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科測驗（111 學年度起適用）
地理考科參考試卷
試題解析

第壹部分、選擇題
試題編號：1
參考答案：C
測驗內容：地 Ea-Ⅴ-3 自願性地理資訊。
測驗目標：1-3 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地表現象。
試題解析：1.本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從生活情境中判斷最符合「自願性地理資訊」的概念。
2. 由於「自願性地理資訊」的應用主旨在強調「自願性」的行動，就逐一檢
視選項的描述後，能發現(C)選項中某網友建立災情協作地圖平台的自發性
作為，對比「自願性」的說明較為符合題幹的描述，以選項(C)為最佳答案。
3. 選項(A)與選項(B)兩者皆為政府官方所提供或設置的地理資訊，不符合題幹
「自願性」的意涵，故不選。選項(D)的維基百科相關敘述，提到由無數使
用者共同編輯傳記領域的部分，且後段內容說明女性人物的傳記占整個領
域增加的比例變化，雖符合「自願性」的狀態，但內容不屬於地理資訊的
範疇，故不為正確答案。
試題編號：2
參考答案：A
測驗內容：地 Ca-V-3 臺灣的移民社會與多元文化。
地 Mb-V-1 移民與區域發展。
測驗目標：2-3 從各類資料辨識現象的型態、關聯與趨勢，解讀資料蘊含的意義。
試題解析：1. 本題是透過人與環境互動之後的地名作為情境，旨在評量考生對於地名空
間位置與地理資訊的綜合判讀。
2. 根據圖 1 的點位分布，「輋（ㄕㄜ）」主要分布於圖中新竹、苗栗一帶丘陵
地區，大致符合現今客家族群的分布區，故以選項(A)為最佳答案。
3. 選項(B)原住民應位於高山地區，選項(C)漳州閩南人多活動於平原地帶，選
項(D)泉州閩南人活動空間多位於沿海，皆不符合圖 1 的分布情形，故不為
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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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編號：3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Eb-Ⅴ-2 空間資料的分析。
測驗目標：1-3 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地表現象。
試題解析：1. 本題以生活中的新聞事件作為情境，評量考生環域分析的概念。
2. 根據題幹推知此系統人員在操作上錯誤的原因在於：選取欲通知一般民眾
的範圍之距離單位，係將「公尺」誤植為「公里」，上述此操作方式符合
環域分析：「以某中心點為中心，設定一定半徑作為選取範圍」之定義，
故以選項(B)為正確答案。
3. 選項(A)與選項(C)皆屬於地理資訊系統中的查詢分析，選項(D)為疊圖分析
方法的步驟，故選項(A)(C)(D)皆皆不符合限定通知範圍的操作步驟。
試題編號：4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Md-Ⅴ-2 地方文化與觀光產業的發展。
測驗目標：3-1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分析地表現象的內涵。
試題解析：1. 本題以文獻與照片作為試題情境，評量考生對於臺灣國家公園之人地互動
景觀。
2. 題幹中提及「咾咕」，即為死亡後的珊瑚礁岩，原先生長於海中，後來因
為隨時序演變，當鹽分減少後，居民利用其堅實的特性，將大小石頭排列，
以作為擋風牆或屋舍的用途，是為澎湖一帶主要就地取材作為建材的巧思，
故以(D)澎湖南方四島為正確答案。
3. 選項(A)台江國家公園主要位於臺灣西南部的洲潟海岸，選項(B)金門國家公
園主要為閩南建築特色與戰地風光，項(C)墾丁雖然以珊瑚礁海岸聞名，但
珊瑚礁並未成為當地主要建築材料，故選項(A)(B)(C)皆不為正確答案。
試題編號：5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Ab-Ⅴ-3 問題探究：地理資訊的生活應用。
地 Eb-Ⅴ-3 空間資訊的呈現。
地 Eb-Ⅴ-5 問題探究：針對特定地理議題繪製主題地圖，進行議題討論。
測驗目標：3-2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解析地表現象的特性。
試題解析：1. 本題以開店作為生活情境，旨在評量考生對於地理資訊系統分析方式的應用。
2. 根據題幹，須找出最符合「疊圖分析」的原理，其中「人口密度、消費強
度、交通便捷」皆為不同的空間資料，故在進行整合分析時，須將各圖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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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疊才能計算出各區的綜合指標的數值，故以選項(D)為正確答案。
3. 選項(A)分析聚集效應：上市櫃公司分布密度，屬於空間查詢功能；選項(B)
找出潛在顧客：15 歲以上且大學學歷以上之人口數，屬於屬性查詢功能；
選項(C)評估交通便捷：商業區離最近捷運車站或臺鐵車站之距離，屬於最
近鄰分析功能。
試題編號：6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Bb-V-3 地形辨識。
地 Mb-V-2 文學、藝術作品中的地理歷史文化背景。
測驗目標：2-3 從各類資料辨識現象的型態、關聯與趨勢，解讀資料蘊含的意義。
試題解析：1. 本題以古代詩詞文獻資料的作為情境，旨在評量學生「岩溶地形」的景
觀。
2. 「岩竇、石乳、鳥獸型、兩洞天、谽谺」，為描繪岩溶作用下崎嶇起伏的
地表與地下地形表徵；「輔以水聲澎湃、蜿蜒跡」可推論為地下伏流的作
用之證據，上述皆符合「岩溶地形」的景觀，故以選項(D)為正確答案。
3. 選項(A)主要說明長江三峽江水湍急的流速；選項(B)主要為描繪河流奔流於
山脈之中，最終出谷口流入平原的景觀；選項(C)則為大屯火山群中火山地
形硫磺谷地貌的陳述。
試題編號：7
參考答案：A
測驗內容：地 Bd-V-3 問題探究：中地概念與生活。
測驗目標：1-3 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相關的地表現象。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應用「商閾」與「商品圈」的關聯性。
2. 根據題幹，某小吃店因為營收不足以維持生計，需以「行動餐車」增加收
入，可以判斷其「營運成本」相對負擔較大，「收益」相對無法打平「收
入」，故以選項(A)為正確答案。
3. 選項(B)中地觀念中商閾小於商品圈的條件應該是有充分的收益，不符合題
幹敘述，故不選；選項(C)商閾與商品區相當，指的是可打平收益，不符合
題幹所說需額外的增加「行動餐車」的部分，故不選。選項(D)商閾與商品
