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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定科目考試指定科目考試指定科目考試指定科目考試 

地理考科考試說明地理考科考試說明地理考科考試說明地理考科考試說明 

 

民國 102 年開始，「指定科目考試地理考科」將依據 99 學年度實施之「普通高級中

學課程綱要」（簡稱「99 課綱」）命題1。學生在高中階段所學得的地理知識和技能，為

進入大學階段學習地理學、環境及空間科學、都市與區域、社會文化、政治、經濟、外

交、國際金融與貿易、交通或觀光休閒相關領域的學科基礎，故地理科指定考試成績為

國內眾多大學科系所採計。 

學生在學習高中三年的必、選修地理課程之後，能了解系統地理學的基本概念，並運

用地理學的空間、生態和區域觀點來進行思考，也能使用地理學的技能與研究調查方法，

來分析、評價和解決生活中所面臨的各種空間問題。透過區域地理的學習，學生能以世界

觀體認不同區域人民的生活內涵與特性，思考人與地方、區域與區域間、乃至全球與地方

生活之間的關聯，並能以永續發展的觀點和尊重差異的態度，來為地理環境問題提出改善

方案。 

本考科以進階性的地理知識與技能為主要的命題內容，以下即分別說明指定科目考試

地理考科的測驗目標、測驗內容及試題舉例。 

 

壹壹壹壹、、、、測驗目標測驗目標測驗目標測驗目標 

 

一一一一、、、、測驗測驗測驗測驗考生地理學科的知識考生地理學科的知識考生地理學科的知識考生地理學科的知識    

內容包含通論地理、區域地理和應用地理各範疇的基礎與進階知識，含重要的地理事

實、專有名詞、概念、原則和理論，考生要能記憶或理解這些知識，並能從個案或生活情

境的敘述中加以分析或區辨。分項目標列舉如下： 

1a 能知道或記憶重要的地理事實及名詞 

1b 能理解或應用重要的地理事實、名詞、概念、原則和理論 

1c 能以地理概念、原則和理論分析或評估重要的地理事實 

                                                
1
 99 學年度實施之「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於民國 97 年 1 月 24 日發布，係由 95 學年度實施之「普通

高級中學課程暫行綱要」（簡稱「95 暫綱」）修訂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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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測驗測驗測驗測驗考生處理地理資料和使用地理方法與技術的能力考生處理地理資料和使用地理方法與技術的能力考生處理地理資料和使用地理方法與技術的能力考生處理地理資料和使用地理方法與技術的能力 

此部分著重考生蒐集、處理與展現地理資料的能力。地理資料可包含地圖、統計圖表、

統計數據、航照、衛星影像、照片、圖片、文字、實察記錄、訪談記錄或問卷等各種類型

的資料，考生要能選擇適當的方法或技術，以獲取、處理、分析、解釋和展現地理資訊。

分項目標列舉如下： 

2a 能運用適當方法，觀察重要地理現象與獲取地理資料 

2b 能處理與歸納地理資料 

2c 能分析、解釋和展現地理資訊 

三三三三、、、、測驗測驗測驗測驗考生分析探討考生分析探討考生分析探討考生分析探討世界主要區域世界主要區域世界主要區域世界主要區域之之之之特色與特色與特色與特色與重要重要重要重要議題議題議題議題的的的的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內容以區域地理為主，考生要能知道世界各主要區域的特色和重要議題。對於區域特

色方面，要能辨識各區域的地理現象，理解或分析發展出區域特色的自然與人文環境因素

及其交互關係，並能分析區域差異與區域互動的因素。在區域議題方面，能以議題為核心，

解釋影響區域議題的自然與人文因素及分析因素之間的相互關聯，並能了解議題對區域發

展的影響。分項目標列舉如下： 

3a 能分析地理現象的空間特性 

3b 能解釋人類與環境間的相互關係 

3c 能整合分析自然與人文因素，以解釋區域特色、區域差異與互動 

3d 能解釋影響重要地理議題的因素，並分析因素之間的關聯 

3e 能指出地理議題對於區域的意義及影響 

四四四四、、、、測驗測驗測驗測驗考生考生考生考生整合地理知識整合地理知識整合地理知識整合地理知識提出提出提出提出解決解決解決解決問題方案的能力問題方案的能力問題方案的能力問題方案的能力 

