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五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地理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康軒第二冊5~6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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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題 4 分）
※據交通部觀光局公布近一年的來台旅客人數統計，政府力
推「新南向政策」的國家，這一年來台旅客數增加 30 萬人
次，約多出 77 億元的觀光收益，陸客卻較同期減少 145.6
萬人次，觀光收益銳減 700 億元。觀光是台灣重要產業，
相關單位藉由各項活動促銷國內旅遊，結合區域特色及人文
風情，希望能帶動觀光升級。以下列出最近的一些活動，同
學們配合所附的地圖，開始規劃暑假活動，藉由小旅行多瞭
解台灣風土，是很好的方式喔！

4.

5.

6.

7.

〈附圖:台灣行政區及區域劃分圖〉

1.

2017/7/1~2017/8/31「一見雙雕藝術季，與鹽雕、沙雕
同樂一整夏」，某縣政府將轄內鹽與沙兩大觀光資源整
合，透過鹽與沙的藝術作品與觀光旅遊活動激盪新火
花，還結合潟湖國家公園生態特色，展現觀光新「粒」
量。從海岸特色及昔日鹽業發展判斷，這應該是附圖中
哪一區域的活動？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 2017/7/1~2017/8/13 某縣舉辦「荷浪桃桃 2017 蓮花季」
活動。該縣早年工業區發展使得溪水污染，保育協會想
用蓮花存活率來檢測水質的穩定，引進白河的蓮花品種
大量栽植。民國 89 年由地方政府舉辦第一屆蓮花季活
動，開啟「北觀音，南白河」之盛名。該縣早年為了農
田灌溉及生活用水的需求而發展出埤塘景觀，旅客搭乘
國際航班起降該縣常可領會「千埤之鄉」名號的由來，
蓮花生態旅遊正好可以活化再利用埤塘。依據上文判
斷，這蓮花季應該是圖中哪一縣市辦的活動？
(Ａ)c
(Ｂ)f
(Ｃ)m
(Ｄ)o。
3. 「2017 台灣夏至 235 系列活動」，北回歸線經過的各縣
市祭出「
『打卡指定地點』、『上傳活動現場照片』並標
示標籤『#瘋玩夏至 235』，即獲得抽獎資格」的好康活

8.

9.

動，相關系列活動舉辦單位
不包括何者？
(Ａ)澎湖
(Ｂ)雲林
(Ｃ)嘉義
(Ｄ)花蓮。
2017/ 6/24、7/1、7/8 ，
台鐵舉辦「SL 仲夏寶島號開行活動」，以蒸汽火車結合
觀光資源，遊覽地方熱門景點及小站巡禮為主軸，帶領
旅客從花蓮玉里站出發，前往臺東站，中途於池上、關
山及山里等站下車探訪。下列是參加這項活動的說明，
何者正確？
(Ａ)列車沿海岸行進，眺望壯麗太平洋
(Ｂ)列車沿縱谷北上，右側為海岸山脈
(Ｃ)列車沿縱谷南下，右側為中央山脈
(Ｄ)會經過清水斷崖，是國際級的景觀。
某縣曾是台灣重要蔗糖區，近來地方政府擬藉由運糖小
火車復駛，串聯該縣虎尾糖廠與高鐵站，並結合虎尾周
邊特有人文地景，帶動整體觀光發展。請問上述計畫預
計連結的高鐵站應該最可能是哪一站？
(Ａ)桃園
(Ｂ)雲林
(Ｃ)苗栗
(Ｄ)新竹。
106/07/21～23 的「原住民族聯合豐年節」將在全台原
住民人數最多的某縣舉行，再加上 7/23 秀姑巒溪國際
泛舟鐵人三項競賽活動，今年夏天，該縣的觀光活動很
熱鬧。上述活動的舉辦地是在圖中哪一縣?
(Ａ)r
(Ｂ)s
(Ｃ)t
(Ｄ)u。
106/08/05～06 舉辦「龍洞四季灣遊艇嘉年華」
。交通部
近年大力發展遊艇相關產業，加上相關法規鬆綁，不少
民眾考取遊艇駕照，希望買艘遊艇享受馳騁大海快感，
考慮船隻需要避風港的海岸特徵以及消費族群，哪一縣
市最具有發展遊艇產業的競爭優勢？
(Ａ)桃園縣 (Ｂ)新北市 (Ｃ)台東縣 (Ｄ)屏東縣。
106/05/06 ～06/30 附圖中的「q 縣」舉辦「黑鮪魚文
化觀光季」，結合該縣熱帶自然景觀資源、農漁特產文
化以推廣高品質觀光旅遊。有關該縣的區域特色敘述，
何者錯誤？
(Ａ)臺灣西部南北最狹長的縣份
(Ｂ)產業結構上偏重農、漁業
(Ｃ)紅豆、蓮霧、洋蔥是地區出名的農特產
(Ｄ)順著中國沿岸流南下的黑鮪魚為漁民帶來財富。
「某地區的自行車產業，從生產零件到組裝都一手包
辦，不但在國內市場贏得佳績，也在國際市場中獲得美
譽。更因為捷安特發跡於此，這個名符其實的自行車城
市順利爭取將自行車列入國際奧會體系的 2019 東亞青
年運動會競賽項目中。」上述新聞內容是附圖中哪一地
區的產業特色？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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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台灣四面環海，燈塔是海洋與陸地接點上的特有建築，
2017/6/24～11 月的「2017 台灣自行車節－Light up

