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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屆會考主題

自 103年會考以來，地理科的命題取材主要
以臺灣與世界地理為主，而中國地理的相關概

念，出題數目則遠低於前述兩個區塊，近年來

在歷屆會考的命題數量大致落在 2∼ 4題之間，
由此可知，111年會考命題的趨勢，仍較有可能
集中在臺灣及世界地理的部分。

命題概念

▲歷屆會考地理科主題統計圖

歷屆會考重要概念

進一步針對臺灣、中國及世界三大區塊的知

識點進行細分，彙整自 103年度以來，地理科
出現過的概念。先將各知識點的命題數目進行

加總， 在共計11份會考考題 (含111年範例 )中，
出現次數愈多者，代表命題機率愈高，並將之

分類為大於 5題 (出題機率極高 )、等於 5題 (出
題機率高 )、出過 3或 4題 (有機率出題 )等三
種類型，至於歷屆出題次數小於 2次以下的概
念，由於命題機率較低且難以預測，受到本文

篇幅之影響，故將其歸類於低出題機率，在此

將其省略以進行分析。

「基本概念與臺灣地理」最容易出現的知識

點為「天氣與氣候」、「臺灣的地形」、「等

高線」、「人口成長要素」、「臺灣的經濟發

展」、「北部區域」等主題。可看出命題取向

重視地理的基礎概念，尤其是與日常生活相關

的天氣、地形、人口、區域特色等知識點，其

次是衍生出來的水資源及產業轉型等方面的問

題，由於近年來氣候變遷日趨劇烈，可預期臺

灣的氣候、地形、水資源、人口與經濟發展，

仍將是未來臺灣地理命題的重要焦點之一。

「中國地理」的命題焦點集中在中國的產業

與中國的自然環境，考生在準備考試時，應將

焦點集中於中國的產業特色，或是近年來較熱

門經濟議題。此外，中國的自然條件，如地形

與氣候，仍將是未來中國地理命題的方向之一。

「世界地理」的非洲、東南亞及中南美洲，

是歷年會考常出現的知識點。亞洲各區域的題

目更是年年出現，南亞、西亞與日本亦是熱門

考點。歐美地區則以氣候、地形等知識點為主

要取材範圍。

文／ Anna4
地 理 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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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概念與臺灣

新課綱在「基本概念與臺灣」的調整幅度較

小，過去會考常見的概念，幾乎全數保留下來。

課綱新增多元族群的文化特色，鑒於臺灣地理

的調整集中於該處，因此，原住民族的相關內

容，可能成為地理與歷史兩科的跨科考題。

區域特色

新綱將中國納入過去世界地理的範圍，大量

刪減中國區域特色的時數，不再將中國分區，

僅保留中國的自然環境、人口與產業活動等內

容。課綱新增中國的文化擴散、經濟發展與全

球關聯，著墨在中國從世界工廠走向世界市場，

以及中國對外貿易狀況，如一帶一路的議題。

可預期 111年會考，與中國相關的考題數量不
多，題數仍在2∼4題之間，舊綱被保留的內容，
新綱新增的部分，仍值得關注。

新綱移除舊課綱「世界概述」、「全球經濟

與環境」的內容，將各區域自然環境的內容移

入各區域之中。因此，過往常出現的「世界人

口」相關題型，恐無法繼續成為 111年會考的
常見題材。

新綱強調各區的議題與文化，在各國的描述

較為精省。因此，可以預期未來的考題中，單

純背誦國家的特色可能不會再出現，而是改以

自然、產業，以及各區域重大議題作為命題取

材的來源。

至於各區域相關考題出現的機率，依歷屆會

考試題加以評估，仍以非洲、東南亞及中南美洲

出題的機率最高，其次則為南亞與西亞。值得

注意的是，過往南韓與大洋洲出題的頻率不高，

但新課綱增加東北亞與大洋洲的時數，可預期

這兩個區域在題目中出現的機率將隨之上升。

▲ 臺灣地理重要概念統計表

>5題 =5題 =3或 4題

天氣與氣候
臺灣的地形

等高線
人口成長要素
臺灣的經濟發展
北部區域

枯水期
水系
人口金字塔
產業轉型
工業區位
南部區域

▲ 中國地理重要概念統計表

>5題 =5題 =3或 4題

一 中國的產業

中國氣候
中國地形
黃土高原
中國氣候與水文

▲ 世界地理重要概念統計表

>5題 =5題 =3或 4題

非洲
東南亞
中南美洲
世界人口

南亞
西亞
全球環境

南歐氣候
日本
中亞
北歐氣候
北美洲氣候

新課綱所帶來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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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03年進入會考時代以來，圖表題在社
會科的占比就超過一半以上，由 103∼ 110
年會考 (含補考題 )各科圖表題數量的變化，
可發現地理科高居社會科之冠。

