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育達系列 1 創新研發 

九十八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專業(二)試題 

 1. 一根帶有 30 安培的導線，其中有 80 公分置於磁通密度為 0.5 韋伯/平方公尺

之磁場中，若導體放置的位置與磁場夾角為 30 度，則導體所受電磁力為何？ 
(A)50 牛頓 (B)20 牛頓 (C)10 牛頓 (D)6 牛頓。 

 2. 複激式電機，若分激場繞組所生之磁通與串激場繞組所生之磁通方向相同，

則此電機稱為： 
(A)積複激式電機 (B)串激式電機 (C)差複激式電機 (D)分激式電機。 

 3. 一直流串激式發電機，無載感應電動勢為 120 伏特，電樞電阻為 0.1 歐姆，

串激場電阻為 0.02 歐姆，當電樞電流為 100 安培時，若忽略電刷壓降，則此

發電機輸出功率為何？ 
(A)10800 瓦特 (B)9600 瓦特 (C)8000 瓦特 (D)6000 瓦特。 

 4. 一直流電機在轉速 500 rpm 時之鐵損為 200 瓦特，在 1000 rpm 時之鐵損為 500
瓦特，在磁通密度保持不變時，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渦流損與轉速成正比 
(B)磁滯損與轉速平方成正比 
(C)在 1000rpm 時之磁滯損為 100 瓦特 
(D)在 500 rpm 時之渦流損為 50 瓦特。 

 5. 變壓器開路測試無法測出： 
(A)等效阻抗 (B)鐵損 (C)無載功率因數 (D)磁化電流。 

 6. 下列有關直流無刷電動機的敘述，何者錯誤？ 
(A)不需利用碳刷，可避免火花問題 (B)以電子電路取代傳統換向部分 
(C)壽命長，不需經常維修 (D)轉矩與電樞電流的平方成正比。 

 7. 下列何者能將直流電轉換成可變頻率之交流電？ 
(A)變頻器 (B)變壓器 (C)整流器 (D)截波器。 

 8. 關於三相感應電動機之定子與轉子分別所產生之旋轉磁場，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兩者不同步，會隨負載而變 
(B)兩者不同步，會隨電源頻率而變 
(C)兩者同步 
(D)兩者不同步，會隨起動方式而變。 

 9. 關於感應電動機的最大轉矩，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最大轉矩與電源電壓成正比 (B)最大轉矩與同步角速度成正比 
(C)最大轉矩與轉子電阻值無關 (D)最大轉矩與定子電阻值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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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分相式感應電動機有起動繞組與運轉繞組，下列關於運轉繞組的敘述何者正

確？ 
(A)運轉繞組使用線徑較細的銅線，且置於定子線槽的外層 
(B)運轉繞組使用線徑較粗的銅線，且置於定子線槽的內層 
(C)電阻值小，電感抗值小 
(D)電阻值大，電感抗值大。 

11. 三相鼠籠式感應電動機，用相同的線電壓，分別以 Y 連接起動與△連接起動，

請問 Y、△連接起動電流之比與 Y、△連接起動轉矩之比，分別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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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三相同步發電機的負載為純電容性時，下列關於電樞反應的敘述何者正確？ 
(A)會有直軸反應產生正交磁效應，會升高感應電勢，電壓調整率為正值 
(B)會有交軸反應產生去磁效應，會降低感應電勢，電壓調整率為正值 
(C)會有直軸反應產生加磁效應，會升高感應電勢，電壓調整率為負值 
(D)會有交軸反應產生去磁效應，會降低感應電勢，電壓調整率為負值。 

