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中市立臺中女子高級中學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期中考試 

  高一 地理科試題   範圍：高中地理第一冊  第三章 地形系統  第四章 氣候系統 

◎單一選擇題 (1-50題，每題2分，共5頁)  選擇題請作答於答案卡 

1. 右表為某河流中 甲、乙、丙、丁 四河段調查後所得的測量資

料。請問在正常情況下，四河段中何地河流堆積作用最顯著？ 

(A)甲 (B)乙 (C)丙 (D)丁。 

 
  
2. 河川的流路常因環境影響持續變化，請問在哪些情況下，河道的

長度會有「縮減」的現象？(甲)搶水作用後的斷頭河 (乙)因上游攔砂

壩使河流輸沙量銳減 (丙)全球氣候變遷進入冰河期 (丁)中游的河道

曲率加大 (戊)向源侵蝕持續發生 (己)全球暖化使海平面上升。 (A)

甲丙丁 (B)丙戊己 (C)乙丁戊 (D)甲乙己。 

 

◎右圖為臺灣某地區 1916 年日治時期五萬分之一蕃地地形圖，請問： 

3. 根據圖中「甲地」之等高線地形圖研判，此地形的形成與下列河流

的哪一項機制最為密切？(甲)流幅變寬；(乙)坡度減緩；(丙)搬運物質

增加；(丁)接近侵蝕基準。(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乙丁。 

4. 潮州庄聚落的分布位置，與下列何項自然環境特色的關係最密切？ 

(A)水資源豐富 (B)水患機率低 (C)沖積物淘選度佳 (D)遠離斷層。 

 

◎臺灣地名常和自然環境與位置有關，請參照右圖回答以下問題： 

5. ｢崁頭｣為客家話的用語，請問此地名與哪一地形相關？  

(A)沙丘 (B)河階 (C)台地 (D)沖積扇。 

6. ｢水頭｣聚落附近多水塘，請問水源可能為何？   

(A)河水 (B)雨水 (C)泉水 (D)抽地下水。 

 

◎長濱到成功段狹長的海岸線，是臺東「甲地形」最寬廣的地點，是臺

東最大農耕、聚落集中地，更是史前原住民重要的發源地。請問： 

7. 根據上面的敘述，「甲地形」應該是何種地形？(A)河階  (B)海階  

(C)三角洲  (D)海蝕平台 

8. 此海岸線八仙洞是「長濱文化」遺址所在，右圖為此地的側視圖，

呈現各洞穴離地面的位置與名稱。依形成年代而言，最古老的洞穴

最可能是哪一個？(A)乾元洞 (B)海雷洞 (C)崑崙洞 (D)靈岩洞。 

 

◎右圖為臺灣東北角的海陸分布示意圖。此區海岸地形處處可見，海岬

、灣澳、沙灘、島礁、海蝕平台散布海濱。請問： 

9. 在此類環境中，人們常選擇避風、地勢較低的地形居住，請問圖中

哪些地名很可能為聚落發生地點？(甲)鼻頭角；(乙)龍洞岬；(丙)澳

底；(丁)卯澳；(戊)三貂角。(A)甲乙 (B)甲戊 (C)乙丙 (D)丙丁。 

10. 自1999年澳底興建核四廠碼頭開始，福隆海水浴場沙嘴地形(圖中

黑框處)便有面積逐漸縮小的趨勢。請問帶來此地沙源的主要沿岸

海流，其流動方向為何？(A)由西北向東南 (B)由東南向西北 (C) 

由遠海流向近海 (D)由河川流向海洋。 

 

◎荒涼是撒哈拉地區給世人的印象，砂質沙漠和礫漠廣布其間。請問： 

11. 塑造該種地形的主要營力為何？ (甲)物理風化、(乙)化學風化、

(丙)風成作用、(丁)河川作用、(戊)溶蝕作用。(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甲戊。 

12. 砂質沙漠、礫漠同為荒涼特色，造成其景觀明顯差別的原因為何？ 

(A)緯度高低不同 (B)地質構造不同 (C)年溫差高低之差別 (D)堆積或侵蝕之不同。 

 

  

 甲 乙 丙 丁 

流速（公尺／秒） 12.2 8.4 9.3 15.7 

深度（公尺） 1.48 0.9 1.2 1.8 

寬度（公尺） 25 30 31 24 

潮州

甲 

X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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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蒙古高原、黃土高原和華北平原在成因上有一定的關連性。圖中甲∼丁表示不同外營力的類型。請問： 

13. 請問下列哪些特性可以證明「ㄅ高

原」的黃土來自乾燥氣候區？(A)顆

粒細如花粉；(B)顆粒具稜角；(C)

堆積成高原狀；(D)顏色黃棕色。  

14. 關於圖中甲∼丁外營力何者為「水

力搬運作用」？(A)甲 (B)乙 (C)丙 (D)丁。 

 

