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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題 第 3題 第 4題 第 5題 

(    )1. 一個乾電池與兩個燈泡串聯使用，如圖，伏特計必頇接哪兩點才可以測得其中一個燈泡兩端

的電位差 

(A)ab  (B)bc  (C)cd  (D)ce。 

(    )2. 有一導線其截面積為 0.2 平方公分，其所通過的電流為 0.16安培。則在 10 秒鐘內通過該導

線某截面積之電子數為多少個？ 

(A)1020  (B)1019  (C)1018  (D)1017。(1個電子電量約為 1.6×10
－19庫侖) 

(    )3. 燈泡甲乙並聯後連接電池，若將甲燈泡取下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燈泡乙比原來亮  (B)燈泡乙比原來暗  (C)燈泡乙不亮  (D)燈泡乙和原來ㄧ樣亮。 

(    )4. 燈泡甲乙串聯後連接電池，若將甲燈泡取下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燈泡乙比原來亮  (B)燈泡乙比原來暗  (C)燈泡乙不亮  (D)燈泡乙和原來ㄧ樣亮。 

(    )5. 上圖中每個電池電壓為 1.5V，則電路圖中伏特計的讀數為 

(A)0V  (B)1.5V  (C)3.0V  (D)4.5V。 

(    )6. 右圖中每個電池電壓為 1.5V，則電路圖中伏特計的讀數為 

(A)0V  (B)1.5V  (C)3.0V  (D)4.5V。 

(    )7. 承上題，已知燈泡的電阻 50Ω，若將毫安培計裝置在 gh位置，則測得電流大

小為 

(A)30mA  (B)75mA  (C)90mA  (D)225mA。 

(    )8. 下列電路圖中，燈泡、電池皆相同

，則甲、乙、丙三電路圖中安培

計的讀數最大的是： 

(A)甲  (B)乙  (C)丙  (D)甲乙丙

皆相同。 

(    )9. 如果一導線的橫截面上，5分鐘有 600庫侖的電量流過，則該導線上的電流大小為 

(A)2  (B)10  (C)120  (D)3000安培。 

(    )10. 右圖為電池組和二個燈泡連接而成的電路，I1、I2、I3為流經各段導

線的電流，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I1＝I2＝I3  (B)I1＋I2＝I3  (C)I2＋I3＝I1  (D)I1＋I3＝I2。 

(    )11. 電阻 A為 5Ω、電阻 B為 2Ω、電阻C為 3Ω，三個串聯後通電，

則電阻兩端電壓何者最大？ 

(A)A  (B)B  (C)C  (D)三個電阻兩端的電壓都相同。 

(    )12. 承上題，如果將 A、B、C三電阻並聯後接上電源，則流經三電阻的電流大小，下列敘述何

者正確？ 

(A)A最大  (B)B最大  (C)C最大  (D)經三電阻的電流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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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在歐姆定律的實驗中，若將電池的數目由 1個改成 4個串聯，則電路中電壓與電流之比值將

如何變化？ 

(A)變大  (B)變小  (C)不變  (D)以上皆有可能。 

(    )14. 如圖，電路圖中的總電阻為 

(A)5/6  (B)1  (C)1.2  (D)5歐姆。 

(    )15. 承上題，若每個電池電壓為 1.5V，則流經電池的電流大小為？ 

(A)0.3  (B)0.6  (C)7.5  (D)15A。 

(    )16. 電阻器甲的電阻為 6歐姆，電阻器乙的電阻為 2 歐姆，流經電阻器乙

的電流為 3A；則電池組的電壓為？ 

(A)2  (B)3  (C)6  (D)24V。 

(    )17. 承上題，流經電池的電流大小為？ 

(A)1A  (B)3A  (C)4A  (D)6A。 

【題組】為了同時測量一電阻器中的電流及兩端電壓，試回答 18～21題 

(    )18. 伏特計和安培計的的接法何者正確？ 

 

