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配合課本第一篇 第１章

第１回　臺灣與鄉鎮市區地名

一第 關 1-1 臺灣的地名由來與演變（每題 12分，共 60分）

繳交日：   ∕   ∕

總　評：

  附圖是法國人杜赫德在

1735 年（雍正年間）所繪製

的東亞地圖局部。請觀察地

圖回答下列問題：

1 地圖左上方呈現的陸塊最可能是中國的哪個省分？ 　　　　　　　　

2 地圖中，紅色方框處最可能是臺灣的哪個地區？ 　　　　　　　　

3 該地圖因具有絕對位置的概念，而具有重要的地理意義。請問：圖上哪個線索可看

出絕對位置？ 　　　　� 　　　　

4 臺灣島僅畫出西半部的原因為何？

　　　　　� 　　　　

（ 　 ）5 地圖上，臺灣島西半部與山脈交界處有出現「TAI-OUAN」一詞，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是美麗之島的意思　　　　B讀音與「大員」相近

C範圍僅限於今日桃園一帶　D「TAI-OUAN」一詞源自於日治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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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1-2 鄉鎮市區的地名演變與意義（每題 8分，共 40分）

2 美美從臺中火車站出發，以逆時針方向進行環島旅行，旅行途中經過這 4 個火車

站，請寫出經過的先後順序：

　　　　　� 　　　　

2.3公里(km) 2.7公里(km)
八堵 Badu 百福 Baifu

七堵
Qidu

基隆市
七堵區

2.7公里(km) 1.9公里(km)
豐田 Fengtian 平和 Pinghe

壽豐
Shoufeng

花蓮縣
壽豐鄉

2.4公里(km) 1.9公里(km)
崁頂 Kanding 鎮安 Zhen’an

南州
Nanzhou

屏東縣
南州鄉

2.5公里(km) 6.2公里(km)
北湖 Beihu 新豐 Xinfeng

湖口
Hukou

新竹縣
湖口鄉

2.3公里(km) 2.7公里(km)
八堵 Badu 百福 Baif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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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du

基隆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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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壽豐鄉

2.4公里(km) 1.9公里(km)
崁頂 Kanding 鎮安 Zh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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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zhou

屏東縣
南州鄉

2.5公里(km) 6.2公里(km)
北湖 Beihu 新豐 Xinfeng

湖口
Hukou

新竹縣
湖口鄉

2.3公里(km) 2.7公里(km)
八堵 Badu 百福 Baifu

七堵
Qidu

基隆市
七堵區

2.7公里(km) 1.9公里(km)
豐田 Fengtian 平和 Pinghe

壽豐
Shoufeng

花蓮縣
壽豐鄉

2.4公里(km) 1.9公里(km)
崁頂 Kanding 鎮安 Zhen’an

南州
Nanzhou

屏東縣
南州鄉

2.5公里(km) 6.2公里(km)
北湖 Beihu 新豐 Xinfeng

湖口
Hukou

新竹縣
湖口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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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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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縣
壽豐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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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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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
湖口鄉

  美美利用鐵路進行環島旅行，她將看到的火車站站牌拍照留念如下。站牌上有當

地的地名，顯示一地的自然環境或人文特色。請回答下列問題：

1請閱讀附表的地名由來，並將代號填寫在站牌下方：

代號 地名由來

甲
客家語稱山谷較低窪者為「窩」、「湖」，由於此地附近有一連串的窪地，又

位於山谷開口而得名。

乙
清帝國時期漢人為防範原住民族侵襲，於居住地外圍設置土牆，土牆一丈稱為

「板」，五板稱為「堵」。此處位於第七個防禦據點，故以此為名。

丙
日治時期，此區為日籍移民專屬的移民村，稱為「壽庄」。戰後，政府因此地物

產豐饒，變更為現名。

丁
舊名「溪州」，意指易氾濫的平地。民國 45 年，考量臺灣各地有不少以「溪
州」為名的鄉鎮，改取「○○出賢人」的典故，變更為現名。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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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美從臺東車站出發前往壽豐車站，花東縱谷平原的自然美景映入眼簾。請問：美

