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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適用 99課綱) 

__________年__________班  座號__________姓名__________ 

總       分 

 

一、單一選擇題 (25題 每題 0分 共 0分) 

（   ）1.十八世紀中葉，乾隆皇帝召集 3萬以滿、蒙族為主的士兵，欲攻打某地，並準備了 15萬匹馬、10萬頭

駱駝用以載運貨物，另有 10萬頭牛、羊用以屠宰食用。該地今日最可能出現下列哪項景觀？ (A)早

期穆斯林渡海來此興建的清真寺 (B)為發展棉花種植業的沼澤排水工程 (C)架設從哈薩克輸入原油

的跨國管線 (D)促進漢人返鄉投資的經濟特區廣告。 

（   ）2.圖中「甲→丁」兩地沿線中，可見到地理現象在空間上的演變。請問正確的演變順序有哪些？(甲)平均

年雨量遞增；(乙)最冷月均溫遞增；(丙)天然植被：苔原→森林→草原→沙漠；(丁)土壤：灰化土→黑

鈣土→乾漠土→弱育土；(戊)人類活動：游牧→林業→小麥→棉花。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

丁戊 (D)乙丙戊。 

 

（   ）3.「鄰避性設施」通常是都市居民甚為反感的一些公共設施，例如：垃圾焚化爐、核能發電廠、高壓變

電所等。圖為某國內甲～丁四個行政區的鄰避設施與人口數量的標示圖，請依圖中的數據研判，哪一

行政區可能位於都市邊緣的郊區？ (A)甲 (B)乙 (C)丙 (D)丁。 

 

（   ）4.中國人口老化的速度十分驚人，第六次人口普查結果出爐，2011年時老年人口比例已達 8.87％，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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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比例，法國花了 115年，美國花了 72年的時間。請問中國人口高齡化如此快速的主因為何？ (A)

男女比例嚴重失衡 (B)嬰兒死亡率急速上升 (C)自然增加率快速下降 (D)醫療衛生大幅進步。 

（   ）5.臺灣企業非常注重「協力廠商」支援，以便能完成所需產品，甚至造就一群「班底」。請問「協力」的

意義最接近何者？ (A)規模經濟 (B)工業連鎖 (C)聚集經濟 (D)標準化生產。 

（   ）6.圖為黃河流域圖，請問春季時最容易發生「凌汛」現象的河段為圖中哪二處？ (A) (B) 

(C) (D)。 

 

（   ）7.黑死病於西元 1348～1351年在歐洲迅速蔓延，疫情尖峰時許多城市的死亡人數都在十萬以上，一直延

伸到 18世紀才消失。圖為黑死病傳染地圖，關於黑死病的傳播路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傳播

路徑由東向西，說明黑死病是由東亞傳入 (B)傳播路徑以陸路為主，說明黑死病病原無法在海上生存 

(C)傳播路徑以海路為主，說明貿易路線也是傳染路線 (D)北方有些傳染較慢或沒有遭受傳染，說明

地形為最重要的阻礙效果。 

 

（   ）8.臺北地區因為地形效應的關係，各地區洪患影響的程度各不相同。圖為大臺北地區的水文簡圖，其中

哪一個地區在豪雨侵襲時，最容易產生洪患？ (A)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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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圖為土地價格與中心商業區之距離影響下，所形成的「地價變化曲線」。請問曲線上哪一地點的居民，

對每日通勤時間與品質議題的關注將最多？ (A)甲 (B)乙 (C)丙 (D)丁。 

 

（   ）10.從小隨父母離開原鄉到都市生活的小艾在觀賞《賽德克巴萊》後，想要撰寫一篇原鄉部落鄉土報告。

因此她準備回到原鄉部落與族人一起生活，以利進行完整的傳統生活觀察。關於此一研究計畫何者較

不適宜？ (A)採取觀察研究法，著重人文實察 (B)多採封閉式問卷調查法 (C)可以直接蒐集第一手

資料 (D)可以深入觀察、訪談部落耆老做較完整的紀錄。 

（   ）11.圖為歐、非二洲國家某種社會發展指標的統計地圖，圖中各國家的面積代表該項指標值的大小。該項

指標最有可能為下列哪一項？ (A)國民平均壽命 (B)平均國民生產毛額 (C)15歲以上人口識字率 

(D)平均每人水資源擁有量。 

 

