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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的自然地理 

第一章 臺灣的位置與範圍 

1-1 位置的表示方法 

【1-1-1 絕對位置與相對位置】 

項目 相對位置 絕對位置 

定義 

以某點（人、地）為基準，利用『方位和距

離』來表示另一點（人、地）與此基準之間

的相對關係 

利用『經緯度』或『座標系統』來明確標示

位置 

表示 

方法 

方位表示法（四方位、八方位、十六方位） 經緯度 

網格座標（先讀橫軸，再讀縱軸） 

『地址』、道路交叉口、GPS（全球定位系

統）所示皆為絕對位置 

特色 

上下、左右、前後…… 

臺灣及臺灣周圍離島的相對位置關係要

特別注意！ 

經緯度位置的判讀： 

本初子午線（經度 0°）將地球分為東西半

球→每一條經線都一樣長 

赤道將地球分為南北半球→緯度愈高，緯

線愈短 

範例 
臺灣位為於中國東南方、太平洋西側、菲律

賓北方、琉球群島西南方。 

臺灣位於東經 121 度，北緯 23.5 度的交會處。

【觀念補充】 

方位 方位角法 象限角法 

判讀 以「北」為 0°起始點。依順時針方向計算

與其之夾角角度。北方為 0°（也是 360°）

→東方為 90 °→南方為 180°→西方為 270°。

以「南」或「北」為起始（視靠近何者決定），

向「東」或向「西」所夾角的角度。 

範例 B 點位於 A 點的 202.5°方位角 B 點位於 A 點的 S22.5°W 象限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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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經線與緯線的比較 經緯線比較】 

 經線 緯線 

定義 連結南、北兩極的半個大圓 赤道及與赤道平行的小圓 

方向 正南北向，又稱「子午線」 正東西向 

特性 均交會於極點，「皆不平行」，有無限多條 「互相平行」，有無限多條 

度量 

基準 

本初經線（經度 0°） 赤道（緯度 0°） 

長度 每一條經線皆等長 赤道最長，向高緯漸短 

表示 
東經：E（本初經線以東的經度） 

西經：W（本初經線以西的經度） 

北緯：N（赤道以北的緯度） 

南緯：S（赤道以南的緯度） 

度數 
經度：一地的經度是該地與本初經線間緯線

的弧度，東西經各 180° 

緯度：一地的緯度是該地與赤道間經線的弧

度，南北緯各 90° 

判讀 

本初子午線為 0 度，以東度數逐漸增加稱為

東經（東半球）；以西度數逐漸增加稱為西

經（西半球），各有 180 度；於經度 180

度東西經匯合。 

某地與赤道間所夾地心角度對應的經線

弧度，稱為該地的緯度。 

赤道為 0 度，以北度數逐漸增加稱為北緯

（北半球）；以南度數逐漸增加稱為南緯

（南半球），各有 90 度 

特色 

 0 度經線：又稱為「本初子午線」，通過

英國倫敦格林威治天文臺；東、西半球的

分界線 

 180 度經線：通過太平洋，與「國際換日

線」大致吻合（並不完全沿 180°的子午

線劃分，因遷就真實海陸分布及政治領

域）  

 0 度緯線：又稱為「赤道」，是最長的緯

線（地球上最長的圓圈線）；南、北半球

的分界線。 

 23.5 度緯線：稱為回歸線。 

 66.5 度緯線以上的範圍：稱為極圈。 

 90 度緯度：極點 

影響 
因地球自轉方向為「由西向東」→形成不同

的時區（全球 24 個） 

因「地軸傾斜」與地球公轉→形成熱、溫、

寒三個不同氣候帶 

補充 

兩條緯線間的經線長度，稱為「緯距」，由

赤道向兩極略增（但差異不大，約為 111

公里上下）。 

兩條經線間的緯線長度，稱為「經距」，由

赤道向兩極急遽縮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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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經線與緯線的比較 經線與時區概念】 

