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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學年度 第一學期 期末考 高一 地理科 試題 

科目代碼：08      考試時間：70分鐘      考試範圍：地理一 8-9章 

【注意事項】：1.總分最高以 100分登錄！   2.註明班級座號，個人資料不清楚者，扣總分 5分！ 

壹、選擇題（每題 2.5分） 

1. 下圖中的甲、乙、丙為 2013 年 5 月連續一段時間的地面天氣圖，依據鋒面及周圍天氣系

統的發展和移動，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圖鋒面滯留台灣，陰雨連綿  (B)乙圖囚錮鋒

盤旋在台灣上空，風向多變  (C)丙圖暖鋒逼近台灣，氣溫陡升  (D)發生先後順序為：乙

丙甲。 

 

2. 如果不與外在環境交換能量，當未飽和時，一個空氣塊每上升 1000 m，其溫度會降低約 10

℃，露點會降低約 2℃；而飽和後，每上升 1000 m 其溫度會降低約 5℃。如圖 1，有一座高

度 2000 m 的山，氣流在迎風面受地形抬升、沿坡面上升，當水氣達到飽和後，開始成雲和降

水。如果在迎風面山腳下（甲地）觀測到氣溫為 30℃，露點為 22℃。假設空氣塊由甲地到達

山頂（乙地），再下降到背風面山腳下（丙地）的過程，不與外在環境交換能量，則下列敘述

哪些正確？〔備註：空氣達飽和時，氣溫＝

露點溫度〕A、空氣塊開始成雲時的露點約為

15℃；B、空氣塊到達乙地的溫度約為 15℃；

C、空氣塊到達乙地的露點約為 15℃；D、空

氣塊到丙地的溫度約為 28℃；E、空氣塊到

達丙地的溫度約為 35℃。 (A) ACD  (B) 

