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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隆 市 立 中 山 高 中 1 0 9 學 年 度 第 二 學 期 第 一 次 段 考 高 一 忠 孝 仁 地 理 科 試 題 

使用電腦回收卡(請從51開始畫卡~100題/   加分題答案直接寫在考卷上) 

■單一選擇題：每題2分，共60分 

51.(   )下表為民國 99 年臺灣 4 個縣市的人口資料，根據資料判斷 99 年哪一  

縣市的拉力最大？(Ａ)新竹市 (Ｂ)臺中市 (Ｃ)臺北市 (Ｄ)臺北縣（今新

北市）。【圖表題】 

52.(   )臺灣人口政策白皮書中指出，1997 年以來，新一波的□□□下降使得

臺灣成為全球最低生育率的國家，青少年人口持續減退。第二波影響是青壯年

人口衰退，此刻正要開始發展，影響所及，勞動與資本組成將大幅改變，而同

時進入老年的人口開始體會到養老資源不足的問題，請問空格中的變數應填入 

(Ａ)出生率 (Ｂ)死亡率 (Ｃ)移入率 (Ｄ)移出率。【基礎題】 

53.(   )「昔日澎湖縣由於謀生不易，故有大量的青壯年人口外移至臺灣本島

，形成澎湖本島、望安島、吉貝島及七美島上皆出現獨特的人口結構……。」請問上述的「獨特人口結構」，應為下列何

者？ (Ａ)男性人口比例高於女性 (Ｂ)幼年人口比例低 (Ｃ)老年人口比例高 (Ｄ)女性青壯年人口比例低。【基礎題 

54.(   )臺灣的日常用品的零售商店大致有百貨公司、量販店、超商等類型，依超商門市的特性，其物流配送原則應為下列

何者較合理？ (Ａ)少量、少樣、低頻率 (Ｂ)少量、多樣、高頻率 (Ｃ)多量、少樣、高頻率 (Ｄ)多量、少樣、低頻

率。【基礎題】 

55.(   )根據內政部統計，臺灣的出生率持續下降，屢創新低，而根據內政部近幾年來的兒童出生登記，平均約每 7.5 個新

生兒中，就有一名是來自於外籍媽媽，這種少子化、跨國婚姻的浪潮將使臺灣的人口結構發生改變。關於此種現象造成的

影響，下列敘述何者最正確？ (Ａ)將縮小性別比的差距 (Ｂ)外籍配偶生育率高可減緩人口老化的問題 (Ｃ)人口素質

將大幅提高 (Ｄ)人口系統趨向於封閉性系統。【基礎題】 

56.(   )交通擁擠產生的不經濟，一直是都市內的重要問題。下列哪一項建設的主要目的，是為了

改善都市內部的交通狀況？ (Ａ)機場高鐵興建 (Ｂ)蘇花改善工程 (Ｃ)臺中台鐵高架化 (

Ｄ)國道 5 號的興建。【基礎題】 

57.(   )右圖為某區 4 個都市三級產業人口結構的等邊三角形圖，請問哪一都市的中地機能「最弱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基礎題】 

58.(   )「目前世界上最長的跨海大橋—杭州灣大橋（右圖所示）。長江三角洲和杭

州灣有中國最密集的都市群，大橋建成後形成以上海為中心的『兩小時都市交通圈』。

」2008 年此橋建成通車後的影響，「不包括」下列何項？(Ａ)杭州的都市階層地位可

望提高 (Ｂ)寧波將成為上海的腹地範圍 (Ｃ)造成乍浦與慈溪的時空收斂 (Ｄ)形成

以上海為中心的世界級特大型國際都市圈。【素養題】 

59.(   )近年來，一些國家因人口結構快速轉變，使工作年齡人口相較於受撫養人口快

速成長，且受過良好教育，將有利於經濟發展，成為「人口機會窗」。人口機會窗通常

出現在人口轉型階段的哪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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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 

