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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電力公司 104年度新進雇用人員甄試試題 
科目：專業科目 A(電子學) 

 

  一汽車用蓄電池，用 5A 電流充電時，端電壓為 12.4V，用 3A電流充電時，其端電壓為

13V，則該蓄電池的內阻為多少？ 

6.0  5.0  4.0  3.0  

  關於橋式整流電路，下列敘述何者有誤？ 

為一全波整流電路 二極體之 mVPIV 2  

 /2 mV  

  家用的交流電源 110V、60Hz，經半波整流，但未濾波，則此整流後電壓平均值約為多少？

70V 60V 50V 40V 

  如右圖所示之電路，若 D屬理想二極體，則下列何種做法對

改善其漣波因數(ripple factor)的效果最差？ 

將電容值加大 將輸入電壓變小 

將電阻值加大 改用全波整流 

  如右圖所示之橋式整流電路，假設二極體均為

理想二極體，當輸入交流電壓 )(tVin 大於 0伏特

時，請問二極體的狀態，下列何者正確？ 

D1、D3導通，D2、D4 不導通 

D2、D4導通，D1、D3 不導通 

D1、D4導通，D2、D3 不導通 

D2、D3導通，D1、D4 不導通 

  如右圖所示之某倍壓電路，其輸出直流電壓約為幾伏特？ 

141V 100V 

200V 75V 

 

  有一電壓源 ttv 5sin243)(  V，其平均值電壓與有效值電壓比約為多少？ 

-1 0 0.75 -0.6 

  如右圖所示，若其頻率為 4kHz，則其工作週期(duty 

cycle)為多少？ 

10% 20%  

30% 40% 

  如右圖所示之電路，二極體皆為鍺質二極體，則Ｉ約為多少？ 

2mA 1.8MA 

2.8mA 3.8mA 

  如右圖所示之電路，流過稽納(Zener)二極

體之電流約為多少？ 

3.7mA 3.1mA 

1.6mA 0.63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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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 PN接面二極體的敘述，何者有誤？ 

矽二極體的障壁電壓(barrier potential)較鍺二極體高 

二極體加順向偏壓後，空乏區變窄 

溫度上升時，障壁電壓上升 

溫度上升時，漏電流上升 

  下列何者二極體一般不是工作於逆向偏壓？ 

光二極體(photo diode) 稽納二極體(Zener diode) 

變容二極體(varactor) 蕭基二極體(Schottky diode) 

  在雙載子接面電晶體(BJT)放大器中，具有最大電壓增益與電流增益乘積的是何種組態？ 

共基極放大器 共射極放大器 共集極放大器 共汲極放大器 

  如右圖所示電路，若 0 oere hh ， 1ieh  k ， 100feh ，則 iV

點與接地間的輸入阻抗為多少？ 

150k 180k   

190k 205k  

  下列有關電晶體基本放大電路組態特性的敘述，何者有誤？ 

共射極組態放大電路又稱為射極隨耦器 

共射極組態之輸入與輸出信號位差 180度 

共基極組態放大電路的高頻響應最佳 

共射極組態具有電流放大與電壓放大的作用 

  如右圖共射極放大電路的交流等效電路中，電流

增益 io ii /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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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右圖所示之電路，假設雙極性接面電晶體的  =100，

VVBE 7.0 ，則在工作點Ｑ上所對應之電壓 CEV 值應為多少？ 

7.56V 8.84V 

9.2V 10.69V 

  電晶體做為開關電路，負載為電感性時的保護措施為何？ 

將電阻器與負載並聯 將電阻器與負載串聯 

將電容器與負載串聯 將二極體與負載並聯 

  如右圖所示之電路，若 VVCC 20 ，  50LR ，則此放大器最大交流

輸出功率為何？ 

1W 2W  

3W 4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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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右圖所示之電路，若電晶體的  值為 100，則使電晶體處於飽和

狀態的最小 BI 約為多少？ 

1mA 0.1mA  

0.05mA 0.5mA 

  有 40W輸出的放大器連接至 10的揚聲器，若放大器的電壓增益為 40dB，且為額定輸出

時，求其輸入電壓為何？ 

40mV 0.1V 0.2V 0.4V 

  如有圖所示之達靈頓電路，則 iZ 的值為多少？ 

5M  2.5M  
1.67M  0.5M  

  假設一功率電晶體之接面最高允許溫度 CT MAXJ 175)( ，於外殼溫度 CTC  25 下，若熱阻

WCJC /1 ，則其最高散逸功率 )(MAXDP 為多少？ 

300W 250W 200W 150W 

  對於多級串接放大電路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級數越多，頻寬愈寬 級數越多，電壓增益愈高 

