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地理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康軒版 p.49-p.69 ＞

【劃卡代號：31】

班級：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座號：

姓名：

5.下圖陰影區塊代表中國某種經濟作物的主要產區，根據其
分布區域判斷，下列者為該作物生長所需的環境條件?
(A)夏季高溫且日照充足，秋季乾燥 (B)排水良好，暖溼

一、選擇題(每題 4 分)

多雲霧 (C)高溫多雨，生長季長 (D)年降水量低於 250 毫

1.中國農業與牧業分界線 水田與旱地農業區分界線

米，日溫差大

一穫區與二穫區分界線 放牧區與游牧區的分界線，
請問~分別為下圖中的哪些代號?
(A)乙戊丁甲 (B)丙戊丁乙 (C)丙戊己乙 (D)戊丙己甲

6.「冬春白茫茫，夏秋水汪汪，只聽犁杖響，不見糧歸倉。」
文中白茫茫是指土地上鹽分累積的現象，此現象的發生與
哪項人類活動關係最為密切?
(A)大量施肥 (B)過度灌溉 (C)過度放牧 (D)濫墾濫伐

7.承上題，土壤鹽分累積所產生的環境問題，最可能發生在
2.中國從 1978 年起實施經濟改革開放，原先的計劃經濟體制

下圖中的哪一種氣候環境? (A)甲 (B)乙 (C)丙 (D)丁

漸漸轉為市場經濟，使中國的發展帶來許多變化，其中
不包括下列何者? (A)國際貿易總額提升 (B)產業結構變
遷 (C)區域發展差距縮小 (D)環境污染事件增加

3.河川的水資源利用，有時存在著跨國水權利用的議題，
可能成為引發國家間糾紛的導火線。例如中國的橫斷山脈
地區因為是○○許多大河的上游，曾因為水資源開發引起
國際爭議。請問○○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朝鮮半島 (B)日本群島 (C)印度半島 (D)中南半島

8. 三峽大壩是中國近年來重大工程建設之一，也是目前世界
上規模最大的水利工程。關於三峽大壩的敘述，哪些為正

4.當產品製成的過程中，原料易腐壞或重量損失極大時，工

確? (甲)興建主要目的為解決黃河水患問題 (乙)具有防

廠區位的考量以接近原料產地為最合適。下列中國哪些設

洪、航運、給水等綜合功能 (丙)完工之後的效益包括西

廠地點考量的區位為原料區位? (甲)鞍山的鋼鐵工業

電東送，能舒緩中國東部供電不穩的問題 (丁)大型貨輪

(乙)貴州省的水泥工業 (丙)長江三角洲的石化工業

於完工後可直達北京，促進周邊城市開發 (戊)減少出海

(丁)廈門的成衣工業 (戊)海南省的製糖工業

口輸沙量衝擊生態環境

(A)甲乙丙戊 (B)乙丙丁戊 (C)甲乙戊 (D)甲丙戊

(A)甲乙丙戊 (B)乙丙丁戊 (C)甲丁戊 (D)乙丙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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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中國自古以農立國，但作物受到生長季節長短的差異，收
穫次數不同。下圖為中國甲、乙、丙三個地區的氣候圖，
若將三地區收穫次數由多至少的順序排列，何者為正確？
(A)丙甲乙 (B)甲丙乙 (C)乙丙甲 (D)乙甲丙
甲

乙

丙

二、題組(每題 3 分)
(一)1978 年，中國決定修築有「綠色長城」之稱為三北防護
林工程，由超過 1000 億棵樹構成的 4500 公里長帶、片、網
相結合的綠色防線，堪稱為世界生態工程之最。儘管專家當
時對於預期成效意見不一，但最新研究顯示，30 多年來，綠
色長城確實有效阻止『生態環境』及每年『沙塵暴』問題的
惡化。請回答 11-15 題:
11.三北防護林工程中的「三北」地區不包括下列何者?
(A)東北 (B)華北 (C)盟新 (D)青藏
12.請問文中提及的『生態環境』問題的產生與下列何者最
為無關? (A)圍湖造田 (B)森林覆蓋率極低 (C)氣候乾燥
少雨 (D)過度放牧

