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一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

考試  
 

「中外地理科」題解  
壹、單選題： 

  三十題均單選題，題號自第題至第 題，每題二分，計六十分。 

  未作答者不給分，答錯者倒扣該題分數四分之一。 

  請將正確答案以 2B 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Ａ）圖一的比例尺假設是五萬分之一，若將其面積放大四倍，則該圖的比例

尺為何？（Ａ）二萬五千分之一（Ｂ）二萬分之一（Ｃ）十萬分之一（Ｄ）

二十萬分之一。  

 
 
（Ｃ）圖一中若以七星山為中心，則紗帽山的方位為何  
    ？（Ａ）西南方（Ｂ）南方（Ｃ）南南西方（Ｄ）西南西方。  
（Ｄ）台灣的氣候雨量豐沛，但是雨量的季節分配不均  
    ，同時降水的區域也分配不均，台灣年雨量和降水日數最少的地區，主

要分布於何地？（Ａ）東北部地區（Ｂ）東部地區（Ｃ）西北部地區（Ｄ）

西南地區。  
（Ｂ）台灣大部分地區屬於副熱帶季風氣候，降水來源多元，五、六月間主要

降水來自梅雨，梅雨依生成原因分類主要是：（Ａ）地形雨（Ｂ）鋒面雨

（Ｃ）對流雨（Ｄ）颱風雨。  
（Ｃ）圖二顯示行星風系的季移，形成風帶隨季節移動的主要原因是：（Ａ）地

表海陸分布（Ｂ）地勢高低起伏（Ｃ）地軸傾斜（Ｄ）地球自轉。  
 
 
 



 

 
 
（Ａ）圖三顯示台灣西南海岸的沙洲、潟湖不斷淤積，使得西南海岸線不斷向

外海延伸，造成此種環境變遷的主要原因為何？（Ａ）陸地上升（Ｂ）

氣候乾燥（Ｃ）興建防波堤（Ｄ）水庫興建。  
 

 
（Ｂ）地圖中的地名可以反映當地地理環境與發展過程的特色，台灣中、南部

的地圖中常出現如：「興化」、「後仔」、「尖山」等，說明當地曾經

是那一種環境？（Ａ）鹽田（Ｂ）舊式糖廠（Ｃ）曬穀場（Ｄ）魚塭。  
（Ａ）台灣東部昔日稱為「後山」地區，由於受叢山峻嶺阻隔，斷崖逼岸，對

外交通不便，下列敘述中何者最適切說明其區域發展的特徵？（Ａ）族

群複雜（Ｂ）人口成長率低（Ｃ）天氣多暴雨、地震（Ｄ）農牧業發展

落後。  
（Ｂ）台灣北部自 1860 年淡水開港後，對外貿易逐年增加，經濟的重心亦逐年

由南部轉移至北部，當時北部淺丘地區主要對外貿易的生產為何？（Ａ）

稻米（Ｂ）茶葉（Ｃ）柑橘（Ｄ）蔗糖。  
（Ｂ）圖四是台灣民國八十五年的人口金字塔圖，顯示此時台灣的人口結構的

特徵為何？（Ａ）幼年人口比例高（Ｂ）步入高齡化社會（Ｃ）勞動人

口不足（Ｄ）人口外移嚴重。  



 

 
 
（Ａ）中國東南丘陵岬角灣澳交錯，島嶼羅列，多天然良港，是台灣早期移民

的原鄉，這樣的海岸屬於哪一類型？（Ａ）谷灣式海岸（Ｂ）峽灣式海

岸（Ｃ）洲潟海岸（Ｄ）斷層海岸。  
（Ｂ）中國南嶺丘陵地區的政治、經濟重心位於何處？（Ａ）雲貴高原（Ｂ）

珠江三角洲（Ｃ）橫斷山脈（Ｄ）四川盆地。  
（Ａ）上海在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扮演重要的角色，同時歷史上，引領中國現

代化，上海在地理上的優越條件為何？（Ａ）居海運、水運交通樞紐的

位置（Ｂ）礦業資源豐富（Ｃ）位居絲路貿易的終點（Ｄ）水鄉澤國，

糧產豐富。  
（Ｂ）長江流經三峽以後，進入中游的兩湖地區，夏季水患頻仍，經常造成災

害，主要原因為何？（Ａ）人口稠密（Ｂ）河道彎曲，洪水宣洩不暢（Ｃ）

地形高低起伏大（Ｄ）湖泊太多。  
（Ｂ）中國傳統政治和經濟中心位於黃土高原之上，因為農業興盛和人口聚集，

自古有「秦川八百里」之稱是指哪一地區（Ａ）黃淮平原（Ｂ）渭河盆

地（Ｃ）太原盆地（Ｄ）膠萊地塹。  
（Ａ）圖五是華北平原的地形分布圖，華北的都市發展如北京、石家莊、鄭州

等皆發源於一種地形？（Ａ）沖積扇（Ｂ）平原（Ｃ）三角洲（Ｄ）丘

陵。  

 
 
 
（Ｃ）黃河下游易淤、易決和易徙的特性，使得華北平原成為中國水、旱災最



 

