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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興國中 108學年度第一學期 

九年級社會領域地理科補救教學資料 
＊共 50 格重點，滿分 100 分。 

＊可自行下載，重新閱讀課本後完成填寫，於開學時交給各班地理任課老師評閱。 

有任何困難也可於開學後跟老師約定補救教學時間，進行討論。 

第 1課 西亞與中亞 

1-1 西亞的自然環境 

1.位置：地處歐、亞、非三洲交界，交通及戰略位置重要。 

2.地形：以高原為主體。 

位 置 地 形 特 徵 

北 部 
安納托力亞高原。 受板塊擠壓影響，地形崎嶇，地震

頻繁。 伊朗高原、阿富汗高原。 

中 部 【1.                     】 兩河流域農業精華區。 

南 部 阿拉伯高原。 古老地塊，地勢較平坦。 

3.氣候乾燥少雨 

主要氣候類型 成 因 特 色 

熱帶沙漠氣候、草原氣候 【2.                   】與地形阻隔。 全年乾燥少雨。 

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行星風帶南北移動。 夏乾冬雨。 

4.水資源匱乏：利用成本較高的淡化海水與淨化廢水技術，供應民生用水及農業灌溉。 

 

1-2 西亞的產業發展 

1.畜牧業：以游牧為主。 

移動特色 分布地區 備  註 

垂直移動 北部山區。 又稱「山牧季移」。 

水平移動 阿拉伯半島。 貝都因人為代表民族。 

2.農業 

(1)主要生產椰棗、小麥等作物。 

(2)各地依水源差異，發展出不同灌溉方式。。 

灌溉類型 說  明 舉  例 

河水 河岸居民利用渠道引水灌溉農地。 美索不達米亞平原。 

雪水 
山麓地區居民將滲入地下的高山雪水，透過坎井

系統，引導到綠洲灌溉。 
伊朗高原。 

【3.         】 利用鑽井技術，爭取更多水資源。 阿拉伯半島。 

(3)以色列研發滴灌技術，既可省水，又解決長期土壤鹽鹼化問題。。 

3.油礦業 

(1)主要產油區：波斯灣沿岸。，石油主要分布於波斯灣沿岸。 

(2)運作：成立【4.                    】 (OPEC)，以維護產油國的利益。 

4.石油經濟 

(1)優勢：資金條件佳，可投入基礎建設及教育，帶動工商業發展。 

(2)劣勢：高度依賴石油收入，易受國際油價起伏影響。 

(3)轉型：由單一化經濟轉向多元化發展，如觀光及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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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西亞的近代發展 

1.長期紛爭不斷：自古為亞、歐、非三洲交通往來必經之地，民族構成多元。近代更因盛產石油，

使得政治、經濟情勢愈加複雜，國際衝突頻繁。 

因素 說 明 舉 例 

族群糾紛 阿拉伯人、猶太人、波斯人。 以阿戰爭、以色列與巴勒斯坦衝

突、庫德族與現居地國的衝突

等。 
宗教差異 

⑴伊斯蘭教、猶太教、基督教。 

⑵伊斯蘭教有教派爭議，如什葉派、遜尼派。 

爭奪水源 以色列與約旦爭奪約旦河水源。 

爭奪石油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意圖掠奪石油。 波斯灣戰爭。 

2.近代的文化衝擊 

(1)因近代石油經濟興起，大量資金、科技和資訊流入西亞，影響【5.              】的生活。 

(2)隨著教育普及與大眾傳播的開放，西亞正逐漸走向現代化，如女權意識的抬頭等。 

3.未來課題 

(1)歐、美石油公司常干預西亞產油國家的外交與內政，埋下西亞人民「反美」、「反西方」的種

子，並釀成多次恐怖攻擊。 

(2)如何達成「現代化而不西化」的目標，成為這些國家的重要課題。 

 

1-4 中亞的自然環境 

1.位置：連接歐、亞的重要通道。 

2.地形：內陸盆地。 

3.氣候：深居內陸，形成溫帶沙漠氣候及草原氣候。 

4.水文：多屬內流河，有兩大鹹水湖：裏海、鹹海。 

 

