

疏水性尾端 

親水性頂端 

梘液微胞 

磷脂雙分子層

中的膜蛋白 

水溶混合物脂肪 -

梘液微胞 

跨膜蛋白 - 

梘液的水溶複合物 



8. 按以上資料，以下哪項陳述是正確的？ 

i. 強力的離子型梘液的疏水性區域含有強力的離子鍵。 

ii. 聚乙二醇辛基苯基醚是一種温和的非離子型梘液，因為它含有薄弱的親

水性區域。 

iii. 要形成跨膜蛋白梘液複合物，梘液分子的疏水性端會連住跨膜蛋白內部

的疏水性區域。 

iv. 要形成脂肪梘液複合物，梘液分子的親水性區域會連住膜磷脂分子的疏

水性尾端。 

 

A. 只有 (i) 

B. 只有 (ii) 和 (iii) 

C. 只有 (i) 和 (iii) 

D. 只有 (iii) 和 (iv) 

 

  



9. 細胞膜在細胞溝通上的功用包括： 

i. 提供一個屏障去篩選來自環境或附近細胞的訊號，並帶入細胞

內。 

ii. 活躍地調節渗透作用。 

iii. 輸入和輸出營養和廢棄物。 

iv. 活化酶和催化跟細胞膜相關的反應。 

 

A. (i) 和 (ii) 

B. (iii) 和 (iv) 

C. (i) 、(iii) 和 (iv) 

D. (i) 和 (iii) 

 

  



導致 2019 冠状病毒病全球大流行的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是一種核糖

核酸病毒，也是一種具高度傳染性的人類呼吸道病源體。全球人口以前都沒有

相關的免疫力。 病毒會持續對染疫者造成明顯的嚴重病徵，直至廣泛有效的疫

苗出現。2019 冠状病毒病候選疫苗中有使用傳統和新興方法研發的 (見下

圖)。病毒需要棘糖蛋白進入宿主細胞，而候選疫苗會使受注射人士對病毒棘糖

蛋白產生免疫力。 疫苗令身體生產對抗棘糖蛋白的抗體的目的，是要中和病毒

並防止病毒感染細胞。 

 

 

 

 

 

 

 

 

McIntyre P, Joo YJ, Chiu C, Flanagan K, Macartney K. COVID‑19 vaccines – are we there 

yet?. Aust Prescr 2021;44:19-25. 

 

新興方法 傳統方法 



10. 病毒會隨著複製或製造更多自己的副本時進化和改變。這些改變稱為

「突變」。一個病毒擁有一個或更多新的突變時，我們稱之為該原生病

毒的「變異株」。以下哪種病毒突變會減低疫苗針對變異株的有效性？ 

i. 在病毒表面表達的病毒棘突蛋白上的變異 

ii. 令病毒更不穩定的病毒外殼蛋白上的變異 

iii. 病毒核糖核酸聚合酶的編碼上的變異，令病毒在宿主細胞內繁殖更快 

iv. 病毒棘突蛋白上的變異，令它跟宿主的生長因子相似，並可以和目標

細胞內正常的受體結合 

 

A. (i) 和 (iii) 

B. (i)、(ii) 和 (iv) 

C. (i) 、(iii) 和 (iv) 

D. (ii) 和 (iv) 

  



1953 年，澳洲農民首次從南美洲引入 100 隻甘蔗蟾蜍 (Rhinella marina, 左

圖)去控制侵擾甘蔗種場的甘蔗甲蟲(Dermolepida albohirtum)。這些大蟾蜍沒

有成功打擊甲蟲的族群，但牠們成功繁殖。因為牠們的皮膚帶有劇毒蟾蜍毒

素，牠們沒有天然的捕食者，並在 86 年間繼續入侵澳洲的北部和東部，吞食

任何可以放到口中的東西：家居垃圾，小型鼠類，甚至是鳥類。在這期間，牠

們也進化成高度自相殘殺——年長的蝌蚪會捕食剛孵化的幼體 (右圖)。 

  