10.為了製作地理課的報告，丹葳針對中國高原地區的環境問
題在網路上蒐集到兩筆資料如下:
◎資料一:「這裡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區域，使得流
經河川含沙量極高。但過去 20 多年來，中國政府運用各種

13.依據京津地區的盛行風向判斷，該區防護林種植的走向
應為下列何者?
(A)

(B)

(C)

(D)

方法加強水土保持，使得流經河川的輸沙量明顯減少。」
◎資料二:「此地氣候寒冷，凍土面積廣大，土壤相當貧瘠，
使得可耕作的土地資源有限；此外，凍土區的地表會受融凍
作用影響而變行使地基不穩，交通建設受到阻礙。」
請問資料一與資料二敘述的內容分別位於下圖中的哪兩
個地區? (A)丁、甲 (B)丁、乙(C)丙、甲 (D)丙、乙

14.『沙塵暴』是指強風颳起裸露地表的塵土，是能見度惡
化的現象。主要發生的時間為□，從△一帶地表颳起的塵
土，會隨著氣流影響中國北部區域。請問□與△分別為下
列何者?
(A)冬末春初；青藏高原 (B)冬末春初；蒙古高原
(C)春末夏初；黃土高原 (D)夏末秋初；蒙古高原
15.承上題，中國的沙塵暴可能跨越界線影響鄰近國家，例
如朝鮮半島、日本等地。請問受到下列哪個風向的吹送，
使沙塵暴的影響範圍可遠至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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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圖為中國三大經濟帶的分布圖，請回答 16-20:

20.下圖為西元 2014 年臺商在中國投資比例圖，根據投資地
區判斷，臺商於中國的投資，以下列何者的比例最高？
(A)ㄅ (B)ㄆ (C)ㄇ (D)丙

16.事業有成的秉宇，希望未來能到中國投資，因此事先收集
中國三大經濟代的資料作為參考，資料內容如下:
資料一:「雖然地理位置上較無優勢，但此地糧食產量占全
國 2/3，且有豐富的礦產例如煤礦、產量全國第一的大慶油
田，加上工資較為低廉的優勢，未來備受產業界關注。」
資料二:「此地雖然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但工商業發展卻
較為緩慢，中國近年積極發展與中亞各國的『邊境貿易』，
利用鐵路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構想。」
資料三:「這裡的環境負載力最高，是 1978 年實施經濟改革
最早對外開放的地區，因此目前聚集最多的人口，是中國經
濟發展的核心地區。」
請問資料一、資料二、資料三分別屬於何者的特色?

(三)中國因為水資源分布不均，自 2003 年展開「南水北調」
工程，分為西、中、東三線來調配水資源，期盼能解決相關
地區的缺水問題。請回答 21-24 題:
21.中國水資源分配不均，下列關於中國水資源的敘述那些
為正確? (甲)夏季多於冬季 (乙)西北多於東北 (丙)西部
少於東部 (丁)北部少於南部
(A)甲乙丙丁 (B)甲丙丁 (C)甲乙丙 (D)乙丁
22.南水北調工程主要進行的引水路線為下列何者? (A)華中
→華北 (B)華中→東北 (C)華南→華中 (D)華南→華北

(A)丙乙甲 (B)丙甲乙 (C)乙丙甲 (D)甲丙乙
23.南水北調工程雖然可解決部分地區缺水問題，但也可能
17.承上題，資料二中的『邊境貿易』指的是在陸地上與鄰國
進行的國際貿易。下列哪個國家無法與中國進行邊境貿
易？ (A)俄羅斯 (B)哈薩克 (C)南韓 (D)越南
18.ㄅ、ㄆ、ㄇ代表三大經濟圈，請問ㄅ、ㄆ、ㄇ的名稱分
別為下列何者? (A)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 (B)珠三
角、環渤海、長三角 (C)環渤海、長三角、珠三角

產生其他的影響，地理老師請同學對此進行討論，哪位同
學敘述的內容需要修正? (A)婕妤:人口稠密的路線，需要
遷居的移民是一大問題 (B)朝元:工程沿線區域內的古蹟
或文物可能遭到破壞 (C)芳薰:可能使枯水期的長江水位
降低而影響航運價值 (D)祐安:東線工程必須開闢新的調
水航道，提高工程成本造成龐大財政負擔

(D)環渤海、珠三角、長三角
24.西線工程堪稱為南水北調中最大的挑戰，由於工程困難
19.御承整理了三大經濟圈的筆記，請問下列哪些項目有錯誤?

