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地理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康軒版 P.20~4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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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分)
1.公共電視新聞網 2013 年 11 月報導:「南韓電視節目最近
以不實的內容呈現台灣鯛的養殖環境，除了養殖的水質髒
亂，還有濫用抗生素與鄰近豬圈與六輕工業區的環境汙
染，因此呼籲南韓民眾勿食用。由於台灣鯛超過半數是外
銷，且南韓市場占半數，該節目播出後，不少貿易商隨即
取消台灣鯛的訂單，除造成經濟損失，也重創台灣國際形
象。」根據新聞內容，該節目取景地點附近的海岸類型最
可能為下列何者?

座號：

姓名：

4.下圖是屏東東港大鵬灣與南平港的位置簡圖。請問下列哪
個港口也是利用與大鵬灣類似的地理條件而建造?
(A)基隆港 (B)台北港 (C)高雄港 (D)花蓮港

5.每年冬季隨○○洋流而來的烏魚，飽盈的烏魚子為漁民帶
來可觀財富，是漁民一年中主要的收入來源，烏魚子對漁
(A)

村而言就是代表經濟活力的「烏金」。請問○○洋流最可

(B)

能為下列何者?
(A)中國沿岸流 (B)黑潮 (C)親潮 (D)北赤道洋流

(C)

(D)

2.承上題，新聞中提及的「六輕工業區(雲林離島式基礎工

6.大陸棚的魚類資源豐富，有利捕撈。下圖中在大陸棚海域
從事漁撈作業的漁船共有機艘?
(A)5 艘 (B)4 艘 (C)3 艘 (D)2 艘

業區)」最可能是何種性質的工業區? (A)水泥工業區
(B)高科技園區 (C)肉品加工出口區 (D)石化工業區
3.經濟部的展覽室呈現了臺灣歷年來的產業發展，見證了我
國的「經濟奇蹟」
。下列各工業展覽品若依據其發展先後順
序加以排列，何者正確？
(A)乙甲丙丁 (B)乙丙甲丁 (C)丙甲乙丁 (D)丙乙甲丁
(甲)

(丙)

(乙)

(丁)

7.承上題，倍軒是住在屏東東港的漁民，每年 4-6 月間，她
都會在巴士海峽及台灣東部海域捕黑鮪魚，這些黑鮪魚成
為重要收入來源。根據漁業署的資料劃分，捕撈黑鮪魚屬
於近海漁業，請問倍軒執行捕撈作業的範圍應在上圖中的
哪個範圍? (A)甲 (B)乙 (C)丙 (D)丁
8.閔翔回憶著自己的年輕歲月:「『家庭即工廠』是當年的口
號也是社會寫照，街坊鄰居常常一起圍坐著板凳，忙著手
邊的簡單手工，周圍擺放著耶誕燈、鑰匙圈、成衣零件，
這些多半是從工廠批發來的零工，製作半成品後再送回工
廠去。」請問下列有關『家庭即工廠』的敘述哪些正確? (甲)
其產品多以出口為導向為主 (乙)多屬於技術密集的民生
工業 (丙)相較於其他工業需要更多資金 (丁)需要大量
廉價勞力 (戊)近年來這些產業多轉移到美國設廠。
(A)甲乙丁 (B)乙丙戊 (C)甲丁 (D)乙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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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裨海記遊》一書中記載:
「康熙三十六年 (西元 1697

15.台北市是台灣具有政治、金融、工商等多種機能的大都
市，由於發展快速而與鄰近市鎮結合成都會區。此一事

年)郁永河來台開採硫磺，他
利用當時附近具有河運之利
的河川，將所採得的礦產外
運到港口後再運回福建。」
請問文中提及的河川應為右
圖中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實與下列哪項因素的關係最密切?
(A)行政區域面積擴大 (B)市內人口出生率快速增加
(C)積極鼓勵郊區化現象 (D)外地人口大量移入
二、題組(第 33、34 題每題 2 分，其餘每題 3 分)
(一)下圖是 2015 年主要國家都市化程度比較圖，請回答
16-18 題:

