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面對失靈的年代》一書裡，克魯曼介紹為

何墨西哥短期債券轉成美元連動債？為何日本

利率已降到接近零，經濟卻依然毫無起色？為

何泰銖貶值竟然掀起金融巨浪，淹沒了亞洲大

部分國家？為何是亞洲？為什麼是1997？為何
俄羅斯經濟改革崩垮，引發投機客攻擊巴西貨

幣黑奧？ 

美國學者保羅．羅賓．

克魯曼（ P a u l  R o b i n 
Krugman）以「對於貿易
模式與經濟活動區位的分

析」，榮獲2008年諾貝爾
經濟學獎。他把經濟地理

學的空間思想應用到國

際貿易理論上，稱之為

「新經濟地理」。

從全球著眼，也代表著地理取向。

瑞斯托˙勞拉詹南，《金融地理學》

地圖不但展示地理，也記錄歷史；歷史離不了政

治，所以地圖也反映政治。

余光中，《青銅一夢》

我們總希望在產業和其地理結構間找出其關係，畢

竟，運輸成本減少是增加市場規模的主要方法之一。

史蒂格勒，《史蒂格勒論文集》

照片來源：維基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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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教育的發展

隨著後工業化時代來臨，第二級產業移轉他地，第三級產業就業人口

躍升為主流，全球化與在地化議題持續發酵，世界各地急遽變化，如何在

變局中具備國際視野、掌握世界輿情又能關懷地方，無疑需要地理知識、

地理技能與地方感的養成。屬「空間之學」的地理學責無旁貸需負起這重

任，尤其是高中階段的地理教育。

    高中地理課程的轉型

1949年至1987年間，台灣正處戒嚴時期，政府對中等學校管理較為嚴

格，對課程內容與民族精神教育關係較密切的教材採「統編制」，明定由

國立編譯館編寫，如國文、公民、歷史、地理等；較無關係者，則採「審

定制」，如英文、數學等。1987年解嚴後，國內多項禁令一一解除，但統

編制的觀念仍持續到1995年課程標準的擬定，此等制度一再受到社會輿論

抨擊，1995年底才全面轉為審定制，自此高中地理教育才從「以地理學作

為手段的教育目標」，轉為「為地理學而教地理的教育目標」。課程目標

開始注重地理技能、並以生活化的地理與空間科技的應用引導學生學習地

理，傳統的民族精神教育目標也轉型為培養學生對環境與鄉土的情感，以

及對全球的關懷。

當前高中三年地理課程劃分為通論地理、區域地理與應用地理三大部

份，其設計理念：

1. 通論地理部分

自然地理通論以地理技能為先導，以自然景觀帶為總結，強調自然環 

境的整體性及各要素之間的相關性；人文地理通論側重產業的基本概念，

並增加與當代密切相關的第四級產業，且強調各級產業的個案分析。

2. 區域地理部分

因高中學生已具備獨立活動的能力，在國中階段也學習過台灣地理，

區域順序的安排不拘泥於「由近而遠」的原則，反而考量台灣對外貿易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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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度高，經濟高度依賴國際貿易，國人普遍需具備國際知識與宏觀視野，