（   ）12.2008年發生「金融海嘯」之後，各國產品銷往美國的國家出口貿易額急遽衰退，臺灣也不例外。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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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二種措施是因應此一情勢的適當做法？(甲)減少進口美國商品；(乙)增加採購美國商品；(丙)推展出

口市場多元化；(丁)調整商品結構，增加產品附加價值。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   ）13.河川等級的第一級河川為該集水區內最源頭的支流；二條第一級河川匯流，則形成第二級河川；二條

第二級河川匯流，形成第三級河川，其他等級依此類推。圖中表示甲、乙二個集水區內河川等級和各

等級河川平均坡度的關係。請問下列甲、乙二個集水區的比較，何者正確？ (A)甲集水區內的河川數

量較乙集水區多 (B)甲集水區的面積較乙集水區小 (C)甲集水區下游的河床坡度較乙集水區陡 (D)

甲集水區上游的逕流量較乙集水區小。 

 

（   ）14.表是 2013年中國、美國、印尼、紐西蘭等六個國家的農業普查資料。請問：2013年，臺灣與表中某

個國家簽署經濟合作協定(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雙方給予對方產品極低關稅的優惠，並

逐年調降關稅，如目前臺灣給予對方奶製品、羊肉、羊毛、水果等產品極低關稅的優惠，並預計逐步

達到零關稅的目標。請問該國為何？ (A)甲 (B)乙 (C)丙 (D)丁。 

國家 

農業產值占國

內總產值比例

（%） 

農業人口占總

就業人口比例

（%） 

甲 1.1 0.7 

澳洲 3.8 3.6 

乙 5.0 7.0 

丙 10.0 33.6 

泰國 12.1 38.2 

丁 14.3 38.9 
  

（   ）15.全球商品鏈的觀念可以解釋兩岸三地的新國際分工型態。臺灣的資本、製造業技術（包括機械、設備

及中間財）及管理經驗；香港對國際市場的出口、國際金融服務和轉運中心；中國大陸的廉價土地、

原料及勞動力。請問會出現這種國際分工型態的主要原因為何？ (A)比較利益原則 (B)規模經濟考

量 (C)自然資源差異 (D)聚集經濟成形。 

（   ）16.資金流對國際經濟有極大的影響，下表有關各時期資金流發展的形式，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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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B) (C) (D) 

時期 1980 年代 1990 年代 1997 年 2004 年 

發展形式 

已開發國家流

入開發中國家 

中南美洲債務危

機，資金流向已

開發國家 

資金分散至東歐、獨

立國協、中國、東亞

等新興工業化國家 

國際資金流入

中、印、巴、

俄等國 
  

（   ）17.西班牙位於一個隆起的古陸塊上，其農業以旱作為主，灌溉農業為輔，前者有一年生穀物和多年生作

物之別，後者則多屬集約園藝農業。進入歐盟後，在歐盟農產品補貼政策與區域發展輔助基金等因素

影響下，市場擴大，農業趨於多元。請問：在氣候條件影響下，西班牙旱作區小麥最佳的播種季節為

何？ (A)春季 (B)夏季 (C)秋季 (D)冬季。 

（   ）18.中南美洲在八○年代初陷入所謂「失落的十年」，起因於七○年代中南美洲國家舉債發展經濟，1979

年開始的石油危機導致歐美利率攀高，成為拖垮經濟的元凶。1982年墨西哥率先承認無力償還外債，

讓債權銀行意識到中南美洲國家的經濟問題，立刻緊縮借款，並且要求償還之前的短期借款，引發了

中南美洲國家一連串的經濟危機。針對上文的敘述，對於墨西哥在八○年代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甲)批索貶值之後，墨西哥出口受創；(乙)墨西哥宣布無力償還外債，墨西哥批索隨之貶值；(丙)龐大