10.台灣有不少地名出現「土場」一詞，在日語即表示「林
業當中木材聚集地或卸材場」的意思。請問下列哪個地
區內最不可能有「土場」的地名?
(A)宜蘭縣 (B)新竹縣 (C)南投縣 (D)澎湖縣
11.承上題，台灣擁有豐富的森林資源，下列針對台灣林業
的敘述，哪些正確? (甲)森林分布以山地為主 (乙)沿海
洋流交會是造就豐富森林的主因 (丙)日治時期的木材外
銷曾為台灣賺取大量外匯 (丁)內灣森林鐵路即是日治時
期為運送木材而建造的鐵路 (戊)目前台灣的林地多轉型
為休閒遊憩的森林遊樂區。
(A)甲乙丁 (B)甲丙戊 (C)甲乙丙戊 (D)乙丙丁戊
12.「台灣土地有限，早期畜牧業以(甲)小規模的放牧為主，
多為(乙)農家副業，產品自給自足。隨經濟發展，畜養
方式改採(丙)科學化、企業化的經營方式，(丁)大規模、
機械化的養豬場、養雞場紛紛建立，成為台灣畜牧業的
主力。此外，部分原以酪農業為主的牧場也(戊)結合觀
光發展休閒牧場。」上文中畫底線的部分有哪些為錯誤?
(A)甲丙 (B)甲丁 (C)乙丁 (D)丙戊
13.右圖為台灣的某種聚落類型示意
圖，下列針對右圖的敘述，哪些正
確? (甲)該聚落為都會區 (乙)該
聚落為集村 (丙)該聚落的居民多
從事第三級產業 (丁)水源不足之地
較容易形成此種聚落 (戊)早期嘉
南平原的聚落即為此種聚落的代表。

16.要計算圖中各國家的都市化程度，需要下列哪些資料?
(甲)土地面積 (乙)總人口數(丙)都市人口數 (丁)第三
級產業就業人口數。(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丙丁
17.圖中 2015 年台灣的都市化程度為 81，依據此資訊，下列
敘述何者正確? (A)台灣的都市面積占總面積 81% (B)台
灣的都市人口密度為 81 人/平方公里 (C)台灣從事第一
級產業的人口占總人口 19% (D)台灣鄉村人口占總人口
數 19%
18.依據上圖的內容，可以推論出下列哪項訊息? (A)英國的
都市數量比台灣少 (B)台灣的經濟水準較菲律賓高
(C)新加坡的環境品質為世界第一 (D)泰國的都市化程
度偏低是因為氣候高溫炎熱
(二)下圖是台灣主要港口分布圖，請回答 19-22 題:

(A)甲丙丁 (B)甲丙戊 (C)乙丙丁 (D)乙丁戊
14.下課時間，同學們在閒聊自己喜歡的購物型態，下列哪
位同學的說法錯誤? (A)毓書:「我最喜歡跟媽媽去百貨
公司逛街，批發很多漂亮的衣服與鞋子。」 (B)郡麟:「我
們家最喜歡假日開車去郊區的家樂福，東西又多又便
宜。」 (C)紫瑄:「網路購物是我的最愛，雖然有些風險，
但可以不被時間跟空間限制，很方便!」 (D)力豪:「雖
然便利商店因為零售性質而商品沒那麼便宜，可是提供
多樣的服務真的好便利!」

第 2 頁，共 5 頁

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地理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19.台灣早期的港口主要分布於本島西半部，造成此現象的
主要原因為下列何者? (A)沿海大陸棚廣大 (B)氣候條件

(四)下圖是工業區位條件示意圖，請回答 26-29 題:

差異 (C)居民的教育程度 (D)海岸地形的特徵
20.十九世紀的台灣，茶葉是對外輸出的主力產品，若以鄰
近產地的便利性而言，圖中哪個港口的位置最理想，因此
成為主要茶葉輸出港? (A)乙 (B)丁 (C)庚 (D)己
21.宸宇在地理雜誌上讀到台灣某港口介紹，內容摘要如下:
「早期此港口附近除河口沖積地區外，多為岩岸；然而因
海水極深，汽船無法拋錨靠岸，只能停於外海等待小船接
駁，冬季風浪又大，故徒有港口之名……」請問該港口最
可能是圖中何者? (A)甲 (B)丙 (C)庚 (D)己
22.下列關於圖中甲港口的敘述，哪些正確? 甲港口是基
隆港 屬於岬灣海岸，港闊水深 是台灣貨物吞吐量
最大的港口 受地形影響使腹地狹小 是全台灣距離
中國最近的港口。
(A) (B) (C) (D)
(三)下表是 2016 年台灣對外貿易統計資料，請回答
23-25 題:

