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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下圖為近年來中國城鄉人口變化圖，由圖中數據可得知現
今(2015 年)中國的都市化程度最接近多少?
(A)45‰ (B)55‰ (C)45% (D)55%

一、選擇題(第 1 題為 4 分，其他每題 3 分)
1.下圖是中國藏族僧侶的服飾，容易穿脫的特性與當地的氣
候特徵關係密切。請問該氣候特徵最適合用下列哪項諺語
來形容? (A)四時皆是夏，一雨便成秋 (B)天蒼蒼，野茫
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C)一年無四季，一日見四季
(D)風來黃沙漫天，雨來地去一塊

6.承上題，根據圖中數據判斷，下列何者最可能是造成城鄉
人口如此變化的主因? (A)經濟快速發展 (B)大量國際移
民移入 (C)糧食產量增加 (D)教育程度提升
7.中國的總人口數隨時代改變而快速增加成為世界各國之
冠，中國政府便在 1979 年實施人口一胎化政策，規定每
對夫婦只能生一胎，以抑制人口的快速成長。請問下列哪
2.中國的雲南地區因為地理位置與獨特的地形氣候，加上多
元民族及奇特的風俗習慣，產生許多相對於中國其他地區
較為不同的現象。這些奇聞異趣隨著時間被人們傳開，因
而有「雲南十八怪」的說法。其中一怪為『四季服裝同穿
戴』，由於當地氣候特徵冬不冷而夏不熱，使得四季亂穿
衣成為一大特色。請問影響雲南地區「冬不冷而夏不熱」
的原因分別為下列何者?
(A)緯度低、地勢高 (B)緯度高、地勢高
(C)緯度高、地勢低 (D)緯度低、地勢低

個圖型最能用來表示一胎化政策實施後至當今對中國人
口結構所造成的轉變?

(A)

(B)

3.承上題，雲南省與其周圍地區是中國少數民族最多元的地
區之一，而有「少數民族之鄉」的稱號。請問雲南省及其
周邊地區有如此豐富民族文化與下列哪項因素最相關? (A)
位於交通要道 (B)氣候溫和 (C)糧產豐富 (D)地形崎嶇
(C)

(D)

4.中國是目前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若想利用圓餅圖來繪
製中國占世界人口的比例，並以黑色部分標示中國人口所
占的比例，下列哪一張圖最符合當前的狀況？

(A)

(B)

(C)

(D)

8.承上題， 1979 年實施的一胎化政策在 2015 年底宣布全面
開放二胎而正式走入歷史。中國取消一胎化政策的目的最
可能是為了因應即將面臨的哪項問題? (A)城鄉發展失衡
(B)就業機會不足 (C)勞動人口不足 (D)性別比低於 100
9.秦嶺、淮河是中國許多地理現象的重要分界，關於秦嶺、
淮河所代表的意義下列哪些為正確? (甲)大致與一月月均
溫 0℃等溫線位置相符 (乙)大致與年雨量 500mm 等雨量線
位置相符 (丙)南稻北麥 (丁)沙岸與岩岸的分界 (戊)副
熱帶季風氣候與熱帶季風氣候的分界 (己)南船北馬
(A)甲乙丙 (B)甲丁戊 (C)甲丙己 (D)乙丙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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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國位於歐亞大陸東南側，東臨太平洋，因海陸性質差
異影響，各地風向冬、夏季節有所不同進而影響降水季
節分布。請問中國季風氣候區內處於主要降水季節時，
該時期的高低氣壓與風向分布圖應為下列何者?
(A)
(B)

(C)

二、題組(每題 3 分)
(一)下圖為中國四大水文區(甲~丁)與主要河川(ㄅ~ㄈ) 分
布圖，請回答 14-18 題:

(D)

11.環境負載力是指生活環境能供養生物數量及分解穢物的
能力，其高低會影響人口分布。就中國的人口分布判斷
，下列哪個地理區的環境負載力較其他三者高? (A)準噶
爾盆地 (B)東北平原 (C)青藏高原 (D)長江三角洲
12.下圖是中國不同時期的人口金字塔圖，根據圖中資料可
觀察到哪些人口結構的改變? (甲)幼年人口比例減少
(乙)2010 年已邁入高齡化社會 (丙)勞動力日趨不足
(丁)扶養比降低 (戊)人口總數持續增加
(A)甲乙丁 (B)丙丁戊 (C)甲乙丙戊 (D)甲乙丁戊

14.圖中哪個區域內的河川流量與長度與高山融雪量的多寡
關係最為密切? (A)甲 (B)乙 (C)丙 (D)丁
15.有「黃金水道」之稱的長江，是中國航運最發達的河川，
其沿線更是中國重要的工商發展區域。請問長江為圖中
的哪個代號? (A)ㄅ (B)ㄆ (C)ㄇ (D)ㄈ
16.下列何者最可能是圖中「ㄈ河流」所在地區的氣候圖?
(A)

(C)
13.中央社報導:「2017 年雙 11 光棍節，中國電商阿里巴巴
旗下購物網創下全網銷售總額 2539 億人民幣。原本光棍
節(11 月 11 日，又稱單身節)，是流行於中國的娛樂性節
日，許多單身男子在當日參加各項光棍節活動希望擺脫
單身。從 2009 年開始，中國購物網將 1111 宣傳為狂歡
購物節，此後購物便也成為光棍節慶祝活動的一大節
目。」由上文可知中國男女性別比嚴重失衡，請問此現
象與下列何者關係最密切? (A)重女輕男的觀念 (B)實施
一胎化政策 (C)人口素質不均 (D)推行居住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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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河川的水資源利用，有時存在著跨國水權利用的議題，

21.甲城市的氣候圖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可能成為引發國家間糾紛的導火線。例如圖中丁水文區

