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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測驗 

地理考科考試說明 

前言 

111 學年度開始，「分科測驗地理考科」依據 108 學年度實施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

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簡稱「社會領綱」）1進行命題。

本考科主要目的在於鑑別高中階段地理素養的學習成效，作為大學的選才基礎。 

社會領綱的學習重點包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二部分，作為學習評量的架構。

本考科係以「學習表現」為基礎，配合分科測驗的特性和實施條件，選取紙筆測驗適合命

題的學習表現作為測驗目標，並以「地理技能」、「地理系統」、「地理視野」，以及「空間

資訊科技」、「社會環境議題」和「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學習內容為

範疇。以下即分別說明分科測驗地理考科的測驗目標、測驗內容及試題舉例。 

 

壹、測驗目標 

本考科的測驗目標旨在測驗考生地理系統知識、地理技能運用之能力、區域特色解析

之能力，以及地理問題探究及解決之能力。 

一、測驗考生具備地理學科的系統知識 

此部分著重考生記憶或理解重要的地理事實、專有名詞、概念、原則和理論，並能從

情境中加以分辨、釐清和說明。分項目標如下： 

1-1 分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意義。 

1-2 釐清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內涵。 

1-3 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相關的地表現象。 

二、測驗考生運用地理技能之能力 

此部分著重考生能以適當方法與技術評估選擇、處理、分析與展現地理資料。分項目

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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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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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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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08 學年度實施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國民中小學暨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社會領域」於民國

107 年 10 月 26 日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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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驗考生解析區域特色之能力 

此部分著重考生能分析與解釋區域特色、區域差異與區域間的互動。分項目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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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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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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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測驗考生探究及解決地理問題的能力 

此部分著重考生是否能整合地理知識、技能與視野來探究並解決問題。分項目標如下： 

4-1 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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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4-4 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與內涵，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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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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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測驗內容 

一、測驗範圍 

本考科測驗內容涵蓋「學習內容」的地理必修課程之「地理技能」、「地理系統」、

「地理視野」、「田野實察」等主題，以及加深加廣選修的「空間資訊科技」、「社會環

境議題」和「探究與實作：地理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等課程。 

 

二、題型、配分 

題型包含選擇題型、非選擇題型（填充題、問答題、及其他如繪圖、製表等），以及

混合題型（題組中包含選擇題型與非選擇題型）。三種題型中之選擇題型占分比例約為

70%~80%，非選擇題型占分比例約為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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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試題舉例 

99 課綱強調「核心能力」，108 課綱強調「核心素養」，二者本來有所延續與關連，並

非斷裂。99 課綱指考、學測採用之情境題或基本題，亦多適用於本次訂定的測驗目標，可

為試題示例供各界參考。 

限於篇幅，以下僅以較高強度的素養導向題型為主，目的在呈現素養導向命題的各種

策略與樣貌，並未包含以往較常見的基本題型。但未來分科測驗地理試卷於組卷時，基本

題型與素養導向新題型都會採用，維持適當比例及整體難易度。 

以下分成兩部分進行試題舉例，第一部分著重測驗目標對應的試題示例，第二部分著

重題型的示例。 

一、測驗目標試題舉例 

（一）測驗考生具備地理學科的系統知識 

【例題 1】 

◎地表的地形樣貌常常是其質地組成的展現，照片 1 是某河岸邊的岩層，圖 1 是根據照

片 1 所繪製的野外實察地形剖面示意圖。請問： 

1-1. 照片 1 中展現地表不同起伏的外貌，此現象主要受何者作用影響最大？ 

(A)差異風化 (B)差異侵蝕 (C)差異堆積 (D)差異滑動 

1-2. 答題卷之表格中，為照片 1 中沉積岩層之砂岩和頁岩岩層兩者之特性比較，請於表

格的空格內填入適當的岩石類型名稱。【全對才給分】 

1-3. 答題卷之照片中，河流地形是由砂岩和頁岩交互岩層的沉積岩所構成。請依答題示

例畫出及標註一處以砂岩為主的岩層和一處以頁岩為主的岩層。 

照片 1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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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岩 砂岩 

【答題卷作答區】 

第 1 題 A B C D 
 

第 2 題 

 

沉積岩層之岩石類型                                   

平均粒徑（mm） 1/256 1/8 

顆粒間孔隙大小 小 大 

顆粒與空氣或水接觸之

總表面積（兩岩層岩體體

積相同時） 

大 小 

膠結作用 差 良好 

第 3 題 

 

（108 年研究用試卷） 

1-1. 

參考答案：(B)差異侵蝕 

測驗內容：地 Bb-V-1 地形營力。 

分項目標：1-1分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意義。 

1-2. 

滿分參考答案： 

沉積岩層之岩石類型 頁岩 砂岩 

測驗內容：地 Bb-V-2 各類地形系統。 

分項目標：1-2釐清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內涵。 

1-3. 

