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地理科 第一次定期評量
＜範圍：翰林版p.6 ~2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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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題與第 2 題為 2 分，其他每題 3 分)
1.中國東南沿海地區山多平原少而人口眾多，因此清末有大
量人口外移至東南亞與台灣等地謀生。請問中國東南沿海
的海岸類型與下圖中台灣哪段海岸最相似?
(A)甲 (B)乙 (C)丙 (D)丁

座號：

姓名：

5.雲貴高原受到自然環境影響，當地人口集中的精華區主要
在高原上的「壩子」，例如昆明、大理。請問「壩子」的
水系型態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A)
(B)

(C)

(D)

6.下圖是中國民宅室內設置的「炕」，其原理是利用房子的
特殊建築結構，把灶中的餘熱導到通鋪下，使通舖上的溫
度上升使屋內較溫暖。這種「炕」的設置，最可能在下列
哪個地區出現? (A)哈爾濱 (B)武漢 (C)重慶 (D)蘇州

2.下列稱號或諺語所配對的地區，何者正確?
(甲)「水鄉澤國」-東北平原
(乙)「湖廣熟，天下足」- 兩湖盆地
(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橫斷山脈

7.大紀元新聞:「2017 年 3 月某日凌晨，□北部的內戰持續

(丁)「大雨大災，無雨旱災」-海南島
(戊)「魚米之鄉」-珠江三角洲
(己)「天府之國」-四川盆地
(A)甲乙丁 (B)甲丙己 (C)乙丙己 (D)乙戊己

3.為了治理長江，中國政府於 1994 年開始興建三峽大壩工
程，並在 2009 年正式完工，是世界最大的水利工程。下
列關於三峽大壩工程的敘述哪些正確? (甲)壩址位於湖北
省宜昌 (乙)具有防洪、發電、航運、蓄水等功能 (丙)發
電量可舒緩華北工業區動力不足的問題 (丁)長江口泥沙
量增加，海岸線加速向外延伸 (戊)付出古蹟淹沒、居
民遷移等龐大代價
(A)甲乙丁 (B)甲乙戊 (C)甲丙戊 (D)乙丁戊

進行，導致十多萬的難民逃往雲南邊境地區避難。日前□
的戰機闖入中國境內轟炸，造成邊境小鎮許多民居損壞，
各界期盼盡快停火，以免造成更多人員傷亡。」請問新聞
中的□最可能是下列哪個國家?
(A)緬甸 (B)印度 (C)泰國 (D)北韓
8.翊銨是台灣知名連鎖薑母鴨店的老闆，未來他希望能前往
中國開拓新市場，並以中國東半部為優先，由於對中國
不熟悉，他針對東部四大地區進行搜尋，查到的資料如下:
資料一:「此地位置適中，地理環境優越，水運交通極為便
利且無季節限制，因此成為中國的經濟核心地帶。」
資料二:「這裡是建立中國歷史上最後一個王朝的女真人發

4.兆紘將中國華南與華中地區的比較整理成下表，哪些項目
需要更正? (A)甲戊 (B)乙丁 (C)甲丙戊 (D)丙丁戊

祥地，也就是俗稱天下第一關-山海關以外的地方。」
資料三:「這裡是中華文化發源地，黃河是孕育一切文明
的母親，昔日為兵家逐鹿中原之標的，造就歷代政治中心。」

地區

華南

華中

(甲)地形

多盆地、平原

多平原、丘陵

(乙)水系

珠江流域

長江流域

(丙)作物
(丁)收穫
(戊)經濟圈

稻米、茶葉、棉花 稻米、茶葉、甘蔗
三穫

二穫

珠三角

環渤海

資料四:「北回歸線橫貫，氣候高溫多雨，而獨特的環境與
位置使少數民族眾多，近年以加工出口業帶動經濟發展。」
請問資料一到資料四分別屬於那些地區的特色?
(A)華北、東北、華中、華南 (B)華南、東北、華北、華中
(C)華中、東北、華北、華南 (D)華中、華北、東北、華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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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下圖為甲、乙兩個地區年雨量變化圖，依圖中資料判斷比
較甲乙兩地的降水特性，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地年降水變率較大 (B)乙地降水量較豐沛
(C)甲地旱澇問題較嚴重 (D)乙地降水較不穩定

15.東漢末年從群雄割據逐漸發展出三國鼎立的局面，這段
歷史後來改編為膾炙人口的歷史章回小說《三國演義》。
下圖為魏、蜀、吳三國勢力分布簡圖，根據圖中位置判斷
，孫權所管轄的吳國，最可能受到下列何種季風風向的影
響，使夏季成為該國軍民屯田的主要季節?
(A) ↙
(B) ↗
(C) ↘ (D) ↖