◎當冰河因全球氣溫上升而逐漸消融時，其搬運的土石碎屑也因堆積而形成各種冰

河堆積地形。右圖是美國紐約州威斯波特附近冰河堆積地形的等高線圖。請問： 

15. 此地形堆積物質大小排列，可由下列哪一示意圖表示？ 

(A)

 

(B)

 

(C)

 

(D)

  
16. 這種地形可供辨認當年冰河流動的方向。圖中所顯示的冰河流動方向為何？  

(A)東南→西北 (B)西南→東北 (C)西北→東南 (D)東北→西南。 

 

◎右圖為第拿里阿爾卑斯山某地區的等高線地形圖，請問： 

17. 此地最可出現的地形為何？(A)滲穴 (B)火山錐 (C)冰斗 (D)鼓丘。 

18. 若當地必須發展農業，需先解決何種環境上的問題，才有可能獲得成效？ 

(A)土壤漏水 (B)有機酸過多 (C)土壤鹽鹼化 (D)排水不易。 

 

19. 下左圖是一張由南向北拍攝的風積地形照片。此地形受盛行風的影響，迎

風成凸形緩坡，背風為凹形陡坡。請問該照片最可能位於下列何處？ 

(A)祕魯西北部的塞丘拉沙漠 (B)澳洲西北部的大沙地沙漠 (C)埃及西南

部的撒哈拉沙漠 (D)中國西部塔克拉瑪干沙漠。 

20. 上中圖為美國紐約中央公園中的一特殊地景，其為冰河侵蝕作用形

成。請問其最可能是下列哪個地形？(A)單面山 (B)角峰 (C)端磧 

(D)羊背石 

21. 上右圖為土耳其棉堡風景照，該地如一座雪白的城堡而得名。照片

中泉水富含碳酸鹽，在有如梯田的斜坡上流動。請問這種自然天成

的作用力為何？ (A)侵蝕基準下移 (B)沉積作用 (C)河川侵蝕 

(D)地滑作用。 

 

◎右圖為某種地形區的等高線地形圖，請問： 

22. ｢丙處｣為何種地形？ (A)角峰 (B)冰斗 (C)刃嶺 (D)懸谷瀑布。 

23. 若由圖中最大的冰河槽來判斷，當時冰河的運動方向為何？     

(A)北→南 (B)南→北 (C)東→西 (D)西→東。 

 

24. 右圖為 1904 年臺灣堡圖新北市新店溪上游地形圖。請問新店和直潭聚落皆

位於何種河流地形？ (A)河階 (B)沖積扇 (C)曲流凹岸 (D)曲流凸岸。 

 

  

 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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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下左圖為某地季節和晝夜變化分布圖，該地最可能的位置為下右圖中何地？(A)甲 (B)乙 (C)丙 (D)丁。 

     
 

26. 下列哪一個句子是對「雨量變率」最好的詮釋？ (A)象神颱風在花東地區降雨超過1,000公釐，約占全年平

均雨量的一半，形成嚴重水災 (B)環地中海地區夏乾冬雨，但雨期長短不一，若春雨較早結束，作物往往

收成不好 (C)一時陰風怒吼，一時朝陽送暖，令人捉摸不定 (D)伊基圭位居智利北部，曾有連續十四年不

下雨的紀錄，但之後的一年，一陣雨就下了65公釐，還鬧水災。 

 

27. 下圖為甲～丁四地1月份的等溫線分布，請依其特徵判斷何為陸地？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28. 氣候要素深受地理環境影響，下列選項中哪些要素彼此間呈「反比」關係？(甲)氣溫和高度；(乙)相同高度

下氣溫和氣壓；(丙)高度和氣壓；(丁)緯度和年溫差。 (A)甲乙丙 (B)甲丙丁 (C)甲乙丁 (D)乙丙丁。 

 

29. 地表上年溫差各地有所不同，請問溫差最大的地區，應位於右圖中

何處的內陸地區？ (A)甲 (B)乙 (C)丙 (D)丁。 

 

30. 下左圖為某地沿海一月等溫線分布，氣溫線呈現｢向上凸起｣現象，請判斷該地最可能位於下中圖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31. 上右圖是某一種氣候現象分布圖，對於該圖的分布，那些為合理敘述？(A)該圖表示熱帶氣候分布  (B)該圖

的氣候成因為地方風系 (C)該圖分布區的氣溫和降水都呈垂直分布  (D)該圖所示區域都是夏季降雨為主 

 

32. 下圖照片是某人正午時間，站在赤道正上方，面向西方，從上向下拍攝的照片。該照片的拍攝日期和下列

哪個節氣最接近？ (A)立春（2月4日或5日） (B)芒種（6月6日或7日） (C)寒露（10月8日或9日） (D)

冬至（12月22日或23日）。 

 

 

 

 

 

 

 

33. 東南亞為一熱帶季風氣候區，上右圖為該區七月及一月的主要風向圖，試問圖中甲～丁四者哪些是屬於七

月的盛行風向？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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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右圖為根據甲、乙、丙三地各月平均氣溫和平均降水量所作的統計圖（

