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年____班  姓名:_____________  座號:_____  

高雄市立正興國中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段考二年級社會(地理)科試題卷 
科目代碼：07 
一、選擇題 
1. 交通網路與地區發展的關係密切，中國南部地區的河運較其他地區發達，是因南部地區具備下列哪一項優越條

件？  (A)河川流量豐穩  (B)河川流速緩慢  (C)河川東西流向  (D)河床坡度平緩 
2. 中國大陸為了降低人口過多所造成的耕地及糧食不足的問題，在長江中下游部分湖泊的邊緣實施的「圍湖造田」

政策，雖提升了農產收穫，卻使長江沿岸居民陷入哪一種環境問題？  (A)旱災  (B)沙塵暴  (C)水災  (D)水質

污染 
3. 中國雲南省的昆明和江西省的廬山，夏季時其氣候均涼爽宜人，成為著名的避暑勝地。請問：形成此種氣候特

色的共同原因為何？  (A)地形  (B)緯度  (C)洋流  (D)季風 
4. 下列哪一種地形為雲貴高原上的精華區？ 

 
5. 長江是中國第一長河，近年來由於沿岸地區大量開發，生態嚴重遭到破壞。請問下列何者是長江目前所面臨的

問題？  (A)水災、污染  (B)善淤、善決  (C)斷流、善遷  (D)水災、斷流 
6. 下列為三角洲形成的過程圖，先依發育的順序排列，後觀察其面積大小變化情形，何者正確？ 

(a)     (b)    (c)     (d)     (e)    (f) 

 
(A) abcdef、先增後減  (B) dcbafe、先減後增  (C) dbacfe、逐漸擴大  (D) efcabd、逐漸縮小 

7. 石灰岩地形的發育與下列哪些條件有關？  (A)地質、氣候  (B)植被、緯度  (C)水文、地形  (D)距海遠近 
8. 下表有關「香港」和「澳門」的比較，哪一項說明正確？ 

9. 圖(一)是華北地區的地形剖面圖，根據「夏季季風的來向」，判斷圖中甲、乙、

丙、丁四區，哪一個地區雨量最多？  (A)甲  (B)乙  (C)丙  (D)丁 
10. 下列哪一條河流是中國與北韓界河？   

(A)黑龍江  (B)鴨綠江  (C)嫩江  (D)松花江 
11. 華北平原與黃土高原的比較何者正確？  (A)甲  (B)乙  (C)丙  (D)丁 

 (甲)年溫差 (乙)年雨量 (丙)災害 (丁)特殊景觀 
華北平原 較大 較少 黃河斷流 窯洞 
黃土高原 較小 較多 水土流失 地上懸河 

12. 右圖(二)為甲、乙兩個不同地區的年雨量分布圖，根據圖中資料比較兩地的

氣候，可以判斷出下列哪一項結果？  (A)甲地年雨量變率較大  (B)甲地發

生旱災機率較高  (C)乙地平均年雨量較多  (D)乙地降雨較不穩定 
13. 圖(三)為中國東北簡圖，圖中甲、乙連線所畫的地形剖面圖，與下列何者最為相似？ 

 
14. 有關谷灣式海岸特徵之描述，何者有誤？  (A)海岸曲折，島嶼羅列，多港灣  (B)丘陵延伸至海

岸，海水面相對上升  (C)沿海山脈走向與海岸線大致平行  (D)堆積作用旺盛，三角洲發達 
15. 下列哪些因素是長江三角洲發展迅速，成為中國經濟發展核心的條件？(甲)農產富饒 (乙)航運

便利 (丙)腹地廣大 (丁)勞工充足 (戊)設立經濟特區。    (A)甲乙丙丁  (B)甲乙丁戊  (C)甲丙丁戊  (D)乙丙

丁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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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殖民國 (B)位置 (C)重要產業 (D)回歸中國時間 
香港 葡萄牙 珠江口東側 博奕業 1997 
澳門 英國 珠江口西側 金融業 2008 

          圖(二) 

圖(三) 



16. 南部地區包括華中和華南，下列相關之敘述，何者正確？  (A)面積約佔 55%，居三大地區之冠  (B)全境屬季

風氣候區，以赤道分為熱帶和副熱帶季風氣候區  (C)長江、珠江水運發達  (D)廣州為中國最大的港口，亦是

華南對外貿易的重要門戶。 
17. 根據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緯度位置來推論，長江中下游的 6 月份降雨主要來自下列何者？ 

(A)對流雨  (B)鋒面雨  (C)颱風雨  (D)地形雨 
18. 下列選項中：(甲)水力資源豐富；(乙)東西交通不便；(丙)南北交通不便；(丁)具有航運價值。哪些是橫斷山脈

所帶來的影響？  (A)甲乙  (B)甲丙  (C)甲丁  (D)乙丙 
19. 下表是維尼整理的華中與華南的比較表，內容哪一個部份出錯了？  (A) A  (B) B  (C) C  (D) D 

