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 八年級 地理科 第二次定期評量
＜範圍：第四冊 P.24~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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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作答於答案卷上，考試完畢僅繳交答案卷，請不要
填錯格。
單一選擇題 100％（共 33 題，第 1 題 4 分，第 2~33 題
每題 3 分，總計 100 分）
※右圖為某半球海陸分布圖，此
半球的陸地面積比例為 45%，海
洋面積比例為 55%。請根據此圖
回答第 1~2 題：
1.根據右圖海陸分布及海陸面
積比例判斷，這應是哪個半球的
地圖？(A)水半球 (B)陸半球
(C)北半球 (D)南半球。
2.該半球以圖中「甲」國為中心，「甲」國所指為何？
(A)土耳其 (B)紐西蘭 (C)法國 (D)英國

※上圖為三大洋與七大洲分布圖，甲~丁為海洋，子~卯
為大洲，請根據上圖回答第 3~4 題：
3.「它的名稱源自拉丁文『Mare Pacificum』
，意為『平
靜的海洋』
，由航海家麥哲倫命名。其範圍從北極一直
延伸至南極，是海洋中面積最大者，然而根據科學家的
觀測發現，受板塊運動影響，它的地盤正越來越小。」
上文所述的海洋應為圖中何者？
(A)甲 (B)乙 (C)丙 (D)丁
4.承上題，若由該海洋中心沿北緯 300 線往東航行，應
會最先登陸圖中哪個大洲？
(A)子 (B)丑 (C)寅 (D)卯
5.阿信今年暑假前往南美洲攀登世界最長的安地斯山
脈，形塑安地斯山脈的作用力與下列何者最相似？
(A)黃土高原 (B)美國大峽谷 (C)印度大平原 (D)東非
高原

座號：

姓名：

※中美貿易大戰開打，
2018 年 3 月，美國對進口
鋼鋁課徵高額關稅；4 月
換中國出招，宣佈對原產
於美國的豬肉、水果、堅
果、酒類、大豆、汽車等
眾多商品，課徵高達 25%
的關稅；針對中國的回
應，美國總統川普表示考慮再加碼貿易戰，對 1000 億
美元的中國進口商品加徵額外關稅，中方回應「我們不
想打，但不怕打貿易戰。」根據上文敘述及上圖，回答
第 6~7 題：
6.中國是世界最大鋼鐵生產國，囊括全球一半鋼鐵產
能，中國輸入美國的鋼鐵量，位列第 11，現在美國又對
進口鋼鋁加重關稅，美國此一措拖，將會打擊圖中何處
的外匯收入？
(A)甲乙 (B)乙戊 (C)甲己 (D)戊丁
7.美國大豆出口委員會稱，如果中國向美國大豆徵收關
稅，除了會對美國大豆造成 71% 的出口下滑外，同時
對中國損失更嚴重，因為大豆進口對中國國內經濟非常
重要。中國本身亦為大豆重要產地，大量進口國外廉價
大豆，將可能排擠本地農民收入，圖中何地的農民受害
可能最深？
(A)丙 (B)丁 (C)戊 (D)己
8.右圖為東北與中國每人平均糧
食產量比較圖，下列關於右圖的敘
述何者正確？
(A)東北地區人口密度較低
(B)東北土壤肥沃故總產量較高
(C)東北緯度較高年收穫次數多
(D)東北交通發達有利糧食進口
9.中國某條河流素有「能源流域」之稱，其上游富含水
力，中游蘊藏豐富的煤礦，下游出海口還有石油礦產。
根據上文判斷，「能源流域」最可能是形容下列何者？
(A)長江 (B)黃河 (C)淮河 (D)黑龍江
10.下列何者是近年來導致中國北部地區工業發展面臨
困境的原因？
(A)民營事業生產缺乏效率 (B)礦產資源逐年枯竭
(C)缺乏高科技工業人才 (D)缺乏長程運輸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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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中國北部地
區都市位置簡圖，請
根據右圖回答第
11~13 題：
11.五月天到中國北
京開演唱會，工作之
餘參觀著名的天壇及
故宮等歷史景點，但
在旅途中遇到了沙塵
暴，部分的行程因而
耽擱。根據上述判斷，五月天最可能在下列哪個時間至
北京開演唱會？ (A)端午節 (B)七夕 (C)中秋節 (D)
元旦。
12.離開北京後，五月天來到有「東方莫斯科」之稱的
都市，欣賞昔日被俄羅斯統治時留下的特色建築。該都
市利用高緯度優勢發展「冰雪經濟」，每年舉辦的冰雪
節已擠身世界四大雪節之一。根據上述判斷，這個都市
位於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16.年降水量不足 200mm，然因黃河受地形阻擋，在
此處形成密布的河網系統，灌溉系統發達，使當地流傳
這樣的俗諺：
「天下黃河富河套，富了前套富後套。」
根據上文判斷，應指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根據史料記載，如下圖的水利工程已存在 2000 多年
的歷史，與萬里長城、京杭大運河並列中國古代的三大
工程。請根據下圖回答第 17~18 題：