故區域順序是外國、台灣與中國，並以經濟發展程度安排區域的先後順

序。此外，考量授課時數、學習深度及當代網路資訊取得容易，區域不再

以百科全書式全面介紹世界各地區，而是在經濟發展程度同一層次的國家

或區域中，深入說明少數的代表性國家，其餘國家則讓學生透過資料搜集

的訓練，培養其獨立學習的能力。

3. 應用地理部分

著重地理議題的探討與解決之道，以生活空間的營造、國際合作與衝

突、全球化下的產業發展、環境系統永續發展為四大主軸。為使高中學生能

深入理解地理學的應用性，應用課程著重個案說明，使學生有較多機會認識

不同區域的特色與問題，並加強對環境變遷與災害的敏感度，進而探討氣候

變遷、全球暖化、經濟全球化等重大議題，鼓勵學子參與公共事務。

在高中三年地理課程的養成過程，學生若有很好的學習表現，表示其

能兼顧自然與人文、全球與地方、知識與技能，也較有能力處理與空間相

關的議題。從而：

奠定進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與環境相關學系的基礎能力～田野調查與

運用空間科技的能力

「生活中的地理」是當前高中地理教育的基本方向，學習地理不再是死

背課文，教科書不再是唯一的教材，學習活動也不再是單純的問答，戶外

觀察、主題討論、角色扮演、地圖判讀等都紛紛引入現今的地理教學。地

理技能除地圖學的基本概念外，地理資訊系統(GIS)、全球定位系統(GPS)、

衛星影像等新式空間科技的應用也已納入課程，並透過地理實察課程與戶

外教學，讓學生踏出教室，從實際觀察中學習地理。許多學校為此添購電

腦設備、GIS軟體和GPS器材，不僅使教學內容更為豐富多元，學生也得

於實作中學習蒐集第一手資料，如座標與航跡，返校後透過GIS或Google 

Earth軟體進行資料整合，並在老師引導下比對不同時期的地圖與文獻，於

課程中做主題式的討論與報告，而有田調研究的初步經驗。

    與國際接軌

國際地理聯合會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IGU)之地理教育委員

會為激發年輕人對地理與環境研究的興趣；精進地理知識與技能的品質，

提升高中地理教育的重要性；促進各國青年學子的接觸與建立友誼，以增

進各國間的了解，於1996年首度為高中學生舉辦「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

賽」，此後每兩年定期於各國舉行，國內亦於2002年開始甄選選手參與。

競賽內容不僅注重地理知識的理解、文字表達的邏輯性、地形圖的判讀能

力，亦注重田野觀察、記錄與論述的能力。此等方向帶給國內地理教育工

作者深刻的啟示，並漸次帶動高中地理教育的革新。

    當前指考地理科的命題方向

自指考推出以來，地理不再是「背多分」的科目，命題方向側重檢測

考生地理學科的基礎知識，分析探討世界主要區域的區域特色與區域議題

之能力，以及處理地理資料和使用地理方法與技術之能力。地理資料可包

含地圖、統計圖表、統計數據、航照、衛星影像、圖片、文字(例如野外實

察記錄、訪談記錄、問卷)等各種類型資料。從歷年試卷來看，地理科的試

題取材豐富，呈現方式生動多元，不僅與課程結合，也反映國內外當代重

要的地理議題，並融入空間科技最熱門的地理資訊系統與全球定位系統等

觀念，且將地理實察引入試題。藉由這些類型試題的引導，無疑將有助培

養學子對當代議題的敏銳度，以及空間科技與田野調查的基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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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高中地理課程的重要核心能力

高一通論地理課程
(一) 知道如何利用地圖或其他地理學工

 具與技術，以收集、整理及分析各

種地理資料，並能選擇恰當的方

式來表現、解釋地理現象的分布類

型、成因及其變化。

(二) 知道自然系統與人文系統以形塑地

 表景觀的運作情形，並能分析人類

如何介入此自然或人文系統，以創

造獨特的文化景觀。

高二區域地理課程
(一)知道世界主要區域的地理環境及

 其發展因素，解析當今或未來世界

主要區域所面臨的重大議題，並提

出因應之道。

(二)知道台灣與中國的環境特色，並

 分析兩地因應不同環境所創造的獨

特地理景觀。

高三應用地理課程

(一)能採用地理學研究技能，分析探討
 重要地理議題。

◎能辨識各類型地圖。

◎能具備等高線圖與各種主題圖的讀

    圖能力。
◎能依需要選擇、評估和判斷各種地圖。

◎能了解圖表做為工具的意義，同時

 能由圖表資料中辨識出有意義的地理
現象。

◎能判斷出圖表資料與統計數字之

適用性。

◎ 能進行野外實察工作。（包括地理考
   察、戶外教學、勘查、參觀和野外實習
等）

◎能完成地理報告。

(二)能採用地理學研究的觀點，探討
全球重要議題。

◎能描述與解釋地表城鄉空間互動

與發展的模式。

◎能分析地表環境系統與資源的空

間分布模式。

◎能分析環境災害的特質與空間分

布模式。

◎能評估規劃環境資源利用的恰當

方式。

◎能分析當今台灣與世界所面臨的

重大生態、環境問題與其解決之

道。

◎能指出區域分析的方法。

◎能從文化或歷史觀點描述區域的

形構與變遷過程。

(三)能了解全球化潮流下的當今世界主要議題，並能分析其產生原因。
◎能了解全球主要議題的空間分布與產生的地理背景。

◎能分析全球主要議題的特性。

◎能從台灣角度來審慎評價全球主要議題。

94高中地理課程之學習地圖
與大學相關學系課程之銜接

高一（上）自然地理通論

一、地理概說

二、地圖

三、地理資訊

四、地形

五、氣候與水文

六、自然景觀帶

高一（下）人文地理通論

  七、第一級產業

  八、第二級產業

  九、第三級產業

  十、第四級產業

十一、人口組成與人口成長

十二、都市聚落與都市化

十三、地理實察

高二（上）區域地理

  一、世界的劃分

  二、美國

  三、日本

  四、歐洲

  五、國協

  六、澳洲與紐西蘭

  七、非洲

  八、南亞

  九、中南美洲

  十、西亞

高三（下）自然地理的應用

八、資源（一）：糧食

九、資源（二）：水

十、地景保育

十一、環境與疾病

十二、災害防治（一）：洪患

十三、災害防治（二）：土石流

十四、環境變遷（一）：全球暖化

十五、環境變遷（二）：海岸變遷

高三（上）人文地理的應用

一、地理議題探索

二、社區

三、都市

四、國土

五、產業國際分工

六、資金與人力的流動

七、區域結盟與地方發展

高二（下）區域地理

環境學院

法商學院

管理學院

社會人文學院

教育學院

十二、台灣的位置與環境特色

十三、臺灣農業的發展與轉型

十四、臺灣工業發展與問題

十五、臺灣的服務業

十六、臺灣之區域特色與區

域發展問題

十七、中國的區域

十八、中國的人口與都市

十九、中國的產業

二十、中國的環境

二十一、鄉土地理專題研究十一、東南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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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相關網址

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  http://www.geog.ntu.edu.tw/

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http://www1.geo.ntnu.edu.tw/main.php

文化大學地理學系  http://sgo.pccu.edu.tw/GEOG/

彰化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http://geo3w.ncue.edu.tw/

高雄師範大學地理學系  http://www.nknu.edu.tw/~geo/ 

中國地理學會  http://www.geogsoc.org.tw/

中国地理学会  http://www.gsc.org.cn/ 

中国科学院    http://www.cas.cn/ 

教育部地理學科中心  http://gis.tcgs.tc.edu.tw/ 

International Geographical Union  http://www.igu-net.org/uk/igu.html 

NASA Earth Observatory  http://earthobservatory.nasa.gov/

EROS data center (USGS)  http://edc.usgs.gov/ 

Society of Cartographers   http://www.soc.org.uk/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http://www.aag.org/