頻繁地區，但是黃河下游卻無支流匯入，主要的原因是：（Ａ）人工堤防

過高（Ｂ）河道截彎取直（Ｃ）河床嚴重淤積（Ｄ）兩岸濫墾，圍湖造

田。  
（Ｃ）中國東北由於緯度較高，氣候較嚴寒，同時位於河川下游沼澤遍佈，昔

日是中國的「北大荒」，今日不斷移民拓墾已成為「北大倉」是指那一地

區？（Ａ）松嫩平原（Ｂ）遼河平原（Ｃ）三江平原（Ｄ）呼倫貝爾高

原。  
（Ｄ）圖六是空中鳥瞰的一種農業灌溉設施，它最可能分布於下列何區？（Ａ）

長江三角洲（Ｂ）珠江三角洲（Ｃ）黃淮平原（Ｄ）天山南北麓。  
 

 
 
（Ａ）藏人生活在高峻險要的地勢，面對凶險多變的氣候，嚴苛的生存條件，

心靈寄託有賴宗教信仰，其信奉的宗教是：（Ａ）佛教（Ｂ）伊斯蘭教（Ｃ）

基督教（Ｄ）東正教。  
（Ｂ）圖七是亞洲的氣候分區圖，其中成為世界人口最多、密度最高的地區，

主要分布於那一氣候區？（Ａ）高地氣候區（Ｂ）季風氣候區（Ｃ）乾

燥氣候區（Ｄ）寒帶氣候區。  
 

 
 
（Ａ）日本戰後經濟成長快速，成為全球七大工業國之一，長期成長，使得大

量資金流向股市、房地產，但是好景不常，股市和房地產大跌，企業倒

閉、失業率提高，最終使得經濟成長率下滑到１％以下。下列敘述何者



 

最足以說明此一現象？（Ａ）泡沫經濟（Ｂ）金融風暴（Ｃ）產業空洞

化（Ｄ）企業全球化。  
（Ｃ） 中南半島各國地理條件不一，歷史發展各異，其中現代經濟發展最穩定、

也最有成效的國家是：（Ａ）緬甸（Ｂ）馬來西亞（Ｃ）泰國（Ｄ）越南。 
（Ｂ） 印度富庶的恆河平原是南亞最重要的農業帶，農產生產的種類，由下游

往上游依次是黃麻、稻米、小麥和雜糧，這樣農作的分布，主要受哪一

因素影響？（Ａ）氣溫（Ｂ）雨量（Ｃ）土壤（Ｄ）習慣。  
（Ｄ） 西亞氣候乾燥是古文化發源地，世界兩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蘭教亦發源

於此，近年來西亞的衝突不斷，列強關注西亞的安危，主要在波斯灣地

區的那一項重要資源？（Ａ）鐵（Ｂ）黃金（Ｃ）鋁（Ｄ）石油。  
（Ｂ） 歐洲國家眾多，二次世界大戰後，為了強化區域經濟的能力，逐漸統合

成「歐盟」，2002 年該組織推展的最主要措施為何？（Ａ）單一市場（Ｂ）

共同貨幣：歐元（Ｃ）降低關稅（Ｄ）推動原子能開發。  
（Ｂ） 西方文化的搖藍，來自地中海的文明，而地中海的文明建立在發達的農

業和便利的海運，當時關鍵性的商品農作是：（Ａ）小麥和雜糧（Ｂ）橄

欖和葡萄（Ｃ）茶與甘蔗（Ｄ）玉米與馬鈴薯。  
（Ｃ） 獨立國家國協範圍廣大，依自然條件和歷史的發展，形成多樣的區域經

濟，其中以改善灌溉系統而栽培棉花著名的區域主要在：（Ａ）歐俄（Ｂ）

高加索（Ｃ）中亞（Ｄ）西伯利亞。  
（Ｂ） 圖八是盎格魯美洲年雨量分布圖，其中太平洋沿岸北段雨量最多，主要

受哪兩因素影響？（Ａ）緯度、地形（Ｂ）暖流、西風（Ｃ）氣壓、洋

流（Ｄ）季風、涼流。  
 

 

 
（Ａ） 拉丁美洲各國地形破碎複雜，氣候多樣性。歷史上，早期主要受西班牙

和葡萄牙殖民統治，十九世紀後，各地紛紛獨立，現代經濟發展的特徵

為何？（Ａ）依賴式經濟（Ｂ）工業化程度高（Ｃ）輸出電子零件為主

（Ｄ）依賴觀光事業為主。  
 



 

貳、複選題： 

  十題，題號自第 題至第 題，每題四分，計四十分。 

  答案有二至四個，須全答對者才給分，未作答及答錯者不給分也不倒扣分。 

  請將正確答案以 2B 鉛筆劃記於答案卡內。 

（ＡＢＣＤ） 地理學的研究一般皆遵循科學的研究法，地理資訊的獲取有一定

的步驟，而資料的來源可經由那些途徑？（Ａ）文獻資料（Ｂ）

地圖（Ｃ）問卷調查（Ｄ）地理實際。  
（ＡＢ） 圖九是高雄市氣溫、雨量的分配圖，這是一般常用的地理統計圖表，

包含有下列哪些特徵？（Ａ）柱狀圖（Ｂ）曲線圖（Ｃ）風花圖

（Ｄ）等值線圖。  
   

 
（ＡＣＤ） 工業區位的選擇主要取決於工業成本的高低，台灣的積體電路工業

幾乎都集中在新竹及以北的區域，下列敘述哪些足以說明其高度

聚集的現象？（Ａ）高科技人才密集（Ｂ）勞力密集（Ｃ）資本

密集（Ｄ）上、下游產業分布完整。  
（ＡＢＣＤ） 二十世紀末各國經濟的發展逐漸走向「全球化」的趨勢，跨國企

業應運而生，全球化的前提主要賴於：（Ａ）資訊化（Ｂ）產業分

工（Ｃ）人口成長率低（Ｄ）都市化高。  
（ＡＢＣＤ） 現代工業不同於早期手工業時代，除了以機械代替人工生產外，

為了降低生產成本，追求最大利潤，其主要特徵為何？（Ａ）自

動化（Ｂ）專業化（Ｃ）標準化（Ｄ）規格化。  
（ＡＢ） 圖十一是台灣彰化傳統民宅的空間配置，其具備的意義有下列哪些？

（Ａ）提供儲藏農產、工具的功能（Ｂ）敬重祖先、長尊幼卑（Ｃ）

具備防風、防火功能（Ｄ）以蔗糖栽培為主。  
 

 

