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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圓環鐵芯（toroidal core）上繞有 1000 匝之線圈，通過 100 A 之電流，已知此圓環鐵芯之磁阻為 2×106（1/H），

則此圓環鐵芯上之磁通為多少 Wb？ 

5 0.5 0.05 0.005 

2 圓環鐵芯（toroidal core）上繞有 100 匝之線圈，已知此圓環鐵芯之磁阻為 2×106（1/H），則此裝置之電感

值為多少 mH？ 

2 3 4 5 

3 三相交流電機的繞組，若採用 8/9 節距，則每一線圈之跨距為多少電工度？ 

160 180 240 300 

4 有關三相感應電動機的試驗，下列何者錯誤？ 

無載試驗時，定子加額定頻率及電壓，轉子空轉  

堵住試驗時，定子加額定頻率及電壓，轉子堵住不動 

無載試驗可以提供有關激磁電流及無載損資料 

堵住試驗可以提供有關漏電抗資料 

5 變壓器鐵心之材質何者較佳？ 

銀 銅 鐵 矽鋼 

6 變壓器若溫度升高時，其絕緣電阻將： 

降低 不變 升高 先低後高 

7 一台單相 2400/240 V 之理想變壓器，若二次側接有一 100 Ω之電阻負載，則此電阻負載換算至一次側應為

多少 Ω？ 

1 100 1000 10000 

8 在變壓器的等效電路中，何者代表變壓器的鐵損？ 

一次線圈線電阻 二次線圈線電阻 激磁電導 漏磁電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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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測量變壓器鐵損之方法為： 

耐壓試驗 開路試驗 溫升試驗 短路試驗 

10 變壓器分接頭主要用途為： 

調整相角 調整頻率 調整功因 調整電壓 

11 在使用比壓器與比流器時，其二次側的連接方式，下列那一敘述為正確？ 

比壓器不可短路與比流器不可開路 比壓器不可開路與比流器不可短路 

比壓器與比流器均不可開路 比壓器與比流器均不可短路 

12 2000 V/100 V，50 kVA 之變壓器，於無載時在一次側加額定電壓，若測得一次側電流為 0.5 A，輸入功率為

300 W，則一次側鐵損電流為多少 A？ 

0.15 0.2 0.25 0.3  

13 一台單相 20 kVA，480/120 V 之雙繞組變壓器，擬接成自耦變壓器，從 600 V 之電源供應 120 V 之負載，則

此自耦變壓器之額定為多少 kVA？ 

20 25 80 100 

14 某用戶之設備容量為 120kW、功因為 0.8、需量因數為 0.6，擬以兩具單相變壓器接成 V-V 接線供電時，單

具變壓器之容量約為多少 kVA？ 

42 52 62 72 

15 當旋轉方向改變時，下列那一種直流發電機可以產生感應電壓？ 

分激（Shunt excitation）  他激（Separate excitation） 

串激（Series excitation）  複激（Compound excitation） 

16 下列那一種直流發電機最適合並聯運用？ 

分激（Shunt excitation）  他激（Separate excitation） 

串激（Series excitation）  複激（Compound excitation） 

17 下列那一種直流發電機在起動時可以提供較高的起動轉矩？ 

分激（Shunt excitation）  他激（Separate excitation） 

串激（Series excitation）  複激（Compound excitation） 

18 直流電機採用補償繞組之目的為： 

補償電樞電阻的壓降 增加磁通量 改善轉速調整特性 抵消電樞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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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直流發電機轉速增大為原來的 2.5 倍，磁通密度減小為原來之 0.6 倍，則其感應電勢為原來之多少倍？ 