USGS National Geospatial Data Clearinghouse http://www.usgs.gov/ngpo/ 

     一、林口高中  王耀輝老師提供
學科領域：龍騰版 應用地理 第四冊 交通地理的應用
主題名稱：樂之生？生之樂？

教學理念：

本教案採用「議題中心教學法」，藉由高中地理的都市計畫運輸網路

的課程內容，導入台灣社會的熱門議題—「樂生拆遷與新莊捷運線與機場

線的興建」，帶領學生以道德判斷的角度，覺察當自己面對社會議題時，

所持判斷的因素與理由，檢視各層面與角色對社會的影響，進而引導學生

發展更高層次的道德心理階段。

在樂生的例子裡面，涉及層面很廣，包括方便性、人數決、生存的方

式與價值。而道德判斷的特性具有客觀性、普遍性、和相對性，最重要的原

理是普世皆適用的，但實踐的方式卻可以依著人事時地物的不同而有多元選

擇。教案本身最終並不想「給予」學生「應然的最後結果」，反而希望學生

在體驗被多元思考觀點同時衝撞時，瞭解如何能幫助自己思考、判斷與抉

擇，掌握最重要的原則（超越利益或獎懲等），成為自己內在的判準依據。

教學架構：

高中教學現場例舉

瞭解運輸網路發

展的過程及影響

以新莊捷運線機

場線的衝突為例
角色扮演及體驗

反省道德判斷的

考慮因素及其影響

認識運輸體系與
運輸體系發展

歸納路線區位選
擇的原因

分析交通網路發
展的過程及實際
影響

引發學生對公共
議題的關心

培養學生蒐集及
整合時事資料的
能力

議題辯論，培養
學生批判思考公
共議題的能力

藉由角色扮演，
指出各角色的多
元道德價值及判
斷的觀點和理由

引導學生討論具
社會公義的判斷
準則

培養學生具有理
性反省能力，能
應用於日常生活
中 複 雜 的 真 實
道 德 判 斷 議 題

說明 (左 )：公聽會會場模擬，出席單位有北縣政府、地方民代、捷運
 局、專業人士、樂生院民、文建會、新莊市民、人權團體、高中生。

說明 ( 右 )：各方代表提出說明與意見，交互質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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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前鎮高中  96年資訊融入教學種子學校實施計畫
學科領域：高一下學期第十四章地理實察，並結合鄉土教育與地理資訊技

術的應用 

主題名稱：結合Google Earth和GPS，讓地理更多采多＂資＂

教學理念：

課程內容包含：

◎Google Earth基本操作：(1)面版操作說明   (2)搜尋目標   (3)檢視目標地形
資料   (4)路徑規劃（取得方向和遊覽路線）

◎GPS基本操作：(1)面版操作說明    (2)定位功能    (3)單位/座標設定
(4)航點建立   (5)羅盤導航    (6)航跡記錄

◎惡地地形與高屏溪土地利用： (1 )何謂惡地地形與惡地名稱的由來                                                
 (2)惡地形成的原因   (3)惡地地形的種類與特性   (4)水土保持的運用以及
對惡地的影響   (5)高屏溪的土地利用   (6)高屏濕地的生態環境

說明：野外實察當天，學生正在使

用GPS定位，並拍攝照片。
說明：利用Google earth觀看衛星圖

 像、地圖、地形圖、3D 建築
物，儲存遊覽過的地方，並與

其他人分享。

     三、新竹實驗中學　劉玲秀老師提供
學科領域：高一地理  地圖判讀，並結合田野調查與鄉土教育
主題名稱：老地圖說故事～日治時期台灣堡圖的應用

教學理念：

地圖是人類描繪對環境認知的影像記錄。日治時期繪製的臺灣堡圖，

記載內容雖然與現況有所差異，但卻詳實記錄了早期臺灣的自然、人文地

貌。本學習活動，帶領學生穿越時空，經由古今地圖的比對、實地考察與

耆老訪問，除讓學生有機會感知自己出生、成長、就學的鄉土百年來的環

境變遷外，更重要是聯繫家園的過去、現在與未來，引導學生思索身為市

民的角色，以及未來如何參與市政發展的行動起點。

教學架構：

存在的理由
瞭解身在何處

倫理的理由
人與環境相互合作

知識的理由
增進地方、區域的

求知慾

實用的理由

解決問題的能力

搜尋家鄉地圖

古今地圖判讀

分析鄉土土地利
用昔今之變遷

探討鄉土環境變
遷的原因

思索環境變遷所
帶來的影響

學生能從發展的脈
絡，了解環境變遷
與 自 己 未 來 的 關
係，增進決策能力

學生能從過去發展
經驗的得與失，具
體 提 出 未 來 都 市
發 展 的 修 正 計 畫

文獻蒐集

田野調查 -親身體
驗地方、區域特色

耆老訪問-連結過
去與現在經驗

高一2班崔禕庭、余安婷、姚冠如
說明：手繪地圖展現學生實地觀察、記錄的能力，及對地方的印象。

學生作品樣例：聚焦竹北

將會發現，生活周遭平凡的人事物

藉由我們的感官，多面向的體驗

獲得的不僅是廣博的知識，還有更深刻的感動～

隨時把握感動，記錄下來吧！

科技，讓你的紀錄更加多采多〝資〞

數位相機、網路相簿、GPS、Google Earth

說明：

手繪地圖展現學生

實地觀察、記錄的

能力，及對地方的

印象。

（讓記錄更有地理元素，甚至國際化）

「用腳讀地理、用心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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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社庄古地名介紹

