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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地理學三大傳統  

(1)空間傳統－地理現象發生的位置 

(2)生態傳統－人地之間的因果關係 

(3)區域傳統－區域的獨特性 

      綜合考量區域的自然、人文及發展 

6. 紅外光衛星影像判讀  

 

植物 森林 農作物 聚落 清澈水體 混濁水體 裸露地 雲層 

紅色 深紅色 淡紅色 灰綠色 深藍色 灰藍色 白色 稀薄白色 
 

7.  等高線判讀 

  (1)同一等高線上的各點，海拔高度相等 

  (2)每一等高線都是封閉的曲線 

  (3)不同高度的等高線若重疊 → 懸崖 

  (4)等高線分布越稀疏 → 坡度越緩 

    等高線分布越緊密 → 坡度越陡。 

  (5)等高線成 V 字型 

    尖端指向地勢較高處 →山(河)谷 

    尖端指向地勢較低處 →山脊 

  (6)兩山峰之間的低凹處 →鞍部  

2.地圖要素  

(1)圖名：表示地圖主題的名稱，通常置於圖的上方。 

    縮小程度 涵蓋範圍 內容 等高線間距 使用時機 

大比例尺 較少 較小 較詳盡 小 地理實察 

小比例尺 較多 較大 較簡略 大 全球地形圖 

 經線與經度 緯線與緯度 

定義 連結南、北兩極的假想線 赤道及與赤道平行的圓圈假想線 

方向 正南北向，又稱子午線 正東西向 

特性 交集於極點，不平行，有無限條。 互相平行，有無限條。 

度數 
東西經各 180 

經過格林威治之經線為本初子午線 

南北緯各 90 

大圓 

小圓 

每條經線都是大圓線 

(航線最短距離) 

★注意：大圓航線為常考題 

只有赤道是大圓 

其餘緯線皆是小圓 

 

長度 

1. 任何經線都等長 (約 2 萬公里) 

2. 地球是南北略扁的橢球體， 

緯度越高，緯度間的經線越長 

 

1. 赤道為最長的緯線 (約 4 萬公里) 

2. 緯度越高，經度間的緯線越短 

60∘緯線 =  1/2 赤道長度 

80∘緯線 =  1/6 赤道長度 

(2)比例尺＝圖上距離／實際距離 

  

  

  

  

 (3)圖例－用簡化的符號來呈現地表的真實地物 

 (4)方位－羅盤方位法、方位角法、象限角法 

 (5)座標－大比例尺使用網格座標 

     小比例尺使用經緯度 

8.地理資料蒐集 

(1)第一手資料  

  直接資料，由「研究者」親自 

  經觀察、測量、拍攝、訪問、問卷而獲得的資料 

(2)第二手資料  

  間接資料，引用「他人」研究的成果 

  前人文獻、政府統計資料、地圖、衛星影像、網路資料 

9.統計圖 

(1)長條圖－又稱柱狀圖，以柱形的長短來表示數量大小 

(2)曲線圖－以折線的起伏來表示資料值的變化趨勢， 

          常用來表達具有時間連續現象的資料 

(3)圓餅圖－以圓餅的各分瓣比例，呈現各組成要素 

          占總量的百分比率，組數不要太多 

(4)點子圖－點數多寡給讀者相對密度的視覺印象 

          缺點是無法看出正確數值及正確的位置 

(5)風花圖－用以表示某地某時期風向的分布圖 

          每一條線表示各種風向 

          各線條長短表示此風向發生的頻率 

          線段粗細表示風速等級 

          中心數字代表無風頻率 

(7)面量圖－在界線明確的區域中，將某種平均分布的地理現象， 

          用多種色彩或網紋來代表數量大小 

(8)三角圖解－地理現象由三種要素構成，且總量為 100% 

            常用於年齡組成、就業結構、土壤組成質地 

3.時區 

  (1)全球共劃分 24 個時區。 

(2)以中央經線(0∘及 15 倍數)為中心， 

向東西兩側各跨 7.5∘的範圍為同一個時區 

  (3)國際標準時－格林威治標準時，簡稱 GMT 

(4)國際換日線－大致符合 180∘經度， 

兩側時間相同，日期差一天 

4.地圖投影 

(1)麥卡托圓柱投影(方向正確)  