圈之間並無此關聯性，故不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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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編號：8
參考答案：A
測驗內容：地 Eb-Ⅴ-2 空間資料的分析。
測驗目標：1-3 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地表現象。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了解無人機高解析度與小範圍影像的操作優勢。
2. 戶外演唱會觀眾人數的估算，符合數位相機拍攝地面影像、小範圍、即時
性等條件，故以選項(A)為最佳答案。
3. 若需要作山林地區全面性的普查，不符合「小範圍」的特徵，故不選(B)；
選項(C)臺中市二十年來的都市變化，需援用時間的前後比對方式，故不選
(C)；選項(D)七家灣溪櫻花鉤吻鮭的分布亦需實地訪調才能得知，故不選。
試題編號：9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地 Kb-Ⅴ-4 縮短食物里程能否增進國家糧食供應的穩定性？
測驗目標：3-2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解析地表現象的特性。
試題解析：1. 本題透過散布圖的判讀，旨在評量考生能歸納「食物里程」與「糧食」間關
係。
2. 根據散布圖可知縱軸的某指標與橫軸的「食物里程」之間呈現負相關，其
中「食物里程」指的是從農場（糧食產地）到消費者購買地（市場、商店）
所需的距離，因此當食物里程愈低時，糧食自給率應會愈高，單位化石燃料
所能生產的糧食熱量應愈高，故以(B)甲丁為最佳答案。
3. 食物里程愈遠，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應愈高，兩指標呈現正相關，故不選
乙；跨國工業化的糧食生產量愈高，食物里程應愈高，兩指標呈現正相關，
故不選丙。
試題編號：10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Cc-Ⅴ-2 多元的文化景觀。
測驗目標：3-3 連結地理視野、地理系統的概念，體認生活中各種現象的全球關聯。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判讀照片景觀，評量東南亞地區多元文化的現象。
2. 照片為位於印尼爪哇島日惹地區的「婆羅浮屠」，主要為佛教的遺址。承
襲部分因果報應定律與紀錄，後因未知原因隱沒於山林之中。澆灌雕像的
儀式較為貼近佛教的儀式行為，故以選項(D)為正確答案。
3. 選項(A)佛教的發源國為印度，該國以信仰印度教的人數比例為最高。(B)齋
戒月必須嚴守白天禁止飲食為伊斯蘭教。(C)與明朝期間鄭和下西洋有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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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為源自中國大陸沿海一帶媽祖的信仰，故選項(A)(B)(C)不為正確答案。
試題編號：11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地 Bb-Ⅴ-4 問題探究：地形與人類生活。
地 Ib-Ⅴ-1 什麼是自然災害？
測驗目標：4-2 根據地理系統與地理視野的觀點，利用地理技能的方法發掘各種社會及環
境問題。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評量學生能否從照片中判斷災害作用類型。
2. 根據照片的防治工程判斷，此設施為：「梳子壩」。主要目的是要達到土
水分離，透過攔截大顆土石粒徑，減少物質滾動後所造成的重量增加，讓
滾動的效應減緩，是為土石流的防治工法，故以選項(B)為正確答案。
3. 其餘選項全數為崩壞地形，但條件皆不一致。選項(A)(C)(D)多位於邊坡，
與土石流位於山區溝谷的條件有差異，故選項(A)(C)(D)不為正確答案。
試題編號：12
參考答案：A
測驗內容：地 Ka-Ⅴ-1 人口倍時和人口分布有何空間差異？
測驗目標：4-1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評量考生透過人口自然增加率統計地圖的判讀，選出「人口倍
時」反映的意義。
2. 根據圖 3 的統計地圖觀察，非洲地區的顏色較深，甚至有超過 20‰以上，是
為人口自然增加率較高的地區。人口自然增加率較高代表人口增長的速度較
快，因此也較能成為「人口倍時」最短的地區，故以選項(A)為正確答案。
3. 選項(B)東歐呈現負值，選項(C)北美成長介於 0~10‰之間，選項(D)東南亞
為 10~20‰之間，皆少於中非，故選項(B)(C)(D)不為正確答案。
試題編號：13
參考答案：C
測驗內容：地 Ch-V-4 殖民地式經濟。
測驗目標：3-2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解析地表現象的特性。
試題解析：1. 本題以 1798 年南美洲河口地帶農業土地利用的地圖作為情境，結合比例尺
的概念，旨在評量考生能以土地利用的區位作為考量，判斷其中「運輸」的
重要性。
2. 觀察圖 4 的南美洲蓋亞那喬治鎮附近於 1798 年荷蘭殖民時期的土地利用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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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無論甲、乙、丙或其他等作物都主要沿著德梅拉拉河或海岸線分布，
並未普及到較為內陸的地點，且根據題幹可知德梅拉拉河河口地帶主要為
「地勢低平」的地區，故當地土地利用呈帶狀分布，應與殖民地式經濟有
關。故以選項(C)農場區位選擇多考量運輸便利為最佳答案。
3. 選項(A)由比例尺觀察，多數農場大於 0.1 平方公里，不符合農場面積狹小的
土地利用特性；選項(B)農場單一作物以糧食作物為主，此以北美洲小麥帶谷
類作物的耕作方式為代表，並不符合熱帶氣候的圭亞那地區；選項(D)集約細
作的農業經營模式可能配合著水源條件的不足，多半為乾燥氣候的農耕模式
或是季風亞洲稻作農業，與題文不符。故選項(A)(B)(D)不為正確答案。
14-15 為題組
試題編號：14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Bg-V-3 核心—半邊陲—邊陲體系。
地 Cc-V-4 問題探究：東南亞國協的發展與挑戰。
測驗目標：1-2 釐清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內涵。
試題解析：1. 本題以東南亞國協的經濟發展作為試題情境，評量考生「核心—半邊陲—邊
陲體系」的概念。