 
 



 

 
（ＡＢ） 台灣東北部年降雨日數最高，尤其冬季霪雨綿綿，雨量一般較其他地

方多，主要受哪些因素影響？（Ａ）季風（Ｂ）地形（Ｃ）地質

（Ｄ）土壤。  
（ＡＣ） 台灣東部主要平原花東縱谷，界於哪兩座山之間？（Ａ）中央山脈（Ｂ）

雪山（Ｃ）海岸山脈（Ｄ）玉山。  
（ＡＢＣ） 中國大陸依自然條件與農業活動的差異可分為六大地區，其中華南

地區包括哪些地理區？（Ａ）東南丘陵（Ｂ）嶺南丘陵（Ｃ）雲

貴高原（Ｄ）四川盆地。  
 
 
 
 
 
 
 
 
 
 
 
 
 
 
 
 
 
 
 
 
 
 
 
 
 
 
 
 



 

◎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二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

考試  
「中外地理」題解  

 

壹、單選題： 

（Ｂ）李老師到某地旅遊，並考察了當地著名的溫泉、玄武岩台地、堰塞湖等

地理景觀，由此可知，李老師所旅遊的地區何種地形頗為發達？（Ａ）

海蝕地形（Ｂ）火山地形（Ｃ）冰河地形（Ｄ）石灰岩地形。 

（Ａ）一地土壤的酸鹼度主要是受何種因素的左右？（Ａ）降雨的多寡（Ｂ）

氣溫的高低（Ｃ）生長季的長短（Ｄ）雨量變率的大小。 

（Ｂ）表為甲、乙、丙、丁四地的部分人口資料（單位：千分比），由表可顯

示該年人口外移最嚴重的是何地？（Ａ）甲（Ｂ）乙（Ｃ）丙（Ｄ）丁。 

 

 

 

 

 

 

（Ｄ）圖為加拿大某農場之年中工作曆，依圖中資料所述，試問該農場之農

業類型主要為下列哪一項？（Ａ）酪農業（Ｂ）混合農業（Ｃ）熱帶栽

培業（Ｄ）商業性穀物農業。 

 

 

 

 

 

 

 

（Ｃ）影響聚落形成集村或散村現象的因素有：（甲）開發方式，（乙）地形，（丙）

水源豐缺，（丁）通狀況。其中哪些因素決定臺灣西南部聚落多以集村為

主？（Ａ）甲乙（Ｂ）乙丙（Ｃ）甲丙（Ｄ）乙丁。 

（Ｂ）圖是某個國家三級就業人口比例的三角圖解，甲－丁表示四個時期的

就業結構，若該國現在是進步的已開發國家，則其就業結構比例的變遷

順序應為何？（Ａ）甲→乙→丙→丁（Ｂ）丁→丙→乙→甲（Ｃ）丙→

乙→丁→甲（Ｄ）甲→丙→乙→丁。 

 

 

 



 

 

 

 

 

（Ｄ）「擬定開發為濱南工業區的曾文溪口附近，為黑面琵鷺來台度冬的重要

棲息地。究竟設立保護區以供稀有動物棲息，抑或應開發工業區以繁榮

當地經濟，頗需審慎評估。」上文所述之評估宜採用地理學的何種分析

方法為之？（Ａ）空間分析（Ｂ）生態分析（Ｃ）計量分析（Ｄ）區域

複合體分析。 

（Ａ）「五胡亂華時，中原即有居民南下避禍，定居於此。明代開始建軍事設

施，名將俞大猷曾在文台古塔旁留下『虛江嘯臥』的題字。幾百年來，

居民為了祈福鎮風，常在村口設立獅面人身的壓勝物－風獅爺，充分反

映了當地豐富的人文特色和民間信仰。」以上景觀出現在我國哪一個國

家公園？（Ａ）金門國家公園（Ｂ）墾丁國家公園（Ｃ）陽明山國家公

園（Ｄ）太魯閣國家公園。 

（Ａ）除了宗教性與軍事性的都市外，西亞主要都市的興起，多與自然資源有

關。其所謂「自然資源」，指的是什麼？（Ａ）水（Ｂ）煤（Ｃ）鐵（Ｄ）

石油。 

（Ｂ）西非各國濱海者很多，其國土形狀多由沿海向內陸延伸而呈長條狀。此

一現象和下列何者的關係最密切？（Ａ）種族差異（Ｂ）西方殖民（Ｃ）

雨量多寡（Ｄ）山脈走向。 

（Ａ）甲、乙、丙、丁分別是平原上的四級中地，表是中地等級與其所提供

的商品種類，其中商品1的商閾最大，依序至商品10的商閾最小，則四級

中地之中，何者的中地數最少？（Ａ）甲（Ｂ）乙（Ｃ）丙（Ｄ）丁。 

 

 

 

