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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臺中一中 108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期中考 高一地理 試題 科目代碼：08 

※命題老師：李洛鈴老師  ※注意事項：若因個人劃卡不清，導致無法辨識個人資料，扣該次測驗總分 5分。 

一、單選題：(共 40題，每題 2.5分) 

1. 下圖是某種農業活動的產銷流程示意圖，此種農業類型的分布最符合 A~D的哪張圖？ 

 

   
2. 圖 1是阿根廷北部不同農業類型的分布示意圖。根據圖中資訊，下列哪項推論最為合理？ 

(Ａ)農業經營的商業性質高低和距海遠近有關  (Ｂ)農業機械化程度受到地表坡度大小的影響 

(Ｃ)農業土地利用的集約度和都市距離成反比  (Ｄ)農場規模大小受作物內容或牲畜種類左右 

  
                             圖 1                                                 圖 2 

3. 圖 2是依據某一種指標繪製出來的變形地圖，圖中國家面積越大，代表數值越高，請問該數值最有可能為何者？ 

(Ａ)人口總數(Ｂ)平均識字率(Ｃ)國內生產毛額 (Ｄ)貧窮線以下人口比例。 

4. 下圖為某地區的居民，獲得三種商品或服務的空間移動示意圖。下列有關該地居民空間移動的說明，何者正確？(Ａ)

商品或服務的等級愈高，移動的距離愈遠 (Ｂ)商品或服務的需求愈頻繁，移動的距離愈遠 (Ｃ)供應商品或服

務的地點愈多，移動的距離愈遠 (Ｄ)取得商品的移動距離較遠，取得服務的移動距離較近。 

   
5. 下列為「2019 年台灣網路報告」的資料，如果某串生自主學習報告主題要使用以下資料進行說明，下列何者最可

能為此主題的內容？ 

   
(Ａ)數位經濟活絡網購金額未大幅提升，顯示產業獲利不易而競爭激烈 

(Ｂ)行動支付用戶快速成長，尤其以55+歲的使用比例為所有年齡層最高 

(Ｃ)整體網路使用情形已大幅提升，尤其以39-54歲網路使用率成長最快 

(Ｄ)伴隨眾多行動支付、社群媒體的應用，12-23歲的網路購物金額極增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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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中部科學園區每逢上下班期間，園區周圍交通常出現嚴重壅塞，主要和下列哪些現象有關？ 

（甲）周邊道路供需失調（乙）資訊革新促進人口移動（丙）園區內產業屬勞力密集類型（丁）園區內未規劃大

量員工宿舍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7. 世界體系中的核心與邊陲區，透過下圖中的擴散與反吸效應的互動下，造成當今全球發展不均的現象。下列有關

兩張圖的實際做法何者搭配正確？ 

 

 

 

 

 

 

(Ａ)Ａ－臺灣在臺中、臺南興建科學園區帶動當地的就業機會 

(Ｂ)Ａ－中國東部沿海城市就業機會多吸引中西部農民工東移 

(Ｃ)Ｂ－歐盟以發展基金補助東歐國家普及交通以及資訊設施 

(Ｄ)Ｂ－印尼預計將首都由爪哇島上的雅加達遷至加里曼丹島。 

8. 右圖是全世界經濟移民的主要路線圖，圖中的現象適合用地理學哪兩種理

論加以解釋？(甲)推拉理論 (乙)多核心理論 (丙)世界體系理論 (丁)邱

念農業區位論 (Ａ)甲乙 (Ｂ)乙丙 (Ｃ)甲丙 (Ｄ)乙丁 

9. 「2018年 8月中國大陸爆發首例非洲豬瘟案例，成為亞洲第一個有非洲豬

瘟的國家，身為世界上最大的豬肉生產國，阿里巴巴和京東公司把『豬臉

識別』引入養豬場中，人工智慧可以識別每頭豬的基本資料，如豬的父母、

出生日期以及品系等相關數據，還可以了解每一隻豬的體重、生長、健康

情況，確定它是否感覺不舒服，可在早期階段查出危險疾病、確保食品安

全、追蹤豬隻來源。」此種現象最適合以下列哪種概念來說明？ 

(Ａ)知識經濟(Ｂ)生產專業化(Ｃ)生產標準化(Ｄ)商業性農業。 

10. 根據下列甲～丁四張本國進出口貿易、農委會、財政部的統計圖，可以得到以下哪一個結論？ 

(Ａ)高科技產業的原料依賴中國進口 (Ｂ)依賴中國勞力密集型產品的進口 

(Ｃ)本國對中國具有明顯的貿易順差 (Ｄ)本國的農產品對中國呈貿易出超。 

  
(甲)臺灣出口額最大的前五大產品，出口中國占比    (乙)臺灣進口玩具自中國佔比  

 