13. 同步發電機的電樞繞組原為短節距繞組，若不改變線圈匝數，且改採全節距

繞組方式，則其特點為何？ 
(A)可以改善感應電勢的波形 (B)感應電勢較高 
(C)可節省末端連接線 (D)導體間互感較小。 

14. 有一台三相、四極、Y 接的同步發電機，電樞繞組每相匝數為 50 匝，每極磁

通量為 0.02 韋伯，轉速為 1500rpm，若感應電勢為正弦波，則每相感應電勢

有效值為何？ 
(A)200V (B)222V (C)240V (D)384V。 

15. 假如不幸在實驗室受到大火灼傷，較佳的緊急處理程序為何？ 
(A)沖、脫、泡、蓋、送 (B)沖、脫、蓋、泡、送 
(C)沖、泡、脫、蓋、送 (D)送、泡、沖、脫、蓋。 

16. 圖(一)為倍壓整流電路，二極體為理想元件，Vm為變壓器二次側交流電壓的

最大值，試問輸出的直流電壓Vo為何？ 
(A)Vm (B)2Vm (C)3Vm (D)－2Vm。 

 
圖(一) 

17. 圖(二)中的二極體為理想元件，求輸出電壓Vo為何？ 
(A)8V (B)4V (C)2V (D)－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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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8. 想使用三用電錶量測雙極性接面電晶體(BJT)的β值，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基－射極接面為順向偏壓，基－集極接面為逆向偏壓 
(B)基－射極接面為順向偏壓，基－集極接面為順向偏壓 
(C)基－射極接面為逆向偏壓，基－集極接面為順向偏壓 
(D)基－射極接面為逆向偏壓，基－集極接面為逆向偏壓。 

19. 圖(三)中電晶體作為開關使用，欲使燈泡高亮度的亮起，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基－射極接面為順向偏壓，基－集極接面為逆向偏壓 
(B)基－射極接面為順向偏壓，基－集極接面為順向偏壓 
(C)基－射極接面為逆向偏壓，基－集極接面為順向偏壓 
(D)基－射極接面為逆向偏壓，基－集極接面為逆向偏壓。 

 
圖(三) 

20. 在圖(四)中的電晶體放大電路，從Vi端輸入交流信號，則輸出信號Vo為何？ 
(A)Vo約等於Vi，Vo與Vi反相位  
(B)Vo將Vi放大約hfe倍，Vo與Vi反相位  
(C)Vo約等於Vi，Vo與Vi同相位  
(D)Vo將Vi放大約hfe倍，Vo與Vi同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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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21. 有 40W 輸出的放大器連接至 10Ω的揚聲器，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為 40 dB，
且為額定輸出時，求其輸入電壓為何？ 
(A)40mV (B)0.1V (C)0.2V (D)0.4V。 

22. 在圖(五)電路中量測JFET的電流ID，在可變電阻VR調整下， 
電壓VGS隨之變動，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當VGS＝0V時，電流ID最大 (B)當VGS＝0V時，電流ID最小 
(C)當VGS＝－5V時，電流ID最大 (D)電流ID與VGS無關。 

 
圖(五) 

23. 如圖(六)所示電路，已知場效電晶體的gm為 3mS，且rd＞10 RD，則電路的電

壓增益AV＝Vo / Vi為何？ 
(A)＋3 (B)－3  (C)＋18 (D)－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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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 

24. 圖(七)為何種電路？ 
(A)微分器 (B)非反相放大器 (C)反相放大器 (D)電壓隨耦器。 

 
圖(七) 

25. 如圖(八)(a)所示為理想的運算放大器，若Vi＝200 sin(200πt)mV，輸出Vo連

接至示波器。已知示波器使用 1：1 的探棒，且水平刻度切至 2 ms / DIV，垂

直刻度切至 0.2V / DIV，則在圖(八)(b)之示波器螢幕上顯示幾週信號？ 
(A)1 (B)2 (C)4 (D)5。 

 
圖(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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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如圖(九)所示之電路，其輸出波形為何？  
(A)  (B)

 
(C)  (D)  

 
圖(九) 

27. 下列電路何者是韋恩電橋振盪電路？  
(A)  (B)

 
(C)   (D)  

28. 有一電容器的電容量標示為 103 J，其電容值為何？ 
(A)1000 pF±2.5% (B)10nF±5% (C)0.1µF±10% (D)0.0001F±20%。 