BCE  (C) CDE  (D)ADE。 

3. 印度新德里是全球空污最嚴重首都，其次是孟加拉首都達卡與阿富汗首都喀布爾。空氣汙染

通常發生在低風速且穩定的低層大氣下，空氣汙染物  PM2.5 顆粒沉降速率很小，約 10-3 m/s。

新德里的有毒空氣，來自於車輛和工業排放、建築工地的塵土、焚燒垃圾與附近農地作物殘

渣所產生的煙霧。下列哪些天候條件下，印度較容易有嚴重空汙事件？ A、冬天受冷高壓影

響；B、印度低壓控制；C、副熱帶高壓籠罩；D、孟加拉灣氣旋襲擊；E、西南季風盛行。 

(A)AC  (B) BDE  (C) CDE  (D)ABD。 

4. 下列為某 4 個臨海都市的氣候圖，北半球冬至日時，晝長時間由長而短依序是： (A)甲丁

乙丙 (B)丙乙丁甲 (C)乙丙丁甲 (D)甲丁丙乙。 

    
5. 2004 年 7 月 1 日，臺中氣象站觀測到攝氏 39.9 度的氣溫，破該測站一百多年來的最高氣

溫紀錄。據氣象人員指出，這是受到敏督利颱風外圍環流帶來焚風的影響。而中央氣象局颱

風警報單也指出當時七級風暴風半徑為 200 公里，試問當時颱風中心位置最有可能在圖 1 

的那個位置？ (A)宜蘭龜山島附近海面（乙）(B)花蓮港附近海面（丙）(C)蘭嶼附近海面（丁）

(D)高雄港附近海面（戊）。 

6. 圖 2 為夏季晴朗午後，海陸交界處的垂直溫度、氣壓結構示意圖，圖中實線與虛線可能表示

等溫線或等壓線，甲、乙、丙、丁為四定點。下列選項中，哪些正確？ A、陸地氣壓隨高度

的變化比海洋大；B、實線為等壓線，虛線為等溫線；C、丁點的氣壓值最大，所以空氣由丁

流向乙；D、甲點的氣壓值最小，所以空氣由丙流向甲；E、乙點的氣壓值大於甲，所以空氣

由乙流向甲。 (A) AD  (B) BE  (C) CD  (D) DE。 

7. 照片 1 為某處風景名勝，與石窟藝術景觀融為一體。下列哪一句諺語最能反映該地的氣候特

徵？ (A)平沙莽莽黃入天，輪台九月風夜吼  (B)萬紫千紅花不謝，冬暖夏涼四時春 (C)九月

霜降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 (D)梅子黃時日日晴，小溪泛盡卻山行。 

    圖 1  圖 2  照片 1 

8. 地球各緯度地區所接受的陽光入射量與紅外線輻射放出量之不同，本應會造成高、低緯度的

氣溫有極大差異，但是因為地球上的許多機制可以傳送能量，而縮減了地球赤道與極區的溫

差。下列何種作用對地球溫度的「年度平衡」有明顯貢獻？ (A)碳循環 (B)溫鹽環流 (C)大

氣環流 (D)岩石循環。 

9. 台灣 3000m 以上之高山，常見台灣冷杉之純林。這種現象與下列何者最相關？ (A)年雨量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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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大 (B)強風使種子逢機散播 (C)冷杉較其他針葉樹具競爭力 (D)冷杉與附生及攀爬植物互

生。 

10. 七月時節，某日天氣晴朗幾近無風，海上救難小組接獲通報，告知有艘漁船八小時前在蘇澳

正東方外海五十公里處，與親友通訊後便失去了聯絡，可能已失去動力、開始漂流。由該船

最後發出消息的大致位置，救難小組應該往該漁船失聯處的哪個方向搜尋？ (A)北方 (B)東

方 (C)西方 (D)南方。 

11. 民國 60 年代以來，臺灣深受外來種生物入侵導致本土生態受到嚴重威脅，如(甲)梨木蝨病蟲

害素有梨樹癌症之稱，(乙)福壽螺喜食水稻的嫩莖，(丙)松材線蟲更是嚴重地危害本島原生種

松樹。請問：就臺灣西部而言，由沿海至內陸，最可能發現上述三種外來種的順序為何？ (A)

甲乙丙 (B)乙甲丙 (C)乙丙甲 (D)丙甲乙。 

 圖 3 為北約對 2019 年國防開支的估算中，北約國家國防開支占 GDP 比例；國防開支在

2% 以上的國家，有標註國名。判讀圖 3 ，回答下列問題： 

       圖 3 

12. 請問國防開支在 2%以上的國家最主要位於下列哪一種氣候類型分布區？ 

(A) (B) (C) (D) 

    

13. 國防開支在 2%以上的國家最主要的自然景觀帶有下列哪些？ A、溫帶落葉闊葉林；B、溫帶

灌木林；C、溫帶闊針葉混合林；D、寒帶針葉林；E、極地苔原。 (A) ABC  (B) BCE  (C) 

CDE  (D) ADE。 

 某太平洋島國是世界上唯一橫跨東西南北半球區域的國家，為全球最早迎接日出的地方。該

國擁有數個環礁島，是世界最大的海洋保護區，而椰子核和魚是該國產量最大和出口量最大

的產品。請問： 

14. 該國首都的位置可能是：  (A) （13°28′45″ N ，144°45′00″ E）  (B) （13°50′ S， 171°50′ 

W） (C) （21°18′32″ N ，157°49′34″ W） (D) （1°24′ N， 172°58′ E）。 

15. 當該國首都迎來新年第一縷陽光時，台北時間最接近： (A) 1 時  (B) 6 時  (C) 11 時 (D) 

20 時。 

16. 下列對於該國自然景觀敘述正確的是： (A)受聖嬰現象影響，該國將面臨海平上升的威脅 (B) 

夏季受熱帶氣旋影響，常有強風豪雨 (C)因鈣化作用盛行，偏酸性的土壤不適合農業耕作 (D)

