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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域分析、座標系統、地圖判讀）

主題 一 認識地理

焦點  1 地理學的研究內涵與範疇

定義 研究地表各種現象的空間分布、人地關係和區域特性的科學

環境要素
自然要素 地形、氣候、水文、土壤、生物

人文要素 人口、經濟活動、聚落、交通運輸系統、政策

焦點  2 地理學的研究傳統與觀點

名稱 空間傳統 人地傳統／生態傳統 區域傳統

意義

探討地表各種現象的分布、地

點、位置、區位、移動、擴散

的變化

人類活動與地表環境要素間的

連結或因果關係

整合空間與生態傳統，

分析和歸納特定空間的

獨特性，比較區域特色

判斷關鍵
在哪裡 (where)？
為何 (why)在那裡？

已發生的環境災害或影響
具未來性的評估、規劃

或區域特色

原則 範圍原則（分布論） 因果原則（環境論） 綜合原則（景域論）

分析 空間分析 生態分析 區域複合體分析

議題實例

1. 春運人口的移動
2. 登革熱等疾病的擴散
3.  電動機車在雲林縣內電池交
換站的位置

4.  人口密度與便利商店分布的
關係

5. 海岸線的變遷（時空變遷）

1.  全球暖化對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2.  土石流、沙黑爾沙漠化對當
地產生的災害

3.  臺灣西南部沿海抽取地下
水，對地層下陷的影響

4.  河川上游水庫建設與河口地
形變遷的關係

1.  社區總體營造、都市
計畫、區域計畫、國

家公園的規劃

2.  金門的戰地文化、傳
統閩式建築等特色

3.  高鐵南延屏東規劃案
的可行性評估

以彰化 

國光石化

案為例

1. 彰化大城濕地的分布範圍？
2.  沿海棲息哪些瀕危生物？牠
們分布在哪？

1.  彰化縣民如何在沿海濕地發
展養蚵產業？

2.  國光石化設立後對養蚵產業
的衝擊？

開發案對彰化沿海的自

然環境、生態族群、產

業發展、人口結構帶來

哪些影響？要不要設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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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 二 地理學的研究方法

焦點  1 地理問題的發想

觀察途徑 意義 舉例

時間的比較 同一地區不同時間點的地理現象差異 土石流發生前後的地形和植被變化

空間的比較
同一時間點不同地區的地理現象及其成

因的異同

2020年新加坡與約旦河西岸人口成長
率相近，但兩地人口成長原因有別

理論和實際的比較
針對某種地理現象，分析理論演繹和實

際的差異，並探究可能原因

馬爾薩斯提出人口論，但糧食產量大

幅增加，以致實際與理論預期有差異

焦點  2 研究方法

方法 問題性質 實例 研究步驟

歸納法

（事實發現）

1.  對研究問題
或區域認識

不夠明確

2.  對基本資料
掌握不夠完

整

1.  非產油國為方便
石油進口，石化

業多分布沿海港

口，為交通區位

2.  中心商業區的便
利商店密度較高

演繹法

（假說檢驗）

1.  對研究問題
已累積許多

前人的研究

成果

2.  對問題有深
入認識，能

提出暫時的

解釋

1.  邱念農業區位理
論（區位租與距

離呈反比）

2.  韋伯工業區位理
論（最低成本地

設廠）

3.  克 氏 中 地 理 論
（服務階層體系）

焦點  3 地理資料的來源與蒐集

一、地理資料與地理資訊 

地理資料 一般資料透過地理編碼（連結一組明確的座標系統）標示在地圖上

地理資訊 地理資料根據研究目的整理、分析後的結果

首要步驟：觀察地表現象，發現問題

依問題性質和研究目的不同而異

與歸納法的
最大差別



二、地理資料的內涵：空間資料與屬性資料 

空間資料（在哪裡？） 屬性資料（是什麼？）

定義

1.  地理現象的空間特性（位置、形狀、
面積與空間關係）

2. 以圖形或座標表示

1. 地理現象的名稱、數量或性質等
2. 以文字或數字表格記錄

舉例

1. 電線桿的座標位置 
2. 國道一號的路線位置 
3. 淡水河流域範圍 

1. 電線桿的編號、安裝時間
2. 國道一號的交通流量
3. 淡水河流域的河川名稱、流量

圖示

（以QGIS為例）

三、資料的來源與蒐集：一手資料（直接資料）與二手資料（間接資料）

種類 說明 取得方式

一手

資料

研究者親自取得的原始紀錄

1.  優點：資料蒐集者可決定資料項目和詳
細程度，可用性較高

2.  缺點：資料量較龐大，蒐集成本較高，
取得較費時費力

地理實察 觀察、測量、採樣、攝影、訪談等

問卷調查

1.  透過問題了解受訪者的行為、意
見、認知、態度

2.  問卷題項類型分為封閉式、半封閉
式和開放式問項

3.  需注意效度（問卷設計符合研究目
的程度）與信度（受訪者作答的可

信程度）

4.  抽樣調查需注意能隨機抽出具代表
性的樣本

二手

資料

利用他人研究成果處理、轉化過的資料

1.  優點：資料簡明扼要，取得成本較低；可
取得早期的歷史資料

2. 缺點：資料的時效性和品質較難掌握

文獻資料 圖書館、政府機關、網際網路

統計資料 各類年鑑、年報、統計要覽等

圖像資料

1. 地圖：基本地形圖
2.  影像：航空照片圖、衛星影像圖
（見主題三焦點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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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4 地理資料的整理、分析與展示

一、統計圖

類型 柱狀圖 折線圖（曲線圖） 圓餅圖

特性

1.  繪法：利用垂直或水平的柱
形表示資料的數量

2.  應用：長條圖（不連續的資
料），直方圖（連續資料）

3.  實例：臺灣電力能源結構圖
（民國 109年）

1.  繪法：以曲線起伏呈現連
續性資料的變化

2.  應用：橫座標多為時間，
縱座標多為次數或頻率

3.  實例：臺灣電力能源變化
趨勢圖（民國 80∼109年）

1.  繪法：以扇形區域表示占總
量的百分比率

2.  應用：各分項總和為 100%，
但分項不宜過多

3.  實例：臺灣電力能源結構圓
餅圖（民國 109年）

圖示

類型 雷達圖 風花圖 散布圖

特性

1.  繪法：以圖中心向外繪製放
射線，不同項目個別為軸，

放射線長度代表數量或頻率

2.  應用：常用於比較某一現象
在不同面向或類別的統計數

值

3.  實例：臺灣各區域及縣市
老化指數雷達圖（民國 109
年）

1.  繪法：圖形中心向外輻射
的線柱表示某地、某時期

風向與風速的出現頻率

2.  應用：
 1 線柱方向表示風向
 2 長短表示該風向的頻率
 3 粗細表示風速的等級
3.  實例：某年蘭嶼測站風花
圖

1.  繪法：將兩個變數以橫軸和
縱軸表示

2.  應用：欲了解兩個地理現象
的關聯

3.  實例：緯度與雪線高度關係
圖

圖示

不需具備方向性 具方向性

見單元 4

圓心



類型 三角座標圖 次數分配曲線圖

特性

1.  繪法：以等邊三角形的三邊表示三種要素，
各邊皆以百分率表示，做平行底邊的線，利

用圖中點位呈現各要素的組成比例

2.  應用：適用由三種要素組成的地理現象且其
總和為 100%

3. 實例：產業人口結構圖

1.  繪法：利用曲線呈現地理現象發生的次數與
分配特性；通常橫座標為地理現象，縱座標

為發生次數

2.  應用：主要用於呈現或比較地理現象的集中
與離散情形

3. 實例：河川流量次數分配曲線示意圖

圖示

二、統計地圖

類型 點子圖 分級符號圖 

特性

1.  繪法：以大小一致的點表示地理現象的空間
分布，需慎選點的大小與單位

2.  應用：通常選擇等積投影為底圖，只能呈現
地理現象的分布疏密，無法表示精確位置與

絕對數值

3. 實例：臺灣人口數量分布圖（民國 109年）

1. 繪法：以點符號大小表示數量多寡
2. 應用：結合圓餅圖可展現更豐富的地理資料
3.  實例：臺灣各縣市人口數與年齡結構圖（民
國 109年）

圖示

將資訊以各種符號或實物形狀與色彩，在「地圖」上呈現統計資料的空間分布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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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等值線圖 區域密度圖（面量圖） 