今新社、新國二里，地名起源自道卡斯平埔族人新建立的社，竹塹社平埔

族原居新竹市，永暦卅六年(1682)，因叛亂，陳絳率兵征討，一部分向寶山
鄉寶斗村方面逃散，一部分奉官諭遷移至今新社。

新社庄之今昔比對見解

新社地區原先只有少數人民墾居。後因東興圳及其分支流，成為新竹地區

重要之農業區，有「新竹米倉」之稱。今天，在中正西路上有廟宇、有學

校、有補習班、有各式各樣的育樂場所。最近政府積極進行道路增設與拓

寬計畫，希望能吸引更多資源入駐。

豆子埔之今昔比對見解

豆子埔，在老地圖上可以看見，幾乎都是稻田和墳墓，但是在近幾年來，

卻逐漸的成為竹北一個交通發達且重要的地方。先是各個學校的建立，店

家便在學校附近聚集，中正西路又剛好跟中華路垂直，且交點處就是一個

公車站―竹北口。因此，中正西路這一區的交通更重要了，房價也翻漲好

幾倍，且比鄰近地區都還要貴。

紅毛田之今昔比對見解

紅毛田在日治時代劃分行政區改名為竹北。最早竹北市地區並無火車站房

設置，在當時來說是極為重要的交通路線。因竹北火車站，使得該地區成

說明：想像力的的翅膀，在昔今穿梭，學生以畫作模擬回到1904年的地
方景象，昔今對照饒富創意與趣味。

為日據時代發展的中心。那時，竹北火車站商圈成為竹北市最熱鬧的舊市

區，人口眾多，且生活機能逐漸完整，越來越多人口進駐，也是民眾主要

的購屋區段，後來因台元科技園區進駐，帶進更多就業人口，新建案也多

位在台元科技園區周邊。然而，竹北火車站因腹地狹小，站前交通壅塞，

有逐漸沒落的趨勢，再加上六家高鐵特定區，和老舊的車站形成明顯對

比，對竹北火車站也是個重大的打擊，但是地方政府和相關單位已對竹北

火車站進行都市計畫的規劃。

心得

在「老地圖說故事」的調查報告的製作過程中，藉著實地勘查，我更了解

我所居住環境的歷史、演變，得到了許多我從前不知道，但是又是最不可

或缺的知識。的確，如果生於斯、長於斯，卻對當地完全不了解，那身為

此地的居民，簡直是愧對了一直養育我們的這塊土地。然而，我又想：是

否能利用我們所調查得知的資訊，來規劃此地區的發展方向，或是預知其

發展趨勢？這種鑑往知來的功夫，或許也是調查變遷、古今土地利用比較

的目的之一吧。

 By 林佩萱

說明：耆老訪談，讓人與土地的對話，多了一份真實感，

也拉近青年學生與祖父輩的地方想像。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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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

為激發高中職學生對地理科之學習興趣和潛能，提供對地理科互相

觀摩學習之機會，並選拔在地理科有成就之學生予以鼓勵並代表參加國際

賽事（如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自民國91年以來，中國地理學會主辦
「高中地理奧林匹亞競賽」，國內各大學地理系輪流承辦，為地理教育年