10.「上海是中國第一大都市，也是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
中心之一。近年中國經濟成長，使中國對外貿易連年大
增，使得對上海的航運需求隨之提升，因此於 2005 年於
外海島嶼興建外港，也使上海擺脫天然條件不佳所帶來的
發展瓶頸。」請問上文中 2005 年上海興建的外港為下列
何者? (A)維多利亞港 (B)天津新港 (C)香港 (D)洋山港
11.承上題，短文中提及上海的發展瓶頸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腹地狹小 (B)冬季結冰 (C)泥沙淤積 (D)地層下陷
12.清光緒 30 年，日本與俄國雙方為了爭奪中國東北的權
益，爆發日俄戰爭，雙方在旅順港發生多次激烈衝突，
死傷慘重。下圖為旅順港的位置示意圖，請問該地因為
掌控下列哪個海域的進出門戶而成為兵家必爭之地?

車馬多從頭頂過。」來形容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A)黃海 (B)東海 (C)南海 (D)渤海

13.下表是中國不同地點的氣候資料，請根據表中資訊判斷
，何者最可能是北京? (A)甲 (B)乙 (C)丙 (D)丁
年雨量

一月月均溫

七月月均溫

（mm）

（℃）

（℃）

甲

1,293

20.4

27.5

乙

576

－4.3

25

丙

398

－6.7

23

丁

35

－9.6

26.6

地點

16.受到自然特色影響，中國各地發展出許多特殊的居住型
態。下圖是中國某地常見的建築，這種建築約有四層樓
高，但整棟建築物只有一個大門，窗戶也位於建築物高
處。下列關於此種建築的敘述哪些正確? (甲)主要分布於
福建省 (乙)是黃土高原特有的民居 (丙)除了居住
外的最大功能為防禦 (丁)最適合用「人家半鑿山腰住，

17.中國南部地面臨最大的環境問題就是長江中游的水患，
請問此項問題跟下列哪項因素的關係最密切?
(A)圍湖造田 (B)過度放牧 (C)汙染嚴重 (D)土壤鹽鹼化
18 東北地區的地形特色有「白山黑水、山環水繞」之稱，下
列關於東北地區地形的敘述，哪些正確? (甲)白山為長白
山 (乙)黑水為黑河 (丙)山環為大興安嶺、長白山與太行
山 (丁)烏蘇里江為中國與俄羅斯的界河 (戊)松花江為
中國與蒙古的界河 (己)鴨綠江為中國與北韓的界河
(A)甲乙丁己 (B)甲丙戊己 (C)甲丁己 (D)乙丙丁

14.承上題，表中哪個地點的氣候條件，最有利於溶蝕作用
發生?(A)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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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組(每題 3 分)
(一)下圖為中國三大地區與城市分布圖，請回答 19-24 題:

19.下列氣候圖所代表的氣候類型，最可能與圖中哪個城市
的氣候類型相同? (A)庚 (B)癸 (C)子 (D)丑

23.陳君羊是一位有名的畫家，他即
將出版一本圖文並茂的旅遊畫冊，
右圖是某城市的景點-大三巴牌坊
插畫，搭配的內文為:「這個城市是
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區，每平
方公里超過 2 萬人! 博弈業與旅遊
業是重要經濟來源，過去因為曾受
到□國殖民，所以至今仍存留許多指標性的歷史建築，例如
大三巴牌坊即為這個城市的地標性建築，更是聯合國世界文
化遺產。」請問該城市與□國應該為下列哪項組合?
(A)甲，英國 (B)甲，葡萄牙 (C)丙，英國 (D)丙，葡萄牙
24.晴斐正在準備主題為「中國的港口城市」的地理報告，節
錄一段內容如下:「○○不但是廣東省的行政中心，更是中
國歷史最悠久的對外通商口岸，歷史悠久且地理位置優越，
也是海上絲綢之路的起點之一，因此被稱為中國的『南大
門』。」請問○○是圖中的哪個城市?
(A)甲 (B)乙 (C)丙 (D)己
(二)下圖為中國沿海五大經濟特區分布圖，請回答 25-27 題:

20.利用圖中城市所在的地點來比較各地的氣候特色，下列
敘述哪些正確? 年降水量:甲＞丑＞癸 年降水量變率:
辛＞乙 最暖月均溫:子＜癸 最冷月均溫:癸＜庚＜
丁 年溫差:癸＜壬＜丙
(A) (B) (C) (D)