(丙)臺灣前五大外銷水果出口中國占比      (丁)２０１９年臺灣主要市場出口額占比 

◎下表為某地區的氣候資料（雨量單位：mm，溫度單位：℃），請問： 

月分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溫度 24 23 21 18 16 13 12 14 16 17 20 23 

月雨量 5 5 15 40 120 160 162 140 90 60 20 18 

11. 此地發展的商業性農業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Ａ) (Ｂ) (Ｃ)  (Ｄ)  

12. 下列何者最可能為此氣候帶出口的農產或相關製品？(Ａ)咖啡(Ｂ)蔗糖(Ｃ)葡萄酒(Ｄ)馬鈴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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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文章： 

資料一： 

根據國際可可組織（ICCO）資料統計，全世界可可豆產量估計將近 470萬公噸，以非洲象牙

海岸、迦納兩國最多，占 63%，為了保障可可出口收益，今年 1月兩國合組「可可豆版的 OPEC」

（COPEC）壟斷集團，啟動聯合漲價機制針對買家額外徵收每公噸 400美元的費用，並說服

國內的可可豆農避免搶種造成供過於求，此舉是全球可可市場最大的變革，影響了可可豆農

到買巧克力棒的消費者。針對此政策有分析師指出，迦納過去就曾發生政治人物以政策買

票，推出保價收購措施對選票有直接幫助，農民也樂得不用承可可受國際價格波動的風險，

在可可價格好時還不成太大問題，但也有可能會發生像 2018年全球可可價格崩跌嚴重衝擊

迦納經濟的現象，政府無力補助「大到不能倒」的產業，引發可可農民群起抗議。近期由於

COVID-19疫情的衝擊，全球巧克力需求驟跌導致可可價格從每噸 2900美元高點往下跌落至

2100美元，保護政策與漲價機制是否能持續，還要持續觀察。 

資料二： 

Tony’s Chocolonely （東尼寂寞巧克力）的創立背景是荷蘭電視台記者 Teun van de Keuken 調查發現超過 20％的西

非可可工人在惡劣環境中工作，被迫以工抵債，或遭鞭打、挨餓、禁足，童工被人口販運到農園勞動，終日辛苦，可

可生產沾滿血汗，他們每日工資卻不到一美元。可可的產業鏈包括採收→發酵→曬乾→烘焙→壓碎→碾磨→調味→巧

克力，烘焙前的生產過程都在產地完成，乾燥後的可可豆直接送往各大進口國進行後續加工，過程不僅繁瑣，且需要

高度資金與技術投入，像是烘焙是影響巧克力外觀與色澤的關鍵，因此愈到產業末端附加價值愈高。原本他要求巧克

力大廠改善可可農待遇，總是遭嗤之以鼻，這是他乾脆創業，打造的零血汗巧克力品牌，向業界證明「不用剝削奴工，

照樣有利可圖」。包裝上一幅扯斷鎖鍊標章(如右圖)，是東尼與奴工可可產業的對抗宣言，就印在每一條東尼巧克力包

裝上。請問： 

13. 根據資料一，全球的可可生產區位在產業發展上具有下列何項特徵？ 

(Ａ)專業化(Ｂ)機械化(Ｃ)精緻化(Ｄ)集約化。 

14. 影響西非象牙海岸、迦納等地成為可可主要產地的原因除了氣候、勞力充足之外，還有以下哪些因素？(甲)為可

