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北市立弘道國民中學一零六學年度第一學期九年級 地理科 第三次定期評量
＜範圍：康軒版第四~五課＞

【劃卡代號：31】

班級：

選擇題（共 33 題，第 1~32 題：3 分；第 33 題：4 分）

座號：

局取得商機。以下哪一選項最符合文中空格？ (Ａ)環北
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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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Ｂ)環裏海

(Ｃ)環黑海

(Ｄ)環地中海。

6. 下列關於美國中部大平原天然災害，何者敘述正確？(甲)
春、夏季常有龍捲風發生 (乙)冬季寒流帶來的暴風雪，

一、單一選擇題

常癱瘓交通 (丙)夏季年年苦旱成災，冬季則大雪紛飛

1. 東歐各國在民族、宗教及語言上非常複雜，甚至政治上

(丁)夏季颶風頻仍，往往造成風災和水災 (戊)經常發生大

也很紛亂，請問有關於東歐的敘述哪些正確？(甲)東歐因

地震，居民人財傷亡慘重。

(Ａ)(甲)(乙)(丁)

過渡位置，自古為民族往來必經之地；(乙)東歐各國曾經

(Ｂ)(乙)(丙)(丁) (Ｃ)(甲)(丙)(丁) (Ｄ)(乙)(丁)(戊)。

受蘇聯併吞或成為其附庸國；(丙)東歐各國均已脫離共產

7. 下圖中的北美洲西岸「20C 等溫線向南轉折」
，以及「10C

體制；(丁)蘇聯解體後，各國紛紛獨立，如捷克脫離波蘭

等溫線延伸方向」之情況看來，這種走向主要受哪一種

而獨立。 (A)甲乙丙丁

因素影響？ (A)緯度

(B)甲乙丙

(C)甲丙丁

(D)乙丙

(B)地形

(C)氣旋

(D)洋流。

丁。

2. 下圖為北美洲 40°N 地形剖面圖，請根據圖判斷，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Ａ)甲為東部丘陵區，地質古老，山
勢不高但有豐富礦產

(Ｂ)乙為中部平原區，夏、秋之

際，平原南部有颶風侵襲 (Ｃ)丙為西部高山區，火山活
動與地震頻繁

(Ｄ)丁為太平洋，有加那利涼流流經。

8. 東歐各國在脫離共產制度，逐步加入歐盟後，在經濟結
構上有明顯的變化，請問下列對於這些變遷的敘述，何

3. 美國地廣人稀，現代化農業以機械化為主。1840 年以後，
播種機、脫穀機、飼草收割機開始進行商業性生產。請
問商業性農業特色中，下列何者「錯誤」？ (Ａ)粗放式
耕作

(Ｂ)大規模、專業化經營

(Ｃ)單位面積生產量小

(Ｄ)以自給自足為主要目的。

嘗試建立傀儡政權未果，便設一總督府管轄占領區。為
處置從各地逮捕來的受害者（包括猶太人、吉普賽人、
政治犯、共產主義者、反納粹份子）
，於是建立集中營進
行控管及屠殺，奧許維茲（ Auschwitz）便是最慘無人道
的一座集中營。請問文中所敘述的這個國家為下列何
(Ｂ)匈牙利

轉型為歐洲市場所在
各國

(Ｂ)成功

(Ｃ)經貿對象由俄羅斯轉為西歐

(Ｄ)利用廉價勞力吸引大量外資。

9. 「美國政府因非法移民過多，決定加強邊境控制，結果
造成加州農場大量人力短缺，只有一半農場可以運作，

4. 二戰期間東歐某國因位於德、俄兩國間而被瓜分，德國

者？ (Ａ)捷克

者「錯誤」？ (Ａ)由計畫經濟轉型為市場經濟

(Ｃ)保加利亞 (Ｄ)波蘭。

5. 歐盟積極東擴，擬創造一個涵蓋巴爾幹半島、高加索山

柑橘園裡三成柑橘無人採摘，任其在樹上腐爛，農場主
人大嘆要找能溝通又便宜的工人很難！」文中，加州農
場主要依靠哪一類族群填補農場勞力空缺？ (Ａ)亞裔
(Ｂ)拉丁裔

(Ｃ)非裔黑人

(Ｄ)阿拉伯裔。

10. 林老師利用暑假進行一趟俄羅斯旅行，從莫斯科出發，
一路搭乘西伯利亞鐵路向東前進，直到太平洋岸的海參
崴港。請問：她在沿途中所見到的地形種類順序為何？
(Ａ)甲乙丙

