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年級 地理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第一冊 第5課~第6課＞

【劃卡代號：31】

班級：

座號：

姓名：

單一選擇題 100％（共 33 題，第 1~32 題每題 3 分，第

7.圖(三)為某河流示意圖，下

33 題 4 分，總計 100 分）

列關於圖(三)的敘述何者正

※答案卡限用 2B 鉛筆劃記，答案請劃記明確；若有劃

確？

記錯誤，請擦拭乾淨。分數以電腦讀卡分數為準。

(A)流量多寡：丙>丁>乙>甲

1.(甲)地下水 (乙)鹹水湖 (丙)大氣中的水氣 (丁)冰川、

(B)汙染程度：乙>丁>丙>甲 (C)流速快慢：乙>甲>丙>

冰雪 (戊)土壤中的水分 (己) 河川、湖泊。在目前技術

丁 (D)堆積程度：丙>乙>丁>甲

條件下，上列水資源哪些已可被人類廣泛利用？
(A)甲、己 (B)甲、乙 (C)丁、己 (D)丙、戊

表(一)
河川

河川特色

甲

河口附近的溼地，是黑面琵鷺南下過冬的棲息地。

2.全球目前可以被人類利用的水資源，約占全球總水量
的百分之多少？ (A)0.05% (B)10% (C)1% (D)3%

乙
丙

3.圖(一)為水循環示意圖。請依水循
丁

環順序選出正確的代號與配對過
程。
(A)(甲)降水(乙)逕流(丙)凝結

挾帶大量泥沙使溪水混濁而得名，下游沖積平原為
重要農業產區。
無明顯枯水期，早期具航運價值，臺灣第三長河。
最大工業都市與最南縣市的天然分界，臺灣流域面
積最大的河川。

＊表(一)為臺灣四條河川特色介
圖(一)

紹，請根據表(一)回答第 8~9 題：

(丁)蒸發(甲)降水

8.此四條河川由南到北的分布依

(B)(甲)逕流(乙)凝結(丙)降水(丁)蒸發(甲)逕流

序為何？

(C)(甲)凝結(乙)降水(丙)蒸發(丁)逕流(甲)凝結

(A)甲-丁-乙-丙 (B)丁-乙-甲-丙

(D)(甲)蒸發(乙)凝結(丙)降水(丁)逕流(甲)蒸發

(C)丙-乙-甲-丁 (D)丁-甲-乙-丙

＊圖(二)為某河川流路簡圖。請根據圖(二)，回答第 4~6

9.表(一)中介紹的四條河川，分別

題：

位於圖(四)中何處？

4.圖中的乙線，代表何種概念？

(A)甲-b，乙-g，丙-h，丁-d

(A)分水嶺 (B)流域 (C)集水

(B)甲-d，乙-f，丙-h，丁-b (C)甲-d，乙-f，丙-e，丁-a

區 (D)水系

(D)甲-b，乙-a，丙-e，丁-f

5.根據圖(二)判斷，此河流之流向為何？

10.下列關於圖(四)中 a、e、h 三條河流的敘述，何者並

(A)西北東南 (B)東南西北 (C)東北西南

非其共同特徵？

(D)西南東北

(A)上游河短坡陡、流速快 (B)流量高峰期皆在夏季

圖(四)

(C)全部河川皆注入太平洋 (D)人口多集中河流下游
6.下列關於圖(二)中甲點及虛線範圍的敘述，何者正確？
(A)虛線包圍的範圍是甲點的流域 (B)虛線是甲點流域

11.圖(五)為曾文溪流量變化示

與其它流域的分水嶺 (C)虛線範圍若遭受汙染，甲點的

意圖。依圖(五)所示，造成"甲”

汙染程度較丙點輕 (D)甲點位在虛線範圍的最下游

水位暴漲的主因為何？
(A)地形雨 (B)對流雨
(C)鋒面雨 (D)颱風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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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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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漢人移住臺灣前，原住民即已開始利用獨木舟往來於