可原生地 (乙)昔日殖民背景 (丙)跨國企業主導 (丁)內需市場龐大(Ａ)甲乙(Ｂ)甲丁(Ｃ)乙丙(Ｄ)乙丁。 

15. COPEC此種區域性經濟組織的出現是基於下列哪一種概念而形成？ 

(Ａ)聚集經濟 (Ｂ)產業群聚 (Ｃ)產業連鎖 (Ｄ)規模經濟。 

16. 根據資料一描述，迦納的產業發展具有下列哪些特徵？ 

(甲)單一的經濟結構(乙)依賴國際的市場 (丙)農業缺乏初級加工 (丁)原物料出口導向   (戊)農業集約度較低 

(Ａ)甲乙丁(Ｂ)甲丙戊(Ｃ)乙丙丁(Ｄ)乙丁戊。 

17. 下列哪一句話最能說明Tony’s Chocolonely品牌創立背後的原因(Ａ)可可豆全球貿易的垂直分工 (Ｂ)可可栽培

業的國際勞動分工(Ｃ)不平等交換的利益分配不均 (Ｄ)產品加工技術的擴散與模仿 

◎COVID-19疫情爆發導致中國經濟冰封、需求急凍、產線關閉，無論是下游延後生產，還是上游原料供應鏈短缺都衝

擊臺灣的產業。臺灣美妝業一年產值超過一千億元，關乎上萬人生計，美妝電商龍頭小三美日由於人潮減少，導致店

面業績比往年同期掉了四成，工廠內的洗髮精、沐浴乳也因為中國的瓶器、軟管停工也出不了貨。臺灣美妝品的瓶器、

壓頭至少一半來自中國，其餘三成是韓國，臺灣自製僅一成，但就連韓國廠的生產基地，也在中國。不僅零組件，中

國稀土產量佔全球 85%，原物料短缺連帶影響全球的電視機、汽車玻璃和電動車的電池產業。相較於印度、東南亞國協，

由於不可替代的區位優勢，全球套上「中國腳鐐」，日常生活產品幾乎離不開中國，在疫情爆發的時候，更凸顯這種依

賴背後要付出的代價。請問： 

18. 文章中的事實和下列哪個現象關係最密切？(Ａ)區位擴散的趨勢加速 (Ｂ)新興的資本市場增多(Ｃ)跨國空間分

工鏈發達(Ｄ)產品的生命週期縮短。 

19. 相較於印度、東南亞國協，下列哪些最可能是中國的區位優勢？ 

(甲)人口成長快速 (乙)產業群聚效應 (丙)基礎建設完善 (丁)內部市場龐大 (戊)環保法規寬鬆 

(Ａ)甲乙丁(Ｂ)甲丙戊(Ｃ)乙丙丁(Ｄ)乙丁戊。 

◎美國銀行全球研究中心在 COVID-19爆發後調查全球三千家跨國企業，發現有近八成實施或宣布供應鏈調整計畫，之

前的美、中貿易戰加上此次疫情的影響，「made in China」低廉的生產要素被取代，各國逐漸將生產部門掌握在自己

手裡或是進行轉單，但要如何兼顧生產效率、減少移出中國對成本的衝擊，又能適時因應突發因素調整產線，在後疫

情時代，逆全球化的發展軸心下，為具備生產技術、良好區位策略的廠商帶來新商機。請問： 

20. 在後疫情時代下，具備哪些特質的台廠最容易受益？ 

(甲)在全球晶圓代工高階製程領先全球的台積電(乙)進行專業化、大規模量產的電子零件代工廠 

(丙)提供客製化、自動化與智慧生產的工業電腦(丁)有中國不同省份生產基地的成衣廠與製鞋廠 

(Ａ)甲乙(Ｂ)甲丙(Ｃ)乙丙(Ｄ)乙丁。 

21. 根據文中內容，下列何者為 COVID-19對全球造成的影響？ 

(Ａ)提高國際間的分工依賴程度 (Ｂ)提升核心區域的經濟競爭力  

    (Ｃ)改變區域經濟結盟國家組成  (Ｄ)降低企業生產活動的集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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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閱讀以下兩篇有關臺灣隱形冠軍的文章： 

