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 八年級 地理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第三冊 第五課~第六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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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一選擇題 100％（共 33 題，第 1 題 4 分，第 2~33 題

※下圖為中國「南水北調」工程圖，參考本圖回答第 5~7

每題 3 分，總計 100 分）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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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

可耕地面積

人均可耕地面積

(萬公頃)

(公頃/人)

世界

147,500

0.20

美國

15,368

0.48

中國

10,539

0.08

5.「南水北調」工程主要是為了解決中國的哪些環境問

澳洲

4,763

2.10

題？ (甲)水汙染嚴重 (乙)水資源分不均 (丙)農工用水

1.由上表可看出中國面積廣大，然人均可耕地面積卻低

需求量大 (丁)洪水災害加劇

於世界平均，甚至低於面積較小的澳洲。導致中國人均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丙丁

可耕地面積僅世界平均值一半的主因為何？
(A)農業產值太低 (B)地形複雜多樣 (C)乾燥氣候為主

6.「南水北調」工程中的東線及中線方案已於 2014 年正

(D)人口總數龐大

式完工。此工程通水後，將可解決下列哪個地區的燃眉
之急？ (A)長江三角洲 (B)環渤海經濟圈 (C)珠江三角

2.中國的可耕地，主要集中在何種地勢階梯及氣候區？

洲 (D)喀什經濟特區

(A)第一級階梯—季風氣候區 (B)第二級階梯—乾燥氣
候區 (C)第三級階梯—季風氣候區 (D)第三級階梯—高

7.「南水北調」工程通水後，將導致下列哪條河流發生

地氣候區

水位下降、河川生態改變等狀況？ (A)黃河 (B)淮河 (C)
長江 (D)珠江

※「2013 年，中國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瓶裝水市
場。愈來愈多中產階級擔心水汙染，不但買瓶裝水，更

8.最近中國環保專家的研究指

流行喝高價天然礦泉水，包括康師傅等品牌，也靠賣水

出：「這裡是南亞次大陸許多河

致富。外表看起來純淨、健康的瓶裝水，在面臨汙染和

流的源頭，從 1990 年代至今，

缺水時，成為人們可獲得安全又充足的替代水源。」根

冰川退縮的速度在加快。冰川

據本文回答第 3~4 題：

被認為是亞洲河流至關重要的

3.上述環境問題最可能發生在哪個經濟帶？ (A)東部經

命脈，包括印度河和恆河。一旦

濟帶 (B)中部經濟帶 (C)西部經濟帶

冰川消失了，這些地區的供水將處於危險之中。」上述
地區最可能位於右圖中何處？

4.針對上述環境問題，中國政府提出哪些相對應的改善

(A)甲 (B)乙 (C)丙 (D)丁

方法？ (A)南水北調工程 (B)建設汙水下水道 (C)退田
還湖工程 (D)積極保育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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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洞庭湖面積變遷示意圖，請根據下圖回答第

13.中國政府針對荒漠化、水土流失與沙塵暴問題，施行

9~10 題：

一系列預防和治理措施，包括下列何者？(甲)三北防護
林 (乙)退田還湖 (丙)植草造林 (丁)保育凍土。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丙丁

14.右圖為中國與世界人均水
資源比較圖。由圖中可見，
中國的人均水資源低於世界
平均，為世界缺水國家之
9.導致中國第一大淡水湖—洞庭湖面積大幅縮小，成為
中國第二大淡水湖的原因為何？(甲)退耕還湖 (乙)圍湖
造田 (丙)增加上游耕地 (丁)大量使用農藥。

