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地理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康軒版p.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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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於華南設立經濟特區的考量因素中，不包括下列何
者？ (Ａ)僑鄉優勢 (Ｂ)人口眾多 (Ｃ)礦產豐富 (Ｄ)
對外交通方便。
2. 每年6、7月為長江中下游一帶主要的雨季，經常造成沿
岸地區的水災。其中連綿數日的降雨型態，最主要的成
因為下列何者？
(Ａ)

(Ｃ)

座號：

姓名：

6. 中國華北地區的氣候災害除了空氣汙染外，還包括水、
旱災頻繁，導致華北地區水旱災發生最主要的影響因素
有哪些？(甲)年雨量變率大 (乙)颱風帶來豪雨 (丙)降雨
季節分布不均 (丁)地形平坦無法攔截水氣 (Ａ)甲乙
(Ｂ)甲丙 (Ｃ)乙丁 (Ｄ)丙丁。
7. 地表型態的起伏會受到各種自然環境的影響，因此形成
多彩多姿的地形景觀。請問：附圖中這種特殊的地形景
觀，最常出現在中國的哪一個地形區？ (Ａ)山東丘陵
(Ｂ)黃土高原 (Ｃ)兩湖盆地 (Ｄ)雲貴高原。

(Ｂ)

(Ｄ)

3. 附圖中的甲區常可見到頂部地勢平坦，周圍邊坡陡峭的
地形，如圖中照片所示。該區邊坡陡峭的崎嶇地形，其
成因應為下列何者？ (Ａ)流水切割 (Ｂ)強風吹蝕
(Ｃ)板塊擠壓 (Ｄ)斷層陷落。

8. 承上題，中國該地形區此種地形景觀發達的原因可能有
：(甲)風積地形廣布 (乙)氣候高溫多雨 (丙)河川水流湍
急 (丁)石灰岩層廣布。以上哪些是正確的？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9. 下列有關香港和澳門的敘述，哪一項是正確的？ (Ａ)香
港位於長江口東側；澳門位於長江口西側 (Ｂ)香港曾由
法國管轄；澳門曾由葡萄牙管轄 (Ｃ)香港工商業鼎盛，
是世界著名的國際金融中心；澳門長期以來靠觀光及博
弈業收入維持其經濟 (Ｄ)香港1999年脫離殖民地身份
回歸中國；澳門則於1997年回歸中國。
10. 華北由西到東主要的地形區為黃土高原、華北平原及山
東丘陵，請問：黃土高原及華北平原依序是受到何種地
形作用力的影響而形成？ (Ａ)風力堆積、河川堆積
(Ｂ)風力侵蝕、河川堆積 (Ｃ)河川侵蝕、風力堆積
(Ｄ)河川堆積、風力堆積。
11. 福建沿海地區的經濟活動多依賴對外航運的發展，請問
：下列哪一類型海岸是該地航運活動發達的原因？

4. 中國某一地形區的區域特色是：
「地勢低平、沖積土壤肥
沃，生長季不長，年可二穫，因此成為中華文化的發源
地。」請問：該地區最適合生產下列何種糧食作物？
(Ａ)水稻 (Ｂ)小麥 (Ｃ)甜菜 (Ｄ)棉花。
5. 2014 年 11 月在北京舉辦 APEC 高峰會議，為整治北京惡
劣的空氣汙染，祭出了多項措施，包括汽機車的管制、
產業活動的限制等，果然在 APEC 會議期間出現藍天，
空氣品質較以往改善許多，而被稱之為「APEC 藍」。請
問：中國政府應針對北京市哪一個方向的工廠管制或停
工，可避免懸浮微粒隨著盛行風被吹到北京？ (Ａ)西北
方 (Ｂ)西南方 (Ｃ)東北方 (Ｄ)東南方。

(Ａ)

