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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40 題，每題 2.5 分 

1.  某位攝影師到歐洲拍攝與峽灣有關的攝影集，他最可能到下列哪

個氣候區拍攝？  

(A)極地苔原氣候區  
(B)極地冰原氣候區  
(C)溫帶海洋性氣候區  
(D)溫帶大陸性氣候區  

2.  今日地形皆是由內、外營力相互作用下而生成。下列何者主要是

由內營力大於外營力作用所形成？  

(A)東非大地塹  (B)野柳女王頭  (C)西班牙岬角  (D)剛果河曲流  

3.  土壤的淋洗作用旺盛可能使土壤呈現較強的酸性表層，下列何地

的表層土壤，酸性程度可能最高？  

(A)中國三江平原  (B)美國加州谷地  
(C)埃及尼羅河綠洲  (D)巴西亞馬遜盆地  

4.  市面上任何品牌，無論在哪一個地區的工廠所生產的自動鉛筆筆

芯，都能裝進同一支的自動鉛筆中，該現象符合下列哪種現代工

業特徵？  

(A)專業分工  (B)自動生產  (C)垂直整合  (D)產品規格化  

5.  臺南市北門區沿海早期三合院所使用的建材，不少為珊瑚礁石，

這些石材最可能從下列哪種方法取得？  

(A)當地居民就地開採取得  
(B)與澎湖進行貿易時的壓艙石  
(C)藉由陸運從太魯閣運送過來  
(D)在阿里山開採透過河運送來  

6.  在南半球，夏雨型暖濕型氣候通常位於該大洲的哪個方位，以致

該地區有豐沛的雨量，農業發展通常較佳？  

(A)西北側  (B)東北側  (C)東南側  (D)西南側  

7.  上海浦東陸家嘴與臺北信義區皆為外國商業銀行前後進駐的地

點，下列哪個概念最適合用來說明上述的現象？  

(A)聚集經濟  (B)產業群聚  (C)垂直分工  (D)水平分工  

8.  冰河地形發達，可分成冰蝕地形和冰積地形。下列何者與U型谷

的地形分類可能相同？  

(A)冰斗  (B)石筍  (C)外洗扇  (D)冰磧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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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若從莫斯科搭乘西伯利亞鐵路，前往中國東北與俄羅斯交界附近

的海參崴，最可能在終點站見到下列哪種自然景觀帶？  

(A)莽原帶   (B)苔原帶  
(C)針葉林帶   (D)沙漠與半沙漠帶  

10. 地政機關發現某都市內有人在疑似為工業用地的土地非法興建大

片住宅區，若想確認這塊地是否為工業用地，最適合查閱下列哪

種圖集？  

(A)地質圖   (B)工廠分布圖  
(C)人口密度圖   (D)土地利用分區圖  

11. 花蓮縣面積是雲林縣的 3.6倍，但雲林縣某品牌速食店的家數則比

花蓮縣多 1家。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最可能包括下列何者？  

(A)花蓮的中地等級比雲林高  
(B)此品牌店家在花蓮所需的商閾範圍比雲林小  
(C)此品牌店家在花蓮銷售的商品等級要比雲林高  
(D)此品牌店家在花蓮形成的商品圈範圍要比雲林廣  

12. 經過基隆河暖江橋時，可以發現橋下的河床，因河水夾帶砂石撞

擊，被磨蝕成略呈圓形、向下凹陷的地形。這種地形最可能為下

列何者？  

(A)壺穴  (B)曲流  (C)峽谷  (D)海蝕平台  

13. 某颱風從花蓮縣豐濱鄉登陸，穿過山脈後，從苗栗縣後龍鎮出海。

該襲臺颱風，曾在新竹形成焚風，當時颱風中心最可能在下列哪

個位置？  

(A)位於綠島東方 500公里時  
(B)剛從花蓮縣豐濱鄉登陸時  
(C)正好通過中央山脈脊樑時  
(D)剛從苗栗縣後龍鎮出海時  

14. 荖濃溪因下游流速減緩而堆積成沖積扇，但依沖積扇的不同位

置，堆積的砂礫粗細並不一致。下列哪區的砂礫分布最粗，以種

植果品類園藝作物為主？  

(A)扇端  (B)扇央  (C)扇頂  (D)湧泉帶  

15. 臺灣小琉球的海龜因為長期誤食海中大量的廢棄塑膠而死亡，若

這些塑膠廢棄物是以最短路徑從美國飄到小琉球，其最可能是透

過下列哪股洋流而來？  

(A)親潮   (B)本吉拉涼流  
(C)北赤道洋流   (D)阿拉斯加暖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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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綠蠵龜為一全球性分布的物種，主要分布於熱帶到亞熱帶珊瑚

