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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康軒版第一~二課＞

【劃卡代號：31】

班級：

選擇題（共 33 題，第 1~32 題：3 分，第 33 題：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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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單一選擇題
1. 下表為中國某一省級行政區的相關資料，此行政區應為
下列何者？
面積
(平方公里)

人口
(萬人)

人口密度
(人/平方公里)

主要語言

0.1092 萬

730.3

6688

粵語、英語

(A)廣東省
(B)上海市
(D)香港特別行政區。

(C)廣西壯族自治區

2. 「…..清晨我揮動白雲的翅膀／夜晚我匍匐在你的天堂
／生靈順從雅魯藏布江流淌／時光在布達拉宮越拉越長
／無邊的草原放開懷抱／我是一隻溫順的綿羊／我要去
／我要去仰望雪域兩茫茫…」上述歌詞為以中國
某高原為主題的歌曲，請問中最適合填入的地名為
何？ (A)新疆
(B)西藏
(C)四川
(D)廣西。
3. 近年來菲律賓與中國在「甲」海域議題的爭議逐漸增溫。
該國前總統艾奎諾三世曾形容說：
「如果有人進入你的後
院，並說院子是他的，你會同意嗎？放棄本該屬於我們
自己的東西是不對的吧？」文中的「甲」應該是指哪個
海域？ (A)東海
(B)黃海
(C)南海
(D)渤海。
4. 在地理知識比賽中，主持人要參賽者分別說出中國的地
理特色和位置，下列何者的敘述正確？(甲)小明：中國面
積廣大、位於俄羅斯南方 (乙)小華：中國面海背陸、位
於太平洋東側 (丙)小英：中國地勢多變，喜馬拉雅山位
於西南方 (丁)大強：中國鄰國眾多，哈薩克為陸上鄰國
(戊)小美：中國地勢西高東低，有利於東部陸上交通的興
建。 (Ａ)甲乙丙丁戊 (Ｂ)甲乙丙丁 (Ｃ)甲丙丁戊 (Ｄ)
乙丙丁戊。
5. 喜馬拉雅山為中國與印度的天然國界，受到板塊推擠的
影響，高大的山脈逐漸形成。附圖為其形成示意圖，請
問：若要加上方向標，則以下列何者最適合？
(Ａ)

(Ｂ)

(Ｃ)

(Ｄ)

座號：

姓名：

6. 放寒假的時候，大雄去了黑龍江省哈爾濱滑雪，小林則
去了海南省三亞享受海邊日光浴，造成這種差別的原
因，與中國國土位置的哪項特色有關？ (Ａ)緯度跨度大
(Ｂ)海陸差異大 (Ｃ)經度跨度大 (Ｄ)地形差異大。
7. 青藏高原向有人間仙境之稱，遺世獨立的地理位置造就
當地的區域特色。下列有關該地區的敘述何者正確？ (A)
位於中國境內的西北方，屬於第一級地形階梯 (B)高原
地形平均高度約 8,000 公尺 (C)地勢高聳，山頂長年積雪
冰封，稱為世界屋脊 (D)珠穆朗瑪峰為世界第一高峰，
位於中國、印度邊境。
8. 中國地勢起伏大，按地勢高低形成階梯狀的分布特色。
居於中間的第二級地形階梯區，主要以眾多的高原及盆
地為主，其中哪個地形區的位置位於中國最西側？ (A)
四川盆地 (B)雲貴高原 (C)內蒙古高原 (D)塔里木盆
地。
9. 下表為中國 4 大直轄市的某些資料。請問北京、上海、
天津、重慶 4 個直轄市依序排列應為： (Ａ)甲乙丙丁 (Ｂ)
乙丙丁甲 (Ｃ)丙丁甲乙 (Ｄ)丁甲丙乙。
城
市

面積

人口
（平方公里） （萬人）

城市特色

甲

6,341

2,301

長江出海口的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

乙

82,404

2,859

長江與嘉陵江交會處的交通樞紐位置

丙

11,300

1,228

中國北方經濟、金融中心與港口

丁

16,800

1,961

中國首都及政治、文化中心

10. 小強參加「中國地理知識」競賽活動，只要根據四個提
示，答出正確答案即可得分。其中某題提示如下，小強
應回答下列哪一地理區才可得分？ (Ａ)準噶爾盆地
(Ｂ)塔里木盆地 (Ｃ)柴達木盆地 (Ｄ)內蒙古高原。
提示一 礦產資源蘊藏豐富
提示二 有「聚寶盆」之稱號
提示三 位於中國地勢最高的地形區
提示四 其名稱為蒙古語「鹽澤」之意
11.

中國的地勢西高東低，形成地理環境上的特色。其造成
的主要影響中，不包括下列何者？ (A)平原地形分布於東
部地區 (B)地形為山地多平原少 (C)主要河川多發源
自西部山地 (D)降雨量大致由東向西遞減。

12. 中國的海陸位置大致是「東面海、西背陸」
，請問：這樣
的地理位置主要對中國造成下列哪些影響？(甲)位於中
緯度，氣候較溫和 (乙)往內陸、海洋發展均便利 (丙)東
部地區深受海洋影響 (丁)面積廣大，資源眾多。
(Ａ)甲丙 (Ｂ)乙丙 (Ｃ)甲乙丙 (Ｄ)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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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國部署於黃海的艦隊在執行任務時，和海上鄰國甲國
因經濟海域的畫分而引起紛爭，幸好最後雙方皆能自