此部分涵蓋通論地理、區域地理和應用地理等範疇的地理問題，著重考生是否能整合

地理知識來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過程可包括：提出問題、了解問題、收集資料、處理與

分析資料、歸納結果、提出假說、驗證假說、評估不同方案與提出解決問題方案等工作，

故前三項測驗目標皆可能作為本項目標的基礎，重複部分不再說明。其餘分項目標列舉如

下： 

4a 能掌握解決問題的程序與步驟 

4b 能提出地理問題的解決方案 

4c 能評估不同解決方案的觀點及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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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貳貳貳、、、、測驗內容測驗內容測驗內容測驗內容 

 

地理考科涵蓋高中地理課程的所有單元主題，即高中一、二、三年級的必修與選修地

理。高一、高二課程為必修，課程內容分別為通論地理及區域地理，高三課程為選修，課

程內容為應用地理。測驗內容以教育部公布的「普通高級中學課程綱要」（99 課綱）所列

的主要概念及具體目標為依據，並依據地理考科測驗目標設計試題。 

 

 

參參參參、、、、試題試題試題試題舉舉舉舉例例例例 

 

一一一一、、、、測驗考生地理學科的知識測驗考生地理學科的知識測驗考生地理學科的知識測驗考生地理學科的知識 

【例題 1】 

根據統計，全球冰河覆蓋面積約占陸地面積的十分之一，近年因為全球暖化的影響，各

地有許多冰河消融後退所引起的災害報導，請問： 

1-1. 下列何者是冰河堆積作用所形成的地形？ 

(A)槽湖 (B)蛇丘 (C)刃嶺 (D)角峰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通論地理 四、地形 2.地形類型—冰河地形 

分項目標：1a 能知道或記憶重要的地理事實及名詞 

 

1-2. 當高山冰河消融時，短期內可能發生哪些現象？ 

甲、冰磧湖潰堤 乙、黃土飛揚 丙、洪水氾濫 丁、土石泥流 

(A)甲乙丙 (B)乙丙丁 (C)甲丙丁 (D)甲乙丁 

（改寫自 100 年度研究用試卷） 

參考答案：C 

測驗內容：通論地理 四、地形 1.地形作用—地形作用 

3.地形及人類活動(個案)—地形災害 

分項目標：1b 能理解或應用重要的地理事實、名詞、概念、原則和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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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地表是人類生活的舞台，各種地形及作用是地理學的基礎知識。當代研究全球暖化之

影響層面廣泛，首當其衝是冰河的消融現象導致諸多災害。為了解冰河消融的影響，需先

具有冰河地形的先備知識，才能進一步探討消融現象。第一子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掌握冰

河作用的侵蝕與堆積作用造成哪些地形。第二子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理解冰河消融在短期

內，其融水如同短時間大量降水的作用，可能引發哪些導致災害的現象；而黃土則是在冰

河融水消退之後乾燥的細顆粒，經風成作用遠距搬運後所堆積而成，其過程耗時較長。 

 

【例題 2】 

對流層的氣溫是近地面較高，且呈隨高度增加而遞減。但此一現象在一天中的不同時間

均有差異，有時甚至出現逆溫現象。圖 1 即為同一地點在某

日的早晨、午後、夜間及清晨四個不同時段的近地面大氣垂

直氣溫分布曲線圖。 

2-1. 圖 1 中丁曲線愈接近地面氣溫愈高的主要原因為何？ 

(A)愈近地面風速愈小，大氣熱量不易散失 

(B)愈近地面空氣塵埃愈多，塵埃能吸收太陽輻射 

(C)愈近地面空氣密度愈大，大氣愈能吸收太陽輻射 

(D)地面吸收太陽輻射後，將熱能再輻射供大氣吸收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通論地理 五、氣候與水文 1.氣候—氣候要素 