特性

1.  繪法：將數值相同的各點連成的封閉曲線
2.  應用：
 1 具有空間連續分布之地理現象，如等溫 

 線、等壓線、等高線、汙染濃度分布圖等
 2 從等值線的疏密，可判斷地理現象在空 

 間的變化緩急
3. 實例：臺灣一月月均溫圖

1.  繪法：
 1 將最小統計區域視為同質的單元，以色 

 彩或網紋呈現地理現象的數量、密度或 
 百分比

 2 將資料大小分若干等級，通常等級愈 
 高，顏色愈深或網紋愈密

2.  應用：
 1 適合展現不連續資料的空間分布

 2 可呈現區域間差異，無法呈現區域內差異

3.  實例：臺灣各縣市人均可支配所得圖（民國
109年）

圖示

類型 流線圖 

特性

1. 繪法：線的粗細代表流動量大小，線的兩端表示流動的起點與終點
2.  應用：常用於表示各地間交通流量或貿易量，可呈現不同地區間的互動情形，並推論其往來
密切程度

3. 實例：全球原油貿易流向圖（2019年）

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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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  5 地理資料儲存與分析

一、空間資料的儲存模式：向量模式與網格模式

向量模式 網格模式

儲存方式 以連續座標組及採樣順序呈現
將地表劃分為大小相同的網格單元（像

元），網格內的地理現象視為均質

資料呈現

特性

1.  資料結構複雜，處理速度較慢
2.  精確度較高
3.  路網分析能力強，如路徑分析

1.  資料結構簡單，處理速度較快
2. 精確度較低；網格愈小，資料量愈大
3.  面的分析能力強，如疊圖分析

適用性

具有明確位置或邊界的地理現象，如基地臺

的位置、瓦斯管線分布、道路分布圖、行政

區圖

具連續分布、沒有明確界線的地理現象，如

地勢高低、天然植被分布、衛星影像、航空

照片、數值地形模型 (DTM)

轉換

數量均分（如甲：人口數）；密度、強度、比例、種類、等級不變（如乙：土地利用類型）

                              ▲甲：人口數（單位：人）                  ▲乙：土地利用類型（分區）

二、地理資訊系統 (GIS)與其功能

地理學的研究工具：全球衛星定位系統 GPS、遙感探測 RS、地理資訊系統 GIS

名稱 功能 應用

GPS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衛星、地面監控系統和用戶設備組成；在無遮蔽

物阻擋下，接收器接收到 4顆以上衛星可得知地
表經緯度、高度和時間定位；全天候、自動測量

行動裝置裝設 GPS接收器，結合電子地圖與相關
軟體後，可進行導航；貨運車的 GPS可將車輛的
位置傳送至行車控制中心，可進行車輛監控管理

RS
RS (Remote Sensing)
利用感測器在遠離被測目標的位置，對目標的電

磁波特徵測量、記錄、分析

衛星、飛機搭載多光段掃描器或相機拍攝的衛星

影像或航空照片，輸入 GIS，疊合不同時期的影
像可快速進行環境監測與分析

GIS
GIS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PS的位置資訊和 RS的衛星影像，可整合到
GIS進行分析

電子地圖、汙染程度分析、資源探勘、疾病監測

與管理、洪水與土石流等災害的監測及預報

秒懂便利貼 一套處理地理資訊的電腦系統，可以蒐集、儲存、處理、分析、展示各種
地理資料，包括電腦硬體、軟體系統、數值資料庫和操作維護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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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應用

查
詢

空間查詢
利用座標位置或空間關係（距離

或相鄰等關係）查詢屬性資料

1.  查詢國道三號經過的鄉鎮
2.  查詢位於南投縣內的高中職

屬性查詢
利用地理資料庫的屬性欄位查詢

空間資料

1.  查詢臺灣人口數超過 25,000人的鄉鎮
2.  查詢全校班級數 60班以上的高中職學校

環
域
分
析

在點、線、面等空間單元的四周畫出特定距

離的空間範圍 1.  點環域：飛彈的射程範圍、核電廠 10公里疏
散範圍

2.  線環域：活動斷層線兩側 200公尺劃為禁建
區、機場航道噪音影響範圍

3.  面環域：領海（12浬）或經濟海域（200浬）
的劃設

路
徑
分
析

利用交通路網的向量模式資料，依使用者需

求，分析最佳路徑（如最短距離、最快到

達、交叉路口最少、費用最少）

1. 普遍用於汽車衛星導航系統 (＋GPS)
2.  消防車、救護車、宅配的路線規劃，以提升救
災及行車效率

地
形
分
析

利用具有平面空間資料 (X, Y)及高度 (Z)的
數值地形模型 (DTM)，計算坡度、坡向、繪
製視域圖、劃分集水區邊界等

1. 坡度與坡向分析：土地利用、山坡地監測
2.  視域分析：某地四周可見與不可見的範圍，可
應用於遊憩觀景臺、軍事觀察哨或無線基地臺

的選址

3.  淹水模擬分析：高度資料可計算水庫淹沒區、
海平面上升不同高度的可能淹水範圍

疊
圖
分
析

1.  將比例尺、座標、投影系統相同但不同主
題的地圖加以疊合，找出符合需求的區域

2.  同一時期、同一地區，不同主題的圖層：
例如將坡度、坡向、岩層、植被等圖層疊

合，可推知土石流潛勢區

1.  環境監測：套疊同一地區不同時期的海岸線地
圖或土地利用地圖，可分析環境變遷

2.  選址分析：利用疊圖分析，找出適合作為垃圾
掩埋場的區域

▲土石流好發區的疊圖分析示意圖

環域分析只能在相同水平距離
劃定範圍，無高度資料



三、地理資訊的發展趨勢

適地性

服務

(LBS)

定義 以客戶所在位置為基礎，進行空間分析或運算，發展出創新的商業服務

舉例
下載計程車叫車 APP，可根據手機的位置迅速媒合距離相近的乘客和計程車，讓空
車的司機可以盡快抵達乘客所在地

群眾

製圖

意義 打破以往地圖只能由政府或專家繪製的限制，而是由一般民眾群策群力共同完成

舉例
開放街圖 (OpenStreetMap, OSM)是採用網路協作編輯的方式，以衛星影像當底圖，
讓使用者可以隨時隨地在平台上提供圖資、數化地圖，如輪椅地圖、緊急救災地圖

主題 三 地圖

焦點  1 地圖要素（圖名、比例尺、圖例、方位、座標系統）

一、比例尺

公式 比例尺＝
圖上距離 
實際距離

，面積比例尺＝（比例尺）2

表示法

文字法 五萬分之一 數字法 1：50,000或 1/50,000

圖示法 （以直尺量測 1公分代表 500公尺）

比較

比例尺 縮小程度
圖幅相同時

內容 等高線間距 涵蓋範圍

甲

1/50,000
較小 較多 較簡略 較大 (20m) 較大

乙

1/25,000
較大 較少 較詳盡 較小 (10m) 較小

將真實世界縮小，繪製成地圖，又稱「縮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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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圖例

   

▲圖 1-1　臺灣經建版地形圖圖例（民國 105年）

三、方位

判定原則

有方向標 按方向標定方位，通常標向正北方

無方向標
1. 有經緯線：經線指南北，緯線指東西
2. 有圖廓：上北下南，左西右東

表示法

羅盤方位法
有四、八、十六方位表示法，以右圖為例

可表示為西北

方位角法
以正北方為起點 (0°) 順時針讀取夾角
(315°)

象限角法
先判斷南或北，再找往東或往西的偏角，

且偏角小於 90°(N45°W)

相對方位判讀法

羅盤方位法 方位角法 象限角法

相對方位
B在 A的西北方 B在 A的 315° 　　　B在 A的 N45°W
A在 B的東南方 A在 B的 135° 　　　A在 B的 S45°E

相反方向

推估法

東西互換、南北互換 相差 180° 方位相反、度數不變

秒懂便利貼

用來表示地表現象的符號，是讀圖的第一步驟

奇數為南北向，
舉例如下：



四、座標系統（定位、定向）

球面座標

系統
經緯線座標，常用於小比例尺地圖，如臺北位置為 (25°03’N, 121°30’E)

