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地理 1 ※背面還有題目※ 

二年  班 座號   姓名         

高雄市立正興國民中學九十八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二年級地理科試題卷 

壹、題組 
(一)右圖一為中國某季節等溫線分布圖 

1.甲區的等溫線分布，其分布特色主要是受到何項因素影響為主？   
(A)緯度變化 (B)植物種類 (C)距海遠近 (D)地勢起伏。 

2.從乙區的等溫線分布特徵，可看出乙區可能是下列何種地形？  
(A)山地 (B)高原 (C)盆地 (D)平原。 

3.參考右圖，關於此季節敘述何者錯誤？ (A)此時南半球的澳洲正值炎炎夏日 

(B)此時可能有颱風侵襲 (C)高氣壓正盤踞太平洋海面 (D)中午過後，雷

聲隆隆，下起傾盆大雨。 
(二) 
 
 
 
 
 
 
 
上圖為中國人口過去及預測之變化，試回答下列問題 

4.從人口金字塔中，我們較無法獲得下列何種資訊？  (A)年齡結構 (B)性別比例 (C)人口素質 (D)扶養比例。 
5.由此變化圖可知未來10年的中國所面臨的最嚴重問題為  (A)性別比<100，嚴重失衡  (B)盲流問題 (C)農業人口過少 

(D)老人福利的支出過高。 
6.從這20年的人口變化過程，可看出未來中國人口變化的哪一種趨勢？  (A)出生率降低  (B)死亡率不變 (C)扶養比降

低，負擔減輕 (D)女性壽命較短。 
   7.中國近年來雖然已實施人口政策控制生育率，但每年人口成長增加數量卻依然十分龐大，最主要的原因為何？  

(A)人口總數眾多  (B)出生率仍高  (C)人口移民增加  (D)死亡率大幅降低。 
 

(三)正興旅行社推出了體驗中國少數民族風情5日遊的行程 
第一天：前往離台灣最遙遠的自治區，體驗和中亞民族接近的文化。 
第二天：前往與天堂最接近的地方，喝酥油茶吃糌粑。 
第三天：抵達清朝時期的龍脈所在，拜訪清代皇族的遠親。 
第四天：來到廣闊草原，體會「風吹草低見牛羊」的趣味。 
第五天：來拜訪少數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族，結束這次的行程。 

   8.第三天所拜訪的少數民族為下列何者？ 
     (A)維吾爾族 (B)滿族 (C)壯族 (D)回族。 
   9.第一天所看到的景色可能為何？ 
     (A)一大片綠油油的稻田 (B)積雪皚皚的高山 (C)一望無際的草原 (D)滾滾黃沙。 
   10.在參觀哪一個民族的自治區時，最容易發生高山病的症狀？ 
      (A)藏族 (B)苗族 (C)哈薩克人 (D)回族。 
   11.關於第四天旅程的敘述，幾位同學紛紛說出自己曾經去過的經驗，請問誰可能在說謊？ 
      (A)波特：當地的房子非常特別，容易搬運和組裝 (B)妙麗：這裡雨量遠比台灣少，約在600 mm左右 (C)榮恩：這

裡住的是蒙古族 (D)石內卜：上次冬天的時候去，當時的溫度竟然低於零度，冷死我了。 
   12.按照旅行社五天的行程，依序會經過圖二中的哪些地區？ 
      (A)丁乙甲戊丙 (B)乙戊丁甲丙 (C)丁戊甲丙乙 (D)甲乙戊丁丙。 
   13.受漢族影響較深，少數民族中人數最多的是哪一族？ 
      (A)哈薩克人 (B)蒙古族 (C)羌族 (D)壯族。 
(四)右圖三為中國各類型氣候分布圖，試回答下列問題： 
   14.甲區和乙區其主要的畫分界線以下列何者為主？ 
      (A)最冷月月均溫 0 ℃ (B)最暖月月均溫 20 ℃ (C)年雨量500mm (D)高度 3000 公尺 
   15.哪一區因日溫差大，故多穿著容易穿脫的袍子？ 
      (A)甲1 (B)甲2 (C)甲3 (D)丙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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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理 2 

   16.右圖四這種建築最可能於圖三何處看到？ 
     (A)甲1 (B)丙 (C)甲3 (D)乙區。 
   17.中國最重要的分界線~秦嶺、淮河，位於哪兩區的交界？ 