由於地下水鹽化，居民只能透過收集雨水作為飲用水。 

 西元 399 年～412 年，僧人法顯西行求

法，遊歷三十餘國，其旅行見聞《佛國

記》是現存最早關於中國與南亞陸海交

通的地理文獻。下圖為法顯求法路線示

意圖，讀圖回答下列問題： 

17. 《佛國記》中有「無冬夏之異，草木常

茂，田種隨人，無有時節」的記載，其

描述的地理區是：  (A)印度河上游河

谷 (B)帕米爾高原 (C)斯里蘭卡沿海平

原 (D)塔里木盆地。 

18. 法顯從耶婆提國乘船返回中國最適合

的時間是： (A) 1 月～5 月 (B) 5 月～

9 月 (C) 9 月～12 月 (D)11 月～次年 3

月。 

 閱讀下列文章，回答下列問題： 

  2019 年台灣夏季的午夜到清晨時段經常下雨，尤其以西南沿海地區最容易出現，這是盛行風和

地方風交會輻合的關係。因為中午到傍晚期間陸地升溫快，地面的高溫會加熱上方空氣，暖空氣

較輕往上飄後，便在陸地形成上升氣流，這時海面上的空氣進來填補，形成「○○」，同時再加上

一些水氣，在熱力作用下，中午過後山區就易有對流雲系發展起來，形成「西北雨」。 

  到了晚上至凌晨期間，「陸地降溫的速度較快，海面降溫速度較慢」，這時海面上的空氣相對來

說較暖，海面上的暖空氣較輕向上飄，陸地的空氣就會向外填補海面上的缺，形成「□□」。□□

會與西南風在沿海地區「交會輻合」，並產生對流雲系，因此若西南風強勁，雲系發展就會往內陸

延伸。到清晨這段時間，□□與西南風交會來到成熟階段，沿海地區出現雨勢，而天亮後陸地再

次快速升溫，「□□逐漸減弱並轉為○○，輻合的情況跟著減弱，降雨減少、停止」，這時民眾出

門上課、上班時，就會發現外面的交通工具、馬路全都是濕的。 

https://tools.wmflabs.org/geohack/geohack.php?language=zh&pagename=%E9%98%BF%E5%8A%A0%E5%B0%BC%E4%BA%9A&params=13_28_45_N_144_45_00_E_region:GU_type:city%EF%BC%881051%EF%BC%89
https://tools.wmflabs.org/geohack/geohack.php?language=zh&pagename=%E9%98%BF%E7%9A%AE%E4%BA%9A&params=-13.83_N_-171.83_E_
https://tools.wmflabs.org/geohack/geohack.php?language=zh&pagename=%E9%98%BF%E7%9A%AE%E4%BA%9A&params=-13.83_N_-171.83_E_
https://tools.wmflabs.org/geohack/geohack.php?language=zh&pagename=%E6%AA%80%E9%A6%99%E5%B1%B1&params=21.3089_N_-157.8261_E_
https://tools.wmflabs.org/geohack/geohack.php?language=zh&pagename=%E5%8D%97%E5%A1%94%E6%8B%89%E7%93%A6&params=1.4_N_172.97_E_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C%B0%E4%B8%8B%E6%B0%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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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根據上述，2019 年台灣夏季的午夜到清晨時段經常下雨的主要原因是哪些風輻合的結果？ 

(A)海風、東北風 (B)山風、西南風 (C)陸風、西南風 (D)東北信風、西南季風。 

20. 「陸地降溫的速度較快，海面降溫速度較慢」此一現象的關鍵因素是？ (A)潛熱 (B)對流熱 

(C)輻射熱 (D)比熱。 

 2010 年 12 月 25 日塔莎（Tasha）熱帶氣旋登陸澳洲，主要降雨集中發生在熱帶氣旋消散後，

12 月 27 日~28 日期間。持續性降雨係受夏季季風與鋒面系統影響，在昆士蘭州降下破紀錄

雨量，造成重大淹水災情。請問： 

21. 圖 4 是四種海陸等溫線分布的示意圖，其中哪一幅圖最能展現澳洲此時等溫線分布的特性？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2. 澳洲此時最可能遭遇圖 5 哪個氣壓梯度及風向模式圖所代表的風暴？(Ａ)甲 (Ｂ)乙 (Ｃ)