度要事。

   競賽流程、試題內容以及評審標準：

團體組（地理小論文）

初　賽：各校自行擬定選拔辦法，得推派至多兩隊參加複賽。

複　賽：審查各隊書面報告，其中約前40%隊伍（但至多50隊）可入圍決賽。
決　賽：根據書面報告、海報展示與即席問答評分，授予佳作和入選獎

                項；其中5～10支最優隊伍入圍總決賽。
總決賽：入圍隊伍依編號序上台進行公開的口頭發表，並據此決定金、

                銀、銅牌獲獎作品。

評審標準

1. 主題的選擇：應具有地理意義和原創性。
2. 資料的蒐集：資料對於解決該研究主題具有高效度，並應清楚交代資料

來源和蒐集方法。

4. 報告的呈現：應符合學術性報告的體例，並恰當的運用圖表展現資料。
5. 海報的展示：應符合清晰、生動、美觀的要求，海報以外實物不予計分。

2008年得獎作品部分題目如下： 

名次 學  校 作　品　題　目

金牌 羅東高中
萬頃良田種農舍--宜蘭縣農舍的發展與影

響，以三星鄉尾塹村為例

銀牌

明道高中 「烏日」淹水潛勢評估及改善建議之研究

政大附中
交通革新對日治時期茶葉運銷路線的影響-

以貓空地區為例

銅牌 台中一中

資本組成不同的超市商品全球化程度差異之

研究-以興農超市三民店與松青超市光復店

為例

個人組（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選手甄選）

初賽：各校自行擬定選拔辦法，再依競賽名額規定，推派學生參加。

複賽：測驗項目為Written test和/或Multi-media test。

決賽：入圍人數以30人為原則，測驗項目為Fieldwork test。

比賽參考國際賽作法，試題與作答皆為英文

Multimedia Test：為選擇題型，題本每人一份，惟圖表資料之提供可能採
螢幕播放方式。

Writ ten Test：可能包含簡答、限制反應題、論文題以及作圖、製表、計
算等多種不同題型（非選擇題）。

Fieldwork Test：分為二階段，先至戶外實察，再返回室內作答試卷，問題
以實察內容為主，包含地理概念和技術等。

3. 分析與解釋：應詳盡分析資料並據以提出解釋，討論時應符合思考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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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國際賽測驗主題為例：
The tests will focus on some of the following themes and skills: (those highlighted 
in bold ar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for 2008 iGeo)
◎ population & population change, including migration 
◎ climate & climate change
◎ hazards & hazard management
◎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ssues
◎ economic geography & globalisation
◎ transport, infrastructure & logistics management
◎ land planning
◎ the geography of agriculture, industry and services
◎ landscape
◎ resources & resource management
◎ land forms, landscapes & land use
◎ urban geography, urban renewal & urban planning
◎ agricultural geography & food problems
◎ tourism & tourism management
◎ regions & regional identities
Required skills:
◎ map skills 
◎ fieldwork skills
◎ inquiry skills
◎ graphicacy skills (analyse images, graphs, photos, statistics)

   試題例舉

Theme E: The struggle for oil in the Caspian Sea  (裏海的石油)
閱讀資料E1的文章，並研讀資料E2.、E3、.E4的地圖

資料El 

近年來裏海成為石油投資與開發之前途看好的地區，但也引發國

際間開採油氣和配置輸油管的強烈競爭。這個地區的種族緊張態勢、

不穩定性、緩慢的民主化和地緣政治上的衝突，都讓鄰近國家、外國

強權和主要投資者十分關切。亞塞拜然、伊朗、哈薩克、俄羅斯、土

庫曼各國所宣示的裏海油田範圍相互衝突<資料E2>，這對油氣的投資

者而言是很大的風險。雖然有嚴重的爭執，目前的局勢顯得平靜，但

沒有白熱化的衝突，不表示未來不會再有緊張情勢。

將裏海的原油投入國際市場是少有的挑戰。過去本區的能量運輸系統

是為服務蘇聯而設計，前蘇聯時期所有輸出管線都通過俄羅斯，而該

區的管線控制者都以容量限制及關稅來壓制裏海石油的輸出。技術、

財務、法律及政治上的困難使許多輸油管路線的選擇難以施行。管線

必須穿過（或昂貴地繞過）那些政治上麻煩的地區。

規劃中的輸油管路線想要抑制俄羅斯及伊朗的影響力，分散能源

的來源，並增強裏海國家們獨立於以俄羅斯為中心的基礎設施。但是

俄羅斯及伊朗希望這些管線能通過他們，這樣他們才能維持戰略上的

優勢。自1991年起亞塞拜然與哈薩克就主張裏海範圍應根據中位線(a 

median line)來劃分<資料E3>，但伊朗持反對意見，質疑此主張未獲各國

共識，是不合法的。 

裏海原油開採的新大計畫(New Great Game)是極大的挑戰。贏家希望

能確保其主要戰略優勢。伊朗與土耳其、伊朗與美國、俄羅斯與土耳

其、伊朗與俄羅斯，美國與土耳其之間的衝突，使情形更加複雜。多

邊合作也涉入其中，那些想增進自己戰略位置和影響力的國家，主要

是為經濟利益而合作。

（第五屆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測驗-中譯本 Gdynia, Poland, 2004/8/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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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E4 
位於亞塞拜然的Baku雖然較接近黑海，但基於多種原因，計畫中的石
油管線是從Baku通往土耳其南部地中海沿岸的Ceyhan。

資料E3資料E2 1.提出三個裏海盆地出現石油礦床的地質條件。 
   劃分裏海中各國國界的可能方法之一是根據(adapted)中線原則，見資
   料E3的地圖

     a. 根據地圖所示，盡可能說明何謂(adapted)中線原則。 
 b. 你認為為何伊朗不會滿意前述所提的裏海區分方式? 
c. 提出另一種在裏海劃分國界的方法，並解釋它如何運作。 
地質上的石油礦床並不受政治界線的限制。 

2.解釋為什麼當兩個相鄰的國家把同一個油田的開採權授予不同的石油
   公司是不利的？

3.為何土耳其不願意讓原油經黑海運送？提出兩個理由，並做簡要的解釋。 

4.假設你是一家計畫興建Baku至Ceyhan輸油管線之建設公司的顧問，被
   要求畫出最佳可能路線。 
   盡可能正確地在資料E4地圖上畫出你所建議的路線，分別從自然地理
   和政治地理的角度來說明做如此規劃原因。 

資料來源：第五屆國際地理奧林匹亞競賽網頁。

17

 Territorial claims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Caspian Sea. 