(A)甲2甲3 (B)甲1乙 (C)乙丙 (D)甲1甲2。 
   18.內流河主要分布於哪一區？ 
     (A)甲1 (B)甲2 (C)甲3 (D)乙區。 

19.關於圖中各區敘述，下列何者正確？ 
  (A)甲1：溫帶季風氣候 (B)甲2：1月月均溫>18℃  

     (C)甲3：年雨量介於250mm和500mm之間 (D)乙區：1月月均溫0~18℃。 
 
(五)中國幅員廣大，各地區常因地理環境不同，在氣候上有顯著差異： 
   20.年溫差受到緯度及距海遠近的影響，下列哪個都市的年溫差最大？ 

(A)北京 (B)瀋陽 (C)香港 (D)上海。 
   21.康永在旅遊雜誌上看到這張氣候圖，可能是下列哪個都市？ 

(A)瀋陽 (B)北京(C)上海 (D)香港 
22.氣象報告顯示，下週開始台灣因受冬季季風影響，天氣轉涼， 

請問圖五中哪個地區此時的風向和台灣相同？ 
(A)甲 (B)乙 (C)丙 (D)丁。 

 
貳、單選題 

23.下表為內流河與外流河的比較，請問：正確的有幾項？(A)一項 (B)兩項  (C)三項 (D)四項。 

 （甲）所在氣候 （乙）水源來源 （丙）河川終點 （丁）代表河川 
內流河 較乾燥 雨水 內陸湖或沙漠 淮河 
外流河 較濕潤 高山雪水 海 塔里木河 

24.下表為淡水湖與鹹水湖的比較，請問：正確的有幾項？(A)一項 (B)兩項  (C)三項 (D)四項。 

 （甲）分布區 （乙）所在氣候 （丙）與河流的關係 （丁）發展產業 
淡水湖 外流區 氣候乾燥、蒸發旺盛 多為內流河的終點 西湖的觀光業 
鹹水湖 內流區 降雨較豐 湖水可通過河流入海 納木錯的湖鹽 

25.「廣州位於珠江下游三角洲，氣候全年高溫多雨，和高雄較為類似，目前為華南地區主要的經濟中心。」請問：根據

上述對廣州的敘述，廣州的氣候圖應為下列哪一張氣候圖？ 
(A)             (B)              (C)             (D) 

 
 
 
 
 
26.目前中國總人口的性別比例是107，但1歲和2歲新生兒童的性別比例都超過110，請問：下列何者是造成此現象的主要

原因？（甲）重男輕女觀念（乙）飲食習慣改變（丙）醫療技術進步（丁）一胎化政策 (A)甲丁  (B)丙丁  (C)乙
丁  (D)甲丙。 

27.中國的各地區的雨量多寡，受到地形、季風的影響。請問：下列哪一座山脈的走向對東北地區的降雨幫助最大？ 
      (A)  (B)  (C)  (D)  

28.中國外流區中大部分的河流均屬於太平洋外流區，請問此特色與哪個因素關係最密切？ 
   (A)氣候  (B)土壤  (C)地形  (D)聚落。 
29.雲貴高原與橫斷山脈地區是中國少數民族最多元的地區之一，族群眾多，主要受下列何種因素影響？  

(A)氣候  (B)產業  (C)聚落  (D)地形。 
30.右圖六為中國人口分布圖，此圖最能表示出目前中國哪一個重要的人口問題？ 

      (A)文盲太多 (B)分布不均 (C)人口過多 (D)性別比失衡。 
   31.承上題，中國東半部地區，因為何種因素而造成人口數較為密集？ 
      (A)礦藏豐富 (B)氣候溼潤 (C)地勢較高 (D)溫差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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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理 3 ※背面還有題目※ 

   32.右圖七為中國某季節的地面天氣圖，從圖中的高低氣壓位置判斷， 
     請問此時可能為幾月？ 

(A)3月 (B)6月 (C)9月 (D)12月。 
   33.承上題，圖中等壓線的分布和下列何種因素關係最密切？ 
     (A)經度 (B)山脈走向 (C)氣溫高低 (D)雨量多寡。 
   34.下表為中國沙漠氣候和高地氣候的比較，請問何者正確？ 