美右側的山脈最可能是臺灣的哪座山脈？

　　　　　� 　　　　

（ 　 ）4 民國 110 年 4 月 2 日發生在花蓮縣 秀林鄉 清水隧道北口的太魯閣號脫軌事

故，耗時 7 天搶修完成。請問：下方哪條火車通行路線，以最短路線搭乘

時，最可能受到影響？

A臺北至壽豐　B臺南至湖口　C七堵至臺中　D高雄至南州

5 臺灣各鄉鎮市區命名的原因相當多元，大致可以分為下列幾種。下方有 8 種鄉鎮市

區的地名意義，請按照命名原因及地名故事，將地名填寫在下方空格中。

類型 地名 地名由來

1土地拓墾 清代開墾宜蘭平原，此處最先建築土城。

2人文設施 當地居民祭祀石觀音。

3自然環境
 地形是一片大的河谷盆地，客家語的「湖」具有盆地

之意。

4人物紀念 鄭成功的將軍就地紮營墾荒，舊稱「國姓埔」。

5原住民族語 早期為蔴荳社的聚落所在，舊稱為「麻豆番社」。

6外來語言
原稱為「瀰濃」。1920 年代，改名為美濃，同日本 岐
阜縣 美濃市。

7維生方式
「綾仔（苓仔）」是指刺網。此區濱海，漁產豐盛。

早期漁民捕完魚後，會在岸邊存放網具，故得名。

8地緣關係 地名原為廣東省 潮州府之府名。

美濃

大湖

頭城

麻豆

國姓

潮州

觀音

苓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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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一篇 第２章

第２回　臺灣聚落地名

一第 關 2-1 聚落地名與環境（每題 10分，共 40分）

1 地點：雲林縣 口湖鄉 下崙

　1地形字詞：　　　　� 　　　

　2意涵：　　　　� 　　　

　　　　　　� 　　　　

　　　　　　� 　　　　

　　　　　　� 　　　　

2 地點：臺中市 大安區 牛埔

　1地形字詞：　　　　� 　　　

　2意涵：　　　　� 　　　

　　　　　　� 　　　　

　　　　　　� 　　　　

　　　　　　� 　　　　

  地名是一個地方的名稱，反映當地居民和土地的關係。臺灣的地名有很大部分的

比例與自然環境特徵有關，其中以地形特徵為名的情形尤為常見。以下為 1921 年的臺

灣堡圖，地圖中有代表地形的字詞，請填寫地形字詞與其意涵。

崙

　　　阻擋強勁季風的天然屏障，

沙丘周遭常是聚落的理想位置。

例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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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點：宜蘭縣 冬山鄉 武荖坑

　1地形字詞：　　　　� 　　　

　2意涵：　　　　� 　　　

　　　　　　� 　　　　

　　　　　　� 　　　　

　　　　　　� 　　　　

4 地點：苗栗縣 三灣鄉 內灣

　1地形字詞：　　　　� 　　　

　2意涵：　　　　� 　　　

　　　　　　� 　　　　

　　　　　　� 　　　　

　　　　　　� 　　　　

5 地點：桃園市 中壢區 斗門埤

　1地形字詞：　　　　� 　　　

　2意涵：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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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第 關 2-2 聚落地名與族群文化（每題 20分，共 60分）

