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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選擇題【共50題，每題1.4分，共70分】 

1. 魯夫檢查牆上插座是否有電，最適當的方法為？ 
(A)以電壓表量其開路電壓 (B)以電流表量其短路電流 
(C)以歐姆表量其接觸電阻 (D)以瓦特計量所耗之功率 

2. 下列英文何者代表發光二極體？ 
(A) CdS (B) LED (C) LCD (D) FET 

3. 下列何種材料之導電率γ 被訂為100％？ 
(A)純銀 (B)純鋼 (C)標準軟銅 (D)金 

4. 有一收音機須用5V電源供應，消耗功率為0.2W，則此收音機的等效輸入電阻為？ 
(A) 1Ω (B) 25Ω (C) 50Ω (D) 125Ω 

5. 有一抽水馬達輸入功率為600W，若其效率為70%，試求其損失為多少瓦特？ 
(A)100 (B)180 (C)160 (D)280 

6. 一般交流電壓表所顯示之數值為？ 
(A)最大值  (B)峰對峰值  (C)平均值 (D)有效值 

7. 平衡三相交流系統中，各相電壓的相位相差為？ 
(A) 180o  (B) 120o  (C) 60o (D) 0o 

8. 某一原子含有13個質子、15個電子，該原子含電量約為？ 
(A) 186.25 10× 庫倫  (B) 186.25 10−× 庫倫 (C) 193.2 10−− × 庫倫 (D) 191.6 10−+ × 庫倫 

9. 如圖(一)所示之電路，試計算轉換後之等效電流源 TI =？ 

(A) -4A   
(B) -2A  
(C) 2A   
(D) 4A 
 

 
10. 已知某電容值為50μF，若將其金屬板邊長加倍，距離也加倍，試求其電容量為多少？ 

(A) 12.5μF (B) 25μF (C) 100μF (D) 200μF 
11. 如圖(二)所示之電路，則流經6Ω之電流為？ 

(A) 10A向右 
(B) 9A向左 
(C) 6A向右 
(D) 6A向左 

12. 試求圖(三)中A、B兩端點間的等效電阻。 
(A) 10Ω 
(B) 20Ω 
(C) 25Ω 
(D) 36Ω 

 
 

 
        圖(一) 

 
圖(二) 

 
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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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如圖(四)所示之電路，8V電池之電功率為？ 
(A)消耗4W   
(B)供應4W   
(C)供應8W   
(D)消耗8W 

 

14.電壓表可以藉由_____電阻來擴大量測範圍，電流表可以藉由_____電阻來擴大量測範圍。

以上空格應為： 
(A)串聯、串聯 (B)串聯、並聯 (C)並聯、並聯 (D)並聯、串聯 

15. 將4個16歐姆電阻並聯接於12V之電壓，下列何者錯誤？ 
(A)總電阻小於16Ω (B)總消耗功率為36W (C)總阻值為4Ω (D)各分支電流為3A 

16. 手機在使用4G網路時消耗功率為0.5W，其電池額定5V，1000mAh，在充飽電之情況下

手機連接4G網路可連續使用幾小時？ 
(A) 10 (B) 6 (C) 2 (D) 4 

17. 已知電木的介質強度為130KV/cm，面對高電壓345KV不至於發生絕緣失效的最小距離

為多少cm？ 
(A) 3.5 (B) 10 (C) 11.5 (D) 2.65 

18. 如圖(五)之電路，若SW ON 形成充電電路，達穩定狀態後電容兩端電壓為多少伏特？ 
(A) 10 
(B) 90 
(C) 40 
(D) 30 

 
 
 
19. 某單相交流電路，已知負載實功率消耗P=12KW、虛功率Q=16KVAR則該電路之功率因

數為？ 
(A) 0.6 (B) 0.707 (C) 1 (D) 0.8 

20. 當RLC串聯電路發生諧振，此時諧振頻率𝑓𝑓0為？ 

(A)𝑓𝑓0 = 1
2𝜋𝜋√𝑅𝑅𝑅𝑅

 (B) 𝑓𝑓0 = 1
2𝜋𝜋√𝐿𝐿𝑅𝑅

 (C) 𝑓𝑓0 = √𝑅𝑅𝑅𝑅
2𝜋𝜋

 (D) 𝑓𝑓0 = √𝐿𝐿𝑅𝑅
2𝜋𝜋

 