26.「橄欖油是經由橄欖樹果實壓榨而成的一種植物油。橄
欖油的用途廣泛，一般被視為一種較好的食用油，往往被
認為有益健康。而橄欖油有許多種分類，依不同的品種與
提取過程等差異，平均需要 532~599 顆橄欖才能製造出一
瓶橄欖油，有些種類甚至需要用到 1000 顆以上的橄欖。」
根據短文敘述的橄欖油製造特性，請問橄欖油工廠的工業
區位最符合下列何者? (A)甲 (B)乙 (C)丁 (D)己
27.為了發展工業，臺灣在民國五十、六十年代，陸續成立
了數個「加工出口區」，其生產模式為由國外企業投資設
廠，主要原料由外國進口，在臺招募工人生產，產品全部
外銷。由此可推測「加工出口區」的區位選擇為下列哪項
組合? (A)甲丙戊 (B)乙戊庚 (C)丙戊庚 (D)丙丁己
28.身為顧問公司的專業分析師，芊棋的工作就是負責幫有
開設工廠需求的客戶分析各項因素並協助選擇最佳工業
區位。某天她接到五個客戶的評估任務，分別是煉鋁
工廠 玻璃工廠 玩具工廠 水泥工廠 軟體資訊
工廠。若依照~的順序排列對應到的最佳工業區位，
下列哪項組合正確? (A)乙丁丙甲己 (B)乙己戊甲丙
(C)戊丁丙乙己 (D)戊己乙甲丙

23.在這些國家當中，有幾個是台灣的出超國?
(A)5 個 (B)4 個 (C)3 個 (D)2 個

29.若工廠以圖中「丁」為主要區位條件，應具備下列哪些
特色? 產品體積較原料大而笨重 原料可能易碎、易
腐壞 產品本身具有時效性 麵包工廠或鮮乳工廠即

24.台灣在面對哪個國家的貿易收支情況呈現「嚴重入超」?
(A)日本 (B)中國 (C)南韓 (D)英國

是丁區位的代表 為了更容易招募員工也是丁區位的主
要考量。
(A) (B) (C) (D)

25.依據上表可得知下列哪項正確的資訊?
(A)台灣該年對外為貿易逆差 (B)台灣從國外進口物品主
要為農工原料 (C)中國為台灣最大貿易夥伴 (D)台灣對
德國的貿易為出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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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表是各項交通類型，請回答 30-34 題:
(甲)鐵路

(乙)公路

(丙)捷運

(丁)空運

(戊)河運

(己)海運

(庚)管線

(辛)通訊

30.台灣中油公司向阿拉伯地區進口十萬桶原油，考慮到成
本問題，運用表中哪種交通類型最恰當?
(A)丁 (B)戊 (C)己 (D)庚
31.地理老師解說:「交通革新為台灣帶來許多影響，像是台
北地區果菜市場的新鮮蔬菜即是從彰化縣和雲林縣利用
○○運送供應的。」請問○○最可能是表中的哪種交通類
型? (A)甲 (B)乙 (C)丙 (D)丁
32.承上題，該交通類型最可能是經由下列哪條路線將新鮮
蔬果從台灣中部運送至台北地區? (A)中山高速公路
(B)國道五號 (C)縱貫線鐵路 (D)桃園國際機場捷運
33.浚維是彰化縣田尾鄉的玫瑰花農，他要將新品種玫瑰運
往日本與韓國市場販售，請問表中哪種交通類型是他最適
當的選擇? (A)甲 (B)乙 (C)丙 (D)丁
34.身為美國職籃 NBA 的球迷，每到周末假期，又蓁便會守
在電視機前觀賞體育台的賽事轉播。請問又蓁可以人在
台灣的家中欣賞遠在美國的籃球比賽，都是拜表中哪項
交通類型所賜? (A)庚 (B)辛 (C)戊 (D)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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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2 次定期考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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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B

2

D

3

D

4

C

5

A

6

C

7

C

8

C

9

A

10

D

11

B

12

B

13

D

14

A

15

D

16

C

17

D

18

B

19

D

20

A

21

D

22

B

23

B或C

24

A

25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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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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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28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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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30

C

31

B

32

A

33

D

34

B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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