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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立台中一中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期末考 高一地理 試題  科目代碼：08 

◎若答案卡上無法辨識個人資料，扣總分 5分                                      命題教師：陳正昕 

壹、單選題 

1. 右圖為香魚（Plecoglossus altivelis）的分布圖，香魚於多年前引進

臺灣，因香味獨特、肉質細緻而受到歡迎，卻嚴重影響臺灣鯝魚的

棲地空間，成為入侵種。依生物區系的觀點推論，香魚應是從下列

哪個國家引入的？(Ａ)印尼 (Ｂ)日本 (Ｃ)巴西 (Ｄ)俄羅斯 

2. 豐田汽車以 Publica 作為入門型號，依序有 Corolla、Corona、Mark II

至旗艦型號 Crown，使商品作金字塔式的形狀展開，並曾使用「總

有一天 Crown（A Crown, Someday）」作為其廣告標語。請問此宣傳

行銷方式與下列何者相互呼應？(Ａ)戰爭景氣 (Ｂ)雁行理論 (Ｃ)即

時生產模式 (Ｄ)日本式經營管理 

3. 日本漫畫「銀之匙」描述來自城市的八軒勇吾到農業學校就讀的故

事，請從下圖中的環境和具有區域特色的產業推論，「銀之匙」的

場景最可能設定在地圖中的何處？ 

(Ａ)A (Ｂ)B (Ｃ)C (Ｄ)D 

4. 下表摘自吳介民（2019），比較東亞三個區域的「經濟奇蹟」，請問表中的甲、乙、丙應依序填入哪些

敘述？（A）國營大型企業為主、私營中小企業為主、私營大型企業為主 （B）國營大型企業為主、

私營大型企業為主、私營中小企業為主   （C）私營中小企業為主、國營大型企業為主、私營大型企

業為主 （D）國營中小企業為主、私營中小企業為主、私營大型企業為主 

 中國 臺灣 韓國 

年代 1980 – 2000 1960 – 1980 1960 - 1980 

地緣政治結構 美中結盟 韓戰、越戰 韓戰、越戰 

企業組織型態 甲 乙 丙 

5. 下列兩圖為 1993 年日本官方發布的日照時間與降水量的偏差（距平）資料（X 軸為日期），請問從這

兩張圖中可推論出該年日本發生下列何種現象？ 

（A）近海漁獲增加  （B）水稻產量減少  （C）紅葉前線南移  （D）櫻花花期延後 

 

（※根據世界氣象組織定義，「日照時間」是指一個地區直接接收到的陽光輻照度在每平方公尺 120 瓦特以

上的時間累積。） 

6. 下圖為東亞三國自 1963 年至 2018 年經濟成長率，請問甲、乙、丙三國依序為？ 

(Ａ)日本、中國、韓國 (Ｂ)日本、韓國、中國 (Ｃ)中國、日本、韓國 (Ｄ)中國、韓國、日本 

 

7. 朝鮮領導人金正恩的妹妹金與正，以朝鮮勞動黨第一副部長的身分發言，

表示對於脫北者在放送傳單一事相當不滿，於 6 月 16 日下午炸毀了位於開

城工業區地兩韓聯絡辦公室大樓，請問開城工業區位於右圖中的何處？

（A）①  （B）②  （C）③  （D）④ 

8. 「嘉明湖是臺灣海拔第二高的湖泊。1998 年，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所長

陳肇夏對嘉明湖採集樣品分析後，以在當地發現微角礫岩中的石英沙粒極

度碎裂、石英熔融留下的玻璃絲、不屬於當地原生岩盤的鎳、銅等金屬碎

片，提出嘉明湖是隕石撞擊地球所造成的隕石坑的理論，不過，同為中央

地質調查所的學者朱傚祖卻以無法在嘉明湖找到隕石坑應有的柯石英與斯

特有生物研究，5（2），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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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英，不支持隕石說。2003 年，高雄師範大學地理系教授齊士崢教授透過數次的野外調查，依照嘉明

湖現場的岩坎、擦痕，以及相關地形與沉積物的空間組合，並以定年法對照地質史，確認嘉明湖形成

的原因。」依照齊士崢的看法，嘉明湖的成因為？(Ａ)山崩 (Ｂ)火山 (Ｃ)冰河 (Ｄ)隕石 

9. 下圖引自 Yanli Lyu（2016），圖中顏色越深的地區代表發生該現象的風險或強度越高，請問本圖最可能

是以下列何種現象為主題繪製的地圖？(Ａ)洪患 (Ｂ)沙漠化 (Ｃ)沙塵暴 (Ｄ)空氣汙染 

 

