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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題：每題 2分，共 50 題，計 100 分 

1.  【3】  下圖所示電阻，其電阻值範圍為何？ 
(1)216Ω~324Ω (2)2160Ω~3240Ω (3)21600Ω~32400Ω  
(4)216000Ω~324000Ω。 

 

2.  【4】  下圖所示電阻之電阻值為 6.1MΩ±10%，其色碼由左至右為何？
(1)紫紅藍金 (2)紫紅藍銀 (3)藍棕綠金 (4)藍棕綠銀。 

                     
3.  【2】  下圖所示電容，其電容值範圍為何？

(1)5.4F~6.6F (2)5.7F~6.3F (3)5.4pF~6.6pF (4)5.7pF~6.3pF。 

                                   
4.  【1】  承上題，腳位 1 與 2 分別為

(1)正極、負極 (2)負極、正極 (3)正極、正極 (4)負極、負極。 
 

5.  【4】  下圖所示電感，其以何方式儲存能量？
(1) 電壓 (2)電流 (3)電場 (4)磁場。 

            

6.  【1】  下圖所示電路，求等效電感之值?
(1)7H (2)8H (3)9H (4)1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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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4】  有一 6 亨利電感，流入此電感之電流 i 如下圖所示，當 t=2 秒， 
跨於此電感上之電壓為何?  
(1)6 伏特 (2)9 伏特 (3)-13.5 伏特 (4)- 18 伏特。  

 

8.  【2】  接續第 7 題，當 t=5 秒，跨於此電感上之電壓為何? 
(1)13.5 伏特 (2)0 伏特 (3)31.5 伏特 (4) 45 伏特。  
 

9.  【3】  接續第 7 題，當 t=7 秒，跨於此電感上之電壓為何? 
(1)-18 伏特 (2)-27 伏特 (3)27 伏特 (4)18 伏特。 
 

10.  【2】  下圖所示的 Δ對 Y 轉換電路，電阻 R1的值為多少歐姆？ 
(1)5 (2)10 (3)15 (4)20。 

 
11.  【4】  承上題，電阻 R2+R3的值為多少歐姆？

(1)3 (2)3.5 (3)4 (4)4.5。 
 

12.  【3】  下圖所示的電路網路，電壓 V1為何?  
(1)24 伏特 (2)32 伏特 (3)48 伏特 (4)64 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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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2】  接續第 12 題，電壓 V2為何? 
(1)24 伏特 (2)32 伏特 (3)48 伏特 (4)64 伏特。 
 

14.  【4】  接續第 12 題，電壓 V3為何? 
(1)24 伏特 (2)32 伏特 (3)48 伏特 (4)64 伏特。 
 

15.  【1】  下圖所示的電橋電路，電流 I5為何?  
(1)0 安培 (2)1 安培 (3)2 安培 (4)3 安培。 
 

 

16.  【1】  接續第 15 題，電壓 V5為何? 
(1)0 伏特 (2)6 伏特 (3)12 伏特 (4)18 伏特。 
 

17.  【3】  接續第 15 題，電流 I1為何? 
(1)0 安培 (2) 2 安培 (3) 4 安培 (4) 6 安培。 
 

18.  【3】  接續第 15 題，電阻 R2上之電壓為何? 
(1)0 伏特 (2)2 伏特 (3)4 伏特 (4)8 伏特。 
 

19.  【2】  接續第 15 題，電阻 R4上之電壓為何? 
(1)8 伏特 (2)16 伏特 (3)4 伏特 (4)0 伏特。 
 

20.  【4】  接續第 15 題，電阻 RT為多少歐姆? 
(1)6.66 (2)5.55 (3)4.44 (4)3.33。 
 

21.  【1】  下圖所示的並聯 RLC 電路，總導納為多少歐姆？ 
(1) 0.707 45  (2) 0.707 45  (3) 0.5 60  (4) 0.5 6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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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4】  接續第 21 題，總阻抗為多少歐姆？ 
(1) 2 60  (2) 2 60  (3)1.414 45  (4)1.414 45 。 
 

23.  【2】  接續第 21 題，流經電阻之電流為多少安培？ 
(1)2sinωt (2)4sinωt (3)8sinωt (4)16sinωt。 
 

24.  【3】  接續第 21 題，流經電感之電流為多少安培？ 
(1)8sin(ωt-90o) (2)8sin(ωt+90o) (3)4sin(ωt-90o) (4)4sin(ωt+90o)。 
 

25.  【2】  接續第 21 題，流經電容之電流為多少安培？ 
(1)8sin(ωt-90o) (2)8sin(ωt+90o) (3)4sin(ωt-90o) (4)4sin(ωt+90o)。 
 