17.臺灣以建水庫來解決乾季缺水問題，卻也帶來環境危

淡水河上。清領初期，整個臺北盆地對外連繫，都是倚

機。下列環境問題何者與興建水庫無關？

賴淡水河及其支流所形成的水運系統。淡水河是全臺唯

(A)下游流量減少，使汙染物堆積 (B)水位上升，動植

一具有局部航運價值河川，主要是受下列何者影響？

物棲息地消失 (C)阻斷河道，魚類無法洄游繁衍後代

(A)流域地勢平坦富水力資源 (B)降水時間分布較平均

(D)增加河川沙源，使海岸線後退

(C)位在西側，河川長度較長 (D)利於茶葉、樟腦外銷
＊圖(九)為臺灣水庫分布圖，請根據圖
13.圖(六)之河川景

(九)回答第 18~21 題：

觀在下列哪個縣市

18.從圖(九)觀察，發現水庫多位於上

出現的機率最高？

游河段，主要原因為何？
圖(六)

(A)花蓮 (B)宜蘭

(A)支流較多 (B)汙染較少 (C)不易

(C)基隆 (D)屏東

淤積 (D)流量較多

14.臺灣河川多為東西分流，因主要分

19.下列為圖(九)各水庫及其所在河流

水嶺為圖(七)中哪座山脈？

配對，何者正確？

圖(九)

(A)b-大漢溪 (B)a-蘭陽溪 (C)d-大肚溪 (D)e-高屏溪

(A)甲 (B)丙 (C)丁 (D)戊
圖(七)

15.自民國 84 年起澎湖、金門、馬祖等地陸續興建海水

20.臺灣河川短小流急，中部河流上游地勢落差大。如圖

淡化廠，其中澎湖為全臺海水淡化廠最多的縣市。臺灣

(九)中的 f 水庫，即是看中其地形優勢而興建。下列何

離島地區因淡水不足，廣建海水淡化廠的主因為何？

者為 f 水庫最主要的用途？

(A)地形限制 (B)背盛行風

(A)減少下游泥沙淤積 (B)保育河川生態 (C)發展農

(C)人口密集 (D)緯度偏低

業灌溉 (D)利用水力發電

16.圖(八)為臺灣年均降水量及每人平均降水量與其它地

21.下列關於圖(九)中各水庫的敘述何者正確？

區的比較，下列根據此表所作之敘述，何者正確？

(A)大台北地區主要民生用水來源皆來自 b 水庫

(A)年平均降水量只有世界平均的五分之一

(B)宜花地區農業灌溉及民生用電皆來自 f 水庫

(B)河短且坡陡流急是臺灣降水量偏低的主因

(C)興建 c 水庫使恆春半島居民用水來源更穩定

(C)造成臺灣可使用水資源不足的主因是人口密集

(D)e 水庫的完成使彰化平原成為全臺最大穀倉

(D)工廠用水量比例最高，導致臺灣民生用水不足
22.花媽說：「我的農田雖然離工業區 5 公里遠，但是每天還
是很擔心工廠的汙染造成農作物損失，更怕汙染的農作物被
人食用！」這是因為工廠的汙染物質容易透過哪種途徑傳
遞，被農作物吸收，對人體造成危害？
(A)海水倒灌

(B)水土流失

(C)地層下陷

(D)地下逕流

23.根據行政院環保署的調查報告顯示，臺灣河川汙染日趨嚴
重，且又以西南部汙染情況最嚴重。下列何者不是導致西南
部河川汙染嚴重的原因？ (A)人口最密集 (B)多工業園區
圖(八)

(C)流量變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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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當使用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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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為臺灣國家公園分布圖，請根據圖(十)回答第

29.臺灣本島的國家公園多位於下列哪一個地形區？

24~28 題：
24.「馬爾地夫」四字源自於
印度文，意指「花環」
。該島
國由一千多個珊瑚礁島所組
成，每年吸引世界各地的遊客
前往造訪其特殊的熱帶海洋
風情。臺灣哪座國家公園可以
看到與馬爾地夫相同的珊瑚
礁景觀？
(A)甲

