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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40 題，每題 2.5 分） 
一、選擇題： 

1.洪偉夫在研究中國氣候時發現，由東南沿海向西北內陸前

進，有多項氣候資料的數值會呈現遞減的現象，但下列哪一

項數值卻反而是增加的？  

(A)年雨量  

(B)年均溫  

(C)一月均溫  

(D)年溫差 

 

2.右圖為中國簡圖。中國的人口分布不

平均，圖中哪一條線為中國人口分布

密集與稀疏區的主要分界？  

(A)甲           (B)乙  

(C)丙           (D)丁 

       

3.西元 2006 年全世界海拔最高、穿越凍土里程最長的高原鐵路

通車，此對哪一民族的生活方式造成的影響最大？  

(A)藏族 (B)蒙族 (C)壯族 (D)維吾爾族 

4.中國西北內陸氣候乾燥、沙漠廣布，造成此現象的主要原因

為何？  

(A)位於低緯度地帶  

(B)為副熱帶高壓籠罩  

(C)沿海有大規模涼流經過  

(D)地處內陸，又有山脈阻擋夏季季風進入 

5.以下哪一種地形區的環境負載力通常都比較高？  

(A)高原                   (B)平原  

(C)高山                   (D)丘陵 

6.西元 2009 年，中國 0~4 歲的性別比例約為 119，此數字代表

的意義為何？  

(A)每 100 個男生相對應於 119 個女生  

(B)每 50 個女生相對應於 69 個男生  

(C)每 100 個女生相對應於 119 個男生  

(D)每 100 個男生相對應於 19 個女生 

7.在西藏的人們及僧侶，夏季午間常將外袍的

袖子繫在腰間，袒出右臂或雙臂，如右圖這

種穿著方式，此最能反映出當地夏季具有下

列哪一項氣候特色？  

(A)雨量稀少          

(B)風力強勁  

(C)日溫差大          

(D)空氣稀薄 

8.四川氣候溼熱，故當地菜肴皆以下飯的麻辣口味著稱，如「麻

婆豆腐」、「宮保雞丁」、「泡椒桂魚」皆為四川名菜。請問：

四川氣候溼熱與其屬於何種地形有關？  

(A)高原                 

(B)山地   

(C)台地      

(D)盆地 

9.外國旅客到中國南方  地區旅遊，除了欣賞到壯麗的山川景

致和特殊的石灰岩地形外，

沿途可見一種如右圖所示的

木構高架建築。請問：此種

建築物風格與該地何種環境

特色有密切關係？  

(A)地形複雜     (B)晝夜溫差大  

(C)氣候溼熱     (D)多地震 

10.晚間氣象預報出現如右圖的亞洲地區地面天氣圖，根據圖上

氣壓資料研判，此時最可能是

哪一個季節？  

(A)春  

(B)夏  

(C)秋  

(D)冬 

 

11.塔里木河為中國最長的內流河，決定其長度及流量的水源主

要來自何處？  

(A)黃河的河水           

(B)高山融化的雪水  

(C)鄱陽湖的湖水         

(D)夏季季風帶來的雨水 

12.近年來，大量的盲流人口湧入了大陸沿海地區的都市，其主

要的原因為何？  

(A)逃避內地天災           (B)政府有計劃的遷移  

(C)追求完善的醫療品質     (D)為尋找工作機會 

 

13.右圖為中國某地的氣候圖

。若依圖中的資料判斷，該

地應屬於何種氣候類型？  

(A)溫帶草原氣候  

(B)溫帶季風氣候  

(C)副熱帶季風氣候  

(D)高地氣候 

 

 

 

14.相較於已開發國家，中國人口素質仍偏低，這可從下列哪一

項指標看出？  

(A)人口數龐大           (B)分布不平均  

(C)文盲比例高           (D)性別比失衡 

15.秦嶺-淮河一線是中國一條很重要的地理界線，以下關於秦嶺

-淮河的敘述，何者「錯誤」?   

(A)大致與一月月均溫 0℃等溫線一致   

(B)約與年雨量500公釐等雨量線一致   

(C)其南方水運較北方發達   

(D)其北方以小麥為主 

16.中國三大氣候類型中，乾燥氣候又可分為草原氣候與沙漠氣

候，這主要是用下列哪一指標來區分？  

(A)氣溫               (B)地形  

(C)雨量               (D)植被 

※背面尚有試題※ 



臺北市立天母國民中學九十九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定期考查地理科試題 

                         八年     班      號  姓名          
 

第 2 頁，共 4 頁 

17.右圖是中國某時期季風

的成因示意圖。班上有四

位同學正對此圖提出說

明，何者的說法才是正確

的？ 

  

(A)小葳：「陸地上方氣流上升，應為冬季。」  

(B)小君：「陸地升溫較慢，應為夏季。」  

(C)小龍：「低壓中心籠罩陸地，應為夏季。」  

(D)小倩：「地面風從海洋吹來，應為冬季。」 

18.中國政府自 1979 年起，發布了一項重要人口政策，並提出許

多相關口號，如「一人結紮，全家光榮」、「普及一胎，控制

二胎，消滅三胎」等，此項人口政策主要是為了達到以下哪

一項目的？  

(A)振興經濟  

(B)降低生育率  

(C)降低死亡率  

(D)提升醫療效能 

19.中國的四個水文區中以太平洋外流區的面積最大，這主要是

受什麼因素的影響？  

(A)季風風向              

(B)緯度高低  

(C)山脈走向              

(D)地勢傾斜 

20.人口平均素質偏低是中國在發展經濟、提升國力時所遭遇的

阻礙之一，為改善此種狀況，應從下列何項措施著手，是最

直接且有效的方法？  

(A)實施人口城鄉分隔政策  

(B)推行一胎化政策  

(C)強調性別平等  

(D)普及教育 

 