（Ｄ）750公釐年平均等雨線在中國農業地理上的主要意義是什麼？（Ａ）一穫

與二穫的分界（Ｂ）冬麥與春麥的分界（Ｃ）茶作與蔗作的分界（Ｄ）

稻作與雜糧的分界。 

（Ｄ）在德國學者邱念假設下的孤立國，農業活動將受到下列哪一因素的影響，

而形成「邱念圈」？（Ａ）市場價格（Ｂ）土壤沃度（Ｃ）交通工具（Ｄ）

距市場遠近。 

（Ｄ）清代華北大旱，赤地千里，河北及山東的饑民，大批出山海關，移民於

東北。當華北人口大批移民於東北時，東北的人口金字塔最可能出現下

列何種形式？ 

    （Ａ）      （Ｂ）        

 

 



 

 

    （Ｃ）      （Ｄ）       

 

 

（Ｄ）十五世紀末，達伽馬發現歐洲經好望角到亞洲的新航路。此後，各國的

海上活動急遽增加，海上貿易快速興起。達伽馬發現歐亞新航路的動機，

和歐人對亞洲哪一項物產的需求有關？（Ａ）中國的茶葉（Ｂ）日本的

生絲（Ｃ）印度半島的棉花（Ｄ）南洋群島的香料。 

（Ｃ）美國最主要的工業區位於東北大西洋岸、阿帕拉契山區和五大湖附近，

其工業發展的條件「不包括」下列哪一項？（Ａ）廉價的水電（Ｂ）便

利的交通（Ｃ）豐富的石油（Ｄ）煤鐵礦兼備。 

（Ａ）今天拉丁美洲各國普遍社會不安、貧富懸殊，例如巴西政府亟欲改善國

內的失業問題及經濟情況。造成拉丁美洲各國貧富懸殊最根本的因素為

何？（Ａ）土地分配不均（Ｂ）民族結構複雜（Ｃ）外國企業壟斷（Ｄ）

都市化程度高。 

（Ｄ）「在傳統的千年市集中，可以買到阿拉伯彎刀、駱駝毛絨地毯、壁氈，

以及當地的特產椰棗、橄欖油等。出得市集以後，進入現代化的城區，

可以見到各式法國街道、建築及商店，與傳統的老區形成極為明顯的對

比。」上文所述最可能是何處的景象？（Ａ）巴拿馬地峽（Ｂ）阿拉伯

半島（Ｃ）尼羅河谷地（Ｄ）亞特拉斯山區。 

（Ａ）圖為某些村落分布區之等高線地形圖，請問哪一姓氏的村落為取水方

便及防止淹水，將村落建在河階上？（Ａ）余村（Ｂ）王村（Ｃ）林村

（Ｄ）丁村。 

 

 

 

 

 

（＃）紐西蘭是海島型的國家，非常重視環保，1960年代開始即反對過度開發，

然而其平均國民所得卻可達14,830美元（1994年），紐西蘭人普遍反對興

建水庫和核能電廠，該國主要的動力來源為何？（Ａ）火力（Ｂ）風力

（Ｃ）地熱（Ｄ）潮汐能。【註：本題無標準答案。】 

（Ｂ）「平原上河渠交錯，稻田密布，村舍相望，春麥與燕麥、高粱、小米等，

夏季雜陳田野。年雨量在200至400公釐之間，農業需賴水利灌溉設施，民

國18年引河水建民生渠，可灌田150萬畝。」以上地理特徵出現在下列哪

一個地區？（Ａ）關中平原（Ｂ）內蒙古東部（Ｃ）內蒙古西部（Ｄ）

塔里木盆地。 

（Ｂ）地名為研究歷史的活化石，由地名常可推知一地早期開發的歷程。台灣

鐵路沿線出現日本式車站站名最多的地區為何？（Ａ）恒春半島（Ｂ）



 

台東縱谷（Ｃ）彰化平原（Ｄ）嘉南平原。 

（Ｄ） 東南丘陵過去流行一首民謠：「山嶺高，山路長，樣樣東西用肩扛，半世

光陰路上忙。」歌謠中所述的情況與下列哪一因素的關係較密切？（Ａ）

海岸線曲折多彎（Ｂ）人口過剩、糧食不足（Ｃ）地勢西北高、東南低

（Ｄ）丘陵重疊、河流湍急。 

（Ｃ） 「三天無雨苗發黃，下點急雨土沖光，山洪爆發遭大殃。」此句話經常

用來形容黃土高原自然環境的特徵。由此判斷黃土高原具有哪一項氣候

特徵？（Ａ）年溫差大（Ｂ）多氣旋雨（Ｃ）多暴雨型態之降雨（Ｄ）

雨量由東南向西北遞減。 

（Ｂ） 長江三峽水力蘊藏豐富，中國在此建葛洲壩工程，以「防洪效益」而言，

葛洲壩的興建以哪一個地理區的受益最多？（Ａ）四川盆地（Ｂ）湖廣

地區（Ｃ）長江三角洲（Ｄ）青藏高原。 

（Ｃ） 「日本伊豆半島原為名聞遐邇的旅遊勝地，因川端康成獲得諾貝爾文學

獎的名著『伊豆的舞孃』而更富盛名。該地多火山熔岩遺跡、無數的溫

泉和古代帝王宮卿所建的別墅和庭園。沿著半島南端，處處斷崖構成雄

偉的海岸線。」上文中自然景觀的形成，和日本的哪一項地理特徵關係

最密切？（Ａ）全國島嶼眾多（Ｂ）河川坡陡流急（Ｃ）地處板塊接觸

帶（Ｄ）島國孤立的位置。 

（Ｃ） 巴爾幹半島政治不穩，被稱為「歐洲的火藥庫」，其主要的因素為何？(甲)