60.(   )右圖為全世界人口成長示意圖，影響 18 世紀後人口開始顯著成長的因

素，下列何者正確？(Ａ)發現新大陸 (Ｂ)戰後嬰兒潮 (Ｃ)綠色革命盛行 

(Ｄ)醫藥衛生漸改善。【圖表題】 

61.(   )「近年來，歐洲難民成為歐盟的重大難題。根據統計，2015 年上半年

抵達義大利、希臘、西班牙和馬爾他的移民總數已達 63,000 多人，多數來自

厄利垂亞（Eritrea）、索馬利亞、奈及利亞、甘比亞和敘利亞、伊拉克、阿富

汗等國。這些移民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逃離戰火和貧窮，不斷經由陸路或海

路進入歐洲。然而，遷徙的過程並非一帆風順，僅 2015 年 4 月地中海即發生 

5 宗船難，釀成 1,200 人喪生的慘劇。」請問根據人口推拉理論，文中的船難

事件屬於下列何種人口遷移因素？ (Ａ)推力因素 (Ｂ)拉力因素 (Ｃ)中

間阻礙因素 (Ｄ)人口轉型因素。【基礎題】 

62.(   )在過去臺灣的鄉村或是都市裡的巷弄裡，常可以聽到沿街叫賣的聲音

，有的賣香腸，有的賣肉粽。請問這些辛苦的香腸伯或肉粽伯需沿街叫賣的

原因，最可能為下列何者？(Ａ)保持機動性，躲避警察的取締 (Ｂ)利用叫

賣聲引起消費者的購買慾 (Ｃ)增加商閾的範圍(Ｄ)擴大商品的銷售範圍。

63.(   )右圖為全球都市階層分布圖，下列哪一系統分布會有類似的空間階層 

 
出生率

（‰） 

死亡率

（‰） 

人口增

加率 

（‰） 

人口密度

（人／

km2） 

新竹市 11.47 5.27 9.09 3,987.84 

臺中市 7.06 4.94 8.04 6,622.58 

臺北市 7.09 5.89 4.34 9,634.93 

臺北縣

（今新

北市） 

7.11 4.74 6.1 1,898.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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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Ａ)國家公園 (Ｂ)美術館 (Ｃ)醫院 (Ｄ)教堂（宗教會所）。【圖表題】 

64.(   )右表是世界某 4 個國家某年的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資料，請問哪一個國家的

人口金字塔，最可能出現如右下圖所示的形態？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 

65.(   )中國當前在人口問題上面臨著以下問題：如人口結構突顯新的安全隱患。一

是出生人口性別比失衡。中國出生人口性別比已達 117：100，性別比失衡問題已達

到相當嚴重的程度。二是目前中國已進入高齡化社會，但因人均 GDP 不足 1,000 美

元（發達國家通常在 5,000 至 10,000 美元），可以說是「未富先老」。另外，人口流動雖為城市和發達

地區經濟發展的重要推動力量，卻也對社會管理系統產生莫大的衝擊，並擴大了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

根據「推拉理論」，研究中國人口移動時，中國農村地區的「推力」主要來自於下列何者？ (Ａ)都市

地區工業的發達 (Ｂ)鄉村地區的性別比偏高 (Ｃ)農村所得經濟差 (Ｄ)鄉村地區的環境負載力偏低 

66.(   )大多數的都市是由聚落發展而成的，像上海原本是黃浦江畔的小漁村，但以其位居長江和中國海

岸線的交會口，而成為工商發達的大都市。請問其能發展為大都市的原因為何？ (Ａ)地點適中 (Ｂ)

