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年      班  座號        姓名               

高雄市立正興國中 100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 1 次段考二年級地理科試題 
科目代碼：07 

㆒、選擇題（34％，每題 2 分） 

（  ）1. 中國位於 4°N~53°N，其代表的意義是？ (A)面海背陸的地理位置 (B)大多位於中緯度，氣候宜

人 (C)鄰國眾多、國界線長 (D)東西距離遙離，生活作息差異大 

（  ）2. 下列何圖可以正確指出中國的絕對位置？ 

 

 

 

 

 

（  ）3. 中國鄰國眾多，下列何者不是它陸上或海上的鄰國？ (A)蒙古 (B)菲律賓 (C)越南 (D)荷蘭 

（  ）4. 中國疆域廣大，面積約 960 萬 km2，其對國家發展，最大的影響是？ (A)人口密度世界第一 (B)

資源豐富，人民生存空間充足 (C)糧食生產不虞缺乏 (D)形狀完整，便於連繫 

（  ）5. 「緣海」是指位於大洋邊緣，前臨大洋，後連大陸的海域，中國三大緣海，不包括下列何者？ (A)

南海 (B)黃海 (C)東海 (D)北極海 

（  ）6. 北迴歸線沒有經過中國哪一個省級行政區？ (A)雲南省 (B)廣西壯族自治區 (C)廣東省 (D)

西藏自治區 

（  ）7. 中國目前共有 33 個省級行政區，其中直轄市有四個，請問：四個直轄市當中，那一個距離台灣

最近？ (A)北京市 (B)天津市 (C)重慶市 (D)上海市 

（  ）8. 中國目前設立了五個自治區，下列有關自治區的敍述，何者正確？ (A)對內完全自主治理，對

外具政治主權 (B)對內完全自主治理，對外不具政治主權 (C)對內無法自主治理，對外具政治

主權 (D)對內無法自主治理，對外不具政治主權 

（  ）9. 就中國現行的行政畫分而言，下列何者的行政層級和其它三者不同？ (A)寧夏回族自治區 (B)

天津市 (C)廣州市 (D)香港 

（  ）10. 中國五個少數民族自治區，不包括下列何者？ (A)西藏自治區 (B)廣西壯族自治區 (C)東北滿

族自治區 (D)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  ）11. 下列那一個地理區的畫分圖，是根據「經濟發展程度」而來？ 

 

 

 

 

 

（  ）12. 右圖(一)是中國五大地形之圓餅圖，請問：圖中甲、乙各 

代表何種地形？ (A)高原、山地 (B)山地、高原  

(C)盆地、平原 (D)山地、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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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  ）13. 右圖(二)是沿著某條剖面線所繪的中國地形 

三級階梯剖面圖，請問：其所經過的地形區 

中「丁」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A)黃土高原 (B)華北平原  

(C)長江中下游平原 (D)四川盆地 

（  ）14. 中國是一個多山的國家，下列有關中國「西、東」半部山脈主要走向的示意圖，何者正確？ 

 

 

 

（  ）15. 地形會限制人類的活動，但人類也會尋求各種方式克服自然、環境的限制，下列相關的敍述，何

者錯誤？ (A)中國在丘陵地區廣闢梯田，增加耕地面積 (B)中國水運多東、西向，為加強連絡

網路，所以廣建東西的運河 (C)中國山地高原土地利用受限，但發展觀光業促進開發 (D)中國

開發貴州省黃果樹瀑布的水力，以做為發電之用 

（  ）16. 右圖(三)是中國某一種地形分布圖，下列相關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地勢高，地表崎嶇，為一片荒涼的寒漠 (B)乙：為一片平 

坦遼闊的草原 (C)丙：石灰岩地形發達，地表崎嶇 (D)丁：受河 

川侵蝕作用的影響，地表崎嶇 

（  ）17. 中國人口密集、交通方便、產業較為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其主要 

地形為下列何者：(A)甲乙 (B)甲丁 (C)甲丙 (D)丙丁 

 

 

 

 

 

 