地形破碎，(乙)氣候複雜，(丙)種族繁多，(丁)宗教分岐。（Ａ）甲乙（Ｂ）

乙丙（Ｃ）丙丁（Ｄ）甲丁。 

（Ｂ） 表是吐魯番盆地某年一至十二月的降水記錄，欲分析該地的年平均雨

量，最適合採用下列哪一種指標？（Ａ）平均差（Ｂ）中位數（Ｃ）標

準差（Ｄ）變異係數。 

 

 

 

（Ｂ） 地理資料的分析可分為：（甲）地勢分析，（乙）環域分析，（丙）近鄰分

析，（丁）統計分析等。要調查林口火力發電廠污染物擴散的範圍，以進

行空氣污染防治，最宜採用何種分析方法？（Ａ）甲（Ｂ）乙（Ｃ）丙

（Ｄ）丁。 

（Ｄ） 「基隆河恰似北台灣的盲腸，賀伯、象神、納莉等颱風過境時，洪水為

患，重創沿岸的汐止、內湖兩地。為整治基隆河的水患，原先有人主張

以兩百年的洪水頻率建築高大堤防（甲），包括購地和工程經費約需1000

億元；行政院後來修正為在上游的瑞芳員山子興建渠道，將上游三分之

一的流量直接導引入海（乙），費用預估僅300億元。」上文中防治基隆河

水患的對策，甲、乙依序為何？（Ａ）蓄洪、導洪（Ｂ）束洪、導洪（Ｃ）

導洪、束洪（Ｄ）束洪、分洪。 

 



 

貳、多重選擇題： 

（  ＡＣ   ） 大淺灘位於加拿大東部海岸附近，此處海水淺而清澈，陽光可以

照射到水底深處，拉布拉多洋流與墨西哥灣暖流在此匯合，浮游生

物甚多，漁業資源豐富。該地具備了哪幾項海洋漁業發展的自然條

件？（Ａ）大陸棚廣大（Ｂ）多珊瑚礁分布（Ｃ）寒暖洋流交會（Ｄ）

位於大河出口沿岸（Ｅ）海水水溫較高。 

（ ＡＤＥ ） 圖是某地的等高線圖，立於「己」處的人，視界所及將能看到

甲—戊處的哪些人？（Ａ）甲（Ｂ）乙（Ｃ）丙（Ｄ）丁（Ｅ）戊。 

 

 

 

 

 

（ ＡＣＥ ） 地理資料的蒐集方式有很多種，例如：（甲）期刊雜誌，（乙）問

卷調查，（丙）網路上下載經濟統計數據，（丁）田野調查，（戊）

戶政事務所抄錄人口資料。上述方式中哪些屬於二手資料？（Ａ）

甲（Ｂ）乙（Ｃ）丙（Ｄ）丁（Ｅ）戊。（Ｅ） 

（ ＣＤＥ ） 下列日常生活用品中，哪些是由「可更新資源」製造而成的？（Ａ）

馬桶蓋（Ｂ）鉛筆芯（Ｃ）木椅（Ｄ）純棉內衣（Ｅ）糙米製免洗

餐盤。 

（  ＡＣ  ） 圖是某地茶葉供銷區域圖，此種區域的劃分與下列哪些屬於相

同的定義方法？（Ａ）高雄中學通學區（Ｂ）地中海型氣候區（Ｃ）

花蓮醫院醫療區（Ｄ）南亞文化區（Ｅ）美國棉花帶。 

 

 

 

 

 

（ＡＢＣＥ） 孟加拉是南亞水患最嚴重的國家，其水患的生成，與下列哪些因

素有密切的關係？（Ａ）熱帶氣旋經過（Ｂ）沿海地勢低窪（Ｃ）

面迎西南季風（Ｄ）北回歸線通過（Ｅ）夏雨過度集中。 

（ＢＣＤＥ） 下列各產業區位的調整，哪些是因為追求經濟的「比較利益」而

形成的？（Ａ）改革開放前，中國大陸重工業移向西部（Ｂ）日本

將造船及石化技術移往韓國及台灣（Ｃ）美國中西部的汽車裝配廠

向海外遷移（Ｄ）台灣部分傳統產業移往東南亞國家（Ｅ）美國Nike

運動鞋將生產基地設在大陸福建。 

（ＡＢＣＤ） 圖是區域發展的空間整合模式圖，在圖中的單一核心期，若邊

陲區的經濟發愈來愈衰退，和下列哪些因素的關係較密切？（Ａ）

資金外流（Ｂ）勞力外流（Ｃ）勞動人口老化（Ｄ）地方市場縮小



 

（Ｅ）天然資源枯竭。 

 

 

 

 

 

 

 

 

 

 

（  ＣＤ  ） 加拿大亞伯達、薩克其萬和曼尼托巴被稱為草原三省，在農業上

實施加強育種及大規模機械化耕作的措施，主要是為了因應該地哪

些自然條件的不足？（Ａ）土壤貧瘠（Ｂ）水利失修（Ｃ）地廣人

稀（Ｄ）生長季短（Ｅ）雨量不足。 

（ＢＣＤＥ） 圖是工業區位與運輸成本分析圖，圖中分別有失重率近於零時

的成本曲線，以及失重率為 40％時的成本曲線。下列哪些敘述與

此圖所顯示的概念相符合？（Ａ）距市場 50 公里之處，分配成本

比集貨成本高（Ｂ）終端成本反映了場站成本（Ｃ）失重率不大

時的最佳設廠地點在市場（Ｄ）失重率為 40％時，最佳設廠地點

在原料產地（Ｅ）圖中集貨成本的曲線，可同時代表「失重率近

於零時」及「失重率為 40％時」的集貨成本。 

 