科學家對這個自相殘殺的行為感興趣。他們從澳洲和南美洲收集甘蔗蟾蜍，然

後讓牠們繁殖出剛孵化的幼體和年長的蝌蚪。科學家將一個年長的蝌蚪與 10

個剛孵化的同類幼體共處，這些幼體組別分別是南美洲，澳洲或是雜交種。重

複實驗幾百次後，他們發現入侵性的澳洲種的和雜交種自相殘殺同類幼體的機

會率(澳洲種從 488 次實驗中觀察到 395 次自相殘殺，雜交種從 446 次實驗中

觀察到 366 次自相殘殺) 是原生南美洲的蝌蚪三倍 (從 490 次實驗中觀察到

134 次自相殘殺)。 

  



11. 按以上資料，可作以下哪結論？ 

A. 南美洲的蝌蚪是不自相殘殺的。 

B. 澳洲甘蔗蟾蜍自相殘殺的特徵是顯性特徵。 

C. 南美洲族群在過去 80 年間失去了侵略性的自相殘殺行為。 

D. 自相殘殺的蝌蚪沒有偏好，會捕食任何剛孵化的幼體。 

  

  



我們知道澳洲種蝌蚪因為年幼動物皮膚上的毒素的氣味而被剛孵化的幼體吸

引。另一個實驗中，澳洲種蝌蚪游向裝有澳洲種幼體的籠 (299/455) 的機會率

是游向空籠(9/444) 的 30 倍，而南美洲蝌蚪對游向裝有美洲種幼體的籠的機

會率 (34/421) 或是空籠(21/389) 並沒有顯著偏好。 

12. 按以上實驗結果，可作以下哪項總結？ 

A. 南美洲的幼體沒有帶毒性的皮膚。 

B. 南美洲蝌蚪失去偵測誘引劑的能力。 

C. 澳洲種蝌蚪受幼體的吸引是牠們之間展現更高頻率自相殘殺的行為的首

要原因。 

D. 澳洲種蝌蚪可以有效地分辨牠們幼體所釋放的物質。 

 

  



雖然蟾蜍進化出這種行為的速度是明顯的，科學家也觀察到幼體另一個使人驚

奇的行為。他們發現當入侵性的澳洲種幼體跟被籠困的同種的年長的蝌蚪共處

一個水缸時，幼體比南美洲種和雜交種的發展期短 30%。年長的蝌蚪傾向不會

捕食年長的蝌蚪，所以蟾蜍幼體可能進化出加快成熟，便可以縮短牠們處於容

易被同類捕食的時間。 

 

13. 按以上觀察，可以得出以下哪一個結論？ 

 

A. 更短的發展期是幼體對抗自相殘殺的防禦機制。 

B. 相對曝露在南美洲種蝌蚪，當曝露在自相殘殺的澳洲種蝌蚪時，更多幼

體可以存活去變成年長的蝌蚪。 

C. 南美洲種蟾蜍有一個正常而更長的發展期，必然是靠一個基因的功能去

維持，而澳洲種蟾蜍已失去這功能。 

D. 蝌蚪和幼體之間必定是透過幼體皮膚上的有毒化學物溝通。 

 

  



 

 

 

泰國鬥魚因為牠們獨特的顏色和魚鯺特徵而被馴養，當然還因為當兩條雄性放

在一起時互相打架的好鬥的行為。我們留意到長鯺特徵是由基因控制的，並透

過選擇育種繁殖出具這特徵的鬥魚作裝飾用途。當純種的長鯺鬥魚跟純種的短

鯺鬥魚交配，下一代會出現有少量差異的中等長度魚鯺的後代。當這些後代互

相交配，可以得到多元化的表現型，由非常長鯺到非常短鯺和魚鯺長度介乎在

兩極中間的鬥魚。 

  

長鰭 

短鰭 



14. 按對這些表現型的觀察，以下哪一項陳述正確地形容這個魚鯺長度遺傳

方式？ 

A. 魚鯺長度是由幾個基因控制的，它們之們有相加效應。 

B. 一個有半顯性等位基因的基因座主導魚鯺長度的發展。 

C. 兩個基因座在一個平衡作用上，以互相調節對方去控制魚鯺長度的結

果。 

D. 這基因座有幾個等位基因去控制魚鯺長度，達致魚鯺長度上的變化。 

 

