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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40 題，每題 2.5 分 

1. 下列哪個島嶼主要是珊瑚礁所形成？ 

(A)蘭嶼 (B)太平島 (C)龜山島 (D)澎湖望安島 

2. 臺灣的國家公園各有特色。岩溶作用所形成的地形是下列何者的重要景觀？ 

(A)玉山國家公園  (B)墾丁國家公園 

(C)陽明山國家公園  (D)太魯閣國家公園 

3. 地圖是利用各種不同的符號來表示地表現象的空間分布。為了讓地圖使用者

瞭解各種符號所代表的意義，地圖必須具備下列何種要素？ 

(A)圖名 (B)圖例 (C)比例尺 (D)座標網格 

4. 地圖上兩點的TM2坐標分別為：甲（256000, 2655000）、乙（252000, 2651000）。

由甲到乙的方位，最接近於下列何者？ 

(A)東南 (B)東北 (C)西南 (D)西北 

5. 點子圖常用來表現地理現象的分布疏密。下列哪種資料最適合以點子圖來呈

現？ 

(A)各鄉鎮人口數  (B)各縣市人口成長率 

(C)各鄉鎮人口年齡組成 (D)各縣市人口教育程度 

6. 某人從事歷史地理研究，欲檢視早年墾民於山脊、稜線上所設隘寮是否均符

合最佳的瞭望與守衛需求時，最適宜採用下列哪種地理資訊分析方法？ 

(A)視域分析 (B)坡向分析 (C)環域分析 (D)疊圖分析 

7. 臺灣雲林、嘉義的平原地區常出現「崙」字地名。依據其所在的地理環境，

這些地名最可能源自於當地早期的何種地形？ 

(A)沙洲 (B)沙丘 (C)潟湖 (D)丘陵 

8. 「竹圍」是臺灣常見地名，源自於早期民眾在聚落周圍密植竹林作為防護。

這些竹圍除了防制盜匪之外，還具有減緩下列何種現象的功能？ 

(A)強風 (B)洪水 (C)山崩 (D)土石流 

9. 河水由高處往低處流動時，因作用力有別而形成不同景觀。下列三種地形的

分布位置由內陸往河口的順序最可能為何？ 

甲、瀑布 乙、曲流 丙、潟湖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甲丙 (D)丙乙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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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自然景觀帶的分布和緯度有密切關係。在僅考慮緯度要素，下列三個景觀帶

由低緯到高緯的分布順序最可能為何？ 

甲、雨林 乙、針葉林 丙、落葉林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乙甲丙 (D)乙丙甲 

11. 臺灣的健保制度將醫療院所分為四級：醫學中心、區域醫院、地區醫院、診

所等，各級所提供的醫療服務有別，醫學中心位階最高，服務項目及範圍最

廣；診所位階最低，提供基本診療服務。這種分級體系和下列何種概念最相

關？ 

(A)邱念圈 (B)計畫經濟 (C)垂直分工 (D)中地理論 

12. 彰化社頭地區早年織襪業興盛，新北鶯歌地區陶瓷業密集。雖然形成這些產

業的區位優勢今日已經有所改變，但當地傳統產業依然持續地經營。這種現

象最適合以下列何種理論來解釋？ 

(A)專業分工 (B)聚集經濟 (C)產業連鎖 (D)工業慣性 

13. 當產品生命週期由成長期進入成熟期時，廠商為了降低勞力成本，最可能採

取下列何種經營策略？ 

(A)規格化 (B)標準化 (C)區位聚集 (D)空間移轉 

14. 近年來大量非洲地區人民基於政治或經濟因素考量而偷渡到歐洲。根據地緣

因素，海上偷渡移民最可能選擇下列哪個國家進入歐洲？ 

(A)英國 (B)荷蘭 (C)德國 (D)義大利 

15. 為了促進觀光發展，政府積極推動「清真認證」，希望能吸引東南亞地區的穆

斯林觀光客。這項措施最可能吸引下列哪個國家的觀光客前來？ 

(A)印尼 (B)泰國 (C)越南 (D)菲律賓 

16. 傳統的稻米生產系統，需位於雨量充沛（年雨量1000毫米）氣溫較高（日均

溫適溫27ﾟC）的地區且需投入大量勞力等生產要素。就這個稻米生產系統的

投入要素判斷，其最適合在下列何處發展？ 

(A)西歐 (B)北美 (C)東南亞 (D)俄羅斯 

17. 美國矽谷是全球科技業發展的搖籃。有關美國矽谷的發展背景，下列何者是

最關鍵因素？ 

(A)水電地價便宜  (B)藍領勞力密集 

(C)緊鄰大學創新研發基地 (D)盛產矽礦提供工業原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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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馬雅文明的發源地是位在下列哪個自然景觀帶內？ 

