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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請問傳統工業區位因素中，那一種類型的工廠最重視「動力區位因素」？ 

紡織廠 煉鋁廠 電子廠 水泥廠 

2 一般我們常使用的 NOKIA 手機，是來自於那一國家消費性產業的產品？ 

芬蘭 法國 德國 荷蘭 

3 阿根廷是南美洲重要的糧食及肉品出口國，在 1880 年代以後，下列那兩種因素促使彭巴區牧牛業興起？

①冷凍設備發達 ②經濟組織的興起 ③海運的發達 ④疫苗的推廣 

 ①③ ①④ ②③ ①② 

4 下列那一個臺灣離島的成因與其他三者不同？ 

龜山島 綠島 花瓶嶼 東沙島 

5 非洲因赤道中穿，受緯度影響，其氣候類型呈現規則性變化，請問下列那一敘述正確？ 

由中央往南北依序為乾燥、莽原、雨林氣候 由南往北依序為雨林、莽原、乾燥氣候 

由中央往南北依序為雨林、莽原、乾燥氣候 由南往北依序為乾燥、雨林、莽原氣候 

6 長久以來西亞地區運用坎兒井、引水渠道等水利設施來澆灌作物，但水的有效使用率僅為 40%~50%。近年

來，那一國家發展出的「滴灌」技術，有效使用率高達 90%，除能節省水源也可減少土壤鹽鹼化問題？ 

敘利亞 以色列 土耳其 伊拉克 

7 非洲那一條河流，流經高地氣候及雨林氣候區，下游多瀑布和急流，不利航行？ 

尼羅河 尼日河 剛果河 橘河 

8 非洲目前在國際政治舞台形成一股新興勢力，是現今很多強權大國積極拉攏的對象，其主要原因為何？ 

地理位置重要 礦產豐富 農產品豐富 國家數量最多 

9 請問多瑙河的航運不如萊因河興盛的原因為何？ 

流經國家數量較少 結冰期長 流向和出海位置不佳 河流含沙量多 

10 請問北歐那一國家同時可看到冰河及火山地形景觀？ 

挪威 芬蘭 瑞典 冰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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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澳洲東部和北部沿海牧牛業發達，中部平原北側牧羊業興盛，請問造成牲畜飼養種類不同的主要原因為

何？ 

地形 氣溫 土壤 雨量 

12 紐西蘭人口約 400 萬人，主要分布於北島城市較多，主要是受那一因素影響最大？ 

地形較平坦 土壤較肥沃 氣候較溫暖 雨量較豐富 

13 臺灣有一俗諺：「日落胭脂紅，無雨也有風」，請問這是描述那一種降雨類型？ 

梅雨 颱風雨 對流雨 地形雨 

14 在美國平原區的中南段，因對流旺盛，而常有龍捲風發生。請問龍捲風常在那兩個季節之間產生？ 

春夏之交 夏秋之交 秋冬之交 冬春之交 

15 英國與愛爾蘭雖在宗教信仰有所差異，但下列何者是此兩國之共同點？ 

均為歐盟創始國 均為申根國 均屬歐元國 均為歐盟會員 

16 巴西高原東南沿海及拉布拉他河下游地區的氣候與中國華中地區的副熱帶季風氣候相似，請問形成此氣

候特徵的影響因素為何？ 

地球自轉、風帶季移 暖流、迎信風 背西風、涼流 背西風、寒流 

17 請問阿拉伯聯合大公國的杜拜是濱臨那一海域的港口城市？ 

黑海 紅海 亞丁灣 波斯灣 

18 地球由西向東自轉一周約需費時 24 小時，根據世界標準時區的劃分，臺灣在東經 120--122 度之間，那麼

臺灣早上 10 點時，倫敦是幾點？  

中午 12 點 下午 6 點 上午 2 點 上午 8 點 

19 地表的型態受到構造、營力和時間等要素的影響，營力要素依作用力來源可分為內營力與外營力，下列

何者屬於內營力？ 

風化 侵蝕 堆積 斷層 

20 彰化平原的埤圳規模較大的八堡圳對彰化的水田發展有很大的幫助，八堡圳是引自那一條河川的水？ 

大甲溪 濁水溪 北港溪 大安溪 

21 臺灣目前保存最完整的古道之一，由南投信義鄉東埔至花蓮玉里的古道是：  

八通關古道 合歡越嶺古道 淡蘭古道 關山越嶺古道 

22 中南半島除了越南受到中國的影響之外，大多信仰何種宗教？  

印度教 大乘佛教 小乘佛教 伊斯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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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1991 年波斯灣戰爭結束後，伊拉克軍隊對那一族人進行鎮壓，導致該族 150 萬人的人口大逃亡，遷移到