2. 根據題幹中五國經濟發展的描述，可知在東南亞國協區域內，具有基礎建
設完整、吸引跨國企業進駐的先進國家，也具有利用人力資源吸引國外資
金投資設廠的出口導向國家，以及以石化原料、農礦產品出口的國家，形
成經濟發展核心、半邊陲與邊陲的階層體系關係，故以(D)核心—半邊陲—
邊陲為最佳答案。
3. 選項(A)擴散與反吸僅適合說明乙國、丙國、丁國藉由吸引外資使核心區域
技術擴散的概念，並不能完整說明五國間的互動發展進程；選項(B)中地體
系說明不同中地等級其市場範圍與數量的關係，與題文較無關係；選項(C)
產業區位選擇應以產業為出發，尋求較佳的工業區域條件進行設廠，敘述
與題文不符。故選項(A)(B)(C)皆不符合題文，不為正確答案。
試題編號：15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Ca-V-2 臺灣的原住民族與南島語族。
地 Cc-V-4 問題探究：（東南亞）多元的文化景觀
測驗目標：3-1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分析地表現象的內涵。
試題解析：1. 本題以東南亞國協的經濟發展作為試題情境，評量考生東南亞國協國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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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景觀與南島語系間的關係。
2. 根據題幹所述「利用豐富農、礦業基礎，發展石油及內需產業，推動大型
基礎交通建設，積極與甲國整合成單一市場走廊，電子商務業活絡，致力
拓展清真產業。」，推知該國可能是馬來西亞，其國土全境位於南島語系
分布區內，故以(D)戊為最佳答案。
試題編號：16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地 Ac-V-3 問題探究：地圖判讀與使用。
測驗目標：2-1 從各式地圖、航空照片圖、衛星影像，網路與文獻、實驗、田野實察等，
評估選擇和解決問題有關的資料。
試題解析：1. 本題以瑞士興建的纜車風景為情境，旨在評量考生能否運用地理技能，判
讀地圖上的等高線、比例尺，進而計算出相關的地理數值。
高度差

2. 依照題目要求計算纜車路線的坡度，坡度的算法為：

距離

× 100%。

3.判讀路線起點終點的等高線，首先觀察地圖上的等高線首曲線為 800、1000、
1200…200 公尺一個級距，內含四條計曲線等高線，故每個計曲線間的高度
差距為 200/5＝40 公尺。海拔較低處的纜車起點海拔為 800-840 公尺間，取
中間值為海拔 820 公尺；海拔較高的終點為 1480-1520 公尺間，取中間為
1500 公尺。故起點、終點兩地的高度落差為 1500-820＝680 公尺。
4.地圖右上角為圖示比例尺，以尺量出 1.1 公分等於 500 公尺；纜車路線在地
圖上全長約為 3.9 公分。設實際距離為 X 公尺，故 1.1 公分：500 公尺＝3.9
公分：X 公尺，故 X≒1772 公尺。
高度差

5.依

距離

680

× 100%，1772 × 100%≒38.4%，故以(B)為最佳答案。

試題編號：17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地 Bb-V-4 問題探究：地形與人類生活。
測驗目標：1-3 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相關的地表現象。
試題解析：1. 本題以瑞士的等高線地圖以情境，測驗學生能否綜合分析地圖中聚落的分
布，進而歸納出可能的選址原因。
2. 根據題幹可知，該地位於瑞士的高山地區，故該地應屬冰河地形。再者根
據圖 5 的等高線型態，可推知圖 5 的中央較為平坦，兩側為高聳的山壁。聚
落明顯聚集於等高線稀疏之處（即較平坦之地），故以(B)為最佳答案。
3. 根據題幹，此地為瑞士，地圖上緯度為北緯 46 度，北半球向陽坡應在南側。
此河谷南方為較高的阿爾卑斯山脈，故此河谷位於背陽坡，故不選選項(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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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 5 等高線可知，河谷下游兩側等高線較為密集之處（即較陡處），即
使鄰近河流，但較少聚落分布於此，故不選(C)。此外，由等高線地圖並無
法推論該地生物種類，故亦無法推論其與聚落分布關係，故不選(D)。
試題編號：18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Ca-V-2 臺灣的原住民族與南島語族。
測驗目標：2-3 從各類資料辨識現象的型態、關聯與趨勢，解讀資料蘊含的意義。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原住民族地理位置的分布。
2. 此圖為臺灣中部地圖，甲地為南投－花蓮交界的中央山脈區，傳統上為泰
雅族、太魯閣族、賽德克族的傳統生活領域，故以(D)賽德克族為最佳答案。
3. 選項(A)卑南族的分佈區域為臺東縣卑南鄉；(B)賽夏族分佈地區為新竹、苗
栗交界山區；(C)排灣族分佈於屏東、臺東的中央山脈區，均與圖上的中部
區域不符。

