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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共 50 題，每題 2 分，共 100 分】 

1. 有五個電子聚集，問總電量為多少庫侖？ 

(A) 8×10−19 (B) 1.602×10−19 (C) 6.25×1018 (D) 3.125×1019 

2. 小強家客廳電器用電總瓦特數為600瓦，如果平均每天使用10小時，每月以30天計，假

設每度電費為5元，則客廳用電每月須繳多少電費？ 

(A) 600元 (B) 720元 (C) 900元 (D) 1200元 

3. 蓄電池原有100庫侖的電量，現充電2分鐘後，電量增至700庫侖，問其充電電流為多少？ 

(A) 10A (B) 20A (C) 15A (D) 5A 

4. 有一導線其長度20 cm，電阻值為20Ω；今將其均勻拉長，使此導線之電阻值為180Ω，

則此導線拉長後之長度為多少？ 

(A) 180 cm (B) 30 cm (C) 60 cm (D) 90 cm 

5. 金屬材料的百分率導電係數是以那種材料為100%？ 

(A)金 (B)銀 (C)銅 (D)鋁 

6. 如【圖1】電路，試求等效電阻𝑅𝑇𝐻為多少？ 

(A) 1Ω (B) 2Ω (C) 3Ω (D) 4Ω 

 

 

 

 

 

7. 在並聯電路中，負載增加，其總電流如何？ 

(A)增加 (B)不變 (C)減少 (D)無關 

8. 如【圖2】電路，試求電流I為多少？ 

(A) 4/3A (B) 2A (C) 4A (D) 6A 

 

 

 

 

 

9. 有一戴維寧等效電路其等效電阻為Rth，外加負載電阻為RL，其關係為何時？負載上之

功率為最大功率。 

(A) RL=2Rth  (B) Rth=2RL  

(C) Rth=RL  (D) RL>R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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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在電學中重要的『冷次定律』之內容為何？ 

(A)當電壓作用於電阻下可產生電流  

(B)通電導體在磁場所受的力與磁通密度、導體長度及通過電流成正比 

(C)磁感應所產生感應電勢的方向，為反抗原磁交鏈的變化 

(D)當一線圈中的電流發生變化時，在臨近的另一個線圈中會產生感應電勢 

11. 下列有關直流暫態串聯電路之敘述，何者錯誤？ 

(A)電阻和電感組成之串聯電路，若電阻愈大，則時間常數愈大 

(B)電阻和電感組成之串聯電路，若電感愈大，則電路所需之穩態時間愈長 

(C)電阻和電容組成之串聯電路，若電容愈大，則電路所需之穩態時間愈長 

(D)電阻和電容組成之串聯電路，若電阻愈大，則時間常數愈大 

12. 台灣市電的頻率為60 Hz，則其角頻率為多少？ 

(A) 110弳度／秒 (B) 220弳度／秒 (C) 377弳度／秒 (D) 480弳度／秒 

13. 將電感抗𝑋𝐿=10Ω之電感與電阻值R=10Ω之電阻，若兩者並聯，其等效阻抗為何？ 

(A) 5∠45°Ω (B)5√2∠45°Ω (C) 5∠-45°Ω (D) 5√2∠-45°Ω 

14. 有一RLC串聯諧振電路，發生諧振時，下列何者敘述正確？ 

(A)此時電路為電感性 (B)此時電阻值與電容值相同 

(C)此時，電感值與電容值相同 (D)此時電路為純電阻性 

15. 在Y形三相平衡電路中，線電流的大小是相電流大小的幾倍？ 

(A) 1倍 (B) 2倍 (C) √3 倍 (D) 
1

3
 倍 

16. 有一電阻器在50°C時為2Ω，在100°C時為3Ω，求此電阻器在50°C時之溫度係數約為多少？ 

(A) 0.001 (B) 0.005 (C) 0.01 (D)0.05 

17. 如【圖3】所示，每一個電容器之電容量為6μF，耐壓為100V，則a、b兩端等效電容量

及耐壓各為多少？ 

(A) 4 μF，100V (B) 7 μF，200V (C) 4 μF，200V (D) 9 μF，100V 

 

 

 

 

 

 

18. 一電感量為2亨利的電感器，若匝數增加為原來的2倍，當通過2安培電流時，其儲存的

能量為多少焦耳？ 

(A) 4 (B) 8 (C) 16 (D) 32 

 

【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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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一電熱器電阻為5歐姆，通過10安培電流，每秒產生熱量  

(A) 40卡 (B) 60卡 (C) 72卡 (D) 120卡 

20. 交流RLC並聯電路中，流經R、L、C之電流分別為IR =3A、IL=2A、IC=6A，電源電壓為

200∠0°V，則此電路之功率因數為何？ 

(A) 0.8落後 (B) 0.8超前 (C) 0.6落後 (D) 0.6超前 

21. 將20、30、50Ω等三個電阻串聯後，接於100V之直流電源，試求流過50Ω電阻之電流為多少？ 

(A) 1A (B) 2A (C) 3A (D) 5A 

22. 為了避免電熱類溫度異常升高，必須採用何種保護裝置？ 

(A)電源保險絲  (B)無熔絲斷路器  (C)溫度保險絲  (D)積熱電驛 

23. 電力公司所使用的1度電相當於  

(A) 3.6×10
2
W (B) 3.6×10

2
J (C) 3.6×10

6
W (D) 3.6×10

6
J  

24. 如【圖4】所示之三電容器C1，C2，C3連接，則其總電容量為  

(A) 2μF (B) 3μF (C) 13/3 μF (D) 6 μF 

 