 

 

 

 

 

 
 

 

 

 

 

 

 

 

 

 



 

◎ 臺灣警察專科學校專科警員班第二十三期（正期學生組）新生入學

考試  
「中外地理」題解  

 

壹、單選題：  
（Ｂ）早期歐洲人到盎格魯美洲探險，其原因「不包括」下列哪一項？（Ａ）

開闢漁場（Ｂ）輸出農產（Ｃ）毛皮貿易（Ｄ）探尋金礦。  
（Ｄ）俄羅斯有哪一條鐵路連貫莫斯科、烏拉山、庫斯巴次、貝加爾湖等四大

工業區，使原料和成品的運輸甚為便利？（Ａ）土西鐵路（Ｂ）中亞鐵

路（Ｃ）裏海鐵路（Ｄ）西伯利亞鐵路。 

（Ｄ）圖是西亞各國簡圖。西亞各國的共同特徵是水源有限，但是下列哪兩

國在農業用水上較為有利？（Ａ）甲乙（Ｂ）乙丙（Ｃ）丙丁（Ｄ）甲

丙。 

 
 
 
 
 
 
 
（Ｃ）有一則現代阿拉伯人的寓言是這樣的：「我的父親騎駱駝。我開車。我的

兒子將會駕駛昂貴的噴射機。但我的孫子，唉！我的孫子，他還是會騎

駱駝。」請問：「我的父親騎駱駝，我的兒子駕駛昂貴的噴射機。」下列

何者最能說明這句話的意義？（Ａ）自然環境的變化改變了人類活動（Ｂ）

自然環境的變化改變了人文環境（Ｃ）人文環境的變化改變了人類活動

（Ｄ）人文環境的變化改變了自然環境。 

（Ｄ）下列四張地圖，是依據四種不同指標所繪製的亞洲地理區圖，其中哪一

個圖形最能用來解釋「九一一事件之後，巴基斯坦對阿富汗採取較為同

情的態度」，以及解釋「新疆獨立運動發生的背景因素」？ 

    （Ａ）        （Ｂ）           
 
 
 
 
 
    （Ｃ）        （Ｄ）           

 

 

圖



 

 

 

（Ｂ）中國的東嶽泰山高度雖僅 1545 公尺，卻可令人「登泰山而小天下」，主

要原因為何？（Ａ）絕對高度大（Ｂ）相對高度大（Ｃ）山地坡度陡（Ｄ）

岩層古老堅硬。 

（Ｃ）當台灣白晝最長時，以下各地的盛行風向何者正確？（Ａ）黃淮平原：

西南風（Ｂ）地中海地區：西風（Ｃ）印度半島：西南風（Ｄ）智利中

部：東南風。 

（Ａ）圖是某海域海水面水溫的等溫線圖，從其水溫的變化，可知該海域有

洋流經過，請分析此洋流的性質為何？（Ａ）為南半球的涼流（Ｂ）為

南半球的暖流（Ｃ）為北半球的寒流（Ｄ）為北半球的暖流。 

 

 

 

 

 

（Ｃ）東北地區林礦資源豐富，兼以地廣人稀，曾引起鄰近俄、日兩國入侵與

經營，以達成其擴張版圖的目的。此一發展背景，與東北哪一項區域特

色的形成關係最「小」？（Ａ）以重工業為主。（Ｂ）鐵路網的密集興建。

（Ｃ）農產以高粱、小米、大豆、玉米、小麥為主。（Ｄ）都市化程度高

於全中國平均值。  
（Ｃ）圖是三種交通工具的路線成本示意圖，若依據火車、汽車、輪船的順

序排列，正確的順序為何？（Ａ）1、2、3（Ｂ）3、2、1（Ｃ）2、1、3
（Ｄ）3、1、2。  

 
 
 
 
 
 
 
（Ｃ）印度聖雄甘地曾說過：「我們這個世界足以供應人類所需，但無法滿足人

類的貪婪。」在地球村裡，每個人都是問題的起源，卻也是解決問題的

開端，因此他又說：「想要讓世界改變，就把自己當成這個改變。」其意

義是：全球思維，就地行動，道德作為。由以上敘述得知，甘地的思想

較傾向於下列哪一個理論？（Ａ）環境決定論（Ｂ）環境可能論（Ｃ）

環境協調論（Ｄ）環境人口論。 

（Ｂ）圖是中國農業分區圖。影響中國農業土地利用類型的主要依據為何？

（Ａ）地形、氣溫（Ｂ）氣溫、年雨量（Ｃ）年雨量、日照時數（Ｄ）

圖

圖





 

日照時數、土壤類型。 

 

 

 

 

 

 

 

 

 

 

 
（Ｂ）西非的貝南、多哥、迦納等國家，其疆域由沿海向內陸呈長條形，同時

交通路線多由沿海向內陸修建，顯示其發展過程與下列何者的關係密

切？（Ａ）礦產的分布（Ｂ）殖民的背景（Ｃ）人口的分布（Ｄ）民族

國家的興起。 

（Ｄ）下列四圖為均質地面一種作物一個市場的競租曲線變化圖，其中實線表

示原有競租曲線，虛線表示新競租曲線。當單位面積產量增加時，市場

價格 m、生產成本 c、運費率 t 不變的情況下，其競租曲線應為下列何者？ 

    （Ａ）        （Ｂ）           

 