  (2)蘭伯特圓錐投影(中緯度形狀準確)  

  (3)等距方位投影－兩地之間的距離(最短的大圓航線) 

  (4)莫爾威投影(等積)－密度圖  

  (5)羅賓森折衷投影－世界政區圖 

10. 地理資訊系統 GIS 

(1)最佳路徑－利用向量資料計算最佳路徑 

       應用在消防車、救護車路線規劃、物流路線 

(2)地勢分析－模擬暴雨後或海平面上升時，可能的淹水範圍 

(3)視域分析－應用在無線電基地台、風景瞭望台、軍事觀察哨 

  (4)環域分析－劃定環繞目標物一定距離的區域 (範圍) 

  (5)疊圖分析－將同區域不同主題、年代的地圖疊合。 

★注意：疊合的地圖必須是相同投影系統、相同比例尺、相同座標 

 

5.台灣經建版地形圖 (普通地圖)(1:25000，1:50000 兩種)  

  (1)橫麥卡托二度分帶投影法 (TM2)  

  (2)中央經線－121° E  

  (3)座標原點－121° E 與赤道交點往西 250 公里處  

  (4)經建版地形圖的座標判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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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降水類型 

地形雨(風)、對流雨(夏季午後)、鋒面雨(冷暖氣團交會) 

 

12.降水季節 

(1)全年有雨－熱帶雨林、溫帶海洋、夏雨型暖溼 

(2)夏雨冬乾－熱帶莽原、季風氣候、溫帶大陸 

(3)夏乾冬雨－溫帶地中海 

(4)全年少雨－乾燥氣候、寒帶氣候 

 

基本假設 實際情形  造成結果 

地軸不傾斜 地軸傾斜 23.5 度 行星風系季節性移動 

地表無海陸差異 地表有海陸分布 日 海風 

晚 陸風 

地表無高低起伏 地表有高低起伏 日 谷風 

晚 山風 

13.行星風系 

(1)基本假設－地軸不傾斜、地表無海陸差異、地表無高低起伏 

 

 

 

 

 

 

 

 

  

 

 

 

 

 

 

 

 

 

 

 

 

 

  

 

 

 

14.各種氣候類型的成因、特徵 

  (1)熱帶雨林－赤道兩側 10∘N~10∘S 

              太陽終年直射，上升氣流旺盛 

              全年高溫多雨(對流雨)，年溫差最小 

 

  (2)熱帶莽原－10∘~  23.5∘N.S 
              行星風系季移，夏季 I.T.C.Z.季移，冬季副熱帶高壓季移 

              全年高溫，最高溫在乾季末期，夏雨冬乾 

 

  (3)溫帶大陸－30∘~  60∘N 大陸內部至東岸★南半球無溫帶大陸 

              陸地比熱小，夏熱冬寒，年溫差大，夏雨冬乾 

 

  (4)溫帶海洋－40∘~  60∘N.S 大陸西岸 

              盛行西風、暖流經過 

              夏涼冬暖，年溫差小 

              全年有雨(地形雨)，秋冬略多(氣旋雨) 

 

  (5)溫帶地中海－30∘~  40∘N.S 大陸西岸 
              行星風系季移，夏季副熱帶高壓季移，冬季西風季移 

              夏熱冬暖，年溫差不大， 

              在歐洲、北美洲被稱為「陽光帶」 

              夏乾冬雨，雨季與生長季不配合，農業重視灌溉 

 (6)夏雨型暖溼－20∘~  35∘N 大陸東南岸 

               信風、暖流經過 

               夏熱冬暖，年溫差小 

               全年有雨，夏雨多 

               ○1 美國東南部 佛羅里達半島 

               ○2 南美洲東南岸 拉布拉他平原 南美洲精華區 

               ○3 非洲東南岸 

               ○4 澳洲東南沿海平原 澳洲精華區 

 