1-5 中亞的產業發展 

1.農牧業 

(1)自古以游牧維生。 

(2)前蘇聯時期，【6.           】成為重要經濟作物。 

(3)環境問題：過度引用河水灌溉棉田，使鹹海面積日益縮減。 

2.工礦業 

(1)偏重農、工原料出口，民生用品多仰賴進口。 

(2)石油、天然氣等能源礦產豐富，加上勞工、生產成本低廉，吸引外資投入。 

 

 

第 2課 歐洲概述與歐洲西半部(一)南歐 

2-1 歐洲概述 

1.概述 

項  目 說    明 

位置 
⑴大致位於北緯 35度以北。 

⑵歐亞大陸西北側的大半島。 

地形 平原為主、海洋深入內陸。 

氣候 受海洋影響，溫和溼潤。 

河川 水量豐穩且多數終年不結凍，使得歐洲水陸運均極為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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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形 

分 區 特    色 說    明 

南部 地形崎嶇 
受到板塊擠壓影響，形成東西向新褶曲山脈──

【7.                     】 

中部 地勢低平 由法、德北部向東直抵波蘭，是平坦的歐洲大平原。 

北部 古老山地 北歐的斯堪地那維亞山脈，地勢起伏較大。 

海岸 曲折綿長 
(1)三面環海，沿岸有許多半島與島嶼。 

(2)南歐的【8.        】、北歐的【9.        】，利於航運發展 

高緯及高山地區 曲折綿長 
阿爾卑斯山多冰河侵蝕形成的【10.              】，此種谷地

利於道路修築，可作為地中海地區和歐洲內陸的天然孔道。 

3.氣候：受緯度、地形、西風、暖流、距海遠近等因素影響。 

氣候區 分  布 特    色 

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南歐與法國東南部。 
夏季時，受副熱帶高壓籠罩影響，乾燥少雨；冬

季時，受西風影響，形成降水，故夏乾冬雨。 

溫帶海洋性氣候 西歐與北歐沿海。 
終年受西風吹拂，且有北大西洋暖流帶來暖溼水

氣，導致全年有雨，年溫差小。 

溫帶大陸性氣候 東歐、歐俄、北歐東部。 
海洋水氣漸減，受陸地性質影響較大，降水集中

在夏季，年溫差大。 

高地氣候 阿爾卑斯山區。 氣候呈垂直變化。 

寒帶氣候 北極圈附近。 終年低溫。 

 

4.人口與經濟 

(1)人口特色與現況 

特   色 特    色 

人口分布最平均 歐洲自然環境優越，適合居住。 

出生率偏低 歐洲各國長期出生率偏低，使得人口成長停滯，甚至呈現負成長。 

人口老化 
出生率偏低，醫療技術進步，人民平均壽命延長，在各洲中

【11.              】現象最為明顯。 

  (2)經濟發展與現況：歐洲的工業產值是各洲最高的，絕大多數國家屬已開發國家。 

分   區 特    色 

西半部 
①經濟發展程度較高，社會福利、醫療保健等制度較為完善。 

②其中西歐和北歐經濟發展程度最高。 

東半部 昔日深受共產主義影響，經濟發展受到限制，國民所得普遍較低。 

(3)歐洲聯盟 

①會員國互惠 

特   色 說    明 優    點 

單一市場 

由於歐洲各國擁有的資源不盡相同，歐

盟致力於將會員國統合為單一市場，貨

物、人員、資金與勞力皆可自由流通。 

對內可共享資源、開放市場等，對外可增

強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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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貨幣 以歐元作為共同貨幣。 便於會員國間國際貿易的往來。 

共同政策 
會員國的國家安全、外交等事項發展出

共同的政策。 

讓歐盟各國更緊密的結盟，進而促進歐洲

地區經濟成長與政治統一的目標。 

②東擴：西元 2004年後，東歐國家陸續加入。 

     A.歐盟會員國間貿易往來的市場區域擴大。 

     B.成為全球企業進入歐盟市場的根據地：東歐國家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勞工成本較歐洲其

他各國低廉，並提供國家優惠政策。 

③西元 2016年英國公投通過退出歐盟，說明推動區域整合不容易。 

 