 

 

 

    （Ｃ）        （Ｄ）         

 

 

 

 

◎家祁收到來自地球另一端的筆友派格溫的 E-mail，信中提到：「我們居住的地方
在美國內陸北部的北達科他州（99。W），年溫差相當大，夏天經常熱到 30℃，
冬天最寒冷的時候可以降到 -20℃。這裡的氣候非常適合栽種穀類，我們住家附

近就有一片一望無際的田地。最後祝你聖誕快樂。派格溫於 12 月 24 日下午 4
點。」根據上文，試問—題：  

（Ａ）派格溫所住的地方，其氣候類型最可能與下列何地一樣？（Ａ）紐約（Ｂ）

邁阿密（Ｃ）溫哥華（Ｄ）洛杉磯。 

圖  



 

（Ｄ）下列何者「不是」當地農業經營的特色？（Ａ）機械化（Ｂ）專業化（Ｃ）

企業化（Ｄ）集約化。 

（Ｄ）派格溫寫信的當時，台灣時間為 12 月幾日幾時？（Ａ）24 日凌晨 1 時

（Ｂ）24 日凌晨 2 時（Ｃ）25 日早上 6 時（Ｄ）25 日早上 7 時。 

◎「遙望四周，平衍浩博，茫茫若土海之狀，置身於此，幾不疑其下尚有深溝低

谷，峻峭懸崖。及入川谷，則見土山四嶂，谷深崖峭，形勢大異，置身於此，

亦不疑其上尚有坦蕩廣闊之地面。」這是中國某一地區地理景觀的描述，試

問、題：  
（Ａ）上文所描述的景觀，最可能出現在下列哪一地區？（Ａ）黃土高原（Ｂ）

滇西縱谷（Ｃ）青藏高原（Ｄ）蒙古戈壁。 

（Ｃ）本區地形的成因，主要包括下列哪些作用？（甲）冰河作用，（乙）河積

作用，（丙）河蝕作用，（丁）風積作用，（戊）風蝕作用。（Ａ）甲乙（Ｂ）

乙丙（Ｃ）丙丁（Ｄ）乙戊。 

◎圖為台灣南部海底地形示意圖，試問、題： 

 

 

 

 

 

（Ａ）圖中新發現的海底大峽谷，長約 250 公里，深可達 900 公尺，由此研判

高屏溪口至巴士海峽的這段地形是什麼？（Ａ）峽灣（Ｂ）海階（Ｃ）

溺谷（Ｄ）谷灣。 

（Ａ）高屏溪以北至北港溪的海岸，濱外多沙洲，沿岸多海埔地，應屬於下列

哪一種海岸？（Ａ）離水堆積海岸（Ｂ）離水侵蝕海岸（Ｃ）沈水堆積

海岸（Ｄ）沈水侵蝕海岸。  
◎「難得的假期，一早錫楷就和好友大頭相約在台北西門町，他們先到電影院看

了早場的魔戒Ⅲ，排隊人潮還真是不少。看完電影之後，錫楷想找一本魔戒的

原著小說來讀，於是大頭提議他們到重慶南路的書店去購買。到了重慶南路，

發現書店林立，不愁買不到。順利選購完畢之後，大頭又說他想把魔戒Ⅰ、Ⅱ

的完整版 DVD 買來收藏，於是他們又殺到了光華商場。那兒除了有林立的電腦

專賣店之外，各式的電影光碟可說是應有盡有，所以很順利就買到了，他們也

順便買了一些空白光碟片，以便電腦資料需要備份時使用。」根據上文，試問

— 題： 

（Ｃ）透過媒體的宣傳及運輸的發達，使美國電影魔戒Ⅲ在台灣上映時創下超

高票房周邊商品亦風行熱賣，這種現象最適合以下列哪一種觀點來解

釋？（Ａ）推拉理論（Ｂ）聚集經濟（Ｃ）空間擴散（Ｄ）跨國企業。 

圖  



 

（Ｂ） 上文中所提到的「重慶南路書店街」、「光華商場電子專賣廣場」，此種都

市商業分布的模式，與下列何項影響工業區位的因素最為相似？（Ａ）

政府規畫（Ｂ）聚集經濟（Ｃ）交通便利（Ｄ）接近市場。 

（Ｄ） 錫楷和大頭所購買的空白光碟片，適用於各種廠牌的燒錄機，這種情形

符合現代工業生產的哪一項特色？（Ａ）泰勒化（Ｂ）自動化（Ｃ）標

準化（Ｄ）規格化。 

表為中國北方某地地理特徵的統計表，試問 、 題：  
 
 
 
 
（Ｃ） 根據上列資料判斷，該地年間糧食單位面積產量降低的原因為何？（Ａ）

「退耕還牧」面積增大（Ｂ）機械化程度提高（Ｃ）毀林開荒導致環境

惡化（D）耕地面積不斷擴大。  
（Ｂ） 根據上列資料判斷，目前該地所面臨的主要生態環境問題為何？（Ａ）

風沙危害嚴重（Ｂ）水土流失加劇（Ｃ）日照條件變差（Ｄ）氣候大陸

性增強。  
◎圖為某地區的海陸分布示意圖，試問 、 題：  

 

 

 

 

 