一。下列何者是導致中國人
均水資源偏少的原因？(甲)
人口密度高 (乙)人口總數多
(丙)整體地勢西高東低 (丁)降水時空分布不均。

(A)甲乙 (B)甲丙 (C)乙丙 (D)丙丁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10.承上題，洞庭湖面積縮小，導致調節水量功能下降，
造成長江中下游水患連年。中國政府採取哪些方法來解
決水患問題？(甲)三峽大壩 (乙)圍湖造田 (丙)廣闢梯
田 (丁)退田還湖。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新聞快報：「中國北部多個省區受今年範圍最廣、強
度最強的沙塵暴侵襲，面積達到 163 萬平方公里，波及
逾 380 個縣市，有的地方甚至出現罕見的強沙塵暴。不
僅黃沙漫天，多地甚至出現空氣重度污染，有的地方能
見度僅達 300 米。」請根據上文回答第 11~13 題：

11.沙塵暴的形成需要強勁持久的風力，以及地表鬆散乾
燥的沙塵。根據上述兩個條件，中國大陸沙塵暴的發
生，與下列何地的沙漠化最有關係？ (A)內蒙古高原
(B)塔里木盆地 (C)青藏高原 (D)東北平原

15.下列關於上圖中各地區的環境特徵與第一級產業活
動的配對，何者正確？ (A)甲：高原凍土—山牧季移
(B)乙：礦產豐富—重工業發達 (C)丙：草原廣大—定居
放牧 (D)丁：生長季短—稻田遍佈
16.「這裡是中國最早成立的經濟特區，地處經濟發達的
珠江三角洲，毗鄰香港。特區成立後，吸引各地人口移
入，成為典型移民都市，大量人力也成為該特區早期經
濟發展的基礎，發展至今已成為中國第三大經濟都市。
該特區另以摩天大樓聞名，150 公尺以上的大樓數量僅

12.中國網民在社交媒體上表達了對污染狀況的擔憂，網
友 A 在網路上說：
「沙塵暴正在襲擊北京，我感覺離肺
癌越來越近。」還有人把沙塵暴和霧霾進行比較：「我

次於上海，故有人將這裡稱為『垂直城市』
。」上文中
指稱的經濟特區為何？
(A)廈門 (B)海南 (C)深圳 (D)珠海。

已經習慣了霧霾，現在嘗試一下新東西。如果非要做一
個選擇的話，我寧願選擇前者。」嚴重威脅中國北部居
民健康的沙塵暴，是由哪個方向的季風帶來？
(A)東南季風 (B)西南季風 (C)東北季風 (D)西北季風

17.自古以來因其特殊位置，該地具有「五口通八國，一
路連歐亞」的區位優勢，是古絲綢之路的交通要道，中
巴經濟走廊的廊橋。5 年前，該地成為中國第六個經濟
特區，號稱「中國的西大門」。上文中指稱的經濟特區
為何？ (A)克拉瑪依 (B)汕頭 (C)喀什 (D)重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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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圖為中國三大經濟帶
位置圖，請根據右圖回答
第 21~23 題：
21.下列關於各經濟帶優勢
特色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水力資源豐富，有
利工、商業發展
(B)乙：鄰國眾多，邊境貿易帶動經濟成長
(C)丙：礦產豐富，是中國最主要重工業帶
(D)丙：蘭新及青藏鐵路為主要交通幹線
※中國於 2015 年推動「一帶一路」新政策(路線如上圖)，
希望藉由國際交通路線的建設，串連沿線都市及重點港