(    )19. 伏特計使用時，「＋」端接在 15V線柱上,板面如右圖，則圖中的正確

讀數為若干？ 

(A)2.6V  (B)13V  (C)16V  (D)26V。 

(    )20. 安培計使用時，「＋」端接在 500mA線柱上,板面如圖所示，正確的

讀數為？ 

(A)0.26A  (B)2.6A  (C)26A  (D)260A。 

(    )21. 該電阻器電阻大小為 

(A)5  (B)10  (C)20  (D)50歐姆。 

(    )22. 若金屬導線的溫度維持在某一固定溫度，則此金屬導線之電阻大小和

下列何者無關？ 

(A)導線的截面積  (B)導線的材質  (C)導線所接的電壓  (D)導線的

長短。 

(    )23. 取規格相同的燈泡與電池，以下列選項甲、乙、丙、丁四種方式連接，則各組中的單一燈泡

何者最亮？ 

(甲) (乙) (丙) (丁) 。 

(A)甲  (B)乙  (C)丙  (D)丁。 

(    )24. 在甲、乙、丙 3個電路中，每個電路有 A、B兩個燈泡，哪一組的 A燈泡是屬於斷路? 
 

(A)甲  (B)乙  (C)丙  (D)都不是 

0

1 2

3

0

10
5 10

20

15
30

－ ＋
3Ｖ 15Ｖ 30Ｖ

V
－



４４ 

第四章_電與電路 

(    )25. 地震後停電，小精利用兩個 1.5V的乾電池及標示需 3V的小燈泡自製簡易手電筒，下列的

哪一種電路最正確？ 
 

(    )26. 小文在實驗中使用伏特計測量某種電源之電壓，結果如圖，下列何者為該

電源的電壓？ 

(A)2伏特  (B)10伏特  (C)20伏特  (D)30伏特。 

(    )27. 為了同時測量一電阻器中的電流及兩端電壓，下列何種電路的接法正確？ 

(A)   (B)   (C)   (D)  

(    )28. 阿隆測量電阻器兩端的電壓與通過電流的關係如右圖，則電阻器的電阻為

多少歐姆？ 

(A)50  (B)15  (C)0.15  (D)0.05。 

【題組】下圖(一)、圖(二)為甲導體、乙導體的電流 I－電壓 V的關係圖。試回答 29～32題： 

 

(    )29. 甲、乙導體，何者符合歐姆定律？ 

(A)只有甲  (B)只有乙  (C)甲與乙  (D)不符合。 

(    )30. 若將甲、乙接成圖(三)時，安培計的讀數恰為 0.3A，流過甲的電流多少? 

(A)0.15A  (B)0.6A  (C)0.3A  (D)3A。 

(    )31. 承上題，電池兩端的電壓為多少伏特？ 

(A)1V  (B)3V  (C)4V  (D)7V。 

(    )32. 若將甲、乙連接如圖(四)時，電池電壓為 3伏特，則由電池流出的電流為多少安培？ 

(A)0.13A  (B)0.3A  (C)0.43A  (D)3A。 

(    )33. 如圖為金屬球感應起電的實驗過程，有關感應起電的先後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c→a→e→b→d  (B)d→a→b→c→e  

(C)c→e→b→a→d  (D)c→a→b→e→d 

(    )34. 當一帶負電物體靠近一個金屬板時，金屬板

內的電荷分布將會變成下列哪一個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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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帶電體不經接觸，而使其他物體內正、負電短暫分離的現象，稱之為靜電感應  (B)感應起

電後，原帶電體的電量會增加  (C)接觸起電後，原帶電體的電量減少  (D)接觸起電後，帶電

體與被感應的物體間所帶之電荷電性相同。 

(    )36. 假若每個基本電荷的電量e大小為1.6×10
－19庫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2莫耳的質子電量是＋3.2×10-19庫侖  (B)0.5庫侖是不合理的帶電量  (C)8個Mg+2所帶的