滿分參考答案： 

 

 

 

 

O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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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2： 

全部給分：標示砂岩的範圍圈選正確及標示頁岩的範圍圈選正確。 

部分給分：標示砂岩的範圍圈選正確或標示頁岩的範圍圈選正確。 

不 給 分：錯誤標示砂岩的圈選範圍與錯誤標示頁岩的圈選範圍。 

測驗內容：地 Bb-V-3 地形辨識。 

分項目標：1-3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相關的地表現象。 

命題說明：透過野外之真實環境，測驗考生對於地形、岩石種類和地景特色的瞭解。第

1 小題評量考生對於地形營力之作用機制；第 2 小題評量考生是否能瞭解不

同岩石種類的基本特性；第 3小題評量考生能否辨識不同岩石種類，受到外

營力影響時所產生的差異樣貌。 

                                                 
2 正式考試公告的評分標準，皆需通過「閱卷評分標準訂定會議」及「試閱會議」等程序之議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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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測驗考生運用地理技能的能力 

【例題 2】 

◎臺灣的平均雨量高達 2,400 毫米，為世界平均

值的 4－6 倍左右，但因為獨特的地理特性（地

形與氣候的交互作用），使降雨量在時間與空間

上有極大的變化。圖 2 為七月的長期平均雨

量，底圖為臺灣主要河川流域圖。請問： 

2-1. 請在答題卷上標示七月最大雨量主要出現的

流域名稱。 

2-2. 接續上題，除了地形效應的影響外，下列何

者是造成此現象的最可能原因？ 

(A)颱風中心最常經過 

(B)颱風共伴東北季風 

(C)颱風共伴西南氣流 

(D)颱風共伴對流降雨 

 

【答題卷作答區】 

第 1 題 

 

第 2 題 A B C D 
 

（108 年研究用試卷）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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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滿分參考答案： 

 

測驗內容：地 Ca-V-1 臺灣自然環境的特殊性。 

分項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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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釐清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內涵。 

2-2. 

參考答案：(C)颱風共伴西南氣流 

測驗內容：地 Ba-V-5 問題探究：氣候、水資源與人類生活。 

分項目標：1-3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相關的地表現象。 

命題說明：地形為影響氣候的主要因素之一，學生應瞭解臺灣的降雨量在世界上的特性，

並瞭解臺灣的地形對各區域雨量的影響。颱風為控制臺灣夏季降雨的主要因

素，因此逆時針的熱帶氣旋共伴西南氣流，對於高屏溪這條西南向開口的河

川有更決定性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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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3】 

3. 圖 3 為某地不同年度的衛星影像圖。圖 4 為三角圖，圖上圓點表示三種要素的比例，

箭頭方向表示此比例的改變趨勢。根據圖 3 中 2003 年的土地利用判釋結果，建成地

占 20%、農地占 40%、林地占 40%。請以圖 4 的作答示例，在答題卷上的三角圖中

標示 2003 年土地利用比例的組成點位，並繪製箭頭表示至 2018 年時土地利用比例

的變化趨勢。 

2003 年 2018 年 

  
圖 3 

【答題卷作答區】 

第 1 題 

 

（108 年研究用試卷） 

圖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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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分參考答案： 

 

評分標準：評分原則示意圖如下： 

 

 

 

 

 

 

 

評分原則：考生作答答案要在這兩條射線範圍內，且不能在線上。 

全部給分：「土地利用比例組成點位」與「變遷趨勢箭頭」正確標示。 

部分給分：僅「土地利用比例組成點位」或「變遷趨勢箭頭」正確標示。 

不 給 分：「土地利用比例組成點位」與「變遷趨勢箭頭」未正確標示。 

測驗內容：地 Aa-V-4 資料整理、分析與展示。 

地 Ac-V-3問題探究：地圖判讀與使用。 

分項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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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題說明：透過圖表來分析及歸納地理現象的變化趨勢是重要的地理能力之一。本題旨

在評量考生除了是否具備判讀遙測影像地圖的能力之外，更進一步評量其是

否具備利用圖表歸納資訊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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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 

◎廉價航空近年在臺灣吹起一股熱潮，讓花小錢出國蔚為風潮，也提升旅客出國自由行

之意願。暑假期間，小明欲規劃一趟和家人的日本自由行之旅，安排行程時，查到日

本某熱門旅遊地點的氣候資料，表 1 為該地的雨量與氣溫統計表。請問： 

表 1 

月分 1月 2 月 3月 4月 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10 月 11月 12月 

平均雨量

（mm） 
107 120 161 166 232 247 141 241 261 153 110 103 

平均氣溫

（℃） 
17 17 19 21 24 27 29 29 28 25 22 19 

4-1. 請依照表 1 資料，在答題卷上繪製完成該地全年的平均氣溫及雨量變化圖。 

4-2. 請指出此為何種氣候類型。 

【答題卷作答區】 

第 1題 

 

第 2題 

 

               

（108 年研究用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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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滿分參考答案： 

 

測驗內容：地 Aa-V-4 資料整理、分析與展示。 

分項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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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2. 