2-2 南歐各國 

1.南歐概述 

項   目 特      色 說    明 

地形 地勢崎嶇、平原狹小。 

(1)受到板塊的擠壓，使得本區火山活動與地震頻繁。 

(2)自西向東為【12.          】半島、【13.         】

半島與【14.              】半島。 

氣候 
【15.            】

型氣候。 

(1)夏乾冬雨。 

(2)氣候優勢：較歐洲其他地區溫暖。 

(3)氣候限制：雨季和生長季不能配合。 

農業 
盛產葡萄、 

橄欖等農作物。 

(1)種植耐旱的小麥或果樹，如葡萄、橄欖等。 

(2)近年來，交通運輸便利，蔬果、花卉及葡萄酒等農產品，

大量外銷至歐洲各國。 

 

2.南歐各國簡介 

國家 說明 

西班牙 

葡萄牙 

(1) 曾擁有廣大的殖民地：位於伊比利半島上，西臨大西洋，南隔地中海與北

非相望，地理位置有利於早期的航海發展。 

(2) 文化多元發展：殖民歷史與豐富的人文資產利於發展觀光，如西班牙的佛

朗明哥舞、番茄節活動和葡萄牙的航海紀念碑等。 

【16.    】 

(1) 位置：義大利羅馬市內的西北部。 

(2) 天主教教宗的駐地。 

(3) 我國的邦交國。 

【17.    】 

(1) 精華區：北部的波河平原土壤肥沃，農產豐富，加上利用阿爾卑斯山豐富

的水力，發展汽車業、大理石礦業等，因而人口稠密。 

(2) 觀光業發達：義大利是羅馬文明的發源地，擁有豐富的古蹟，每年吸引大

量遊客造訪，如古城羅馬、水都威尼斯及國際時尚中心米蘭。 

【18.    】 

(1) 位置：巴爾幹半島南部。 

(2) 產業發展 

①多石灰岩地形，不利農業發展，但可提供豐富的建築材料。 

②海運發達：沿海為谷灣式海岸，港灣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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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旅遊業發達：希臘是西方文明的搖籃，奧林匹克運動會發源地，境內豐

富的歷史古蹟及藍白色調的海灣風情，吸引遊客造訪。 

 

第 3課 歐洲西半部(二)西歐與北歐 

3-1西歐的自然環境 

1. 位置與範圍 

項目 說 明 

位置 

(1) 北臨北海、波羅的海。 

(2) 西濱【19.          】。 

(3) 南界阿爾卑斯山、庇里牛斯山。 

影響 位置優越，奠定海外殖民與世界貿易的基礎。 

2.地形 

項目 特 徵 

分區 
北部 歐洲大平原。 

南部 阿爾卑斯山。 

整體特色與影響 平原廣大，高山險而不阻，適宜人居及產業發展。 

3.氣候 

類型 說 明 

類型 

溫帶海洋性氣候 受【20.          】與【21.          】影響，終年溫和溼潤。 

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分布於地中海濱，夏乾冬雨。 

溫帶大陸性氣候 分布於東部內陸，受海洋影響較小，年溫差較大，夏雨集中。 

高地氣候 分布於阿爾卑斯山區，氣溫呈垂直分布。 

整體特色與影響 氣候溫和，適宜人居及產業發展。 

4.水文 

類  型 實例 特   色 

主要河川 【22.         】 流經國家多、流向佳，可與北大西洋航線銜接，成為歐洲黃金

水道。 

聯繫運河 德國的中央大運河 東、西連接德國易北河與萊因河流域，便於物資輸送。 

 

3-2 西歐的主要國家 

發展條件 (1)交通系統完善。 (2)科技先進。 (3)人力素質高。 

主     

要  

國 

家 

英 國 

(1)「日不落國」：昔日國勢強盛，殖民地遍布全球。 

(2)工業革命發源地 

①早期發展：早期工業區集中在煤礦豐富的本寧山附近，伯明罕有

「黑鄉」之稱。 

②近代發展：北海發現油田，利用石油收入，轉投資高科技產業。 

(3)經濟成長的主要動力：服務貿易與金融業。 

(4)首都【23.         】為世界重要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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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國 