試題編號：19
參考答案：C
測驗內容：地 Ca-V-3 臺灣的移民社會與多元文化。
測驗目標：2-1 從各式地圖、航空照片圖、衛星影像，網路與文獻、實驗、田野實察等，
評估選擇和解決問題有關的資料。
試題解析：1. 本題以探討族群分布議題為情境，旨在測驗考生能否綜合分析資料。
2. 題幹為要求考生探討「塑造中部地區客、閩語分布的區域特性」，推知主
題是客家人、閩南人的分布，故「1926 年臺灣漢人祖籍分區圖」應最能看
出客、閩分布現象，故以(C) 1926 年臺灣漢人祖籍分區圖為最佳答案。
3. 選項(A)1784 年臺灣原漢界線分布圖，主題應為原住民與漢人的分界線－土
牛紅線的劃分，圖上並無強調客家人、閩南人的分界；選項(B)臺灣行政區
域圖，不會呈現各族群的分佈狀況；選項(D)臺灣等高線地形圖，主題為等
高線，聚落的族群組成並非其強調重點。
試題編號：20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地 Ac-V-3 問題探究：地圖判讀與使用。
測驗目標：1-1 分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意義。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等高線判讀河谷地形的能力。
2. 根據題幹「河流順著地形坡度向下匯流」，考生需結合河流在等高線中呈
8

現的是 V 字尖端指向高處為河谷，故卯地、子地應為河流，而丑為連結此二
河流的水系，應為水圳，故以選項(B)為正確答案。
3. 「子」、「卯」、「寅」皆為河流。
試題編號：21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地 Ac-V-3 問題探究：地圖判讀與使用。
測驗目標：1-1 分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意義。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對等高線分布型態的掌握，辨別地表的高低起伏型態。
2. 根據題幹「從圖 7 的地形傾斜方向研判」，從等高線發現甲地是往東北側傾
斜，故都市、工業化的污水會依據地勢先往東北側流，流至子處時，污水
會隨著河流往地勢較低的西北方續流，故以(B)向東北再向西北為最佳答案。

試題編號：22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地 Bb-V-3 地形辨識。
測驗目標：1-3 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相關的地表現象。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測驗學生以地形系統的角度，觀察地表景觀並推測其成因。
2. 觀察照片 5 中所箭頭所指為一個突出的石塊，可能是因為堆積或侵蝕作用而
成。岩塊後方呈現出岩溶地形裡碳酸蓋堆積的樣貌，且所在地為洞穴，岩
溶地形內的「石筍」「鐘乳石」符合照片內的景觀特徵，故以選項(B)為最
佳答案。
3. 選項(A)火山地形，該照片在洞穴內，無法從照片內得知是否有火山岩，或
是火山活動；選項(C)洞穴內，風較微弱，風成地形較不明顯；選項(D)照片
中並無明顯河流，故不選。
試題編號：23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Ab-V-2 地理資訊系統的功能。
測驗目標：2-2 選擇統計方法、地理資訊系統等適當工具進行資料分析與歸納。
試題解析：1. 本題以東南亞旅遊作為試題情境，旨在測驗考生地理資訊系統功能的應
用。
2. 地理資訊系統模擬島嶼被海水淹沒時，需要島嶼的海拔高程資料，才能進
行相對應陸地淹沒量的模擬分析，故以(D)數值地形模型為最佳答案。
3. 選項(A)地質資料與島嶼的高度並無相關；選項(B)衛星影像僅為平面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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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高度資料；僅模擬海水淹沒範圍，並不需要選項(C)土地利用資料。