10 - 14 為題組 

◎ 下列資料摘錄改寫自 Krugman 等（2014）國際經濟學教科書，請以歷史及地理課本中臺灣戰後經濟發展

史的內容為基礎作為參照，並回答問題： 

在大部分的開發中國家，工業化的基本策略是利用限制工業製品進口以鼓勵國內產業，即大家所熟知的

「進口替代（import-substituting industrialization）」。一般而言，經濟學家不鼓勵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成長

並行，因為進口替代會降低進口，必然也會降低出口，故選擇進口替代將間接阻礙出口成長。開發中國

家以保護產業的最後階段作為象徵性的開始，在較大的開發中國家，國內產品幾乎完全替代進口消費產

品（雖然製造過程仍經常由多國籍企業來進行），一旦無法再進一步替代進口消費產品時，這些國家會轉

而保護「中間財」投入。雖然很多經濟學家認可進口替代在 1950 至 1960 年代早期的成果，但自 1960 年

代起逐漸受到嚴厲的批評，因為關稅雖然可以保護一個沒有效率的工業部門，卻無法直接使該產業變得

更有效率。開發中國家的國內市場，與美國和歐盟市場相比往往只是九牛一毛，如果只有一個廠商進入

這個市場，該廠商便能賺取獨佔的利潤，超額利潤常誘使數家廠商一起進入這個難以有效容納任何廠商

的小市場，而無法達成經濟效益。請問： 

10. 臺灣曾於下列哪兩個年代施行進口替代政策？（甲）1950 年代；（乙）1960 年代；（丙）1970 年代；

（丁）1980 年代：（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11. 下列哪些是一個國家採取進口替代政策時會實行的措施？（甲）貿易配額；（乙）匯率貶值；（丙）外

匯管制；（丁）提高利率：（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12. 文中所謂的「中間財」最可能是指下列哪個產業？ 

（A）紡織 （B）工具機 （C）石油化學 （D）積體電路 

13. 經濟學家不鼓勵進口替代與出口導向成長並行，根據本文，下列何者是最主要的論點？（A）出口導向

成長會使國內進口貿易量減少 （B）兩者並行會累積大量外匯存底，造成游資浮濫 （C）一個國家很

難同時進口又出口同一項商品（如飛機） （D）進口替代會使國內資源投入出口產業的機會成本提高 

14. 根據本文，下列哪張經濟學圖形最能精確描述進口替代無法達成的「經濟效益」？ 

 

 

 

 

 

 

15 - 21 為題組 

◎ 下列資料摘錄自葉高華（2016）學術論文，請參照課本中的圖片回答問題： 

資料一： 1930 年及 1942 年山地原住民部落分布圖 

 

資料二： 1931 年頒布「新理蕃政策大綱」，集團移住成為理蕃政策重心，大規模將原住民部落遷移至總

督府規劃的新部落空間。「位於中央山脈頂端的部落」原本可向西連結臺中州的郡社群，向南

連結臺東廳與高雄州的郡社群，是串連中央山脈兩側族人的橋樑。隨著這些部落以及臺中州的

郡社群的遷移，繼續維持關係相當困難。此外，太魯閣族與賽德克系統 Tausa 群也被遷入此

處，造成不同族群的部落交錯分布。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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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三： 1931 年某原住民族社會網絡 

 

15. 下列何者是促使臺灣總督府 1931 年頒布「新理蕃政策大綱」的主要原因？ 

（A）霧社事件 （B）皇民化運動 （C）經濟大恐慌 （D）牡丹社事件 

16. 若以地理資訊系統繪製資料一中的地圖，其所蒐集到的資料與檔案格式應具有下列哪些資料特性？

（甲）連續資料；（乙）屬性資料；（丙）向量資料；（丁）初級資料：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17. 根據資料一，下列何者最符合 1930 – 1942 年間日本集團移住政策主要的遷移趨勢？ 