鄰國？ 

伊朗 圖西族 庫德族 胡圖族 

24 中國有 56 個民族，在 55 個少數民族中，以那一族的人口最多？  

滿族 藏族 苗族 壯族 

25 下列何者是火山熔岩阻卻牡丹江而成的湖泊，也是中國最大的堰塞湖？  

洞庭湖 鄱陽湖 鏡泊湖 太湖 

26 臺灣目前已有八個國家公園，在 2009 年成立的國家公園為： 

馬告國家公園 蘭嶼國家公園 參山國家公園 台江國家公園 

27 喜馬拉雅山南麓的乞拉朋齊平均降雨量為 12,665 公釐，北麓年降雨量僅 250-500 公釐，是何種降雨形式

使然？  

鋒面雨 對流雨 地形雨 颱風雨 

28 十六世紀末，南美東部各地，除了那一個國家淪為葡萄牙的殖民地外，皆成為西班牙的殖民地？ 

秘魯 巴西 阿根廷 委內瑞拉 

29 鹽分含量在 0.05%以上為鹹水湖，多分布於內流區，中國最大的鹹水湖是： 

騰格里湖 鏡泊湖 天池 青海湖 

30 19 世紀末，英法兩國以控制何者，而掌控地中海--印度洋航道，在埃及得到極大的利益？ 

蘇伊士運河 巴拿馬運河 卡拉庫姆運河 韋蘭運河 

31 加拿大那一條河與五大湖連結，是世界最大的內陸航運系統，也是英法移民在加拿大最早的移墾區？ 

哥倫比亞河 聖羅倫斯河 麥肯齊河 納爾森河 

32 密西西比河因支流眾多、聯絡方便，為美國內陸最重要的水道，其出海口為： 

達拉斯 休斯頓 新奧爾良 鳳凰城 

33 拉丁美洲是古文明的發源地之一，有代表性的三大文明，位在中美猶加敦半島建立階梯式金字塔的是： 

阿茲特克文明 馬雅文明 麥士蒂索文明 印加文明 

34 阿拉伯半島原為非洲古陸塊的一部分，因非洲大陸板塊向西移動，其間陷落成何者而與非洲分離？ 

阿拉伯海 紅海 地中海 波斯灣 

35 大洋洲各島嶼的經濟發展各有其特性，密克羅尼西亞的諾魯是靠發展何種產業致富？  

鳥糞的磷酸鹽礦出口 檜木木材出口 椰子油與椰乾出口 石油、天然氣出口 

36 西方殖民時期，越南、柬埔寨、寮國三國曾被那一國占領，而緬甸與印尼又各被何國侵占？依序是：  

英國、法國、荷蘭  法國、英國、荷蘭  法國、西班牙、英國  西班牙、法國、英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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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大洋洲有三大群島，帛琉和關島是屬於那一群島？ 

密克羅尼西亞 玻里尼西亞 馬紹爾 美拉尼西亞 

38 臺灣因為受到那些自然環境特性的影響，需要興建水庫調節水量？ 

緯度、地形 地形、氣候 氣候、土壤 緯度、氣候 

39 有關朝鮮半島地形特徵的說明，那兩項正確？①東岸為斷層崖海岸，西岸曲折且多灣澳 ②北部多平原，

南部多山地 ③河流順應地勢均向西、南入海 ④地勢北低南高、東高西低 

②④ ③④ ①② ①③ 

40 南歐三大半島，那一半島沿海多港灣、島嶼，以利發展航運貿易？ 

巴爾幹半島 義大利半島 伊比利半島 日德蘭半島 

41 美國南北戰爭後，解放的黑奴由美國協助在非洲建立的國家是： 

迦納 突尼西亞 奈及利亞 賴比瑞亞 

42 乾燥地區岩層上的風化碎屑物質受風力作用被帶走，使得岩層上礫石廣布或底岩裸露，下列地形何者屬之？  

野柳的蜂窩岩 蒙古戈壁的沙漠 雲南的石林 南極大陸的冰河 

43 中國的青藏高原，素有世界屋脊之稱。請問它是由那兩個板塊推擠而成？ 

太平洋板塊與歐亞板塊  非洲板塊與歐亞板塊 

歐亞板塊與菲律賓海板塊 印度板塊與歐亞板塊 

44 中亞的鹹海因為栽種棉花需要大量的灌溉用水，但是過度引用注入鹹海的那一條河流作為灌溉，造成內

陸湖泊因為注水量減少而逐漸乾涸？ 

窩瓦河 烏拉河 阿姆河 伊犁河 

45 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的支線中，最初興建目的為石灰泥業及林產開發的是： 

平溪線 集集線 內灣線 淡水線 

46 中國沙塵暴於每年冬春兩季會影響臺灣，甚至會下起泥雨，下列何處最容易受到沙塵暴的侵襲？ 

臺北 臺中 臺東 臺南 

47 塔里木盆地是中國最大的盆地，位於那兩座山之間？  

阿爾泰山和天山  崑崙山和天山  祁連山和賀蘭山  阿爾金山和阿爾泰山 

48 印度的種姓制度的階級劃分，使得社會與經濟發展有不利的影響，種姓制度中的「婆羅門」指的是：  

 僧侶和有學問的人   貴族和武士 商人與地主  僕役和手工匠 

49 洋流水溫較所經過地區海水溫度為低稱為寒流，下列何者屬於寒流？ 

 北赤道洋流  北太平洋洋流  黑潮 親潮 

50 北歐國家處處可見湖泊與峽灣，尤其挪威的峽灣與芬蘭的湖泊為數眾多，這是何種因素影響所造成的？  

冰河影響 火山影響 降雨影響 板塊運動影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