（Ｂ） 此圖最可能是下列哪些大陸的一部分？（Ａ）歐亞大陸、澳洲大陸（Ｂ）

歐亞大陸、北美大陸（Ｃ）北美大陸、澳洲大陸（Ｄ）北美大陸、南美

大陸。  
（Ａ） 圖中 a、b、c、d 四個地區所在沿海海域的海水溫度高低是：（Ａ）d>c>b>a

（Ｂ）d>b>c>a（Ｃ）d>a>b>c（Ｄ）d>c>a>b。  
◎「俾格米人在耕種以前，得先把森林中一小塊土地上的樹木燒掉，然後種植一

兩年山芋和樹薯等簡單的食用作物。由於高溫潮溼的熱帶氣候農作物容易生

長，所以此種農業的耕種工作少，不需要太多勞力、技術和資金。他們的土地

沒有施肥，所以，經過一兩年後，土壤因為淋溶作用而變得貧瘠，農民便遷移

到別處，再清除一塊土地來耕種。」根據上文，試問 、 題： 

（Ｂ） 此種農業類型最可能發生在下列何地？（Ａ）尼羅河谷地（Ｂ）剛果盆

地（Ｃ）拉布拉多高原（Ｄ）澳洲中部。 

（Ａ） 此種農業在下列何種情況下，將無法和自然環境維持生態平衡？（Ａ）

人口太多（Ｂ）休耕期長（Ｃ）雨季太長（Ｄ）大量施肥。 

 

貳、多重選擇題：   

表

圖  



 

（ ＡＢ ） 圖中縱軸表示 ei/e 的比值，即某一國家某都市 i 行業就業員工

數占該市總就業員工數的比例；橫軸表示 Ei/E 的比值，即該國 i

行業就業員工數占全國總就業員工數的比例，甲—戊是該國五個都

市，圖中斜線是 45 度，則該國哪些都市屬於 i 行業的專業化都市？

（Ａ）甲（Ｂ）乙（Ｃ）丙（Ｄ）丁（Ｅ）戊。 

 

 

 

 

 

 

 

 

（ ＡＣ ） 下列哪些城市的降雨量以一月份最多？（Ａ）突尼斯（突尼西亞）

（Ｂ）聖地牙哥（智利）（Ｃ）巴西利亞（巴西）（Ｄ）卡拉卡斯（委

內瑞拉）（Ｅ）卡土穆（蘇丹）。  
（ ＡＣＥ ） 圖為計量地理的相關分析圖，可表現地理現象間的某種相關性。

若不比較圖中的原點，則下列哪些現象的相關性和此圖類似？（Ａ）

雨量與流量（Ｂ）溫度與氣壓（Ｃ）集約度和單位面積產量（Ｄ）

都市建物多寡與風速度大小（Ｅ）都市人口數與熱島效應。 

 

 

 

 

 

 

（ ＡＤ ） 地理資訊系統（GIS）的應用領域很廣，例如：（甲）山坡地開發

的監測，（乙）校車行駛路線規畫，（丙）警車的勤務區規畫，（丁）

海岸線的變遷，（戊）風景區觀景台的選址。其中哪些是以使用疊

圖分析為主？（Ａ）甲（Ｂ）乙（Ｃ）丙（Ｄ）丁（Ｅ）戊。 

（ＡＣＤＥ） 圖為河水流速與淤沙運動方式的關係圖，依據此圖所示，下列

敘述哪些是正確的？（Ａ）搬運礫石所需的流速大於搬運砂粒所需

的流速。（Ｂ）流速 20cm/sec 時細礫會全部沈積。（Ｃ）保持顆粒

呈懸浮狀態所需的流速，低於其起始速度。（Ｄ）若水流從靜止開

始加速流動，最先被侵蝕的是砂粒。（Ｅ）礫石等較粗的顆粒，侵

蝕與沈積作用之間的範圍很窄，表示流速稍降即會沈積。 

 

 

 

圖

圖

圖



 

 

 

 

（ ＡＢＥ ） 表是台灣年逕流量的流向表，根據年入海水量的百分比判斷，

此百分比和台灣的哪三項地理特徵關係最密切？（Ａ）河流坡度

（Ｂ）河流長度（Ｃ）年降雨量（Ｄ）雨量變率（Ｅ）雨量季節分

布。 

 

 

 

 

 
  
（ＡＢＤＥ） 國家公園的設立，是一個國家邁向文明開發，提倡保育政策之執

行指標。下列哪些是國家公園所具有的功能？（Ａ）提供都市居民

戶外遊憩的場所（Ｂ）提供科學研究之最佳戶外實驗室（Ｃ）促進

園區內部地方經濟的繁榮（Ｄ）提供國民接觸自然及環境教育之機

會（Ｅ）保護生態環境及促進國土保安。 

（ ＢＤＥ ） 若和羅馬文化相比，希臘文化在下列哪三項具有較大的特色或成

就？（Ａ）法律制度（Ｂ）哲學思想（Ｃ）工程實務（Ｄ）文學藝

術（Ｅ）列柱廊道。 

（ ＢＣＥ ） 下列哪些地理圖表，常用來表示地理現象的空間分布特性？（Ａ）

長條圖（Ｂ）點子圖（Ｃ）區域密度圖（面量圖）（Ｄ）曲線圖（Ｅ）

等值線圖。 

（ ＡＢＤ ） 依據不同的定義方法，可將區域分為均質區和機能區。下列哪些

區域屬於機能區？（Ａ）台南一中通學區（Ｂ）署立台東醫院醫療

服務範圍（Ｃ）伊斯蘭教的分布區（Ｄ）中地的服務範圍（Ｅ）季

風亞洲稻作農業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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