                 Turkmen claim 
                 Iranian claim 
                 Azeri claim 

Iran 

Azerbaijan Turkmenistan 

Proposal for territorial borders in the Caspian Sea 
occurring to the median or equidistan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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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考中心地理科試題摘錄

自91年以來，指考地理試題常反映空間科技的發展與國內外重要地理
議題，如處理空間資料的地理資訊系統（GIS）從理論、技能操作逐漸與生
活經驗相結合；重要地理議題除以文字描述外，亦大量使用照片、地圖，

也增添了衛星影像，評量學生對環境與災害的理解程度，並以當代重要空

間特性，評量學生對國內外地理環境的理解，如洪水、土石流、地震、乾

旱等。另外，地理課程與教學活動已走出教室，讓學生明瞭生活中的種種

地理現象，試題亦配合此趨勢設計。

此外，試題取材不拘泥於課本，大眾傳媒的報導文章與重大事件亦常

見，其立意係檢測學生閱讀文章的能力、或是否具備解讀現象背後所隱含

「人地關係」的重要知識，或是否能以自然環境及人文地理知識理解個案發

生原因、澄清事件的問題性與解決方案，以期能為大學人文社會與環境科學

相關學系提供適切的選才工具。以下即舉數例供參考，歷年試卷請至大考中

心網頁  http://www.ceec.edu.tw/AppointExam/AppointExamPaper.htm 。

1. 森林區內的住宿區是：

湖泊 森林區 住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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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2. 若在湖泊周圍設立50公尺緩衝區，以管制日後的開發活動，需運用哪種
GIS的分析方法？
(A)疊圖分析    (B)視域分析  (C)環域分析    (D)查詢分析

【例題 2】全球化議題－經濟發展
愛爾蘭於1956年設置全球第一個加工出口區；到了1990年代初期，全球
 至少有110個加工出口區（圖2），大部分出現在開發中國家。全球的加
工出口區以紡織與電子加工業為主，亞洲的加工出口區雇工則佔了全球

的2/3。許多國家希望透過加工出口區帶動其相關產業的活絡，但是除了
少數國家成功的帶來較大的經濟效益外，許多國家並未因加工出口區獲

益。請問：（91年第34-36題）

圖2

3. 全球加工出口區的主要區位特色為何？
(A)交通方便之處    (B)多分布在南半球     (C)近礦產蘊藏區    (D)緊鄰消費市場

4. 亞洲及拉丁美洲加工出口區最多的國家分別依序是：
(A)泰國、阿根廷   (B)印度、巴西    (C)中國大陸、墨西哥    (D)越南、智利

5. 許多國家開發加工出口區最主要政策是期望達到下列哪一目標？
(A)創增外匯     (B)環境保護     (C)資源管理    (D)進口替代

【例題 1】空間技術－地理資訊系統 (GIS)
 小明一家計畫到某風景區旅遊，為方
便選擇旅遊地點，小明利用地理資訊

系統將區內觀光資源分層顯示如圖1。
請問：（97年第28-29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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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3】氣候與土地利用
人類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已不限於地區性，而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

全球性問題。圖3是幾種全球性生態環境問題的分布圖。請問：（97年非選
擇題）

圖3

6. 艾尼紐(聖嬰)現象對哪個東南亞國協會員國的氣候影響最為顯著？ 

7. 穿越北極海是東亞—北美—歐洲海運的捷徑，但目前仍不具商業通航價值。
何種全球生態環境的變遷，可使這條捷徑成為具有商業價值的海運航線？ 

8. 目前圖3的A區塊因為氣候的變化，以及人類對土地的過度開發利用，所
共同面對的是哪項環境變遷？ 

9. 北美東部及歐洲是全球酸雨問題最嚴重的地區，除了導因於歐洲及北美
洲的產業高度發展外，並受到哪種全球尺度的風帶影響而更形加劇？

【例題 4】生活方式
一位在布吉納法索參與醫療服務的台灣人說：「聽到這個國家生活問

 候語『有沒有拉肚子？』等同於我們的『吃飽了沒？』…。多數人沒有
工作，但是起碼有一塊田可以在雨季來時耕作…這一年收穫的東西，

得要撐到下一年的收割，因此今年挨不挨餓，完全取決於雨下得夠

不夠…。有國際組織在村子發放小額貸款，讓婦女們可以經營小本生

意…」。請問：（94年非選擇題）

10. 以「有沒有拉肚子？」作為生活問候語，顯示哪種公共設施的缺乏？

11. 由上文得知，布吉納法索有些年份降水足以供應農作成長，有些年份則
否。該地的降水特色為何？

12. 就羅斯托(W.W.Rostow)的經濟發展階段模式而言，布吉納法索處於模式
中哪個階段？

13. 國人前往外國協助當地人改善生活品質，與上述國際組織的區域發展工
作類似。此類活動或行為，通稱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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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5】人口遷移與土地利用
2008年，台北縣大漢溪三鶯橋下的原住民違建戶在社運團體聲援下前往

圖4

 縣政府，抗議縣府曾允諾於原住民族新部落規畫興建完成前，暫緩拆
除，但如今卻要執行拆除，要求縣府讓他們就地合法居住。水利局則表

示，該違建區位於河川地，依法無法讓原住民就地居住，縣府多次協調

違建戶搬遷到蓋好的原住民文化部落大樓，並規畫在部落原址闢建農耕

專用園區，提供原住民耕地，以保有傳統文化，但現有居民不願搬進部

落大樓，將繼續溝通協調。請問：（98年第30-32題）

14. 原住民由原鄉遷移至都市後，
 為什麼明知危險仍然選擇居住在三鶯橋下行水區的聚落？
甲、社區的認同感 乙、居住空間較貼近大自然 
丙、都市房價過高 丁、較佳的社會福利 戊、交通較為便捷