平面直角

座標系統

1. 圖網方格座標，適用於大比例尺地圖
2.  判讀方法：找出該地所在的網格，看網
格西南角（左下角），先讀橫座標（X座
標），再讀縱座標（Y座標）

甲點座標：四位數 (1123)
　　　　　六位數 (114236)

▲平面直角座標判讀示意圖

(一 ) 經緯線座標

經線（子午線） 緯線

定義 連接南北極點的半個經圈 赤道及平行赤道的小圓

指示方向 南北向（皆不平行） 東西向（皆平行）

形狀 半圓（對應兩條成圓） 各自成圓

長度 相等（約 20,000 km） 不等（赤道最長，向兩極縮短，兩極為點）

度數

1. 經度：一地與本初經線間的弧度
2. 東西經各 180°

1. 緯度：一地與 0°緯線間的弧度
2. 南北緯各 90°

一度間

的弧線

長度

經距：兩條經線間的緯線長度，隨緯度增加

而變短

緯距：兩條緯線間的經線長度，隨緯度增加

而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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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

1. 劃分時區（經線）、劃分氣候帶（緯線）
2.  估算面積：跨相同經緯度度數的兩個地區，緯度愈高面積愈小
3. 大圓與小圓

大圓

通過球心的平面與球體形成之圓周，為

地球上兩點間的最短距離，航空、航海

多採大圓航行

小圓
未通過球心，在球面形成的圓圈；除了

赤道以外的所有緯線皆為小圓

4. 對蹠點

定義 某地經地球內部穿越地心到達地球的另一端，即為該地的對蹠點

特徵 地球直徑兩端的點，為地表上距離最遠的兩點

圖示

(二 )時區（圖 1-2）

依據 地球由西向東自轉一周 360°需 24小時，平均經度每隔 15°，時差 1小時

地方標準時

1. 以 15°的倍數為中央經線，東西各 7.5°共 15°劃為同一時區
2.  零時區（7.5°W至 7.5°E）以東依序劃分為東 1區至東 12區，以西依序劃分為西 1
區至西 12區，東半球的時間較西半球快

國際標準時 以 0°經線的格林威治標準時為世界公定時

國際換日線 大致與 180°經線相符，兩側為全球時差最大的地區

日光節約時間

（夏令時間）

部分中高緯度國家因夏季晝長夜短，為節省能源，將地方標準時調快一小時，使人

提早利用 1 小時的陽光，如原時間為早上 6時，夏令時間已是早上 7時
（夏令時間＝原時間＋ 1小時）

經緯度 1°（度）＝ 60'（分），1'（分）＝ 60''（秒）
▲全球時區劃分

，東 12區和西 12區為同一區，但相差 24小時



(三 ) 平面直角座標

組成 垂直線＋水平線

▲平面直角座標判讀示意圖

判讀方法
看網格左下角，先橫後縱，十等分網格邊長

可讀出更準確的位置（六位數網格座標）

焦點  2 地圖投影

一、地圖投影方式

概念 球面座標轉換成平面座標，必會產生變形

特性 根據使用者的目的和需求，選擇適當的投影法來維持部分的幾何特性正確

▲圖 1-2　世界時區圖

時差計算重點

秘訣：計算時採 24時制，以經過 0°經線為佳，避開國際換日線，以免產生日差的錯誤！

公式：出發時間±時差＋飛行運輸時間＝目的地時間

例題： 臺北有一買家在網路購得一套漫畫，美國洛杉
磯 (118°W)賣家以空運快遞方式寄送至臺灣買
家指定收貨的地址。漫畫在 9月 11日晚上 9點
送上貨運航班，飛行時間 12小時，通關及臺灣
快遞配送所花費時間為 36小時，請問買家最快
在何時可收到漫畫？

【解析】

 

秒懂便利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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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地圖投影法分類 
(一 )依投影面的圖紙形式

投影法 說明 圖示

圓柱

圖紙呈圓筒狀，與球體接

觸處為投影圖上完全正確

的部分

圓錐
圖紙呈圓錐形，與球體的

切線在地圖上是一條弧線

平面
圖紙為平面，與球體相切

於一點

(二 )依幾何特性

特性 等角投影 等積投影 等距投影

說明

投影面上任兩方向線的夾角與

橢球體面上相應方向線的夾角

相等

透過數學運算使平面圖紙任一

區塊與球面相應的圖形面積比

例正確

保持特定方向或地點間距離的

正確比例

適用
航海圖（小範圍內形狀正確，

又稱正形投影）

對面積精確度要求較高的自然

地圖或社會經濟地圖

某地與各地的距離、方位關係

圖

圖示

舉例



三、常用投影法

名稱 投影法 說明 圖示

麥卡托

投影

等角

圓柱

1.  經緯線均為直線且垂
直相交

2.  相切於赤道，適用於
低緯區

3.  高緯區長度、面積顯
著放大失真

4.  等方位線（等角航
線）：圖上任兩點連

成的直線，適合航

海，但球面上兩點間

的最短距離是大圓

線，因此遠洋航行完

全沿著等角航線航行

是不經濟的

莫爾威

投影
等積

1.  緯線均為平行直線，
由低緯向高緯縮短

2.  經線除中央經線外，
其餘為弧線

3.  適合展示全球地理現
象分布，如人口密度

圖

等距方

位投影
等距

1.  圖中心點（切點）至
任一點的距離和方向

正確，且為最短距離

（大圓）航線

2.  中心點向外的面積與
角度變化漸增，對蹠

點在一圓周上

3.  中心點以外的任兩點
間的方位、距離皆不

正確

4.  極方位投影（切點在
南北極）的經線呈放

射狀直線，緯線為同

心圓線；其餘切點的

經緯線則不規律

5.  應用：兩極地區地
圖、導彈射程範圍

圖、某地等距方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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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投影法 說明 圖示

羅賓森

投影
折衷

1.  中央經線為直線，其餘
經線為弧線

2.  沒有任何一項幾何特性
完全正確，角度和面積

都有扭曲，但都不嚴

重，可兼顧角度和面積

的特性

150°E 120°W

60°N60°N

0°0°

30°S30°S

60°S60°S

30°N30°N

60°E30°W 30°W

150°E 120°W60°E30°W 30°W

四、臺灣經建版地形圖的投影與平面座標系統

(一 ) 臺灣橫麥卡托二度分帶 (TM2)的座標系統

原理 利用麥卡托投影法，因島嶼南北狹長，圖紙橫放，相切某一經線（中央經線）

分帶

1. 每二度經度為一個投影分帶，分帶愈細，誤差變形愈小
2. 臺灣本島為 121°E，投影範圍為 120°E ∼ 122°E
3. 東沙、澎湖、釣魚臺等離島分別以 117°E、119°E、123°E為中央經線

特性 中央經線附近的角度和形狀較正確，離中央經線愈遠，角度和形狀變形愈大

圖示

座標

系統

1.  座標原點：121°E西方 250公里（250,000公尺）和赤道
的交點

2.  座標原點往東、往北每隔 1,000公尺為一格，形成邊長
1,000公尺的網格座標系統

3.  以右圖為例，三貂角座標為 (351082mE, 2766994mN)表
示：

 1  該地 X座標大於 250000，表示在 121°E東方 101,082
公尺

 2  該地 Y座標即三貂角與赤道距離 2,766,994公尺，除
以 111,000（緯距每一度約 111公里），可以得知大概
的緯度 (25°N)



(二 ) 座標判讀（以 1/25000經建版地形圖為例）

讀取說明 數值判讀

長度
比例尺 1/25000，圖上 1公分代表地表實際距
離 25,000公分＝ 250公尺＝ 0.25公里

圖上每一格邊長 4公分代表實際

4÷(
1 

25,000
)＝ 100,000公分＝ 1公里

距離
1. 所求地與 Y軸的距離＝橫向數字
2. 所求地與 X軸（赤道）的距離＝縱向數字

1. A點在座標原點的東方 291公里
2. A點在座標原點的北方 2,598公里

座標

1.  網格座標：所求地西南角網格交界處橫向及
縱向的粗體大數字

2.  二度分帶座標：所求地西南角網格交界處橫
向及縱向的所有數字，若要讀取更精確的位

置，再將一方格分成 1,000小格，細分至公
尺

1.  瑞美國小的四位數網格座標讀為 (9098)，六
位數網格座標讀成 (901989)