19. 中國的山脈常具有自然及
人文環境的阻隔性。請

制，衝突才得以避免。請問：上述的甲國最可能為下列
何者？ (Ａ)日本 (Ｂ)越南 (Ｃ)菲律賓 (Ｄ)俄羅斯。

問：附圖中哪座山脈是中
國北部區域與南部區域的
重要分界？ (A)甲 (B)乙
(C)丙 (D)丁。

14. 中國境內的山脈複雜，河川交錯，地形相當複雜。圖為
中國各種地形比例的圓餅圖，試由圖中面積大小判斷，
甲、丙分別為哪種地形？ (A)山地、高原 (B)高原、平
原 (C)高原、盆地 (D)山地、丘陵。

15. 中國東半部的沖積平原往往是農業最發達地區，因此能
夠聚集眾多的人口而成為精華區，下列哪些因素和此地
理現象最有關係？(甲)地勢低平 (乙)梯田廣布 (丙)無水
患之憂 (丁)取水方便 (戊)土壤肥沃。
(Ａ)甲乙丙 (Ｂ)甲丙丁 (Ｃ)甲丁戊 (Ｄ)乙丙戊。
16. 附圖為沿北緯 36 度所畫的中國地形剖面圖。請問：圖中
丙地最可能是下列哪個平原？ (A)東北平原 (B)華北
平原 (C)長江中下游平原 (D)珠江三角洲。

20. 下列四張經緯線網格圖，
請問：繪製中國地圖，該選用哪一張當底圖才對？

(Ａ)

(Ｂ)

(Ｃ)

(Ｄ)

二、題組
(一) 附圖為中國簡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戊

17. 下表是中國四大高原的地形特色，請問四大高原若是依
緯度位置加以排列，哪個所在緯度位置最高？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高原
地形特徵
甲 地形平坦，景色荒涼
乙 雪山連綿，冰河地形廣布
丙 石灰岩地形發達
丁 覆蓋深厚黃土層

丙

ˇ
21. 圖中哪一地點，最常見到下面照片中為適應逐水草而居
生活的地理景觀？ (Ａ)甲 (Ｂ)乙 (Ｃ)丁 (Ｄ)戊。

18. 「北起大興安嶺，經太行山和巫山，沿雲貴高原東線，
直到中、越邊境，這條線恰可作為地形分界線。」根據
上文所敘，這條界線西側較少出現下列何種地形？
(Ａ)高原
(Ｂ)平原
(Ｃ)山地
(Ｄ)盆地。

22. 中國的地形分布影響各地區的水文特色，請問：中國主
要的河川如長江、黃河等，多發源於附圖中何地？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戊。
23. 下列關於「丙地」附近海岸的敘述，正確的有幾項？(甲)
海岸曲折、多港灣島嶼 (乙)海岸平直、沿岸平原廣闊 (丙)河
流注入、海底平淺 (丁)多從事農業、曬鹽活動。 (Ａ)1 (Ｂ)2
(Ｃ)3 (Ｄ)4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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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附圖為中國六大地區分布圖。請問：

28. 哪個地形區由風力堆積而成，因河川侵蝕成為中國水土
流失最嚴重的高原？
29. 塔克拉瑪干沙漠是中國最大的沙漠，也是世界第二大沙
漠。塔克拉瑪干在維吾爾語的意思是「進得去，出不來」
。
請問該沙漠位於圖中何處？
30. 天津市是中國北方最大沿海開放城市，濱臨渤海，是北
京市的外港。請問天津市位於圖中哪個地形區附近？

24. 中國的直轄市主要分布在哪兩個地區？ (A)甲乙
丙 (C)丙丁 (D)丁戊。
25. 哪個地區擁有最多的少數民族自治區？ (A)甲
(C)戊 (D)己。

(B)甲

(B)乙

26. 由圖判斷，甲、乙兩區的主要地理界線為下列何者？ (A)
秦嶺、淮河 (B)長江、珠江 (C)黃河、秦嶺 (D)大興安
嶺、長城。
27. 「『絲路』是歷史上一條著名的歐亞商旅路線，中國古代
商人以西安(古稱長安)為起點，將東方的絲綢和其他商品
運到西方，造成人類文明史上一次波瀾壯闊的交流與影
響；而沿途的雪山、沙漠的景觀，更增添其傳奇色彩。」
由以上所述，絲路經過圖中哪兩個地區？ (A)甲乙 (B)
乙丙 (C)丙己 (D)丁己。
(三) 附圖為中國地形分布圖(甲～丙為盆地；A～D 為高原；
1 ～○
4 為平原)，請回答下列問題：
○
答案卡劃卡代碼如下
代
號
劃
卡
代
碼

甲

乙

丙

A

B

C

D

①

②

③

④

AB

AC

AD

A

B

C

D

BC

BD

CD ABC

31. 「此地由於溶蝕作用，使得地表崎嶇、土壤十分貧瘠，
不利農業發展，但其千溝萬壑的特色卻十分受到觀光客
青睞，有利於發展觀光業。」請問：上述所形容的地形
區最可能為附圖中何地？
32. 「受到地勢影響，此地交通不便，居民以擅長在山區行
走的犛牛為馱獸翻山越嶺。」請問：上述所形容的地形
區最可能為附圖中何地？
33. 「周圍群山環繞，形勢封閉進出不易，古代沿河岸峭壁
修築棧道，有『蜀道難，難於上青天』之嘆。」請問：
上述所形容的地形區最可能為附圖中何地？

8 年級 地理 標準答案
1 D

2 B

3 C

4 C

5 A

6 A

7 C

8 D

9 D

10 C

11 B 12 B 13 A

14 D

15 C

16 B 17 A 18 B

19 D

20 D

21 B 22 A 23 A

24 C

25 B

26 D 27 B 28 C

29 AC

30 BD

31 D 32 A 33 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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