24-25 為題組
試題編號：24
參考答案：C
測驗內容：地 Bf-V-2 產業分布與區位選擇。
地 Ci-V-2 交通革新與全球化。
測驗目標：1-2 釐清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內涵。
試題解析：1. 本題以肯亞 2015 年花卉產銷至歐洲的統計數據作為情境，旨在評量考生是
否瞭解交通革新後全球化的現象。
2. 根據題幹可知，2015 年肯亞花卉以歐洲為主要出口國，且歐洲花卉的來源
國中，肯亞占了三分之一，顯示兩國產銷關係密切。若欲增加產銷連結的
話，(乙)交通運輸設施革新才能將新鮮花卉從肯亞空運至歐洲，且(丙)國際
間金融流通順暢才能更便利的進行兩地的花卉買賣交易，故以選項(C)為最
佳答案。
3. (甲)英國雖曾經殖民統治過肯亞，但從圖 8 可知英國比例不及荷蘭的三分之
一，可得知殖民地與母國的連結並非影響花卉產銷的最重要因素；(丁)「產
業區位移轉」係指一地產業區位優勢消失後，產業整體外移至其他地區，
原地不再繼續生產，不符合題幹所問問題。
試題編號：25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Cf-V-3 區域競爭、合作與歐盟。
測驗目標：3-2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解析地表現象的特性。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評量考生是否瞭解全球化下國際貿易的特性與風險。
2. 由圖 8 可知肯亞花卉主要銷往的歐洲國家是荷蘭、英國、德國，這三國皆位
於西歐，因此若西歐發生經濟衰退，對肯亞的花卉產業影響可能最大，故
選項(D)為最佳答案。
26-27 為題組
試題編號：26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Ch-Ⅴ-3 列強入侵與殖民。
測驗目標：3-2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解析地表現象的特性。
試題解析：1.本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透過世界地圖上五個都市的位置，推論該都市可能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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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的宗教文化區域。
2.甲地位於東亞，確切地點為中國上海，屬於東亞文化區，宗教信仰以儒家、
佛教、道教的融合信仰為主；乙地位於西非，確切地點為塞內加爾首都達卡，
位置屬於西亞─北非文化區，宗教信仰以伊斯蘭教或受殖民影響的天主教
（法國殖民）為主；丙地位於中南美洲，確切地點為巴西里約熱內盧，屬於
西方文化區，受到殖民影響宗教信仰為天主教為主；丁地位於北美洲，確切
地點為美國西雅圖，屬於西方文化區，宗教信仰以基督教（新教）為主；戊
地位於南歐，確切地點為義大利首都羅馬，屬於西方文化區，宗教信仰以天
主教為主。
3.故選項中兩個都市居民宗教信仰最為類似應為丙戊，故以選項(D)為正確答案。
試題編號：27
參考答案：A
測驗內容：地 Ch-Ⅴ-1 南方區域的意涵。
地 Ch-Ⅴ-2 自然環境背景。
測驗目標：3-3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概念，體認生活中各種現象的全球關連。
試題解析：1. 本文旨在評量考生能否透過世界地圖提供的資訊，對應題幹敘述航運路線的
條件（避開西風漂流的最短路徑），找出最適合的路徑選項。
2. 題文敘述的航運路線需從東非納卡拉前往圖中丁點，路線需避開西風漂流
且為最短路徑，故最短路徑應從東非出發，經蘇伊士運河、地中海進入大
西洋，再通過巴拿馬運河達到美國西岸的丁地，故正確答案選(A)。

納卡拉

3. 選項(B)、選項(C)的航行路線，在世界地圖上的路徑皆無法形成合理的航運
路線，故不為正確答案。選項(D)的航行路線終點又回到原點周圍區域，並
非符合題幹敘述航運路線條件的最短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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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部分、混合題或非選擇題
試題編號：28
參考答案：
作法

見解

是
否

圖 10 因吹北風往南空污愈高，圖 11 知該地多為西南
風。火災時間尺度短，防護措施需同時考量氣象與氣
候，故同心圓為最佳折衷作法。

測驗內容：地 La-V-3 蒐集和解析資料的技能。
測驗目標：4-3 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試題解析：1. 此題以輪胎場起火，市政府規劃防護措施範圍為情境，旨在測驗學生對地
理資訊系統內環域分析的應用，並能否依據當時風向、環境指標，來判斷
政府的應對措施是否得當。
2. 火災發生至結束後，空氣污染範圍容易受到當時盛行風向的影響，污染物
隨風在空間中擴散，故以「起火點半徑 4 公里內做為防護措施範圍」與空氣
污染範圍可能產生落差，部分空氣污染的區域可能位於防護措施範圍之外。
評分標準 1：

等級 2（完全給分）：勾選一項作法，並說出圖 10 的防護措施範圍（以起火點進行環域
分析）與實際空氣污染範圍不相符，並以圖 11 的風花圖說明風向
是影響空氣污染擴散範圍的因素。
等級 1（部分給分）：勾選一項作法，並僅說出防護措施範圍與空間污染範圍不相符，或
僅說出風向為影響空氣污染擴散的因素。
等級 0（不給分）：1. 僅勾選做法是否適切。
2. 未提及防護範圍與空污範圍的差異。
3. 未提及風向對空污範圍的影響。
試題編號：29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Ja-Ⅴ-1 水資源的豐缺和人類活動有何關係？
地 Jb-Ⅴ-4 除了核能外，化石能源還有哪些替代能源？
測驗目標：4-2 根據地理系統與地理視野的觀點，利用地理技能的方法發掘各種社會及環
境問題。
試題解析：1. 本題以養水種電議題，切入實行此計劃的合適地點，旨在測驗學生對臺灣
各區氣候、水文、產業特色的綜合理解。

1

正式考試公告的評分標準，皆須經過「評分標準訂定會議」及「試閱會議」等程序之議定；不同等級的實
際給分範圍，亦經上述會議程序決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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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養水」為停止養魚、停止抽取地下水，地點應為原本養魚、抽地下水的
魚塭為主，臺灣的魚塭分佈以西南沿海地區為主；「種電」是在陸地、水
上架設太陽能面板，故合適地點為全年日照時數長的南部區域；且題幹內
提到廢棄的蓮霧園，蓮霧為屏東縣的重要特產，答案為丁－屏東縣最合適。
3. 此題解題線索為養殖漁業超抽地下水和蓮霧園，臺灣產蓮霧的縣市為屏東、
高雄、嘉義和宜蘭。地層下陷嚴重的縣市為彰化、雲林、嘉義、屏東。故
正確答案為(D)，甲為桃園觀音、乙為臺中大安、丙為花蓮新城、丁為屏東
佳冬。
試題編號：30
參考答案：