資料一： 

德國學者赫曼．西蒙提出「隱形冠軍」一詞，指產品

或服務居該領域全球市占率前 5大，或該洲第 1大，

但知名度低的中小企業，全球約 2/3的隱形冠軍總部

設在鄉間，臺灣至少也有 7成隱形冠軍散落在非都會

區，例如台中神岡的速聯生產全世界第一套全無線自

行車變速器轟動歐洲自行車展、汽車零組件的帝寶車

燈，能夠供應北美市場任何一款汽車的車燈，是全世

界汽車售後服務市場的車燈大王。在鄉間，有許多不

利產業發展的因素，導致人才外流嚴重，企業員工多

來自當地，情感上是同鄉，甚至還是親友關係，綿密

的人際網絡讓在地認同感強，企業重視長期培訓以及

留才，流動率多數在 2％以下，比平均還低。由於向

心力高，危機來臨時，員工較能共體時艱，加上追求

長期的利基，企業願意花較多的研發時間成本，在無

數次產業外移浪潮中，他們雖也赴外設廠，但卻將

「腦」留在台灣，只將「手腳」伸得老長；也正因為

台灣市場很小，早期就將業務全球化，以國際客戶的

需求做研發，因此企業應變靈活度高，客戶很難找到

替代品，衍生了隱形冠軍與客戶長年相互依存的緊密

關。 

資料二： 

臺灣揚威國際的世界級冠軍企業，他們的工廠有

許多是蓋在地目不合的農地，或是沒有工廠登記證，

屬於違章工廠(右圖)。這七一七家違章工廠的名單中，以台中市二一一家最多，大肚山下黃金縱谷的工具機以及自行

車王國聚落，都有業者在違章工廠名單之列，產值超過千億元。另一個違章密集的重鎮是彰化縣，一共有九十一家，

以台灣的水龍頭故鄉—鹿港頂番婆為例，占地僅 6平方公里，是世界的水五金加工王國，不少國際衛浴大品牌像 TOTO、

KOHLER，至今也都找頂番婆的工廠代工，產值八百億元，30、40年前，不少中東、非洲廠商搭機來桃園機場，只要跳

上計程車說要去頂番婆，計程車司機都能載抵目的地，「當時中東、非洲九成的水龍頭，都是由頂番婆製造」，但拔地

而起的違章工廠與被污染農地緊鄰形成諷刺的畫面。 

1960至 1980年間，台灣經濟開始由農業轉向工業，1972年時任台灣省主席的謝東閔提出「客廳即工廠」口號，

很多小企業開始將代工發包給鄰近社區家庭，家庭代工成為全民運動。有些農家可能會買些基礎設備擴大代工能力，

就在自家後方或田地一角搭個鐵皮屋，變成了小小工廠；後來農民老了、或後代想轉行，乾脆開始專心開工廠，是目

前部分農地違章工廠的濫觴。而產業逐漸分工形成聚落，也導致農地工廠的增加。如彰化的水五金聚落，從熔鍊、鑄

造、伸拉、鍛造、沖壓、成型、切削加工、壓鑄、射出、拋光、表面處理、電鍍、雷射雕刻、組裝等，每一兩個環節

都由一家小代工廠去做，工廠間常共同籌資購買機器降低成本，螞蟻雄兵般綿延成產業鍊，但這些小螞蟻們，並沒有

進駐到工業區的資本與產值。頂番婆 1萬 6000個居民裡，至少七成和水五金產業有關，不是開水五金工廠，就是家裡

有人在工廠裡工作。當地人對於自己從產業英雄，變成是非法工廠，很難調適。「這塊農地是父親留給我的祖產，我怎

麼捨得汙染它，問題是我不會種田，難道要放任它雜草叢生，才叫愛惜嗎？」十多年來替日本 TOTO等代工的良品衛浴

董事長陳錫良說動土時政府沒來阻止他，等到完工，燈打亮了，稅務局立刻找上門課稅，現在卻又被說成違法。政府

早在 2002年就開始研擬工廠管理條例修法，但問題盤根錯節，很難解。主要原因是，這些違章工廠是地方重要的稅收

來源，不僅提供就業機會，也吸收農村過剩的勞動力，對地方經濟貢獻很大，以至於地方政府明明知道是違章，卻拆

不得。許多人問，何不全部搬進車程約 30分鐘內的合法彰濱工業區內？ 「我們又何嘗不想去？但彰濱工業區的土地

價格，貴到摸不了，我估算過，我搬到那至少要 5億，」彰化縣水五金產業發展協會理事長楊永芳指出。員工來源也

是問題。在頂番婆設廠，除了聘雇外勞外，員工幾乎全是家住附近的外配和歐巴桑，能兼顧家務與工作。「女兒國小時

還要回家煮飯送午餐去學校，下課家裡沒人，就接來工廠寫功課，」60幾歲的曾姓婦人說，她就是這樣把孩子養大的，

現在女兒已是法官助理，「要是工廠搬到彰濱，我騎摩托車，不能上快速道路，冬天東北季風又大，應該沒辦法去。」

更重要的是，當地人都說彰濱風頭水尾，海風太大，導致鏽蝕問題，是水五金加工業的天敵，「要是電鍍好送到彰濱組

裝，10、20天就會出現斑點，」。水五金業者更害怕，一旦離開頂番婆，就會失去密切整合的供應鏈。業者陳錫良指著

家門口說，想開新模具，跑步 3分鐘就到，要弄特殊表面處理，送過去也只要 5分鐘，這些優勢更加劇了遷廠的困難。

(資料來源：2016-11-23天下雜誌、2018-11-06遠見雜誌、2019-07-03商業周刊) 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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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根據資料一，下列有哪三者為臺灣鄉間隱形冠軍發展的特色與背景？ 

