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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試題都有一個最適合的答案，請將正確答案劃在答案卡上。 

一、單一選擇題：每題 2分，共 88分 

1. （  ）大洋洲的海陸位置特殊，使其成為各洲航運及空運往來的中途站，也是戰時重要

的軍事基地。請問：大洋洲島群主要位於哪兩大洲的中繼位置？  

(A)亞洲、非洲 (B)亞洲、歐洲  

(C)歐洲、非洲 (D)美洲、亞洲。 

 

2. （  ）附圖為大洋洲的簡圖，圖中 A、B 代表其分界線。請問：A

界線與下列哪條線相符？  

(A)赤道       (B)本初經線  

(C)國際換日線 (D)北回歸線。 

3. （  ）澳洲面積達 750 萬平方公里，但卻地廣人稀，適合耕作的土地面積不多，其主要

原因為何？  

(A)山多平原少         (B)乾燥面積廣大  

(C)沼澤遍布，積水不消 (D)為石炭岩地形，土壤貧瘠。 

4. （  ）小柔到國外旅遊，見到附圖這座被列為世界遺產的地標，便

在當地拍照留念。請問：小柔所前往的地區為何？  

(A)紐西蘭奧克蘭  

(B)澳洲雪梨  

(C)美國夏威夷  

(D)法國蔚藍海岸。 

5. （  ）圖一為澳洲的自流井示意圖。此種水利設施與該地的牧羊業發達有密切關係。請

問：在圖二中何地可以看到此種水利設施？ (A)甲 (B)乙 (C)丙 (D)丁。 

      
      ▲圖一                  ▲圖二 

6. (   )溫帶氣候具有最適合人類居住的優勢。上述氣候區最有可能分布在附圖中的哪一個

地區？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7.  (   )「全球氣候原有其自然的變動、循環方式，由於人類介入，使氣候產生急速變化，

例如：人類活動排放過量的溫室氣體，加速全球暖化。」上文提到的「溫室氣體」

不包括下列何者？  

(Ａ)氧氣 (Ｂ)水蒸氣 (Ｃ)甲烷 (Ｄ)二氧化碳。 

8. (   )溫室氣體大量排放，加速全球暖化的現象，已引起許多島國及沿海港口居民的恐

慌。請問：溫室氣體的大量排放和下列何者關係最大？  

(Ａ)高山開發 (Ｂ)工業活動  

(Ｃ)開闢梯田 (Ｄ)飲食習慣改變。 

9. (   )一般而言，影響氣候的因素眾多，其中以下列何者的影響程度最小？  

(Ａ)緯度 (Ｂ)地形 (Ｃ)土壤 (Ｄ)洋流。 

10. (   )地球上的氣候變遷問題已嚴重到必須加以正視的課題，這些氣候變遷問題的特徵主

要為何？(甲)地區化(乙)跨世代(丙)暫時性(丁)跨國性  

(Ａ)甲乙 (Ｂ)丙丁 (Ｃ)甲丙 (Ｄ)乙丁。 

11. (   )澳洲的地形分布各不相同，對各地的經濟發展造成的影響相當大。若前往澳洲進行

觀光，該國境內人口及產業活動相對較為發達的地形區為下列何者？  

(Ａ)西部高原 (Ｂ)中部平原  

(Ｃ)大分水嶺 (Ｄ)東南沿海平原。 

12. (   )澳洲的農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占有相當比例的重要性，該國對外出口的主要農產品為

下列何者？  

(Ａ)稻米 (Ｂ)咖啡 (Ｃ)小麥 (Ｄ)可可。 

13. (   )澳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開始發展工業。該地區發展工業的有利條件為下列何