 (A)主要地形 (B)氣候類型 (C)收穫次數 (D)可耕地面積 
華中 盆地、平原 多屬副熱帶季風 二穫 少 
華南 丘陵、高原 多屬副熱帶季風+熱帶季風 部分三穫 多 

 
20. 東北平原年僅一穫，糧食生產充足；珠江三角洲年可三穫，卻糧食不足，是因為哪一項條

件的差異？  (A)緯度高低  (B)雨量多寡  (C)人口密度高低  (D)地勢高低 
21. 根據右圖(四)中三位農夫的敘述，請問影響他們收穫次數多寡的主要因素為何？  (A)地形  

(B)土壤  (C)氣溫  (D)雨量 
 

二、題組 
(一)右圖(五)為華北地區簡圖 
22. 右圖中哪一段黃河會出現下圖(六)中的景觀？  (A)甲  (B)乙  (C)丙  

(D)丁 
23. 有關ㄅ區的描述何者錯誤？  (A)ㄅ區為漢中盆地  (B)有渭河流過  

(C)盆地中心的西安為絲路的起點  (D)ㄅ區南側的山為秦嶺 
24. 從 A 飛到 B，飛越的是  (A)大興安嶺  (B)長白山  (C)雲貴高原  (D)

太行山 
25. 哪一段黃河因水土流失嚴重，最需要做水土保持？  (A)甲  (B)乙  

(C)丙  (D)丁  區 
26. 戊區海域為  (A)東海  (B)南海  (C)日本海  (D)渤海 
27. 沖積出華北平原的河川不包括  (A)海河  (B)黃河  (C)長江  (D)淮

河 
28. C 半島上的優良港口為  (A)秦皇島  (B)青島  (C)隔離島  (D)海南

島 
29. ★城市的氣候圖為  (A)甲  (B)乙  (C)丙  (D)丁 

 
 
(二)右圖(七)是南部地區簡圖。南部地區是中國經濟最繁華、人口最密集的地帶。 
30. 哪一個城市過去有“十里洋場＂之稱，為中國最大的工商業都市？   

(A)甲  (B)乙  (C)丙  (D)丁 
31. 承上題，該城市的新港區為  (A)洋山島  (B)太平島  (C)東沙島  (D)綠島 
32. 該城市的市區有  (A)珠江  (B)錢塘江  (C)黃浦江  (D)淮河  流貫 
33. 下列哪一座城市，位於四川盆地東側，近年來因三峽大壩工程的建設，升格為直轄市？  (A)甲  (B)乙  (C)丙  

(D)丁 
34. 乙港口的優點不包括  (A)位在世界航線上  (B)港闊水深  (C)面積廣大  (D)金融服務業發達 
35. 華南最大的貿易門戶為  (A)甲  (B)乙  (C)丙  (D)戊 
36. 哪一個城市以博奕業、觀光業聞名，有著名的威尼斯人酒店及太陽馬戲團長駐表演？  (A)乙  (B)丙  (C)丁  (D)

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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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三)下圖(八)為南部地區簡圖，請配合水系圖回答下列問題： 

 
        圖(八) 
37.「湖廣熟，天下足」是對哪一區的讚美詞？  (A)甲  (B)乙  (C)丙  (D)丁 
38.丙區的水系為  (A) A  (B) B  (C) D  (D) E 
39.避暑勝地廬山位在  (A)乙  (B)丙  (C)丁  (D)戊 
40.C 水系位於圖中的  (A)乙  (B)丙  (C)丁  (D)戊  區 
41.哪一種水系最具航運之利？  (A) C  (B) B  (C) D  (D) E 
42.橫斷山脈地區的水系為  (A) B  (B) C  (C) D  (D) E 
43.三峽大壩的位置在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與橫斷山脈  之間 
44.哪一區冬季氣溫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丁 
 
(四)右圖(九)為東北簡圖。 
45.甲國為  (A)哈薩克  (B)俄羅斯  (C)北韓  (D)日本 
46.中國與甲國之間的天然界河為  (A)鴨綠江、圖們江  (B)黑龍江、烏

蘇里江  (C)松花江、遼河  (D)鴨綠江、遼河 
47.東北三座山中，以長白山的森林最茂密，其原因為何？  (A)氣溫最

高  (B)雨量最多  (C)地勢最低  (D)緯度最低 
48.東北主要的重工業地帶大部分位於  (A)三江平原  (B)遼河平原  (C)

松嫩平原  (D)小興安嶺一帶 
49.本區最大港為  (A)大連  (B)青島  (C)秦皇島  (D)洋山島 
50.對本區農業的描述何者錯誤？  (A)機械化程度高  (B)土壤為肥沃的

黑土  (C)種水稻、甜菜為主  (D)三江平原因改善排水，夏可種稻，

有北大倉之稱 
                                                                        
                                                                              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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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興國中 98 學年度第 2 學期第 1 次段考二年級社會(地理)科解答 

 

1-10    ACACA    CABDB    28.39. 因超出範圍送分 

11-20   CDADA    CBADC 
21-30   CCADB    DCBAA 
31-40   ACDCD    BBDBD 
41-50   BCAAB    BBBA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