(1)農業 

①發展條件：平原廣闊，氣候溫和溼潤。 

②為西歐最大農產國，以葡萄酒聞名。 

(2)製造業：政府大量資金協助，汽車、航空、通訊、高速鐵路等工業發

展卓越，是歐洲第二大工業國。服飾、皮件、化妝品等時尚產業，也

引領世界的流行風潮。 

(3)觀光業：阿爾卑斯山滑雪場、地中海沿岸度假勝地及首都巴黎皆是著

名景點。 

【24.        】 

(1)氣候：具過渡性，較英、法等地乾冷，但較歐俄暖溼。 

(2)製造業 

①發展條件：豐富的煤礦資源及便利的水運、完善的技職教育與嚴謹、

守時的高度敬業精神。 

②影響：歐洲工業產值最大的國家，也是全球重要國際貿易國。 

荷 蘭 

(1)低地國。 

(2)自然環境的利用 

①昔：填海造陸，發展酪農業與園藝農業，如鬱金香，有「花卉王國」

之稱。 

②今：為了因應海平面上升，與水共生，建漂浮屋。 

(3)經濟發展 

①昔：為北海沿岸勢力最強的國家，勢力曾一度擴及美洲、非洲和亞

洲。 

②今：許多跨國企業的營運總部在荷蘭。 

【25.         】 
(1)工業發展悠久，技術發達：鋼鐵、汽車、鑽石切割皆極富盛名。 

(2)首都布魯塞爾交通便利，是歐盟總部的所在地。 

盧森堡 

經濟發展 

(1)早期：靠鐵礦外銷累積財富。 

(2)近年：金融業發達，政府採低稅率政策，鼓勵各國企業投資，以提

高經濟地位。 

【26.        】 

(1)環境：多山岳、冰河與湖泊美景，有「世界公園」之稱。 

(2)經濟發展 

①農業：崎嶇多山，農業不盛，傳統以山牧季移為主，酪農業發達。 

②工業：山區交通不便，為節省運輸成本，工業發展以技術導向為主

的鐘錶業、製藥業較為發達。 

③金融業：長期政治中立及健全的金融制度，使瑞士銀行信譽卓著。 

奧地利 
(1)經濟：平原肥沃廣闊，農、林、工業皆相當發達。 

(2)文化：音樂是生活的一部分，首都維也納被稱為「音樂之都」。 

 

3-3北歐的自然環境 

1. 位置 

項目 說    明 

位置 地處高緯，部分地區在北極圈以北。 

影響 氣溫偏低，北極圈內夏、冬兩季有永晝、永夜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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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地形 

項目 說    明 

冰河地形 

(1)峽灣：斯堪地那維亞半島西側海岸受冰河侵蝕，峽灣眾多，挪威有「峽灣國」

之稱。 

(2)冰蝕湖：芬蘭昔為大陸冰河覆蓋，冰河侵蝕出許多窪地，消融後積水成湖，芬

蘭成為「千湖國」。 

火山地形 
冰島除冰河地形外，因位居板塊交界，多火山、地震，有「冰火王國」、「溫泉島

國」之稱。 

3.氣候 

項目 說    明 

類型 寒帶氣候、溫帶海洋性氣候、溫帶大陸性氣候。 

特色 受北大西洋暖流流經與西風調節，氣候較同緯度其他地區溫暖溼潤。 

 

3-4 北歐各國 

項  目 說  明 

共同特徵 

(1)地處高緯，地形崎嶇、氣候寒冷，不利於農耕發展。 

(2)善用當地資源，發展特色產業，國民普遍富裕。 

(3)各國【27.              】制度完善，但也是全球賦稅最高的地區之一。 

各國發展 

丹麥 

(1)「北歐十字路口」：交通便利、海運興盛。 

(2)「歐洲牧場」：氣候涼溼，穀物種植面積廣，供家畜飼養，酪農產品就近

輸往西歐主要市場。 

挪威 

(1)漁業、航運、造船工業：位居航運繁忙的北大西洋航線，並利用峽灣形成

的天然良港。 

(2)高科技工業：利用北海石油收入轉投資。 

冰島 

(1)漁業發達。 

(2)利用地熱、水力等能源，發展溫室農業、煉鋁等產業。 

(3)西元 2010年後，觀光旅遊業大幅成長。 

瑞典 
(1)自然資源：森林、鐵礦，冰蝕湖間的高低落差提供廉價的水電。 

(2)經濟發展：發展林業、家具與鋼鐵、汽車工業。 

芬蘭 

(1)經濟基礎：林業及造紙業。 

(2)通信產業發達。 

(3)因氣候寒冷，加上通信產業技術先進，吸引跨國企業前來投資。 

 