(甲)重視人才培育與技術研發 (乙)以併購達到規模經濟效益 (丙)交通與生活機能高度便利 

(丁)依比較利益進行國際分工  (戊)進行客製化與彈性化生產(Ａ)甲乙丙(Ｂ)甲丁戊(Ｃ)乙丙丁(Ｄ)乙丁戊。 

23. 根據資料二，以「家庭即工廠」的家庭代工取代工廠的一貫化作業方式，具有哪些經營上的優勢？ 

(甲)原料、半成品與產品間的運輸成本可以降低 (乙)生產更具彈性，小量和量大的訂單均可承接 

(丙)勞工薪資可盡量壓低至接近中國的工資水平 (丁)產線可以快速反應市場變化，更新產品設計 

(戊)聚集有利於共同降低廠房、機器等固定成本 (Ａ)甲乙丁(Ｂ)乙丁戊(Ｃ)丙丁戊(Ｄ)甲丁戊。 

24. 頂番婆水龍頭產業無法移轉至彰濱工業區，最可以用下列哪一個概念解釋？ 

(Ａ)產業連鎖(Ｂ)聚集經濟(Ｃ)產業群聚(Ｄ)工業慣性。 

◎右圖為2019年8月市調機構《Visual Capitalist》發佈「全球100大流量網

站排行榜」，根據統計顯示全球百大網站單月使用者的造訪次數總計需達3.5

億次的規模，圖示越大代表造訪次數越多。目前全球網路用戶造訪人數流量最

高的前十大網站之中，甲國躍居冠軍寶座，共有６０個網站入榜，排名第二為

乙國，其中百度為該國最大的流量網站。請問： 

25. 甲指的是何者？(Ａ)中國 (Ｂ)美國(Ｃ)歐盟 (Ｄ)東南亞國協。 

26. 下列關於此圖的描述何者正確？ 

(Ａ)圖中百大網站所屬公司屬於生產者服務業  

(Ｂ)已開發國家掌控資訊技術造成時空輻散現象 

(Ｃ)百大網站會進行在地全球化的企業發展策略 

(Ｄ)學習型區域的優勢成為眾多網站的總部所在 

◎「這瓶洗髮水的去屑功效超強，我們拿到的是今年新款，有效成分增加了兩倍，它的原價是 199。但是，只有今天，

只有在我們的直播間裡，它的價格是 69，而且還買一瓶送一瓶！天貓官方旗艦店發貨，今年再也不會有這個價格；除

此之外，還要再送 6 件旅行洗護套裝！我再講一遍，這一瓶超強去屑洗髮水，原價 199一瓶，現在不僅買一瓶送一瓶，

還送 6件旅行套裝，只要多少錢？69！來 54321上連結（三秒過去）啊？沒有了，不會補貨了，搶到就搶到，搶不到

就沒辦法了。」有「淘寶第一直播」稱號的薇婭靠著高性價比產品、實在的試用經驗，曾創下一晚直播同時有超過 4

千萬人線上觀看、4億台幣的銷售紀錄，2018年銷售總額為 135億。透過 Live直播主的搭配推薦、當下直接試用，更

能勾起消費者購買慾望，不用出門比價又有人試用給你看，消費者透過直播主提供的連結下單購買商品，薇婭背後合

作的 40幾家位在廣州、深圳的工廠直接出貨，透過最快三天即可到貨，消費者還可即時查看目前貨物配送的進度。直