14. 「藍眼淚」近年己成為此地季節限定奇觀，曾經被美國
媒體 CNN 評選為世界 15 大奇景之一，於每年的 4 月至 8

TAIWAN 臺灣燈塔 - 極點慢旅」，觀光產值有望上看至
2.8 億元；去年台北市長柯文哲挑戰一日雙塔也意外帶
動燈塔觀光的周邊效益。想挑戰這樣的極點觀光活動，
出發點及終點分別會是：
(Ａ)基隆市、台東縣
(Ｂ)新北市、台東縣
(Ｃ)基隆市、屏東縣
(Ｄ)新北市、屏東縣。
11. （承上題）最近選手們騎到台東，發現清晨太陽升起
後，南迴線的大武地區就熱烘烘，中央氣象局大武氣象
站表示，上午 9 時 17 分開始出現焚風，氣溫跳升 36.7
度。請問此一現象的發生與下列哪一成因有關？

月是好發期，看到的機會相當難得，可遇不可求；很多
攝影師除了追淚之外，也會特別去欣賞當地保存最完
整、由花崗岩砌成的石頭屋。請問若要觀賞藍眼淚和特
殊的石頭屋，應該到哪一個地方？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15. 右邊附圖為某離島的鎮邪將軍—風獅
爺，自古以來，降水量少、風力強勁的
特點，使農業發展受到了限制，因此當
地居民設立風獅爺來鎮風避邪，各種造
型古樸可愛的風獅爺現在成為觀光特
色。請問風獅爺的設立與哪個季風侵襲

(Ａ)

(Ｂ)

(Ｃ)

(Ｄ)

12. 整體而言，政府是根據什麼因素將臺灣本島畫分為
北、中、南、東四區域？
(Ａ)人口分布和礦產資源
(Ｂ)經濟發展和政治地位
(Ｃ)農業資源和族群分布
(Ｄ)自然環境和地理位置。
※台灣的離島各有各的特色，請依照下面的離島位置圖回答
13～18 題：

13. 圖中某兩群島因為地理位置特殊，成為臺灣重要的軍事
前線基地；而離島依照形成原因可分為大陸島、火山
島、珊瑚礁島。請問：這兩區軍事前線島嶼皆屬於何種
類型的島嶼？
(Ａ)大陸島 (Ｂ)火山島 (Ｃ)珊瑚礁島。

金門有關？
(Ａ)↖
(Ｂ)↗
(Ｃ)↙
(Ｄ)↘。
16. 政府提出「國土空間發展策略計畫」，該計畫中指出，
東部區域應注重優質生活，因此若要發展產業，應優先
發展下列何者？
(Ａ)製造業
(Ｂ)水泥工業
(Ｃ)有機農業
(Ｄ)高科技工業。
17. 日本 2017 年正式公布中小學「學習指導要領」修訂案，
並在社會科中記載釣魚台列嶼(日本稱尖閣諸島)為日
本「固有領土」。我駐日代表處對此已向日方表達嚴重
抗議，並再次重申釣魚台列嶼係我國固有領土，且為漁
民傳統的作業地區。依照圖中位置判斷，釣魚台應屬於
我國哪一縣市管轄？
(Ａ)新北市
(Ｂ)宜蘭縣
(Ｃ)花蓮縣
(Ｄ)台東縣。
18. 「留不住雨的玄武方山地形
這裡命中注定要缺水
井水、水庫、輪船運水、海水淡化
共同構成一部艱困的乞水史
與乾旱、強風對抗了幾百年的人們
強韌中帶著幾分辛酸」
上述短文說明的是哪一離島地區的特色？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19. 「OTOP」意指「One Town One Product」即「一鄉鎮一
特產」之意，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並舉辦節慶活動，
例如花蓮金針花季、三芝茭白筍節等。請問：這些政策
將會對鄉村造成哪些影響？
(甲)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乙)都市化程度明顯提升
(丙)外來遊客人數大量增加 (丁)提昇當地產業知名度
(戊)促進都市與都市間的聯繫。
正確的是：
(Ａ)甲乙丙
(Ｂ)甲丙丁
(Ｃ)乙丁戊
(Ｄ)丙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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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政府為了縮小區域間差異，推動多項政策，但下列何者
無法縮小城鄉差異？
(Ａ)台北捷運之設立
(Ｂ)台鐵增設普悠瑪列車
(Ｃ)進行蘇花公路改善計畫
(Ｄ)透過縣市合併來擴大行政區。
21. 下列關於北宜高速公路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即為國道 2 號
(Ｂ)又稱蔣中正高速公路
(Ｃ)聯繫花東縱谷和臺北盆地
(Ｄ)縮短臺北到宜蘭的行車時間。
22. 今年端午連假，蘇花公路路斷，造成上千人回不了家，
稱是「台灣史最多人同時環島」的連假；這次崩塌的台
九線 112.6 處，其實是近年來較常發生大型崩塌的地
點，公路貼山而建，十分險要。蘇花公路沿哪一座山脈
興建？
(Ａ)中央山脈
(Ｂ)海岸山脈
(Ｃ)雪山山脈
(Ｄ)玉山山脈。
23. 臺灣經濟發展雖快，但有區域發展不均的缺憾。在臺灣
經濟成長的過程中，北部區域為人口大量移入的地區，
主要是因為北部區域有何種拉力吸引人口集中？
(Ａ)自然環境較優
(Ｂ)農礦資源較豐
(Ｃ)政府機構較多
(Ｄ)居民所得較高。
24. 嘉義東石、臺南七股、屏東大鵬灣均為臺灣著名的蚵產
地，主要是因為當地具有何種適合養蚵的條件？
(Ａ)多沙洲、潟湖地形
(Ｂ)多岬角、海灣分布
(Ｃ)冬季乾燥晴朗
(Ｄ)夏季溼熱多雨
25. 《看見台灣》紀錄片導演齊柏林生前關注開礦影響環境
議題，日前為了拍攝續集勘景時拍攝的一張亞洲水泥礦
場照片曝光，震撼各界，此區的水泥及大理石長期開採
引起熱議，環保團體地球公民基金會發起的「撤銷亞泥
非法展延開礦權，捍衛□□國家公園！」連署活動，民
眾熱烈響應。上文中所述的國家公園應該是何者？
(Ａ)墾丁
(Ｂ)雪霸
(Ｃ)太魯閣
(Ｄ)玉山。
26. 雲林縣是全台農業大縣，近年來更成為全國主要的農業
專業生產區，專業區的形成與下列何者有密切的關係？
(Ａ)山坡地的開發