2.  瑞美國小的二度分帶座標為 (290, 2598)或
(290100mE, 2598900mN)

▲臺灣 1/25000地形圖（花蓮縣瑞穗鄉局部圖幅）

焦點  3 地圖種類

一、依製圖目的分類

類型 普通地圖 主題地圖

內容

包含各種地理現象的基本資料，如土地利

用、聚落、等高線等；大比例尺的普通地圖

稱為地形圖

呈現特定的地理現象，與主題較無關的資料

則予以省略

舉例
臺灣經建版 1/25000地形圖、日治時期臺灣
堡圖、臺灣 1/5000像片基本圖、Google Maps

臺灣交通路線圖、世界氣候圖、地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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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常見的主題地圖：位相地圖（拓樸地圖）

1. 用途：主要用來簡化表示捷運或地鐵路網。
2.  優點：可顯示各站點間的前後順序和路線交會節點，適合進行乘車規劃。

▲臺北捷運（部分）路線圖

秒懂便利貼

二、依製圖技術分類

類型 古典地圖 實測地圖

舉例 康熙臺灣輿圖（清代） 臺灣堡圖（日治）

內容
1. 以寫景式符號呈現地景、地物；缺比例尺
2.  二地相對位置大致正確，絕對位置不精確

1.  採用現代製圖技術，第一套結合土地調查、
地籍與地形測量的地形圖

2. 具備比例尺、方位及座標

圖示

圖的上方為東方，顯示製圖者由中國大陸觀看

臺灣的視角

大加蚋堡、艋舺為今臺北萬華一帶

三、依製圖呈現方式分類

類型 數位地圖 紙本地圖

特色

利用電腦將地表或傳統地圖上的資訊，以數位

方式儲存和處理後製成，例如 Google地圖結
合街道圖與衛星影像，可根據使用者需求自由

切換底圖

以人工測量繪製的傳統地圖，更新與存取速度

較慢，難以套疊多種地圖資料，亦無法任意縮

放比例尺，如日治時期臺灣堡圖



四、遙測影像圖

(一 )類型

類型 航空照片圖 衛星影像圖

方式
高空飛機拍攝地面實景影像，經空間定位

與幾何校正，再加註地圖符號
衛星接收地表電磁波經轉化產生的影像

涵蓋範圍 較小（提供大比例尺地物資訊） 較大（具宏觀性）

拍攝時機 天候允許時機動拍攝 固定週期，一天數次或數天一次

優點

1. 地圖內容和人眼所見相同
2.  多採垂直地面前後、左右重疊拍攝，可
供立體判讀

3.  適合小地區地理實察或緊急調查之用

1.   可感測不同波段的光，偵測到肉眼無法
看到的水溫變化或植物病蟲害等現象

2.   可定時、週期性長期監測目標，大範圍
比對環境變遷

圖示

▲林務局農林航空測量所的像片基本圖 ▲多光譜影像－紅外光假色影像

(二 )衛星影像解析度
1. 空間解析度：衛星每一個像元涵蓋地面範圍的邊長（邊長愈小，解析度愈高，資料量愈大，影像辨識
度愈佳）

衛星名稱 解析度 每一網格實際面積 記錄面積 10m×10m土地所需資料量 精確度

臺灣的福衛五號 2m（高） 較小 (4m2) 較大（25個像元）

2m

較高

法國的 SPOT衛星 10m（低） 較大 (100m2) 較小（1個像元）    10m 較低

2. 時間解析度：衛星對地面同一地點進行重複觀測所需時間

解析度
重複觀測的 

間隔時間

相同時間內所 

記錄的資料量
實例

高 較短 較多 福衛五號每 2天通過臺灣上空一次

低 較長 較少 SPOT衛星每 26天可拍攝全球各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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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衛星影像圖判讀

判讀方式 舉例

光譜顏色
必須知道該影像使用何種波

段套色

紅外光影像圖：植物（紅色）、聚落（灰綠色）、清澈海

域（深藍色）、混濁水體（灰藍色）、裸露地（白色）、雲

（稀薄白色）

形狀 規則形狀多人為設施

操場（橢圓形）、鹽田（方形）、飛機跑道（長條形）、煉

油廠儲油槽（近海規則圓形）、港口或海堤（海岸線上人為

結構物）

組織 物體組織光滑或粗糙 植被（粗糙）、水體（光滑）

空間關係 鄰近地理現象的關係
以方形為例：近海（魚塭）、海濱（鹽田）、近河岸平原

（農田）

拍攝時間 季節性或週期性的地理現象
臺灣冬季西南部因缺水而河川乾涸；夏至因太陽直射北回

歸線，臺北大樓陰影朝向北方，高雄則朝南方

焦點  4 地圖量測判讀

一、距離量測

(一 ) 直線距離：

  用直尺量測地圖上任兩地的直線距離。實際距離＝
圖上距離 
比例尺

(二 ) 曲線距離：
  量測圖上河流長度，可以細線沿曲線或以下列方法量取

步驟一：

把紙片放在河流第一段

直線上，記錄起點（即

圖上的 A點）

步驟二：

把紙片沿河流第一段直

線，在紙片上做記號

（記錄河流長度）

步驟三：

重複以上步驟，直到終

點（B點）為止

步驟四：

用尺量紙片上 A 到 B
點長度，再除以比例尺

即河流實際長度

考試忘記帶尺，怎麼辦？

秘訣：伸出你的食指，第一指節的長度約 2公分，修剪整齊的指甲長度約 1公分！（特殊情況請自行修正）

秒懂便利貼

方便人類於可見光波段進行判讀，衛星記錄的波長會套入紅、
綠、藍的波段形成假色影像



二、方位量測

根據以下步驟量測臺北至高雄的方位角和象限角

步驟一：

用直線把臺北和高雄連

起來

步驟二：

在臺北加上十字線，並

依方向標確認方位

步驟三：

從臺北至高雄的象限角

為 S26°W

步驟四：

量角器置於臺北之上，

依方位角法讀取得知從

臺北至高雄的方位角為

206°(180° + 26°)

三、面積量測（圖上面積 ÷ 面積比例尺）

(一 )  方格法：

（完整方格數目＋
1 
2
不完整方格數目）×一個正方格的實

際面積（圖 1-3）

(二 )  圖解法：
依幾何學方法將該地劃分成大小不等的三角圖形，個別計

算面積再加總（圖 1-4）

四、地形判讀

(一 ) 等高線的基本特徵

特徵 說明

同線等高 同一圖幅，同一條等高線上各點的海拔高度相等

同圖等距

1. 同一圖幅，任意相鄰兩條等高線的間距值一致
2. 不同的圖幅，地形起伏小的地圖，等高線間距值較小
3. 比例尺愈大，地圖愈詳盡，等高距較小

互不相交 每一等高線為閉合曲線，除懸崖或峭壁外，兩條不同高度的等高線不會相交或重合

密陡疏緩 等高線愈密集，地形坡度愈陡；等高線相隔愈遠，地形愈平緩

常見類型
首曲線 構成等高線地形圖的主體，以實線表示

計曲線 一般每隔四條首曲線即以較粗之實線繪之，並標註高程以方便讀圖

　

▲圖 1-3方格法　　▲圖 1-4圖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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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地形剖面圖

繪製步驟

1. 確定所要剖面的方向，畫出剖面基準線 AB
2.  找出剖面線與等高線的交點，從每個交點向矩形底邊 AB引垂直虛線拉到相對應的高度
3.  用平滑曲線連結各點，需注意連接相同海拔的相鄰兩點時，要分析等高線圖上原兩點間
的地勢高低走勢及兩點間的海拔高度，例如點 7到點 8的高度應高於 400 m，不到 500 m

剖面線的

判別方法

1.  看關鍵點：起點、終點、最高點和最低點的高度值是否與等高線圖一致
2.  看高低起伏趨勢：對比等高線地形圖與地形剖面圖的高低起伏變化趨勢是否一致
3.  看特殊特徵：剖面線是否經過河流、陡崖、山脊、鞍部等特殊地形特徵