  每個地名皆有其由來與典故，

除了反映當地的自然環境外，更凸

顯該地的人文特色。它可能烙有先

民走過的踪影，也可能呈現出多種

政權（荷蘭、西班牙、日本等），

以及族群（原住民族、閩南人、客

家人等）之樣貌。附圖是不同地名

的分布地圖，請依照下方提示配對

出適合的地圖與地名分布特性。

代號 地名分布特性

A
因客家聚落多集中於桃 竹 苗的丘陵、高 屏的六堆地區，以及花東縱谷平原，故該
地名多分布於此。

B
因樟樹多分布在北部及中部的淺山地區，而腦寮多位於樟樹附近，故該地名多分

布於此。

C
臺灣西南部的河川多屬荒溪型河川，洪枯變化量大，此地名顯示當時居民可能利用

河川枯水期在乾涸河床從事開墾。

1 「溪底寮」是臺灣常見的聚落名稱，源於早期民眾利用河川枯水期在乾涸河床從事

開墾，並在該地搭建簡單的工作寮房。

　「溪底寮」地名的空間分布，最可能是　　　　圖，判斷的依據是：　　　　。

2 「屋」是客家族群稱呼房子之意，例如；四座屋、黃屋、新瓦屋。客家人稱傳統三

合院或四合院為「伙房屋」，與閩南語的「古厝」同義。

　「屋」地名的空間分布，最可能是　　　　圖，判斷的依據是：　　　　。

3 「腦寮」為產製樟樹製品的聚落。樟樹分布在臺灣平地至海拔 1,800 公尺的區域，其

生產的樟腦、樟油可除蟲病害與除臭芳香，木材則可當作建材、雕刻品之原物料。

　「腦」地名的空間分布，最可能是　　　　圖，判斷的依據是：　　　　。

甲 乙 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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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配合課本第一篇 第３章

第３回　臺灣農業生產與運銷

1請閱讀下列敘述，並回答問題：

一第 關 3-1 農業生產與地理環境（每題 10分，共 40分）

八卦台地的鳳梨在豐富的自然、人文環境與多元化發展下，逐漸形成地方特色產

業。該產業發展與日本殖民歷史有關，日本政府希望在臺灣發展鳳梨罐頭產業，仿效位

在太平洋上的產地○○島，並從該地引進名為「smooth cayenne」的開英種鳳梨。

在引進此種鳳梨之前，臺灣島內已存在清代跟著漢人移民來臺的本島仔鳳梨。因本

島仔鳳梨的加工手續繁瑣，所以日本人向外尋找適合製作鳳梨罐頭的開英種鳳梨。至於

為什麼是八卦台地呢？原來本島仔鳳梨可承受日照時間長及南部地區降水時間較不平均

的現象，但開英種鳳梨恰好相反，日照不宜太過強烈且需充足降水，反而在八卦台地特

別適合其生長。

戰後一直到美援終止的這段時間，是臺灣鳳梨罐頭產業發展迅速的時代。美援終止

後，因缺乏製作鳳梨罐頭的馬口鐵，使臺灣的鳳梨罐頭產業逐漸沒落，改走鮮果食用路

線。因此這種人人口中說著帶有「酸味」的開英種鳳梨，逐漸被改良成以甜度佳為主的

鳳梨品種，例如：金鑽鳳梨、甜蜜蜜鳳梨、牛奶鳳梨等。直到十多年前，開始有廠商利

用開英種鳳梨製作鳳梨酥，才重啟了開英種鳳梨的商機。其特殊的酸味讓鳳梨酥店如雨

後春筍般出現，四方遊客也群聚八卦台地，使得當地更加熱鬧。

（ 　 ）1 文中描述臺灣盛產開英種鳳梨的地形區，其等高線地形圖最接近下列何者？

A　　　　　　　　　　　　　B　　　　　　　　　　　　　　

C　　　　　　　　　　　　　D　　　　　　　　　　　　　　

400m

200m
300m

700m
600m

500m

800m

400m

20m 1200m
1300m
1400m
1500m

1100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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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依據上文所述，日本政府引進開英種鳳梨的○○島，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　　　　　　　B　　　　　　　C　　　　　　　D　　　　　　　

（ 　 ）3 近年來，鳳梨酥成為國人及外國遊客喜愛的伴手禮之一，產值逐年上升。附

圖為鳳梨酥產銷過程的示意圖，甲、乙、丙、丁哪些屬於第三級產業？

A甲乙　B甲丙　C乙丁　D丙丁　【104 年會考】

（ 　 ）4 美援終止後，八卦台地的鳳梨罐頭產業逐漸沒落，直到近年才重現往日榮

光。請問：當地轉型的方式為何？

A改成機械化耕作　　　　　B品種改良，降低酸度

C製成糕餅增加附加價值　　D擴大耕地面積，降低成本

55 N。

52 N。

0 。

80 E。

8 N。

158 W。

21 N。

19 N。

55 N。

52 N。

0 。

80 E。

8 N。

158 W。

21 N。

19 N。

55 N。

52 N。

0 。

80 E。

8 N。

158 W。

21 N。

19 N。

55 N。

52 N。

0 。

80 E。

8 N。

158 W。

21 N。

19 N。

二第 關 3-2 食物運銷與國際貿易（每個答案 5分，共 60分）

1請閱讀下列敘述，並回答問題：

臺灣與紐西蘭在世界貿易組織架構下，以會員身分締約，雙方於 2013 年簽署「臺
澎金馬個別關稅領域與紐西蘭經濟合作協定」。協定共計 25 章，包括貨品貿易、原產地
規則、關務程序與合作、跨境服務貿易，以及環境、原住民族、影視共同製作等合作議