測驗內容：地 Ib-Ⅴ-4 土地退化對人類生活有何影響？
地 Ja-Ⅴ-5 水資源和海洋資源如何永續利用？
測驗目標：4-2 根據地理系統與地理視野的觀點，利用地理技能的方法發掘各種社會及環
境問題。
試題解析：1. 本題以地層下陷的房子為情境線索，旨在測驗學生觀察能力，觀察地景，
發現環境問題。
2. 超抽地下水，使岩盤內水分下降，房子的重量下壓使整個建築物陷於地下，
因此答案必須圈到地平線與建築物，才能顯示人為了適應地層下陷所採取
的應對措施之景觀。

13

評分標準：

等級 2（完全給分）：照片黑色圈圈處，任選一處都是正確答案，圈的範圍必須包含地面
的水平線才給分。
等級 0（不給分）：考生圈出一個未包含地面水平線的圈，則不給分。
試題編號：31
參考答案：
優點

「養水」的施行使該地區停止抽取地下水，以減緩地層下陷。

隱憂

架設太陽能板可能會污染農地，永遠無法回復其生態自淨能力。

測驗內容：地 Na-Ⅴ-1 從學習經驗及日常生活中發掘有意義的問題。
測驗目標：4-3 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試題解析：1. 此題旨在測驗學生是否具有針對議題分析的高階評價能力。
2. 由題幹「…養水是指停止養魚和停止抽取地下水來涵養水資源…」，得知
考生須寫出停止抽取地下水後，涵養水資源的相關地理事實，以支持其優
點；由題幹「架設太陽能板」，考生須寫出架設後對當地生態破壞的地理
事實，以支持其隱憂。
評分標準：
等級 2（完全給分）：
優點—能從國土保育的面向提出地理事實，說明「養水」措施對地區產生的好處。
隱憂—能從國土保育的面向提出地理事實，說明「架設太陽能板」對該地可能造成的環
境破壞。
等級 1（部分給分）：
優點—未能完整說明「養水」措施對地區產生的好處。
隱憂—未能完整說明「架設太陽能板」對該地可能造成的環境破壞。
等級 0（不給分）：論述不切合題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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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編號：32
滿分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Cg-Ⅴ-1 美國的環境背景。
地 Ba-Ⅴ-3 氣候類型。
測驗目標：3-3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概念，體認生活中各種現象的全球關連。
試題解析：1. 本題以美國加州草莓生產仰賴墨西哥移工為情境，旨在評量考生是否瞭解
墨西哥下加利福尼亞半島與美國加州谷地的位置，經由緯度推理移工移動
路徑可能跨越哪兩個氣候類型。
2. 30°N 約通過墨西哥北部，副熱帶高壓壟罩，形成乾燥少雨的熱帶沙漠氣候。
生產蔬果的加州谷地約位於 35°N-40°N 左右，處於副熱帶高壓與西風的過度
帶，屬夏乾冬雨的溫帶地中海型氣候，故以選項(D)為最佳答案。
3. 選項(A)、(B)、(C)之氣候類型，皆不符合下加利福尼亞半島與美國加州谷
地的氣候特徵。
試題編號：33
參考答案：
作物

路徑

蔗糖、咖啡

3、4 1

測驗內容：地 Bf-Ⅴ-2 產業分布與區位選擇。
地 Md-Ⅴ-1 農業生產、食物消費、飲食文化與地理環境。
測驗目標：3-3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概念，體認生活中各種現象的全球關連。
試題解析：1. 本題以美國加州家庭早餐食材來源地作為情境，旨在評量考生是否了解不
同農作物種植的區域。
2. 路徑(3)農產品來自加勒比海，濕熱的環境適合種植甘蔗；路徑(4)農產品來
自南美洲的哥倫比亞，是世界重要咖啡產地。
3. 路徑(1)為美國春小麥分布區；路徑(2)為美國酪農業分布區。且此兩路徑皆
位於溫帶地區，不可能是熱帶作物蔗糖與咖啡的產區。
評分標準：
順序可前後對調，全對才給分。
試題編號：34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地 Ac-V-2 地圖的種類及其用途。
測驗目標：2-2 選擇統計方法、地理資訊系統等適當工具進行資料分析與歸納。
試題解析：1. 本題以美國密西西比河流域全氮含量統計資料作為情境，旨在評量考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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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能了解不同類型的統計地圖特性及其用途。
2. 從圖例可以看出，圖 14 將各地每年輸送到墨西哥灣的單位面積氮量，分成
3 個級距，並將各地統計值對應的圖例顏色在地圖上呈現出來，此種將統計
值分級後再以各分級的顏色或符號呈現在地圖上的繪圖方式，符合面量圖
的繪製方式，故以選項(B)為正確答案。
3. 選項(A)點子圖是以「點」為單位，點的數量愈多代表數值愈高，例如人口
分布密度點子圖；選項(C)等值線圖是以「線」加上為數值標示，等值線經
過的地區，表示該地的統計數值，例如等高線圖；選項(D)分級符號圖是以
符號的大小表示數值的高低，例如某物產產量統計圖。故選項(A)(C)(D)皆
不符合圖 14 的特徵。
試題編號：35
參考答案：
地理學傳統