圖示

(三 ) 等高線地形圖的判讀與應用

判讀重點 說明 圖示

坡型

1. 凹坡：高密低疏（高陡低緩）
2. 凸坡：高疏低密（高緩低陡）
3. 均勻坡：等距分布（坡度不變）

坡度 

百分率

1.  坡度百分率＝
兩地相對高度 
兩地水平距離

×100%

2.  甲乙間的坡度百分率 

＝
1,900m－ 1,000m 

3,000m
×100%＝ 30%



好判讀重點 說明 圖示

山脊與 

山谷

1.  等高線呈 V字形，尖端指向低處為
山脊（稜線）

2.  等高線呈 V字形，尖端指向高處為
山谷（谷線）

　　　　　　▲山脊　　　　　　　　   ▲山谷

分水嶺

與鞍部

1.  相鄰兩個流域的分界，由數個山脊
相連而成分水嶺（如甲—乙）

2.  兩個相鄰山峰之間的低凹處為鞍部
（如丙）

視域分析

1.  由於光的直行性質，兩地之間如未
受地形、地物阻擋，則可互相通

視，視線沒有阻礙

2.  繪製「視域圖」，即可得知站在某
一地點上，其視線所及的範圍

 1  由一個定點向四周繪製多組地形
剖面圖，再一一進行視域分析

 2  彙整所有可視範圍，即可獲得該
定點的視域圖

岩層走向、坡向與順向坡

1. 走向：岩層面與水平面的交線，與主要等高線延伸方向平行
2. 坡向：與等高線延伸方向垂直且向低處傾斜的方向
3. 順向坡：坡向與岩層傾向相同

秒懂便利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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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衛五號（以下簡稱福五）2020年 7月發射三週年，國家太空中心精選 12張福五拍攝的臺灣
影像，製成 2021年桌曆，圖一、圖二是其中兩個月份的圖。福衛二號軌道高度 891公里，每日通
過臺灣上空二次，繞行地球一週約 103分鐘；遙測對地解析度黑白影像 2米，彩色 8米。福衛五號
接替福衛二號的工作，是臺灣首枚自主發展的高解析度光學遙測衛星；2017年 8月升空，運行在
720公里高的軌道，每兩日經過同一地方；隔年 9月正式營運，提供解析度黑白 2米、彩色 4米的
影像。請問：

　　

                                              ▲圖一                                                                 ▲圖二

圖片來源：國家太空中心

 1.  兩顆衛星同時拍攝圖一區域的彩色影像時，福五的資料儲存量大約是福二的幾倍？
A 0.25　B 1　C 2　D 4。

 2.  圖一的拍攝範圍最可能出現下列哪些字的地名？
A坑、窩　B湖、洋　C塭、崙　D崎、崠。

3.  兩圖使用哪一種模式儲存空間資訊？  

4.  哪一顆衛星的時間解析度較高？  

5.  根據圖二的主要地形景觀，標示出指北方向標，並說明你的判斷依據。 

指北方向標 判斷依據（20字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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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某生騎車走在一條筆直的路上，用 GPS記錄其移動軌跡，其起點的臺灣二度分帶座標為
(321605, 2782393)，終點是 (323429, 2780199)，他騎車的大致方向為何？　
A由西南向東北　B由東北向西南　C由西北向東南　D由東南向西北。

 2.  臺灣的投影座標系統目前使用橫麥卡托二度分
帶 (TM2)，今有兩個點的 TM2座標為甲 (164500, 
2555000)、乙 (320000, 2762000)，以及另外兩個點的球
面座標為丙 (23.6°N, 121°E)、丁 (23.5°N, 120.5°E)，表
一是經度 1°間的緯線長度 (km)的部分數據，這四點
的位置由東到西排列依序為何？　

A甲丙丁乙　B乙丙丁甲　C丙乙甲丁　D丙丁乙甲。

 3.  甲∼丁分別採用不同的地理資訊系統功能，某生利用 GIS找到車籠埔斷層線兩側 5公里內的
高中，下列哪些功能也為某生所使用的？

z學生數超過 1,000人的高中職學校；x臺灣海平面上升 5公尺的淹水範圍；
c核電廠半徑 20公里劃為強制疏散區；v位於臺中市西屯區的便利商店數量。
A甲乙　B甲丁　C乙丙　D丙丁。

 4. 下列哪個情境，最符合「群眾製圖」的概念？
A  中研院人社中心「臺中百年歷史地圖」網站，使用者能比對不同時期的地圖，了解臺中

百年來環境變遷的基本資訊

B  美國政府單位針對五大湖區印地安人的傳統地名、狩獵與採集地點，繪製成地圖，以做

為爭取傳統生活權利的證明

C  2014年高雄氣爆造成重大傷亡，民眾第一時間上傳回報災情範圍、傷患資訊與醫療訊息
等，直接在地圖上更新災情

D  維基百科的內容由全球無數使用者共同編輯，在 100多種語言頁面上可查閱「阿茲海默
症」，參考文獻更超過 300篇。

 5.  經濟部的經濟地理圖資中心提供產業選址所需的各項分析服務，若欲尋找北部可提供廠商進
駐之編定工業區，下列哪項分析程序，最適合透過地理資訊系統的「疊圖分析」進行？

A分析聚集效應：工業區範圍內之工廠及上市櫃公司數量

B評估交通便捷：工業區離最近機場或港口、交流道之距離

C尋找勞動人口：工業區 10公里範圍內 15歲以上之大學學歷人口數
D計算綜合指標：將交通條件、聚集效應、勞力資源等空間資料整合分析。

 6.  2014年高雄發生嚴重氣爆傷亡事件，高雄市政府建立「高雄市民生管線查詢平台」，透過
此地理資訊系統民眾可知道管線位置及路線，高雄市瓦斯管線的空間資料儲存模式與下列何

者相同？

A衛星影像即時災情監控 B高雄市各行政區的分布

C燃燒化石燃料空汙擴散 D高雄市的地形坡度變化。

▼表一

緯度 經度 1°間的緯線長度 (km)

20° 104.649

30°  96.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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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近年民用空中無人載具發展迅速，可搭載一般數位相機拍攝地面影像，空中無人載具機動性
高，操作便利，適合即時研究調查，並可依需求拍攝動態及靜態影像。下列哪項研究，最適

合使用無人機攝影進行調查？

A估算市長選舉戶外造勢人數  B航空植生復育本島的國有林

C臺中市近百年來的都市變化  D臺灣黑熊的分布與移動軌跡。

 8.  哆啦 A夢住在 (24°S, 59°W)，有一天他想要拜訪住在地球另一端的海賊王，並決定「遁地」
前去。7月 3日上午 11時他從家中鑽入地底，始終保持直線前進並穿越地心，花費 6小時鑽
出地球另一端時，海賊王所在地的時間為何？

A 7月 2日下午 11時  B 7月 3日上午 11時
C 7月 3日下午 5時  D 7月 4日上午 5時。

◎ 密西西比河是北美第一大水系，流貫美國中部，流域面積約 300萬平方公里，是美國重要的經濟動脈，
產業發達。圖一是「密西西比河流域區水體全氮含量分布圖」，每個區塊為密西西比河支流的集水區，

全氮含量愈高代表水質愈差，該圖可以反應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對水質的雙重影響。請問（9∼10題）：

▲圖一

 9.  圖一的地圖呈現方式，屬於何種統計地圖？
A雷達圖　B面量圖　C等值線圖　D分級符號圖。

 10.  某生以此圖為基礎，擬探討「密西西比河流域區水體全氮含量與地理環境之關聯性」的議題，
蒐集美國的工業分布圖、農業分區圖、人口密度分布圖、年降水量分布圖、雷擊次數分布圖、