分項目標：1c 能以地理概念、原則和理論分析或評估重要的地理事實 

 

2-2. 圖 1 中哪條曲線最可能是清晨（日出之前）的大氣垂直氣溫分布？ 

(A)甲 (B)乙 (C)丙 (D)丁 

（99 學年度指考） 

參考答案：A 

測驗內容：通論地理 五、氣候與水文 1.氣候—氣候要素 

分項目標：1b 能理解或應用重要的地理事實、名詞、概念、原則和理論 

說明： 

大氣層中與人類生活最密切的分層為對流層，瞭解其特性才能加以掌握氣象及氣候的

各種要素，例如氣溫及降雨。本題組以一天四個不同時段的垂直氣溫分布曲線圖為題，第

一子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以輻射熱的理論分析愈近地面氣溫愈高這項地理事實的原因；第

二子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理解清晨時地面氣溫為一天最低以及夜晚至清晨對流層逆溫的

概念。 

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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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測驗測驗測驗測驗考生處理地理資料和使用地理方法與技術的能力考生處理地理資料和使用地理方法與技術的能力考生處理地理資料和使用地理方法與技術的能力考生處理地理資料和使用地理方法與技術的能力 

【例題 3】 

3. 南投某國小，設校以來曾經歷多次災害。1996 年賀伯颱風時學校被土石流淹沒之

後，第一次重建；到了 2009 年莫拉克颱風

時，又因暴漲的溪水造成地基流失，校舍塌

陷。請問，根據圖 2 地形圖的判讀，該國小

所處地點最可能是在下列何處？ 

(A)山稜線 

(B)陡峭邊坡 

(C)河中沙洲 

(D)主支流匯流處 

（改寫自 100 年度研究用試卷）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通論地理 二、地圖 1.地圖實習(1:25000 地形圖為例)—地圖判讀 

四、地形 4.地形辨識—等高線地形圖 

分項目標：2a 能運用適當方法，觀察重要地理現象與獲取地理資料 

說明： 

地圖判讀是地理學的重要技能。本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根據地圖上的資訊尋找答案，

圖 2 為 1:25000 地形圖改繪之等高線地形圖，找到國小位置之後，依附近等高線之 V 形尖

端指向高處的外型及圖上文字，即可判定其為和社溪支流一號溪之河谷谷口，為主支流交

匯處。 

 

【例題 4】 

GIS 網格資料結構與矩陣結構相似，具運算的效率性，普遍用於 GIS 空間分析。請問： 

4-1. 下列 GIS 向量資料與網格資料的轉換關係哪些正確？ 

甲、土壤 乙、人口數 丙、人口密度 丁、稻米單位產量 

(A)甲乙 (B)乙丁 (C)甲丙 (D)丙丁 

參考答案：C 

測驗內容：通論地理 三、地理資訊 1.地理資訊蒐集及處理—地理資訊內涵 

分項目標：2b 能處理與歸納地理資料 

100  200 
 

向量      網格 

100 

100 

200 

200 
100  200 

 

向量      網格 

100 

100 

200 

200 
100  200 

 

向量      網格 

50 

50 

100 

100 

向量      網格 

I II 
I II 

I II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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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表 1 網格資料 I 中的甲、乙、丙、丁是四塊土地的代碼，網格資料 II 中的 M 為新建

捷運站位置，網格資料 III 為目前地

價，如果地價隨著離捷運站的距離而

變化，計算式為： 

新地價＝原地價×（1＋1/距離） 

假設相鄰方格距離為 1，斜角方格距

離為 1.4，則捷運站完工後，何處地價

最高？ 

(A)甲 (B)乙 (C)丙 (D)丁 

（95 學年度指考）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通論地理 三、地理資訊 3.地理資訊系統—地理資訊系統的組成、功能與應用 

分項目標：2c 能分析、解釋和展現地理資訊 

說明： 

以正確的方式加以整理、分析、應用地理資訊，是地理學相當重要的技能。第一子題

旨在評量考生是否瞭解地理資訊的資料類型，以及資料類型轉換的限制；第二子題旨在評

量考生是否可進一步地結合疊圖及計算能力，以尋得正確解答。 

 

