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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請由各題四個選項中選出最適合的答案。每題 2.5 分。 

1. 頂骨（parietal bone）與額骨（frontal bone）間的骨縫（suture）為： 

A. 冠狀縫（coronal suture） 

B. 矢狀縫（sagittal suture） 

C. 人字縫（lambdoid suture） 

D. 鱗狀縫（squamous suture） 

2. 深度呼氣，最不常用到的肌是： 

A. 內肋間肌（Internal intercostals） 

B. 腹直肌（Rectus abdominis） 

C. 前斜角肌（Anterior scalenes） 

D. 腹橫肌（Transversus abdominis） 

3. 下列何肌附著於肩胛骨的棘突(spine)？ 

A. 提肩胛肌（Levator scapulae） 

B. 斜方肌（Trapezius） 

C. 棘上肌（Supraspinatus） 

D. 棘下肌（Infraspinatus） 

4. 負責整合熟練技巧性運動功能與運動協調性的結構是： 

A. 丘腦 

B. 中腦 

C. 小腦 

D. 延腦 

5. 有關於心臟瓣膜之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 瓣膜之上面有腱索（Chordae tendineae）附著，連接心房 

B. 右心房、右心室之間有三尖瓣（Tricuspid valve） 

C. 房室瓣（Atrioventricular valves）位於心房、室間 

D. 左心房、左心室之間有二尖瓣（Bicuspid valve） 

6. 供應胃之動脈皆起源於： 

A. 腹腔動脈幹（Celiac trunk） 

B. 腸繫膜上動脈（Superior mesenteric artery） 

C. 腸繫膜下動脈（Inferior mesenteric artery） 

D. 總肝動脈（Common hepatic artery） 

7. 下列何器官的靜脈血直接匯入下腔靜脈？ 

A. 脾臟 (spleen) 

B. 胃 (stomach) 

C. 十二指腸 (duodenum) 

D. 肝臟 (liver) 

8. 肺臟何部突出於胸腔入口上方，如發生癌症時可能壓迫喉返神經或臂神經叢？ 

A. 肺尖（Apex） 

B. 肺底（Base） 

C. 肺門（Hilus） 

D. 肺根（Root） 

9. 下列何者參與氣體交換？ 

A. 鼻前庭（vestibule） 

B. 鼻甲（nasal conchae） 

C. 呼吸黏膜（respiratory mucosa） 

D. 呼吸性細支氣管（respiratory bronchioles） 

10. 左結腸曲（left colic flexure）最靠近下列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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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膀胱（urinary bladder） 

B. 膽囊（gallbladder） 

C. 脾臟（spleen） 

D. 肝臟（liver） 

11. 下列何者非源自腹膜？ 

A. 卵巢韌帶（ovarian ligament） 

B. 卵巢懸韌帶（suspensory ligament of the ovary） 

C. 闊韌帶（broad ligament） 

D. 卵巢繫膜（mesovarium） 

12. 下列何者為樞軸關節（pivot joint）？ 

A. 踝關節(ankle joint) 

B. 拇指基部的腕掌骨關節 

C. 頭部的寰軸關節 

D. 髖關節 (hip joint) 

13. 下列那一條肌肉不能協助腕部屈曲（flexion）? 

A. 掌長肌（palmaris longus） 

B. 屈指深肌（flexor digitorum profundus） 

C. 屈指淺肌（flexor digitorum superficialis） 

D. 掌短肌（palmaris brevis） 

14. 下列何者不具有伸直髖關節的功能？ 

A. 髂脛束(iliotibial tract) 

B. 臀大肌(gluteus maximus) 

C. 半腱肌(semitendinosus) 

D. 股二頭肌(biceps femoris) 

15. 白線（linea alba）是那一條肌肉中間的纖維帶？ 

A. 胸大肌（pectoralis major） 

B. 腹直肌（rectus abdominis） 

C. 下枕骨肌（suboccipital muscles） 

D. 股直肌（rectus femoris） 

16. 點頭的動作主要發生在下列那個關節？ 

A. 枕骨、第一頸椎 

B. 第一、二頸椎 

C. 第二、三頸椎 

D. 第三、四頸椎 
17. 關於膀胱的敘述，下列何者錯誤？  

A. 其上皮是未角質化之複層扁平上皮 (non-keratinized stratified squamous epithelium) 
B. 黏膜層緊貼在其下的肌肉層 
C. 膀胱壁富含平滑肌 
D. 由輸尿管開口及尿道內口形成膀胱三角（trigone） 

18. 乳齒（deciduous teeth）沒有下列何種牙齒？  
A. 犬齒（canines） 　 
B. 臼齒（molars）  

C. 門齒（incisors） 
D. 前臼齒（premolars） 　 

19. 支配橫膈（diaphragm）的神經源自：  
A. C3-C5頸神經　 
B. T9-T10胸神經　 

C. L1-L4腰神經　 
D. S2-S4薦神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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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心臟本身的靜脈回流最後注入：  
A. 心大靜脈（great cardiac vein） 　 
B. 心後靜脈（posterior cardiac vein）  