礁、海藻及海草床所在的海域中。下列四地中，何者最容易見到

上述的生物群落景觀？  

(A)挪威西海岸   (B)紐西蘭南島  
(C)格陵蘭南部   (D)印度半島東岸  

17. 位於宜蘭的烏石港，由陸地向海洋建造了一條垂直於海岸線的堤

防，堤防興建後，由北往南的沿岸流，可能會對烏石港的南北海

岸造成下列哪項影響？  

(A)北方海岸侵蝕嚴重  
(B)南方海岸侵蝕嚴重  
(C)南北海岸皆被侵蝕  
(D)南北海岸皆有堆積  

18. 1960年代，某日本知名電器品牌，在日本、臺灣設立生產製造工

廠；至 1990年代，又陸續在中國、東南亞國家設立類似的工廠。

下列哪個概念最適合解釋上述現象？  

(A)工業慣性   (B)聚集經濟  
(C)區位擴散   (D)產品生命週期  

19. 胡適的父親胡鐵花曾在臺灣擔任過臺東直隸州代理知州的職務，

但卻在任內不幸罹患傳染病，以致壯志未酬身先死，胡適也因此

成了孤兒。胡鐵花最可能罹患下列哪種疾病？  

(A)瘧疾  (B)水俁病  (C)烏腳病  (D)愛滋病  

20. 西非沿海國家種植可可的農民，以每公斤 1.7美金的價格將可可販

售給批發商，但歐洲販售巧克力的價格卻高達每公斤 20美元以

上。下列何者最可能是造成此差距的重要原因之一？  

(A)工業產品附加價值高  (B)當地可可生產量有限  
(C)勞動力人口長期不足  (D)交通運輸產業不發達  

21. 打工換宿近年來日漸熱門，某國推出打工度假簽證、學生簽證與

觀光簽證，除了工作之餘還可以體驗夏天版聖誕節、豐富的自然

景觀與珍奇的動植物。該國首都的座標最有可能接近下列何者？  

(A)南緯 41度，東經 174度  (B)南緯 70度，西經 120度  
(C)北緯 38度，西經 177度  (D)北緯 39度，東經 116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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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某地的農牧公司生產模式為：種植牧草以及作物，大部分的牧草