（A）遷往南部 （B）遷往西部 （C）遷往平原 （D）遷往山腳 

18. 資料三中的原住民族目前被政府歸類為下列哪個原住民族？ 

（A）泰雅族 （B）排灣族 （C）布農族 （D）阿美族 

19. 資料二中的「位於中央山脈頂端的部落」最可能是指資料三中的哪些部落？ 

（A）卓溪、Liakni （B）丹大、Qaimut （C）大分、Nanatuk （D）中心崙、Haimus 

20. 由資料一至資料三主要是以何種角度理解日本政府的集團移住政策及其目的？ 

（A）生態保護 （B）山林開發 （C）族群同化 （D）分化部落 

21. 本項研究結果與當前政府的何項政策可產生最直接的對話？ 

（A）原住民族語言復振     （B）原住民身分法修正  

（C）原住民族狩獵文化保存 （D）原住民族傳統領域劃設 

22 - 25 為題組 

◎ 下列資料摘錄改寫自洪伯邑、練聿修（2018），請以歷史、地理課本內容與之對話，並回答問題： 

資料一： 1980 年代中期，一名臺籍越南華僑和一間位在越南林同省的國營茶廠展開合作，並到臺灣招募

相關技術人員，聯繫到熟諳技術的製茶師傅，投入技術、機器與品種的轉移。越南改革開放

後，許多投資者陸續相中林同省為茶葉生產基地。時至今日，從寶路到大叻的 20 號公路沿線

上，到處都有臺資烏龍茶廠、茶園。 

資料二： 2000 年以後，臺灣飲料茶市場蓬勃發展，致使國內茶葉需求不斷擴大，包括由越南臺灣茶在內

的進口茶葉，逐漸成為支撐臺灣茶產業不可或缺的一部份。進入臺灣的越南臺茶，不易察覺但

廣泛地流入臺灣茶產業的不同層級，包括少量而秘密地混入高價或比賽茶，或是作為中低價位

沖泡茶主力，以及部分流入飲料茶產業。1990 年代，李登輝政府試圖轉移臺商投資對象，從而

確保臺灣的本土性。然而，當響應南向政策的茶葉種植者威脅到國內茶農，威脅到臺灣本土

時，臺灣政府旋即加強對進口茶葉的管制，並公開提出越南「毒茶」的論述（橙劑與農業殘

留）。在此，越南茶的爭議不只是食品安全的爭議，也彰顯出茶產業進口保護或開放市場的發

展路線之爭，從中更反映出臺灣農產業的焦慮，而這個農業政策上的爭議，也在全球市場與區

域地緣政治的流變中，落入一種政治地理學與政治生態學所批判的「尺度陷阱（scalar trap）」。 

資料三： 拼配，又稱拼堆，是一種將不同的茶葉原料依據特定比例混合，以追求更好、或更複雜風味的

技術。自十九世紀末茶葉引入臺灣，類似當代拼配的工序即廣泛地被運用在臺灣茶產業中，隨

著時代變遷，臺灣茶產業的拼配逐漸走向跨國的混合與分裝。作為一門專業技術的拼配，和不

誠實的混用茶葉原料不能相提並論，像英國品牌「立頓」就是拼配中心。拼配的支持者提出一

個利基於全球農食體系下的產業發展與農業政策想像，廣納越界的事物，重構臺灣的茶產業。 

資料四： 邊界永遠是個過程，新的物質性考量可能正在重構邊界，反對越南臺茶的國內茶業經營者、部

分國家行動者與學者，為了壓制拼配技術，發展出新的 DNA 分析技術應對。該技術宣稱已經能

有效區辨臺灣、越南與其他主要進口來源茶葉的 DNA 片段差異。如果說拼配是透過茶諸多面向

的物質性考量而產生的一種邊界穿越技術，那麼 DNA 檢定，就是摒棄農業殘留或是身體感官，

專注生物科學意義上的物質性的農業本土劃界技術。 

22. 根據資料一、資料二和課本內容，下列哪些是臺灣茶商外移至越南的主要原因？（甲）臺幣升值；

（乙）交通革新；（丙）環境汙染；（丁）政府政策：（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23. 根據資料二推論，下列哪個標章所隱含的概念，善用了政治地理學/政治生態學中所謂的「尺度陷阱」

來行銷商品？ 

    