17.此類灌溉設施最可能出現在下列哪個氣候區？
(A)

(B)

13.五月天的中國行已接近尾聲，他們將演唱會的道具
打包，以哈大鐵路運到終點都市後，再送往下一個演唱
會地點。五月天預計三個月後在新加坡開唱，根據上述
內容判斷，他們應該選擇圖中哪個都市來寄送貨物？
(A)甲 (B)乙 (C)丙 (D)戊
※下圖為黃河部分水文測站 1950 至 2010 年實測的年平
均含沙量。請根據下圖回答第 14~16 題：

(C)

(D)

14.從圖中可知數據在龍門測站發生明顯變化，其主要
原因為下列何者？
(A)河床高於兩側地面 (B)河川上游廣建水庫 (C)河川
流經黃土高原 (D)乾季末期河川斷流

18.此水利工程的水源主要來自？
(A)河水 (B)雪水 (C)湖水 (D)雨水

15.為了防洪，沿岸居民一再加高堤防，然遇到暴雨來
襲，更容易造成水患，甚至使河道改變流路，自古以來，
黃河曾發生過六次大改道，此現象對圖中何處居民的生
命安全造成的威脅最大？ (A)甲 (B)乙 (C)丙 (D)丁

19.中國西部地區國界綿長，鄰國眾多，軍事地位重要。
下列哪個國家較不可能與中國西南地區因邊界問題發
生爭端？
(A)哈薩克 (B)阿富汗 (C)尼泊爾 (D)緬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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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內蒙古居民以畜牧維
生，但是東、西部的經營方
式卻有差異如右圖。導致內
蒙古東、西差異的主因為
何？
(A)風向不同 (B)地勢高低
(C)緯度高低 (D)距海遠近

25.五月天的遊覽車在「己」地拋錨，等待車子修好的
時候，瑪莎下車跟當地居民聊天，得知當地有「聚寶盆」
的別稱，這是因為當地具有何種特色？
(A)魚產豐富 (B)農業發達 (C)森林茂盛 (D)礦產豐富

21.新疆塔里木盆地內的塔
克拉瑪干沙漠是世界第二
大的沙質沙漠，造成此地氣候乾燥的主因為何？
(A)大陸高壓籠罩 (B)北方寒流影響 (C)位居歐亞內陸
(D)受到太陽直射。
※下圖為中國西部地區地形簡圖，請根據下圖回答第
22~26 題：

22.五月天決定將老歌重新改編作為下一張專輯主題，
怪獸選擇了「青海青，黃河黃，更有那淘淘的金沙江，
雪皓皓，山蒼蒼，祁連山下好牧場…」這首歌曲來改編，
並決定先至歌曲描述的地方實地考察後再作改編。五月
天應至上圖中何處進行考察？
(A)甲 (B)乙 (C)庚 (D)辛
23.五月天曾經以西遊記的故事寫了「孫悟空」一曲，
於是決定到書中著名景點火焰山一遊，體驗烈日當空，
地氣蒸騰，一片火紅猶如火焰的奇景。五月天應是走訪
了圖中何處？ (A)乙 (B)丁 (C)戊 (D)己
24.接著五月天繼續走
訪其它景點，看到如右
圖的特色地形，還欣賞
了敦煌著名的鳴沙山
跟月牙泉。由此可見五
月天應來到圖中何
處？ (A)甲 (B)乙 (C)戊 (D)庚