區、烏克蘭、俄羅斯、土耳其等十個國家的「□經濟圈」
市場。臺灣經濟部也積極因應此一趨勢，特別辦理有關
「□經濟圈開發策略與通路研討」
，協助臺灣商人趕快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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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乙丙丁

(Ｃ)丙丁甲

(Ｄ)丁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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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當矽谷成為全世界高科技產業指標地時，也正代表著美

18. 「美國的某個城市日常用水須由外地輸入，有些水源甚

國產業的重心由傳統的棉紡織業，及戰後的鋼鐵及汽車

至遠從幾百公里處引來。不僅如此，這城市還飽受各種

業轉為以電腦科技為主的產業。則依此推論，其空間上
的經濟重心將如何轉變？ (A)由南移向北再向西
北移向南再向西

(C)由東移向西再向北

(B)由

(D)由南移向

天然災害襲擊，如太平洋岸的巨浪、沙漠來的焚風煽起
的森林大火、板塊活動帶來的地震等。」請問：以上所
述的特徵，最有可能出現在下列哪一個城市？ (A)紐約
(B)西雅圖

(C)洛杉磯

(D)拉斯維加斯。

北再向東。

12. 美國曾以「新歐洲」一詞形容脫離蘇聯控制的東歐各國，
但下列哪 3 個國家與蘇聯的關係與其他國家略為不同？
(Ａ)捷克、波蘭、匈牙利
洛伐克

(Ｂ)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斯

(Ｃ)愛沙尼亞、拉脫維亞、立陶宛

二、題組
(一)請依據俄羅斯地區圖，回答下列問題：

(Ｄ)馬其頓、

塞爾維亞、克羅埃西亞。

13. 魁北克可說是整個北美保留歐洲氣息最甚的地方，也許
是因為當初從法國移民來的後代，不願意在英國文化統
治下丟失自己法國的文化根源，八成人口以法語為母
語。請問該族群是經由下圖中哪一條路線遷移到魁北
克？ (A)乙

(B)丙

(C)丁

(D)戊。

19.哪些區域地形在排列上具有「級級上升」之走勢？ (Ａ)
甲→乙

(Ｂ)乙→丙→丁

(Ｃ)丙→乙→甲

(Ｄ)丁→丙

→乙。

14. 創立於 1895 年，捷克國寶車── Skoda 依然在競爭激烈
的歐洲市場上是一個耀眼的巨星，近年來在國內車市也
逐漸受到愛車人士的青睞。請問這個東歐的百年老車
廠，可以在動盪時局下安然度過且保有競爭力的原因，
下列何者正確？ (Ａ)西歐列強的刻意扶植
國汽車產業的積極援助
源

(Ｂ)受到美

(Ｃ)積極整合東歐重工業的資

(Ｄ)蘇聯計畫經濟的專業分工打下基礎。

布的精華區？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1.乙、丙、丁 3 個地理區以 b、c 兩大河流為分界，請問 b、
c 分別為哪一條河？ (Ａ)勒那河、窩瓦河
河、鄂畢河

(Ｃ)鄂畢河、葉尼塞河

(Ｂ)葉尼塞

(Ｄ)葉尼塞河、勒

那河。
22.下列關於圖中各區域的資訊描述，「正確」有幾項？(甲)
乙區為俄羅斯的精華區，但春天常因為河川融冰，造成沼

15. 北美境內因為各民族文化傳統的差異而有「民族拼盤」
之稱，主要是指部分族群難以融入北美主流文化，將對
該地區社會發展形成潛在危機。請問：下列哪一「種族」
較沒有融入主流文化的難題？ (A)歐洲裔的李奧納多
(B)亞洲裔的李安 (C)印第安人的蘇鷹

20.何區最適宜耕墾，為主要的農業地帶，也是俄羅斯人口分

(D)拉丁美洲裔

的卡洛斯。

澤遍布，甚至產生淹水的災害 (乙)丙區有世界最深的湖泊
-貝加爾湖，中國古籍上稱為北海，西漢蘇武牧羊的故事
即在此附近 (丙)丁區為火山溫泉及地震出現頻率最高的
地區，當地還設有俄羅斯的地熱發電廠 (丁)①為歐亞界
山，金屬礦、石油產量豐富，為俄羅斯主要工業區之一
(戊)B 為北極海，近年來因為全球暖化，北極冰層融化成

16. 美國的地名如：新英格蘭、紐約、新奧爾良等地都以「New」

為可通航的海洋，再加上北極海海床蘊藏豐富的礦產，掀

這個字為首。請問，這些地名可能與下列何者有關？ (A)