（A） （B） （C） （D） 

24. 資料三以「拼配技術」提出了什麼概念？ 

（A）臺灣茶的純正性是媒體再現的產物 （B）臺灣茶的純正性不應以茶葉的產地來定義 （C）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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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的純正性是長期多元文化融合的結果 （D）臺灣茶的純正性不應以犧牲全球市場作為代價 

25. 根據資料一至資料四，請問下列何者最符合本研究中「邊界」的意義？ 

（A）與核心相對的領域 （B）全球與本土對接的方式 （C）日常生活中各種分類與排除 （D）國家

與國家之間相鄰的地區 

26 - 27 為題組 

◎ 下表為金門、雪霸、墾丁、陽明山（未依甲、乙、丙、丁順序排列）四座國家公園 2016 年遊客人次統計

表，請問： 

                                                                               單位：人次 

 甲 乙 丙 丁 

春（3至5月） 271,356 1,752,629 1,559,943 891,977 

夏（6至8月） 288,146 1,641,007 836836 1,042,622 

秋（9至11月） 292,620 927946 677,760 862,205 

冬（12至2月） 327,949 1,512,712 1,409,443 654,259 

 

26. 請問表格中「丙」國家公園的識別標誌為下列何者？ 

    

（A） （B） （C） （D） 

27. 表格中哪個國家公園可見到如右圖之景觀？ 

（A）甲 （B）乙 （C）丙 （D）丁 

28 - 29 為題組 

◎ 1985 年，美國、日本、西德、法國和英國在紐約簽訂廣場

協議，1986 至 1987 年一年之內，日本央行五度調降基準

利率。請問： 

28. 下列何者是促使五國簽訂廣場協議的主要原因？ 

（A）平衡國際收支 （B）壓抑石油價格 （C）圍堵共產勢力 （D）發展自由貿易 

29. 依經濟學原理，日本央行的降息政策，其目的在於達成下列哪些效果？（甲）減少資金外流；（乙）維

持經濟成長；（丙）避免日圓持續升值；（丁）緩解通貨膨脹壓力：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30 - 35 為題組 

◎下列資料主要摘錄改寫自吳介民（2019）《尋租中國：台商、□□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並參考其他學術

研究。請以課本（p.192）內容為基礎與之對話，並回答問題。 

資料一： GCC/GVC 的概念認為任何一項商品的生產，有不同層級的關係和分工，並受到權力的調控，因此

廠商在不同產業層級中進行的生產活動，也意味著權力和利益分配。從理論的角度，中國掌握住

價值鏈移動的歷史契機，經由外資的中介—其中台資扮演著關鍵角色—而搭上快速成長列車，讓

中國在短期間內成為世界工廠。同時，中國的地方政商關係在價值鏈經濟剩餘的萃取中，扮演至

關緊要的角色，與國際買主和和外資製造商一同剝削中國勞工的剩餘價值。 

資料二： 先走一步，勢必需要創造自己專屬、妥當的詞彙。1980 年中央書記處開會，會上，劉田夫發言要

求中央允許參照外國和亞洲四小龍的成功經驗。反對派當下即說：「…如果這樣搞，那得要在邊界

上拉起 7000 公里長的鐵絲網，把毗鄰幾個省隔離開來。」不能和臺灣一樣叫作「加工出口區」，

也不能叫作「自由貿易區」。稍後，則拍板稱為「特區」，並將土地使用其定為 50 年。土地出租給

外資，不叫作「地租」，稱為「土地使用費」。 

資料三： 地方政府官員協助企業省下勞動費用，並協助其將各種「社會成本」（例如汙染控制等）外部化；

而政府則從企業收取隱藏性稅費，官員則獲得各種額外利益（從招待、禮物到紅包等等）。在這種

政商關係中，地方官員很像是仲介商的角色，從中賺取工繳費差額、土地廠房的租金，以及其他

各種類型的經濟租，宛若一個「收租階級」。 

資料四： 台陽的工廠是一家典型的加工出口廠，登記證件上寫著「中外合資企業」，但事實上，台陽是一加

百分之百的外商獨資企業，每年付給莞強 100 多萬人民幣的「人頭稅」。根據雙方合同，台陽投入

70%資本，莞強出資 30%，但其實莞強沒有投入任何資金。此外，莞強並沒有派任何人員到台陽公

司的現場負責實際的生產管理工作，不承擔任何經營風險，也不分享公司的利潤。蘇協理透露，

當地官員尋租活動非常頻繁，台陽找莞強合作最大的好處，就是讓莞強協助排除這些干擾活動，

在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環境中做生意，似乎少不了一個官方保護人，而付費解決問題，