 

 

 

 

 

25. 三只電阻串聯，其值各為R、2R、3R加電壓後，此三只電阻上之電壓比為  

(A) 3:2:1   (B) 9:4:1  (C) 6:3:2   (D) 1:2:3 

26. 如【圖5】所示電路，R為可變電阻，當電源傳送至電阻R的功率為最大時，此電阻通過的電流為  

(A) 4A (B) 3A (C) 2A (D) 1A   

 

 

 

 

 

27. 有一500匝線圈，電感為4H，載有5A，則電感的儲存能量為多少？ 

(A) 25J (B) 50J (C) 75J (D) 100J 

28. 如【圖6】所示電路中，若IR及IL安培計之指數均為10A，則安培計I之指數為多少？ 

(A) 0A (B) 10A (C) 10√2A (D) 20A 

 

 

 

 

【圖 4】 

【圖 5】 

【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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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有三個電阻並聯的電路，其電阻值分別為5Ω、10Ω、20Ω，如果流經5Ω電阻的電流為

4A，則此電路總電流為多少？ 

(A) 3A (B) 5A (C) 7A (D) 9A 

30. 有一交流電壓，其電壓方程式為 e(t)=110√2 sin（377t＋30），則此電壓波形的頻率

為多少？ 

(A) 50Hz (B) 60Hz (C) 100Hz (D) 377Hz 

31. 二個電阻並聯，電阻值分別為20Ω與5Ω，電路的總電阻變為  

(A) 8Ω   (B) 4Ω   (C) 2Ω   (D) 1Ω 

32. 下列元件何者會產生反電動勢  

(A)電阻器   (B)電容器   (C)二極體   (D)電感器 

33. 理想電流源，其內阻應為  

(A)零 (B)無窮大 (C)隨負載電阻而定 (D)保持恆定值 

34. 電容器的電容量與下列何者的關係正確？ 

(A)與平行極板間距離成反比 (B)與平行極板面積成反比   

(C)與介質的介電係數成反比  (D)沒有直接關係 

35. 電容量的單位是 

(A)法拉 (B)瓦特 (C)亨利 (D)伏特 

36. 設C1 = 3µF，C2 = 6µF，則C1與C2串聯後，總電容為 

(A) 6µF (B) 4µF (C) 2µF (D) 1 µF 

37. 電子流的方向為 

(A)高電位流向低電位   

(B)低電位流向高電位 

(C)視負載而定   

(D)視直流電源或交流電源而定 

38. 光敏電阻的材料為 

(A)氯化鐵 (B)二氧化錳 (C)硫化鎘 (D)氫氧化鈉 

39. 有效值為10V之正弦波電壓，其峰對峰值為 

(A)10 2 V (B) 20 2 V (C)10V (D)20V 

40. 將導線拉長為原來的n倍，則電阻變為原來的多少倍？ 

(A) n (B) n
2
 (C) n  (D) 

2

n
 

41. 三用電表內部電池沒電時，不可以測量下列何值？ 

(A)電阻值 (B)電壓值 (C)電流值 (D)dB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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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一部電腦消耗的平均功率為500W，連續使用8小時，共消耗多少度電？ 

(A) 8度 (B) 6度 (C) 4度 (D) 2度 

43. 線圈感應電勢的極性可由下列何種定律決定？ 

(A)法拉第定律  (B)安培定律  (C)庫侖定律  (D)楞次定律 

44. 有關磁力線之敘述，何者為誤？ 

(A)為一封閉曲線   

(B)不管出發或進入皆與磁極平行 

(C)由N極出發經空間進入S極  

(D)愈密處，磁場強度愈強 

45. 目前台灣的那種發電方式佔發電比例最高？ 

(A)水力 (B)火力 (C)核能 (D)太陽能 

46. 在電感性負荷並聯電容器，則可 

(A)提高功率因數，但加大電流  

(B)提高功率因數，並使負荷端電壓降低  

(C)提高功率因數，並可減少線路之功率消耗 

(D)提高功率因數，但亦增加線路上之功率消耗 

47. 有甲、乙兩個燈，額定電壓均是110V，甲燈泡額定功率100W，乙燈泡額定功率10W，

今將兩燈泡串聯後，接在220V的電源上，則下列何者情況最可能發生？ 

(A)甲燈泡先燒壞  (B)乙燈泡先燒壞 

(C)甲、乙兩燈泡同時燒壞 (D)甲、乙兩燈泡可正常使用，都不會燒壞 

48. 交流伏特表係測量電壓之？ 

(A)最大值 (B)有效值 (C)平均值 (D)瞬間值 

49. 如【圖7】電路所示，將其接至三相200V，求負載之總消耗功率為多少？ 

(A)12 kW (B) 16 kW (C) 10 kW (D) 8 kW 

 

 

 

 

 

 

50. 高頻電路中，電感器可視為下列何者？ 

(A)短路 (B)斷路 (C)電壓源 (D)電流源 

 

【圖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