及作物餵給乳牛，乳牛生產的額外附加價值送到加工廠，而乳牛

最後被賣到市場。該農業生產模式，最可能還具有下列哪項特

性？  

(A)牧場規模通常很大  (B)多採取集約式經營  
(C)多分布在草原氣候區  (D)多由殖民母國控制產銷  

23. 位於高雄的大社石化工業專業區，被視為是現今導致附近居民呼

吸道疾病風險嚴重超標的原因之一。但該工業區在下列哪個時期

設立時，其實是被賦予帶來國家經濟發展建全、創造就業機會的

重大措施？  

(A) 1950年代進口替代時期  
(B) 1960年代出口擴張時期  
(C) 1970年代第二次進口替代時期  
(D) 1980年代第二次出口擴張時期  

24. 某中國電子商務企業因網路下訂方便、販售物品價格便宜，深受

臺灣消費者喜愛。通常中國企業會先將貨物包裝後送到轉運站，

經過海關後再送到臺灣。下列哪個概念，最適合用來解釋上述貨

物銷售的過程？  

(A)即時生產  (B)物流配送  (C)推拉理論  (D)區位轉移  

25. 一位經常航行於赤道的船長感嘆：「今年東風減弱很多，秘魯湧升

流也減弱，可能捕不太到什麼魚了。」上述這段話反映出某種特

定的自然現象正在影響全世界。該自然現象最可能對澳洲帶來下

列哪種影響？  

(A)森林大火發生頻率增高  (B)夏季雨季降雨強度變大  
(C)發生地震災害機率增加  (D)太平洋沿岸海平面上升  

26. 印度於 2007年實行了一項名為「二次蜜月」的生育計畫，只要新

婚夫妻兩年後才生第一胎就給予五千印度盧比，希望能降低高生

育率所造成的人口快速膨脹問題。當時該國最可能處於人口轉型

的哪個階段？  

(A)低穩定過渡到高穩定階段  
(B)高穩定過渡到早期擴張階段  
(C)晚期擴張過渡到低穩定階段  
(D)早期擴張過渡到晚期擴張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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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某些國家國內的都市化程度差異大、都巿發展不均衡，都市分布

大多以首要型為主，而主要都市很容易產生用路尖峰時段交通壅

塞、各種污染、住屋不足等問題。下列哪個國家的都市發展，最

符合上述的情況？  

(A)美國  (B)中國  (C)埃及  (D)西班牙  

28. 耶路撒冷為三大宗教的聖地，城內分為三大宗教區，各區擁有特

定的宗教建築，極具宗教與藝術價值。若某人想要到耶路撒冷造

訪著名的圓頂清真寺，卻又不想因忘了帶雨具而淋雨的話，其行

程以下列何者最為適當？  

(A) 6至 9月的猶太區  (B) 6至 9月的穆斯林區  
(C) 11至 3月的猶太區  (D) 11至 3月的穆斯林區  

29. 中國近年為了水力發電而於湄公河上游瀾滄江修築水壩，光是在

上游河段就有 7座，這樣的建設可能會對下游的國家帶來哪些影

響？甲、農業用水分配不足，乙、下游泥沙淤積增加，丙、甜菜

產量大幅減少，丁、洄游魚類棲地破壞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30. 位於中南半島的克拉地峽，計畫要進行運河的修建，運河開通後，

預計船隻往來印度洋和南海，無須通過麻六甲海峽，航程可以縮

短超過一千公里，大幅減少運輸時間和降低海運成本。該運河通

航後，對下列哪個國家帶來的經濟效益可能最大？  

(A)汶萊  (B)印尼  (C)泰國  (D)新加坡  

31. 臺灣某國家公園管理處的網站寫道：「此為中華民國第六座國家

公園，是首座位於離島的國家公園，也是首座以維護歷史文化資

產、戰役紀念為主，並兼具自然資源保育功能的國家公園。」這

個國家公園所在縣市，最可能還包含下列哪項觀光資源？  

(A)海底湧升而起的溫泉  
(B)明代遺留下來的城牆  
(C)客家居民興建的土樓  
(D)阡陌起伏綿延的稻田  

32. 1900年代，在英、荷殖民統治下的某地，因為正處於加速開發時

期，對勞動力的需求量非常大，為了吸引華工，該地先後推出一

系列優惠政策。而這些華工也順著東北季風搭乘帆船，將漢字、

道教信仰等文化帶入，使該地融合出新的文化。根據上述，華工

最有可能到下列哪個地區工作？  

(A)西亞  (B)中亞  (C)東北亞  (D)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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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美國已有不少農民開始利用內建GPS的收穫機、播種機等具有自

駕功能的農業機械進行耕作。此農業科技的發展，對下列哪項農

業問題的解決，可帶來較明顯的助益？  

(A)農地面積狹小  (B)化學肥料濫用  
(C)農業勞力不足  (D)農產品單價偏低  

34. 某位植物學者在某個稱為「地球之肺」的地區考察時，發現潮濕

悶熱樹林外圍的樹上，被安裝類似收音器的物品，經過訪談當地

原住民後才了解，這些收音器是為了監聽是否有人濫墾濫伐，這

樣的科技使族人們也不必再耗費數個月地毯式巡視森林。當地原

住民可能生活在下列哪種氣候區？  

(A)熱帶雨林氣候  (B)熱帶莽原氣候  
(C)溫帶海洋性氣候  (D)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35. 二十一世紀起，歐盟的農業政策從原本強調促進農業生產及提高