在外商的感覺裡有某種程度的正當性。 

資料五： 中國政府從十一五規劃起就強調發展內需，並加大產業升級力度，試圖將原有成長模式轉型，並

於 2007 年年底正式提出「雙轉移」策略。2015 年，在習政府「依法行政」的原則下，中央政府收

回稅收權，緊縮地級市以下政府給予外商優惠的審批裁量權限，壓縮地方官員的尋租空間，也同

時壓縮了台商的獲利空間。大環境對台商不利，中國已將一部份製造技術拿到手，內資廠開始承

接國際二線品牌訂單，與台資廠競爭，而關說已然失靈。「提錢來講，喝酒，無效了！」 

30. 根據資料一，GCC/GVC 的概念最可能由下列哪個理論衍生而來？ 

（A）中地理論 （B）推拉理論 （C）雁行理論 （D）世界體系理論 

31. 下列哪句話最能精確詮釋資料二的內容？ 

（A）破四舊，立四新 （B）騰籠換鳥、鳳凰涅槃 （C）不管黑貓白貓，能捉到老鼠就是好貓  

（D）交夠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32. 「尋租（rent-seeking）」又可譯為「競租」，根據資料推論，下列何者最符合「尋租」的定義？ 

（A）追求利益但不具生產性的行為 （B）土地開發者為得到某塊土地，願意支付的金額 （C）市場

法則下，試圖將經濟效益極大化的作為 （D）藉由貿易換取本國不具有相對優勢的產品而獲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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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料五中所謂的「雙轉移」主要是指下列哪兩者的空間轉移？（甲）民工；（乙）外國投資；（丙）國

營企業部門；（丁）勞力密集型產業：（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34. 本書書名中的「□□」，最適合填入下列哪個地名？ 

（A）廣東 （B）上海 （C）四川 （D）環渤 

35. 由資料一至資料五，下列何者是吳介民用以進行分析的核心視角？ 

（A）國際分工 （B）制度安排 （C）範疇經濟 （D）學習型區域 

36 - 37 為題組 

◎ 中國於 2015 年宣布廢除一胎化政策，所有夫妻都可生兩胎，希望藉此解決人口問題。請問： 

36. 下列何者是 2019 年中國的人口金字塔？ 

  

（A） （B） 

  

（C） （D） 

37. 針對開放「兩胎」後的人口情境（2020 至 2040 年），下列何項分析最可能實現？（A）幼年人口數減

少，人口年齡結構持續老化 （B）壯年人口比重增加，中國穩住世界工廠的地位 （C）年輕家庭的生

育意願低，扶養比持續下降 （D）總生育率增加，中國維持人口替代水準 

38 - 40 為題組 

◎ 東亞夏季季風始於澳大利亞高壓隨著季節移動，澳大利亞高壓的低層氣流向低緯度流動穿過赤道，流向

亞洲大陸的低壓槽，形成東亞夏季季風。由於亞洲陸地東面有個規模不小的「西太平洋副熱帶高壓」，受

其影響，東亞夏季季風較不穩定。此外，北方中緯度氣團南下影響季風區，造成夏季季風和中緯度氣團

間形成「梅雨鋒帶」，是東亞獨特的大氣系統，所以此區的降雨情形變化多端，不似南亞季風區單純。請

問： 

38. 東亞夏季季風盛行時，受澳大利亞高壓影響的澳洲季風區（澳洲低緯度地區）主要的季風風向為？ 

（A）東北風 （B）東南風 （C）西北風 （D）西南風 

39. 臺灣地區若處於西太平洋高壓的影響之下，下列何者最可能是主要的風向？ 

（A）東北風 （B）東南風 （C）西北風 （D）西南風 

40. 南亞季風區與東亞季風區相較，沒有週期性的梅雨鋒帶，下列何者是主要原因？ 

（A）緯度 （B）洋流 （C）地形 （D）風向 

 

 

 

※試題結束※ 



市立台中一中 108學年度第二學期 期末考 高一地理解答 

1 2 3 4 5 6 7 8 9 10 

B D D A B C B C C A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A C D B A C D C C D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D B A B C C D A C D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C A A A B D A B B 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