土壤全氮含量分布圖等資料進行分析。下列有關該生探討此議題的分析方式或地理觀點，哪

些正確？

z該圖可以反應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對水質的雙重影響是生態分析；

x流域水體全氮含量與自然環境、人文活動相關的研究屬區域傳統；

c該生所蒐集的圖資都是依據某個指標所繪製的分布圖為空間分析；

v該生蒐集的圖資宜採地理資訊系統的地形分析方可緊扣研究主題。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 圖二中甲處西側師公格山，於 2010年 4月發生「走山」災變，大量土石突然沿著坡面移動，掩埋國道
三號甲處約 300公尺長車道，造成人員傷亡。有地質學家調查發現此次發生災變的坡面為順向坡，因
高速公路切斷坡腳，事發前地下水下滲，邊坡工程無法承受而發生地滑災害。請問（11∼ 13題）：

▲圖二

 11.  圖中甲處的座標為何？
A (319375, 2778500)　
B (2778300, 319200)　
C (320100, 2779200)　
D (2779500, 320250)。

 12.  依據文中地質學家的研究推論，甲處的地層傾斜方向最可能為哪一方位？
A東北　

B東南　

C西北　

D西南。

 13.  下列關於甲處附近的地景敘述何者正確？
A 260°方位角可遠眺瑪東里公墓

B東側的 62縣道沿河階修建而成
C距離最近的河谷直線距離 500 m
D七堵交流道位於 S30°W的陡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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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校地理課程以該校所在的「鎮」為區域單位，進行田野調查，甲、乙兩小組欲以課堂所學的問卷設計、
訪談等方式進行專題研究。問卷題目與選項的設計必須符合某些原則。原則一：明確原則，亦即題目

設計應該避免模糊不清，確保不同受訪者對題目均有相同的解讀；原則二：互斥原則，亦即選項設計

不相互重疊；原則三：周延原則，亦即受訪者均有可選的合適選項。  
甲小組的報告如下：「我們調查學校四周的便利商店，發現消費者多集中於 30歲以下，大多數人去便
利商店的次數普遍頻繁，且停留時間短暫；到便利商店的消費品主要為飲料，且每人的消費金額多在

50元以下。」  
乙小組的報告如下：「我們抽樣調查六家便利商店，其中四家設址於三角窗（十字路口）或三角窗附近。

因此，歸納結論是：本鎮的便利商店有偏好在三角窗開店的趨勢。」  
該報告在班上進行同儕互評時，甲小組評論：除非乙小組能提出進一步的佐證，否則歸納的結論「太

過武斷」。乙小組評論：甲小組的問卷設計有些題目不符合設計原則，應該修正。請問（14∼ 15題）：

 14.  甲小組設計的問卷題目中，下列何者最符合設計原則？
A 您平均一個星期到便利商店的次數？□ 0次　□ 1∼ 2次　 □ 3∼ 5次　□ 6次以上
B  您平均每次在便利商店停留的時間？□ 5分鐘以下　□ 5∼ 10分鐘　□ 10∼ 20分鐘　
□ 20分鐘以上

C 您到便利商店的目的為何？□購物　□提款　□寄件　□吹冷氣　□看書籍雜誌
D  您是否滿意便利商店的清潔度和商品價格合理性？□非常滿意　□滿意　□尚可　□不滿
意　□非常不滿意。

 15.  甲小組認為乙小組需要提出的佐證最可能是下列何者？
A六家商店的服務內容必須一致 B調查的六家店具有樣本代表性

C三角窗店面的營業收入比較好 D三角窗商店的租金相對較便宜。

◎  2020年知名肉品集團將版圖擴張到東臺灣，計畫在花蓮興建養雞場，當地居民擔憂恐造成環境汙染，
引發大規模抗爭活動。有同學以「危『雞』與轉機」為主題，探討大型養雞場進駐花蓮可能造成的影響，

參加高中地理奧林匹亞小論文競賽。請問（16∼ 17題）：

 16.  下列同為競賽的得獎作品中，何者採用的研究觀點可能與題幹所述的作品相同？
A 信徒都惠來，福德發大財──臺中市惠來福德祠祭祀圈的變遷

B 我要成為寶可夢大師！臺南市 Pokémon Go熱點的空間分布與空間關係
C 植地有生 食線有機──從生產觀點探討屏東有機農業之人地互動與網絡型構
D  新舊交織的老市場──由活動人群的環境識覺與地方感探討臺中忠信市場轉型過程的衝突
與調適。

 17.  若要撰寫題幹所述的小論文，宜採用下列何種研究與調查方法？　
A對全國的養雞戶發放問卷　B在校園內進行養雞的實驗

C查閱圖書館內的歷史地圖　D訪談集團業者及社區代表。



◎  2019年 5月臺中市后里區有家廢輪胎場發生火災引發嚴重空汙，臺中市政府以起火點為中心，劃設出
緊急應變範圍（如圖三），該區域內數十所學校停止戶外活動。請問（18∼ 20題）：

▲圖三

 18.  下列哪些資料屬於這數十所學校的屬性資料？　
z學校名稱；x學校位置；c學校電話號碼；v教職員工人數。

A甲乙丙　B甲乙丁　C甲丙丁　D乙丙丁。

19.  圖中的圓是運用 GIS的哪項分析功能所得到的？

 20.  圖中緊急應變範圍的面積約多少平方公里？
A 4　
B 25　
C 50　
D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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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一為某地的等高線地形圖，甲、乙、丙、丁為該地的四條
登山步道，子、丑、寅、卯為該地的四個觀景臺。請問：（1∼
2題）： 111學測

 1.  若要觀看東北方向的低處景觀，圖一中哪個觀景臺
的視野最開闊？

A子　

B丑　

C寅　

D卯。

 2. 圖一中哪條登山步道，最可能是沿著谷地設置？
A甲　

B乙　

C丙　

D丁。

 3.  由於網路地圖技術的革新，地圖繪製的技術不再專屬於政府和企業，非專業的民眾透過網路
協作及編輯，可以參與集體建置和提供具空間分布性質的資料與地圖。以往政府提供的地

圖，或企業為商業利益製作的地圖，例如 Google等商用電子地圖服務，主要提供主流群體
所需，卻未必符合某些群體的生活體驗或需求。近年來，由民眾參與的開放式電子地圖協作

平台，其圖資允許所有人使用及編輯，無須付費，可以將圖資用於個人、教育、商業、政府

以及其他用途，如救災資訊地圖、飲水機分布地圖等。由於開放式電子地圖協作平台允許使

用者新增屬性及空間資料，下列何者最可能是由民眾透過上述協作平台產出的空間資料及可

運用的服務？

A中央氣象局製作的地面天氣圖，可觀測各地的沙塵暴

B社群自行建置登山步道地圖，可即時查詢及記錄路徑

C查詢由政府委製的公車 APP即時資訊，減少候車時間

D鐵路局製作女性專用車廂車次表，提高女性乘車意願。 111學測

 4.  近年來，政府積極投入資源，結合在地力量，讓更多人了解媽祖遶境文化全貌，並與觀光活
動結合，吸引遊客前來體驗。遊客常沿途拍照留念，不過若要區分照片分別在哪個行政區內

拍攝，需要先取得這些行政區的面資料，並將照片內隱含的拍攝位置資訊轉換成 GIS的經緯
度座標的點資料後，透過 GIS分析步驟，才能將所有照片有效區分。依據題文，遊客操作下
列哪個 GIS分析步驟能最直接得到所需資訊？　
A套疊照片的點資料與各行政區的面資料　

B計算照片點資料與各行政區的最近距離　

C計算照片點位的視域範圍後，套疊各行政區的面資料　

D照片點資料環域分析後的圖層，套疊各行政區的面資料。 110學測答對率 37%

▲圖一



◎ 圖二為東亞某地區數值地形模型（DTM）網格資料，上方為北方，此網格解析度長寬均為 10公里，

高程單位為公尺。請問（5∼ 7題）： 109試辦考試

▲圖二

 5.  圖二中最低點與最高點的距離約為多少公里？
A 50∼ 65　
B 70∼ 85　
C 90∼ 105　
D 110∼ 125。

6.  依示例在圖二上標示出主要稜線所在的網格。　示例：

7.  若該地區吹起暖濕的西風，導致此地區 1500公尺以上迎風山區皆籠罩在雨區之中，請從圖二網格資
料估算此地區的雨區範圍，並以 50字內說明估算過程或理由。

雨區範圍

估算過程或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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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地理學中的區位理論，通常假設地表為均
質，以直線距離劃設空間範圍，但在真實生