(A)熱帶雨林 (B)熱帶沙漠 (C)溫帶灌木林 (D)溫帶落葉林 

19. 近年因中國投資環境改變，臺商除了有部分回流臺灣之外，更有不少移往亞

洲他國。從產業區位條件研判，下列何者最可能吸引勞力密集型的臺商製造

業前往投資？ 

(A)日本 (B)韓國 (C)汶萊 (D)越南 

20. 在十六世紀至十九世紀歐、美、非三洲間的三角貿易過程中，農礦原料的運

輸航程主要藉助下列哪股洋流的推助？ 

(A)赤道洋流 (B)本吉拉洋流 (C)加那利洋流 (D)北大西洋暖流 

21. 某種農業類型經營將農場劃分為現金作物區、飼料作物區、人工牧草區和放

牧區，農牧兼營，輸往市場的農產品以畜產品為多。此種農業類型應是： 

(A)酪農業 (B)放牧業 (C)混合農業 (D)地中海型農業 

22. 緯度大致介於南緯32度至南緯55度的智利西南部沿海地區呈現茂密的森林

景觀，由地理位置和植物研判，此種景觀的形成與下列哪項條件的關連最為

密切？ 

(A)位於滯留鋒面籠罩地 (B)位於濕潤氣流迎風面 

(C)位於大陸氣團影響區 (D)位於盛行季風降雨帶 

23. 「天后宮前是海濱，蒸波百頃白如銀。」以及「煙籠竹樹接沙洲，夕照橫波

海氣浮。」兩詩句中所描述的海岸景觀，最可能出現在臺灣的哪些區域？ 

(A)東部、南部 (B)北部、東部 (C)中部、南部 (D)中部、東部 

24. 近年來政府積極鼓勵生育，並將少子化視為國家安全問題。此一現象顯示臺

灣最可能處於人口轉型的哪個階段？ 

(A)高穩定階段 (B)低穩定階段 (C)早期擴張階段 (D)晚期擴張階段 

25. 二十世紀下半葉起，位於中亞的鹹海因有引水灌溉需求而進行河道改道工程，

導致其面積持續地快速縮減。當地興建灌溉水利工程與下列何種經濟作物的

種植最為相關？ 

(A)茶 (B)蔗糖 (C)棉花 (D)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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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區內國家市場和人口有限，不具備發展大規模工業的條件，因此利用其石

油經濟和地緣優勢，發展國際航空運輸、金融、貿易、旅遊等服務產業，並

逐漸成為連接亞、歐、非三洲的交通中心和貨物轉運樞紐。」上文中所述的

區域最可能是下列何者？ 

(A)波斯灣沿岸 (B)泰國灣沿岸 (C)波羅的海沿岸 (D)幾內亞灣沿岸 

27. 東非和西非許多地區大規模種植油棕、可可、咖啡、茶等作物，但卻常發生

缺糧危機。其原因與下列何者關係最為密切？ 

(A)外國資金投資不足 (B)跨國勞工大量移入 

(C)進口替代政策推動 (D)殖民地式經濟影響 

28. 下列何者是日本工業發展的最有利條件？ 

甲、礦產資源豐富 乙、勞工素質優良 丙、土地成本低廉 丁、航海運輸發達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29. 2013年中國提出「一帶一路」的經濟合作概念，其中「絲綢之路經濟帶」以

中國為起點，涵蓋中亞、西亞、波斯灣與地中海沿岸、俄羅斯、歐洲等範圍。

從地緣關係來看，中國哪個省分最有可能被定位為「絲綢之路經濟帶核心

區」？ 

(A)遼寧 (B)新疆 (C)西藏 (D)雲南 

30. 歐洲某個半島，冬雨夏乾，傳統的農業生產，帶來了興盛的食用油與製酒工

業。這個半島的製油與製酒產業，早在被下列哪個國家統治時，即已相當發

達？ 

(A)蘇聯 (B)波斯帝國 (C)大英帝國 (D)羅馬帝國 

31. 臺灣中部平原地帶由早期的多作物雜耕區轉變為今日的蔬菜、花卉專業農產

區，主要是何種效應所致？ 

(A)空間擴散 (B)區位慣性 (C)交通革新 (D)產業鏈結 

32. 某個國家為世界古文明發源地之一，其社會具有階級分明的制度，各階級世

襲且互不通婚，此制度對該國影響久遠。這個國家最可能是： 

(A)中國 (B)秘魯 (C)印度 (D)埃及 
  



107 年身障生 
大學組地理 

 

第 5 頁，共 5 頁 

33. 臺東的「都蘭」地名源自阿美族語，據傳其意之一是「多石」、「堆石」、「砌

石為牆」。此外，「都蘭」尚有與當地自然現象相關的語意解釋，此語意解釋

最可能為下列何者？ 

(A)地震頻繁 (B)火山噴發 (C)冬雨日多 (D)溫差顯著 

34. 下列哪個地區曾是臺灣主要的甘蔗分布區之一，但近年來因生產成本高，蔗

田面積與產量逐漸減少？ 

(A)臺北盆地 (B)桃園台地 (C)苗栗丘陵 (D)花東縱谷 

35. 下列哪處文化區是以麥士蒂索人、印第安人和十九世紀初遷入的移民為主要

的民族組成，並以天主教為主要宗教？ 

(A)拉丁美洲文化區  (B)盎格魯美洲文化區 

(C)西亞－北非文化區 (D)紐澳－大洋洲文化區 

36. 莫拉克風災後，臺灣某地方政府針對嚴重地層下陷區與莫拉克風災受創地區，

提出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的專案計畫。此縣市最可能為下列何者？ 

(A)基隆 (B)新竹 (C)屏東 (D)花蓮 

37. 俄羅斯境內自十三世紀起興建的東正教教堂屋頂多呈現洋蔥頭形狀，有別於

歐洲地區的圓頂，此一設計最可能與下列何種因素有關？ 

(A)避免積雪 (B)利於散熱 (C)截留降雨 (D)增加採光 

38. 南非的克魯格國家公園，位於南緯24度、東經31.5度附近，背倚山峰，面臨

草原，氣候較為乾燥。由其地理環境研判，此地的成土作用最可能為下列何

者？ 

(A)鈣化作用 (B)灰化作用 (C)鹽鹼化作用 (D)聚鐵鋁化作用 

39. 下列哪個地區中最可能存在以峽灣地形為特色的國家公園？ 

(A)紐西蘭北島 (B)紐西蘭南島 (C)澳洲東北部 (D)澳洲西南部 

40. 長期盛行於一地的疾病，往往和當地的自然環境有關。下列何者是源自於水

質因素的「地方病」？ 

(A)霍亂 (B)烏腳病 (C)痲瘋病 (D)登革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