第 4課 歐洲東半部與俄羅斯 

4-1東歐的自然環境 

1.範圍：北起波羅的海，東與俄羅斯接壤，南至黑海與地中海，西與歐洲西半部相鄰。 

2.地形：以【28.              】為界。 

北部 歐洲大平原。 

南部 
(1)山地、平原交錯。 

(2)巴爾幹半島西北側有喀斯特地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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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氣候與水文 

氣候 多屬【29.          】。 

水文 
主要河川為【30.          】，注入黑海，水運不興；上游修建運河與萊因河

相通，提升航運價值。 

 

4-2 東歐的主要國家 

1.發展背景 

社會環境 因位置、族群、宗教與邊界紛爭，長期處於戰亂狀態，被稱為「政治破碎帶」。 

經濟體制 計畫經濟→市場經濟。 

2.主要國家介紹 

【31.          】 

(1)過去：計畫經濟時期發展軍火工業。 

(2)加入歐盟：以廉價勞力吸引外資，發展工業。 

(3)積極發展觀光業。 

【32.          】 

(1)位置介於德、俄兩強間，且地形平坦，近代歷史上飽受戰火摧殘。 

(2)經濟發展 

①農業：平原廣大，農業發達。 

②工業：礦產資源豐富，發展條件佳。近年來，因歐盟國家的投資，目前

已成為歐洲家用電器及汽車零組件的生產重鎮。 

烏克蘭 

(1)歐洲面積第二大國。 

(2)農業發達：擁有廣大肥沃的黑土平原，農業發達，有「歐洲糧倉」之稱。 

(3)資源豐富：盛產煤、鐵和水力資源，是烏克蘭發展工業的最佳基礎。 

(4)親歐、親俄兩難，爆發政治分裂危機，迄今衝突不斷。 

 

4-3 俄羅斯的自然環境 

1.位置：橫跨歐、亞兩洲，鄰近北極地區，為歐、亞、北美三洲航路所必經，戰略地位重要。 

2.地形：以【33.              】為界。 

西部 歐洲大平原，俄羅斯的精華區。 

東部 西伯利亞，分三區：西部平原、中部高原、東部山地(板塊擠壓，多火山、地震)。 

3.氣候：溫帶大陸性氣候、寒帶氣候。 

特徵 
⑴居高緯、陸地廣大→氣候乾冷。 

⑵降水量大致由西向東遞減。 

類型 以溫帶大陸性氣候與寒帶氣候為主。 

植被 
⑴北極海沿岸：苔原。 

⑵西伯利亞南部：針葉林。 

4.水文 

航運價值低 鄂畢河、葉尼塞河、勒那河：均向北注入北極海，流向不佳，冰封期長。 

航運價值高 窩瓦河：是歐洲第一長河，藉窩瓦頓運河通往外洋，運量為俄羅斯最大。 

4-4俄羅斯的人文特色 

1.民族：以【34.          】民族為主，信奉希臘正教(東正教)。 

2.人口分布：主要集中於歐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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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交通 

發展背景 
面積廣大，但大部分地區發展條件較差，且河川長期冰封，加以多數海岸線常受冰

雪覆蓋，水運並不發達。 

主要建設 西伯利亞鐵路：長達九千公里以上，連接歐俄地區與西伯利亞地區。 

4.經濟 

發展背景 
(1)過去長年實施共產主義，民生經濟發展受到壓抑，居民生活水準較低。 

(2)一九九○年代後才朝向市場經濟發展。 

經濟現況 

(1)容易受國際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全球重要的天然氣出口國，也是 OPEC 以外主

要的原油輸出國之一，經濟過度依賴天然資源的出口。 

(2)吸引各國企業投資：因擁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廣大的民生、工業市場等優勢，吸

引各國企業前往投資設廠。現正努力改變產業型態，以提升國際競爭力。 

主要工業區 

(1)莫斯科：人口密集、交通便利。 

(2)烏拉山：富含金屬礦及石油。 

(3)庫斯內次：盛產煤、鐵。 

(4)貝加爾湖：水力充沛。 

 

