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 地理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康軒版第五冊L2～L3＞

【劃卡代號：31】

班級：

座號：

姓名：

單一選擇題 100％（共 33 題，每題 3 分，第 1 題 4 分，
總計 10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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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985 年 6 月 14 日由德國、
法國、荷蘭、比利時、盧森堡
等五國發起簽署《申根公
約》，其目的是取消邊境檢查
點，並協調對未簽署公約的國
家的邊境控制，持有任一成員

國有效身分證或簽證的人，可
以在所有成員國境內自由流
動，目前已經多達 26 國加入。附圖是歐洲分區圖，最
早發起簽署《申根公約》的國家位於圖中哪一區？
（A）甲 （B）乙 （C）丙 （D）丁。
2. 右圖為某地形的示意
圖，此地形在第一題附圖
中哪一區最為發達？
（A）甲 （B）乙
（C）丙 （D）丁。
3. 英國脫歐不只是英國和
歐盟的事，而是全世界的
事。
《紐約時報》認為，
「不
論是歐洲，還是美國政
府，都沒有處理好全球化對他們的衝擊。」而在全球化
所有議題當中，最常被批判的，也可說是壓垮英國留歐
派的最後一根稻草，最可能是下列哪一項？
（A）人員自由流動所造成的疑慮及威脅
（B）共同貨幣無法推行到所有國家，使自由貿易受阻
（C）共同市場愈大，有利結盟對外競爭，但對成員國
而言，意謂彼此競爭也會愈激烈
（D）富國越富、貧國越貧，不公不義。
4. 挪威北部的海港城市「特羅姆瑟」是北極圈裡最大的城
市(右圖)，僅管位在高緯度地區，
但這裡的冬天並沒有想像中那麼
冷，港口也不會結凍。主要原因是
什麼？
（A）信風帶來濕氣，全年有雨
（B）位於高壓帶，氣候穩定晴朗
（C）洋流性質影響，氣候相對溫潤
（D）斯堪地那維亞山阻擋冬季寒風

※附圖是歐洲氣候分區圖，請回答 5～7 題：
5.
圖中哪一區的
氣候特徵是：冬
冷夏熱、年溫差
大、雨量雖尚稱
充足，但夏雨集
中情況顯著？
（A）甲
（B）乙
（C）丙
6.

7.

8.

9.

（D）丁。
承上題，造成此
特徵的形成，與
下列哪一選項的影響力在此區「較弱」最為相關？
（A）西風、暖流
（B）季風、涼流
（C）副熱帶高氣壓、西風
（D）副熱帶高氣壓、信風
關於歐洲各個氣候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甲區為溫帶海洋性氣候，全年有雨
（B）丙區為高地型氣候，氣候垂直變化明顯
（C）丁區為溫帶大陸性氣候，夏乾冬雨
（D）戊區為寒帶氣候，全年低溫。
右圖為義大利國民生產毛
額分布圖，有關圖中資訊，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萊因河沿岸最為發達
(Ｂ)區域發展南富北貧
(Ｃ)首都區生產毛額最高
(Ｄ)波河平原為精華區。
有關歐洲四大半島的特
色，何者「錯誤」？
(A) 斯堪地半島位於北歐，
冰河地形發達
(B)高原為伊比利半島地形主體，起伏相對較小

(C)義大利半島上地形崎嶇，亞平寧山脈為主幹
(D)巴爾幹半島石灰岩地形發達，土壤肥沃有利農業。
10. 「自古就懂得利用盛行風推動風車來抽走海水和上帝
爭地，面臨暖化的今日，不抽水，就會從地圖上消失。
不能眼睜睜看著房子被洪水淹沒，建築師歐道斯（Koen
Olthuis）勾勒出水上世界的漂浮屋計劃，不僅能彈性
因應水患，更為世人打造出水上城市的夢想。」請問要
尋找文中的漂浮屋，去哪個城市，將最有機會見到？
(Ａ)赫爾辛基
(Ｂ)盧森堡
(Ｃ)鹿特丹
(Ｄ)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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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歐盟接收來自敘利亞、北非的移民難民，其實是將難民
危機，逆轉為「人口紅利」的好機會，「最有可能」為

19. 南歐居民如何打破先天的氣候條件限制，發展種植經濟
作物？

歐洲解決何種人口問題？
(Ａ)勞動人口不足
(Ｂ)性別比例失衡
(Ｃ)人口分布不均
(Ｄ)人口素質低落。
12. 德國除了豬腳與黑啤酒有名之外，更是全球前五大經濟
體，在不管歐債危機或是敘利亞難民問題中，都扮演伸
出援手的角色，其強勁的經濟表現、嚴格的財政紀律，
值得世界借鏡。請問下列對於德國產業相關敘述何者
「錯誤」？
(Ａ)實事求是的民族性，不但擁有效率，更注重品質
(Ｂ)塞納河與東西向運河，構築了便利的水運網
(Ｃ)注重再生能源，積極研發水力、風力與生質能發電
(Ｄ)擁有豐富的地下資源，奠定工業發展的基礎