位置優越 (Ｃ)勞力充足 (Ｄ)物產豐富。【基礎題】 

67.(   )如果將克里斯徒勒中地理論的中地，比喻作遊憩資源所在地，則如澳洲大堡礁、埃及

金字塔等世界級的遊憩資源將有下列何種特徵？ (Ａ)觀光收益較少 (Ｂ)到訪遊客的總旅

程距離較長 (Ｃ)服務範圍較小 (Ｄ)遊客來源國數目較少。【素養題】 

68.(   )右圖為臺灣在 1929 ～ 1989 年之間每隔 20 年的人口統計值，其正確先後次序應為何

？(Ａ)甲乙丙丁 (Ｂ)甲丙丁乙 (Ｃ)丙甲乙丁 (Ｄ)丁甲丙乙。【圖表題】 

69.(   )有一段歌詞：「遠離家鄉，不勝唏噓，幻化成秋葉，而我就像落地生根，在這裡繁衍

……。」描述著先民移居臺灣時的辛酸與勇氣。請問下列何者屬於「中間障礙」因素？(甲)家鄉無地可耕(乙)異鄉水土不

服(丙)漳泉、閩客械鬥(丁)家鄉饑荒連年(戊)臺灣平原廣闊，荒地多(己)清政府發布渡臺禁令 (Ａ)甲乙丙 (Ｂ)乙丙己 

(Ｃ)丙丁戊 (Ｄ)丁戊己。【基礎題】 

70.(   )下列哪一個人口轉型階段，是因資源充足、福利健全，加上晚婚和節

育觀念普遍所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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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題】 

71.(   )右表為某國甲～戊 5 個時期人口資料，則在人口系統演變過程，其出

現的時間先後順序應是(Ａ)甲→丙→乙→丁→戊 (Ｂ)戊→丁→丙→乙→甲 

(Ｃ)乙→丙→甲→戊→丁 (Ｄ)丁→戊→丙→甲→乙。【素養題】 

72.(   )「這是一個傾斜的地球。美國世界觀察研究所指出，在人口學意義上，今日世界正劃分為兩半：一半是人口遽增區

，另一半是人口縮減區。在洶湧而來的人口浪潮面前，亞、非、中南美洲地區正在苦覓控制良策，『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面

臨嚴峻的抉擇，要完成人口轉變？或要陷入人口陷阱？』而現代文明的先鋒—發達的西歐諸國，都在為悄然而至的人口

冬天憂心如焚。法國總理席拉克擔憂地說：『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歐洲正在逐漸消失。』這兩類截然不同的人口問題居

然同時出現在這個星球上，令人驚愕不已。人們終於發現，在永不停歇運行的人口列車兩邊，一邊是人口過剩的馬爾薩斯

困境，另一邊是人口縮減的凱恩斯困境。遺憾的是，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先後步入馬爾薩斯困境的同時，發達國家卻似乎

已不可避免地漸入凱恩斯困境。」根據以上短文，法國總理席拉克說：「從人口學的角度來看，

歐洲正在逐漸消失。」其主要的原因是 (Ａ)歐洲地區出生率太低 (Ｂ)人種混雜程度逐漸嚴重 

(Ｃ)歐盟造成政治界線模糊 (Ｄ)歐洲地區死亡率太高。【素養題】 

73.(   )右圖為義大利 1970 及 1990 年兩個年代的人口金字塔圖的比較，請問依據圖中的人口特徵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Ａ) 1970 年時，義大利仍屬於人口快速增加的增長型人口金字塔 (Ｂ) 10 