播網紅結合電子商務平台與製造工廠的直播經濟，成為另一種新興的零售模式。請問： 

27. 直播經濟的商業服務具有下列何者特色？(Ａ)以直播擴大中地的商品圈 (Ｂ)已經成為目前的消費主流(Ｃ)貨物

出口可不受各國規範(Ｄ)可以延長產品的生命週期。 

28. 此種無店鋪商業模式的發展有賴於下列哪些產業或科技的改變？ 

(甲)運輸革新(乙)電商平台(丙)物流中心(丁)大型貨櫃(戊)生產標準化 

(Ａ)甲乙丙(Ｂ)甲乙丁(Ｃ)丙丁戊(Ｄ)乙丙戊。 

◎「年輕人用手機逛夜市！深夜的師大夜市人潮不如以往，卻越來越多外送員穿梭在小吃攤取貨。」根據統計，臺灣

16-60歲人口中有587萬人用過外送平台，佔該區間人口比率達四成，加上人口、交通與經濟的獨特條件，讓臺灣成為

Uber eats與空腹熊貓在亞洲營收金額與成長速度最快的市場。過去，餐飲零售業大多以占據優勢區位，同時發展線上

會員貼近消費者需求，然而，外送平台靠著人手一機，消費者的消費資料在平台形成大數據，重新顛覆了餐飲零售業

的區位選擇，是一場餐飲科技的革新。外送也推翻人類長久以來取得食物的方法，人們不需要在家中烹食，可能造成

傳統廚房消失，有業者開設中央廚房，主打外送生意，在平台發展自己的線上品牌，成為餐廳業者的競爭者。除了餐

飲業，外送也為零售業者帶來新挑戰，當消費者可直接透過外送取得貨物，百貨、超市、超商、夜市的中間角色被替

代時，未來如何發展，是一大挑戰。請問： 

29. 下列何者最可能為過去餐飲零售業的重點區位？ 

(Ａ)租金便宜的郊區(Ｂ)人潮較少的巷弄(Ｃ)重點發展的商圈 (Ｄ)能見度高的十字路口。 

30. 臺灣的那些條件有利外送平台的發展？ 

(甲)汽車密度高(乙)店家密度高(丙) 外食人口比例高(丁)智慧型手機普及率高 

(Ａ)甲乙(Ｂ)甲丁(Ｃ)乙丙(Ｄ)丙丁。 

31. 下列有哪些是外送平台可能對生活、產業造成的改變？ 

(甲)便利超商區位選擇在重點區域密集分布 (乙)停車便利、第一排黃金店面的租金提高 

(丙)家中廚房坪數縮小，成為新的購屋選擇 (丁)餐飲店M型化，增加外送或是現場體驗 

(Ａ)甲乙(Ｂ)甲丁(Ｃ)乙丁(Ｄ)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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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5月底，全台已有11,105家便利商店門市，比日本密度還要高，僅低於南韓，居全球第二。對於超商業者來說