(Ａ)大規模溫室種植，避免寒害
(Ｂ)利用雨季時間，擴大種植面積
(Ｃ)選擇適合氣候的作物，如橄欖及葡萄
(Ｄ)全面利用滴灌設備，確實利用水源。
20. 英國人喜歡在下午三點半到四點半之間喝下午茶，英式
下午茶的專用紅茶為產自印度的大吉嶺紅茶、斯里蘭卡
的錫蘭紅茶。印度紅茶能以優勢條件在英國競爭，是因
為兩國之間透過何種組織進行經濟合作？
(Ａ)大英國協
(Ｂ)歐洲聯盟
(Ｃ)聯合國
(Ｄ)申根公約。
21. 瑞典汽車工業發達，知名車廠「VOLVO」、「SAAB」馳名
於世，下列何者是該國重工業發達的主要原因？

13. 萊因河流域的工業原料進口及產品出口，均要在河口進
行轉運，碼頭上的工人及起重機具總是忙碌地運作著，
這個歐洲吞吐量最大的港口位於下列哪個城市？
(Ａ)倫敦
(Ｂ)巴黎
(Ｃ)鹿特丹
(Ｄ)布魯塞爾。
14. 瑞士鐘錶工業頗富盛名，如 Swatch、Rolex(勞力士)
等。下列有關瑞士的產業發展，何者「有誤」？
(A)地勢崎嶇多山，農業不盛，傳統上以山牧季移為主
(B)山區交通不便，偏重技術導向為主的精密工業
(C)位於阿爾卑斯山區，景色秀麗，觀光業興盛
(D)加入 EU，可以享有免關稅等優惠政策。
15. 2016.3.22 歐洲又發生 IS 發動的恐怖攻擊事件，機場、

(Ａ)大陸棚廣大，石油豐富
(Ｂ)地質較古老，富含煤礦
(Ｃ)勞工眾多，技術水準高
(Ｄ)斯堪地那維亞山蘊藏優質鐵礦。
22. 北歐國家的人民享有「搖籃到墳墓」全套社會福利，而
且就算是全國最有錢的公民，也一樣可以申請享受。事
實上，有些狀況已經浮現，也讓人民開始認真思考，一
向被認為理所當然的優渥社會福利，是不是出了什麼問
題。(甲)社福優渥，社會增加率過快 (乙)福利優渥，
降低國民就業意願，國家負擔沈重 (丙)大企業出走海
外 (丁)國家競爭力明顯下滑 (戊)育兒津貼豐厚，出生
率迅速上升 (己)人口結構高齡化。以上，哪些項目可

地鐵站連環爆，造成數十人死亡。爆炸的地鐵站附近有
歐盟總部，警方特別重視。請問這次事件發生的地點應
該是：
(Ａ)日內瓦
(Ｂ)巴黎
(Ｃ)阿姆斯特丹
(Ｄ)布魯塞爾。
16. 地表因受到不同作用力的影響，而形成各種具有特色的
景觀。請問：造成下列景觀的作用力，何者與其他三者
「不同」？
(Ａ)挪威沿海有顯著的峽灣地形
(Ｂ)義大利龐貝古城一夕間毀滅
(Ｃ)阿爾卑斯山為「歐洲屋脊」
(Ｄ)希臘海岸線曲折，多谷灣地形

能是北歐社福出現的問題？
(Ａ)甲乙丙 (Ｂ)乙丙戊(Ｃ)丙丁戊 (Ｄ)乙丙己。
※請依照試題最後一頁所附的歐洲全圖，以圖上代號回答下
列問題：
23. 在 007 系列電影裡，有一句經典台詞：「如果你不相信
□□銀行家，那麼世界將會怎樣？」□□銀行一直被認
為是全球最令人信賴的銀行，其保密制度舉世聞名，來
自全世界的巨額資產紛紛流向這個中立國。上述所指的
國家是：
(Ａ) D
(Ｂ) E
(Ｃ)H
(Ｄ)Q。
24. 2014 年時「加泰羅尼亞地區」地方政府違抗中央命令、

17. 法拉利跑車的生產地，是位在許多汽車工業集中的義大
利北部平原，請問：這個平原地區除了地勢平坦外，當
地發展工業還具有下列哪一項能源發電的優勢？
(Ａ)風力發電
(Ｂ)火力發電
(Ｃ)核能發電
(Ｄ)水力發電。
18. 上列敘述哪些是谷灣和峽灣的共同特色？
甲.海岸線皆曲折
乙.皆利於漁業航運發展
丙.皆受冰河侵蝕作用
丁.皆受海平面上升，陸地相
對下沉影響。
(Ａ)甲乙丙
(Ｂ)乙丙丁
(Ｃ)甲乙丁
(Ｄ)甲丙丁