糧食自足率，轉變為減少過剩、提高產品品質、保護農業種植環

境、促進農村發展與維護農村社區。並要求會員國降低對農民的

補貼措施，逐年鬆綁農產最低保證價格。歐盟的這些作為，主要

是在配合下列哪個國際組織的基本政策？  

(A) WTO (B) APEC (C) OPEC (D) NAFTA 

36. 某群島是個世界知名的觀光地點，時間比英國快了九個小時左

右，該群島的旅遊項目大多為戶外活動，如森林探險、深水浮潛、

水上摩托車、海上降落傘等，但也面臨了颱風、海嘯和火山等自

然災害的威脅。二次大戰後，美國在該群島上設立軍事基地，主

要是看重若與其他附近島嶼串連，該群島最可能具有下列哪種戰

略角色？  

(A)防止古巴飛彈基地攻擊美國  
(B)防止中國共產主義往東擴張  
(C)防止蘇聯軍事威脅向西擴展  
(D)防止阿拉伯國家攻擊以色列  

37. 某學者針對北京與上海的都市競爭議題，提到了北京人口沒有上

海多，但是交通卻比上海擁擠的現象。造成兩個都市在競爭本質

上的差異，最可能包括下列哪幾項？甲、北京作為首都，比上海

更需要有大型的公共集會空間，乙、北京建城歷史要比上海悠久，

市區內部道路較為狹窄，丙、北京颱風災害潛勢比上海大，排水

設施占去大量空間，丁、北京古蹟要比上海宏偉壯闊，間接限制

了幹道的拓寬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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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在呼、包、鄂三個都市組成的「金三角」中，呼和浩特的礦產資

源品質雖然較差，但卻積極搶占新興產業發展的契機，在和林格

爾新區設立「中國雲谷」，以建構完整的數據中心、電子商務、呼

叫服務等關聯企業，以打造出「服務京津冀、輻射全中國」的雲

端計算數據中心。與此同時，也充分發揮「敕勒川、陰山下」詩

詞的無形資產，唱好現代牧歌，先後建設世界級乳業研發中心、

全國乳業標準創新中心。文中最可能是在描述下列中國哪個省區

的經濟發展特色？  

(A)海南省   (B)重慶市  
(C)西藏自治區   (D)內蒙古自治區  

39. 某報導提到：排灣族霧台部落曾在日本時代引進稻米、蠶、相思

樹，二次戰後，政府也曾引進高冷蔬菜、果樹等，但現在族人決

定回復原來的傳統農業。以該部落的耕作模式為例，在一塊土地

中耕作了玉米、小米、高粱、紅藜、甘藷、南瓜、山藥、樹豆，

這樣的混作下，農作物不但沒有競爭光線與養分，反而是藉著時

序，作物間相互合作，如樹豆固氮、匍匐莖植物的葉面覆蓋土地，

減少土壤與水分流失。上述內容，說明該排灣族部落現在的農業

經營方式，最接近下列何者？  

(A)游耕農業  (B)精緻農業  (C)休閒農業  (D)生態農業  

40. 2018年夏季，數以千計的宏都拉斯人因為在國內找不到工作、薪

資過低、暴力事件頻仍，故跨越了該國與瓜地馬拉的邊境，想要

藉由墨西哥，北上到美國，尋求更安穩的生活。但此現象引起美

國政府的不滿，威脅將關閉與墨西哥一部分的邊界，並威脅要中

止瓜地馬拉、宏都拉斯、薩爾瓦多的援助，而且未來難民在申請

庇護資格時，家暴和幫派暴力的理由將不再被視為合格的標準。

宏都拉斯表示政府已經呼籲民眾不要參加此遷移活動；墨西哥則

是在南方邊境派駐近千名警察，並強調非法入境者將被拘留遣返；

但瓜地馬拉則是拒絕美國的威脅，提到他們已與宏都拉斯談過，

保證政府會把想回國的移民平安送回去。若僅依據上述的人口遷

移過程，中途哪個國家的作法，屬於中間障礙要素？  

(A)美國  (B)墨西哥  (C)宏都拉斯  (D)瓜地馬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