丙 (Ｄ)丁。 

圖 4 圖 5 

 「這片沙漠很窄，面向著海，背後是世界最長的山脈。除了聖嬰現象帶來出乎預料的氾濫，

平時幾乎是沒有雨的，只有差不多是每晚都下的含礫與鹽的沙雨。除了仙人掌之外，幾乎沒

有自然生長的植物。這個沙漠雖然只在赤道以南 5 度，卻很涼爽，平均氣溫只有攝氏 15 度，

而且有海洋來的霧造成的潮濕。」請根據上述，回答下列問題： 

23. 請問當地乾燥氣候形成的主要因素有哪些？ A、背西風；B、涼流經過；C、背信風；D、寒

流流經；E、副熱帶高壓籠罩；F、距海遙遠。 (A) ADF  (B) BCE  (C) CDF  (D) BCD。 

24. 「除了聖嬰現象帶來出乎預料的氾濫，平時幾乎是沒有雨的」敘述的是了當地氣候的哪些特

徵？ A、年降水量少；B、降水季節分布；C、年雨量變率大；D、降水強度大。  (A) AC  (B) 

BD  (C) CD  (D) AB。 

25. 該沙漠瀕臨的海域其表層海水特性相較周圍海域有顯著不同，甚至會影響該區域天氣或氣候

的變化。下列哪些是該海域的特徵？ A、海面易形成霧；B、表層海水溶氧量增加；C、表層

海水鹽度降低；D、表層海水較透明；E、混合層厚度變薄。 (A) AE  (B) BC  (C) CE  (D) 

AD。 

26. 聖嬰現象是大氣與海洋交互作用下的大自然變化，會導致部分地區短期氣候異常。有關聖嬰

現象發生時所伴隨的大氣與海洋變化或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赤道東風增強 (B)赤

道東太平洋地區海溫下降 (C)赤道西太平洋地區降雨量增加 (D)南美洲西岸湧升流減弱。 

27. 「居民在多霧地區架設網狀『捕霧器』來收集水，以作為生活之用。捕霧器是面積至少有二

十四平方公尺的尼龍網，用兩隻竹竿撐開，以導管蒐集霧氣凝結而成的水滴，導入水槽後再

透過輸送管將水直接分送至各個家庭。例如：摩洛哥、智利的阿塔卡馬沙漠，以及西班牙的

蘭薩羅特島和南非的村落已使用捕霧器等相關技術，提高可利用水資源。」請問：上述地方

可使用捕霧器，和哪些洋流流經有關？ A、加利福尼亞洋流；B、秘魯洋流；C、加那利洋流；

D、本吉拉洋流；E、阿古拉斯洋流。  (A) ABC  (B) BCD  (C) CDE   (D) BCE。 

 下圖為北半球 A～D 4 個地點長期的月均溫與月雨量變化圖。請問：  

28. 2016 年，中國國有的中國遠洋海運集團收購希臘靠近雅典的比雷埃夫斯港，該港口是從日漸

興盛的蘇伊士運河貨運進入地中海的第一個主要港口。中國遠洋海運集團在比雷埃夫斯港投

資 3.85 億歐元強化與歐盟的貿易。請問：比雷埃夫斯港為何種氣候類型？ (A) A  (B) B  (C) 