者？  

(Ａ)礦產豐富 (Ｂ)人口眾多 (Ｃ)資金充足 (Ｄ)市場廣大。 

14. (   )紐西蘭素有「活的地形教室」之稱，該國的地形主體為下列何者？  

(Ａ)高原 (Ｂ)平原 (Ｃ)山地 (Ｄ)盆地。 

15. (   )紐西蘭的氣候優良，降水豐富因此水草多，有利於牧業活動。請問：當地降水成因

和下列何者關係最大？  

(Ａ)盛行西風 (Ｂ)東南信風  

(Ｃ)東北季風 (Ｄ)熱帶颱風。 

16. (   )附圖為澳洲的行政圖，圖中的東南部有個維多利亞州，其州

名是過去被殖民時命名的，它應與哪個國家有關？ 

(Ａ)英國   (Ｂ)法國  

(Ｃ)西班牙 (Ｄ)葡萄牙 

17. （  ）澳洲的地形景觀若由西向東排列，依序為何？  

(甲)平原低地 (乙)高原 (丙)山脈  

(A)甲乙丙 (B)乙甲丙 (C)乙丙甲 (D)丙甲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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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   )怡貞暑假時到某地旅遊，發現當地乾燥少雨，與臺灣完全不同，

於是找到當地的氣候圖，如附圖。從圖中的氣候特徵判斷，怡

貞旅遊的地點應該屬於哪種氣候類型？ 

(Ａ)熱帶莽原氣候  

(Ｂ)溫帶海洋性氣候  

(Ｃ)溫帶大陸性氣候  

(Ｄ)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19. (   )附圖為全球緯度帶分區圖。熱帶氣候區可分為雨林、莽原、沙

漠等類型，若由圖中的甲地到乙地，沿途會出現哪些氣候？ 

(Ａ)沙漠→莽原→雨林→沙漠→莽原  

(Ｂ)沙漠→莽原→雨林→莽原→沙漠  

(Ｃ)雨林→莽原→沙漠→雨林→莽原  

(Ｄ)雨林→莽原→沙漠→莽原→雨林。 

 

20. (   )南、北半球的季節相反，當臺灣的學生在放暑假時，下列哪種氣候圖的所在地為冬

季？  

(Ａ)  (Ｂ)   

 

(Ｃ)  (Ｄ) 。 

 

21.  (   )甲地的經緯度位置如附圖所示，下列有關

甲地氣候特色的敘述，何者錯誤？ 

(Ａ)全年低溫溫差小  

(Ｂ)終年太陽直射  

(Ｃ)年降水量稀少  

(Ｄ)七月時出現永夜。 

 

 

22. (   )緯度高低會影響一地區的氣候變化狀況，因而發展出不同的區域特色。請以下列氣

候圖中的型態判斷，何者所處的緯度最低？  

(Ａ)  (Ｂ)   

(Ｃ)  (Ｄ) 

 

 

23. (   )附圖為全球各緯度降水量與蒸發散量的變化情形。當一

地的蒸發散量小於降水量時為「剩水區」，反之則為「缺

水區」。依圖中甲區代表的水文現象及所在的緯度位置

判斷，下列哪種氣候類型應位於甲區的範圍內？ 

(Ａ)熱帶雨林氣候    

(Ｂ)熱帶沙漠氣候  

(Ｃ)溫帶海洋性氣候  

(Ｄ)溫帶海大陸性氣候。 

 

24.  (   )溫室效應造成全球環境的變遷，由於冰河大量融化再加上增溫使海水體積膨脹等

因素影響，下列四個靠近海岸的地形中，何者最可能受到嚴重的威脅？  

(Ａ)  (Ｂ)  (Ｃ)  (Ｄ) 

 

 

25.  (   )聯合國糧食與農業組織（FAO）指出，近年來受氣候變遷、全球化、國際貿易等因

素的影響，許多傳染疾病，例如：登革熱、西尼羅熱、黃熱病等，傳染範圍有逐

漸向外擴散的趨勢。此趨勢最有可能是下列何者？  

(Ａ)從溫帶地區向寒帶地區擴散  

(Ｂ)從溫帶地區向熱帶地區擴散  

(Ｃ)從寒帶地區向溫帶地區擴散  

(Ｄ)從熱帶地區向溫帶地區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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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   )位於太平洋中的吐瓦魯飽受海水面上升的威脅，而

義大利浪漫水都威尼斯更是經常水淹及膝。上述

現象和附圖中哪一個地區的冰層融化關係最大？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27.  (   )位於大洋中的島國吉里巴斯是全世界最早迎接日出的國家，當地的太陽被稱為「世