(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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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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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中國某地區「形勢封閉，終年濕氣重；地形複雜，氣候
溫和，農產種類繁多、產量豐富。中醫認為麻辣有驅風
除濕之效，當地因而發展出善用麻辣、菜色豐富的飲食
文化。」該地區最可能是： (A)雲貴高原 (B)東南丘陵
(C)四川盆地 (D)橫斷山脈。
13. 一篇研究中國的經濟報告中指出：
「以□□為核心的環渤
海地區是歐亞大陸橋的東部起點之一。這一區域經濟增
長率在中國三大經濟圈中連續三年居第一，尤其□□主
要城市間在城際高速交通體系建成後將構成30分鐘經濟
圈。未來也將成為中國重要的現代製造、商貿、物流和
文化中心。」請問□□最有可能是哪個地區？ (A)黃淮
海 (B)長三角 (C)珠三角 (D)京津唐。
14. 林董前往中國南部地區旅行，附圖是他在旅程中所見到
驚險又神奇的渡河景象。請問：林董拍下的交通方式，
當地水系最可能接近下列哪一類型？

(A)

(C)

(B)

18. 都市發展與交通息息相關，大都市常位在各種交通方式
交會的樞紐上。小明整理中國香港、北京、上海、重慶
的交通方式，將其歸納成下表的四種類型。下列對於上
述四個都市與其交通方式的對應，何者正確？ (A)香港
為甲類 (B)重慶為乙類 (C)北京為丙類 (D)上海為丁
類。

類型
甲
乙
丙
丁

交通方式
鐵路－公路樞紐
海運－航空樞紐
河運－鐵路－公路樞紐
河運－海運－鐵路－公路樞紐

19. 崇明島是位於中國第一大河出海口的島嶼，大部分隸屬
於上海市。在某一段時期，由於居民在島嶼周邊圍河造
田，加上該大河流域內其他地區的「人為活動」
，使得島
嶼面積逐漸增加。下列哪項「人為活動」與上文描述的
島嶼面積變化關連最密切？ (A)興築長江三峽大壩 (B)
過度砍伐長江流域的森林 (C)在黃河下游修築堤防 (D)
在黃河上游興建水庫。
20. 下列為四張中國重要山脈與地形區的相對位置圖，其中
，何者北方的方位標示應指向圖中右側？
(A)
(B)

(C)
鄱
陽
盆
地

(D)

15. 因為一些自然或人文因素，促使以往華南沿海地區的民
眾不斷的移出，而成為中國著名的僑鄉，下列何者不是
他們大量移往海外的主要因素？ (A)耕地狹小 (B)糧食
不足 (C)流行疾病橫行 (D)人口壓力沉重。
16. 長江流域自古商業繁盛，舟楫往來不絕，沿岸城市林立
，堪稱中國經濟的命脈，下列因素何者是促使長江航運
便利的原因？(甲)水量豐穩 (乙)無結冰期 (丙)支流眾多
(丁)流域皆為平原地形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
丙丁 (D)甲乙丙丁。
17. 中國在1950至1980年間，對一月月均溫低於0℃的區域施行
免費供煤取暖政策，但卻造成嚴重空氣汙染，影響當地
居民健康。該政策實際供煤的區域，大致以下列哪條河
為其南界？ (A)黃河 (B)淮河 (C)長江 (D)珠江。

(D)
東
南
丘
陵

嶺
南
丘
陵

兩
湖
盆
地

21. 隨著農業、工業發展與人口增加，中國北京的某項資源
有嚴重的超限利用情形，使其成為地層下陷的警戒區。
下列哪一項政府措施最有助於減緩此一環境問題？ (A)
於黃河下游加高堤防治水 (B)將西部電力送至東部 (C)
從長江引水至華北地區 (D)自山西輸入煤礦至北京。
22. 瞿塘峽、巫峽、西陵峽號稱長江三峽，來此觀光就是要
享受險灘、峽谷以及湍急水流的風光，但三峽大壩興建
後，此景卻一去不復返，其原因為何？ (A)建壩過程需
炸山 (B)大壩興建在巫峽上 (C)大壩興建後水位上升
(D)為維護大壩，不再開放觀光。
23. 長江三角洲因具有哪三項區位優勢，得以吸引外資企業
前來投資，發展高科技產業，使其成為中國重要的IT產
業生產基地？(甲)市場 (乙)人才 (丙)交通 (丁)動力 (戊)
原料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丙丁 (D)丙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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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下列為中國四個都市的氣候圖，若依照濟南、重慶、昆
明、海口之順序排列，正確者為何？ (A)甲丙丁乙 (B)
乙丁丙甲 (C)丁甲丙乙 (D)丁丙甲乙。
甲
乙