～ 15 歲年齡層人口縮減的比例最高 (Ｃ) 65 歲以上人口比例成長許多，顯示未來義大利人口的

扶養比將逐年降低 (Ｄ)至 1990 年時，義大利已進入縮減型的人口結構階段。【圖表題】 

74.(   )面對工業生產自動化的轉變，對於下列哪一種人口金字塔類型的國家較有幫助？                              

(Ａ)  (Ｂ)  (Ｃ)  (Ｄ) 【素養題】 

75.(   )隨著全球性交通的普及與發達，國際遷移在今日已是常見的現象。如許多國家國內工資較高，人們從事性質較為危

險辛苦工作的意願低落，因此引進國外勞工從事勞力工作，以節省人事費用。請問臺灣的國際勞工來源國主要位於下列何

地區？ (Ａ)中南美洲 (Ｂ)大洋洲 (Ｃ)東南亞 (Ｄ)非洲。【基礎題】 

 甲 乙 丙 丁 

出生率

（‰） 
47 22 36 13 

死亡率 

（‰） 
23 7 9 12 

時期 出生率（‰） 死亡率（‰） 

甲 48 42 

乙 30 12 

丙 37 15 

丁 21 10 

戊 10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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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下圖是 3 種不同規模的商店銷售圈分布範圍圖，若今日三家商店依序是早餐店、連鎖藥妝店和家樂福量販店。請問

其銷售圈依序為何？ 

     

 (Ａ)甲乙丙 (Ｂ)甲丙乙 (Ｃ)乙丙甲 (Ｄ)丙乙甲。【圖表題】 

77.(   )中國於 2010 年公布了《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該規劃的主要目

標是，企圖掌握長江三角洲地區當前面臨的有利機遇，在 2020 年以前發展成

以上海（滬）為核心的 9 個發展帶，包括：(１)沿滬寧（南京）和滬杭甬（寧

波）線、(２)沿長江線、(３)沿杭州灣線、(４)沿黃、東海線、(５)沿寧湖杭

線、(６)沿太湖線、(７)沿東隴海線（連雲港經徐州、洛陽、西安到蘭州的鐵

路線）、(８)沿運河線、(９)沿溫麗金衢線等；並建構成大、中、小規模的都

市體系，以發揮協調發展的功能。右表是《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的都市

體系表。請問中國公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其都市體系的建構，

所依據的立論基礎為何？(Ａ)推拉因素 (Ｂ)中地理論 (Ｃ)依賴式經濟 (

Ｄ)環境負載力。【素養題】 

78.(   )右表為 4 個都市的人口資料，哪一個都市的人口自然增加率最高？ 

(Ａ)甲 (Ｂ)乙 (Ｃ)丙 (Ｄ)丁。【圖表題】 

79.(   )為紓解交通壅塞現象，並因應大臺北都會區交通發展的需要，臺北都

會區快速道路系統正積極建設中。例如：水源快速道路、市民大道、環東大道

、洲美快速道路、北二高臺北聯絡線信義支線等均已通車，而這些交通建設的

實施亦會促使都市空間不斷變化。此種都市空間變化的過程為下列何者？ (

Ａ)都市化 (Ｂ)專業化 (Ｃ)都市擴張 (Ｄ)都市成長。【基礎題】 

80.(   )臺灣人口分布在空間上相當不均，西部的人口密度高於東部甚多，形成這種差異的主要原因為何？ (Ａ)地形差異 

(Ｂ)氣候不同 (Ｃ)歷史發展 (Ｄ)糧食生產力。【基礎題】 

 