的外債問題，一直是墨西哥經濟發展的重大障礙；(丁)批索貶值的同時，也帶動了墨西哥的通貨膨脹

更加嚴重。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丁。 

（   ）19.圖是臺灣 1952～2015年對外投資比重，由統計資料顯示，歷年英屬中美洲（英屬維京群島、開曼群

島）占臺灣對外投資核准金額比率僅次於中國大陸，英屬中美洲吸引臺商投資的主要原因為何？ (A)

市場廣大 (B)基於邦交國的情誼 (C)勞工資源豐富 (D)透過該地進行間接投資。 

 

（   ）20.2011年日本 311大地震之後，除日本產業受到重創外，亞股、歐股和美股股價亦出現跌勢。此一事實

和下列哪個現象關係最密切？ (A)跨國空間分工鏈發達 (B)產品的生命週期縮短 (C)區位移轉的

趨勢加速 (D)新興的資本市場增多。 

（   ）21.表為世界各大洲人口資料，請問下列推論正確者為何？（表中北美洲不含墨西哥） (A)非洲人口的

出生率最高，死亡率最低 (B)歐洲每年的新增人口數最少 (C)世界新增人口至少 50％分布於亞洲 

(D)中南美洲新增人口至少是北美洲的 3倍。 

地區 亞洲 非洲 歐洲 北美洲 中南美洲 大洋洲 

人口自然增加率（％） 1.9 2.8 0.3 0.7 2.2 1.2 

人口數（億） 41 8 8 3.5 3 0.3 
  

（   ）22.表是 2010年某四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資料。請問表中哪一國的人口成長，最可能處在人口轉型的高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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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或早期人口擴張階段？ (A)甲 (B)乙 (C)丙 (D)丁。 

國家 
就業結構 

（一：二：三級） 

失業率 

（％） 

貧窮人口

比例（％） 

前 10％收入家庭占

總消費的比例（％） 

後 10％收入家庭占

總消費的比例（％） 

甲 5：23：72 7.9 30.0 32.6 1.2 

乙 7：24：69 3.3 15.0 24.2 2.7 

丙 42：20：38 1.2 9.6 33.7 1.6 

丁 85：6：9 14.0 64.0 38.8 1.2 
  

（   ）23.「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是 1992年由亞洲開發銀行所發起，後經 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而停

滯。2002年流域六國領袖於金邊召開「大湄公河次區域高峰會」，為該區域的經濟合作確立方向。請

問下列何國不在該流域？ (A)中國 (B)越南 (C)泰國 (D)馬來西亞。 

（   ）24.日本M乳業公司的廣告文宣如下：「日本技術＋澳洲純淨乳源與就地生產＋原裝直達臺灣＝100%品質

保證」請問影響M乳業公司形成此經營型態的原因，可能有以下哪兩項？(甲)澳洲擁有廣大消費人口；

(乙)運輸革新，縮短產銷距離；(丙)澳洲比日本更接近臺灣市場；(丁)在澳洲設廠，生產成本較低。 (A)

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   ）25.西班牙東部小鎮布諾爾（Buniol）每年會舉辦「丟番茄比賽」，參與者以番茄為武器，在街頭展開混戰，

估計用了 120噸熟透番茄，比賽結束後，整個市中心變成了一片「番茄海」。當地政府為了吸引到最

多的人潮，考量舉辦時的天氣狀況，應該選擇哪個月份辦理本項活動？ (A)1月 (B)4月 (C)8月 

(D)11月。 

 

二、單一選擇題組題 (5小題 每小題 0分 共 0分) 

1.圖是歐洲某種傳統農業的農田景觀圖。請問： 

 

（   ）(1)造成圖中聚落分布型態的原因和該區哪一項地理特徵關係最密切？ (A)地形種類 (B)人口密度 (C)