判斷理由
該圖可以反應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對水質的雙重影響。

人地關係
或
地理學傳統
區域傳統

判斷理由
探討流域中人文活動與自然環境因素影響，屬於為綜合考
量的區域傳統。

或
地理學傳統
空間傳統

判斷理由
因為該生使用的資料都是某指標的分布情形，用疊圖呈現
空間上的關係。

測驗內容：地 Aa-V-1 地理學的傳統與觀點。
地 Aa-V-5 問題探究：解決問題的策略步驟
測驗目標：1-2 釐清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內涵。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測驗考生是否了解地理學三大傳統，並從題幹的描述中找到判斷
的理由。
2. 「人地關係」的傳統是指人與環境互動的關係。文中提到該圖可以反應自
然環境與人類活動對水質的雙重影響，符合「人地關係」傳統的研究取向。
3. 「區域傳統」是指一地區的特色或綜合性研究及決策。文中有關密西西比
河流域水體全氮含量與地理環境的相關研究，探討的面相包括工業、農業、
人口、降水、雷擊等自然與人文的因素，因此為綜合考量的「區域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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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
4. 「空間傳統」是指與空間分布或空間關係的探討。文中提到利用美國的工
業分布圖、農業分區圖、人口密度分布圖、年降水量分布圖、雷擊次數分
布圖、土壤全氮含量分布圖等，與圖 14 進行疊圖分析，即為空間相關性的
研究，符合「空間傳統」。
評分標準：
等級 2（完全給分）：能正確列出一項地理學傳統，並能正確說明符合該傳統理由的關聯性。
等級 1（部分給分）：能正確列出一項地理學傳統，但未能正確說明符合該傳統理由的關
聯性。
等級 0（不給分）：未正確列出一項地理學傳統且未正確說明符合該傳統的理由的關聯性。
試題編號：36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地 Bc-Ⅴ-1 人口成長與人口轉型。
測驗目標：2-1 從各式地圖、航空照片圖、衛星影像，網路與文獻、實驗、田野實察等，
評估選擇和解決問題有關的資料。
試題解析：1. 本題以臺灣茶產區缺工為試題情境，旨在評量考生是否能解讀人口金字塔
圖呈現的人口結構特徵，並能說出臺灣缺工地區人口金字塔圖的特徵。
2.題幹中描述「臺灣茶區過往的『人情工』如今都已悄悄變成『老人工』」，
提示產茶區人口老化問題，選項(B)的人口結構在老年人口的部分較高，故
以(B)為最佳答案。
3. 臺灣因為醫療進步、經濟發展程度高，國民平均壽命長且有少子化現象，
選項(A)與(C)皆為老年人口較少、幼年人口較多的人口結構，不符合臺灣人
口結構。選項(D)則因老年人口比率並未比選項(B)高，故不選。
試題編號：37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Bc-Ⅴ-2 人口移動與人口分布。
地 Ka-Ⅴ-3 國際移民和區域社會、經濟與政治有何關係？
測驗目標：2-1 從各式地圖、航空照片圖、衛星影像，網路與文獻、實驗、田野實察等，
評估選擇和解決問題有關的資料。
試題解析：1. 本題以臺灣茶產區缺工為命題情境，旨在評量考生是否了解人口移動的推
拉理論。
2. 題幹中描述「春茶盛產時，採茶高手一天能賺進 4,000～5,000 元。在臺灣賺
一個月，可以回越南過上一年啦！」，可以研判臺灣的薪資較越南高，為
17

吸引越南媽媽來臺打工的拉力，故以(D)為最佳答案。
3. 選項(A)宗教文化相近、(B)勞工權益完善、(C)往來交通便利，並未於題幹
中有相關之敘述，故選項(A)(B)(C)答案皆不符合題目的情境描述。
試題編號：38
參考答案：
□
☑
□
□