起各國在此海域的資源爭奪戰。 (Ａ) 1 (Ｂ) 2

產業變遷

(Ｄ) 4 項。

(B)殖民背景

(C)都市更新

(D)開發早晚。

17. 美國境內所設置的全世界第一座國家公園─黃石國家公
園，主要是因為境內何種地形而聞名於世？ (A)冰河地形
(B)峽谷地形 (C)火山地形

(D)喀斯特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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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烏克蘭在2014年3月爆發一系列內戰，其中原屬烏克蘭

(三)請依據北美洲農牧業分布圖，回答下列問題：

的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更於該年3月16日舉辦公投，結果近
97%投票者贊成脫離烏克蘭，自行宣布獨立，申請入俄。這
讓歐美各國緊張，美國呼籲俄國不該侵犯烏克蘭主權，並
要求各界要進行溝通。這場政治危機牽扯的團體不只美
國，連歐盟以及北約組織都加入了混戰，各國反對俄國介
入烏克蘭領土，紛紛祭出談判、施壓行動，希望造成壓力
驅使俄國撤兵，解決烏克蘭危機。然而，各列強在政治和
資源上的拉鋸戰等因素，讓烏克蘭危機至今難以落幕，烏
國的經濟受危機影響也大幅衰退。請問：
23.烏克蘭內戰之背景，與東、西部語言不同有關。由上文推
斷，克里米亞地區主要使用何種語言？ (A)烏克蘭語
俄羅斯語

(C) 日耳曼語

(B)

(D)阿拉伯語。

28.請問種植相同作物的丙、丁兩區，為什麼劃分成不同的區
域，造成此種空間分布的關鍵因素為何？ (Ａ)氣溫
降水量

(Ｃ)農場規模

(Ｂ)

(Ｄ)市場價格。

24.俄羅斯之所以迅速支持克里米亞共和國的決定，在於該地

29.美國的「草飼牛」（以天然牧草飼養）在長大後，大多會

區臨海的地理位置，擁有深水良港讓俄羅斯的海洋艦隊能

運往某地成為「穀飼牛」
（以穀物飼料餵養）
，使其加肥多

夠發揮應有的威嚇力。請問：克里米亞共和國所位處的海

肉，更能賣到好價錢。上述「草飼牛」及「穀飼牛」分布

域，應為下列何者？ (Ａ)裏海

(Ｂ)黑海

的區域，最可能分別在圖中何處？ (Ａ)甲、戊

(Ｃ)北極海

乙

(Ｄ)波羅的海。

(Ｃ)壬、庚

(Ｂ)辛、

(Ｄ)戊、乙。

30.美國在早期為了種植棉花的需要，從非洲輸入大量的奴

25.在烏克蘭，最有可能看到下列何種景觀？ (A)地勢崎嶇，
多喀斯特地形

(B)樹冠高低成層分布，最高 60 公尺

一望無際的小麥田，收割機穿梭其間

(C)

(D)土地大多是沼

工。依據這個背景因素來推論，早期的黑人人口最可能集
中於美國的哪一地區？ (A)甲

(C)己

(D)壬。

31.北美小麥帶的農場經營，其農業形式屬於下列圖中的哪一
項？ (A)a

澤，冬季則被冰雪覆蓋。

(B)乙

(B)b (C)c

(D)d。

26.烏克蘭農產品占該國總出口的 24%，多由克里米亞地區出
口輸往歐洲。烏克蘭內戰造成歐洲哪兩種作物的價格上
漲？ (A)咖啡、可可

(B)小麥、玉米

(C)棉花、甜菜

(D)

稻米、馬鈴薯。
27.烏克蘭在 2009 年親西方政權主政時，該國政府和俄羅斯
對「某種資源」管線價格和管線過境問題爭論不休，因無
法達成協議，俄羅斯便對烏克蘭停止「某種資源」的供應，
對時值冬季、天寒地凍的烏克蘭來說，無疑是極大的教
訓。俄羅斯握緊這張王牌，隨著「某種資源」管線的鋪設，
俄國勢力也在歐洲各國間開始擴散。此「某種資源」最可
能指的是下列何者？ (A)地熱
(D)網路通訊。

(B)水資源

(C)天然氣

32.「甲」農業帶，與下列哪些區域特色及發展條件關係較密
切？(甲)土壤貧瘠 (乙)氣候濕冷 (丙)陽光充足 (丁)靠近市
場 (戊)灌溉發達。 (A)甲乙丁

(B)甲丁戊

(C)乙丙丁

(D)

乙丙戊。
33.「美國已是全世界第四大葡萄酒生產國，其中 90%的產量
就來自 Napa，而納帕山谷（Napa Valley）也成為北加州
最熱門的旅遊景點之一。」以上敘述的地點位於圖中哪一
個農業帶？ (A)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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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庚

(C)辛

(D)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