ㄅ擁有豐富的黃河水資源 ㄆ擁有中國最大的港口
ㄇ擁有最多礦產與石油資源 ㄅ發展高科技產業而前
景看好，但受沙塵暴問題所困擾 ㄇ為中國南方的精華
區，重慶為發展迅速的重要都市之一
(A) (B) (C) (D)

而尚未動工，請問該工程面臨的主要難題為何? (A)海拔
在 3000 公尺以上，穿越多條斷層線 (B)水土流失嚴重，
土質鬆軟 (C)經過乾燥氣候區，水源不足 (D)沿線人口分
布稠密，水汙染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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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圖為中國傳統農牧業分布圖，請回答 25-30 題:

28.四位同學在地理課後討論中國傳統畜牧業的特色:

柔蓁:「牧民飼養駱駝或細毛羊，過著游牧的生活。」
昊霖:「這裡的土地可說是寸土寸金，因此居民多以柵欄
或畜舍飼養牲畜家禽。」

品郁:「此地水草豐美，三河牛是當地著名的乳、肉兼用
的品種。」

巧暄:「牧民在春天上山，秋天下山，飼養著綿羊與犛牛。」
根據四位同學敘述的內容，請依照~的順序，找出地
圖中最正確的對應地區代號?
(A)甲丁丙乙 (B)甲戊丁乙 (C)丙丁乙甲 (D)丁丙甲乙
25.欣穎在國文課本上讀到唐代詩人白居易的作品，其中的

29.受到市場經濟、交通與科技進步的影響之下，中國傳統

詩句:「田家少閒月，五月人倍忙。夜來南風起，小麥覆

農牧業產生很大的轉變，下列敘述何者為錯誤? (A)新

隴黃。」描述的景觀最可能出現在圖中的哪個地區?

疆的稻米產量躍居全中國首位 (B)糧食作物多改種花

(A)戊 (B)丁 (C)乙 (D)甲

卉、水果 (C)傳統牧業轉為商業化經營 (D)傳統牧業生
產規模逐漸擴大

26.下列關於中國各區的傳統農業之敘述，何者為正確?

甲區氣候較為乾燥不利農業發展，居民利用喜馬拉雅山

30.承上題，交通運輸的革新能降低交通成本，促使經濟活

融雪灌溉可種植小麥充當糧食 乙區氣候條件不佳，不

動更加活絡。下列關於中國交通發展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利農耕，僅南部河谷受太平洋西南季風影響較為濕潤，可

(A)受氣候影響，中國北方傳統交通以水運為主 (B)受到

種植主要糧食青稞 丁區屬於溫帶季風氣候，除了種植

地形影響，中國的鐵路呈環狀分布 (C)中國的高速鐵路營

糧食與雜糧作物，棉花與甜菜是主要經濟作物 戊區冬

運範圍已擴及高地氣候區 (D)物流組織的改革，提升產品

季均溫最為溫暖，適合種植甘蔗，丘陵地區則以種茶為主

運送的效率

丁區與戊區一年收穫的次數不相同是因為緯度高低所
產生的差異
(A) (B) (C) (D)

27.莉靖將中國境內兩種畜牧活動的特色整理成表格如下，
請問此兩種類型主要分布於上圖中哪個地區? 且□應該
填入何者?

(A)-甲，-乙，□=海拔高度 (B)-甲，

-丙，□=土壤沃度 (C)-甲，-丙，□=降水量
(D)-丙，-甲，□=降水量
依據□差異

類型

逐水草而居

類型

定居放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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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03 次定期考試
8 年級 地理 班級範圍:01 班～17 班 組別範圍:第一組～第一組 標準答案
1

B

2

C

3

D

4

C

5

A

6

B

7

A

8

D

9

D

10

C

11

D

12

A

13

D

14

B

15

C

16

C

17

C

18

C

19

送分

20

B

21

B

22

A

23

D

24

A

25

B

26

B

27

C

28

A

29

A

30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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