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8 學 年 度 身 心 障 礙 學 生 升 學 大 專 校 院 甄 試 試 題
甄試類組：大學
甄試科目：地理
選擇題共四十題，每題 2.5 分，共計 100 分。
1. 愛滋病被稱為二十世紀的黑死病，到目前為止尚無有效的治療方法，單在 2005
年已奪走全球近 310 萬條寶貴的性命。請問目前世界各地中，哪一個地區的愛
滋病感染率最高？
(A)北美洲 (B)非洲 (C)歐洲 (D)西亞
2. 「不願面對的真相」一片紀錄美國前副總統高爾在世界各地的巡廻演講，內容
包括史上最熱的 10 年都發生在最近的 14 年，而且海洋的溫度急速上升，形成
更多威力更強大的熱帶暴風和颶風；氣溫的改變也讓地球許多野生動物面臨絕
種的危機，請問該片所關注的是下列何項環境問題？
(A)酸雨 (B)全球暖化 (C)臭氧層破洞 (D)水污染
3. 古巴的哈瓦那被稱為「熱帶巴黎」，阿根廷的布宜諾斯艾利斯也有「南美巴黎」
的稱號，象徵這些地區在發展過程中相當奢華，不論是市景的公共建築或是私
人住宅庭園皆相當講究。請問這種都市景觀相對於平均國民所得偏低的經濟發
展而言，可知何種社會問題相當嚴重？
(A)種族歧視明顯 (B)市場價格波動 (C)貧富差距懸殊 (D)外來文化影響
4. 台灣西部的海岸多是沙岸地形，其形成的主要原因為何？
(A)陸地上升 (B)海面下降 (C)河流沖積 (D)海水侵蝕
5. 河川有主流、支流之分，許多小支流匯成大支流，最後形成主流，這種相互連
接的河道系統，我們稱為
(A)流域 (B)分水嶺 (C)水系 (D)集水區
6. 「永續性能源」的使用，一直是紐西蘭所極力推展的。試問哪二種能源是紐國
最有潛力的能源？
(A)石油、燃煤 (B)水力、風力 (C)地熱、天然氣 (D)太陽能、核能
7. 南非素以礦產著名，諸如金礦、鑽石礦及白金礦等。其之所以有這麼多礦藏，
與下列何者最有關係？
(A)地質多斷層
(B)地層褶曲作用強烈
(C)地層為古老的結晶性基岩 (D)岩層排列整齊
8. 茂伯家住在海邊，以養殖漁業為生，為了魚塭用水而大量抽取地下水，這樣的
經營方式，可能對環境所造成的傷害，下列選項中何者正確？
(A)地層下陷 (B)海岸線前進 (C)海水倒灌 (D)水質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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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哪一座都市為美國第一大城及第一大港，也是全球最大的金融中心，牽動全球
股市動脈？
(A)紐約 (B)芝加哥 (C)華盛頓 (D)舊金山
10. 每當 G8 ( 八大工業國 ) 開會時，總有許多人前來鬧場，表達反全球化的立場。
這些人主要是基於下列哪一問題而反對全球化？
(A)貧富差距擴大 (B)疾病的傳染 (C)物種的消失 (D)科技改變生活
11. 中、南美洲高原或山間盆地，是人口聚居、都市分布和農牧發達的精華區，其
主因為何？
(A)氣候涼爽宜人
(B)礦產資源豐饒
(C)氣候溼熱，宜於農耕 (D)交通非常發達
12. 全球七大洲中，哪一個陸塊的地形以高原為主體，氣候嚴寒，且同時濱臨太平
洋、大西洋、印度洋三大洋？
(A)非洲 (B)大洋洲 (C)南美洲 (D)南極洲
13. 臺灣地處歐亞板塊和菲律賓海板塊的接觸帶，二者在花東縱谷縫合，以致地震頻
繁、火山地形分布普遍。下列哪個縣的火山地形面積，佔全縣總面積的比率最高？
(A) 花蓮縣 (B) 臺北縣 (C) 臺東縣 (D) 澎湖縣
14. 墨西哥由於加入何種經濟組織，使得經濟型態由農業轉向加工出口的工業？
(A)聯合國 (B)世界貿易組織 (C)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D)北美自由貿易區
15. 小明和大華到大陸考察，到某地區發現當地南北兩端皆為高大山脈所包圍，東端
夏季時吹入西南季風帶來水氣，因此當地居民以青稞為主要的農作物。請問他們
所考察的地區為下列何處？
(A)藏北高原 (B)準噶爾盆地 (C)藏南縱谷 (D)四川盆地
16. 印度教、佛教、基督教及伊斯蘭教為世界四大宗教。請問：其起源均來自何處？
(A)美洲 (B)亞洲 (C)非洲 (D)歐洲
17. 北美洲是全球湖泊最多的大陸，此一現象和下列何者關係最密切？
(A)火山活動頻繁 (B)地勢低漥易積水 (C)曾受冰河影響 (D)斷層陷落造成
18. 下列哪一項適合用來形容中部非洲的區域特色？
(A)熱帶栽培業最興盛 (B)工業最現代化 (C)天然資源豐富 (D)白人分布最多
19. 向以景觀險峻著稱的「清水斷崖｣，位於台灣的哪一處海岸？
(A)東部海岸 (B)南部海岸 (C)西部海岸 (D)北部海岸
20. 台灣的石油化學工業分布在高雄最多的原因是
(A)原料豐富 (B)市場廣大 (C)工資低廉 (D)海運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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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東南亞的飲食文化以「酸、辣」著稱，反映出當地何種氣候特色？
(A)氣候冬冷
(B)氣候溼熱
(C)氣候乾熱
(D)冬冷夏熱
22. 下列哪個國家的領土橫跨歐、亞兩洲控制黑海往地中海的水道？
(A)俄羅斯 (B)阿富汗 (C)伊拉克 (D)土耳其
23. 瑞士稱為「世界公園」的主要原因是：
(A)有冰河形成的峽灣地形
(B)有優美的阿爾卑斯山
(C)有「花都」之稱的美麗都市
(D)有避寒、避暑勝地的蔚藍海岸
24. 在西亞地區從事農業活動，首要的措施是什麼？
(A)改良土壤
(B)發展交通
(C)興修水利