地理科的知識點與圖表之間的轉換，已成

為會考的主流出題方式。例如：110年會考
第 34題 (通過率 0.23)、111年會考參考試題
本第 5題。 ▲歷屆會考社會科圖表題統計圖

地理

公民

歷史

地公

地歷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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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09補考 110 110補考 (年)

(題數)

(  C  ) 5. 某位旅行家從北非乾燥地區出發，向北經地中
海到達北歐，圖(三)是他記錄途中民宅常見的
窗戶形式。在他的旅途中依序記錄的窗戶形式

應為下列何者？

 (A)甲→乙→丙　 (B)甲→丙→乙　
 (C)丙→甲→乙　 (D)丙→乙→甲。

陽光充足且照射時間
長，百葉窗可調整陽
光進入的量。

冬季日照時間很短，
大窗戶可引入溫暖的
陽光。

窗戶偏小，僅作為通
風之用，並可減少風
沙吹入。

甲

乙

丙

▲111年會考參考試題本第5題

重視資料解讀及圖表轉譯的能力

命題題型

(  D  ) 34. 「通風廊道」主要由公園與綠地組
成，其規畫是為了引導都市外涼爽、

乾淨的空氣流入都市，以緩解都市中

心悶熱、汙濁的空氣環境，廊道走向

主要與當地盛行風向一致。圖(十五)為
中國季風氣候區內某都市的風向頻率

圖，根據該都市最主要的風向判斷，

其通風廊道的規畫最可能接近下列何

者？

北

西北

西南 東南

西

東北

東

南

1月 7月
全年平均

註：風向頻率圖是用來
表現一段時間內各方向
風出現的頻率，愈靠近
中心交會點，代表頻率
愈低，反之則愈高。例
如此圖7月分東風出現
的頻率較西風高。

圖(十五)

▲110年會考第34題

通風廊道 中心城區

N

通風廊道 中心城區

N

通風廊道 中心城區

N

通風廊道 中心城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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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三)

13

110社會新鮮報10月號-內頁_840.indd   13110社會新鮮報10月號-內頁_840.indd   13 2021/10/19   下午 05:04:162021/10/19   下午 05:04:16



強調概念的理解及運用，純記憶題比重減少

美洲的人口結構等多重概念；第 54題需有性別
比 (地理 )、性別刻板印象 (公民 )、母系社會 (歷
史 )等知識概念，方能作答。

110年社會科會考結束後，許多考生認為該年
的考試比過往的考題更難，即使不斷練習與重

複記憶知識點，仍舊無法得到很好的效果。因

此，學生應加強基本知識點之間的連結，以及

課本知識與生活之間的連結。

單純的知識性記憶題，出現在未來會考中的

機率將會愈來愈低，考生需要具備多重知識概

念，才容易回答題目。而跨科題又以地理與歷

史、地理與公民的組合為主。例如：110年會考
第 16題 (通過率 0.72)、第 30題 (通過率 0.54)、
第 54題 (通過率 0.62)。第 16題需要熟悉小麥、
可可、棉花與橄欖的種植地區與環境；第 30題
需具備人口金字塔及非洲、亞洲、歐洲與中南

(  B  ) 16. 森林的消失受各種不同的自然及人為因素影響，
大規模種植作物為重要的因素之一。圖(八)為某
國際組織運用衛星影像資料，推算非洲三個國家

自2001至2014年森林消失面積的統計資料。圖中
森林面積的變化最可能反映何種作物的大量種

植？

 (A)小麥 (B)可可 (C)棉花 (D)橄欖

400

300

200

100

0
2001 2014

森
林
消
失
面
積(

千
公
頃)

象牙海岸 賴比瑞亞迦納

(年)

圖(八)

▲110年會考第16題

(  C  ) 30. 圖(十四)是以每5歲為一級距，統計2013年世界
各年齡層人口數的示意圖，其中不同顏色代表

不同洲的資料。圖中丙應為哪一洲？

 (A)非洲 (B)亞洲
 (C)歐洲 (D)中南美洲

65

15~64

0~14

甲 乙 丙丁北美洲
大洋洲

歲

歲以上

歲

圖(十四)

▲110年會考第30題

(  B  ) 54. 某年世界新生兒性別比為106，圖(二十二)是同年甲、
乙、丙三個國家新生兒性別比的數據。根據圖中資料

判斷，下列何者最可能是甲國社會現況的敘述？

 (A)戰亂頻仍，社會環境不夠穩定
 (B)重男輕女，性別刻板印象普遍
 (C)思想觀念開放，尊重多元性別發展
 (D)屬於母系社會，後代子女多從母姓

114 108 105

甲 乙 丙

性
別
比

圖(二十二)

▲110年會考第54題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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