25.中國政府於 1979 年進行經濟改革開放，當時選擇在東南
沿海設置經濟特區，進而成為中國經濟開放的起點。請問
中國政府選擇東南沿海的主要因素哪些正確?
(甲)海運便利 (乙)僑鄉背景 (丙)礦產豐富
(丁)動力充足 (戊)近港澳台
(A)甲乙丁(B)甲乙戊 (C)甲丙戊 (D)丙丁戊

21.長江為中國第一長河，其河道與中國東部海岸線形成「T」
字型發展軸線，航運價值高，帶動長江沿岸都市快速發

26.圖中的丙與丁兩者皆位於重要河川的出口，因此有利於

展。其中，位於長江上游的○，由於位置優越，加上三
峽大壩完工，已升格為直轄市。請問○應為圖中何者?
(A)丁 (B)戊 (C)己 (D)庚
22.圖中己城市位於中國海岸線中點，近年經濟發展快速，
是亞洲地區重要城市。下列關於己城市的敘述，何者正確?
是中國最大的港口 掌握珠江水運，腹地廣大 屬於
副熱帶季風氣候，雨量充足 因鴉片戰爭開港通商，有
中國的南大門之稱 外灘曾是西方各國在中國的政治與
金融中心，因而有許多西式建築，被譽為「萬國建築博覽」
(A) (B) (C) (D)

以河運擴大腹地範圍，經濟發達而繁榮。請問丙、丁位於
哪條河川的出海口兩側?
(A)長江 (B)黃河 (C)黑龍江 (D)珠江

27.下列關於圖中中國五大經濟特區的敘述哪些正確? 多
屬於嶺南丘陵地形區的範圍 吸引外商來此投資為主要
目的之一 以高科技工業為主要產業 甲與台灣的金
門距離最近 乙為汕頭經濟特區 丙的地理位置緊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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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且成立時間最早 戊為海口經濟特區
(A) (B) (C) (D)
(三)下圖為中國地形分布圖(甲~丁為平原；ㄅ~ㄈ為盆地；A
~ D 為高原；~為山地)，請回答 28-34 題:

32.姿廷針對中國某個地形區的特色整理一段筆記如下:「此
地區氣候溫暖且雨量適中，形式完整封閉，多深厚而肥沃
的紫紅色土壤。戰國時期完成都江堰水利工程後，改善旱
澇問題，成為兼有南方與北方作物的豐饒之地。」上述地
區最可能位於圖中何處? (A)乙 (B)丙 (C)ㄆ (D)ㄈ
33.下圖是中國某地形區常見的地表景觀，型態為頂部平
坦，周圍邊坡受到○○作用影響，形成陡峭而崎嶇的地
形。請問該地區與○○應為下列何者?
(A) A、風力侵蝕 (B) B、流水侵蝕
(C) B、風力侵蝕 (D) D、流水侵蝕

28.詠臻於寒假時前往中國旅遊，他體驗了當地居民古老的
渡河工具如下圖所示，只用一個帶滑輪的鐵環與一條麻繩，
就可在 20 秒左右橫渡 200 公尺寬的江面，刺激又驚險，讓
這趟旅程留下深刻回憶。請問詠臻旅遊的地區最可能在圖中
的何處? (A) (B) (C)ㄅ (D)ㄇ

34.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圖中 B 區至乙區之間的地形剖面圖?
(A)

(B)

29.山在中國占有超過 30%的面積，屬於五大地形之最，下列
關於圖中各山脈的敘述，何者正確? (A)為秦嶺，位於
第二階梯，為中國季風氣候與乾燥氣候的分界 (B)為南
嶺，北側與南側分別為華北與華中 (C)為燕山，也是山
東丘陵與華北平原的分界 (D)為大興安嶺，因覆蓋著廣
闊的森林，又稱「綠色寶庫」
30.「地無三里平，人無三兩銀」的俗諺是在形容石灰岩地
形崎嶇的地表與貧瘠的土壤不利農業發展。圖中哪個地
理區最可能見到豐富的石灰岩地形?
(A)丙 (B)丁 (C)C (D)D
31.承上題，石灰岩地形雖不利農業發展，特別的景緻卻成
為著名觀光勝地，例如灕江兩岸有「桂林山水甲天下」的
稱號。請問該稱號中的「山」與形成原因分別為下列何者?
(A)峰林、風蝕作用 (B)鐘乳石、溶蝕作用
(C)峰林、溶蝕作用 (D)鐘乳石、河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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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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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班 組別範圍:第一組～第一組 標準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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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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