■題組：每格 2 分，共 40 分 

◎1.開放兩岸直航、迎接中國觀光客來臺，是目前臺海兩岸熱門的話題。而交通部規劃的優質環島行程。請回答下列問題 

（ ）(81)如將遊憩資源所在地比擬為一中地，遊客來源地為其腹地，則遊憩資源等級與遊客來源地之圖形應為下列何

者？ (Ａ)  (Ｂ)  (Ｃ)  (Ｄ) 【素養題】 

（ ）(82)依遊憩業區位的特性而言，為何故宮、日月潭、阿里山與太魯閣是他們必看的經典行程？ (Ａ)具有高度不

可取代性 (Ｂ)人身安全特別受到保障 (Ｃ)具有齊全的生活機能 (Ｄ)對外交通方便。【基礎題】 

◎2.經濟學家提出一個令人不安的術語「人口定時炸彈」，來描述生育率和經濟成長率雙低的現象。日本是最極端的例子

，過去十年總人口逐年下滑，2016 年為過去 117 年來，第一次出現新生兒不到 100 萬人的紀錄，且超過 65 歲以上的人愈

來愈多。然而日本的鄰國南韓，近期也被世界貨幣基金組織點名，若無維持人口穩定

的對策，將是下一個炸彈引爆的國家；臺灣也走向人口老化趨勢，且數值貼近南韓。

根據內政部 2015 年數據，臺灣 65 歲以上者占 12.51 ％，老化指數為 92.18，低於日

本 200、德國 161.54、加拿大 100、法國 94.74、英國 94.44、南韓 92.86。請回答下列

問題： 

（ ）(83)日本、臺灣目前的人口狀態應已進入右上圖中人口轉型中的哪一階段？ 

(Ａ) a (Ｂ) b (Ｃ) c (Ｄ) d。【素養題】 

（ ）(84)影響老化指數的因子，除了老年人口數之外尚有哪一因素？ (Ａ)出生率 (Ｂ)死亡率 (Ｃ)幼年人口數 (

Ｄ)老年人口數。【素養題】 

（ ）(85)下右圖為臺灣 1940 ～ 2018 年的出生、死亡人口趨勢圖，造成臺灣死亡人口近年攀升的主因應為何？ 

都市規模 

（萬人） 
都市名稱 

1,000 以內 上海市區 

700 以內 南京、杭州 

400 以內 
蘇州、無錫、常州、徐州、

寧波、溫州 

100 ～ 200 

鎮江、揚州、泰州、南通、

連雲港、鹽城、淮安、湖洲

、嘉興、紹興、臺州、金華

、衢州 

50 ～ 100 

宿遷、舟山、麗水、江都、

高郵、凓陽、常熟、崑山、

宜興、吳江、建德、東陽、

臨海、瑞安等 52 個潛力較

大的縣級市 

 甲 乙 丙 丁 

移入率 

（‰） 
6.1 5.9 7.1 4.1 

移出率 

（‰） 
4.3 4.3 10.9 7.2 

人口成長率

（‰） 
10.8 10.6 12.2 4.3 



 4 

 

(Ａ)長照制度的不健全 (Ｂ)平均壽命延長 (Ｃ)無法參與 WHA 

會議 (Ｄ)愛滋病罹病率上升。【素養題】 

（ ）(86)下圖為漏標示了圖名的全球某一項人口指標圖，此一人口指標應為

何？ 

 