滿分參考答案：亞（副）熱帶季風氣候 

測驗內容：地 Ba-V-3 氣候類型。 

分項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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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題說明：透過各類資料分析發現並思考地理現象為重要的地理能力之一。本題以日本

的氣候資料為例，考生需整理表格數字且轉成圖像，同時由資料特性發現氣

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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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測驗考生解析區域特色之能力 

【例題 5】 

◎表 2 為日本、韓國、美國與英國等四個國家文化產業發展特色的描述。請問： 

表2 

國家 文化產業發展特色 

甲 

重視創意設計，為全球第一個利用公共政策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國家。主要的文化

產業部門趨於多元，涵蓋建築、音樂、電腦遊戲、電影等，中、小型企業是該國發展文

化創意產業的主力。實現了由以製造業為主的「世界工廠」向以文化產業為主的「世界

創意中心」的成功轉型。 

乙 

藉由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輸出文化產品，以視聽影音產品為大宗，產品製作多結合

高科技，投資成本與利潤均大。國內發展出專業化文化產業生產區，尤其是西海岸的地

中海型氣候區，企業在此共享區域公共設施與市場環境，緊密分工，提高產值與利潤。 

丙 

是全球最大的動漫製作和輸出國，遊戲產業也在全球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文化產業

規模已超過了本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電子產業和汽車產業。由於開發的遊戲軟體常源自

動漫作品，因此形成了以動漫產品為核心，帶動遊戲、圖書、視聽影音等周邊商品出口

的發展趨勢。 

丁 

文化產業在近十餘年才呈現快速增長，並風靡全球，以影視、網路遊戲、音樂等娛樂文

化為主體，國家金融的大力扶持為其提供了良好的環境。近年大量出口的影視產品與音

樂具有區域性國際影響力，帶動了觀光旅遊業的發展；網路遊戲除在其國內的市場持續

成長外，出口規模也快速擴增。 

5-1. 表 2 中哪個國家的特色描述，最能呈現聚集經濟在該國文化產業發展發揮的效應？ 

(A)甲 (B)乙 (C)丙 (D)丁 

5-2. 臺灣與表 2 中哪兩個國家的貿易依存度最高？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修改自 105 學年度指考） 

5-1. 

參考答案：(B)乙 

測驗內容：地 Cg-V-3 產業發展與都市文明。 

分項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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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參考答案：(C)乙丙 

測驗內容：地 Cb-V-2經濟崛起與轉型的歷程。 

地 Cb-V-4問題探究：國家間的競爭與合作。 

地 Ca-V-4問題探究：臺灣經濟發展與世界的關聯。 

分項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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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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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題說明：本題組提供日本、韓國、美國與英國等四個國家的區域文化特色的描述為情

境。第 1子題旨在評量考生對於聚集經濟概念的理解。聚集經濟是指生產企

業因為空間聚集，共享公共設施和市場環境，而降低其單位生產成本的經濟

效益，表中僅有乙國提及此特徵。第 2子題旨在測驗考生對於美、日文化產

業發展特徵與臺灣國際貿易特色的認識。從表 3中甲之敘述「為全球第一個

利用公共政策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國家。……實現了由以製造業為主的

『世界工廠』向以文化產業為主的『世界創意中心』的成功轉型。」，可判斷

出甲國為英國；乙之敘述「藉由強大的政治和經濟影響力輸出文化產品，……

國內發展出專業化文化產業生產區，尤其是西海岸的地中海型氣候區。」，可

判斷出乙國為美國；丙之敘述「是全球最大的動漫製作和輸出國，遊戲產業

也在全球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可判斷出丙國為日本；丁之敘述「國家金

融的大力扶持為其提供了良好的環境。……網路遊戲除在其國內的市場持續

成長外，出口規模也快速擴增。」，可判斷出丁國為韓國。故表中甲至丁四國

依序是英國、美國、日本與韓國。臺灣與美、日貿易依存度較高，故以(C)

乙丙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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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6】  

6. 近年臺灣農田休耕、棄耕或廢耕的面積逐年增加，糧食進口量大幅上揚，2016 年以

熱量為計算基準的糧食自給率僅剩 31%。造成臺灣近年糧食自給率下降的原因，最

可能包括下列何者？ 

甲、農業科技進步 乙、農村勞動力老化 

丙、國人飲食習慣改變 丁、氣候變遷導致產量降低  

戊、加入 WTO 後部分糧食作物無法與進口作物競爭 

(A)甲乙丁 (B)乙丙戊 (C)甲丙丁 (D)乙丁戊 

（107 學年度指考） 

參考答案：(B)乙丙戊 

測驗內容：地 Ca-V-4 問題探究：臺灣經濟發展與世界的關聯。 

地 Kb-V-4縮短食物里程能否增進國家糧食供應的穩定性？ 

分項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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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題說明：本題以 2016 年臺灣糧食自給率為 31%的現象作為試題情境，旨在評量考生

是否了解臺灣糧食自給率降低的原因。其中造成臺灣近年糧食自給率下降的

原因，主要與國人飲食習慣的西化，如多食麥製品有相當大的關聯，故與題

幹「丙、國人飲食習慣改變」有關。此外，因臺灣加入 WTO 後，須調降農

產品關稅，且國外的玉米、大豆、小麥的生產較臺灣價格低廉，因此近年糧

食自給率下降與題幹「戊、加入 WTO 後部分糧食作物無法與進口作物競爭」

有關。再者，在臺灣農村種植稻米較為無利可圖，年輕人不願意留在農村，

推得題幹「乙、農村勞動力老化」，造成稻米減產，糧食自給率下降。故以(B)