電量是＋16e  (D)毛皮失去電子後帶＋9.0×10-19庫侖的電量。 

(    )37. 下列哪一組具有最小的庫侖靜電排斥力？ 

(A)A帶電量5庫侖，B帶電量5庫侖，且兩者相距2m  (B)A帶電量10庫侖，B帶電量－5庫侖，

且兩者相距2m  (C)A帶電量－10庫侖，B帶電量－10庫侖，且兩者相距1m  (D)A帶電量20

庫侖，B帶電量－10庫侖，且兩者相距1m。 

(    )38. 教室內同學正熱烈的討論電壓與電流，以下哪些同學的說法是正確的？ 

甲：「導電時，導線內的電子是由低電位流向高電位」 

乙：「導電時，導線內實際流動的是質子」 

丙：「測量電壓大小時，使用伏特計且與待測電路並聯」 

丁：「安培計可與電池單獨串聯相接測電流大小」 

(A)甲乙丁  (B)丙丁  (C)甲丙  (D)甲乙丙丁。 

(    )39. 規格相同的P、Q、R三燈泡，連接如圖所示，試問電池的總電流I總、

各燈泡電流IP、IQ、IR及兩端電壓VP、VQ、VR大小關係何者正確？ 

(A)VP＝VQ＝VR  (B)VP＞VQ＞VR  (C)I總＝IP+IQ+IR  (D)IP＞IQ＝IR。 

(    )40. 某一電器產品兩端電壓為110V，而連接電器產品的導線橫截面每分鐘有120庫侖的電量通過，

則此電器產品的電阻大小為何？ 

(A)50歐姆  (B)60歐姆  (C)55歐姆  (D)220歐姆。 

(    )41. 下列電路圖中電流大小關係，何者正確？ 

(A)Ia＜Ib＜Ic  (B)Ia＝Ib＝Ic  (C)Ic＞Ia＝Ib  

(D)Ic＞Ia＞Ib。 

(    )42. 如圖電路中甲、乙、丙三個燈泡的規格均相同，當開關S接通後，下列何者

錯誤？ 

(A)通過燈泡甲、乙的電流會變小  (B)電流計讀數變大  (C)甲、乙燈泡的

連接方式與家庭電器的使用方式相同  (D)通過燈泡丙的電流方向為向右。 

(    )43. 下列四組電路圖中，都是相同的電池及燈泡，則燈泡亮度何者正確？ 
 

(A)丙＞甲＞丁＞乙  (B)丙＞甲＝丁＞乙  (C)甲＝丙＞乙＝丁  (D)甲＝乙＝丙＝丁。 

(    )44. 下圖的電路圖中，每個電池的電壓是1.5v，每個燈泡的規格不相同，若燈泡

L1兩端的電壓為1.5V，則燈泡L2兩端的電壓為多少伏特？ 

(A)1v  (B)1.5v  (C)3v  (D)4.5v。 

(    )45. 有兩物質分別帶電+6Q，－2Q，此時作用力為3kgw，兩物接觸後再分開放

回原處，則彼此間作用力為何？ 

(A)排斥力3kgw  (B)相吸力3kgw  (C)排斥力1kgw  (D)相吸力1kg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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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6. 郁馨利用安培計、伏特計測量家中電器產品的電壓與電流，結果測得電壓為110V，而連接電器

產品的導線，其測得其電流大小為2A，則此電器產品每分鐘通過的電量大小為何？ 

(A)50庫侖  (B)60庫侖  (C)120庫侖  (D)220庫侖。 

(    )47. 如右電路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兩電阻線為並聯連接  (B)兩個電阻的總電阻值為5Ω  (C)通過3Ω電阻線

的電流為1安培  (D)電池提供的總電流為2.5安培。 

(    )48. 請問下圖電路中各電阻所產生的總電阻為多少歐姆？ 

(A)12歐姆  (B)28歐姆  (C)45歐姆  (D)75歐姆。 

(    )49. 若家用電器使用直流電(變頻的電器)，且正常使用下的電壓為110V，當家用

電器正常運作時有11A的直流電通過，則此家用電器的電阻為若干？ 

(A)2Ω  (B)10Ω  (C)20Ω  (D)605Ω。 

(    )50. 小玉裝置一電路如圖。試問下列何者為該裝置的電路圖？ 
 

(    )51. 下圖是一條鎳鉻絲及一個小燈泡作電流和電壓關係的實驗曲線。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電壓3V時，鎳鉻絲的電阻是0.2歐姆  (B)電壓5V時，小燈泡