丙

丁

25. 北京近800年來都為中國主要的政治都市，可謂一座歷史
古城。若在該古城遊覽，可以看見的傳統建築特色包括
下列哪三項？(甲)棋盤式街道格局 (乙)彎曲巷弄的胡同
(丙)防衛功能的圓樓 (丁)南北向的四合院 (戊)冬暖夏涼
的窯洞 (A)甲乙丁 (B)甲乙戊 (C)乙丙丁 (D)乙丁戊。
26. 下表為中國珠三角、長三角與環渤海等經濟圈的基本資
料。依表中資料來判斷，甲、乙、丙分別為哪個經濟圈
？ (A)珠三角、長三角與環渤海 (B)長三角、珠三角與
環渤海 (C)環渤海、珠三角與長三角 (D)環渤海、長三
角與珠三角。
經濟圈

甲

乙

27. 俗諺「黃河水，一碗水半碗泥」
。請問：造成黃河含沙量
大的主要原因為何？ (A)甲區上游地帶的河岸侵蝕 (B)
乙區過度利用黃河水灌溉 (C)丙區因黃土質地鬆軟易
受侵蝕 (D)丁區因黃土的大量沖積所致。
28. 黃河流域沿岸地區因為經濟的快速發展而出現斷流的現
象，這種情況在附圖中哪一個河段中最容易出現？ (A)
甲 (B)乙 (C)丙 (D)丁。
29. 目前，中國為了治理黃河，正根據不同河段的環境特性
、開發程度，而採取不同的治理措施，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甲)中游地區造林植草，做好水土保持 (乙)上游地
區闢建水庫，減緩水患問題 (丙)上游地區增加經費，挖
掘河道淤積泥沙 (丁)下游地區加固堤防，保護沿岸居民
(A)甲乙丙 (B)甲乙丁 (C)乙丙丁 (D)甲乙丙丁。
30. 下圖是黃河流域中、下游一帶的景觀，你認為此種景觀
最可能出現在附圖中的哪個河段？ (A)甲 (B)乙 (C)
丙 (D)丁。

（二）附圖為華中地區行政區示意圖，請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丙

產業
類型

勞力密集
產業

高科技及知識
密集產業

資本密集
產業

主要
產業

服飾、玩具
、家電，近
年來轉向電
腦、行動通
訊等電子類
消費品

輕重工業兼具
：紡織、服裝、
機械、電子、石
化，與電子資訊
、光纖通訊等科
技產業

鋼鐵、重機械
、汽車、石化
、建材、造船
、化工、電腦
、家電與資訊
產業

二、題組
（一）附圖為黃河主流的示意圖，請依圖回答下列問題。

31. 迪士尼公司最大的一宗海外投資案在 2016 年 6 月 16 日
於浦東正式開幕對外營運，成為該公司擴展中國市場的
重要據點。這可說是最具中國味的迪士尼樂園，其中「
奇想花園」園區更融合了當地的傳統聚落景觀，別具風
味。請問：該樂園位於圖中何處？
(A)乙 (B)庚 (C)辛 (D)壬。
32. 「位於長江邊，由於地勢多山，有『山城』之稱，鋼鐵
、汽車等重工業及電腦裝配業皆極發達，是中國西部大
開發的重要基地。」請問：以上敘述的城市位於圖中何
處？ (A)甲 (B)乙 (C)丁 (D)己。
33. 「戰國時期，在李冰父子的領導下，於岷江上興建了舉
世聞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使得成都平原擺脫旱澇問題
，成就了『天府之國』的美稱。」請問：文中所述的水
利工程位於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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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5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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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

B

3

A

4

B

5

A

6

B

7

D

8

D

9

C

10

A

11

C

12

C

13

D

14

B

15

C

16

A

17

B

18

D

19

B

20

D

21

C

22

C

23

A

24

D

25

A

26

A

27

C

28

D

29

B

30

D

31

D

32

B

33

A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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