(Ａ)平均每人擁有汽車數量 (Ｂ)平均每人水資源 (Ｃ)平均每位成人所需扶養人數 (Ｄ)平均每位婦女生

育嬰兒數。【素養題】 

◎3.右圖為 3 個區域之人口統計圖。請回答下列問題： 

（ ）(87)下列四位同學關於 a、b 兩地區之說明，下列何者正確？(甲)艾迪：「a 區域

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長率，屬於高穩定階段。」(乙) PORORO

：「b 區域有較高出生率，較低死亡率，較高自然增長率，屬於晚期擴張階

段。」(丙)波比：「a 區域可鼓勵銀髮產業發展，並獎勵生育。」(丁)露比

：「b 區域應推動家庭計畫，使生育率下降。」 (Ａ)甲乙 (Ｂ)乙丙 (

Ｃ)丙丁 (Ｄ)甲丁。【圖表題】 

（ ）(88)影響 c 區域人口自然增加率的主要因素為下列何者？ (Ａ)經濟發展水準較高 (Ｂ)人口受教育水準較低 (

Ｃ)醫療衛生水準較低 (Ｄ)人們的生育意願較高。【圖表題】 

◎4.資料一：根據 2010 年底所做人口普查報告指出，臺灣常住人口達 2,312 萬人，若以 2001 ～ 2010 十年為計算基期，成

長率僅 0.4 ％，創歷年新低；過去十年來，10 個縣市人口增加、12 縣市人口減少。增加最多人口縣市是桃園縣，達到 38 

萬 1 千人；新北市人口增加 33 萬 2 千人居次；減少人口以雲林縣 8 萬 7 千人最多，屏東縣也有 7 萬 2 千人。 

資料二：中國 2010 年的人口普查顯示 2011 ～ 2015 年期間，60 歲以上戶籍老年人口比重將達 12 ％；65 歲以上老年人口 

占總人口比例 2025 年將超過 14 ％，而象徵勞動人口增加的「人口紅利窗口」將在 2015 年關閉。請回答下列問題： 

（ ）(89)臺灣在過去十年的人口成長，已經進入人口轉型的哪一階段？ (Ａ)早期擴張階段 (Ｂ)高穩定階段 (Ｃ)

低穩定階段 (Ｄ)晚期擴張階段。【素養題】 

（ ）(90)其中性別比也有重大結構改變，右表為臺灣於 2010 年的性別比調查結果；

下圖為全球 65 歲以上性別比分布示意圖，造成臺灣 65 歲以上有如此性別

比特徵的原因，下列何者正確？ 

 

(Ａ)臺灣外籍新娘移入率高 (Ｂ)臺商外移男性比例高 (Ｃ)與法國 65 歲以上性別比 70 背景相似 (Ｄ)與

上圖中深灰色系國家相同。【圖表題】 

（ ）(91)中國近年來，老年人口比例顯著上升，主因有(甲)死亡率下降(乙)平均壽命延長(丙)嬰兒死亡率下降(丁)出

生率下降(戊)重男輕女觀念，正確的是 (Ａ)甲乙 (Ｂ)乙丁 (Ｃ)丁戊 (Ｄ)甲丙。【基礎題】 

◎5.臺中市位在精華商圈上的順天醫院（如下圖所示）在開業 58 個年頭之後，於 2017 年 10 月正式結束營業。在結束營業

當年度僅剩家醫、內科、復健和中醫科 4 科，臺灣醫療改革基金會對順天

醫院結束營業一事表示，臺灣醫療分級轉診制度的失敗，由此可見一斑。

依此新聞事件，請回答下列問題： 

（ ）(92)醫療體系的分級制度應與哪一理論相關？ (Ａ)邱念圈 (

Ｂ)韋伯區位理論 (Ｃ)中地理論 (Ｄ)同心圓理論。【素 

（ ）(93)順天醫院結束營業之前，門診僅剩 4 科，造成其無法繼續營

業的可能原因應為何？ (Ａ)商閾太小 (Ｂ)商閾太大 (

臺灣人口 性別比 

5 歲以下 109.5 

33 ～ 34 歲 97.2 

65 歲以上 90.9 

整體人口 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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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商品圈太小 (Ｄ)商品圈太大。【素養題】 

（ ）(94)在順天醫院 500 公尺之遙的地方即是中部頗負盛名的中國醫藥學院，門診科別有數十科，近年不斷擴張規模

。關於此一現象，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Ａ)高級中地具備低級中地的機能 (Ｂ)高級中地交通機能發達 (

Ｃ)高級中地消費頻率最高 (Ｄ)移動至高級中地平均距離最遠。【素養題】 

◎6.聯合國在 1980 年代初期就注意到全球老化的問題，在 1982 年的老化宣言中，指定 1999 年為國際老人年。除了個人生

命週期的重新規劃、家庭結構改變的適應外，他們也指出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人口老化速度的差異。西方國家的人口

轉型過程，由於醫藥知識的累積是循序漸進，也沒有明顯的節育政策，所以過程較緩和，不像開發中國家引進西方知識與

技術，導致死亡率驟降，人口激增，再引發節育政策的推動，人口又猛然萎縮，使人口急速老化。在資源短缺的狀況下，

開發中國家要應付人口老化的課題，顯然要費更多的心思，這正是臺灣要面對的問題。請回答下列問題： 

（ ）(95)人口老化是國際共同的人口問題，下列哪兩項可能是人口老化帶來的影響？(甲)國民生產毛額將會下降(乙)