活中，依規劃的需求，範圍多以路徑距離為

劃設的依據。依上所述，圖三中有甲、乙、

丙、丁四個分析結果，若咖啡店開設的重要

選址條件是「徒步 300公尺內有停車場」，
下列何者最可能是距離咖啡店候選點徒步

300公尺內的範圍？
A甲　B乙　C丙　D丁。 

 109學測答對率 36%

 9.  婆羅洲島約介於北緯7度到南緯4度，東經109度至119度之間（圖
四）。根據經緯度推算，婆羅洲島的面積大約是多少平方公里？

A 5萬　B 20萬　C 40萬　D 75萬。 108學測答對率 28%

10.  點子圖經常被用來表現人口分布疏密，繪製時必須選擇面積比
例正確的投影。下列投影地圖的經線和緯線間距各為 30度，
根據經線和緯線長度判斷，哪組地圖的面積比例最接近正確？

 106學測答對率 32%

z

 　

x

 

c

 　

v

 

A甲丙　B甲丁　C乙丙　D乙丁。 

 11.  2016年初全臺各地設有 79個空氣品質監測站，環保署每小時公布各站監測資料，這些資料
可用來推估全臺空氣品質狀況及地區差異。下列何者最適合用來表現這些資料所呈現的全臺

各地空氣品質狀況？　

A點子圖　B風花圖　C面量圖　D等值線圖。 106學測答對率 27%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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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是甲生實驗路段示意

圖。下列何者最可能是甲生依照圖五上的順序所記錄的 GPS
軌跡？

A甲乙丙丁　B丁丙甲乙　C丙丁乙甲　D甲丙乙丁。 107指考答對率 64%

▲圖三

▲圖四

▲圖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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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技能1
 ▎時事好好讀

 1.D　 2.C　 3.網格模式　 4.福衛二號
 5. 

指北方向標 判斷依據（20字以內）

N 外傘頂洲受季風及沿岸流
影響呈東北—西南向

解 析

1 【閱讀理解、邏輯推論】地圖解析度
 福五彩色影像每個網格大小為 4×4＝ 16平方公尺，
福二每個網格大小為 8×8＝ 64平方公尺，福五的資
料儲存量大約是福二的 64／ 16＝ 4倍。

2 【邏輯推論、圖表判讀】地形與人類生活
 從地景中海岸附近的規則方形可知是魚塭，應分布在
臺灣西南洲潟海岸。地名中出現「塭」多指當地有鹹

水池塘，沙岸的沙丘常以「崙」命名，故選C。A

「窩」是客家族群常用的地名，用來形容類似畚箕狀

三面地勢高、一面低的地形，「坑」為山地、丘陵間

的谷地；B「湖」是山間小盆地，「洋」指平坦寬闊

的田地，尤其是遠望如海洋般的稻田；D陡峭的山坡

稱為「崎」，「崠」是客語山嶺之意。

3 【圖表判讀】空間資料的儲存模式
 空間資料的儲存分為向量模式與網格模式，衛星影像
屬於網格模式的資料。

4 【閱讀理解、邏輯推論】衛星影像的時間解析度
 時間解析度是指衛星對地面同一地點重複觀測的時
間，福衛二號每日通過臺灣上空二次，表示每二日觀

測四次，而福衛五號每二日經過同一地方一次。

5 【邏輯推論、圖表判讀】方位、臺灣的自然環境
 【評分標準】
 1  完全給分：方向標及北方標示正確，同時寫出外

傘頂洲的排列方位及其成因。

 2  部分給分：僅畫出方向標，未寫出北方，或判斷

依據僅寫出外傘頂洲，未敘明理由。

 3不給分：未作答或方向標、判斷理由錯誤。

 ▎好好練題
 1.C　 2.B　 3.D　 4.C　 5.D　 6.B　 7.A　
 8.D　 9.B　10.A　11.C　12.B　13.D　14.A　
15.B　16.C　17.D　18.C　19.環域分析
20.C
解 析

1 【邏輯推論】TM2
 起點 (321605, 2782393)代表距
離原點座標東方 321,605m，
赤道北方 2,782,393m。終點
(323429, 2780199)表示距離原點座標東方 323,429m，
赤道向北 2,780,199m。因此是「由西北向東南移動」。

2 【邏輯推論、圖表判讀】TM2
 題目四點由東至西排序僅需參考經度或 TM2投影
座標的 X值，臺灣 TM2投影座標系統中 121°E—

丙座標值約為 250000（位於假定原點東側 250公
里），甲在 121°E的西側，乙在 121°E的東側；丁
在 23.5°N，可推測北回歸線上的一度經度長約為
100公里，120.5°E與 121°E的距離為 50公里，換算
TM2的 X座標約為 250000－ 50000＝ 200000，故
由東向西排列四點 TM2的 X座標為乙 (320000)、丙
(250000)、丁 (200000)、甲 (164500)，故選B。

3 【邏輯推論】GIS的功能
 斷層線兩側 5公里範圍為環域分析，而利用空間關係
查詢屬性資料為空間查詢功能。z利用地理資料庫的
屬性欄位查詢空間資料為屬性查詢；x為地形分析；

c為環域分析；v利用位置查詢屬性資料為空間查
詢，故選D丙丁。

4 【閱讀理解、邏輯推論】群眾製圖
 群眾製圖強調「由一般民眾群策群力共同完成」。C

網友建立災情協作地圖平台的自發作為，符合題幹敘

述，故選C。A為歷史地圖的比對；B為政府官方

提供或設置的地理資訊；D提到由使用者共同編輯，

但內容不屬於地理資訊的範疇。

5 【閱讀理解、邏輯推論】GIS的功能
 A分析聚集效應：工廠及上市櫃公司數量，屬於空間

查詢；B評估交通條件：工業區離交通設施的最近距

離屬於路徑分析；C尋找勞動人口：工業區 10公里
範圍內為環域分析，15歲以上之大學學歷人口數為空
間查詢。D交通條件、聚集效應、勞力資源皆為不同

的空間資料，須將各圖層套疊才能計算出綜合指標，

故選D。

6 【邏輯推論】空間資料的儲存
 向量模式適用於描述不連續現象的空間特質，或精確
度較高的管線分布，B行政區的分布有確定的位置與

界線，適合以向量模式儲存。網格模式則適用於具有

連續特質的空間現象，A衛星影像圖、C空汙擴散

與D地形坡度的變化皆適合以網格模式儲存。

7 【邏輯推論】高解析度與小範圍影像的優勢
 A選舉時戶外造勢人數的估算，符合數位相機拍攝地

面影像、小範圍、即時等條件，故選A。B航空植

生須在無人飛行載具掛載撒播器，攝影機無法做到；

C臺中市近百年來的都市變化，需進行長時間的前後

比對；D臺灣黑熊的分布需實地訪調，移動軌跡需配

合 GPS。
8 【邏輯推論】時差計算
 (24°S, 59°W)的對蹠點為 (24°N, 121°E)，59°W為西 4
區，121°E為東 8區，兩地時差 12小時，往東時間用
加的。出發時間＋時差＋旅運時間＝抵達時間，7/3 
11:00＋ 12＋ 6＝ 7/3 29:00＝ 7/4 5:00。

9 【圖表判讀】統計圖表的判別
 從圖例可看出每年輸送到墨西哥灣的單位面積氮量分
為 3個級距，將各地統計值對應的圖例顏色呈現在地
圖上，符合B面量圖的繪製方式。A雷達圖是統計

圖，而非統計地圖；C等值線圖是以「線」加上數值

標示，等值線經過的地區，表示該地的統計數值；D

分級符號圖是以符號的大小表示數值高低。ACD皆

不符合此圖的繪製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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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學地理　解答本

0 【閱讀理解、邏輯推論】地理學的研究觀點
 z該圖可以反應自然環境與人類活動對水質的雙重影
響，符合「人地關係」傳統，為「生態分析」；x文
中有關密西西比河流域區水體全氮含量與地理環境的