22.中國政府針對各經濟帶的發展限制提出不同政策以

口，推動國際經濟合作。請根據上圖回答第 18~19 題：

解決該經濟帶遇到的問題，下列同學列出各經濟帶遭遇
問題與解決方法的配對，何者有誤？

18.中國政府推動「一帶一路」政策，是希望藉由海、陸

(A)長江水運系統發達使重慶成為乙區經濟中樞

交通串連，最終將其貿易觸角延伸至何處？

(B)發展「西部大開發」政策帶動丙區經濟發展

(A)歐洲 (B)非洲 (C)美洲 (D)澳洲

(C)政府推動「居住證制度」解決甲區缺工問題
(D)「西氣東輸」是為了解決甲區能源不足問題

19.下列各同學提出關於「一帶一路」新政策實施後，中
國可從中獲得的好處，何者敘述有誤？

23.京滬高鐵全長 1318 公里，連接北京、天津、上海，

(A)美會：為中國生產的產品開闢新市場

時速達 486.1 公里，起迄站車程僅需 4 小時，可謂打通

(B)純鮪：串連亞洲各國，與歐洲相抗衡

中國的經濟大動脈。京滬高鐵的完工串起中國哪兩地區

(C)能結：強化中國在印度洋的海上勢力

間的經濟動線？ (A)甲-乙 (B)ㄅ-ㄆ (C)ㄆ-乙 (D)ㄅ-ㄇ

(D)作既：獲得中亞的石油、天然氣資源
24.右圖為中國進出口貿
易總額統計圖。下列根據
20.右圖為中國煤、

右圖提出的論述，何者正

鐵、石油的分布狀況

確？ (A)中國的世界貿易

圖。下列中國地理現

總額為全球第二高 (B)

象中，何者與此空間

「一帶一路」使中國成為

分布的關係最密

貿易出超國 (C)能源出口

切？

為中國主要外滙收入來源

(A)南部具人口密集優勢，多經濟特區

(D)中國成為消費潛力強

(B)長江流域礦產豐富，號稱「能源流域」

大的「世界市場」

(C)北部無大河流經，陸運較南部發達
(D)北部具原料區位優勢，重工業發達

25.「一條線，南吃大米北吃麵」
、
「漢中的女兒會蒸
飯，關中的媳婦會桿麵」等諺語，清楚區隔出中國南北
飲食文化的不同。文中的應填入？ (A)長城 (B)長
江 (C)秦嶺 (D)黃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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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幾十年來，中國新疆從
「植棉禁區」到「棉花大
省」
，逐步發展成為國家級優
26.上圖的農耕行事曆，在下列何處最常見？ (A)華北平

質商品棉生產基地，連續 21

原 (B)東北平原 (C)長江三角洲 (D)珠江三角洲

年棉花種植面積、總產、單
產和商品調撥量穩居全國首

27.右圖為中國糧食作物栽種

位，幾代新疆人用汗水創造

面積比例變化圖。下列關於此

出了一個又一個棉花奇跡。右圖中何者最能代表新疆棉

圖的解釋何者正確？ (A)原本

花產業特色？ (A)甲 (B)乙 (C)丙 (D)戊

的商業性農業轉型為自給性農業
(B)市場需求改變使經濟作物栽

※下圖為中國某項環境問題形成過程的示意圖，此問題

種面積增加 (C)一胎化使人口減

對於當地農耕活動十分不利。請針對下圖回答第 32~33

少，故糧食作物面積減少

題：

(D)第一級產業產值最低，重要
性隨之降低
※右圖為中國農牧業分
布圖，請根據右圖回答
第 28~30 題：

32.下列何種人為活動是導致此環境問題的主因？
(A)集約耕作 (B)不當灌溉 (C)過度放牧 (D)大量施肥

28.下列為圖中各區昔
日常見的畜牧方式，何

33.此環境問題最可能出現在下列哪個氣候區？

者正確？

(A)

(B)

(C)

(D)

(A)甲：放牧 (B)乙：欄牧
(C)丙：逐水草而居 (D)丁：水平游牧

29.圖中農牧區的分界線，大致與下列哪條界線重疊？
(A)一穫與二穫 (B)溫帶與副熱帶 (C)水田與旱田
(D)季風與乾燥氣候

30.千百年來，當地牧民會隨著季節的冷暖交替，當地牧
草的返青和生長期變化，由低處到高處游牧牲畜。若欲
實地瞭解「春季牧場在山腰、夏季牧場在平坡，秋季牧
場在山頂，冬季牧場在陽坡」的傳統畜牧活動，至應圖
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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