界最早的太陽」，這和下列何項因素的關係最大？  

(Ａ)接近赤道，緯度低日出早  

(Ｂ)鄰國際換日線，最早跨入新的一天  

(Ｃ)位於極圈內，當時為永晝  

(Ｄ)位於本初經線上，經度最小。 

28. (   ) 全球暖化所造成的何種現象將導致沙漠面積日漸擴大、糧食生產不足等問題？ 

(Ａ)海水面上升 (Ｂ)多暴風雪 (Ｃ)豪雨為患 (Ｄ)氣候乾旱 

29. (   )洋流的性質對於沿海地區的氣候影響相當大，由附圖澳洲的洋流分布判斷其性質，

附表中何項最為正確？(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30.  (   )大洋洲上的帛琉為相當美麗的珊瑚礁島，因此成為浮潛愛好者的樂園。請問：這

種珊瑚礁島的分布和大洋洲的何種特性關係最大？  

(Ａ)陸地面積狹小 (Ｂ)位於熱帶海域  

(Ｃ)戰略地位重要 (Ｄ)海水水位上升。 

31. (   )大洋洲的珊瑚礁島普遍農業較不發達，其主要的原因為何？ 

(甲)面積狹小(乙)地勢高聳(丙)人口稀少(丁)缺乏淡水  

(Ａ)甲乙 (Ｂ)丙丁 (Ｃ)甲丁 (Ｄ)乙丙。 

32.  (   )塔斯馬尼亞島位於澳洲南部沿海，終年有西風吹拂，因此氣候溫暖溼潤。若依其

特色加以判斷，應該為何種氣候類型？  

(Ａ)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Ｂ)溫帶海洋性氣候  

(Ｃ)熱帶沙漠氣候     (Ｄ)夏雨型暖溫帶氣候。 

33.  (   )澳洲境內的農牧業活動因為何種特色的影響，因此有許多農牧產品得以外銷，成

為重要的出口國？  

(Ａ)生產量大、人口稀少  

(Ｂ)品質優良、價格低廉  

(Ｃ)跨國投資、租稅優惠  

(Ｄ)殖民經濟、勞力眾多。 

34.  (   )澳洲境內的無尾熊及袋鼠等動物，皆為當地的特有種，每年均吸引許多觀光客前

來觀賞。請問：當地多特有種生物的主要原因為何？  

(Ａ)面積廣大 (Ｂ)開發較晚  

(Ｃ)陸塊古老 (Ｄ)位置孤立。 

35. (   )澳洲目前正積極和亞洲國家進行多方面的交流與合作，並加入該地區的經濟組織。

請問：澳洲與亞洲國家合作的有利條件為何？  

(Ａ)殖民背景 (Ｂ)語言相同  

(Ｃ)距離接近 (Ｄ)宗教信仰。 

 

36. (   )澳洲為可愛的無尾熊故鄉，紐西蘭則有「活的地形教室」之稱，

這兩個地區主要位於附圖中的何處？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37. (   )附表中有關紐西蘭境內主要地形景觀的敘述，何者最為正確？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項目 甲 乙 丙 丁 

北島 火山地形 火山地形 冰河地形 冰河地形 

南島 火山地形 冰河地形 火山地形 冰河地形 

     

38.  (   )紐西蘭境內的北島人口較多，為該國精華區，主要都市及首都皆位於此。請問：

該島有利人口分布的主要條件為何？  

(Ａ)地勢平坦 (Ｂ)礦產豐富  

(Ｃ)降水豐富 (Ｄ)氣候溫暖。 

39. (   )附表為紐西蘭境內最主要的產業活動類型與經營特色的敘述，其中何者最為正確？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項目 甲 乙 丙 丁 

產業活動 畜牧業 農業 畜牧業 農業 

經營特色 粗放 集約 集約 粗放 

 

 甲 乙 丙 丁 

○１洋流 暖流 涼流 涼流 暖流 

○２洋流 寒流 寒流 暖流 涼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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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   )紐西蘭的降水以西側降水量較多，這種降水分布型態和下列何者的關係較大？ 

(Ａ)  (Ｂ)   

(Ｃ)  (Ｄ)  