  



有些基本功能的基因對細胞或生物的生存是至關重要的。一個必需基因 A，當

它發生純合子性的失去功能 (lof) 變異，會導致死亡。但雜合性不會令動物產

生特殊的表現型，不會影響生長，生育，和生存。一個育種計劃利用一對雜合

性 (A/a) 的動物開始，並容許同代的後代隨機性交配去得出多個後代。 

 

15. 相對於正常等位基因，你對失去功能 (lof) 的等位基因的等位基因頻率

有甚麼預期？ 

A. 這個 lof 等位基因“a”會漸漸增加，因為這等位基因在第一代四分之三

的存活族群中找到，所以可以有快速的傳播。 

B. 這 “a” 的等位基因頻率會在 50% 範圍隨機性地上下波動，因為父母

都是雜合子。 

C. 這等位基因 “a” 會漸漸減少，直至完全從族群中消失，因為在自由交

配中，它們佔基因庫較小的部分。 

D. 這個等位基因頻率會維持在 33%左右，因為 F1 代創造了一個由純合子

和雜合體動物組成的族群，而等位基因“a”佔基因庫 33%。 

  



西先生和西太太生了一對異卵雙胞胎，彼得和瑪莉。在嬰兒資料被登記到醫院

記錄之前，電腦系統被非法侵入，失去了清晰的追蹤文件。父母只在產後見過

嬰兒短時間，都不能夠從兒科加護病房６位同日出生的嬰兒中辨認出彼得和瑪

莉。唯一可行方案是為所有嬰兒做去氧核糖核酸檢測去證實他們的關係。嬰兒

們和西氏夫婦的去氧核糖核酸樣本做了限制標記檢測。 

 

 

 

 

 

 

 

16. 六個嬰兒個當中，哪兩個是西氏夫婦的孩子？ 

A. 嬰兒 a 和 b 

B. 嬰兒 c 和 e 

C. 嬰兒 a 和 e 

D. 嬰兒 d 和 f 

西先生 西太太 嬰兒 a 嬰兒 b 嬰兒 c 嬰兒 d 嬰兒 e 嬰兒 f 



飛鼠和袋貂都是哺乳類，牠們有非常相似的身型和特徵。牠們都會利用毛茸茸

的膜（稱為皮膜）在樹木間滑翔。可是飛鼠是胎盤動物，一般在北美洲找到。

而袋貂是有袋動物，是澳洲的原生物種。牠們是趨同演化的例子。 

17. 以下哪項關於這對動物的陳述是真實的？ 

A. 這對動物的生殖機制將會在未來 100 年趨同。 

B. 牠們沒有近代共同祖先，牠們在生命樹上不是密切相關的。 

C. 牠們面對獨特的選擇壓力因為牠們生活在不同的大陸。 

D. 牠們一定有相同的分子基礎去發展用作飛行的膜。 

 

  



下面圖一演示小鼠沒有蹼的腳趾和鴨有趾蹼的腳的形成。綠色代表凋亡組織，

紅色代表被保留的組織。我們知道 X Y 細胞凋亡。在鴨中剔除 (k/o) 基

因 Z 會導致沒有蹼的腳趾的表現型。圖二顯示在鴨中剔除 (k/o) 基因 Z 對 X 

的信使核糖核酸和蛋白量的影響，還有在實驗組織中細胞凋亡百分比的影響。 

 

圖一 

 

 

 

 

 

 

 

小鼠 

鴨 (後腳) 



 

圖二. (A 和 B) 分別是 Z, X 和 Y 信使核糖核酸和蛋白在基因剔除之前和之後的

量。GAPDH 和 actin 是對照組。(C) 實驗組織中細胞凋亡在基因剔除之前和

之後的百分比。 

18. 按以上數據，哪一項陳述是正確並有證據支持？ 

A. Z 是控制 X 和 Y 表達的轉錄因子。 

B. Z 是抑制劑，它跟 Y 競爭受體的活性部位。 

C. Z 的機制像小分子干擾核糖核酸，向下調節細胞凋亡。 

D. 基因 X 和 Y 調節基因 Z 去控制細胞凋亡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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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族群中，一個基因座有三個等位基因 X，Y 和 Z。X 的族群等位基因頻