三三三三、、、、測驗測驗測驗測驗考生分析探討考生分析探討考生分析探討考生分析探討世界主要區域世界主要區域世界主要區域世界主要區域之之之之特色與特色與特色與特色與重要重要重要重要議題議題議題議題的的的的能力能力能力能力 

【例題 5】 

美國的自然環境及物產複雜多樣、人口組成也因移民呈現多元性，請問： 

5-1. 照片 1 的地景最可能位於圖 3 中的何處？ 

(A)甲 

(B)乙 

(C)丙 

(D)丁 

 

 

 

 

參考答案：D 

表 1 

I       II        III 

     M  M 10 10 20 15 

 甲 乙      15 10 20 15 

 丙 丁      15 15 10 15 

    

 

 M  M 

 

15 15 15 20 

 

圖 3 照片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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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內容：通論地理 六、自然景觀帶 3.自然景觀帶的組成及特質—自然景觀帶 

區域地理 二、北美洲 1.自然環境—氣候、地形 

分項目標：3a 能分析地理現象的空間特性 

 

5-2. 以下何處因土壤肥沃、雨量豐富、夏季高溫，成為美國著名的玉米帶？ 

(A)甲 (B)乙 

(C)丙 (D)丁 

參考答案：C 

測驗內容：區域地理 二、北美洲 1.自然環境—氣候、地形 1-1 能解釋北美洲自然環

境對土地利用方式的影響 

分項目標：3b 能解釋人類與環境間的相互關係 

 

5-3. 十九世紀大量移民進入加州淘金，其中最大宗的移民造就今日許多以 San 為字首的

地名。請問此最大宗移民的族裔及其在圖 3 中的移入路線方向為何？ 

(A)印第安裔-方向  (B)西班牙裔-方向  

(C)華裔-方向  (D)法裔-方向  

（改寫自 100 年度研究用試卷） 

參考答案：B 

測驗內容：區域地理 二、北美洲 2.移民大國的經濟發展結果—人口移入區、人口特

徵、文化多元性 

分項目標：3c 能整合分析自然與人文因素，以解釋區域特色、區域差異與互動 

說明： 

認識世界各主要區域共通或獨特的自然與人文特性，為地理學科重要目標之一。第一

子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從照片或圖片中所呈現的自然景觀（山地植被稀少），推論其空間

的分布位置（乾燥氣候區的美國西南部洛磯山脈）。第二子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判斷圖上

四區何者符合題幹之環境特性及玉米帶分布位置。第三子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整合分析加

州之人文歷史因素來解釋其地名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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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題 6】 

金門除酒廠及陶瓷廠等少數工業外，因水源不足及其他因素影響，各種產業發展有限，

過去一直是人口外流的地區。但自 1993 年初開放觀光、1995 年成立金門國家公園以來，

金門設籍人口已逐漸增加；2001 年初實施小三通，因小三通僅限金門居民和中國往來，

以致設籍人口成長更快。請問： 

6-1. 金門地區水源供應有限，是當地發展觀光產業待解決的問題。導致金門水源不足的

重要原因為何？ 

(A)河水遭受工業嚴重污染 (B)水田灌溉佔用大部分水量 

(C)地層下陷導致海水入侵 (D)缺乏較大集水面積的水庫蓄水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區域地理 十二、臺灣的位置與環境特色 3.氣候及水文特色—3-2 能了解臺

灣水資源的區域差異 

十九、臺灣之區域特色及區域發展問題 1.區域之劃分與特色—

區域特色 

分項目標：3d 能解釋影響重要地理議題的因素，並分析因素之間的關聯 

 

6-2. 金門設籍人口的大量增加，最可能是下列哪些原因的影響？ 

甲、中國籍人士移居金門； 

乙、志願役軍人大量定居； 

丙、觀光農業吸引新的農耕人口； 

丁、居住臺灣的金門人回鄉設籍； 

戊、臺商為方便來往兩岸而移籍金門。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100 學年度指考） 

參考答案：D 

測驗內容：區域地理 十九、臺灣之區域特色及區域發展問題 2.區域發展問題—人口問題 

分項目標：3e 能指出地理議題對於區域的意義及影響 

說明： 

觀光業是目前台灣許多地區所亟欲發展也因而產生許多議題的產業，本題藉由金門發

展觀光所面臨的問題及其原因作為素材。第一子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以題幹所述及其對金