農業耕作制 (D)灌溉水源。 

（   ）(2)由圖可知這種農業並沒有出現下列哪些耕作制度？(甲)休耕；(乙)田地周圍築上短籬利於馬匹犁田；

(丙)二年輪耕制；(丁)三年輪耕制；(戊)農牧並行制。 (A)甲丙 (B)乙丙 (C)丙戊 (D)乙丁。 

2.進入經濟全球化後，跨國企業為了維持或增強企業的競爭優勢，經營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各企業由於不同的

考量而會將生產流程加以分工或整合。如：垂直分工、水平分工、垂直整合、水平整合。請問： 

（   ）(1)企業將生產流程分工或是整合，是基於下列哪四項因素的考量？(甲)各地的比較利益優勢；(乙)各地

的機會成本差異；(丙)產品生命週期縮短；(丁)生產效率的提高；(戊)民族意識的考量 (A)甲乙丙丁 (B)甲乙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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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甲丙丁戊 (D)乙丙丁戊。 

（   ）(2)美商高露潔──棕欖企業收購臺灣的黑人牙膏品牌，快速擴張在臺灣牙膏的版圖，市占率達六成以

上，請問該企業這種作法是屬於何種經營策略？ (A)垂直整合 (B)水平整合 (C)水平分工 (D)垂直分工。 

（   ）(3)日劇「華麗一族」中，木村拓哉飾演一位煉鋼廠（轉爐）的年輕實業家，為了能取得穩定的原料（生

鐵）來源，因此亟欲向銀行融資興建生產生鐵的高爐，請問若他成功取得資金興建高爐並運轉後，該公司的產業

可說是具有何種特性？ (A)垂直分工 (B)水平分工 (C)垂直整合 (D)水平整合。 

3.「綠建築」的目的在消耗最少的地球資源，製造最少廢棄物的建築環境設計，提供最安全、健康、效率及舒適的

環境；達到人、建築與環境共生、永續發展的目標。簡單來說，就是「生態、節能、減廢、健康的建築物」。以下

為綠建築指標，請問： 

項目代號 指標名稱 項目代號 指標名稱 

1 生物多樣性 6 二氧化碳減量 

2 綠化 7 室內環境 

3 基地保水 8 廢棄物減量 

4 水資源 9 汙水垃圾改善 

5 日常節能  
  

（   ）(1)範例「以輕鋼、木材建造，並降低建材使用量及再生建材為主」，係符合綠建築九大指標中的哪一項？ 

(A)2 (B)3 (C)5 (D)6。 

（   ）(2)臺南市億載國小於民國 93年榮獲綠建築 9項指標的認可，為全國第一所通過綠建築 9項指標的學校。

請問該校的建築環境設計—「景觀生態池」和「落葉有機堆肥場」依序是符合哪一項綠建築指標？ (A)7、5 (B)4、

2 (C)3、6 (D)1、8。 

4.全球暖化是當代重要的環境議題。全球暖化將導致海平面上升，海岸線後退，土地資源流失；沿海地區土地也易

受海水倒灌、排水不良而受水患之苦。此外，全球暖化也可能導致疾病流行範圍的擴大，如 2007年，流行於熱帶

地區的屈公病(Chikungunya)，曾在部分溫帶國家境內出現大量病例，即被世界衛生組織官員認為與全球暖化有關。

請問： 

（   ）(1)圖中，臺灣本島哪段海岸出現類似上述的海岸變遷現象？ (A)甲 (B)乙 (C)丙 (D)丁。 

 

（   ）(2)下圖中，哪個國家遭受上述水患範圍占國土總面積的比例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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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007年，哪國境內出現大量屈公病案例，而被世界衛生組織官員認為與全球暖化氣候變遷有關？ (A)

義大利 (B)貝里斯 (C)甘比亞 (D)吉里巴斯。 

5.根據海岸的成因與特徵，可將臺灣海岸分為如圖所示甲、乙、丙、丁四段。請問： 

 