0.6 1.5 2.5 3 

20 一台直流電動機，當轉速為 300 rpm，產生 155.34 Nm 之轉矩，則所產生的功率為多少 W？ 

1220 2440 3480 4880 

21 一台直流串激電動機，當電流為 10 A 時，產生 70 Nm 之轉矩，若電流升高至 20 A 時，且磁通未達飽和，

產生之轉矩為多少 Nm？ 

70 140 280 350 

22 一台 10 kW，100 V 之直流電動機，已知電樞電阻為 0.1Ω，今使用一起動電阻器串接於電樞電路中，欲使起

動電流限制在額定電流之二倍，串聯之電阻為多少 Ω？ 

0.2 0.3 0.4 0.5 

23 兩台同步發電機作並聯運轉時，下列那一項不是必須具備的條件？ 

兩機之線電壓有效值必須相同 兩機 A 相之相角必須相同 

兩機之頻率必須相同  兩機之容量必須相同 

24 一台額定電壓為 600 V 之單相同步發電機，已知其電壓調整率為 8%，則無載之端電壓為多少 V？ 

552 600 608 648 

25 某三相 Y 接同步發電機之額定容量為 6.25 kVA，額定電壓為 220 V，每相電抗為 8.4 Ω。如以其額定容量及

電壓做基準值，則其每相電抗約為多少標么(pu)？ 

0.626 1.085 1.879 8.4 

26 一台三相，10 MVA，14 kV，Y 接之同步電機，已知電樞電阻每相為 0.07 Ω，未飽和同步阻抗每相為 21.21 Ω，

則未飽和同步電抗為多少標么（pu）？ 

1.02 1.08 1.68 2.16 

27 一台 4 極 60 Hz 三相同步電動機，同步電抗每相為 1 Ω，激磁電壓每相為 1000 V，端電壓每相為 1050 V，

當功率角為 30 度時，總輸出功率為多少 kW？ 

525 1050 1575 5150 

28 某一 200 V，3 kVA 同步發電機，開路時產生額定電壓所需之場電流為 1.6 A，短路時產生額定電流所需之

場電流為 1.28 A，則此發電機之同步阻抗標么值為： 

0.25 0.5 0.8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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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若同步發電機之短路比愈小，則： 

同步阻抗與電樞反應均愈小 同步阻抗愈小、電樞反應愈大 

同步阻抗愈大、電樞反應愈小 同步阻抗與電樞反應均愈大 

30 下列單相感應電動機中，起動轉矩與其滿載轉矩比值最大者為： 

推斥式 電阻分相式 蔽極式 電容分相式 

31 單相感應電動機中，下列何者效率為最低？ 

分相感應式 推斥式 電容起動式 蔽極式 

32 比起單鼠籠感應電動機，有關雙鼠籠感應電動機之特性，下列何者錯誤？ 

起動轉矩較大 起動電流較大 速率調整較佳 滿載功因較低 

33 某一額定 110 V、2 A 之單相電動機，若消耗功率為 154 W，則其功率因數為： 

0.6 0.67 0.7 0.8 

34 某一工廠其用電負載包括一台 100 kVA，功因為 0.6 落後之三相感應電動機，與一台 10 kW 功因為 0.5 超前

之三相同步電動機，則整個工廠用電負載之功率因數為多少？ 

0.74 超前 0.74 落後 0.82 超前 0.82 落後 

35 一台 10 kW，4 極，60 Hz 之三相感應電動機，滿載轉速為 1746 rpm，則滿載轉差率為： 

1% 2% 3% 4% 

36 一台 10 kW 之三相感應電動機，滿載運轉時，轉差率為 4%，定子銅損為 300 W，效率為 92.59%。則滿載

運轉之氣隙功率為多少 kW？ 

10.5 20.5 80 100 

37 一台 10 kW 之三相感應電動機，滿載運轉時，轉差率為 4%，定子銅損為 300 W，效率為 92.59%。則滿載

運轉之轉子銅損為多少 W？ 

300 384 400 420 

38 三相交流感應電動機，原接於頻率為 50 Hz 之電源，若改接於 60 Hz 之電源，則其轉速將： 

無法啟動 保持不變 減少 20 % 增加 20 % 

39 三相感應電動機作堵轉試驗時，其轉差率為多少%？ 

-100 0 100 200 

40 三相感應電動機，若轉子達到同步速率時： 

產生最大轉矩 無法感應電勢 產生最大感應電流 產生最大感應電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