29. 關於電阻串並聯電路實驗，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在並聯電路中，總電阻值一定比任何一個電阻大 
(B)在並聯電路中，較大的電阻會有較大的端電壓 
(C)在串聯電路中，較小的電阻會有較大的電流 
(D)在串聯電路中，電阻的順序並不會影響總電阻值。 

30. 如圖(十)所示之電路，開關S閉合前，電感器上的電流為零，在t＝0 時，開關

S閉合瞬間之a b兩端電壓Vab為何？ 
(A)24 V (B)36 V (C)－24 V (D)－36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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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十) 

31. 依電工法規屋內線路裝置規則規定，絕緣導線之線徑在多少公厘以上，應採

用絞線？ 
(A)2.0 公厘 (B)2.6 公厘 (C)3.2 公厘 (D)5.0 公厘。 

32. 一般家庭用於計算電費的電表，1 度電是指： 
(A)1 kW (B)1 kh (C)1 Wh (D)1 kWh。 

33. PVC 管彎曲時，其彎曲部份之內曲半徑不得小於管子內徑的多少倍？ 
(A)6 倍 (B)7 倍 (C)8 倍 (D)9 倍。 

34. 依電工法規規定，接地線之絕緣皮應使用何種顏色，以資識別？ 
(A)黑色 (B)綠色 (C)白色 (D)灰色。 

35. 如圖(十一)所示之接線圖是以電流表與電壓表測量負載直流電功率，為防止儀

表之負載效應，減少誤差並提高準確度，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為量測高電阻負載之電功率時，所採用之接線 
(B)不論量測負載電阻大小之電功率時，均可採用之接線 
(C)為量測低電阻負載之電功率時，所採用之接線 
(D)與負載電阻無關。 

 
圖(十一) 

36. 交流電路中負載平均功率及電壓相同下，當功率因數PF(cosθ)愈高時，下列

敘述何者錯誤？ 
(A)減少電費支出 (B)降低線路損失 (C)減少線路壓降 (D)增加線路電流。 

37. 下列有關功率因數的敘述，何者正確？ 
(A)若電流相位超前電壓相位θ角，則表示此一負載為電感性負載，且 
 0≦PF＜1 
(B)若電流相位落後電壓相位θ角，則表示此一負載為電感性負載，且 
 0≦P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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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若電流相位落後電壓相位θ角，則表示此一負載為電容性負載，且 
 0≦PF＜1 
(D)若電流相位與電壓相位相同，則表示此一負載為電阻性負載，且 
 0≦PF＜1。 

38.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RLC串聯或並聯交流諧振電路當Q值愈大，其頻寬愈小，選擇性愈佳 
(B)RL C並聯交流諧振電路，諧振時，電路阻抗最大，電路電流最小 
(C)RLC串聯或並聯交流諧振電路當Q值愈小，其頻寬愈小，選擇性愈佳 
(D)RLC串聯交流諧振電路，諧振時，電路阻抗最小，電路功率因數為 1。 

39. 在低壓三相感應電動機正逆轉控制配線中，若三相電源之接線端為R、S、T，
電動機之接線端為U、V、W，當電動機正轉時接法為R－U、S－V、T－W，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接法改為R－U、S－W、T－V可使電動機逆轉 
(B)接法改為R－W、S－V、T－U可使電動機逆轉  
(C)接法改為R－W、S－U、T－V仍保持電動機正轉 
(D)接法改為R－V、S－U、T－W仍保持電動機正轉。 

40. 下列敘述，何者不是日光燈安定器之功能？ 
(A)產生日光燈起動時所需之高壓電 
(B)發光後抑制電流變化，保護燈管 
(C)在電極間並聯一電容，以抑制輝光放電之高諧波 
(D)發光後使啟動器中的電壓降低，不會再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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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學年度四技二專統一入學測驗 

電機與電子群電機類專業(二)試題 詳解 

【解答】 
1.(D) 2.(A) 3.(A) 4.(D) 5.(A) 6.(D) 7.(A) 8.(C) 9.(C) 10.(B) 