地方
苗栗縣竹南鎮的塭內
臺中市和平區的梨山
南投縣草屯鎮的溪底仔
臺南市將軍區的青鯤鯓

原因
山區地形利種茶，且此區人口外移嚴重，缺
乏勞動力，故引進外勞。

測驗內容：地 Md-Ⅴ-1 農業生產、食物消費、飲食文化與地理環境。
測驗目標：4-5 跨領域／科目整合相關知能，反思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提出看法或解
決策略。
試題解析：1. 本題以臺灣茶葉生產為命題情境，旨在評量考生是否了解茶葉生長的環境
條件。
2. 茶樹適合生長在排水良好的山坡地，臺中市和平區的梨山位於山區，符合
茶樹生長條件。
3. 「塭內」為被魚塭圍繞的地區；「溪底仔」為靠近溪邊的地區；「鯤鯓」
是指沙洲。這三個地名皆位於平坦的地形區，不符合茶樹生長條件。
評分標準：
等級 2（完全給分）：「地方」勾選正確且「原因」說明合理。
等級 1（部分給分）：1.「地方」勾選正確但「原因」說明不合理。
2.「地方」勾選錯誤但「原因」說明合理。
不給分：「地方」勾選錯誤且「原因」說明不合理。
試題編號：39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地 Ba-Ⅴ-1 氣候要素。
測驗目標：4-1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試題解析：1. 本題以密集且持續降雨，導致淹水災情，並在淹水後數日爆發茲卡病毒感
染症的群聚感染，為命題情境，連結氣候特性與環境疾病的關係，旨在評
量考生是否能研判茲卡病毒感染症易滋生的氣候條件，並能依據答案各選
項中降雨與氣溫的統計，判斷該地氣候特徵。
2. 通常高溫多雨的地區適合蚊子生長繁殖，(丁)選項 1-12 月溫度皆將近 30℃
應為熱帶地區，且夏季每月降雨日數超過 14 天以上，故(丁)地較符合高溫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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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的熱帶季風氣候，適合蚊子生長，最可能為爆發疫情的城市，故以(D)丁
為最佳答案。
3. 依降雨日數與氣溫的統計研判，選項(甲)夏溫 25℃左右、冬溫 0℃以下、夏
雨冬乾較接近溫帶海洋性氣候特徵；選項(乙)夏溫 30℃以上、冬溫 10-20℃
之間，夏乾冬雨，較接近溫帶地中海型氣候；選項(丙)全年溫度接近 30℃且
全年有雨，較接近熱帶雨林氣候。皆不符合題文敘述。
試題編號：40
參考答案：A
測驗內容：地 Ac-Ⅴ-1 地圖本質與要素。
測驗目標：4-1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試題解析：1. 本題以繪製疾病地圖為情境，連結氣候特性的地理區位（緯度），旨在評
量考生理解地圖投影的觀念。
2. 麥卡托投影的特性是，愈接近低緯度地區面積變形愈小，故欲排列出地圖
投影面積扭 曲量的大 小順序，可 從氣候特 徵推測其所 在緯度。 選項 中
(丙)(丁)全年皆高溫，應該位於低緯度，其中(丙)地乾季較不明顯，較可能
是緯度最低的熱帶雨林氣候；(甲)(乙)兩地冬溫較低，應該位於中緯度溫帶
地區，其中(甲)地冬溫比(乙)的更低。故位置由低緯到高緯排列順序，應該
為丙丁乙甲，故面積依放大程度由大至小排列的順序為甲乙丁丙，故以(A)
正確答案。
試題編號：41
參考答案：

測驗內容：地 Aa-Ⅴ-4 資料整理、分析與展示。
測驗目標：2-2 選擇統計方法、地理資訊系統等適當工具進行資料分析與歸納。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評量考生對三角圖統計圖表的了解，以製圖題的形式，測驗學生
繪製統計圖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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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三角圖繪製時要注意，統計數值要換算為百分比，且標示統計值的點，對
應到 3 個邊的數值加總後必須為 100%。
評分標準：
等級 2（完全給分）：須與參考答案的標示處一致。
等級 0（不給分）：和參考答案標示處不一樣。
試題編號：42
參考答案：C
測驗內容：地 Bf-Ⅴ-2 產業分布與區位選擇。
測驗目標：1-3 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相關的地表現象。
試題解析：1. 本題以花蓮設立和平工業區為情境，希望考生能夠從題幹敘述分析水泥產
業的區位條件。
2. 水泥工業最主要的原料為石灰岩，因原料笨重，工廠多設在礦產所在地，
以節省原料運費，故政府設立花蓮和平的水泥工業區是考量(C)原料區位。
3. 臺灣東部人口相對較少、交通不便，故(A)(B)(D)皆不為主要的區位考量條
件。
試題編號：43
參考答案：
原因

河流流幅增寬、流速降。

原因

水流速度變慢。

或
測驗內容：地 Bb-Ⅴ-2 各類地形系統。
測驗目標：2-1 從各式地圖、航空照片圖、衛星影像，網路與文獻、實驗、田野實察等，
蒐集和解決問題有關的資料。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從衛星影像中判釋沖積扇地形，並說明沖積扇地形堆
積的原因。
2. 沖積扇地形形成的原因是河川流出山區後，坡度降低、流幅變寬使得流速
減緩，河水攜帶砂石的能力下降，堆積加劇，形成扇形的堆積地形。
評分標準：
等級 2（完全給分）：坡度減緩、流幅變寬、流速減緩
等級 1（不給分）：未寫出相關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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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編號：44
參考答案：

判斷依據：
因為礦區缺乏植被覆蓋且產業道路和主幹道相
接。

或

判斷依據：
因為礦區在衛星影像圖中會呈現灰白色。

測驗內容：地 Eb-Ⅴ-2 空間資料的分析。
測驗目標：3-2 連結地理系統、地理視野與地理技能，解析地表現象的特性。
試題解析：1. 本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夠從衛星影像中判釋裸露的採礦區，並且寫出判釋的
方法。
2. 採礦過程會破壞山坡地的植被，裸露的岩層在衛星影像上呈現灰白色。另
外礦區需建設道路以運送礦物到工廠加工，圖上之字形的白色線條，應該
是沿山坡開設的道路。故圖 16 左下方大片灰白色區域應該是採礦區所在位
置。
評分標準
44-1
等級 2（完全給分）：圈出如參考答案中水泥採礦區域的範圍。
等級 0（不給分）：圈錯位置、多圈錯誤的位置、圈選範圍過大而包含其它非礦區的範圍。
44-2
等級 2（完全給分）：寫出礦區「具有聯外道路連通港口」或「開礦而出現地表裸露現象」、
「礦區最可能會在山區呈現亮色（白色）色澤」的相關的解釋。
等級 0（不給分）：只寫出其它不相關的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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