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七年級 地理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第五課~第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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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題為 1 分，其他 3 分)
1. 宜蘭頭城海水浴場發生嚴重沙灘流失的現象，海水已逼近沿岸的人工水泥階梯。請問：造成此環境問題的主要
原因是什麼？ (A)附近海水污染造成珊瑚白化現象 (B)海浪或海流沖刷海岸使國土流失 (C)地震造成山崩、土
石流等災害所造成的 (D)沿海設置離岸堤使海岸遭到破壞。
2. 右圖代表台灣某項環境災害。這種環境問題在下列哪一地區最嚴重？
(A)埔里盆地 (B)屏東平原 (C)林口臺地 (D)花東縱谷平原。
3. 臺灣現在環保意識抬頭，人們對各種汙染事件更加關心。請問：在農田所
出現的「鎘米」
，最主要是因為下列何種因素所造成的？ (A)河川水質優養化 (B)海岸侵蝕使海水倒灌 (C)地層
下陷導致土壤鹽化 (D)工業廢水排放至河川中。
4. 台灣年雨量豐富，但每人分配到的水資源只有世界平均值的 1/5。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下列哪一位同學的說
法有錯誤?
(A)

地狹人稠

(B)

河川短小、坡陡流急

(C)

降雨時空分布不均

(D)

水庫數量太少

5. 莫拉克颱風造成的八八水災，使當時的小林村遭到土石掩埋，傷亡慘重。請問：下列哪一項措施可以減少土石
流災害的發生？ (A)落實水污染防治法 (B)管制地下水抽取量 (C)減少山坡地過
度開發 (D)溼地設自然保護區 。
6. 台灣生態景觀豐富，具有針葉林、闊葉林與針闊葉混合林等不同林區，如右圖所示:
這主要和台灣下列何項地理特徵最相關？ (A)屬於多雨的季風氣候 (B)河川沖積
土壤肥沃 (C)地處低緯且多高山 (D)冰河時期，台灣海峽水面下降 。
7. 右圖是地理老師在黑板上所畫的河川簡圖，A 處代表水庫的位置。請問：下列
哪一題的答案是正確的？ (A)此河川流向是由西向東流 (B)甲地的集水區範
圍最大 (C)乙地為一果園，會汙染 A 水庫的水質 (D)丁地最適合建攔沙壩，可
減少 A 水庫的淤泥。
8. Bii 在地理講義的陸地水資源分布比例圖(右圖)旁寫下老師上課時的重點，下列哪
項的內容寫錯了？ (A)甲為地下水，是人類可使用水資源中比例最高的 (B)目前全
球暖化造成海平面上升的水源主要來自乙部分 (C)丙包含河川、湖泊和其他水源，
全是人類可使用的水資源 (D)人類可使用的水資源有限，要節約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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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臺灣的地質年代非常年輕，故地表較脆弱，加上地形以山
地為主，易有水土流失災害，右表中哪些對水土保持有助
益？ (A)乙丙戊 (B)甲乙丁 (C)甲乙戊 (D)丙丁戊。

甲

在坡地設置水泥格梁

乙

加強植樹造林

丙

禁止野生動物捕殺

丁

保持原始的林區

戊

大規模種植高冷蔬菜

10. 政府設立國家公園、野生動物保護區、自然保留區及多處自然保護區的主要目的為何?
(A)平衡區域發展 (B)開發觀光資源 (C)加速經濟發展 (D)環境永續經營。
11. 早期在台灣山林原野間有很多特有種動物活動，如梅花鹿、獼猴、黑熊、帝雉等。如今卻面臨生存的危機，最
主要的原因是: (A)全球氣候變遷 (B)棲地受人為破壞 (C)台灣位置孤立 (D)海岸汙染嚴重。
12. 下列何者不是台灣擁有豐富生態資源的原因:
(A)氣候溫暖濕潤 (B)地形起伏大 (C)位於海陸交界位置 (D)人口密度高。
13. 臺灣以建水庫來解決乾季缺水問題，卻也帶來環境危機。下列環境問題何者與興建水庫無關？
(A)下游流量減少，使汙染物堆積

