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二學期 七年級 地理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第五單元~第六單元＞

【劃卡代號：31】

班級：

座號：

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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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5 分)
1.總統大選時，各政黨的候選人無不卯足全勁的拉選票。請問：下列哪一個縣市由於人數占全臺第一，因此成為兵
家必爭之地？(A)臺北市

(B)高雄市

(C)新北市

(D)臺中市。

2.臺灣舉辦招商博覽會，各縣市無不卯足全力吸引外資的青睞。某縣市的標語如下：
「本地區可說是臺灣對外
的翅膀，便捷的境外交通有利於人貨的往來。鄰近臺灣經濟中心，可以獲得充足的資訊，且設廠成本低廉，
歡迎各位前來投資。」根據上述判斷，該地區最可能為下列哪一個縣市？
(A)新北市

(B)新竹市

(C)基隆市

(D)桃園縣。

3.「台灣找茶王」要選出台灣第一好茶作為推動台灣國際化的重點產品之一，主辦單位到全台各地尋訪好茶，請問:
若從茶葉所需之生長條件來看，下列哪一地區最不受到主辦單位的重視？
(A)新北市

(B)南投縣

(C)新竹縣

(D)屏東縣。

4.「大腳走天下」要製作關於專門介紹南投縣的旅遊節目，節目企劃提出了下列四項方案，請問，哪一個方案不能
採用？(A)竹子達人好手藝

(B)踏雪尋花嚐梅餐

(C)千里只聞貢糖香

(D)山中品茗好閒情。

5.高雄市為南部區域規模最大的都市，奠定該地區發展的基礎與下列何者最相關？
(A)交通建設

(B)政府機關

(C)農業灌溉

(D)文化機構。

6.下述是摘錄描述 2018 年元旦觀賞日出的新聞：
「再過幾天就要揮別 2017 年，迎接 2018 的到來，說到看曙光，花
東的曙光永遠是全台灣最優先看的到地區，而今年最早迎接曙光的平地地點在台東縣三仙台，想在 2018 感受不
同行程的遊客們加緊腳步，好好的安排花東之旅吧。」文中關於「花東的曙光永遠是全台灣最優先看的到地區」
的敘述，主要是受到何種因素影響？
(A)位於板塊交界帶

(B)緯度較低，地處熱帶

(C)位於台灣東部

(D)經濟發展程度較低。

7.行政院近十幾年來積極推動「國土綜合開發計畫」
，制定此計畫主要目的是什麼？
(A)減少區域發展差距

(B)發展策略性工業

(C)環境保育重於經濟發展

(D)促進經濟發展。

8.台灣離島地區與本島的發展在人口密度、經濟發展、就業機會等方面都有明顯的落差，
此現象與下列何種因素關係最為密切？
(A)離島地區民風保守 (B)離島交通不便 (C)離島自然環境較差 (D)離島不受政府照顧。
9.右圖中丙丁行政區間大致是以下列哪條河川為分界?
(A)大安溪

(B)烏溪(大肚溪)

(C)大甲溪

(D)濁水溪。

10.「2015 發現臺灣鄉村之美」攝影比賽，鼓勵喜愛休閒旅遊的朋友，離開煩囂城市，到鄉
村裡發掘精彩的自然美景與地方故事，可作為推廣臺灣休閒農業及鄉村之用。請問：前
往宜蘭旅遊的胡一天和沈月最適合拍攝下列哪一個主題參賽？
(A)潟湖搭筏舟，遊覽沿岸紅樹林生態