題，藉此臺灣與紐西蘭之間的貿易關係將更加緊密。

（ 　 ）1 簽署協定後，臺灣的何種產品最可能因該協定而迎來較大的商機？

A麵粉　B棉花　C玉米　D蝴蝶蘭

（ 　 ）2 臺灣積極與其他國家簽訂經濟合作協定，對於農業生產而言有什麼優點？

A擴大市場通路　　B減少交通成本

C降低糧食進口量　D降低農產運送損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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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豪對於臺灣的農業非常有興趣，到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的官方網站查詢相關資料。

他在「農業貿易」欄位中搜尋「主要農產品之前三大進出口國家或地區」，並將資

料時間設定為民國 109 年 1 月至 12 月，匯出下方表格。請閱讀附表，並回答問題：

項
次

主要農產品相關資料
出口比例

占第一位國家或地區

出口比例

占第二位國家或地區

出口比例

占第三位國家或地區

貨品名稱 比例
國家或

地區名稱
比例

國家或

地區名稱
比例

國家或

地區名稱
比例

農產品出口總值 100 中國 20.7 日本 15.5 美國 13.7

1 魚類及其製品 25.9 日本 29.0 泰國 14.0 中國 10.9

2 穀類及其製品 10.8 中國 25.3 美國 23.1 香港 13.6

3 水果、堅果及其製品 5.9 中國 54.0 日本 9.5 香港 9.3

4 花卉及其種苗 4.0 日本 33.6 美國 28.3 越南 9.0

5 皮及其製品 3.6 越南 42.1 中國 19.7 香港 10.8

6 蔬菜及其製品 3.2 日本 57.4 美國 13.2 香港 5.3

7 羽毛 3.1 中國 28.0 日本 25.7 南韓 13.0

8 畜－飼料用副產品 2.6 越南 56.4 日本 10.3 馬來西亞 6.6

9 酒類 2.4 中國 61.5 美國 10.9 香港 5.6

10 茶葉及其製品 2.1 中國 39.7 美國 17.7 香港 7.3

　1 民國 109 年臺灣最主要的農業貿易出口國家有哪三國？

　　　　　　� 　　　　

　2 臺灣農業貿易出口前三多的國家，其農產品總值占全臺多少比例？可能會產生什

麼問題？

　　　　　　� 　　　　

　3 民國 109 年臺灣主要農產品出口項目前三名有哪些？

　　　　　　� 　　　　

　4 民國 109 年農產品出口第一名的項目與臺灣哪些自然條件有關？請試舉二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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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

1請閱讀下列敘述，並回答問題：

全球化的過程中，跨國飲食企業遍布世界各地，而麥當勞是最具指標性的例子。麥

當勞有一套標準的作業流程與菜單，代表標準化的美國生活方式。然而麥當勞的國際化

戰略並非一帆風順，從一開始的絕對標準化，逐漸轉變為全球化和在地化相結合的多元

戰略。例如：1985 年麥當勞進軍法國，但在法國的發展卻遇到了困難，除了須克服法國
人用刀叉用餐的習慣，也有些人認為速食文化不該「汙染」美食之都。最後，麥當勞廣

告其優質的原料、大量使用當地資源、設立對環境友善的門市，以及營養成分顯著優於

該國的傳統選擇，促使法國的麥當勞數量增加至 1,400 多間，僅次於美國、日本、中國。
這個過程是麥當勞高層不斷探索、修改原有的經營策略的結果。在別的地區，麥當勞也