扶養比將升高(丙)人口金字塔朝縮減型轉變(丁)國家經濟衰退(戊)全球人口總數將減少 (Ａ)甲乙 (Ｂ)乙

丙 (Ｃ)丙丁 (Ｄ)丁戊。【素養題】 

（ ）(96)「開發中國家要應付人口老化的問題，顯然要比已開發國家費更多的心思。」意指開發中國家的人口變遷具

有哪一項特性？ (Ａ)老年人口較多 (Ｂ)人口結構波動較小 (Ｃ)人口性別結構不平衡 (Ｄ)人口老化較

快。【素養題】 

◎7.臺灣人口問題已成為新的國安問題？一個國家人口老化速度的判斷標準，是以 65 歲

的人口比率從 7 ％增加到 14 ％的「年數」：瑞典花了 85 年，美國 73 年。臺灣在 1993 

年 2 月正式進入「高齡化社會」；經建會推估，臺灣已在 2017 年達到 14 ％，成為「高

齡社會」，老化速度年數約為 24 年，遠比歐美國家快得多。另一對比數字是：臺灣人

口成長率（出生率）從 3 ％降到 1 ％，只花了 30 年。右表為臺灣曾經實施過的家庭計

畫宣導口號，請回答下列問題： 

（ ）(97)哪一年的宣導主要針對解決老化問題？ (Ａ) 95 年 (Ｂ) 94 年 (Ｃ) 84 

年 (Ｄ) 60 年。【素養題】 

（ ）(98)民國 56 ～ 58 年的口號宣導，應出現在下圖中人口轉型的哪一階段？ 

 

(Ａ) a→b (Ｂ) b→c (Ｃ) c→d (Ｄ) d。【素養題】 

（ ）(99)民國 60 年的「兩個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樣好」的口號也適用於下列哪一國家？ (Ａ)巴西 (Ｂ)德國 

(Ｃ)韓國 (Ｄ)印尼。【素養題】 

（ ）(100)哪一階段政策，與臺灣近年較多外籍配偶的加入有關？ (Ａ) 95 年 (Ｂ) 94 年 (Ｃ) 84 年 (Ｄ) 79 年。

【素養題】 

「加分題」下面的題目，答案直接寫在考卷上 (1)(2)(6)每格 1 分，(3)(4)(5)(7)每格 2 分，共 11 分 

◎圖(一)為日本主要都會區的人口成長率，圖(二)為都會區的人口規模分布。請回答下列問題： 

 

▲圖(二)  

 

（ ）(１)依都會區的人口規模分布，第一名的都市應為何？ (Ａ)東京 (Ｂ)大阪 (Ｃ)名古屋 (Ｄ)京都。【素養題

】 

 

▲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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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圖(一)中「不屬於」都市化類型的都市為何？ (Ａ)東京 (Ｂ

)札幌 (Ｃ)釜石 (Ｄ)太田。【素養題】 

(３)由圖(一)判斷，影響都市人口成長率大小的關鍵要素為何？【素養題 

答: 

 

(４)圖(一)下半中有標示出的吳市、釜石、北九州 3 個都市，分布如右圖

所示，試依其地理環境研判，交通建設之後人口反而衰退的因素。 

答: 

 

 

 

 

 

(５)在都會區高度建設新幹線等建設之後，部分都市顯得更邊陲，此一現象稱為什麼？【素養題】 

答： 

 

◎右圖為物流中心物流作業流程圖。請問： 

(6)若以(甲)市區(乙)郊區(丙)住宅區三者而言，物流中心多位於何

處？【基礎題】 

答: 

 

(7)物流業者採頻繁補貨方式，對零售商而言，可降低何種成本？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