11.(B) 12.(C) 13.(B) 14.(B) 15.(A) 16.(D) 17.(C) 18.(A) 19.(B) 20.(C) 
21.(C) 22.(A) 23.(D) 24.(C) 25.(B) 26.(B) 27.(D) 28.(B) 29.(D) 30.(A) 
31.(C) 32.(D) 33.(A) 34.(B) 35.(A) 36.(D) 37.(B) 38.(C) 39.(D) 40.(C) 

 
1. F＝B  Isinθ＝0.5．0.8．30A．sin30°＝6Nt。 
2. 磁通方向相同為相加，即為積複激式電機。 
3. V＝E－Ia(Pa＋Rf)＝120V－100A(0.1＋0.02)＝108V 

∴Pout＝V．Ia＝108V×100A＝10800W 
4. 500rpm：Pe＋Pn＝200W…(1) 

1000rpm：Pe
2)

500
1000( ＋Pn )

500
1000( ＝500W…(2) 

解(1)(2)式  Pe＝50W，Pn＝150W 
5. 短路試驗才可以解等效阻抗。 
6. 轉矩與電樞電流正比。 
7. 變頻器：將 DC 轉成方波式可變頻率交流電。 
8. 定子與轉子旋轉磁場同步。 
9. 最大轉矩與轉子電阻值無關。 

10. 運轉繞組：粗線、電阻小、電感大放置於定子槽內層。 

11. IY＝ 3
1 I△；TY＝ 3

1 I△ 

12. 純電容性：功因超前 90°，產生加磁效應電壓調整率為負值。 
13. 全節距繞組感應電壓最高。 
14. E＝4.44fNψm 

 ＝4.44．50Hz．50 匝．0.02＝222 伏。 
15. 灼傷處理 5 步驟為：沖、脫、泡、蓋、送。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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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7. D左 ON，D右 OFF ∴Vo＝2V 
18. 正常放大：偏壓於主動區，基－射極接面為順向偏壓，基－極接面為逆向偏

壓。 
19. 開關：BJT，ON 為飽和區，基－射極接面為順向偏壓，基－集極接面為順向

偏壓。 
20. CC放大器：∵Av略小於 1 ∴Vo≒Vi，而Vo與Vi同相位 
21. ∵Vo＝ LoRP ＝ 1040× ＝20V 

而 40dB＝20logAv ∴Av＝100 

∴Vi＝ 100
V20

＝0.2V 

22. JFET，VGS＝0 時，ID＝IDSS(最大)；VGS負的愈大，ID愈小。 

23. Av＝
i

o

V
V

＝－gm(RD//rd)≒－gmRD＝－3m×6k＝－18 

24. 反相放大器
應用

推廣 → 反相積分器 

25. f＝
2

200
＝100Hz 

T＝
f
1
＝

Hz100
1

＝10ms 

每週期所佔水平格數＝
DIV/ms2

ms10
＝5DIV 

∴CRT 顯示週期數目＝
DIV5
DIV10

＝2 

26. (反相)微分器：方波→反相尖脈波 
28. C＝10×103PF±5%＝10nF±5% 
29. 並聯＝V相同，RT愈並愈小；串聯＝I相同，RT愈串愈大。 
30. 充t＝0 秒 L⇒O.C 

Vab＝36×
126

12
＋

＝24V 

31. 3.2mm 以上用絞線。 
32. 1 度電＝1kwh 
33. PVC 管彎曲時，不得小於 6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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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接地線⇒綠色。 
35. 高電阻負載之測量。 

36. P＝VI cosθ I∝
θosc

1  

cosθ愈高，減少線路電流，壓降及損失。 
37. I 滯後 Vθ角，L 性電路。 

38. 串，並 BW＝
Q
fo  Q↑BW↓選擇性愈佳。 

39. R－V，S－U，T－W 電動機反轉。 
40. 並聯電容，提高功率因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