第 5課 北美洲 

5-1北美洲的自然環境 

1.地形 

地區 主要地形 

西部 
以【35.          】山脈為主體的山地地形，受板塊活動影響，地勢高聳，火山、

地震頻繁。 

中部 以北美大平原為主的平原地形，南部有密西西比河；北部有冰河作用影響。 

東部 以拉布拉多高原與阿帕拉契山脈為主。 

2.氣候 

類型 分布地區 特徵及成因 

夏雨型暖溼氣候 東南及沿海地區。 因緯度低、且受海洋水氣與暖流影響，氣候暖溼。 

溫帶大陸性氣候 
北緯 40度以北，落磯

山脈以東。 

(1)因背西風，年降水量較少，降水集中夏季。 

(2)陸地廣大，地勢平坦，利於冬、夏氣團移動，

導致冬、夏氣溫變化劇烈。 

(3)冬季常有暴風雪襲擊。 

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北緯 30～40度的太平

洋沿岸地區。 

夏季受副熱帶高壓帶籠罩，冬季西風帶移入，形成

夏乾冬雨的降水季節分布。 

溫帶海洋性氣候 
北緯 40～60度的太平

洋沿岸地區。 

位於西風帶，且有阿拉斯加暖流經過，終年溼潤，

年溫差小。 

寒帶氣候 
位於加拿大中、北部及

美國阿拉斯加。 
因地處高緯，氣候終年嚴寒。 

溫帶沙漠氣候 西南部內陸地區。 位於西風帶的背風側，乾燥少雨。 

草原氣候 落磯山脈兩側。 為半乾燥的氣候特色。 

高地氣候 西部山地。 因地勢高，氣候呈垂直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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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北美洲的發展 

1.產業發展 

(1)農業 

①發展條件：地形平坦、氣候溫和、地廣人稀。 

②專業化大農作帶：酪農帶、玉米帶、棉花帶、小麥帶、畜牧帶等。 

③經營特徵：大規模、機械化、粗放、商業化、專業化、科技化。 

④對世界的影響：美、加成為主要糧食輸出國。 

⑤近來，農業經營技術的科技化程度不斷提高。 

⑥問題：因高度商業性操作，易造成土地退化和生產過剩問題。 

  (2)工業發展：【36.            】區靠近煤、鐵原料產地，是重要的工業區。 

 ①發展基礎：礦產豐富、資金充足與技術先進。 

 ②對世界的影響：美、加成為主要工業國。 

 ③【37.         、           、             】是美國三大製造業。 

 ④重要的工業城市：底特律、西雅圖、休士頓等。 

 ⑤美、加、墨為因應全球競爭，於西元 1994年成立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 

      美國川普總統上任後，為平衡美國與加、墨二國之貿易，並創造國內更多的高薪工作，與 

      加、墨二國重啟談判，三方於 2018年 10月 1日達成新版美墨加協定(United States- 

      Mexico-Canada Agreement, USMCA)，三國領袖並於 2018年 11月 30日出席 G20峰會前於阿 

      根廷布宜諾斯艾利斯正式簽署。 

  (3)商業 

 ①發展基礎：因自由經濟體制，使各項產業蓬勃發展。 

 ②透過跨國企業，將產品行銷世界，並影響全球經濟。 

 ③商業、服務業發達，也帶動都市發展，如紐約。 

 ④二次戰後，美國成為全球民主政治與自由經濟的領導者，向全球推銷「美式文化」。 

 

2.族群與文化 

  (1)原住民：【38.           】和【39.           】為主。 

  (2)移民的來源與移入時程 

時間 2萬年前 16～19世紀 19世紀以後 

來源地 亞洲 歐洲、非洲 亞洲、中南美洲 

移民 印第安人 歐洲人、非洲人 亞洲人、中南美洲人 

(3)目前，美國人口以歐洲白人後裔為最多，而少數族群中以【40.          】最多。近年來，亞

洲裔人數的成長快速。 

(4)族群多元： 

 ①原因：社會風氣自由開放、政治局勢穩定。 

 ②影響： 

  A.移民為美加的經濟發展提供人力和資金。 

  B.印第安人文化逐漸消失。 

 ③近年的省思：多元文化的融合與保存，是國家發展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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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課 中南美洲 