，追求一致性已經不再是經營店舖的鐵律，針對不同商圈的特性，因地制宜地規劃展店、鋪貨策略才是趨勢。因此，

近兩年來統一超商7-ELEVEN與全家便利商店都紛紛成立各種複合店，搶佔商機。自2018年起，7-ELEVEN共推出10種不

同型態的複合店型，其中同時複合多種型態的「Big7」店型效益最高，業績成長可高達3成，這個月在台中市西屯區開

設的原義門市，因應住宅區的消費者需求，不但有平常就販售的日常用品，還提供精品咖啡、博客來書店與閱讀區、

烘焙坊、日韓美妝、生啤酒，更提供安永鮮物海產，讓消費者在超商就能買到水產或畜產。 

    力爭超商龍頭的全家便利商店也積極於全台各地發展各式複合店，在高雄85大樓附近的住商混合區開設佔地百坪

的全家真愛店，針對住宅區需求推出咖啡、洗衣複合區及超市機能三合一店型，設有1台大型、3台中型的洗烘合一機

、以及1台烘衣機，並以智能為最大特色，消費者可以透過全家便利商店App，遠端掌握目前是否有空機，以及距離洗

衣結束還剩多久時間，以節省時間。此外，因應人口高齡化、晚餐開伙也要講求快速方便，真愛店也導入多種「冷凍

商品」、「冷藏蔬果」，除了蔬菜、新鮮水果外，像是罐頭、調味料、甚至米、料理包等品項也能買到。同時，也瞄準了

85大樓商業區的工作需求，架設了超過40個座位的咖啡複合區，並且附有大桌面與充電插座，讓消費者可利用空間工

作或開會。請問： 

32. 「全台已有11,105家便利商店門市，比日本密度還要高」此種便利商店的經營方式可帶來何種經濟效益？ 

(Ａ)擴大商品圈 (Ｂ)聚集經濟 (Ｃ)規模經濟 (Ｄ)產業群聚。 

33. 新複合店型最可能衝擊到下列何者的市場？(Ａ)全聯 (Ｂ)IKEA (Ｃ)COSTCO (Ｄ)中友百貨。 

34. 下列哪兩種為文中複合店型的經營策略？(甲)標準化(乙)客製化(丙)規模化(丁)規格化 

(Ａ)甲丙(Ｂ)甲丁(Ｃ)乙丙(Ｄ)乙丁。  

◎歐洲人桌上的花卉有超過三分之一來自非洲，非洲花卉產業長久以來的霸主是肯亞，後起之秀為衣索比亞。衣索比

亞的茲懷湖區為新興的花卉生產區，深具氣候與地理位置優勢，它離衣索比亞首都機場在兩個半小時車程，加上衣索

比亞航空為非洲最大航空公司，國營事業身份也大大降低了運輸成本。該國更為了花卉產業增開專機，每天至少有一

班專機，將花朵直飛送達比利時與荷蘭交會的城市列日（Liège），避開繁忙的阿姆斯特丹機場，當進入全世界最大規

模、被譽為花卉華爾街的荷蘭「阿斯米爾鮮花拍賣市場」再發配到各地的供應商，此方法讓衣索比亞的鮮花可以確保

鮮嫩的花朵在兩天內，即可在歐洲各地上市。近期由於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衝擊花卉消費，也造成非洲鮮花出口國

飽受歐洲經濟衰退之苦。請問： 

35. 有關衣索比亞與荷蘭兩地之間的花卉產銷關係，可以說明下列哪些現象？ 

(甲)計畫經濟改革(乙)交通運輸革新(丙)國際資金流通(丁)產業區位移轉 

 (A)甲乙(B)甲丁(C)乙丙 (D)丙丁 

36. 依據上文，近年衣索比亞的經濟發展，可反映該國正在往下列哪項目標努力？ 

(A)以多元經濟擺脫依賴式經濟  (B)以低廉勞力成為世界工廠  

(C)趨向全球在地化的商品生產     (D)積極脫離邊陲國家的角色 

◎飲料巨頭可口可樂（Coca-Cola），是在此次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中受傷較小的公司，歸功於可口可樂自稱為「可

口可樂系統」的經營模式。這套系統由可口可樂公司和獨立的「裝瓶廠」組成，可口可樂公司把糖漿原液賣給裝瓶廠

，裝瓶廠再依照生產要求，將原液稀釋、裝瓶、最後出售，大部分我們喝到的可口可樂都不是可口可樂公司生產的，

而是由各地的裝瓶廠區籌措資金、雇用當地員工，負責在地的製造、運輸和零售端銷售事宜，也因為製造、配銷都發

生在同一地區，因此在疫情衝擊全球產業生產線下，可口可樂的生產與銷售依舊能暢行無阻。目前世界各地總計有225

家授權裝瓶廠。而省下來的資源，可口可樂公司就可以專心投注於品牌經營、企業形象廣告等增加企業價值的核心事

務上。請問： 

37. 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可口可樂裝瓶廠的最佳設廠區位？(Ａ)原料(Ｂ)市場(Ｃ)能源(Ｄ)勞力。 

38. 下列何者為可口可樂公司與裝瓶公司間的合作關係？ 

(甲)垂直分工(乙)垂直整合(丙)生產連鎖(丁)區位聚集(Ａ)甲丙(Ｂ)甲丁(Ｃ)乙丙(Ｄ)乙丁。 

◎右圖為星巴克販賣的咖啡豆、糖和紙杯的原料來源與製造地。該連鎖

咖啡店主要是透過大量採購各種原料來壓低成本，但這種作法受到來自

公平交易組織（FTOs）的質疑，尤其是咖啡豆的交易最受到關注。請問

：  

39. 請問圖中哪一個地區是公平貿易組織最關注的對象？ 

(Ａ)甲(Ｂ)乙(Ｃ)丙 (Ｄ)丁。 

40. 影響乙產品分布的關鍵因素為下列何者？ 

(Ａ)氣候條件 (Ｂ)天然植被 (Ｃ)殖民背景 (Ｄ)勞力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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