級數越多，輸入阻抗愈大 級數越多，電路穩定性愈高 

  有關光耦合器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具有將輸入與輸出信號隔離的作用 輸出入共用接地端 

可應用在兩不同壓降的電路上  為一電子式元件 

  如右圖所示， VVDS 8 ，則 GSV 為多少？ 

+3.5V -3.5V  

-4.0V +4.0V 

  N通道加強型 MOSFET的閘-源電壓 GSV 應如何才能使汲極電流 DI 導通？( TV 為臨界電壓) 

GSV >0， GSV < TV  GSV <0， GSV > TV  GSV <0， GSV < TV  GSV >0， GSV >
TV  

  有關於 MOSFET的敘述，下列何者有誤？ 

MOSFET有空乏型及增強型兩種形式 

MOSFET有 N通道及 P通道兩種 

MOSFET是電流控制元件 

MOSFET之閘極與源極間直流電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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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右圖所示之 MOSFET放大電路，若 mAVI GSD
2)0.1(2.0  ，求直流電壓

DSV 值為多少？ 

1V 2V  

3V 4V 

  如右圖所示之電路，是屬於下列何種型態之電路，且可形成何種

濾波器？ 

積分器，低通濾波器 

積分器，高通濾波器 

 

 

  差動放大器中之 CMRR愈大愈好，若要提高 CMRR值，則其射極直流阻抗( ER )及射極交流阻

抗( er )應如何選擇？ 

ER ， er 皆為高阻抗 ER 為高阻抗， er 為低阻抗 

ER ， er 皆為低阻抗 ER 為低阻抗， er 為高阻抗 

  如右圖為理想運算放大器之電路，其電壓增益 SO VV / 為

多少？ 

12 -12  

16 -16 

  下列何者不是理想運算放大器的特性？ 

輸入阻抗無限大 輸入電流不等於零 

輸出阻抗為零  電壓增益無限大 

  如右圖所示，一個三級串接的放大器，

若輸入電壓 inV 為 V4 ，試求輸出電壓

outV 為多少？ 

0.8mV 8mV 

0.4mV 4mV 

  如右圖所示之電路，輸出電壓 OV 為多少？ 

10.8V 5.4V  

15V 7.5V 

  如右圖所示之理想運算放大器電路，在不飽和情況下，輸出電壓

OV 為多少？ 

iO VV   iO VV   

2 iO VV  42  iO VV  

  如右圖所示之理想運算放大器電路，在不飽和情況下，

電流 I為多少？ 

0.5mA 0.05mA  

0.15mA 0.02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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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有關振盪電路之敘述，何者有誤？ 

RC相移振盪器是屬於電路低頻振盪器 

 

 

 

  如右圖所示之施密特觸發器，假設運算放大器飽和時之最大輸出電壓

為 V15 ，求其遲滯電壓 HV 為多少？ 

3V 4V 5V 6V 

  下列關於 BJT電晶體射極隨耦器之特性敘述，何者有誤？ 

 1 

1  

  如右圖所示，若 iV 為三角波，則輸出 oV 應為何種波形？ 

   

  

  如右圖所示為理想二極體之電路，其穩態最大輸出電壓範圍

為何？ 

-6V~+6V -6V~+5V  

-5V~+6V -5V~+5V 

  如右圖所示之電路，運算放大器的飽和電壓為

V12 ；若 VV 21  ， VV 32  ，則 oV 為多少？ 

-14V -12V  

14V 12V 

  下列那一種方法不能使已經導通的 SCR截止？ 

  

SCR的陽極陰極電壓反相  

  熱電偶(thermocouple)適合用於測量下列何種物理量？ 

溫度    

  下列有關各類二極體的敘述，何者有誤？ 

 

 

 

 

  P通道場效電晶體(FET)之電荷載子為何？ 

電子   

  

  下列多級放大器耦合類別中，低頻響應最佳的為何者？ 

電阻電容耦合   感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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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右圖所示為理想變壓器電路，D為理想二極體，

VtVi )377sin(156 ，  30LR ，則 oV 平均值約為多少？ 

5V 10V  

15V 20V 

  下列關於 BJT的敘述，何者有誤？ 

NPN BJT而言， CBE III   PNP BJT而言， CBE III   

 為共射極放大器的電流增益  為共集極放大器的電流增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