乙丙戊為正確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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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測驗考生探究及解決地理問題的能力 

【例題 7】 

7. 2018 年 3 月 2 日布吉納法索首都中的法國使館和該國軍事總部遇襲，造成數十人死

傷，這兩起攻擊可能意圖報復於日前召開的非洲五國地區反恐會議。然而，2017 年

5 月，五國已簽署備忘錄，共同部署地區聯合安全部隊來加強「新月形沙丘反恐行

動」，維護三個重點地區的安全：一是位於茅利塔尼亞和馬利邊境的西區；二是尼日

和查德邊境地帶的東區；三則是馬利、尼日與布吉納法索接壤的中區。請問聯合國

目前採取「綠色長城」措施：「減少農牧開發」、「大量種植耐旱植物」，此二項措施

可以分別減緩此區長期面臨的什麼環境困境？ 

（修改自 107 學年度指考） 

滿分參考答案：土地退化、沙漠化 

評分標準：考生須分別寫出該區可能面臨的環境困境。 

全部給分：「鹽鹼化、沙漠化」或「鹽鹼化、地力退化」 

部分給分：「土地退化、鹽鹼化」或「沙漠化」 

不 給 分：「沙塵暴」 

測驗內容：地 Ib-V-4土地退化對人類生活有何影響？ 

分項目標：4-1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命題說明：本大題以布吉納法索首都恐攻的時事為命題素材，考生須具有擷取訊息的能

力，旨在評量考生能否根據題幹「減少農牧開發」、「大量種植耐旱植物」的

措施「分別」寫出該區可能面臨的環境困境及沙漠地區對沙漠化的防治對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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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8】 

8. 2009 年 8 月，莫拉克風災重創臺灣南部地區，其中尤以高屏地區影響最甚。近年來，

政府推動河川整治、防洪等工程，期望能改善高屏地區洪水成災的問題，而若以預

算多寡與工程時間為考量，建造滯洪池為最佳選擇之一。答題卷上的圖為建造滯洪

池前，某降水事件所測得的水文歷線。在經歷極為相似的降水過程下，請於答題卷

的圖繪出一條滯洪池建置完成後的水文歷線。 

【答題卷作答區】 

 

（108 年研究用試卷） 

滿分參考答案： 

 

評分標準：全部給分：正確繪製「洪峰延時較晚」及「洪峰高度較低」 

部分給分：正確繪製「洪峰延時較晚」或正確繪製「洪峰高度較低」 

不 給 分：未正確繪製「洪峰延時較晚」及「洪峰高度較低」 

測驗內容：地 Ja-V-1水資源的豐缺和人類活動有何關係？ 

分項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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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題說明：評量學生是否理解河川整治工程中的特定設施對於水文環境產生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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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9】 

◎「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是一群關心動物的愛心人士，有感於野生動物經常被汽車輾

斃的不幸事件而組成的社團，主要宗旨是號召民眾將路死的動物拍照上傳，同時收集

寄送屍體，以建構生態友善道路，改善野生動物的路殺現象。經過將近十年的資料收

集，發現路殺現象大部分發生在都市及淺山地區，許多參與者長期記錄後，才驀然驚

覺原來自家附近竟然還有那麼多動物努力生存著，其中還不乏特有種、保育類及稀有

物種，只可惜卻從來沒見過牠們活著的樣子。而這些資料也被運用於狂犬病疫情監控、

農地鳥類中毒事件調查、動物棲地調查、以及生物多樣性評估等科學議題，因此也可

以說是一種公民科學的實踐。但是公民科學所生產的資料並非經過傳統的科學過程，

其品質是大家所關注的焦點，以前述的棲地調查為例，若未正確判釋路死動物的所屬

物種，所推估的棲地就可能發生謬誤，不過，公民科學資料的在地、即時與微觀等特

性都是傳統科學資料所不及的，因而公民科學的興起，預期將帶來另一世代的知識發

展。請問： 

9-1. 「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能夠推展開來，就技術面而言，必需歸功於近年空間定位

技術與 web 2.0 的發展，這種常民參與空間資料生產的新風潮，最符合下列哪個概

念？ 

(A)數值地圖 (B)地理資訊系統 

(C)自願性地理資訊 (D)公眾參與式地理資訊系統 

9-2. 「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透過專家審視所收集寄送的屍體，可以確認資料的正確性，

而有些公民社群採取不同的品質檢核方式，你認為下列哪些方式亦可達到提升資料

品質的目的？ 

甲、志工訓練 乙、篩選志願者 

丙、民眾交互評價 丁、限制上傳的資料數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丙 

9-3. 我們在學校學習的知識幾乎都是經過學者反覆驗證，形成理論、定律或通則等的科

學知識，反觀公民科學結合地理資訊技術所產生的資料，其特性與科學資料迥異，

而我們仍然肯定其存在的價值，並形成所謂的「常民知識」。根據前述，就妳／你的

觀點，以 100 字以內評價公民科學結合地理資訊技術的發展對地理學知識的意義。

【作答建議：請在論述中提出公民科學結合地理資訊技術的發展對地理學知識的價

值、優點或重要性等的評論。】 

（108 年研究用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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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參考答案：(C)自願性地理資訊 

測驗內容：地 Ea-V-3 自願性地理資訊。 

分項目標：1-1分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意義。 

9-2. 