C  (D) D。 

29. 承上題，自比雷埃夫斯港回程的貨運輪

船，最可能載著哪些地方特產銷往中

國？A、橄欖油；B、蘇格蘭威士忌；C、

葡萄酒；D、乳製品。 (A) BC  (B) CD  

(C) BD  (D) AC。 

30. 某城市曾在 2018 年舉行世界盃足球

賽，該城市擔任首都已逾 870 年的歷史。除了彼得大帝在 18、19 兩個世紀遷都到芬蘭灣，

這些統治者都在首都的「克里姆林宮」裡運籌帷幄，統理國家大事。請問：該城市為何種氣

候區？ (A) A  (B) B  (C) C  (D) D。 

31. 「終年溫和濕潤，無明顯乾季，年降水量為 800mm 左右，降水時間長，降水強度小。市區

內有許多工業革命遺址改造成的歷史博物館，足球是該市文化的重要部分，有兩個著名的

足球會設於本市。」請問：該城市的為何種氣候區？  (A) A  (B) B  (C) C  (D) D。 

 近年來全世界洪水災害頻繁，例如：義大利水都威尼斯經歷 50 年來最嚴重水災，多處古蹟受

損；日本、馬來西亞柔佛、法國東南部於 2019 年均有嚴重水患發生。有些地區因連日豪雨，

面臨洪水、土石流等災害的威脅。請回答下列問題： 

32. 下列哪些選項為造成洪水災害的主要原因？ A、於河川上游建置水庫； B、開挖分洪道；C、

加強河川疏浚；D、強降雨時間集中；E、都市建設開發而縮減河道寬度。(A) AD  (B) BE  (C) 

CD  (D) DE。 

33. 在羅賓遜的小說《紐約 2140》中，持續的氣候變化導致海平面上升了 15 公尺 ，曼哈頓被海

水侵襲成了一個超級威尼斯，水上巴士在運河網上穿梭往來。請問：若想知道海平面上升淹

沒了哪些地區，可以利用 GIS 的哪些功能進行分析？ A、環域分析；B、地勢分析；C、最

佳路徑分析；D、疊圖分析。 (A) BC  (B) CD  (C) BD  (D) AC。 

34. 幾位同學討論《臺灣省通志稿》裡的一項記載：「自 1800 年以後，濁水溪開始泛濫成災」，並

提出不同的解釋。以下哪項解釋最為合理？ (A)漢人開發山區，使濁水溪的洪峰流量提高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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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人修建平地道路，破壞了濁水溪集水區的生態環境 (C)平埔族種植檳榔，造成坡地水土流

失 (D)原住民種植水稻梯田，使濁水溪的洪峰滯延期縮短。 

 閱讀下列文章，回答下列問題： 

  這個鄰近北極圈，位於兩個板塊之上的島嶼，大地被大片熔岩及苔原覆蓋，如月球表面般荒涼

的地貌，讓人不寒而慄。這裡年均溫 4℃，就算是夏季，平均氣溫也只有 11℃，該國天氣變化終

年喜怒無常、雨多風大，從十一月到隔年五月，整整長達七個月的時間，都可能處在冰天雪地的

狀態。冬季月均溫能維持在零度以上，已是老天眷顧。 

  種種的自然因素並不適合發展足球，想要站上國際舞台，甚至稱得上「足球強國」的封號，根

本是天方夜譚。但該國在 2016 年的 UEFA 歐洲盃足球賽，以及在 2018 年的世界盃足球賽大放

異彩，歸因於二十年來默默地耕耘，提高該國的足球實力。 

35. 就自然環境而言，該國最合適的稱號是： (A)活的地形教室 (B)極圈火島 (C)陸半球中心 (D) 

世界活化石博物館。 

36. 請問該國冬季月均溫能維持在零度以上，和什麼洋流流經有關？(A)北太平洋洋流 (B)阿拉斯

加暖流 (C)阿古拉斯洋流 (D)北大西洋暖流。 

37. 該國氣候特徵不利足球發展，是受到什麼風帶的影響？ (A)盛行西風帶 (B)極地東風帶 (C) 