（   ）(1)「站在此地向海眺望，可見灘地寬闊，遠處白浪條條，近岸地帶則蚵架、魚塭廣布」。上述文句所描

述的景觀最可能出現在哪段海岸？ (A)甲  (B)乙 (C)丙  (D)丁。 

（   ）(2)哪段海岸地形的特徵與中國大陸東南丘陵區的谷灣式海岸最相似？ (A)甲  (B)乙 (C)丙  (D)丁。 

（   ）(3)乙段和丙段海岸分別有海階與珊瑚礁台地的分布，根據這樣的地形證據，可以判斷這兩段海岸都具

有下列哪種海岸地形作用的特徵？ (A)侵蝕大於堆積  (B)堆積大於侵蝕 (C)陸地相對下降  (D)陸地相對上升。 

 

三、非選擇題 (4小題 每小題 0分 共 0分) 

1.圖為臺灣 2004年的水平衡收支概算。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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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圖中的甲和乙分別是什麼原因造成水資源的損失？ 

(2)臺灣有哪二項重要河川特徵，造成河川水資源快速流失？ 

 

 

 

2.小明班上選擇南部某農業為主的村落進行鄉土地理實察，所用的實察地圖是該村所在地的等高線地形圖。他們乘

車到達該農村，下車後舉目所見盡是水田，溝渠縱橫，步行進入村落，但見民居間湧泉處處。村長帶領他們參觀

該村的祠堂，見大廳內壁上對聯寫著：「渡江南居鄱陽，由贛入閩汀，族大支繁，蕃衍八閩兩粵；跨海東定瀛島，

溯淡抵臺鳳，宗茂派盛，廣布三山五鄉。」村中耆老提及當初祖先因受連年災荒的壓迫，不得不渡海來臺。請問： 

 

(1)圖中由甲—乙—丙—丁—戊—庚—辛—壬—癸—甲連線所圍的範圍屬於哪種河流地形？ 

(2)小明所參訪的村落最可能座落於圖所標甲、丙、丁、庚、辛、壬中的哪個位置？ 

(3)根據對聯所描述，可知該村村人的祖先在渡過長江後、來臺前的遷徙路線，依序經過哪三個中國省級行政區？ 

(4)該村村人的祖先渡海來臺的遷移現象，可由哪種人口理論來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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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圖是英格蘭北部德倫(Durham)郡的教區(parish)分布圖，圖中的黑點則是「教區教堂(parish church)」。隨時間演進，

原本為宗教的教區，逐漸轉變為英格蘭最基層的地方行政區(civil parish)，並設有民意代表機構；目前民意代表機

構的主要職責，包括提供會議場所，管理步道、墓園、遊樂場等公共設施，舉辦文化活動，並負責部分的犯罪防

治工作。請問： 

 

(1)一般而言，德倫郡每個教區僅有一個教堂，教堂則提供教區內教友做禮拜的地點。此教堂和教區的關係，最適

合以地理學的何種空間理論或模式解釋？ 

(2)德倫郡的行政、經濟中心位於圖中的何處？請以網格座標系統作答。並請說明你判斷該地為行政、經濟中心的

依據。 

 

 

 

4.圖為高雄凹子底局部地區的細部計畫圖，附表為凹子底住商用地管制規則。請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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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凹子底現行計畫住商用地容積管制一覽表（節錄） 

類別 住二 住三 住四 住五 商二 商三 商四 商五 特商二 特商三 特商整體 

建蔽率 

（％） 
50 50 50 60 50 60 60 70 50 60 60 

容積率 

（％） 
150 240 300 420 300 490 630 840 300 490 630 

  

(1)網格（178700，2510000）中的最小開放空間比例為何？ 

(2)由上表得知，商業區的建蔽率、容積率高於住宅區，其可能原因為何？ 

(3)某建設公司分別在高雄凹子底地區的住五、商五、特商二、特商整體四區，購買四筆基地面積均為 1,000平方公

尺的土地，分別依照最高容積率與建蔽率來規劃四個不同的建案。其中哪一區的建案樓層高度最高？樓高幾層？ 

(4)由建蔽率的角度來看商五區，上述建案的基地面積保留了多少開放空間？（須寫單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