參考答案：(D)甲丙 

測驗內容：地 Ea-V-3 自願性地理資訊。 

分項目標：1-2釐清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內涵。 

9-3. 

滿分參考答案：自願性地理系統透過在地民眾的資料上傳，除可節省成本之外，更能深

入該區域的某個角落，能更以微觀的角度蒐集地理資料或地圖繪製；公

民科學即時性資料上傳的特性，亦可與需長時間驗證的地理學知識驗證

互補。 

評分標準：重點在於科學知識與常民知識各有優劣特點，因而兩種知識體系形成互補，

增進人類知識的內涵。 

完全給分：提供高解析度的時間與空間資訊「在地性＋即時性＋微觀性」，描

述兩種知識互補性。 

不 給 分：不切合題旨，或從人的角度出發，例如：增加參與度的描述。 

測驗內容：地 Fc-V-3 公民科學與智慧城市。 

分項目標：4-3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命題說明：透過「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的情境，測驗學生能否掌握由下而上知識生產

方式的精神與內涵。第 1 小題評量考生能否分辨自願性地理資訊系統的定

義；第 2小題評量考生能否分辨自願性地理資訊系統的資料來源、資料特性；

第 3小題透過「臺灣動物路死觀察網」資料上傳的個案，評量考生能否思辨

公民科學或自願性地理資訊的發展對地理學知識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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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例題 10】 

◎臺灣近年為維持經濟的持續發展，且達到減碳的目標，政府積極推動替代能源政策，

其中太陽能光電能源為主要推動項目之一。圖 5 為臺灣四個皆低於 50 公尺地點的各月

降水時數。請問： 

 

 

 

 

 

 

 

 

 

10-1. 根據圖 5，哪兩個地點最適合發展太陽能光電能源以緩解缺電問題？並說明該地點

適宜發展太陽能光電能源的自然環境條件。 

10-2. 若政府欲大規模推動太陽能光電能源政策，可能設置於鹽田、水體或農田，請就此

三種土地利用的生產價值、空間分布或生態影響的角度，依作答示例選出你最支持

設置的土地利用型態並說明理由。【照抄作答示例不給分】 

土地利用型態 

【選擇一項】 

角度 

【選擇一項】 
根據你的勾選組合說明理由 

鹽田 

水體 

農田 

生產價值 

空間分布 

生態影響 

臺灣多已不曬鹽，鹽田使用率低，設置太陽能板可增

加其經濟效益。 

 

【答題卷作答區】 

10-1. 

地點  

條件  

10-2. 

土地利用型態 

【選擇一項】 

角度 

【選擇一項】 
根據你的勾選組合說明理由 

鹽田 

水體 

農田 

生產價值 

空間分布 

生態影響 

 

（修改自 106 年研究用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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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滿分參考答案： 

地點 丙丁 

條件 
因為降雨時數較少，很可能代表有較長的日照時間，是太陽能光電

能源設置的最主要因素。 

評分標準：地點：完全給分：丙丁 

部分給分：丙，丁（只寫一個地點） 

不 給 分：丙丁以外的地點 

條件：完全給分：寫出因為降雨時數較少，很可能代表有較長的日照時間，

是太陽能光電能源設置的最主要因素。 

部分給分：寫出擁有較長的日照時間，所以適合發展太陽能光電能源。 

寫出因為降雨時數較少，所以適合發展太陽能光電能源。 

不 給 分：未寫或其他內容。 

測驗內容：地 Ca-V-1 臺灣自然環境的特殊性。 

地 Jb-V-4 除了核能外，化石能源還有哪些替代能源？ 

分項目標：4-4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與內涵，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策略。 

10-2. 

滿分參考答案：  

土地利用型態 

【選擇一項】 

角度 

【選擇一項】 
根據你的勾選組合說明理由 

鹽田 

魚塭 

農田 

生產價值 

空間分布 

生態影響 

以鹽田作為生態棲地的物種較少，太陽能板設置後的

衝擊較小。 

或 

土地利用型態 

【選擇一項】 

角度 

【選擇一項】 
根據你的勾選組合說明理由 

鹽田 

水體 

農田 

生產價值 

空間分布 

生態影響 

臺灣北部有埤塘，中南部沿海和宜蘭多有魚塭，以及

各地皆有水庫，空間分布廣。 

或 

土地利用型態 

【選擇一項】 

角度 

【選擇一項】 
根據你的勾選組合說明理由 

鹽田 

水體 

農田 

生產價值 

空間分布 

生態影響 

農田設置太陽能板除可發電外，太陽能板下還可種植

耐陰的經濟作物（例如：香菇或蘭花等），可提高土

地的生產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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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需以地理事實支持所選土地利用型態與角度之間的關聯性。 

完全給分：能以地理事實提出充分且合理觀點，支持所選土地利用型態與角度之間的關

聯性，並進行完整論述。 

部分給分：能正確寫出地理事實，但未正確寫出能以地理事實支持所選土地利用型態與

角度之間的關聯性。 

不 給 分：未作答或論述內容與題目無關。 

測驗內容：地 Jb-V-5替代能源是否可以取代化石能源的主要地位？ 

分項目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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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題說明：本題組以替代能源選址作為試題情境，第 1小題評量考生是否了解太陽光電