21. 某單相交流電路： V(t)=120cos  �200t-30°�  I(t)=100sin  (200t-30°) 相位關係 
(A) V超前I 60° (B) V落後I 90° (C) V超前I 90° (D) V落後I 60° 

22. 如圖(六)之電路，求點Vx電壓？ 
(A) -14V 
(B) 14 V 
(C) 28 V 
(D) -28 V 

 
 

 
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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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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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在一個250匝的線圈上，通以10安培電流產生0.02韋伯之磁通量，則此線圈之電感量為多

少亨利？ 
(A) 0.5 (B) 5 (C) 10 (D) 20 

24. 有一電壓表，內阻為2.5KΩ，滿刻度電流為2mA：欲改接成可測量20V電壓則須多接上

電阻多少KΩ 
(A) 2.5 (B) 5 (C) 7.5 (D) 6 

25. 皮卡丘在台南遊玩手機沒電需充電時，TPC所供應之電源頻率為？ 
(A) 50Hz方波 (B) 50Hz三角波  (C) 60Hz脈波 (D) 60Hz正弦波 

26. 用來判斷線圈在磁通變化時所感應的電壓極性是依據何種定理？ 
(A)法拉第電磁感應定律  (B)楞次定律  
(C)右手安培定則   (D)佛萊銘右手定則 

27. 楞次定律
t

Ne
∆
φ∆

×−= ，其中負號的正確意義是  

(A)感應電勢的方向與磁通變化相反 (B)電壓值與匝數成反比  
(C)感應電勢的方向在阻止磁通變化 (D)電壓值與時間變化成反比 

28. 直流電動機於銘牌標示「1780rpm」，其意義為何？  
(A)空載轉速  (B)無載轉速  (C)半載轉速  (D)滿載轉速 

29. 下列何種直流電機恆向電源取固定功率，可視為定馬力直流電動機？  
(A)串激式 (B)分激式  (C)差複激式  (D)積複激式 

30. 若直流電機無補償繞組也無中間極，其電樞反應所造成的影響，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發電機磁之中性位順轉向移，電動機磁之中性位逆轉向移 
(B)發電機及電動機，皆會造成前極尖磁通減弱 
(C)發電機之應電勢降低、電動機之轉矩降低 
(D)若電刷不移位，發電機及電動機皆會造成換向不良 

31. 一220V/110V變壓器，若一次側繞組為1.6Ω，則二次側繞組約為多少Ω？ 
(A) 0.4  (B) 0.8 (C) 1.6 (D) 3.2 

32. 小明利用直流法測量變壓器之極性如圖(七)，當開關S接通瞬間，伏特計往負方向偏轉，

則變壓器為： 
(A)無極性  
(B)加極性  
(C)減極性  
(D)無法判斷 

 

33. 三相，50馬力，60赫，6極之感應電動機，其轉子較合理之轉速為 
(A) 1140rpm (B) 1200rpm (C) 1720rpm (D) 1800rpm 

 

圖(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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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下列何者不是直流分激式發電機可正常產生感應電勢的條件？  

(A)主磁極中必須有足夠剩磁，才可順利產生正常感應電勢  

(B)磁場繞組所產生的磁通方向必須和剩磁方向相同  

(C)在一定場電阻下，電樞的轉速必須高於臨界轉速  

(D)在一定轉速下，場電阻必須大於其臨界場電阻 

35. 外鐵式變壓器一般採用何種方式配置？  

(A)交互配置   (B)同心配置  

(C)捲鐵式配置   (D)交互配置以及同心配置皆有可能 

36. 變壓器分接頭的主要目的為何？  

(A)調整一次側的分接頭，使得一次側電壓不隨負載變化而改變 

(B)調整一次側的分接頭，使得二次側電壓不隨負載變化而改變 

(C)調整功率因數不隨負載而改變 

(D)調整視在功率不隨負載而改變 

37. 關於比壓器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比壓器的一次側以及二次側都必須加裝保險絲  