每個區塊有12個點，表示12個月），根據此圖判斷，那些為合理的氣候

配對？ (A)甲地為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B)乙地為溫帶海洋型氣候 (C)

乙地為熱帶季風氣候 (D)丙地為熱帶莽原氣候。 

 

 

◆右圖為以北極為中心的極方位投影地圖，甲～庚 分別代表行星風系中各個高低氣壓與

盛行風帶（沒有風帶季移的情況下）。請根據此圖回答下列問題： 

35. 某一風帶盛行風，圖中以北極為中心呈逆時針方向吹送，試問其所在位置為何？ 

(A)戊 (B)乙 (C)庚 (D)己。 

36. 為了適應莽原氣候乾旱季節，東非野生動物會跟著某一行星風帶所帶來的雨季，

進行季節性的遷徙，請問該風帶位置為何？ (A)己 (B)丙 (C)庚 (D)丁。 

 

 

37. 右圖為某地氣溫與降水量的逐月分布圖，下列選項中那些為對於該地區氣候

的合理敘述？ (A)該地位於南半球，屬於夏乾冬雨的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B)

該地下雨與否，與I.T.C.Z.有密切的關係 (C)該地日照強烈，植被茂密，植物

高度常高達40公尺以上 (D)最可能為澳洲東南部的夏雨型暖濕氣候。 

 

 

◆右圖為北半球之假想大陸的氣候分布圖，請問： 

38. 相較於北半球，南半球所「缺乏」的氣候類型有哪些？ 

(A)甲乙  (B)甲丙  (C)甲戊  (D)丙戊。 

39. 造成「甲氣候帶」，東西分布不對稱現象的主要原因是？  

(A)海陸性質不同 (B)洋流性質差別  

(C)地勢高低     (D)盛行風向不同。 

40. 「甲氣候帶」和極地苔原氣候分界，最可能是哪一界線？ 

(A)最冷月均溫10℃等溫線  (B)最暖月均溫0℃等溫線   

(C)年均溫10℃等溫線      (D)最暖月均溫10℃等溫線。 

 

 

◆右圖為全球某月份的等壓線分布圖

(氣壓單位：百帕)。請問： 

41. 此季節D地沿岸陸地的盛行風向

為何？(A)吹乾燥的東北風 (B)

吹濕潤的東北風 (C)吹乾燥的

西北風 (D)吹濕潤的西南風。 

42. 圖中A、B兩地，其在氣候上有何

種共同點？(A)年溫差大 (B)風

向一致 (C)均有冬雨 (D)氣壓

梯度力一致。 

43. 非洲哪些地點正值乾季？(A)CD 

(B)CF (C)DG (D)DF。 

 

 

 

44. 跟臺灣同緯度的國家，包括有阿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沙烏地阿拉伯、埃及、利比亞、阿爾及利亞、茅

利塔尼亞、撒拉威…等。這些國家普遍氣候乾燥不易降水，其原因主要受到哪個風帶的影響？          

(A)極圈氣旋帶 (B)馬緯度無風帶 (C)間熱帶輻合區 (D)貿易風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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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下圖的甲至丁，分別為四個不同地區的氣候圖。請問若不考慮這四地的海拔高度要素，則這四地由北到南

的排列順序為下列何者？ (A)甲乙丙丁 (B)甲丁乙丙 (C)丁乙甲丙 (D)丁丙乙甲。 

 

 

 

 

 

 

 

 

46. 「本區終年有雨且冬雨更多，所以必須要終年隨身攜帶雨傘，不僅如此，由於夏溫不高早上出門上班時還

得穿風衣，幸好平地冬季少有下雪機會，仍為冷濕的狀態。」請問上敘地點最可能出現在下列何處？ 

(A)   (B)   (C)   (D) 。 

 

 

47. 右圖為全球水平衡圖，從圖片內容進行判讀，可獲得那些合理的推論

？(甲)赤道地區因受I.T.C.Z.影響降水量最多；(乙)副熱帶高壓帶為全球

蒸發量最大地區；(丙)熱帶乾燥氣候區為全球缺水量最大地區；(丁)極

區為全球最接近水平衡地區；(戊)缺水的主因為降水量太少。 (A)甲

丁戊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戊。 

 

◆海洋表層的海水沿著固定方向流動，稱為洋流，其對各地氣候類型有一定的

影響，請參照下列全球洋流簡圖。請問： 

48. 名為「阿古拉斯」的洋流，可由圖中哪個箭頭表示？(A)7  (B)12 號 

(C)17 號 (D)20 號。 

49. 圖中5號與10號洋流皆為吹送流，請問此兩洋流哪一方面差異最大呢？ 

(A)流向 (B)緯度 (C)溫度 (D)成因。 

50. 試問下列哪一組洋流，其與乾燥氣候息息相關呢？ (A)4號、6號 (B)19號、20號 (C)7號、8號 (D)12號、

13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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