遇到了同樣的在地化要求。

　1 依上文所述，麥當勞在拓展國際市場時，哪個經營策略體現了標準化的美國生活

方式？

　　　　　　�

　2 麥當勞後來做了哪些「在地化」的調整？請試舉二例。

　　　　　　�

　（ 　 ）3 附圖攝於某以佛教為主的國家，可見麥當

勞叔叔雙手合十，親切優雅地迎接眾人到

訪之畫面。請問：這位麥當勞叔叔最可

能出現在哪個國家？　A南韓　B印尼      

C泰國　D俄羅斯

一第 關 4-1 飲食文化與供需（每個答案 10分，共 50分）

配合課本第一篇 第４章

第４回　臺灣飲食文化與食品安全

▲某國的麥當勞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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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請閱讀下列敘述，並回答問題：

「新竹米粉」曾因含米量太低而引發爭議，甚至遭戲稱應改名為「新竹澱粉」。此

事件也促使行政院 衛生福利部設立規定，唯有 100 %純米製作才能稱作「純米米粉」，含
米量超過 50 %可稱「調合米粉」，含米量低於 50 %須標示為「調合澱粉絲」。

新竹米粉爆發爭議的起因為不肖業者標示不實，業者說道：「米粉原料的改變是受

到市場口味影響。早期米粉都以純米製作，接受度有限，後來有人加入玉米粉改良，發

現口感較有嚼勁、更耐煮、不容易斷，反而受到市場歡迎。慢慢地，愈來愈多業者改做

調合米粉。」

米和玉米成分雖然皆以澱粉為主，但特性卻不同。米的澱粉容易吸水，軟爛且易

斷；玉米的澱粉較不易吸水，可在鍋內放久一點。純米米粉較好消化，吃了不易脹氣，

老人、小孩皆可食用。而加入玉米澱粉的調和米粉價格較便宜，也更容易製作，因此廟

會選舉辦活動或小吃攤通常偏好「俗擱大碗」的調合米粉。

　1 依上文的描述，為何米粉業者在米粉中添加玉米澱粉？請試舉一例。

　　　　　　� 　　　　

　（ 　 ）2 昔日米粉業者多利用自然氣候晒米粉。最適合晒米粉的氣候是 10 月到 1 月

的「霜風」，因此時空氣冷冽且水份少，再加上些許陽光，即可達成「三

分日晒、七分風乾」的效果。請問：吹「霜風」時的風向，最可能是下列

何者？

　A東北風　B東南風　C西北風　D西南風

二第 關 4-2 食品加工的演變（每個答案 10分，共 50分）

　（ 　 ）4 跨國企業麥當勞刻意讓各地的麥當勞叔叔擁有不一樣的造型，用意最可能

為何？

　A省下廣告費用，節省生產成本

　B大量使用當地資源，薄利多銷

　C考量在地文化特色，增加業績

　D為了宣傳特定產品，刺激買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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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玉米澱粉除了製成米粉，也常作為工

業染織原料，甚至可以澱粉糖的形

式，添加在各式飲料中，讓液體變得

更黏稠。其中，美國是世界玉米的主

要產地之一。請問：其產地最可能位

於附圖中何地？

　　　　　　� 　　　　

▲北美洲農業分布圖

（資料來源：Goode's World Atlas，2010年）

圖 例

國界

漁業

採集

森林

地中海型農業

放牧帶

小麥帶

酪農帶

玉米帶

其他農業帶

棉花帶

加　拿　大

美     國

墨西哥

甲 乙 丙

丁

戊

2請閱讀下列敘述，並回答問題：

「身土不二」原為佛教用語，指「身」與「土」二者無法分開，其中「身」指

至今的行為，而「土」則指身處的環境。後來，身土不二成為支持本土生產食品的

口號，主要的意涵為─我們和環境是沒有分別的，自己即是環境的一部分，同時

也被環境滋養。例如：日本推動的食養運動以「身土不二」作為口號，主張「食用

本地生產的時令食物和傳統食品有益身體」；南韓農業協會也引用「身土不二」概

念，鼓勵南韓民眾食用國產農作物。

　（ 　 ）1 下列哪個舉措最符合食品議題中「身土不二」的精神？

　A改良作物營養價值

　B大量生產、大量消費

　C優先採用當地當令食材

　D基因轉殖技術改良農作物

　（ 　 ）2 下列何者並非「身土不二」理念的優點？

　A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B降低依賴化石燃料

　C專業化生產降低成本

　D減少使用肥料與農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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繳交日：   ∕   ∕