26.  【4】  下圖所示的 RC 電路，求時間常數(T)為多少秒？ 
(1)250 (2)25 (3)2.5 (4)0.25。 

 

27.  【1】  接續第 26 題，電容的初值電壓為零，求電容在時間 t ≥ 0 時的電容
電壓 vc為多少伏特？ 

(1)  412 1 te   (2)  0.412 1 te  (3)  0.0412 1 te   (4)  0.00412 1 te  。 

28.  【2】  接續第 26 題，當 t = 6T 時，電容之電壓 vc為多少伏特？( 6 0.002e   )
(1)10.976 (2)11.976 (3)12.976 (4)13.976。 
 

29.  【1】  接續第 26 題，求電路在時間 t ≥ 0 時的電流 i 為多少毫安培？ 

(1) 40.48 te   (2) 0.40.48 te   (3) 0.040.48 te   (4) 0.0040.48 te  。 

30.  【4】  接續第 26 題，當 t = 0.1 秒時，電流 i 為多少毫安培？ 
( 0.4 0.67e   ; 0.04 0.96e   ; 0.004 0.996e   ; 0.0004 0.9996e   ) 
(1) 0.4798 (2)0.4781 (3)0.4608 (4)0.3216。 
 

31.  【3】  下圖所示的理想運算放大器，屬於何種形式？ 
(1) 正規化輸入 (2)非正規化輸入 (3)反向輸入 (4)非反向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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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2】  接續第 31 題，電流 i1為多少毫安培？

(1)0.5 (2)5 (3)50 (4)500。 
 

33.  【2】  接續第 31 題，電流 i2為多少毫安培？
(1)0.5 (2)5 (3)50 (4)500。 
 

34.  【4】  接續第 31 題，電壓 vO為多少伏特？
(1)10 (2)100 (3)-10 (4)-100。 
 

35.  【1】  接續第 31 題，電流 iL為多少毫安培？
(1)-50 (2)-5 (3)5 (4)50。 
 

36.  【3】  接續第 31 題，電壓增益(vO/vS)為多少 dB？
(1)-20 (2)-10 (3)20 (4)10。 
 

37.  【3】  下圖所示的放大器電路，屬於何種形式？ 
(1)共基極 (2)共集極 (3)共射極 (4)共源極。 

38.  【3】  接續第 37 題，電流 IB為多少？ 
(1)1A (2)5A (3)10A (4)20A。 
 

39.  【4】  接續第 37 題，電流 IE為多少？ 
(1)0.202mA (2)0.505mA (3) 2.02mA (4)1.01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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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2】  接續第 37 題，已知熱電壓 VT = 25mV，電阻 re為多少？ 
(1)12.4Ω (2)24.8Ω (3)49.5Ω (4)123.8Ω。 
 

41.  【1】  接續第 37 題，輸入阻抗 Zi為多少？ 
(1)2.47kΩ (2)1.23kΩ (3)4.94kΩ (4)12.37kΩ。 
 

42.  【3】  接續第 37 題，輸出阻抗 Zo為多少？ 
(1)2kΩ (2)1kΩ (3)5kΩ (4)12kΩ。 
 

43.  【1】  接續第 37 題，電壓增益(vo/vi)為多少？ 
(1)-202 (2)-403 (3)202 (4)403。 
 

44.  【4】  下圖所示的放大器電路，電晶體之轉導 gm=10 (mA/V)，輸出電阻

rd=10kΩ，此放大器電路屬於何種形式？ 
(1)共汲極 (2)共閘極 (3)共射極 (4)共源極。 

             
45.  【1】  接續第 44 題，電流 IG為多少？ 

(1)0A (2)20A (3)200A (4)20mA。 
 

46.  【3】  接續第 44 題，輸入阻抗 Zi為多少？ 
(1)∞ Ω (2)0Ω (3)20kΩ (4)6.67kΩ。 
 

47.  【3】  接續第 44 題，輸出阻抗 Zo為多少？ 
(1)1kΩ (2)2kΩ (3)5kΩ (4)10kΩ。 
 

48.  【2】  接續第 44 題，電壓增益(vo/vi)為多少？ 
(1)-100 (2)-50 (3)50 (4)100。 
 

49.  【1】  下圖所示的二極體電路，二極體之導通電壓為 0.7V，求電流 I1為多
少？ 
(1)0.1mA (2)1mA (3)10mA (4)100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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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2】  接續第 49 題，電流 I2為多少？ 

(1)0.1mA (2)1mA (3)10mA (4)100m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