項目 說明 

成因 因地球自轉，造成太陽由東方升起西方落下的現象。 

影響 

經度不同，時問各有差異→全球共分為 24 個時區。 

本初經線以東（東半球），位置愈東愈早見到太陽→故通過 0°經線要以『東加西減』

換算。 

地球自轉一周（360 度）需花 1 天（24 小時）→360°÷24°=°15°，即經度每隔 15 度，

時間相差 1 小時。 

時差 

計算 

步驟 1：找出中央經線 

步驟 2：加減時差（東加西減） 

步驟 3：加上運輸時間／加減夏令時間……等 

備註 

一、國際標準時 

以本初子午線為準東西各 7.5 度的範圍，為國際標準時（亦稱為格林威治時間

GMT），即是零時區，向東有東 l 區到東 12 區，愈東時間愈早；向西有西 1 區到

西 12 區，愈西時間愈晚。 

二、地方標準時 

除了國際標準時以外的時區皆屬之，以中央經線為準，東西跨 7.5 度經度的時間

相同，稱為『地方標準時』。 

中央經線與時區範圍：經度 15 度為一個時區，以中央經線（15 的倍數）為準，

東西各跨 7.5 度。 

【補充】中原標準時間（北京時間） 

中國國土橫跨 5 個時區，為了管理方便統一採用北京時間（以中央經線 120°E，

東 8 區為準），由於臺灣所在時間中央經線為 120°E，因此 112.5°E~127.5°E 區

內的臺北、北京、南京及上海等地時間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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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補充 時差計算】 

項目 說明 

換算步驟 
範例：臺北（121°E）目前是 2014 年 7 月 20 日下午 5 點，同一

時間的美國洛杉磯（118°W）是幾點？ 

找出兩地所屬的中央經線度

數。 

臺北 121°E→中央經線為 120°E（東八區）。 

洛杉磯 118°W→中央經線為 120°W（西八區）。 

釐清相對位置 

（通過 0°較佳!） 

【技巧】 

將東半球寫在右側，西半球的寫在左側，中間夾 0°（本初經線）

→避免牽涉到國際換日線的問題 

計算兩地的時間差距 臺北（東八區）與洛杉磯（西八區）相差 16 小時 

加減時間差距 

臺北 7 月 20 日 17：00 向西減 16 小時可得洛杉磯時間為 2014

年 7 月 20 日凌晨 l 點。 

【注意】 

向東加小時；向西減小時 

計算時區問題時，要將『下午 5 點』這樣的時間改為 17 時，

才不會計算錯。 

加上運輸時間／加減夏令時

間……等 

若有運輸時間，則可直接加上去→得到該運輸工具到目的地的

時間。（本題無運輸時間） 

計算重點 

通過『本初子午線』（0°經線）： 

由西向東跨過 0°：加小時 

由東向西跨過 0°：減小時 

通過『國際換日線』 

由西向東跨過 180°：加小時『減一天』 

由東向西跨過 180°：減小時『加一天』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7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觀念補充 地理網線相關概念】 

項目 說明 

大圓 

某一通過地心的平面和球體所相交而成的圓圈。 

所有的經圈和赤道皆為大圓，長約 40,000 公里。 

大圓有無限多條。 

大圓航線 
某一通過地心的平面和球體所相交而成的圓圈之最短弧長（劣弧）。 

航空飛行和航海常採大圓航線航行。 

小圓 

某一未通過地心的平面與球體所相交而成的圓圈。 

除赤道外，所有的緯線都是小圓。 

小圓有無限多條。 

經圈 

通過南北兩極的大圓稱為經圈。 

通過南北兩極的半個經圈稱為經線。 

所有經線皆為正南北向。 

本初經線 
通過英國格林威治天文臺之經線，又稱本初子午線。 

全球經度度量的基準。 

 
子午線 

中國古代常用的羅盤上面依序會寫上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等十二個字，以「子」代表北方、「午」代表南方，因此連接南、北極的

經線又稱為「子午線」。 

赤道 

通過地心將地球平分為南北兩半球的大圓稱為赤道（世界最長的大圓） 

與赤道平行的小圈是緯線，皆為正東西向。 

全球緯度度量的基準。 

地軸 

地球儀上的地軸為一條通過南、北兩極的假想線，由於傾斜 23.5 度使得太陽照

射角度的不同而形成四季的變化。 

地球以地軸為軸心，由西向東自轉而有了日夜的變化。 

對蹠點 

地表上任一點（A 點）以直線方式通過地球內部，穿越球心到達地球的另一端

即可得到與其對應之地點（B 點）。（B 點為 A 點之對蹠點） 

簡而言之，對蹠點即是位於地球直徑兩端的點。 

計算方式：（成霖：東西、南北互換，緯度不變經度相距 180°） 

緯度角度不變，但是所在的南北半球顛倒。 

經度相距 180°：將 180°減去原經度後，再將東、西經交換。 

例如：A 點（23.5°N，121°E）的對蹠點為 B 點（23.5°S，59°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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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經線與緯線的比較 緯線與氣候帶分布】 