的電阻是15歐姆  (C)鎳鉻絲與小燈泡都符合歐姆定律  (D)小燈

泡的電阻隨著電壓的上升而增加。 

(    )52. 有關下圖所示電路圖的敘述何者錯誤？ 

(A)3Ω電阻線兩端的電壓為3伏特  (B)通過2Ω電阻線的電流為1.5安培  

(C)電池提供的總電流為4.5安培  (D)兩電阻線的總電阻比2歐姆小。 

(    )53. 一段鎳鉻絲長2m，截面積2cm2，電阻為R，若將鎳鉻絲拉長變細成長4m

，截面積1cm2，問此導線的電阻為多少？ 

(A)4R  (B)2R  (C)R  (D)0.5R。 

(    )54. 利用安培計和伏特計測量某電阻器兩端電壓和通

過電流大小，圖為安培計與伏特計的讀數，下列敘

述何者錯誤？ 

(A)若伏特計接在3V的檔位，則電壓的讀數為1.8V  

(B)若安培計接在500mA的檔位，則電流的讀數為

0.25A  (C)電阻器的電阻為7.2歐姆  (D)再串聯

一個相同電池，電阻兩端的電壓和電阻都會加倍。 

(    )55. 圖(一)和圖(二)中，R甲＝2Ω、R乙＝4Ω，已知兩電路的電壓均為6V，則下列何者錯誤？ 

(A)圖(一)中的總電流為1A  (B)圖(一)中的甲和乙兩端電壓比為1：2  

(C)圖(二)中的安培計讀數比圖(一)中的安培計讀數小  (D)圖(二)中通

過甲和乙的電流比為2：1。 

(    )56. 下列有關電流的敘述何者有誤？ 

(A)電壓是驅使電荷流動的原動力  (B)導線上的電流由高電位處往低電位處流動  (C)電流由

電池的正極經導線流到負極  (D)電流的方向即為電子流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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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圖中的帶電棒都帶同種電荷，而金屬球原先都不帶電，下

列步驟後金屬球帶電情形是何者？ 

(A)僅A帶電  (B)僅B帶電  (C)A、B帶同種電荷  (D)A、

B帶異種電荷。 

(    )58. 使物體帶電的方式，何者正確？ 

(A)絕緣體和導體都可用摩擦起電  (B)絕緣體和導體都

不可用感應起電  (C)絕緣體用感應起電，導體用摩擦起電  (D)絕緣體用摩擦起電，導體用感

應起電。 

(    )59. 有一個手電筒，所使用燈泡的規定電壓是6伏特，此手電筒共用了8個乾電池。已知每一個乾電

池的電壓為1.5伏特，則電池可能的連接方式為下列何者？ 

(A)全部串聯  (B)全部並聯  (C)每2個串聯為1組，4組再並聯  (D)4個

串聯為1組，2組再並聯。 

(    )60. 四個相同的燈泡和一電池連接成電路，如右圖，按下開關接成通路後，

其中有幾個燈泡會亮？(A)1個  (B)2個  (C)3個  (D)4個。 

(    )61. 有一截面積為0.1平方公分的導線，若一秒內通過該導線截面的電子數量

為1018個，請問流過該導線的電流為多少？ 

(A)0.16A  (B)0.64A  (C)1A  (D)1.6A。 

(    )62. 規格相同的P、Q、R三燈泡，聯接如圖，問其電流關係為何？ 

(A)P＞Q＞R  (B)P＞Q＝R  (C)P＝Q＞R  (D)P＝Q＜R。 

(    )63. 下列有關“電”的敘述，何項正確？ 

(A)物體帶正電，是指該物體內只有正電粒子  (B)一般導線中的電流，是正電荷及負電荷的流

動所形成  (C)通電流3安培的導線，橫截面每分鐘通過3庫侖的電量  (D)

家庭使用的電器都是採用並聯的方式聯接。 

(    )64. 如圖，電路有關的敘述，何者錯誤？ 

(A)若電路成通路時，X1＝X2＝1.5(V)  (B)若電路成斷路時，X1＝X2＝0(A)  

(C)若電路成斷路時，X1＝0(V)，X2＝1.5(V)  (D)X1，X2都是伏特計。 

(    )65. 某物體帶電，下列何者的電量表示不合理？ 

(A)0.3庫侖  (B)7.5個電子電量  (C)3.2×10
－13庫侖  (D)51個電子電量。 

(    )66. 相距2公分之A、B兩質點，其質量分別為MA及MB，MA＝4MB，且A所帶之電量亦為B之兩倍，

設作用於A及B之靜電力大小分別為FA及FB，則下列何者正確？ 

(A)FA＝FB  (B)FA＝2FB  (C)FB＝2FA  (D)FA＝4FB。 

(    )67. 以絕緣線分別懸掛A、B兩金屬球。已知A球帶有電荷，B球不帶電；兩球開始相距甚遠，今移

動懸線，使B球接近A球。在此過程中，下列有關兩球間電力作用的敘述，何者正確？ 

(A)B球接近A球時，在未接觸前，兩球間有電力作用；接觸後，互相排斥而分開  (B)B球接近

A球時，在未接觸前，兩球互相排斥；接觸後，互相吸引  (C)在未接觸前，兩球互相吸引；

接觸後亦相吸  (D)兩球始終互相排斥。 

(    )68. 帶電體之所以會吸引極輕的小紙屑是因為什麼？ 

(A)小紙屑原已帶有異性電  (B)小紙屑與帶電體間有萬有引力  (C)小紙屑先產生吸引作用，

而後產生靜電感應  (D)小紙屑先產生靜電感應，再產生吸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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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如圖為金屬球感應起電的實驗過程記錄，有關