(D)開闢梯田

25. 臺灣的河川具有下列哪種特性？
(A)河川長，流量穩定
(B)河川長，流量不穩定
(C)河川短促，流量變化大
(D)河川短促，流量穩定
26. 環地中海地區傳統農業耕作方式，實行兩年輪耕制，每年只耕作一半的田地，另
一半則任其休耕，主要原因是：
(A)土力衰竭
(B)勞力短缺
(C)雨量不足
(D)牧地需求
27. 廣西、貴州和雲南東部一帶，土地貧瘠，地表崎嶇，耕作不易，與下列哪一因素
最有關係？
(A)湖泊太多
(B)土壤呈酸性
(C)石灰岩廣布
(D)河川侵蝕強
28. 巴拿馬運河是目前世上唯一的「聯洋運河」，它是溝通哪兩個海洋的捷徑？
(A)太平洋、墨西哥灣
(B)地中海、大西洋
(C)大西洋、太平洋
(D)北極海、大西洋
29. 若依聚落發展成因來分，西亞地區的都市大多屬於哪一類型？
(A)軍事型
(B)宗教型
(C)綠洲型
(D)礦業型
30. 下列哪一個國家匯集火山、溫泉、泥火山、地熱、冰河及峽灣等各特殊地形，成
為電影「魔戒」的拍片場景而聞名
(A)冰島
(B)愛爾蘭
(C)紐芬蘭
(D)紐西蘭
31. 一位學者描述中國某個平原的區域特色：
「四周山環水繞，中央地勢低平、土壤
肥沃。長期以來，許多游牧民族和漁獵民族向平原聚集；也有眾多華北平原的農
耕民族移入，使本區居民的生活，具有多元文化的色彩。」該平原最可能是：
(A) 寧夏平原 (B) 渭河平原 (C) 成都平原 (D) 松遼平原
32. 東歐各國被稱為「政治破碎帶」的主要原因是
(A)山川形勢複雜
(B)氣候具過渡性質
(C)曾為共黨國家
(D)宗教、民族複雜，多紛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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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下列哪一國家控制麻六甲海峽，為國際轉口貿易重鎮？
(A)泰國
(B)印尼
(C)新加坡
(D)菲律賓
34. 南歐三大半島均具有下列哪一項特徵？
(A) 海岸平直 (B)夏雨集中
(C)濱臨地中海

(D)以高原為主體

35. 「古名波斯，高山外繞，沙漠廣布，居民以畜牧為主，向以波斯地毯聞名。」以
上敘述所指的是何國？
(A)伊朗
(B)伊拉克
(C)以色列
(D)土耳其
36. 臺灣開發的過程中，大量砍伐森林，轉種一般農作物，提高了哪一種災害的發生
率？
(A)旱災
(B)土石流
(C)水災
(D)地震
37. 世界三大手機公司：Motorola、Ericsson、Nokia，北歐國家就占了兩大廠，最主
要的原因是：
(A)北歐國家生活水準普遍較高，手機可提高生活品質
(B)北歐國家較重視產品研發工作
(C)北歐地區地廣人稀，冬季氣候惡劣，有線電話使用不佳
(D)北歐人民重視戶外休閒旅遊活動
38. 中南半島與中國一脈相連，地勢北高南低，山川大致呈南北走向且相間排列。根
據以上描述，推測中南半島的地形是由中國何地向南延伸而來的？
(A)藏北高原
(B)橫斷山脈
(C)雲貴高原
(D)藏南縱谷
39. 東非國家的經濟基礎一般皆為依賴式的經濟，即熱帶栽培業或礦業，如果能利用
優良的氣候條件，成立國家公園，發展觀光業，也可以提高國民所得，下列哪一
國家最積極朝此方式發展，因而提高了國民所得？
(A)肯亞
(B)索馬利亞
(C)衣索比亞
(D)烏干達
40. 台灣地區哪一座國家公園，是以維護史蹟和文化景觀為主旨？
(A)墾丁國家公園 (B)陽明山國家公園 (C)金門國家公園 (D)太魯閣國家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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