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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康軒版 p.26~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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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選擇題(每題 4 分)

座號：

姓名：

5.下圖為大西洋與部分太平洋的洋流系統示意圖，請問下列
哪組洋流的性質與「黑潮」相同?
(A)甲丙戊癸 (B)甲戊己辛 (C)乙丙壬癸(D)乙丁壬庚

1.下圖為中國某個城市的氣候圖，由氣候圖判斷此城市最可
能為下列何者? (A)漠河 (B)哈爾濱 (C)拉薩 (D)喀什

2.塑造地表形貌的作用力可分為內營力與外營力兩大類。下
列哪些地形形成的作用力與喜馬拉雅山的成因相異?
(甲)野柳女王頭 (乙)桂林山水 (丙)河西走廊 (丁)夏威

6.承上題，圖中哪些洋流經過的沿海，常因空氣穩定，對流
不盛，使氣候較為乾燥少雨?
(A)甲丁辛庚 (B)甲戊己辛 (C)乙丙壬癸 (D)乙丁己壬

夷火山 (戊)歐洲大平原
7.下列稱號或諺語所配對的地區，何者為正確?

(A)甲乙戊 (B)甲丙戊 (C)甲丙丁 (D)乙丁戊

(甲)「滿州」-東北地區 (乙)「中國寒極」-哈爾濱
3.下圖為中國東北地區的地形剖面圖，請問圖中的方向標應

(丙)「三山夾兩盆」-寧夏回族自治區
(丁)「世界屋脊」-青藏高原

為下列何者?

(戊)「黃河百害，唯富一套」-西套平原
(己)「一年無四季，一日見四季」-內蒙古高原
(A)

(B)

(C)

(A)甲乙丁 (B)甲丙丁 (C)甲丁戊 (D)乙戊己

(D)

8.世界的地形多樣且豐富，下列哪兩種地形在世界地形中所
占面積較大？ (A)甲丁 (B)甲戊 (C)乙丙 (D)丙戊。

4.承上題，東北地區的降水主要受到夏季季風與地形影響，
以此推斷圖中哪個地點附近的降水量可能最多?
(A)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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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幾位同學在上課前想預習新的內容，便針對下圖進行討
論，請問哪位同學的說法正確?

(A)奕丞:「這是北半

12.承上題，吐魯番窪地的水果甜度高的原因與當地氣候關

球的地圖。 」 (B)如胤：「圖中無法看到紐西蘭。」

係密切。請問該氣候特徵與下列哪項諺語最為相關?

(C)芊瑞:「圖中的★為德國，也是陸半球中心。」

(A)一年無四季

(D)誠智:「圖中的海陸面積比例應約為 4:6。」

(C)朝穿皮襖午穿紗 (D)黃梅時節雨紛紛

(B)春風不度玉門關

13.絲路為早期東西之間交通往來的重要通道，而河西走廊
為昔日絲路必經之地，造就漢代河西四郡的繁榮。請問
河西走廊位於圖中何處? (A)丙 (B)己 (C)庚 (D)辛

14.承上題，下列關於河西走廊的敘述何者為正確? 成因
是斷層作用而向下陷落的地塹地形 位於甘肅省境內

氣候類型多為溫帶草原氣候 水源是來自祁連山的
夏季融雪

河西四郡為敦煌、酒泉、張腋、銀川

(A) (B) (C) (D)
10.下列關於中國東北地區的敘述，哪些為正確? (甲)地勢
周高中低，外圍有大興安嶺、長白山與太行山環繞 (乙)
黑龍江與鴨綠江分別為中國與俄羅斯及北韓的界河 (丙)
東北平原為中國面積最大的平原，肥沃的沖積黃土造就沃
野千里的環境 (丁)農業由於緯度較高而年僅一穫，但採
機械化耕作提高產量，是中國重要糧倉之一 (戊)東北地

15.下列哪位同學對西部各區的說明為正確?
(A)培凱:甲區為中國最大的盆地，內部有塔克拉瑪干沙漠
(B)亭萱:壬區在每年七、八月舉行的那達慕大會是哈薩克
族的重要盛會 (C)燦臻:己區為中國稀土礦物蘊藏最多之
處而有「聚寶盆」之稱

(D)天暘:辛區利用黃河灌溉，種

植水稻而有「塞上江南」之稱

區自三江平原至遼東半島皆屬於環渤海經濟圈的範圍，陸
運與重工業發達

16.「此區在夏季可得到來自○海洋夾帶的水氣，並有雅魯

(A)乙丁 (B)乙戊 (C)乙丁戊 (D)甲丙丁戊

藏布江流貫，氣候較為暖溼可發展農業，為人口集中的
精華區，而□為主要農作物，製成的糌粑為當地居民的主

二、題組(每題 3 分)
(一)下圖為中國西部各地理區位置圖，請回答 11-17 題:

食。」請問○海洋與□作物最可能為下列哪個組合?
(A)北極海，青稞

(B)印度洋，青稞

(C)印度洋，玉米

(D)太平洋，稻米

17.承上題，請問上述的地區應位於圖中的何處?
(A)甲 (B)乙 (C)丁 (D)戊

11.吐魯番窪地的瓜類果實又大又甜，是著名的「瓜果之
鄉」。請問吐魯番窪地位在圖中何處?
(A)甲 (B)丙 (C)己 (D)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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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下圖為世界海陸分布位置圖，甲~庚分別代表七大洲，

(三)下圖是中國西部大開發政策的重點工程路線示意圖，包

A~D 則分別代表四大海域。請回答 18-21 題:

含的四大工程為西電東送、西氣東輸、南水北調與青藏鐵
路。請回答 22-25 題:

18.在旅行社工作的乃瑄正在向新來的同事介紹世界的七大
洲，其中對○○洲的解說為:「這裡是世界第二大洲，而
來到這洲，最特別的是可以由東半球跨到西半球，也可
以從北半球一路玩向南半球…」請問○○洲最可能為下
列哪一洲?