(B)潮間帶觀蟹行，欣賞兩棲動物作息

(C)泡溫泉冷泉，品嘗道地三星蔥油餅

(D)體驗秋獲幸福滋味，滿園橙紅柿餅。

11.右圖為臺灣科技園區的營業額統計圖，其中甲區位在台灣中央政府所在地、台灣
經濟文化中心的都市內，而甲區因為是許多科技公司的總部，營業額為全國之首。
請問：甲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新竹科學園區 (B)內湖科技園區
(C)中部科學園區 (D)南部科學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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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台東池上向來以種植稻米聞名，平日雖也有遊客到訪，但在國際巨星金城武為某航空公司拍攝的廣告推出以
後，許多民眾紛紛前往這條沿途完全沒有電線桿的鄉間小路騎車，欣賞沿途翠綠的稻田景觀。」請問：池上地
區能種植出好米的原因與當地何種環境特色有關？
(A)勞動力人口少，高度機械化大量生產 (B)濁水溪流貫沖積，平原廣大土壤肥沃
(C)西南季風迎風坡，年雨量豐富
(D)工業發展程度低，環境污染少。
13.民國 90 年起，政府在金門、馬祖試辦「小三通」
，增進兩岸的良性互動。請問:選擇這兩個地點試辦是因為金馬
地區的哪一項地理特質？
(A)戰地文化風景多 (B)離中國位置較近 (C)自然環境生態境佳 (D)菜刀、高粱酒等特產多。
14.雲林縣的人口增加率為負值，代表人口持續外移，下列何者不是造成當地人口外移的推力？
(A)農產品大量外銷 (B)居民的收入相對較低 (C)公共設施相對落後 (D)工商就業機會少。
15.正在興建的蘇花公路改善計畫工程是穿越哪一座山脈?
(A)中央山脈 (B)雪山山脈 (C)海岸山脈 (D)玉山山脈。
二、題組題(第 26 題 1 分，其餘每題 3 分，共 55 分)
（一）根據右圖回答下列 16 至 22 題：
16.台灣地震最頻繁的區域為？(A)甲 (B)乙 (C)丙 (D)丁。
17.交通的興建將會帶動一地經濟的發展，請問下列哪一線鐵路會對「丁」的經濟發展最
具有影響？可使丁與西部地區有所交流？
(A)北迴線 (B)縱貫線 (C)台東線 (D)南迴線。
18.報載：
「國際著名的杜拜飯店集團來臺尋找頂級飯店的地點，目前相中的是臺灣境內
人口密度最低的地區，優美的景觀及悠閒的生活步調符合渡假悠閒的要求。」請問：
該地點最可能位於臺灣哪一個地區？ (A)甲 (B)乙 (C)丙 (D)丁。
19.寶拉在中央氣象局網站欲查詢澎湖地區的一周天氣預報。請問：他應該在哪一個區域
中尋找該處的資料？ (A)甲 (B)乙 (C)丙 (D)丁。
20.丙一帶過去鹽業發達，隨著時代變遷，曬鹽不符合經濟效益，皆已廢曬，近年轉型觀光產業，七股鹽山、北門
井仔腳鹽田為當地帶來不少觀光財源。請問：此區過去曬鹽業發達，主要的影響因素有哪些? (甲)地形平坦
(乙)便利的海運 (丙)寒暖流交會 (丁)乾溼季分明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甲丁。
21.下列對「台灣之最」的分布配對，哪一項是錯誤的？
(A)最高的建築物—甲區 (B)最大的水泥工業區--乙區
(C)最大的港口--丙區
(D)原住民比例最高的縣市--丁區。
22.下列有關於各區區域特色的敘述，何者錯誤?
(A)甲區域降雨季節分布最平均
(B)丙區域為颱風登陸最頻繁的地區
(C)濁水溪沖積平原位在乙區域內 (D)丁區域內尚未有高速公路的興建。
（二）台灣居民的產業活動、地區特色常會受不同氣候條件所影響。請回答第 23 至 25 題與台灣氣候有關的問題：
23.請問：下列台灣各地特殊的地表景觀，何者與東北季風旺盛最不相關？
(A)馬祖---芹壁村的石頭屋
(B)金門---面目猙獰的風獅爺
(C)澎湖---玄武岩塊堆成的菜宅
(D)綠島---世界少見的海底溫泉。
24.承上，請問：下列台灣各地特殊的氣候現象，何者與東北季風有關？
(甲)基隆雨 (乙)新竹風 (丙)台東火燒風 (丁)恆春落山風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乙丁 (D)乙丙丁。
25.承上，下列哪項作物受恆春的落山風的影響使其品質佳？