相關研究，探討工業、農業、人口、降水、雷擊等自

然與人文因素層面，為綜合考量的「區域傳統」研究；

c文中提到利用美國的工業分布圖等，是指與空間分
布或空間關係的探討，屬於「空間分析」。v密西西
比河流域區水體全氮含量需與各種分布圖進行「疊圖

分析」，方可對所設定之議題進行探討。

q 【圖表判讀】網格座標判讀
 平面直角座標判讀是找出甲所在網格的左下角網線
交界，X座標 320再往東約 100m，表示距離 Y軸
320100m，Y座標 2779再往北 200m，故甲地座標為
C(320100, 2779200)。

w 【邏輯推論、圖表判讀】等高線地形圖判讀
 坡向為垂直等高線向下的方向，甲地的坡向為東南
方，依據文中地質學家的研究推論此地為「順向坡」，

表示坡向與地層傾斜方向相同，故岩層傾向為B東

南方。

e 【閱讀理解、圖表判讀】地圖判讀
 A甲處往西南西方向受山脊阻擋，無法看見瑪東里公

墓；B東側為 62號省道，道路沿山谷等山邊低地修
建；C離甲地最近的河谷直線距離約一個網格邊長的

1/4，約 250m。D七堵交流道位於甲地的 S30°W，東
側等高線密集為陡坡。

r 【閱讀理解、邏輯推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
 B選項設計出現重疊，如 5、10、20分鐘不知道該勾
選哪一選項，不符合原則二：互斥原則；C到便利

商店的目的可能不只原先的選項，如拿網購商品、取

票、上廁所等，最末應該加開放式答案，不符合原則

三：周延原則；D一個題目問了兩個問題，不符合原

則一：明確原則。

t 【閱讀理解、邏輯推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
 乙小組未先說明挑選此六家便利商店的流程，也就是
無法得知抽樣方法是否隨機，若是用未隨機抽樣而取

得的樣本去推論整個鎮的母群體，所得的結論便過於

武斷。

y 【閱讀理解、邏輯推論】地理學的研究觀點
 大型養雞場進駐花蓮可能造成的影響，應是採人地
（生態）觀點，與C人地互動相同。A祭祀圈、B

空間分布為空間觀點；D地方感為區域觀點。

u 【閱讀理解、邏輯推論】地理學的研究方法
 A不需要對全國的養雞戶發放問卷，B、C對此研

究主題幫助不大。

i 【閱讀理解】GIS的功能
 地理現象的空間特性，如x位置為空間資料，
zcv為地理現象的名稱，以文字和數字記錄者為屬
性資料。

o 【圖表判讀】GIS的功能
 環域分析是以某一點、線、面圖徵為中心，以特定的
直線距離作為半徑，劃設一定範圍的區域。

p 【圖表判讀】GIS的功能
 從右下角的比例尺可推算半徑為 1公里的四倍，為 4

公里，面積為 42 =50平方公里。

 ▎好好寫大考
 1.A　 2.D　 3.B　 4.A　 5.B　
 6.

8 24 53 217 1106 1177 2104 3249 2970 2293 670 

10 24 144 560 550 1375 2184 3283 1962 1671 578 

2 41 278 479 1074 2001 2460 2319 2670 1271 550 

10 88 91 522 1291 611 2357 2410 1649 969 254 

6 29 75 264 418 1576 2484 2157 1687 287 564 

19 87 221 277 777 2189 1911 2711 988 173 88 

16 72 50 101 185 1674 2189 1249 255 375  

6 82 35 68 714 1785 2079 1904 294 124  

 7.寫出1∼3其中一種即可

雨區
範圍

11,100平方公里／21,900平方公里／
31,500平方公里

估算
過程
或
理由

1計算迎風坡網格（不包含稜線）有 11
格×每格 100平方公里 =1,100平方公里
2計算迎風坡網格（包含稜線）有 19格
×每格 100平方公里 =1,900平方公里
3計算迎風坡網格有 11格，加上稜線僅
計算一半的迎風坡面（8格×1/2=4格），
故總計有 15 格 × 每格 100 平方公里
=1,500平方公里

 8.C　 9.D　10.C　11.D　12.D　
解 析

1 由等高線圖可看出此四地的海拔高度：子為 220∼
240m、丑為 200∼ 220m、寅為 160∼ 180m、卯為
180∼ 200m，圖中的左側為北方，若觀看東北方向的
低處景觀，應如附圖箭頭所示，子觀景臺的東北方向

地形為一凹坡，視野最佳；丑、寅、卯觀景臺東北方

向皆有更高的高地遮蔽視線，故選A。

 



4

2 由等高線呈 V形排列，可知圖中的甲、乙二路線為山
脊，丙路線主要沿著等高線約 150m的高度盤旋環繞，
丁路線為谷地，故選D。

3 題目提及「由民眾透過上述協作平台產出的空間資料
及可運用的服務」，可知B選項：社群自行建置登

山步道地圖，可即時查詢及記錄路徑，是最可能的答

案。A中央氣象局的地面天氣圖、C政府委託製作

的公車即時資訊、D鐵路局製作的女性車廂車次表等

皆是由政府負責的主管機關提供資料建置，僅能提供

查詢服務，無法再由民眾進行建置資料。

4 欲了解照片的所在行政區，需A將照片內的拍攝位

置資訊轉換成經緯度座標的點資料後，與各行政區的

面資料疊合，進行疊圖分析，即可知道拍攝地的行政

區。B計算照片與各行政區的最近距離之後仍不能完

全確定照片拍攝所在地；C文中不需要觀察地形特

色，因此不需使用視域分析；D毋須知道緩衝範圍，

因此不需要環域分析。

5 網格中最高點為 3283公尺，最低處為 2公尺，取兩
個網格的中心，兩地的距離約為 70 2+102 =76.8公里，
故選B。

6 稜線為山脈脊線連成的線，稜線兩側的地勢較低。
 【評分標準】
 1 完全給分：網格標示與參考答案相同。
 2 部分給分：網格標示與參考答案有 1格不相同。
 3 不給分：網格標示與參考答案有 2格以上不相同。
7 1  稜線不算在雨區內：雨區為迎風坡的 11格網格，

一格為 100平方公里，共 1,100平方公里。
 2  稜線完全計算在雨區內：雨區為迎風坡的 11格＋

稜線 8格，一格為 100平方公里，共 1,900平方公
里。

 3  考量稜線兩側有迎風坡與背風坡，將稜線所在網格
的一半計算在雨區內：迎風坡有 11格＋一半的稜
線 4格，一格為 100平方公里，共 1,500平方公里。

8 假設地表為均質，以距離咖啡店 300公尺為半徑，會
得到乙環域；但若以徒步 300公尺為路徑距離，沿著
道路，應會出現C丙的分析結果。甲、丁沿道路可

達處計算，距離不等。

9 將圖中經緯線以方格法切割
後，以方格法量測（如圖）

其面積約為 62格，赤道附近
的每一度經度距離或緯度距

離皆約 110公里，因此每一
網格的面積為 110公里×110
公里＝ 12,100平方公里，62
格×12,100平方公里＝ 750,200平方公里。

0 z是等距圓柱投影法（緯距相同），保持緯距間等比
例，高緯區面積放大；x等積圓柱投影法，修正緯距
使面積比例正確（緯距向高緯區遞減）；c為莫爾威
等積投影法，離中央經線經度差 90度的經線為一個
圓，此圓面積為球體面積的一半，且赤道長度是中央

經線的兩倍，面積正確；v是羅賓森折衷投影法，高
緯區仍放大，非等積投影。題意著重面積比例的正確

性，故選C。

q 空氣汙染具有空間連續的性質，適合以D等值線呈

現，可表示空間連續分布且具漸變的現象。A點子圖

可表示空間中的數量分布；B空氣汙染的擴散與風

速、風向有關，風花圖可表示「測站」變量的方位與

數值，但無法呈現「區域」的空氣品質狀況；C面量

圖使用不同顏色表示不同數值的空間分布，汙染物的

濃度變化不易在界線明確的區域中表現出來。

w 4個路段長度相同，二點間的時間固定，點愈密代表
速度愈慢。丙圖中出現數個點位置幾乎重疊，表示沒

有位移（應是公車站牌），所以丙是②搭公車。若只

考慮工具特性，且騎腳踏車上坡的速度比在平地步行

還慢，甲點位間距平均且最大，為①騎單車下坡、乙

圖是③步行、丁圖為④騎單車上坡，故①∼④的順序

為D甲丙乙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