26.五月天最後一站來到圖中「辛」地，冠佑寫下了他
旅途中的所見所聞：「今天來到（ㄅ）拉薩參加盛大的
那達慕大會，我發現這裡的地形以（ㄆ）高原為主體，
當地(ㄇ)因日照充足，使拉薩有「日光城」之稱，信仰
的宗教是（ㄈ）藏傳佛教。」冠佑的日記中哪個地方寫
錯了？ (A)ㄅ (B)ㄆ (C)ㄇ (D)ㄈ
27.離開西部地區，回到台灣閉關錄音的石頭，始終對
曾在新疆品嚐到的葡萄、哈密瓜等水果念念不忘。新疆
素有「瓜果之鄉」美稱，所產瓜果品種優良、含糖量高、
甘美爽口，也是國際市場的暢銷品。新疆適合瓜果等作
物生長的條件不包括下列何者？
(A)水利系統發達 (B)年降水量充足 (C)終年日照強烈
(D)日夜溫差大
※香格里拉是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 1933 年的長篇
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中虛構的地名。書中描寫香格里
拉位於喜馬拉雅山脈西端一個神祕祥和的山谷，當地的
居民信奉藏傳佛教。現在，在西方文化中「香格里拉」
通常意指帶有東方神祕色彩祥和的理想國度。
----------------------------------------------※中國政府為加強對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中虛構的「香
格里拉」在政治及經濟上的控制力，於 1958 年開始著手
興建鐵路，雖中間一度因大躍進失敗導致國家財政
困難而停工，鐵路終於 1973 年再度復工，一期工程
於 1984 年完工，二期工程自 2001 年開工，這段素有「天
路」之稱的鐵路工程遇到了極大困難，工程人員們在短
時間工作後，即出現呼吸困難、嘔吐、暈倒等現象，需
馬上有人替換，導致工期拉長，至 2005 年全線鐵軌終於
鋪完，2007 年通過國家驗收，正式通車。
---------------------------------------------------------------------------請根據上面兩篇短文，回答第 28~29 題：
28.上文中提及的鐵路指的是？
(A)蘭新鐵路 (B)隴海鐵路 (C)哈大鐵路 (D)青藏鐵路
29.工程人員們在短時間工作後，即出現呼吸困難、嘔
吐、暈倒等現象，是因當地哪個地理特性所導致？
(A)緯度高 (B)氣壓高 (C)地勢高 (D)氣候乾燥
30.除了瓜果作物外，棉花也是新疆重要的經濟作物，
幾乎佔了全中國總生產量的 1/3。然而新疆地區也因大
量種植棉花，導致了何種環境問題？
(A)凍土融解 (B)水土流失 (C)地層下陷 (D)土壤鹽鹼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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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位於河西走廊中部的天下第一雄關「嘉峪關」
，擁有
優秀的地理優勢，及充足的水源，讓明朝選擇在此築起
城池，比起東邊的天下第一關「山海關」更早建九年。
此處古時能成為軍事重地，現今則因古蹟眾多，觀光業
發達的原因，與下列何者最相關？
(A)絲路必經之地，貿易發達 (B)有綠洲供給民生所需
(C)氣候溫和，降水充足 (D)北有高山屏障，冬暖夏涼
※下圖為西部地區地形剖面圖，請根據下圖回答第
32~33 題：

32.圖中箭頭所指方向為何？
(A)南方 (B)東方 (C)北方 (D)西方
33.「在山頭，終年一片白雪覆蓋；在山腰，則有森林
與草原交錯，翠綠的青稞與潺潺的河水，共舞著收成的
前景」根據上文判斷，此景應出現在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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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選擇題 100％（共 33 題，第 1 題 4 分，第 2~33 題每題 3 分，總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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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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