劃分 熱帶氣候 溫帶氣候 寒帶氣候 

範圍 

低緯度 

南、北回歸線之間 

（23.5˚N-23.5˚S） 

中緯度 

回歸線到極圈之間 

（23.5˚-66.5˚） 

高緯度 

極圈至極點之間 

（66.5˚-90˚） 

成因與特色 

全球氣候以『回歸線和極圈』為界，分為熱帶、溫帶、寒帶。 

以北半球為例，太陽直射北回歸線（23.5˚N）時，北半球為夏至（南半球為冬至）。  

受地球公轉及地軸傾斜影響，不同緯度在日照角度、氣溫、日夜長短及四季變化等會有所不同。

緯度 
日照 

入射角 

太陽

仰角 

單位面積土地

的太陽輻射量
氣溫 年溫差 

晝夜長

短變化 

四季

變化 

雪線

高度 

高 大 小 少 低 大 大 大 低 

低 小 大 多 高 小 小 小 高 
    

【觀念補充 四季變化的原因】 

因地軸的傾斜（地軸與黃道面成 66.5°交角），造成地球燒著太陽公轉時，太陽直射地表的位置

在『南、北回歸線』之間移動而形成四季變化。 

以北半球為例：夏至日時（遠日點），太陽直射北回歸線，太陽輻射量最大，北極圈內出現永畫，

此時白晝最長、黑夜最短；冬至日時（近日點），太陽直射南回歸線，太陽輻射量最小，北極圈

內出現永夜，此時白畫最短、黑夜最長。 

※若地軸不傾斜，則各地區將不會有四季變化，且各地區一日中的晝夜長短會是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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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臺灣的位置與範圍 

【1-2-1 臺灣的位置】 

地理位置 位置敘述 位置重要性及影響 

絕對位置 

位於東半球： 

119˚N18'03"E-124˚34'09"E 

時區為『東八區』 

位於北半球： 

介於 21˚45'25"N-25˚56'21"N 之間，

中間有北回歸線橫貫 

使臺灣處於熱帶與副熱帶的氣候過渡地

帶 造

就

了

臺

灣

生

物

物

種

的

多

樣

性

相對位置 

位居歐亞大陸的東南方 由於陸地和海洋的比熱差異，使臺灣處於

季風影響範圍內 

位於東亞島弧的中樞： 

太平洋西側、 

中國的東南方海面上、 

日本的西南方、 

菲律賓的北方、 

使臺灣具有『海空交通十字路口』與『戰

略位置』的重要性 

『黑潮主流』流經臺灣東部海域，

『支流』流經臺灣海峽北上 

使臺灣沿海平均溫度較同緯度地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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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臺灣的範圍與行政區劃分 臺灣的範圍】 

項目 說明 

範圍 

目前中華民國政府管轄的地區包括臺灣本島及 13 個屬島、澎湖群島（64 個）、福建

省的金門列嶼和馬祖列嶼及釣魚臺列嶼（8 個）、南海諸島的東沙群島和太平島，總

計共 86 個島嶼，面積約 3.62 萬平方公里 

臺澎金馬的四極點 

極北：宜蘭縣釣魚臺列嶼的黃尾嶼北端（北緯 25°56'21"） 

極南：屏東縣恆春鎮七星岩南端（北緯 21°45'31"） 

極東：宜蘭縣釣魚臺列嶼的赤尾嶼東端（東經 124°34'09"） 

極西：澎湖縣望安鄉花嶼西端（東經 119°18'52"） 

海域 

劃分 

海域範圍依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劃分 

項目 定義 說明 

領海 

依政府公告的領海基

線為基準，向外推移

12 浬的海域範圍 

國家領土的延伸 

有軍事管轄權 

經濟 

海域 

領 海 基 線 向 外 推 移

200 浬的海域範圍 

有資源使用權，此海域內的各種資源，該國擁

有探勘、開發利用、管理和保育的權力 

當經濟海域範圍與鄰近國家重疊時，其界線會

依兩國協定劃分 

公海 

非屬於任何一個國家

領海的海域 

任何國籍的船舶均有航行權 

對於公海中非所屬國大陸架和專屬經濟區的漁

業資源可由任何國籍漁船加以捕撈 

臺灣島嶼廣布，因此經濟海域廣大，擁有豐富的海洋資源 

等深線：海底深度相同的點連成的線→用來判斷海域周圍深度 

大陸棚：水深約 200 公尺以內的海底陸地範圍→臺灣北部、西部大陸棚廣大，海底

平淺陽光充足，故浮游生物與礦物質多，漁業資源豐富；海底可能蘊藏天然氣、石

油以及其他礦產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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