41. (   )虎克船長在太平洋中航行，發現某些島嶼的面積雖然不大，但島上的山脈卻高聳入

雲達數千公尺。請問：他此時見到的最可能為何種性質的島嶼？  

(Ａ)珊瑚礁島 (Ｂ)火山島  

(Ｃ)大陸島   (Ｄ)沙洲島。 

42.  (   )大衛到澳洲從事自助旅行，體會當地特殊的人文風情及自然奇景。他預計從附圖

中甲處出發至乙處。請問：他旅途中所經過的各種氣候類型，不包括下列何者？ 

(Ａ)熱帶莽原氣候   (Ｂ)熱帶沙漠氣候  

(Ｃ)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Ｄ)溫帶大陸性氣候 

 

43. (   )2015 年 7 月紐西蘭商品價格指數創下史上最大單月跌幅，其中紐西蘭某項最重要出

口商品價格下跌幅度高達 23.1％，被認為是這波經濟衰退的主因。若以紐西蘭的

經濟發展加以判斷，上述的重要出口商品最可能為下列何者？  

(Ａ)鐵砂 (Ｂ)乳製品 (Ｃ)小麥 (Ｄ)石油。 

44. （  ）下列哪些為終年有雨的氣候類型？ (甲)熱帶莽原氣候 (乙)熱帶雨林氣候 (丙)溫

帶海洋性氣候 (丁)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戊)溫帶大陸性氣候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二、題組：每題 2分，共 12分 

1.1997 年，在日本京都舉行的第三次世界氣候會議中，通過「京都議定書」，以 1990 年排

放量為準，明確地訂出世界主要工業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削減率，要求各國切實執

行，並商議在 2012 年後進一步降低。2015 年世界氣候會議，各國領袖簽署「巴黎協議」，

希望 2100 年將全球溫度升幅，控制在 2 ℃以內，並逐步讓化石燃料步入歷史。請問： 
 

45. （ ）為因應上文所述的兩大公約，未來各國政府應逐漸減少哪種發電方式？  

(Ａ)水力 (Ｂ)風力 (Ｃ)火力 (Ｄ)太陽能。 

46. （ ）這兩大國際環境保護公約，將會對哪種生產區位要素的工廠造成極大的影響？ 

(Ａ)動力 (Ｂ)市場 (Ｃ)交通 (Ｄ)勞工。 

2.第一級產業的產品外銷為澳洲重要外匯來源之一，但曾因降水不足，而面臨「百年大旱」

的危機。當時澳洲總理曾經警告說：「若近期內沒有足夠的降水，即將停止大部分農

地的灌溉。」請問： 

47. （ ）受到全球化的影響，澳洲農牧業由於長期乾旱而大受影響，這將對國際市場造

成何種衝擊？ 

(Ａ)乳品原料價格上漲 (Ｂ)市售咖啡價格變貴  

      (Ｃ)橡膠價格波動   (Ｄ)棉紡織工業缺乏原料。 

48. （ ）我國在進行農牧業轉型的過程中，曾參考澳洲的農業發展過程。下列有關澳洲

農牧業發展條件的敘述，何者正確？  

(Ａ)位於北回歸線經過地區，氣候乾燥，促成粗放的畜牧業  

(Ｂ)降水的分布，明顯受到山脈和信風的影響  

(Ｃ)鄰近歐美主要市場，有利畜牧產品的輸出  

(Ｄ)勞工充足且面積廣大，單位面積產量高。 

3.迪士尼卡通《星際寶貝》中，來自外星的生物史迪奇意外墜落在附圖中的夏威夷島上，

被當地居民莉蘿所收養，揭開了故事的序幕。片中所出現的夏威夷景觀及當地居民的

舞蹈也藉由電影散播至世界各地，為當地帶來了一筆觀光財。請問： 

 
 

49. （ ）外星生物史迪奇降落在附圖中的夏威夷大島，若想由臺灣搭直飛的航班前往當

地，依其位置判斷，飛機應是往哪一個方向飛行？  

(Ａ)東北方 (Ｂ)東方 (Ｃ)東南方 (Ｄ)西方。 

50. （ ）《星際寶貝》中莉蘿表演的草裙舞為當地原住民的傳統舞蹈，洋溢熱情浪漫的

氣息，當地飯店也常以這個舞蹈表演來招攬觀光客。請問：這個舞蹈表演的海

報標題以下列何者最為適合？  

(Ａ)《玻里尼西亞的熱情》  

(Ｂ)《神祕的美拉尼西亞》  

(Ｃ)《密克羅尼西亞之夜》  

(Ｄ)《克羅埃西亞狂歡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