(A)蓮霧 (B)洋蔥 (C)西瓜 (D)椰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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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臺灣由於各地區地理環境與族群不同，而有多樣文化及不同經濟活動，請回答 26 至 27 題：
26.江辰利用暑假帶陳小希到苗栗旅行，當地的民俗活動令他印象深刻。請問：該縣的民俗活動中以哪一個族
群的傳統文化為主？ (A)泉州人 (B)客家人 (C)漳州人 (D)原住民。
27.承上題，該族群在清領時期利用當地何種環境條件，發展茶葉及樟腦外銷，成為當時主要的經濟活動？
(A)丘陵的地形 (B)乾燥的氣候 (C)發達的交通 (D)豐沛的水力。
（四）基於環境保育及國土保安的前提下，政府依各地特色和需要，提出「國土空
間結構與定位」的發展策略，將台灣劃分為本土三個軸帶、海洋環帶及離島等五個
區域(如右圖)。請回答 28 至 32 題：
28.丁軸線的發展策略，以下列何者為定位目標？
(A)以適性發展優質生活產業 (B)強調海岸及海洋之自然珍貴資產
(C)強調都市與創新產業發展 (D)以生態環境資源保育為重心。
29.丙軸的具體表現，可以下列何者作為實例說明？
(A)落實生態保育計畫
(B)設立高科技工業區
(C)建設慢活自行車道
(D)推動藍色公路旅遊。
30.「紙風車劇團」前往離島進行交流活動，白天在當地著名的翟山坑道內表演，晚
上入住的迎賓館，亦是座建在坑道內的旅館，有著「地下希爾頓飯店」的美名。
此離島過去因為軍事重鎮，坑道廣布，現因發展觀光，不但成立了國家公園，許多坑道也已改為觀光用途。請
問：上文中敘述的離島，位於圖中哪個軸帶？ (A)甲 (B)乙 (C)丙 (D)戊。
31.圖中哪一軸帶具有「多元族群特色、優美山海景觀、潔淨土地資源、清新自然的空氣、平疇綠野稻香」的優勢，
而將樂活及養生休閒等概念融入產業中？ (A)甲 (B)丙 (C)丁 (D)戊。
32.下面照片是威廉在台灣旅遊期間所蒐集到的，這些照片應標示在哪一個軸帶上？ (A)甲 (B)乙 (C)丙 (D)丁。
台中太陽餅

雲林西螺醬油
嘉義方塊酥

油

（五）省道臺三線，俗稱內山公路，北段途經桃園平鎮、龍潭，新竹關西、北埔，苗栗頭份、南庄…等地。沿途
聚落有著豐富的人文、生態、產業特色。近年政府為推動觀光旅遊，打造「浪漫臺三線」計畫，希望結合地方特
色產業，創造文化復興，帶動青壯人才回流與移居。請回答 33 至 34 題：
33.「浪漫臺三線」計畫主要是希望振興哪一族群的文化？ (A)閩南人 (B)客家人 (C)賽夏族 (D)泰雅族。
34.下列哪些風情，無法在「浪漫臺三線」計畫的沿途中體驗？(甲)擂茶的製作與品嚐 (乙)如群蜂出巢的蜂炮活動
(丙)五月雪般的桐花小徑 (丁)魚塭蚵架的漁港風情。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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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弘道國中 106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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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2

D

3

D

4

C

5

A

6

C

7

A

8

B

9

D

10

C

11

B

12

D

13

B

14

A

15

A

16

D

17

D

18

D

19

C

20

D

21

B

22

B

23

D

24

C

25

B

26

B

27

A

28

D

29

B

30

A

31

D

32

C

33

B

34

D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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