C. 心前靜脈（anterior cardiac vein） 　 
D. 冠狀竇（coronary sinus） 

21. 下列何肌與大腿內收的動作最有關聯？  
A. 半腱肌（semitendinosus） 
B. 股二頭肌（biceps femoris） 　 

C. 股直肌（rectus femoris）  
D. 恥骨肌（pectineus） 　 

22. 手指內收時，由下列何肌群控制？  
A. 背側骨間肌（dorsal interossei） 　 
B. 掌側骨間肌（palmar interossei）  

C. 蚓狀肌（lumbricals） 　 
D. 掌長肌（palmaris longus） 

23. 中腦膜動脈（middle meningeal artery）通過下列何者？  
A. 圓孔（foramen rotundum） 　 
B. 卵圓孔（foramen ovale）  

C. 棘孔（foramen spinosum） 　 
D. 眶上孔（supraorbital foramen） 

24. 下列何肌不受股神經（Femoral nerve）控制？ 

A. 髂肌（Iliacus） 

B. 縫匠肌（Sartorius） 

C. 內收長肌（Adductor longus） 

D. 股四頭肌（Quadriceps femoris） 

25. 下列那一條神經受傷後，會導致手腕無法伸展？ 

A. 腋神經（Axillary nerve） 

B. 橈神經（Radial nerve） 

C. 尺神經（Ulnar nerve） 

D. 正中神經（Median nerve） 
26. 精子在下列何處成熟？  

A. 曲細精管 (seminiferous tubules)　 

B. 精囊 (seminal vesicle) 

C. 副睪 (epididymis) 

D. 輸精管 (vas deferens) 
27. 大多數人的大腦負責語言區域（Broca’s speech area）主要位於：  

A. 左腦近大腦側溝的額葉　 

B. 右腦近大腦側溝的額葉 

C. 左腦近大腦側溝的顳葉　 

D. 腦近大腦側溝的顳葉 
28. 下列結構中，何者不含有腦脊髓液？  

A. 蜘蛛膜下腔（subarachnoid space） 　 

B. 側腦室（lateral ventricle） 　 

C. 第三腦室（the third
 
ventricle） 　 

D. 硬膜外腔（epidural space） 
29. 膽汁及胰液注入下列何處？  

A. 空腸 (jejunum) 

B. 迴腸 (ileum) 

C. 十二指腸 (duodenum) 

D. 胃 (stomach) 

30. 眼眶（orbit）由幾塊骨共同組成？ 

A. 5  　  

B. 6  　  

C. 7  　  

D. 8 

31. 坐在椅子上時，骨盆的何部位與椅子接觸？ 

A. 坐骨結節（ischial tuberosity） 　 B. 坐骨棘（ischial sp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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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恥骨聯合（pubic symphysis） 　 D. 髂骨嵴（iliac crest） 

32. 下列關於咀嚼肌群（muscle of mastication）的描述，何項錯誤？ 

A. 由三叉神經控制 

B. 咬肌（masseter）可上舉下頷骨（elevates mandible） 

C. 翼外肌（lateral pterygoid）位於翼內肌（medial pterygoid）下方 

D. 顳肌（temporalis）的終止端在下頷骨冠狀突（coronoid process） 

33. 構成腦血管障壁（blood-brain barrier），阻擋大分子藥物進入的主要細胞是： 

A. 許旺氏細胞（Schwann cell） 　 

B. 星狀細胞（astrocyte） 

C. 微膠細胞（microglia） 　 

D. 寡樹突細胞（oligodendrocyte） 

34. 大腦脊髓徑（corticospinal tract）的錐體交叉（pyramidal decussation）位在： 

A. 延腦　 

B. 橋腦　 

C. 中腦　 

D. 丘腦 

35. 與呼吸生理有關的中樞化學接受器位於下列何處？ 

A. 頸動脈體（carotid bodies） 　 

B. 主動脈體（aortic bodies） 

C. 延腦腹外側吻端（rostral ventrolateral medulla） 　 

D. 橋腦背側（dorsal pons） 

36. 下列何者開口於舌繫帶（lingual frenulum）兩側？ 

A. 耳下腺（parotid gland） 　 

B. 下頷下腺（submandibular gland） 

C. 舌下腺（sublingual gland） 　 

D. 舌扁桃腺（lingual tonsil） 

37. 下列何者不是腹膜後器官（retroperitoneal organ）？ 

A. 升結腸（ascending colon） 　 

B. 胰（pancreas） 

C. 肝（liver） 　 

D. 降結腸（descending colon） 

38. 膝關節伸直時，其韌帶變化為： 

(1)前十字韌帶變緊; (2)前十字韌帶變鬆; (3)後十字韌帶變緊; (4)後十字韌帶變鬆 

A. (1)(4) 

B. (2)(3) 

C. (1)(3) 

D. (2)(4) 
39. 下列何者不通過鼠蹊管（inguinal canal）？  

A. 睪丸動脈（testicular artery） 

B. 子宮圓韌帶（round ligament of uterus） 

C. 輸精管（ductus deferens） 

D. 卵巢韌帶（ovarian ligament）

40. 大腿向上舉高，使膝關節靠近腹部的運動方式是： 

A. 大腿屈曲 

B. 大腿伸展 

C. 大腿內收 

D. 大腿外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