6-1 中南美洲的自然環境 

1.範圍：北起墨西哥高原，南到智利最南端，東臨大西洋，西濱太平洋。 

2.地形 

地  理  區 地      形      特    徵 

墨西哥高原 洛磯山脈的延伸，火山、地震活動頻繁。 

【41.          】 美洲最窄處，巴拿馬運河為大西洋與太平洋的捷徑。 

【42.          】 散布在加勒比海上，多由珊瑚礁島、大陸島和火山島組成。 

【43.          】 板塊擠壓形成的新褶曲山脈。 

【44.          】 赤道經過，其中的亞馬孫河流域，擁有世界最大的熱帶雨林分布區。 

巴西高原 南美最大的高原，為地質年代古老的高原。 

巴塔哥尼亞高原 阿根廷南端的古老結晶高原。 

2 氣候 

氣候類型 分布 成 因 與 特 徵 

【45.                】 

氣候 

南北緯 10度間的低緯

區，如亞馬孫盆地、厄瓜

多。 

(1)成因：赤道附近，終年受太陽直射或

大角度照射。 

(2)特徵：終年高溫多雨，多對流雨。 

【46.                】 

氣候 

位於雨林南北兩側，如委

內瑞拉、巴西高原。 

(1)成因：行星風系的南北移動。 

(2)特徵：終年高溫、乾溼季分明。 

【47.                】 

氣候 
南美洲東南部沿海。 

(1)成因：巴西暖流流經、東南信風吹拂。 

(2)特徵：溫暖溼潤，夏季多雨，乾季不

明顯。 

溫帶地中海型氣候 智利中部。 

(1)成因：行星風系季移(夏季：副熱帶高

壓籠罩；冬季：西風吹拂)、涼

流流經。 

(2)特徵：夏乾冬雨。 

溫帶海洋性氣候 智利南部。 
(1)成因：終年受西風吹拂。 

(2)特徵：全年有雨。 

高地氣候 
安地斯山脈、墨西哥高

原。 

(1)成因：高度大。 

(2)特徵：氣溫隨高度遞減。 

熱帶沙漠氣候 

⑴祕魯南部到智利北部一

帶。 

⑵墨西哥高原北部。 

(1)成因：副熱帶高壓籠罩、沿海涼流流經。 

(2)特徵：乾燥少雨、日溫差大。 

【48.            】氣候 巴塔哥尼亞高原。 
(1)成因：西風背風側、寒流流經。 

(2)特徵：乾燥少雨。 

草原氣候 
乾燥與溼潤氣候的過度

區。 
特徵：降水較沙漠區多，為半乾燥地帶。 

 

(續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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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中南美洲人文特色 

1.殖民背景：十六世紀起，深受拉丁文化影響，因此又稱為「拉丁美洲」。 

項目 人文特色 

族群與

文化 

原住民 印第安人。 

殖民背景 
十六世紀起，因葡萄牙及西班牙的統治，深受拉丁文化影響，因此

又稱為「拉丁美洲」。 

文化特色 

(1)多元族群：印第安人、西班牙和葡萄牙移民後裔、黑人混血、

麥士蒂索人。 

(2)語言：除巴西使用葡萄牙語外，其他多數國家通行西班牙語。 

(3)宗教信仰：以天主教為主。 

(4)多元的文化特色：除拉丁文化外，還融合非洲文化和印第安文化。 

產業 

發展 

殖民地式經

濟 

受殖民影響，發展大規模單一作物的【49.              】業及

礦產開採。 

(1)熱帶經濟作物：甘蔗、菸草、咖啡、可可等。 

(2)礦產：巴西鐵礦、祕魯銀礦、智利銅礦、墨西哥與委內瑞拉石

油等。 

轉型中的 

產業 

新興工業化國家轉型發展電子、鋼鐵、汽車等產業。 

(1)墨西哥為 NAFTA成員之一，電子產品和汽車是墨西哥重要的工

業與出口品。 

(2)【50.          】(國家)的工業產值居中南美洲之冠。 

都市發展 

人口分布不均、城鄉發展失衡。 

(1)人口集中區：沿海的港埠型都市；低緯的山間盆地區。 

(2)城鄉發展失衡：都市化程度高，都市邊緣為貧民區，形成嚴重

的社會問題。 

(3)對策：巴西遷都到巴西利亞，以促進內陸地區的發展。 

環境問題 

(1)亞馬孫河流域擁有世界最大熱帶雨林區，也是物種基因寶庫。 

(2)近來，雨林砍伐，導致許多環境問題。例如： 

 ①水土流失。 

 ②物種滅絕。 

 ③生態系嚴重破壞。 

 ④溫室效應加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