(B)水庫區水位上升，動植物棲息地消失

(C)阻斷河道，魚類無法洄游繁衍後代

(D)增加河川沙源，使海岸線後退。

14. 每年夏、秋兩季的颱風，常造成屏東縣沿海的林邊鄉、佳冬鄉淹水嚴重，當地淹水的原因除了短時間內降
水過多，還與當地哪個環境問題有關？(A)工廠排放廢水導致土壤汙染 (B)山坡地開發導致土石流 (C)超抽地
下水導致地層下陷 (D)海浪侵蝕導致海岸線後退。
15. 「甲」水庫的蓄水量主要供應新北市新莊區、板橋區及桃園市等地的灌溉與民生用水，且兼有防洪、觀光等功
能。請問甲水庫應為下列何者? (A)曾文水庫 (B)日月潭水庫 (C)石門水庫 (D)翡翠水庫。
16. 台灣因「甲」環境問題，環保署於 106.12.22 訂出指標性政策目標:2030 年公務車輛及公車全面電動化、2035
年新售機車全面電動化、2040 年新售汽車全面電動化。下列何者是「甲」環境問題?
(A)都市熱島效應 (B)都市和工業擴張，農地日益縮減 (C)空氣汙染 (D)噪音汙染。
17. 許多農民至高海拔的山區種植水蜜桃、水梨等水果和高冷蔬菜，或建民宿發展觀光產業，請問:在這樣開發下，
容易造成何種環境問題? (A)全球暖化 (B)海岸侵蝕 (C)地層下陷 (D)水土流失。
(A)甲 (B)乙 (C)丙 (D)丁

18. 右表是針對某條河川流域中四個地點所做的深度、寬度、流速等測
量數據，在正常情況下，哪個地點的堆積作用最明顯?

深度(m)

1.6

0.8

1.8

1.24

寬度(m)

21

35

18

28

流速(m/m)

14.7

8.9

16.6

10.3

19. 台灣因「甲」議題，全台 11 縣市決定跨年不放煙火，台北 101 大樓煙火也減少施放量，乃因:
(A) 煙火原料會造成水源汙染

(B)施放煙火時會有意外危險

(C)近期全台的空氣品質不佳

(D)景氣不佳，節省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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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題組(每題 3 分)
(一) 右為台灣河川分布圖，請回答 20~26 題：
20. 從圖中無法得知台灣河川的哪一項特性？ (A)東西分流 (B)河川短小
(C)西部河川較長 (D)多屬荒溪型的河川。
21. 此河由於流量穩定，曾為台灣少數具有航運功能的河川。早年其支流的舟楫
之利，使得許多沿岸聚落因此得以發展，如艋舺、大稻埕、新莊等…。」文
中所描述的是圖中哪一條河川的特色？(A)甲 (B)乙 (C)丙 (D)丁。
22. 日月潭是台灣面積最大的湖泊，是日據時期日本人將哪一條河川水源引入而
形成的？ (A)甲 (B)乙 (C)丙 (D)丁。
23. 下列對圖中河川的敘述，何者「錯誤」？ (A)大甲溪有豐富的水力資源，向
西流入台灣海峽 (B)立霧溪切穿中央山脈，形成壯觀的太魯閣峽谷地形
(C)蘭陽溪沖積成宜蘭平原，上游有翡翠水庫供應北部地區的用水
(D)曾文溪有台灣容量最大的曾文水庫，河口七股潟湖可見黑面琵鷺的蹤跡。
24. 下列關於甲、乙、丙三條河流的敘述，何者並非其共同特徵？
(A) 上游河短坡陡、流速快 (B)流量高峰期皆在夏季 (C)皆注入太平洋 (D)河流下游人口密集。
25. 下列何者為甲、乙、丙三條河流流域面積大小的順序?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丙>甲>乙 (D)丙>乙>甲。
26. 甲、乙、丙、丁四條河流，哪一條為台灣泛舟旅遊的著名河川?
(A) 甲 (B)乙 (C)丙 (D)丁。

(二) 右圖為某一水系示意圖，老師請同學看圖回答 27~30 題:
27. 圖中「A」點虛線內的範圍指的是下列何者? (A)主流 (B)集水區 (C)分水
嶺 (D)流域。
28. 若水利單位想設新的水庫，只考慮水質清澈度，則何者最不適合建水庫?
(A)甲 (B)乙 (C)丙 (D)丁。
29. 圖中甲、乙、丙、丁四點何者的水量最多? (A)甲 (B)乙 (C)丙 (D)丁。
30. 比較圖中乙、丁二地的差異並整理成表，附表內容何者正確?
選項

(A)

(B)

(C)

(D)

高度

流量

流速

主要作用力

乙地

低

小

慢

堆積

丁地

高

大

快

侵蝕

地點

貼心提醒:背面還有題目喔!
加油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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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右圖為臺灣國家公園示意圖，請回答 31~34 題:
31. 最近周末常有寒流來襲，各地溫泉湧入不少客源，泡溫泉外還
可以來一趟火山地形之旅，請問上述所指是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32. 珊瑚礁海域生物族群豐富，有「海洋的熱帶雨林」之稱也是台
灣最早設立的國家公園。但因海水污染，小叮噹想要研究珊瑚
白化情況，應在圖中何地較佳? (A)己 (B)壬 (C)戊 (D)庚。
33. 由圖中國家公園的位置判斷，台灣本島多數的國家公園位於何
種地形上？

34. 佳薇上課不專心，考試時把圖中國家公園特色加以配對，結果只有下列何者是正確的？
(A)丙—山高水深的壯麗峽谷景觀 (B)丁—國寶魚櫻花鉤吻鮭的棲息地 (C)戊—八通關古道位於此區 (D)辛—
戰地風光、傳統閩南建築聚落。

終於可以鬆一口氣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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