能源所需的自然環境條件。第 2小題請考生思辨，在臺灣太陽光電能源目前

最常選址興建的三種土地利用類型，設置後的可能影響。期能使考生反思日

常生活面臨的能源議題，並能運用所學先備知識，有邏輯的分析並提出自己

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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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題型試題舉例 

（一）選擇題型 

【例題 1】 

1. 假設不考慮紅綠燈與體力耗損的情況，只考慮交通

工具與路線特性。甲生以某路段進行 GPS 記錄的實

驗，並發現騎腳踏車上坡的速度比在平地步行還

慢。圖 6 是甲生實驗路段示意圖。下列何者最可能

是甲生依照圖 6 上的順序所記錄的 GPS 軌跡？ 

(A)甲乙丙丁 (B)丁丙甲乙 (C)丙丁乙甲 (D)甲丙乙丁 

（107 學年度指考） 

參考答案：(D)甲丙乙丁 

（二）非選擇題型 

【例題 2】 

◎「這是一個大社區，包含了三個里，是農村也是漁村，早期還曾經是鹽村，進入這個

社區映入眼簾的，除了房舍外，就是附在屋外的剝蚵棚，簡單搭建的剝蚵棚裡，手腳

俐落的居民熟練地將蚵殼剝開挑出牡蠣。社區信仰中心座落在社區中間一帶，廟前的

蚵嗲是旅外遊子共同思念的家鄉味道。每年農曆 6 月底廟會活動的前幾天，居民開始

尋找合適的竹子、玻璃瓶和泥土自製火燈，活動當天晚上，居民一起舉著火燈跟著神

明在村莊四周遶境，以祈求未來一年的平安順利。這個社區，其社區營造可說在百年

前就已經開始……」引文是關於臺灣某個社區的描述。請問： 

2-1. 上述引文中哪句話最能夠呈現地方感的意涵？（2 分）（答題以一句話為限，否則不

予計分） 

2-2. 就引文中描述的景觀及產業，判斷下列六組地名中，哪組最可能是位於該社區附近

的地名？（2 分）並說明你判斷的依據。（4 分） 

（甲）竹子林、頭窩，（乙）橋子頭、店仔，（丙）栗子崙、塭仔 

（丁）松子腳、社尾，（戊）城子埔、崎腳，（己）坑子內、澳底 

（108 學年度指考） 

2-1. 

滿分參考答案：廟前的蚵嗲是旅外遊子共同思念的家鄉味道 

居民一起舉著火燈跟著神明在村莊四周遶境 

【兩個答案任寫一個即給分】 

 

甲 乙 丙 丁 
圖 6 

○2 搭公車 

○3 步行 
 

坡度：15% 

○1 騎單車 

坡度：15% 

○4 騎單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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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標準： 

地方感強調地方、共同歸屬等意涵，故考生需根據題幹找出最符合該意涵的一

句話，故本題以「廟前的蚵嗲是旅外遊子共同思念的家鄉味道」、「居民一起舉

著火燈跟著神明在村莊四周遶境」為「滿分參考答案」，前述兩個答案任選一

個即給 2 分。本題的評分原則為：根據題幹，答題以一句話為限，因此考生答

案最少要寫兩個逗點之間完整的句子，即「滿分參考答案」。部分考生回答「社

區信仰中心座落在社區中間一帶，廟前的蚵嗲是旅外遊子共同思念的家鄉味

道。」、「每年農曆 6月底廟會活動的前幾天，居民開始尋找合適的竹子、玻璃

瓶和泥土自製火燈，活動當天晚上，居民一起舉著火燈跟著神明在村莊四周遶

境，以祈求未來一年的平安順利。」，為 2 分給分答案。若考生已寫出完整的

「滿分參考答案」，但在抄寫上述引號內字句其他部分有錯字或漏字，亦為 2

分給分答案。此外，若以刪節號「……」取代「滿分參考答案」之文字，為不

給分答案。 

2-2. 

滿分參考答案：丙，崙是海岸沙丘之意，塭是魚塭之意，二者皆為常在海邊出現的地景。 

評分標準： 

從題幹「…是農村也是漁村，早期還曾經是鹽村，…就是附在屋外的剝蚵棚…」

推知該社區位於海邊（沙岸）附近，再從六組地名中挑出最符合的地名組合，

並以地名釋義清楚地表達邏輯推論過程。故考生回答「丙，崙是海岸沙丘之意，

塭是魚塭之意，二者皆為常在海邊出現的地景。」，為 6 分給分答案。本⼩題

可區分兩部分給分，若考生僅回答「丙」或「（丙）栗子崙、塭仔」，可得 2 分，

回答其他代號，則不給分。第二部分答案考生需回答其判斷依據，「判斷依據」

部分的評分原則為： 

同時寫出「崙是海岸沙丘之意、塭是魚塭之意」的地名釋義，給 4 分。 

符合下列其中之一，給 3 分： 

同時寫出「該社區位於海邊的推論過程」及「崙是海岸沙丘之意」的地名釋

義或同時寫出「該社區位於海邊的推論過程」及「塭是魚塭之意」的地名釋

義 

僅寫出其中之一項，給 2 分： 

僅寫出「該社區位於海邊」的推論過程。 

僅寫出「崙是海岸沙丘之意」的地名釋義。 

僅寫出「塭是魚塭之意」的地名釋義。 

錯誤的「崙、塭」的地名釋義，不給分。 

此題有許多考生將「崙」的地名釋義誤寫成「沙洲」之意、「塭」的地名釋

義誤寫成「養殖蚵嗲」，皆為不給分答案。 

考量本小題的考生答案多元，視實際答題內容全部給分（6 分）、部分給分（2

分、4 分、5 分）或不給分（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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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混合題型 