㆓、整合題（66％，每題 2 分）                

（一）中國地處世界最大的陸地，面向世界最大的海洋，因此陸上與海上鄰國眾多，下圖(四)為中國與鄰國

的關係位置圖，請回答下列的問題： 

（  ）18. 中國位於那一大陸的東南方  

(A)歐亞 (B)非洲 (C)南美洲 (D)南極洲 

（  ）19. 右圖(四)中國的眾多鄰國中，下列何者是俄羅斯  

(A)甲 (B)乙 (C)丙 (D)丁 

（  ）20. 下列敘述何者和中國面海背陸的位置特徵「無關」？ 

(A)中國國土大部份位於溫帶氣候區，適宜人居  

(B)古代即有著名的「絲路」，往來歐洲西方國家  

(C)東部沿海地區發展成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帶  

(D)東半部受到來自太平洋水氣的影響，氣候濕潤，適合農業活動 

 

 

圖(三)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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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二）右圖(五)為中國所跨越的時區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  ）21. 中國位於 73°E~135°E，就「日照時間的先後」來看， 

中國東、西方約相差幾個小時？ 

(A)5 小時 (B)4 小時 (C)3 小時 (D)6 小時 

（  ）22.中國東西橫跨經度約 60 幾度，若根據世界時區的畫分 

，各地時間會有所不同，但為了管理方便，中國統一以 

那一個城市所在的時間為標準？ 

(A)烏魯木齊 (B)重慶 (C)澳門 (D)北京 

 

（三）右圖(六)為中國行政區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  ）23. 下列何者地處歐亞大陸中心，且是中國面積最大的省 

級行政區？ (A)A (B)B (C)C (D)D 

（  ）24. 中國五個自治區中，何者緯度最低，氣候暖濕，石灰岩 

地形發達 (A)B (B)ㄉ (C)E (D)ㄇ 

（  ）25. 離台灣最近的福建省，位於圖中何處？ 

(A)ㄆ (B)丙 (C)ㄇ (D)E 

（  ）26. 中國的首都與直轄市，位於圖中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  ）27. 有關 B 行政區的敍述，下列何者正確？ (A)行政層級屬於省 (B)以高原為主體，屬第二級地形

階梯的分布區 (C)南以世界最高山－喜馬拉雅山與印度半島相鄰 (D)古絲路必經之地，現以鐵

路為主要運輸方式 

 

（四）右圖(七)是中國廣東省沿海，A、B兩個特別行政區的位置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  ）28. 中國將 A、B 兩地成立特別行政區來管理，主要考量因素是  

(A)兩地地理位置特殊，需要特別的管理 (B)兩地屬少數民族 

分布的地區 (C)兩地具有特殊的政治或經濟地位 (D)兩地生 

活型態與經濟發展和其它地區有極大的差別 

（  ）29. 下列相關的敘述，何者正確？ (A)A、B 兩地分別為香港和 

澳門 (B)兩特別行政區濱臨的海域是南海 (C)A 特別行政區 

已發展成世界重要的轉口港 (D)B 特別行政區曾被葡萄牙統 

治 400 多年 

（五）右圖(八)中國三大地區示意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  ）30. 圖中 A、B 兩條線是三大地區的分界線，下列何者不位於 

此分界線上？ 

(A)青藏高原東緣 (B)長城 (C)大興安嶺 (D)南嶺 

（  ）31. 這三大地區的那一區多屬少數民族自治的地區，且 

在三大地區中自治區的範圍面積最大？ 

 (A)北部地區 (B)南部地區 (C)西部地區 

圖(五) 

圖(六)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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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八) 



 

（六）右圖(九)為中國三級地形階梯分布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  ）32. 下列有關第一級地形階梯的敍述，何者錯誤？  

(A)位於此區的青藏高原有「世界屋脊」之稱  

(B)因位於板塊接觸帶，所以此區的湖泊以火口湖為主  

(C)因地形崎嶇，形成交通上的阻隔  

(D)此區主要是藏族分布的地區 

（  ）33. 第二級地形階梯主要以那兩種地形為主？ 

(A)山地、高原 (B)盆地、高原 (C)平原、丘陵 (D)山地、丘陵 

（  ）34. 圖(九)中第二級與第三級地形階梯的分界線大致沿著甲、乙、丙三地，請問，此三地不包括下列 

何者？ 

(A)太行山 (B)雲貴高原東緣 (C)青藏高原東緣 (D)大興安嶺 

（  ）35. 下列敘述何者與中國地勢呈三級階梯「無關」？ 

(A)疆域廣大，東西跨五個時區 (B)人口集中於東半部 (C)水氣易深入內陸 (D)運河多南北向 

（  ）36. 下列敍述，何者與第三級地形階梯相符合？  

(A)山脈多呈東、西走向 (B)斷層湖、冰蝕湖遍布 (C)此區的四川盆地有「天府之國」之稱 (D)