副極地低壓帶 (D)極地高壓帶。 

38. 該國何種可再生能源占比最高？該能源的發展提供穩定且廉價的電力，帶動資訊產業發展，

未來該國將成為再生能源輸出大國。 (A)水力  (B)風力 (C)潮汐 (D)地熱。 

 近年來，西伯利亞地區氣候發生了明顯變化，土壤植被也隨之改變，平地上的耕地明顯減少，

窪地上的草地大量轉化為濕地，越年積雪（積雪期超過一年）面積減少。請回答下列問題： 

39. 請問西伯利亞以何種成土作用為主？ (A)灰化作用 (B)鈣化作用 (C)鐵鋁化作用 (D)淋溶作

用。 

40. 導致西伯利亞地區植被變化的最主要原因是： (A)氣壓升高 (B)氣溫上升 (C)降水增加 (D)

風力增強。 

41. 濕地面積增加主要是因為當地： (A)洪水暴漲 (B)退耕還濕 (C)地面沉降 (D)凍土融化。 

42. 2019 年 8 月，俄羅斯的西伯利亞地區遭遇極端的森林大火，目前有 300~320 萬公頃的森林地

失控燃燒中。蘇俄已部署其空軍至西伯利亞協助森林滅火。請問：北極圈森林大火最主要發

生在何種自然景觀帶？ (A)溫帶落葉林 (B)極地冰原 (C)寒帶針葉林 (D)極地苔原。 

貳、手寫題 

一、 盛夏時，台北盆地因（1          ）效應，氣溫常常高於台灣南部。冬季時，嘉南平原因

（2          ）效應強，入夜急速降溫，經常出現全台最低溫的情形。（各 2 分） 

二、 副極地氣候在歐洲分布於 60° ～ 70°N，亞洲和北美洲分布在 50° ～ 70°N。歐洲分布的最低

緯度高於亞洲和北美洲，主要原因為何？（3          ）（2 分） 

三、 就雪線的平均高度而言，喜馬拉雅山哪一坡向的雪線平均高度較高？（4          ）（2 分）

請說明理由。（5          ）（4 分） 

四、 下圖為某地多年平均的全年日氣溫變化圖，請問下列各地屬於何種氣候類型？（各 2 分） 

  

（6             ）（2 分） （7             ）（2 分） 

五、 右圖為非洲野生動物遷徙路線圖。請依據這些路線判斷生物

所居處的自然景觀帶類型，並回答下列問題： 

1. 根據圖示，非洲野生動物主要在哪種自然景觀帶遷徙？

（8          ）（2 分） 

2. 非洲野生動物的遷徙主要受何種行星風系的影響？ 

（9          ）（2 分） 

3. 就月份和遷徙方向而言，請說明非洲野生動物如何進行季節

性大遷徙？（10          ）（4 分） 

～試題結束～ 
高一      班      座號：      號  姓名：           得分：       分 

請將答案填入表格中！並註明班級座號，未依規定填寫，扣總分 5分！ 

1（2 分）  6（2 分）  

2（2 分）  7（2 分）  

3（2 分）  8（2 分）  

4（2 分）  9（2 分）  

5（4 分）  

 

 

 

 

10（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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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選擇題 

1.DBACC,   6.BACCA,  11.BBADA,  16.DCBCD,  

21.CBBAA,  26.DBADB,  31.CDCAB,  36.DCDAB,  41.DC 

 

貳、 手寫題 

1（2 分） 熱島效應 6（2 分） 熱帶高地氣候 

2（2 分） 輻射冷卻效應 7（2 分） 溫帶海洋性氣候 

3（2 分） 暖流 8（2 分） 熱帶莽原 

4（2 分） 北坡 9（2 分） ITCZ 

5（4 分） 因為北坡雖為背陽坡，

但夏季為乾熱的下坡風

（2 分），冬季迎乾冷

的東北風（2 分），水

氣含量少，故雪線高度

較高。 

10（4 分） 6～10 月（1 分）隨著

ITCZ雲雨帶北移，成群

北移（1分）； 11～5 

月（1 分）隨著ITCZ 

南移，成群南移（1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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