(A)甲乙丙 (B)丙丁戊 (C)甲乙丁 (D)乙丙戊

15. 有關原住民遷至都市的現象，解釋正確的是：
甲、原住民在原鄉謀生不易，屬於拉力

乙、大都市生活條件優良形成拉力

丙、城市有較好工作機會形成推力

丁、子女在都市能有更好發展屬於拉力

戊、文化與語言因素使原住民在都市謀生困難屬於中間障礙

(A)甲乙丙     (B)甲丙丁     (C)乙丁戊     (D)乙丙戊

16. 下列是社區規畫師在部落進行調查時，所記錄的各方對部落拆除事件的
議論，其中哪項是正確的？

(A)當遇到河川地被佔用的問題時，可透過計畫變更方式重劃行水區來
解決此問題

(B)靠近行水區之農耕專用園區接近水源，可以種植水稻，有利維繫原住
民傳統文化

(C)即使這些原住民來自不同的原鄉，但共同的命運使得三鶯橋下的聚落
成為一個社區

(D)上述爭議包含河川治理與都市原住民生存權利，而這兩項議題的孰
輕孰重宜用投票決定

【例題 6】人口與土地利用
某學者前往中國西部半乾燥地區

 進行農村研究，在其日記中記載
著某段訪談：「雖是多放羊、多

種了地，但是開放前多生了的娃

兒，如今年年鬧著分房、分地，

大夥還是一個勁地窮。臘月天、

新春頭，暖坑的煤球還不行痛快

地買，大鍋灶只好挪動牛糞和禾

稈對付著，這麼著開春撒田的大

肥也就更稀鬆了，土不肥收成就

不會好到那去，如今糧不夠也不

作興搞運動，去開那石頭沙子地

了，那可是折騰人哪；還有牛羊總不能餓著，屋角的株稈明擺著就是不

夠，想捱到草苗透青怕是沒指望了，總不成到時任著羊兒扒雪囓根？這

可是咱們的命根哪！或許領導也聽著了，下莊裏來說甚麼東北的豆子積

滯，要撥些到各鄉來，這下可好了，牲口可不會餓著了」。依據上述，

可將該地「人口－生活能源－沙漠化」的關聯整理為圖4。請回答下列
問題：（95年非選擇題）

17. 請針對方格(B)、(J)、(M)分別寫出適當的詞句。

18. 根據上文，該地為維持牧地生產力，解決方格(L)草地超限放牧所導致的
環境問題，政府想到什麼因應方法？

19.中國政府為減緩方格(A)人口增加所帶來的衝擊，曾嚴格推行何種人口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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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7】社會變遷-婚姻
小明蒐集民國87至89年台灣各縣市離婚人數資料，並轉繪為圖5之甲至
丁四幅地圖。請問：（91年第25-26題）

圖5

20. 若想了解各縣市離婚狀況的時間變化，應使用哪一幅地圖？
(A)甲                 (B)乙                  (C)丙               (D)丁

21. 依據甲乙丙丁四幅圖，有關台灣離婚人口的問題，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甲、東部是台灣離婚人數最多的地區  
乙、山地鄉鎮人口少，離婚率較低

丙、都市化程度越高，離婚人數愈多

丁、彰化和雲林離婚率為台灣最低者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甲、離婚人數面量圖 乙、離婚率面量圖 丙、87-89年離婚人數圖 丁、離婚人數點子圖

100

【例題 8】疾病與疫情
英國曾於1967年爆發口蹄疫，疫情侷限在以第一宗案例為中心的西南部；
 最近一次大流行發生於2001年，高峰期出現在3月下旬到4月初。圖6是2001
年高峰期間，發生案例空間擴散的三個階段。請問：（93年第29-30題）

圖6

22. 對於圖6口蹄疫案例空間擴散，下列哪兩項為正確的解讀？
甲、在第I階段已廣泛分布
乙、第II階段明顯呈現主核心和次核心的模式
丙、倫敦附近為案例分布的主核心區

丁、案例分布模式的轉變主要發生在四月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23. 英國2001年口蹄疫大流行的空間擴散模式與規模，研究人員認為與該國近
三十餘年農業發展的趨勢有密切關係。請問下列哪兩項因素的影響最為直

接？

甲、食物供給系統的全球化趨勢日增

乙、農業由勞力密集逐漸轉變成資本密集

丙、農場以規模經濟豢養大量牲畜

丁、牲畜交易所跨越的距離明顯增長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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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9】洪患與工程
台北橋位於淡水河最狹之處，建於清領末期，

 以連絡當時已日見繁榮、住商密集的三重埔與
台北大稻埕（圖7）。淡水河防洪計畫的規畫
設計採用200年洪水頻率，則大漢溪、新店溪流
入的設計洪峰流量分別為13,200、10,300CMS，
但據估算台北橋在堤防完工後最多只能通過

14,300CMS，遂形成水流瓶頸，洪流會受阻迴
堵。請問：(98年第33-34題)

圖7

24. 在淡水河防洪規畫中，是以下列哪種方案來解決台北橋的洪流瓶頸問題？
(A)此河段堤防加高以攔堵洪水
(B)此河段上游側闢建分洪道，以疏導洪峰流量
(C)台北橋引道加長，堤線後移、拓寬河道，以紓緩瓶頸
(D)關渡、五股與社子北部限建，闢為洪水管制區以滯洪