 （A）日溫差 （B）年溫差 （C）主要 
分布地區 （D）主要牲畜 

沙漠 大 大    西藏 犛牛 
高地 大 大    新疆 駱駝 

   35.中國的冬季、夏季季風方向及特性迥異，主要成因為下列何者？ 
     (A)河川水氣豐盛 (B)地勢起伏崎嶇 (C)海陸性質差異 (D)北回歸線經過 
   36.小馬想於寒假期間帶家人一同出外旅遊，卻怕遇到掃興的下雨天，因此選擇下列哪一地區作為目的地最為適合？ 
     (A)日本東南部 (B)台灣的東北部 (C)越南的東部 (D)海南省的東北部。 
   37.中國土地廣大，受許多因素影響，因此各地氣候不盡相同，如果不考慮地形的影響，下列哪一地區的年溫差最大？  

(A)低緯沿海 (B)高緯沿海 (C)高緯內陸 (D)低緯內陸。 
   38.根據上題判斷，中國境內四個直轄市，哪一都市的年溫差最小？ 
     (A)重慶 (B)上海 (C)北京 (D)天津。 
   39.秦嶺、淮河為中國大陸自然環境的重要分界線，下表關於此分界線南、北的敘述，何者錯誤？ 
    
 
 
 
 
   40.中國人口問題眾多，其中「盲流」帶來了許多社會問題，請問引起盲流的主因為何？ 
     (A)性別比例失衡 (B)不識字人口太多 (C)人口老化嚴重 (D)城鄉差距過大 
   41.受到各地氣候不同影響，中國的河川水量豐枯不定，根據降雨和氣溫判斷，下列哪條河流 
      最具航運之利？(A)黑龍江 (B)黃河 (C)淮河 (D)珠江。 
   42.中國這幾年經濟快速發展，但也造成鄉村和都市的差距擴大，試問中國「鄉村地區」的 
      人口金字塔可能為下列何者？ 
      (A)              (B)            (C)             (D) 
 
 
 
    

   43.「環境負載力」是指生活環境所能供養生物的能力，請問： 
      圖八中，哪一地區的環境負載力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丁。 
   44.承上題，哪一地區因環境負載力較低，居民常需 
     逐水草而居，因此住在如圖九之建築？ 
     (A)甲 (B)乙 (C)丙 (D)丁。 
 
 
 
 
 
   45.圖八中哪一地區可看到如上圖這樣的建築型式？ 
     (A)甲 (B)乙 (C)丙 (D)丁。 
   46.中國境內湖泊眾多，大部分的淡水湖集中在哪一條河流流域？ 
     (A)黃河 (B)淮河 (C)長江 (D)珠江。 
 

 

 

 (A)交通 (B)氣溫 (C)雨量 (D)水文 

秦淮淮河以北 陸運為主 一月月均溫低於 0 ℃ 年雨量大於 750mm 河水冬季易結冰

秦淮淮河以南 水運為主 一月月均溫高於 0 ℃ 年雨量少於 750mm 河水終年不結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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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地理 4 

   47.中國大陸自西元 1979 年實施「一胎化」政策以來，其出生率的變化趨勢，可以用下列哪一張圖來表示？ 
     (A) (B) (C) (D) 

 
 
 
 

48.下列四張圖是中國四個都市的氣候圖，根據圖中資料判斷，瑤瑤參加了一個「由東南沿海往西北內陸」的行程，依

序會經過這四個都市的順序為何？ 

(A) 甲乙丙丁 (B)乙丙甲丁 (C)丙乙甲丁 (D)丁甲丙乙。 
 
 
 
 
 
 
 

   49.中國夏季、冬季季風風向不同，炎炎夏日，Janet 一行人來到上海的海灘玩耍，關於此時的風向和氣壓狀況，請問下

列何者正確？ 

      (A)       (B)       (C)       (D) 
 
 

   50.某天晚間新聞報導：「台灣已入秋，明後兩天東北季風吹來，溫度會下降 3-6℃」，請問此時的狀況應選下列何者？ 

      (A)       (B)       (C)       (D) 
 

 
 



 二地理 5※背面還有題目※

正興國中 9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段考 

二年級地理科解答單 

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10 ＤＣＡＣＤ ＡＡＢＤＡ 

11-20 ＢＡＤＣＤ ＣＤＤＡＢ 

21-30 ＣＤＢＢＡ ＡＡＣＤＢ 

31-40 ＢＤＣＡＣ ＡＣＢＣＤ 

41-50 ＤＢＤＣＤ ＣＢＤＡ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