※政府力推「前瞻
基礎建設條例」，
除了前瞻，更試圖
要縮減城鄉差
距，由於舉債金額
龐大且計畫未臻
周詳，近來質疑聲
浪不斷，請回答下列 28~31 題：
28. 政府推出此條例的原因是全國區域發展不均，下表為行
政院公布的臺灣各區域發展狀況，若依附表中資料推
斷，並按照北部、中部、南部、東部依序排列，下列組
合何者正確？
(Ａ)甲乙丙丁
(Ｂ)甲丙乙丁
(Ｃ)丙乙丁甲
(Ｄ)丁乙丙甲。

29. 在「前瞻基礎建設條例」八千八百億預算中，「軌道建
設計畫」就佔近半，下圖為規劃內容。請判斷台灣哪一
區域的軌道預算投入最多？
(Ａ)北部地區
(Ｂ)中部地區
(Ｃ)南部地區
(Ｄ)東部地區。

(Ｂ)農村人口的回流
(Ｃ)中山高速公路的完成
(Ｄ)發現大量的地下水資源。
27. 房仲業者統計 2017 年五月主要都會的中古屋買賣狀
況，製成下方圖表，發現桃園市的中古屋市場交易明顯
熱絡許多，關於桃園地區的競爭優勢條件，何者錯誤？
(Ａ)設有科學園區，就業機會高
(Ｂ)規劃航空城，機場捷運通車
(Ｃ)青壯年人口比例 75%，高於全台平均
(Ｄ)房價相對低於鄰近的雙北，使創業資本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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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前瞻計畫中強調乾淨能源的發展，為提供離島所需
能源，台電打算先以澎湖為試驗地點來設置發電設
備，以當地的環境來看，下列何種發電方式最不適
合在澎湖發展？
(Ａ)河川發電
(Ｂ)風力發電
(Ｃ)潮汐發電
(Ｄ)太陽能發電。
31. 政府在能源政策的規劃方面，從下表資料判斷，哪
一種非再生能源因為相對乾淨，因此是政府未來規
劃發電的主力能源類型？

(Ａ)核能發電
(Ｃ)水力發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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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天然氣發電
(Ｄ)太陽能發電。

※日前烏山頭水庫設置的
八田與一銅像驚傳遭電鋸
「斬首」，引起台日雙方
關注。日治時期日本工程
師八田與一建造烏山頭水
庫、嘉南大圳，充足的水
源，使得原本無法穩定收
成的作物產量因而大增，
讓此區成為全台最大穀倉。
請依據水利分布圖
來判斷以下第 32~33 題
32. 下列何者為上述設施興建之前，此地作物無法穩定收成
的原因？
(Ａ)平均年降雨量不足
(Ｂ)水源遭受工業汙染
(Ｃ)平原地區地層下陷嚴重
(Ｄ)河川乾溼季水量變化大。
33. 該設施的水源主要來自曾文溪和「甲」河流，可供應雲
林、嘉義、臺南地區十餘萬甲土地的農業用水。根據灌
溉地區判斷，附圖中的「甲河流」應是下列何者？
(Ａ)淡水河
(Ｂ)大甲溪
(Ｃ)高屏溪
(Ｄ)濁水溪。

※題目結束，請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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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4 頁，共 4 頁

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