25. 河道若能加以濬深，洪流瓶頸即可解決，但台北橋段位於盆地區，下列
哪種作用會使河道的疏濬功能無從發揮？

(A)襲奪     (B)堆積                (C)回春         (D)侵蝕

【例題 10】洪患與環境敏感度
台灣山區近年每逢颱風豪雨，土石流災害頻傳。土石流災害防治的首要

 工作就是判識具土石流潛勢的溪流，圖8是某防災中心所建立的判識準
則，用以劃定土石流危險區。若危險區內有保全對象，則進一步規畫逃

生路線（如圖9），實施防災教育宣導，以減少災害所帶來的損失。請
問：（98年非選擇題）

圖8 圖9

26. 圖8中按甲、乙、丙、丁順序填入的判別字（是或否）應為何？ 

27. 圖8中，檢視集水區範圍內有否崩塌地存在，為何是判識土石流潛勢的
敏感程度的依據之一？ 

28. 圖8中，為什麼溪床坡度10度以下，會判識為土石流非敏感區？
 
29. 圖9中若保全對象A有三條可能逃生路線（X、Y、Z），何者較佳？

30. 如果你有某土石流潛勢溪流的災害危險區圖和附近住屋位置分布圖，地理
資訊系統的何種分析功能可以幫助你來決定危險區內是否有保全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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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11】生態保育
圖10是台灣某河口三角洲的衛星影像，河
 口北側的一個小潟湖(L)，因海堤的興築
而切成兩半，造就了一個較隱蔽安全的環

境，每年有全球過半的黑面琵鷺來此棲息

度冬，人們可以透過望遠鏡看到黑面琵鷺

站在水中覓食或休息。請問：（95年第9-10
題）

圖10

31.   圖10中的河流甲是指台灣的哪一河流？
  (A)高屏溪                   (B)淡水河         
  (C)大肚溪(烏溪)        (D)曾文溪

32. 該地區具備下列哪些環境條件而成為吸引黑面琵鷺度冬的棲地？
甲、棲地和周邊覓食區食物充裕    
乙、棲地為潟湖具阻絕天敵之效

丙、四周有海堤或塭堤提供避風   
丁、周邊沒有農漁業活動干擾

戊、有茂密紅樹林供其棲息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丁戊                 (D)丙丁戊

L.

甲

 

東沙

島 

圖11 圖12

33. 圖11中東沙島上長條型甲設施是什麼？

34. 圖11中的乙水域，在地形上稱作什麼？

35. 圖12中東沙群島屬哪種珊瑚礁地形？

36. 採集不同高度的珊瑚礁樣本進行定年分析，可以知道當地什麼環境變遷
的歷史？

【例題 12】環境變遷
東沙島(圖11)位於東沙群島(圖12)的西側，全島陸域面積1.74平方公里，
由珊瑚及貝殼碎屑堆積而成，最高海拔7公尺。請問：（94年非選擇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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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14】地理實察
小明班上選擇南部某農業為主的村落進行鄉土地理實察，所用的實察地

 圖是該村所在地的等高線地形圖（圖14）。他們乘車到達該農村，下車
後舉目所見盡是水田，溝渠縱橫，步行進入村落，但見民居間湧泉處

處。村長帶領他們參觀該村的祠堂，見大廳內壁上對聯寫著：「渡江南

居鄱陽，由贛入閩汀，族大支繁，蕃衍八閩兩粵；跨海東定瀛島，溯淡

抵台鳳，宗茂派盛，廣布三山五鄉。」村中耆老提及當初祖先因受連年

災荒的壓迫，不得不渡海來台。請問：（97年非選擇題）

圖14

【例題 13】旱災與糧食問題
初級產業產品的外銷為澳洲重要外

 匯來源之一，但近五年來由於降水
極少，已面臨「百年大旱」。2007
年4月總理霍華德警告說：「若近
期內沒有足夠的雨水，即將停止大

部分農地的灌溉！」請問：（96年
第21-23題）

37. 停止農地灌溉的因應措施一旦執行，對圖13中澳洲的哪個地區的影響最
深遠？

(A)甲                 (B)乙                (C)丙             (D)丁

38. 澳洲農地若因「停止灌溉」而大量減產，最可能帶來何種國際性問題？
(A)乳品原料價格上漲    (B)航空貨運數量降低
(C)基因食品需求大增    (D)蔬果產業急遽衰退

39. 關於澳洲農業發展的條件，哪些正確？
甲、位於馬緯度無風帶，氣候乾燥，促成粗放的畜牧業

乙、降水的分布明顯受到山脈和東北季風之影響

丙、冷凍科技革新，促成畜牧產品的大量輸出

丁、南北半球的農產供應與市場需求具季節互補性

戊、原住民的傳統知識大幅提升農產附加價值

(A)甲乙戊   (B)甲丙丁 (C)乙丙丁          (D)丙丁戊

圖13

甲

乙

丙

丁

40. 圖14中由甲—乙—丙—丁—戊—庚—
 辛—壬—癸—甲連線所圍的範圍屬於
哪種河流地形？

41. 小明所參訪的村落最可能座落於圖14
 所標甲、丙、丁、庚、辛、壬中的哪
個位置？ 

42. 根據對聯所描述，可知該村村人的祖
 先在渡過長江後、來台前的遷徙路
線，依序經過哪三個中國省級行政

區？

43. 該村村人的祖先渡海來台的遷移現象，可由哪種人口理論來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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