率是 0.45，而 Y 是 0.25. 假設族群是進行隨機性交配。 

19. 以下哪一項陳述是正確的？ 

A. 如果 Z 對 X 和 Y 是顯性的，那 Z 的表現型頻率會是 0.6975。 

B. 如果 XZ 的表現型頻率是 0.27，那麼 Z 對 X 不是顯性的。 

C. 如果 YZ 的表現型頻率是 0.075，那 X 和 Y 是等顯性的。 

D. 如果 X，Y 和 Z 是等顯性的，那 X 的等位基因頻率會等於 XX 的表現型

頻率。 

 

  



下圖是一個家族的譜系。家族樹顯示受影響(黑色)和正常(空白)的成員。方形代

表男性，圓形代表女性。I2 和 II1 是因基因病變而去世。 

 

 

20. 這個遺傳模式顯示帶病基因是一個… 

A. 體染色體顯性基因。 

B. 體染色體隱性基因。 

C. X 連鎖顯性基因。 

D. X 連鎖隱性基因 

  



物種-面積圖 (見下圖) 顯示愈大面積的生境傾向有更多的物種。保育學家根據

物種-面積圖去發展保育區。 

 

 

 

 

 

 

 

 

 

 

  

物種-面積關係 

生境面積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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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以下哪一項陳述能最佳地描述圖表顯示的資料？ 

A. 當生境面積增加，物種數量會以指數方式增長。 

B. 一個生境中物種的數量跟生境面積有正向關連。 

C. 透過增加保育面積以增加一個生境中的物種數量的成效，隨著增加保育面

積提升。 

D. 隨著生境面積增加，每面積單位的物種數量減少。 

 

  

  



下圖顯示加拿大在 1910 至 1930 年間，野兔(一種草食性兔類)和山貓(一種肉

食性貓類)的族群大小。 

 

 

 

 

 

 

22. 圖表提供甚麼資料證明野兔是山貓的獵物？ 

i. 野兔的族群總是比山貓的大。 

ii. 山貓族群大小的改變經常落後於野兔族群大小的改變。 

iii. 山貓族群大小的波動比野兔族群的大。 

 

A. 只有(i) 

B. 只有(ii)  

C. (i) 和 (ii) 

D. (i)，(ii) 和 (iii) 

數
量

以
千

計
 

野兔 

 山貓 



下圖顯示種子發芽比率和撒種密度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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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按圖表資料，以下哪項是正確的？ 

i. 種子發芽率隨撒種密度增加而下降。 

ii. 當撒種密度低於 2000，所有種子都可以發芽。 

iii. 當撒種密度高於 300000，少於 20% 的種子可以發芽。 

 

A. 只有 (i) 

B. (i) 和 (ii) 

C. (i) 和 (iii) 

D. (ii) 和 (iii) 

  



下圖顯示藤壺 (Semibalanus balanoides) 在不同族群密度和三種水流速度下

卵的產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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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以下哪項陳述是正確的？ 

i. 族群密度愈高，卵的產量愈多。 

ii. 水流對卵的產量的影響是獨立於族群密度。 

iii. 水流愈快，卵的產量愈多。 

 

A. 只有 (i) 

B. (i) 和 (ii) 

C. 只有 (iii) 

D. (ii) 和 (iii) 

  



下圖顯示墨西哥(一個發展中國家)和美國(一個已發展國家)的年齡分佈圖。 

 

 

 

 

 

 

 

25. 以下哪項可以從圖表得出？ 

i. 墨西哥比美國人口更年輕。 

ii. 相對美國，墨西哥的工作人口需要支持更大數量的小孩。 

iii. 美國人的平均壽命比墨西哥人的更長。 

 

A. 只有 (i) 

B. (i) 和 (ii) 

C. (ii) 和 (iii) 

D. 以上皆是 

墨西哥 美國 

人口百分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