 (7)寒帶氣候 

類 

型 

副極地大陸性 

(副北極) 

極地氣候 

極地苔原 極地冰冠 
 

最暖月 10℃以上 最暖月 0 ~ 10℃ 最暖月 0℃以下 

範 

圍 

60∘~  66.5∘N 極圈內的 

歐亞大陸、北美洲 

北極海、格陵蘭、 

南極洲 

南半球無副極地大陸性、極地苔原 南北極區 

成 

因 

緯度高，太陽照射角度小，輻射量少 

氣溫低，蒸發微弱，降水少 

特 

徵 

夏季 2~3 個月達 10℃以上 

冬季酷寒，低溫-30℃以下 

年溫差最大 

維科揚斯克 

★南極比北極更冷 

○1 海陸比熱性質不同 

○2 地勢高低不同 

○3 洋流影響 

  

(8)熱帶乾燥 

沙漠名稱 
副熱帶 

高壓壟罩 

背信風側 涼流經過 

○1 墨西哥索諾拉 ✓ ✓東北信風 ✓加利福利亞涼流 

○2 南美西岸亞他加馬 ✓ ✓東南信風 ✓祕魯涼流 

○3 撒哈拉 ✓  ✓加那利涼流 

○4 納米比 ✓ ✓東南信風 ✓本吉拉涼流 

○5 喀拉哈里 ✓ ✓東南信風  

○6 西亞阿拉伯半島 ✓   

○7 南亞塔爾 ✓   

○8 澳洲中西部 ✓ ✓東南信風 ✓西澳涼流 

 

(9)溫帶乾燥 

沙漠名稱 距海遙遠 高山阻擋水氣 背西風 寒流經過 

○1 蒙古戈壁 ✓ ✓   

○2 新疆大戈壁 ✓ ✓   

○3 中亞內陸盆地 ✓ ✓   

○4 美國西部內陸 

  拉斯維加斯 

  ✓  

○5 南美洲 

 巴塔哥尼亞高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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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熱帶季風 副熱帶季風 溫帶季風 

範圍 10∘~  23.5∘N 23.5∘N ~ 35∘N ~ 55∘N 

★南半球無季風氣候 

分布 ○1  臺灣南部 

○2  中國華南 

○3  中南半島+菲律賓 

○4  南亞半島 

○5  西非沿海 

○1  臺灣中、北部 

○2  中國華中 

○3  南亞半島 

○4  日本南部 

○1  中國華北、東北 

○2  朝鮮半島 

○3  日本中、北部 

 

成因 季風亞洲 大範圍海陸性質差異 

西非沿海 行星風系季移 

氣溫 

降雨 

最冷月均溫 18℃以上 最冷月均溫 0 ~ 18℃ 最冷月均溫 0 ℃以下 

全年高溫，夏雨冬乾 
 

夏熱冬暖，四季有雨 夏熱冬寒，夏雨集中 

風向 夏西南風 冬東北風 夏南風 冬北風 夏東南風 冬西北風 

冬雨區 越南、菲律賓東北部 臺灣北部 日本本州島西側 

合掌屋 

 (10)季風氣候 

 

 