(A)

(B)

內的河流，在注入海洋前經過許多國家，便常因為水資
源開發，使中國與「周邊國家」引起跨國爭議。請問「周
邊國家」不可能為下列何者?
(A)哈薩克 (B)印度 (C)緬甸 (D)孟加拉
18.下列關於中國河川與水文的敘述，哪些正確? 甲、
乙、丁三個水文區皆位於季風氣候區 乙水文區的河流
主要注入北極海，例如額爾濟斯河 青海湖、鄱陽湖等
鹹水湖分布於丙水文區 ㄅ河川為黃河，長度與泥沙含
量為中國各河川之首 ㄇ河川為珠江，發源自雲貴高

(C)

(D)

原，出海口附近的香港為華南對外交通貿易往來的門戶
(A) (B) (C) (D)
(二)下圖為中國三大氣候分區圖，甲~己六個城市分別代表
不同的氣候類型，請回答 19-23 題:

22.姵妤去中國旅遊時看到許多傳統的高腳屋建築如下圖，
請問她旅遊的地點最可能是圖中的哪個城市?
(A)甲 (B)丙 (C)戊 (D)己

19.位於圖中同一個氣候區的甲、乙、丙三個城市，若將其
年溫差由大到小的順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 (B)丙乙甲 (C)甲丙乙

23.下列針對圖中各城市氣候特徵與生活景觀的敘述哪些為

(D)丙甲乙

20.地理老師上課講解:「圖中的丁與戊城市雖然都位於○○
氣候區，但兩個城市所代表的氣候類型卻不相同，是依
據□□為指標劃分，也因此兩個城市的自然景觀呈現不
同的風貌。」請問○○與□□應為下列哪項組合?

正確? 甲城市冬季的盛行風向為西北風 乙城市的冬
溫較低，傳統上多種植麥類以麵食為主 丙城市可能因
為梅雨或颱風侵襲導致豪雨成災 丁城市的氣候特徵
為年溫差小、日溫差大 戊城市的氣候特徵適合用「蕉
風椰雨，碧海藍天」來形容 己城市的最暖月均溫為六
城市中最低
(A)

(A)季風，年雨量 500mm (B)季風，年雨量 250mm
(C)乾燥，年雨量 500mm (D)乾燥，年雨量 250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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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下圖為中國西部地區的地形剖面圖，請回答 24-26 題:

29.中國有許多人口密集之地，其中又以圖中丙地為中國人
口密度最高的行政區。請問丙地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上海 (B)重慶 (C)廈門 (D)澳門
30.圖中丁地人口呈現環狀分布，此現象與主要受下列何者
影響而成? (A)地形較平坦 (B)雨量較豐富 (C)水源較充
足 (D)民族較多元

24.中國疆域遼闊，各地區的氣候條件差異很大而各具特
色。塔克拉瑪干沙漠是中國面積最大的沙漠，請問此沙
漠位於剖面圖中的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五)下圖為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區分布圖，請回答 31-33 題:

25.承上題，「塔克拉瑪干」在維吾爾語的意思為「進得去，
出不來」
，環境惡劣。下列何者最可能是造成塔克拉瑪干
沙漠惡劣環境的主因？ (A)深居內陸，水氣不足 (B)緯
度高，氣候嚴寒 (C)地勢高，空氣稀薄 (D 太陽終年直
射，蒸發旺盛
26.為準備即將到來的段考，期允針對剖面圖中的「丙地」
整理的筆記如下:這裡有中國最大的沙漠 氣壓較高
而空氣稀薄 冬冷夏涼，自然景觀隨高度呈垂直變化
境內多鹹水湖，例如納木錯 犛牛因能適應當地環境
而成為當地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此地區是維吾爾族的
主要分布區。請問期允的筆記哪些需要修正?
(A) (B) (C) (D)
(四)下圖為中國人口分布圖，請回答 27-30 題:

31.中國是一個多元民族的國家，主要由 55 個民族所組成，
其中人數最多的漢族約占人口的 91.5%，其他相較漢族較
為少數者則稱為少數民族。當前中國已在少數民族聚居
的地方設立 5 個自治區，但下列哪個民族至今並未設立
自治區? (A)滿族 (B)蒙古族 (C)藏族 (D)回族
32.中國由於鄰國眾多，因此許多地區可與異國文化交流。
圖中哪個自治區內的民族即因為鄰近中亞地區，而深受
該地區文化影響，在宗教方面也同樣信奉伊斯蘭教?
(A)甲 (B)丙 (C)丁 (D)戊
33.中國許多民族因各地自然環境不同，而發展出各具特色
的生活型態與產業活動。下方照片中的土地利用型態最
可能分布於上圖中的哪個自治區?
(A)甲 (B)乙 (C)丙 (D)丁

27.連接圖中甲乙兩地的線為中國人口分布稠密與稀疏的分
界線。請問甲、乙分別為下列何者? (A)哈爾濱、騰衝 (B)
黃河、騰衝 (C)黑河、騰衝 (D)騰衝、拉薩
28.根據上圖可看出的中國人口分布狀況與特點，下列哪位
同學的說法錯誤? (A)卉雅:人口分布呈現極為不均的現
象 (B)李霖:人口主要聚集於第一級階梯 (C)珮宸:人口
由西北向東南遞增(D)尚謙:季風氣候區的人口數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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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年級 地理 標準答案
1

C

2

A

3

D

4

C

5

D

6

A

7

B

8

C

9

C

10

A

11

D

12

A

13

B

14

C

15

B

16

B

17

A

18

D

19

A

20

D

21

C

22

B

23

D

24

B

25

A

26

D

27

C

28

B

29

D

30

C

31

A

32

B

33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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