【例題 3】 

◎圖 7 為龜山島之二萬五千分之一地形圖，甲、乙、丙、丁為四個停留地點，請問： 

3-1. 甲以直線方向於地面步行至乙處，請問甲需走多遠才會到達乙處？ 

(A)比 500 公尺稍近 (B)500 公尺 

(C)1,000 公尺 (D)比 1,000 公尺稍遠 

3-2. 臺灣本島 TM2 投影坐標系統以 121∘為中央經線，其橫坐標值為 250,000 公尺。在

答題卷上標示完成丙、丁、戊的對應坐標值。 

3-3. 答題卷上之地形圖中的三條虛線是通達龜山山頂的步道，圖 8 是某位研究人員從山

頂向山下行走至休息處的一段路徑的 GPS 軌跡，請將此段路徑以實線描繪於答題卷

上（路徑為步道的一部分）。 

圖 8 

龜山 

0 500 公尺 

休息處 

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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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卷作答區】 

第 1題 A B C D 
 

第 2題 

在答題卷上標示完成丙、丁、戊的對應坐標值。 
（下方的黑色實線為作答示例） 

(345100,2748500)     ․       ․乙 

(346000,2749400)      ․       ․丙 

(24°50'30'',121°57'10'')   ․         ․丁 

(24°50'00'',121°57'40'')    ․         ․戊 

第 3題 

 

（108 年研究用試卷） 

3-1. 

參考答案：(C)1,000公尺 

3-2. 

滿分參考答案： 

(345100,2748500)․          ․乙 

(346000,2749000)․          ․丙 

(24o50'30'',121o57'10'')․      ․丁 

(24o50'00'',121o57'20'')․      ․戊 

3-3. 

滿分參考答案： 

 

 

 

 

評分標準：步道上的黑色實線（必須越過小山頭）。 

龜山 

121°57’E 

24°51’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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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4】 

◎圖 9 為某建案的接待會館及建築基地與其周圍環境關係的示意地圖。為了能導引潛在

購屋者前來賞屋，並清楚了解建案附近的生活機能，此類地圖往往只重視道路的連接

關係而忽略地物位置的正確性，若要正確解讀地圖，往往須與正式地圖搭配使用。請

問： 

4-1. 閱讀此圖所得到的資訊，下列何者正確？ 

(A)彭厝國小占地比大仁科技大學小 

(B)大仁科技大學在農業生物科技園區東邊 

(C)接待會館至高速公路比其至彭厝的距離近 

(D)從接待會館走維新路轉自強路可至建案基地 

4-2. 答題卷上之地圖為此建案附近之 Google 地圖，圖上標有 TM2 平面坐標。請於圖上

右上角方框內繪製此圖正確的指北符號，並在比例尺的方框內填上正確的數值，以

完成正確的比例尺標誌。 

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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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卷作答區】 

第 1題 A B C D 
 

第 2題 

 

（108 年研究用試卷） 

4-1. 

參考答案：(D)從接待會館走維新路轉自強路可至建案基地 

4-2. 

滿分參考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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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5】 

◎2013 年齊柏林導演執導的紀錄片《看見臺灣》上映，全片以高空攝影方式呈現臺灣豐

富的地理景觀，不僅讓民眾見識到臺灣地勢壯闊、森林蓊鬱的一面，同時也看見自然

環境遭到濫墾濫伐、生態缺乏保育、管理等問題，引起了廣大的討論。小明於課堂中

觀賞該紀錄片後，希望對臺灣壯麗的高山及豐富的自然景觀有更深入的認識，因此計

劃邀集好友，在暑假期間攀登玉山，親身體會臺灣的自然風貌。請問： 

5-1. 小明欲根據等高線圖規劃登山路徑，為了更容易理解山勢起伏，小明希望將等高線

圖轉成較直觀的地形剖面線圖，請協助他沿著直線 AB 兩點，在答題卷上繪製地形

剖面圖，並標上海拔高度。 

5-2. 在登頂玉山的過程中，小明體認到臺灣自然生態的豐富性，如何保育臺灣珍貴的生

態資源，並停止人類對環境的不當開發，已成了政府與民眾的當務之急。下列何種

方法最有助於維護臺灣自然生態？ 

(A)開闢大型森林遊憩區 (B)提倡放生動物之風氣 

(C)引入國外特色之動植物 (D)劃設森林生態保留區 

【答題卷作答區】 

第 1題 

 

第 2題 A B C D 
 

（108 年研究用試卷）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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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滿分參考答案： 

 

評分標準：完全給分：需同時達到「縱座標需依比例標註正確高度且 A、B 點高度正確，

給 2分」以及「線型趨勢大致正確給 2分」。 

部分給分：僅對上述兩者之一。 

不 給 分：未作答。 

5-2. 