(B)比壓器的二次側必須接地以防止靜電作用  

(C)線路電壓大於300V以上需使用比壓器  

(D)比壓器一次側需後退繞製1％以減少測量誤差 

38. 以50Hz，220V之感應電動機，接於60Hz，220V之電源時，電動機將會？ 

(A)轉速變慢 (B)轉速變快 (C)轉速不變 (D)不會轉動 
39. 下列何者是直流分激電動機之轉速( n )與電樞電流( aI )的特性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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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把他激式電動機之激磁電流減半，電源電壓為原值的2倍，則輸出轉速為？ 

(A)減半 (B) 2倍 (C) 4倍 (D)不變 

41. 圖(八)為直流電動機轉矩特性曲線，B條曲線是何種型式之電動機？ 

(A)分激式  

(B)差複激式 

(C)積複激式 

(D)串激式 
 

42. 三相繞線式感應電動機，若將轉部電阻短接則起動轉矩為何？  

(A)增大  (B)減少  (C)不變 (D)零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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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三相感應電動機以Y-∆電磁開關起動器來控制，其主要目的在於  
(A)提高起動轉矩   (B)降低起動電流  
(C)加速起動，縮短起動時間  (D)減少噪音 

44. 有關電容起動式單相感應電動機之電容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電容器與運轉繞組串聯  (B)電容器與起動繞組串聯  
(C)電容器並接於運轉繞組  (D)電容器並接於電源側 

45. 兩同步發電機並聯運轉時，經由同步指示儀測知相序不正確，則處理方法為何？  
(A)將任一部同步發電機反轉  
(B)增加另一部發電機之直流激磁  
(C)任意交換兩相接線  
(D)三相接線同時改變 

46. 某台110 𝑉𝑉直流串激電動機，使用中直流電源供應器故障，若不改變其接線且於未過戴

之情況下改接110 𝑉𝑉之交流電源時，則該電動機將？ 
(A)不能轉動 
(B)須藉外力始能轉動  
(C)可轉動，但旋轉方向與加直流電源時相反 
(D)可轉動，其轉向與原接直流電源時相同 

47. 要將單相感應電動機反轉，其方法為何？ 
(A)電源線對調  (B)起動繞組切離電路  
(C)運轉繞組切離電路  (D)起動繞組或運轉繞組線路對調 

48. 定部36槽，欲繞成3相6極交流同步發電機時，A相始端在第一槽，B相之始端應在何槽？

(A) 4 (B) 5 (C) 6 (D) 9 

49. 下列何者不是同步發電機之並聯運轉條件？ 
(A)頻率相同 (B)極數相同 (C)相位角相同 (D)相序相同 

50. 下列有關三相同步電動機起動之敘述，何者正確？ 
(A)串接起動電阻起動  (B)降低電源電壓起動  
(C)直接送入場電流起動 (D)利用阻尼繞阻之感應起動 

 

第二部分：填空題【共10題，每題3分，共30分】 

1. 對於一RLC並聯電路，當發生諧振時則電路呈現________性。 

2. 一電阻阻值為687 ± 5%，則其5環電阻色碼順序為：________。 

3. 銅線在0°C時，溫度係數為0.004，若已知一段銅線電阻0°C時為15Ω，請問電阻變為18
Ω時代表此時工作溫度為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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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九)電路中的電感彼此間均無磁耦合，試求其等效電感值為________H。 

  

           圖(九)                   圖(十) 

5. 如圖(十)所示， LR 為若干Ω時所得之電功率最大，其最大功率為________W。 

6. 三相感應電動機進行堵住試驗時的轉差率S為________。 

7. 一部6極25馬力、60Hz、440V之三相感應電動機，在全壓起動時的起動電流為240A，若

改用Y-∆起動，則起動電流 SI 為________安培。 

8. 直流發電機換向時，造成電刷後端發火的為________換向。 

9. 雙值電容式單相感應電動機其離心開關與________電容串聯。 

10. 某部3相12齒之可變磁阻型步進電動機，要讓電動機之轉速為600 rpm，則每相繞組所輸

入脈波之頻率應為多少？________ 𝐻𝐻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