門地理特性的了解來分析金門水源不足的因素。第二子題旨在評量考生能否指出金門地區

設籍人口增加此一區域現象，是由何者所影響，考生尚須考量當前海峽兩岸的情勢才能加

以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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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四四四、、、、測驗測驗測驗測驗考生整合地理知識提出解決問題方案的能力考生整合地理知識提出解決問題方案的能力考生整合地理知識提出解決問題方案的能力考生整合地理知識提出解決問題方案的能力 

【例題 7】－非選擇題的表達形式 

7. 小明繪製美國白人男性罹患皮膚癌比例高於全國平均數的分布圖（如圖 4）。 

 

 

 

 

 

 

 

 

小明經過研究後，提出一個解釋此種病例空間分布現象的假說：「皮膚癌的產生和陽

光的強度有密切關係！」，他得到此假設前所採取的研究步驟包括：(甲)決定研究的

空間單位、(乙)提出假說、(丙)收集及整理資料、(丁)分析資料，請問這些研究步驟

進行的順序為何？（2%） 

（改寫自 86 年度研究用試卷） 

參考答案：(甲) (丙) (丁) (乙) 

分項目標：4a 能掌握解決問題的程序與步驟 

測驗內容：區域地理 二十、鄉土地理專題研究 1.研究問題界定—研究方法 

應用地理 一、地理議題探索 3.地理議題研究流程—研究方法 

說明： 

地理學的研究方法是一套思索議題的程序，其能力層次的要求也由基礎而漸進地提

高。由高一學習地理實察蒐集資料開始，高二學習形成地理問題並進行研究的步驟，至高

三則能進一步提出問題解決方案。本題旨在評量考生是否能建立適合的研究流程。 

 

【例題 8】 

為保護非洲尚存的物種，並解決非洲的貧窮，在國際環境與金融組織的鼓勵下，非洲成

立全球僅有的四個跨國公園，它不但使生態系有自由且自然的消長機會，同時也針對因

為貧窮所導致對自然環境不當利用的問題，提供解決方法。但跨國保護公園的實現，也

衝擊著傳統國家疆界的觀念。請問： 

8-1. 此類型跨國界保護公園成立的最大動機為何？ 

(A)共同分擔野生動植物保育的責任 (B)為保護棲地與生態的完整性 

(C)能提供到訪者多樣化的遊憩經驗 (D)促進兩國或多國邊界居民的互動 

參考答案：B 

圖 4 

美國白人男性罹患皮膚癌比

例高於全國平均數的郡 
 

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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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內容：應用地理 一、地理議題探索 2.當代重要地理議題 

九、地景保育 2.地景的評估及分區—2-3 能了解如何保護特

殊的地景 

分項目標：4b 能提出地理問題的解決方案 

 

8-2. 下列何者為上述跨國界合作最難以克服的問題？ 

(A)國際合作涉及理想與利益的整合 (B)邊界地區自然環境形勢的阻隔 

(C)季節性資源調整與分配的難題 (D)跨國地區人口分佈懸殊整合困難 

（94 學年度指考） 

參考答案：A 

測驗內容：應用地理 一、地理議題探索 2.當代重要地理議題 

十六、區域結盟及地方發展 2.區域結盟—2-2 能了解區域結盟的

影響 

分項目標：4c 能評估不同解決方案的觀點及效益 

說明： 

本題組是以非洲跨國保護區為主要的命題素材。以地理的概念切入保護區的經營管

理，棲地完整性為主要的劃設原則。第一子題旨在評量考生是否瞭解跨國保護公園的建立

是為實踐自然生態的保育。第二子題旨在評量考生是否瞭解跨國合作衝擊著傳統國際疆界

之概念，其關鍵在於理想及利益的結合或妥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