參考答案：(D)劃設森林生態保留區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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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6】 

◎臺灣某都市外圍地區近二十年來土地利用變化顯著，最近因為市府通過之外環道興建

方案版本與當地民眾訴求不同，因而多次登上媒體版面。圖 10 為市府版的路線規劃

圖，市府期待外環道興建完成後，能有效分流行車動線，解決市區交通擁擠問題，但

由於此規劃方案造成當地許多民眾認為權益受損，為了捍衛自身權益，當地民眾自發

性形成組織，經由多次討論形成決議，向市府爭取另一版較不影響自身權益的路線規

劃方案，如圖 11 所示。請問： 

6-1. 下圖為此區不同年代的衛星影像圖，下列哪個概念最適合用來說明圖中變化最顯著

的區域？ 

  

2002 年 2018 年 

(A)社區營造計畫 (B)都市更新計畫 

(C)農村發展計畫 (D)新市鎮開發計畫 

6-2. 根據圖 10，於 2018 年衛星影像圖中繪製出市府版外環道的計畫興建範圍，並指出

此範圍內除綠地外最主要的兩種土地利用方式。 

6-3. 相對於圖 10，從圖 11 產生的過程，以及其作為民眾爭取權益的目的來思考，請陳

述該圖最符合哪項地圖製作的理念。 

 

圖 10 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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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卷作答區】 

第 1 題 A B C D 
 

第 2 題 

 

 

               

               

第 3 題 

 

               

（108 年研究用試卷） 

6-1. 

參考答案：(B)都市更新計畫 

6-2. 

滿分參考答案：6-2-1. 

6-2-2.道路、建物 

6-3. 

滿分參考答案：對抗性地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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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例題 7】 

◎十九世紀作家 Jules Verne 曾撰寫一部冒險小說《環遊世界八十天》，書中主角 Phileas 

Fogg 在短短 80 天完成環遊世界一周的壯舉。圖 12 為書中主角 Fogg 行經之簡要路線，

其中甲～庚為都市，表 3 為其到達的都市間所需的天數，請問： 

7-1. 當時 Fogg 旅行時，在陸地上多仰賴火車，海面上則搭乘輪船，若對照表 3 之所需

天數及答題卷之地圖，其中之 A 都市可能為圖 12 中的哪個都市？ 

(A)甲 (B)丙 (C)戊 (D)己 

7-2. 圖 13 所代表的文化景觀，在圖 12 中哪兩個都市中最常見

到？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7-3. 請列出 Fogg 在印度的旅程中，主要行經了哪兩類的自然

景觀帶。 

7-4. 現今如果走相似的路線，改搭乘飛機，環遊世界一周的時

間可以大幅縮短。請以地理學的概念陳述此現象。 

7-5. 現今如果從戊都市搭乘飛機到己都市，為求節省燃料與時間，請於答題卷之地圖上

畫出其飛行路線。 

表 3 

A都市至 B都市  7天  

B都市至 C都市  16天  

C都市至D都市  13天  

D都市至 E都市  6天  

E都市至 F都市  22天  

F都市至G都市  7天  

G都市至A都市  9天  

合計  80天  

圖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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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題卷作答區】 

第 1題 A B C D 
 

第 2題 A B C D 
 

第 3題 

 

               

               

第 4題 

 

               

第 5題 

 

（修改自 102 學年度指考） 

7-1. 

參考答案：(A)甲 

7-2. 

參考答案：(B)乙、丙 

7-3. 

滿分參考答案：熱帶季風雨林（熱帶雨林）、熱帶莽原 

7-4. 

滿分參考答案：時空收斂 

戊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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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滿分參考答案： 

 

戊 
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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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測驗目標與學習表現的對應 

「地理考科」的測驗目標係以社會領綱的學習表現為基礎，配合分科測驗的特性和實

施條件，選取紙筆測驗適合命題的學習表現作為測驗目標，因此無法涵蓋領綱所有的學習

表現條目，以下為分科測驗地理考科測驗目標與學習表現的對應表。 

分科測驗地理考科測驗目標 對應的社會領綱學習表現 

一、測驗考生具備地理學科的系統知識  

1-1分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意義。 地 1a-V-1 

1-2釐清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與理論的內涵。 地 1a-V-2 

1-3運用地理基本概念、原理原則，解釋相關的地表現象。 地 1b-V-1 

二、測驗考生運用地理技能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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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3b-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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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3b-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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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3b-V-3 

三、測驗考生解析區域特色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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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1b-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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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1b-V-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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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2a-V-2 

四、測驗考生探究及解決地理問題的能力  

4-1以地理系統、地理視野的觀點進行議題探討。 地 1c-V-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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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3a-V-1 

4-3思辨各種社會及環境議題，並能進行整合評價。 地 1c-V-2 

4-4分析問題形成的背景與內涵，提出解決問題的可能策略。 地 3a-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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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1c-V-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