總　評：綜合試題

（ 　 ）1 1535年，據傳歐洲的航海家航行至今天巴西的東北角，看到椰林覆蓋、風

景宜人，便發出「歐琳達」（Ó, linda!，美麗之意）的讚嘆，後來此處便被

稱為「歐琳達」（Olinda）。請問：此地之得名，與臺灣何種地名的命名方

式類似？　A東番　B大員　C小琉球　D福爾摩沙（地理1-1、歷史3上

5-1）

（ 　 ）2 臺灣為移民社會，移民者經常將原鄉地名移植臺灣。請問：下列哪些地名反

映臺灣移民社會的特徵？（甲）潮州鎮（乙）東石鄉（丙）石門區（丁）鹿

港鎮

A甲乙　B丙丁　C甲丙　D乙丁（地理1-2、2-2、歷史1上6-1）

3請閱讀下列敘述，並回答問題：

臺灣的地名與歷史產業有密切的關聯。例如：「鎮」與「營」的相關地名，

是因為當地曾實施寓兵於農的「軍屯」；而「大稻埕」則是晒穀場的意思；「張

犁」、「甲」代表土地的計算單位；「股」是墾戶募集資金，墾成後分配土地股

份；「結」是漢人墾地「結首」制的代稱，這些地名都反映當時農業開墾的狀況。

除此之外，地名含有「樟」或「腦」者多半與製造樟腦有關，而含有「茶」字者大

多為產茶區域，地名若有「蔗」、「廍」，則大多是製糖的聚落。

一第 關 （每題 10分，共 50分）

　（ 　 ）1 代表軍屯的「鎮」或「營」等地名，最可能分布於哪個地區？　A臺北   

B新竹　C臺中　D臺南（歷史1上2-3）

　（ 　 ）2 含有「茶」字的地名，最可能分布於哪個地區？　A新竹丘陵　B嘉南平

原　C海岸山脈　D花東縱谷平原（歷史1上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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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3 根據以上資料與你的歷史知識判斷，下列地名的出現，依照時代先後應如

何排序？（甲）嘉義（乙）松山（丙）林鳳營

A甲乙丙　B乙丙甲　C丙甲乙　D丙乙甲（地理1-2、歷史1上5-1、

5-2）

二第 關 （每題 10分，共 50分）

2002 年，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對於臺灣在國際上實務的參與大有促進的作
用。然而 2013 年時，世界貿易組織會議在峇里島召開，卻有臺灣農民前往抗議，以
結束世界貿易組織為訴求，期望杜絕歐洲等國威脅各國小農的生計。

　（ 　 ）1 臺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被視為外交上的進展。請問：臺灣以何種名義加

入世界貿易組織？　A臺灣　B中華民國　C中華臺北　D臺澎金馬個別

關稅領域（歷史1下6-1）

　（ 　 ）2 臺灣以此種方式加入國際組織，顯示臺灣進入何種外交階段？　A鞏固外

交　B彈性外交　C國民外交　D務實外交（歷史1下5-2）

　（ 　 ）3 文中描寫臺灣小農對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抗議，最可能因為下列何事？      

A臺灣進口國外稻米　B臺灣出口本國稻米　C臺灣進口國外水果　D臺

灣出口本國水果（地理3-2）

　（ 　 ）4 若要給予本篇短文一個標題，下列何者最為適切？　A經濟全球化的挑戰   

B全球化與環保議題　C臺灣農民贊成進口稻米　D全球在地化於臺灣的

體現（公民3-2）

2請閱讀下列敘述，並回答問題：

（ 　 ）1 近年來，臺灣在各方面跟上國際的腳步，例如：政府推行「碳足跡標籤」

計畫。請問：此項計畫，與國際上因應全球化危機的哪項行動不謀而合？     

A各國推行文化尋根之旅　B召開國際刑警組織大會　C聯合國峰會通過巴

黎協定　D世界衛生組織公告傳染地區（地理4-2、公民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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