(A)甲 (B)乙 (C)丙 (D)丁

(A)丙 (B)丁 (C)戊 (D)庚

19.住在台灣的俽宜正在放暑假，而同一時間在國外留學的
姐姐則正在放寒假，由此可推測俽宜的姊姊最可能在哪
一洲的國家留學?

22.圖中的哪一項工程為「西氣東輸」?

23.現在能有大量觀光客進入西藏，主要是受到西部大開發
的哪項措施促成? (A)甲 (B)乙 (C)丙 (D)丁

(A)甲 (B)乙 (C)丁 (D)己
24.承上題，該項措施除了帶動西藏地區的觀光發展，而軍

20.「1519 年 8 月，葡萄牙探險家麥哲倫從西班牙出發，

事方面由於與印度、尼泊爾、不丹等國家壤，也將直接影

穿越了大西洋到達巴西地區，沿著巴西海岸南下，

響中國與哪個地區的戰略形勢?

一路將船開到該洲最南端的海峽。船隊接續著哥倫布口

(A)南亞 (B)北亞 (C)中亞 (D)東北亞

中的『大南海』前進，沒想到這裡的海面異常平靜且十
分寬廣，便取了個吉祥的名字為『太平洋』
。」請問上

25.隨著西部大開發的各項工程陸續完工，除了對西部地區

文畫底線的地點，依照~的順序，應分別位於圖中的

本身的影響之外，最可能為中國整體發展帶來哪項助益?

哪個代號代表之處?

(A)提高人民素質

(B)工業技術升級

(C)均衡區域發展差距

(D)促進族群間的融合與交流

(A)甲→C→戊→D

(B)乙→D→戊→C

(C)乙→D→丙→B

(D)乙→A→甲→C

21.下列關於世界地理的敘述哪些為錯誤? 甲、乙兩洲的
分界為烏拉山與喜馬拉雅山 乙是全世界面積最小的洲

丙是全世界最大沙漠撒哈拉所在的洲 丁的西部有全
世界最長的安地斯山脈盤踞 戊擁有世界最大且物種最
多的亞馬遜雨林 己為澳洲，是陸半球的中心所在
(A) (B) (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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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下圖為中國三大地區與城市分布圖，請回答 26-30 題:

29.「該城為中國北部地區重要的交通樞紐，曾為俄國殖民
時期的中心所在，境內許多俄式建築矗立，例如聖索菲
亞教堂。近年為發展觀光業，每年舉辦的冰雪節，吸引
眾多觀光人潮，成為享譽國際的盛會。」請問『該城』
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30.下列關於圖中各城市的敘述哪些為正確? 甲曾受到俄
國殖民而有「東方威尼斯」之稱 丁曾為歷史上金、元、
明、清等朝代國都，而現在為中國的首都 己的氣候類
型為溫帶草原 癸由於地勢高而空氣稀薄、雲量少使日
照時數長，而有「日光城」之稱 子為西藏的首府，位
於此城市的布達拉宮為藏族的政教中心
(A) (B) (C) (D)

26.庭瑜在雜誌上讀到中國某城市的介紹文:「這裡素有『一
朝發祥地，兩代帝王城』的美譽，保有完整的古代宮殿建
築群，是著名的歷史古城。○國占領時期，曾以此地為發

8 年級 地理 標準答案

展中心之一，鐵路帶動工業化後，因工商業發展，成為東
北最大的工業都市。」請問上述的城市與○國最可能為下
列哪項組合?

1

C

2

A

3

D

4

D

6

C

7

C

8

B

9

B 10 A

5

B

11 B 12 C 13 C 14 A 15 D

(A)甲，俄羅斯 (B)乙，英國 (C)乙，日本 (D)丙，日本

16 B 17 D 18 A 19 D 20 B
21 A 22 A 23 D 24 A 25 C

27.「該城是中國西部地區重要的城市，自古以來貿易發達，

26 C 27 B 28 D 29 A 30 B

當地有俗諺『五口通八國，一陸連歐亞』
，顯示其經濟地
位相當重要，因此中國政府於 2010 年在此地設立經濟特
區希望帶動周邊地區發展。」請問『該城』最可能指的
是下列何者?

(A)辛 (B)壬 (C)癸 (D)子

28.嘉萱將上海與大連兩個港口的比較製成表格如下，請問
哪些為正確? (A) (B) (C) (D)
港口

上海

大連

圖中位置

丑

戊

港口特性

天然海港

海河河港

長三角

環渤海

經濟圈
主要產業

科技、綜合型工業區 機械、造船等重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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