堅持推動獨立公投，這個地區 GDP 約佔全國 20%，分離
主義者抗議要向中央政府繳納過多稅收，影響經濟發
展。最近中央政府計劃控告起訴前年推動公投的政治人
物，數千名分離主義者參在首府巴塞隆納示威，抗議政
府秋後算賬。上述所指的國家是：
(Ａ) R
(Ｂ) S
(Ｃ)T
(Ｄ)V。
25. 從產業活動來看，該國缺乏天然資源及能源，且領土過
於崎嶇，大部分地區都不適合精細農業發展，能源極為
依賴外國進口；國內礦產種類不多，以大理石最為豐
富，產量世界第一。上述所指的國家是：
(Ａ) D
(Ｂ)E
(Ｃ) T
(Ｄ)R。

第 2 頁，共 4 頁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 地理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26. 世界最小的國家是一個「國中之國」，總面積不到 0.5
平方公里，相當於兩個中正紀念堂這麼大，總人口在

的影響力。紐約時報註解為：這是對文學界線的重新定
義。不過巴布狄倫表示不克親自前往斯德哥爾摩領獎。

1000 人左右，標準的小國寡民。不過，麻雀雖小，五臟
俱全，與一般國家相同，也有自己專屬的國旗、法律、
貨幣、銀行與行政相關體系。請問上述所指的小國是被
哪一個國家完全包圍？
(Ａ) D (Ｂ) E
(Ｃ) T
(Ｄ)U。
27. 哪一個國家平原面積遼闊，加上氣候溫和濕潤，為西歐
最大農產品出口國，該國的波爾多葡萄酒更是舉世聞
名？
(Ａ) A (Ｂ)B
(Ｃ) F
(Ｄ)G。
28. 擁有控制直布羅陀的絕對地理優勢及豐富的鐵礦，這個
國家 2016 年第二季度經濟增長排在歐元區第二，僅次
於斯洛伐克，高於德國，不再是扯後腿的「歐豬國家」，

頒獎的地點是圖中哪一國？
(Ａ)M
(Ｂ)N
(Ｃ) O
(Ｄ)P。
30. 控制波羅的海出北海的門戶，且位於歐陸與斯堪地那維
亞半島往來的陸橋位置，有「北歐十字路口」之稱。因
地理位置接近西歐主要市場且交通便利，產品可就近輸
往歐洲各國，被稱為「歐洲牧場」
。上述所指的國家是：
(Ａ)F
(Ｂ) L
(Ｃ) M
(Ｄ) O。
31. 18 世紀起，因為運用山脈的煤礦資源，為全世界帶來劃
時代的重大變革，帶動現代工業發展的巨輪。上述所指
的山脈是：
(Ａ)ㄅ
(Ｂ) ㄆ
(Ｃ) ㄇ
(Ｄ)ㄈ。
32. 哪一個國家有「千湖國」之稱，利用天然的冰蝕湖和當

在當前歐元區經濟復甦仍整體乏力、英國脫歐動搖歐盟
經濟信心之時，該國逆勢而上，成為歐元區經濟增長的
動力。上述所指的國家是：
(Ａ) R (Ｂ) S
(Ｃ)T
(Ｄ)V。
29. 2016 年諾貝爾文學獎頒給美國流
行音樂家巴布狄倫，為什麼歌手
得到諾貝爾獎？展讀其生平及得
獎原由，其實諾貝爾文學獎並不
在於推崇其歌藝，而是重視其歌
詞之意涵，肯定其挑戰時代與堅
持理想的勇氣，看上其廣傳社會

地盛產的針葉林發展出著名的桑拿浴，是旅遊當地的觀
光客必定體驗的活動？
(Ａ)M
(Ｂ)N
(Ｃ) O
(Ｄ)P。
33. 國際油價跌跌不休，主要產油國全都哀鴻遍野，但歐洲
某產油大國在這場油價寒冬中卻能安然度過；奧斯陸中
央銀行旗下的「□□主權基金」是一支全球最大基金，
管理的資產規模高達 8800 億美元（約台幣 28 兆元），
依該國人口計算，這支基金可讓境內男女老少各分得近
台幣 530 萬元。因為該國盛產石油，所以這支基金也被
暱稱為「石油基金」。上述□□所指的國家是因為「乙
海域」盛產原油而致富，這國家是指圖上的哪一國：
(Ａ)A
(Ｂ) C
(Ｃ) L
(Ｄ)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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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5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02 次定期考試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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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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