(B)乙 (C)丙 (D)辛

圖(十)

30.每年夏、秋兩季的颱風，常造成屏東縣沿海的林邊

25.「近年路跑活動蓬勃發展，臺灣某國家公園自西元
2000 年開始舉辦馬拉松活動，號稱全臺最美的馬拉松路
線。跑者可沿途欣賞壯觀的清水斷崖、大理石峽谷、山
壁飛瀑…然不斷重覆上坡、下坡、隧道的路線，對跑者
的體力也是一大考驗。」根據上文敘述判斷，這是哪個
國家公園舉辦的活動？ (A)丁

(B)戊 (C)己

(D)庚

St1：走訪戰地坑道，再帶把砲彈煉製的菜刀當伴手禮
St2：看黑面琵鷺悠遊濕地，戴斗笠乘竹筏遊綠色隧道
St3：倘佯中央山脈的熱帶海岸林，及海洋的熱帶雨林
St4：遙望泰雅族聖山—大霸尖山，看櫻花鉤吻鮭穿梭七
家灣溪

(A)工廠排放廢水導致土壤汙染
石流

(A)乙壬辛戊 (B)甲壬辛戊 (C)乙辛庚己 (D)甲壬辛己

(C)超抽地下水導致地層下陷 (D)海浪侵蝕導致

海岸線後退
31.近年來，每逢颱風豪雨，臺灣常發生土石流災害，下
(A)梯田沿等高線耕種

(B)裸露坡面鋪設水泥格梁

(C)坡面設排水渠及排水孔 (D)坡面栽種高冷蔬菜
32.在下列哪個高度的臺灣山林中，最有機會欣賞到秋冬
楓葉轉紅，紅檜、扁柏等針葉樹與闊葉樹參差，樹影搖
(C)2500~3500 公尺 (D)3500~4500 公尺
33.「臺灣的阿里山小火車遠近馳名，從嘉義火車站出

27.臺灣各國家公園皆有根據其特色所設

發，翻山越嶺到達阿里山站，僅僅四個多小時的車程，

計繪製的專屬標幟，圖(十一)之標幟代表

即可看到闊葉林、混合林、針葉林等豐富的植物景觀變

的是圖(十)中哪個國家公園？
圖(十一)

28.「『老忠實間歇泉』是美國黃石國家公園人氣最高的
景點。地表深處熾熱的熔岩是間歇泉的動力來源，當噴

化。」上述現象最適合用下列哪些項目來解釋？
(甲)位處低緯 (乙)寒、暖流流經 (丙)板塊交界帶
(丁)海洋與大陸交界 (戊)暖濕季風影響
(A)甲丁 (B)乙戊

出口或噴管內的水被加熱到沸點時，聚集的蒸汽和水便
從頂部噴出，整個過程不斷重覆。」上述景觀最可能在
圖(十)中哪個國家公園看到？
(A)乙

(B)山坡地開發導致土

曳的美景？ (A)700~1800 公尺 (B)1800~2500 公尺

上述行程所走的路線為何？

(B)庚 (C)壬 (D)乙

水過多，還與當地哪個環境問題有關？

列山坡地災害防治相關辦法中，何者最不恰當？

26.弘道國中七年級的校外教學活動行程如下：

(A)辛

鄉、佳冬鄉淹水嚴重，當地淹水的原因除了短時間內降

(B)丁 (C)戊 (D)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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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甲丙 (D)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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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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年級 地理 班級範圍:01 班～15 班 組別範圍:第一組～第一組 標準答案
1

A

2

C

3

D

4

A

5

B

6

D

7

A

8

D

9

B

10

C

11

C

12

B

13

D

14

B

15

A

16

C

17

D

18

B

19

A

20

D

21

C

22

D

23

A

24

C

25

B

26

D

27

A

28

B

29

C

30

C

31

D

32

B

33

C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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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