熱帶高地 溫帶高地 

成

因 
地勢高，氣溫、氣壓與降水等氣候要素隨高度變化 

氣

溫 

降

雨 

最暖月均溫 < 20℃ 

年溫差小 

最暖月均溫 < 20℃ 

年溫差大 

氣

候 

特

色 

○1 氣溫隨高度而變化→氣候帶、植物帶、農牧活動均呈現垂直分布景觀 

○2 氣壓隨高度增加而下降→海拔高度 6000 公尺的氣壓僅及海平面的一

半 

○3 山地迎風坡比平地雨量多，背風坡會出現焚風，乾燥少雨 

○4 高山高原頂部的風力特別強→因地面摩擦力小 

○5 高山高原上陽光特別強→空氣稀薄，水汽塵埃少，日照強烈 

土

地 

利

用 

【106 測】南美安地斯山北段土地利用 

 (11)高地氣候 ( 高度大於 3000 公尺 ) 

16. 風化作用 

  (1)物理風化 (崩解) (乾燥、寒冷) 

    熱漲冷縮－主要分布於乾燥氣候區， 

       因日夜溫差大而造成岩石崩解 

    凍融作用－分布於高山、高緯度冰緣地區， 

       氣溫在 0℃上下波動， 

       岩石裡的水分凍融交替將岩石撐裂 

 (2)化學風化 (分解) (高溫多雨) 

    氧化作用－岩石中的鐵、鋁成分，因氧化形成 

              氧化鐵、氧化鋁，使岩石變色(偏紅棕色) 

    溶解作用－如含碳酸的雨水將石灰岩層侵蝕 

17.  崩壞作用 

類型 分布地區 先決條件 地形景觀 

潛移 緩坡 
重力作用 

樹幹彎曲、圍牆傾倒 

地滑 順向坡   

土石流 溝谷陡坡 
充足水分、 

鬆散土石 

狀似沖積扇的土石堆積 

與沖積扇不同，土石流堆積部 

的前緣多巨大岩塊堆積， 

向後端土石粒徑逐漸減小 

山崩 山區陡坡  山崩窪、落石堆、山崩湖 
 

18.  河流作用 

  (1)侵蝕基準、回春作用、侵蝕輪迴 

  (2)河蝕地形 (峽谷、瀑布、壺穴) 

峽 
谷 

河流下蝕力強，形成 V 形谷 太魯閣峽谷 
科羅拉多大峽谷 

 
瀑 
布 

(1) 河床落差大，形成陡崖 

(2) 形成條件： 
○1  主支流交會處 
○2  軟硬岩互層處 
○3  斷層通過 

冰河的懸谷瀑布 

基隆河的十分瀑布 

921 震後的大甲溪瀑布 

 

壺 
穴 

(1) 河水挾帶石礫磨蝕上游河床， 

形成略呈圓形、向下凹陷的洞穴 

(2) 壺穴生成在 
硬岩、多雨、急流、 
河川上游、幼年期  

基隆河上游 

河床的壺穴 

   

(3)河積地形 (沖積扇、氾濫平原、三角洲) 

 

上 

游 

 

↓ 

 

 

下 

游 

 

 

沖積扇 

 顆粒 坡度 土地利用 

扇頂  大 

 ↓ 

 小 

 陡 

 ↓ 

 緩 

旱田 

果園 扇央 

扇端 水田(湧泉帶) 
 

 

氾濫平原 

洪患發生時， 

河流夾帶大量泥沙土石溢出河道 

在河床兩側堆積形成氾濫(沖積)平原 

 

三角洲 

河流在出海口， 

因流幅變寬、搬運能力降低， 

攜帶泥沙大量堆積，河道岐多，常有水患 
 

15.水平衡  

  (1)10° N ~ 10° S →剩水  

  (2)10° ~ 40° N.S →缺水  

  (3)40° ~ 90° N.S →剩水  

  (4)寒帶氣候最接近水平衡 

 

 

剩水 缺水 

10N～10S 熱雨 (間熱帶輻合區)  10～23.5N.S 熱莽 (副熱帶高壓) 

40～60N.S 溫海 (盛行西風)  20～30N.S 熱沙 (○H 、背信風) 

60～80N.S 副極地 (極圈氣旋) 30～40N.S 溫地 (副熱帶高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