21.右圖為中國主要河川分布圖

。圖中哪一條河川有流經過

高地、乾燥及季風等三種類

型的氣候區？  

(A)甲        

(B)乙  

(C)丙        

(D)丁 

 

22.「河谷區的氣候四季皆夏，但是山頂卻是終年為白雪覆蓋，

在上山的路程中，彷彿就體驗了四季氣候的變化。」以上所

描述的情景，最可能出現在下列哪座山區？  

(A)天山山脈        

(B)長白山地  

(C)橫斷山脈        

(D)大興安嶺 

 

 

 

23.右圖是某一島嶼的自然

景觀圖，根據圖例資料來

判斷，這個島嶼最可能出

現在中國的哪一個區域

？  

(A)南部地區  

(B)北部地區  

(C)西北地區  

(D)青藏地區 

 

24.中國疆域跨越緯度約達五十度，此對其環境造成什麼影響？ 

(A)氣溫呈垂直變化  

(B)氣候出現溼潤、草原、沙漠之變化  

(C)內陸地區日照不足  

(D)氣候南北依次呈熱帶、副熱帶、溫帶分布 

25.中國四大外流河：長江、黃河、黑龍江、珠江，其流域都屬

於哪一水文區？  

(A)太平洋外流區            

(B)北極海外流區  

(C)印度洋外流區  

(D)內流區 

26.下圖為中國的人口分

布圖。從該圖可以看

出中國的人口呈現出

何種現象？  

(A)人口密度過大  

(B)人口分布不均  

(C)人口素質太低  

(D)人口扶養比過高 

 

27.下圖是中國大陸地區自 1953 年至 1996 年的人口金字塔圖，

從下圖顯示 1950 年代以來，該地區的人口結構已出現很大

的變化，請問：造成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為何？  

 

   (A)推展移民實邊措施  

(B)大幅改善教育環境  

(C)實施一胎化政策  

(D)落實經濟改革開放 

28.飛訊資訊公司的市場調查報告指出「中國現有約3％〜4％的

人擁有電腦，若增加1％的比例，就會增加1,300萬臺電腦。

」由此可以看出什麼現象？  

(A)擁有電腦的人口比例太低，無法吸引外商投資  

(B)在中國會電腦的人不多  

(C)中國人不喜歡將錢花在購買電腦上  

(D)中國的潛在消費市場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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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右圖為中國民族

分布圖，圖中甲

地族群複雜主要

與下列哪一因素

有密切關係？  

(A)地形  

(B)氣候  

(C)產業  

(D)位置 
 
 

 

30.講究風水的中國人在建築民宅時，多會考量到當地地理環境

的特點來選擇座向。請問：在「避免冬季時寒冷的季風吹入

屋內」的考量下，三合院通常採行下列何種座向？ 

       (A)                   (B)          

               北                     北 

 

         西          東          西         東 

 

               

 南                     南                         

 

(C)                   (D) 

               北                      北 

            

         西          東           西         東         

 

               南                      南 

31.中國各地的建築風格與氣候關係密切，福建南方因當地多雨

的氣候環境，市街常見下列何種建築？  

(A)帳篷                  

(B)窰洞 

(C)騎樓                   

(D)高腳屋 

 

二、題組： 

＊下圖是中國三大氣候類型分布圖，圖中有甲、乙、丙、丁四地，

已知其中甲、乙兩地的海拔高度均不超過 3000 公尺。請問： 

 

 

 

 

 

 

 

 

 

 

 

 

 

 

32.甲與乙間的分界線，與下列哪一條氣候等值線最為吻合？ 
(A)年雨量750公釐等雨量線  

(B)年雨量500公釐等雨量線  

(C)一月均溫0℃等溫線  

(D)七月均溫20℃等溫線 

33.觀察圖中何地附近的氣候、植被等資料，呈現垂直變化的態

勢將最為顯著？  
(A)甲  

(B)乙  

(C)丙  

(D)丁 

 

＊下列四圖是中國四個城市的氣候圖，請根據代號回答下列問

題： 

 

 

 

 

 

 
 

(甲)         (乙) 

 

 

 

 

 

 

 

(丙)         (丁) 

34.若依此氣候資料判斷，並將這四城市依緯度由高至低排列， 

正確順序應該為何？  

(A)甲乙丙丁             

 (B)丁丙乙甲  

(C)乙甲丁丙             

 (D)丙丁乙甲 

35.怕冷的王姥姥正計畫在明年初要到大陸旅遊，應選擇哪裡較

恰當？  

(A)甲      

(B)乙      

(C)丙       

(D)丁 

36.由圖可知，此四地皆位於何種氣候區內？  
(A)季風氣候  

(B)草原氣候  

(C)沙漠氣候  

(D)高地氣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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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境內幅員廣大，民族眾多，形成了豐富的文化風貌。請

根據下列各問題，在地圖上選出各民族最適當的分布位置： 

 

 

 

 

 

 

 

 

 

 

 

37.在戊處見到下列哪一少數民族的機會最大？  

(A)維吾爾族  

(B)壯族  

(C)朝鮮族  

(D)苗族 

38.中國人口總數最多的少數民族主要居住於何處？ 

(A)甲  

(B)乙   

(C)丁  

(D)戊 

39.西元 2008 年據報載，中國某地區因警察毆打上街抗議的喇

嘛，導致藏族民眾暴動，引發國際關注該地區的獨立問題。

請問：該地區位於附圖中哪一地點？  

(A)甲  

(B)乙  

(C)丙  

(D)丁 

40.喜愛穿長袍、長靴，善於騎馬、射箭、摔跤，曾建立「元」

帝國的蒙古族，主要分布於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 試 題 結 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