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的龍勝梯田，被譽為「世界梯田之冠」 

 

（七）右圖(十)是根據右圖(十一)所畫出的中國地形剖面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  ）37. 右圖(十)是三級地形階梯剖面圖，下圖(十二) 

是三種等高線地形圖，請問：下列何者的配對 

是正確的？  

(A)甲→A，乙→C，丙→B  

(B)甲→B，乙→C，丙→A  

(C)甲→C，乙→B，丙→A  

(D)甲→A，乙→B，丙→C 

（  ）38. 請問圖(十一)中甲、乙、丙、丁四條剖面線，何者與圖(十)的地形 

剖面圖最相符？ 

(A)甲 (B)乙 (C)丙 (D)丁 

（  ）39. 圖(十)中的 A 處應該是中國那一個 

緣海？  

(A)東海 (B)渤海  

(C)南海 (D)黃海 

 

（八）右圖(十三)是中國某一種地形的分布圖，請回答下列的問題： 

（  ）40. 台灣馬拉松好手－林義傑曾挑戰中國有「死亡之海」號稱的塔克拉 
瑪干沙漠，請問，此沙漠位於圖中何地？ 
 (A)乙 (B)甲 (C)丙 (D)丁 

（  ）41. 形勢封閉，受河川切割，盆底呈現高低起伏，因而開闢許多梯田， 

農業發達，指的是圖中何地？ (A)乙 (B)甲 (C)丙 (D)丁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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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一) 

圖(十三) 

圖(十)

圖(十二) 



 

（九）右圖(十四)為中國地形分布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  ）42. 中國面積最大的平原，位於下列何地？ 

           (A)甲 (B)丁 (C)己 (D)辛 

（  ）43. 中國水土流失最嚴重的地區位於圖中何處？  

(A)丙 (B)丁 (C)戊 (D)己 

（  ）44. 中國最大經濟中心－上海市，位於長江中下游平原，請問 

其位於圖中何處？ 

 (A)丁 (B)己 (C)辛 (D)戊 

（  ）45. 下列何地的等高線地形圖如右圖(十五)所示？ 

 (A)乙 (B)丙 (C)丁 (D)庚 

 

（十）下圖(十六)是中國地形三級階梯示意圖，請回答下列的問題： 

（  ）46. 圖中「→」所指的方向是？ (A)東方 (B)西方 (C)南方 (D)北方 

（  ）47. 圖中甲、乙、丙三地指的是中國那三種地形區？  

(A)青藏高原、黃土高原、東北平原  

(B)青藏高原、黃土高原、華北平原  

(C)內蒙古高原、四川盆地、山東丘陵  

(D)內蒙古高原、雲貴高原、珠江三角洲 

（  ）48. 由圖中可知中國地形具有下列何種特徵？  

(A)中國是多山的國家 (B)山脈呈東北－西南走向  

(C)地勢西高東低 (D)東西半部的地勢起伏不大 

 

（十一）右圖(十七)是中國京杭大運河路線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  ）49. 下列有關甲區主要的海岸特色與產業活動的敘述， 

何者正確 (A)海岸線平直 (B)養殖漁業發達  

(C)適合航運 (D)鹽田遍布 

（  ）50. 由圖中可知京杭運河最北部是位於那一個地形區？  

(A)東北平原 (B)黃土高原  

(C)長江三角洲 (D)華北平原 
 

 

 

 

圖(十四) 

圖(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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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七) 

圖(十五) 



 

高雄市立正興國中 100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一次段考二年級地理科試題解答單 

㆒、選擇題（100％，每題 2 分） 

1-10   BCDBD     DDBCC 

11-20  ABCDB     CAAAA 

21-30  BDACC     ACDBD 

31-40  CBBCA     DBCDB 

41-50  DAABA     ABCC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