感應起電的先後順序，下列何者正確？ 

(A)d→a→b→c→e  (B)c→a→b→e→d  

(C)e→a→c→b→d  (D)c→e→b→a→d。 

(    )70. 關於電流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電流由電池的負極經導線流向電池的正極  (B)電流的方向和電子流的方向相反  (C)1安

培的電流是指某一截面上每分鐘有60庫侖的電量通過  (D)電壓是驅使電荷流動的動力。 

(    )71. 下列都是有關於電池的敘述，何者正確？ 

(A)串聯的電池愈多時，電壓不變  (B)並聯的電池數增加時，電壓愈大  (C)串聯的電池愈多

時，總電壓變大  (D)同一個電燈，其兩端的電壓愈大時，經過的電流也不變。 

(    )72. 如右圖之電路中，若欲使電路中L1、L2兩燈泡同時發亮，則頇按下哪

些開關？ 

(A)K1、K2、K3  (B)K1、K3、K4  (C)K1、K2、K4  (D)K2、K3、K4。 

(    )73. 伏特計的使用方法，下列何者錯誤？ 

(A)應與電路並聯  (B)使用前應先歸零  (C)伏特計應接在電池的正極與燈泡之間，不可接在

燈泡與負極之間  (D)伏特計本身若有不同的測量範圍時，應由大而小漸漸改變測量的範圍，

以正確讀取電壓讀數。 

(    )74. 如圖的電路圖，每個燈泡及電池皆相同，若圖中ad間的電壓為4.5V，請

問下列何者正確？ 

(A)bc間的電壓為3V  (B)ef間的電壓為1.5V  (C)eg間的電壓為4.5V  

(D)bd間的電壓為1.5V。 

(    )75. 一個電子的電量為1.6×10
－19庫侖。若每分鐘有3×1020個電子通過電路之任一截面，則此電路

之電流為多少安培？ 

(A)0.6安培  (B)0.8安培  (C)1安培  (D)1.6安培。 

(    )76. 一電池和三個相同的燈泡與伏特計連接成一電路，如右圖，當接頭S接在甲點

時，伏特計讀數為1.5伏特，若接頭S移至乙點時，伏特計讀數為多少伏特？ 

(A)0.5伏特  (B)1.5伏特  (C)3伏特  (D)4.5伏特。 

(    )77.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電流的方向即電子流動的方向  (B)電子流是由電池的正極經導線往電池負極流動  (C)正

電荷在電池內，由正極被推送到負極  (D)以導線連接電池的正、負兩極時，電池驅使電荷流

動而成電流。 

(    )78. 使用同一組電池與燈泡，分別以不同的方式連結，且電池無內電阻，則下列哪一種電路的連結

方式，可以讓燈泡最暗？ 
 

(    )79. 下列有關靜電的敘述，何者不正確？ 

(A)甲、乙彼此摩擦所帶的電性一定相反，電量則不一定相等  (B)感應起電時，帶電體和被

感應的導體，彼此電性必相反  (C)接觸起電時，帶負電導體接觸不帶電導體，可使其帶負電  

(D)溼度越大的天氣，越不容易做靜電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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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0. 郁芳在實驗中使用伏特計測量某種電源之電壓，結果如圖，下列何者為該

電源的電壓？ 

(A)20伏特  (B)10伏特  (C)2伏特  (D)15伏特。 

(    )81. 下列何者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靜電現象？ 

(A)脫毛衣時，有霹哩啪啦的聲響  (B)手接觸車身有被觸電的感覺  (C)免洗筷的塑膠包裝會

粘住手指  (D)手部潮濕而觸電 

(    )82. 順亮做歐姆定律的實驗，結果如圖，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兩電阻大小為甲＞乙  (B)對同一電阻而言，電壓與電流成正比  (C)電壓

相同時，電阻愈大者電流愈小  (D)電流相同時，電阻愈大者電壓愈小。 

(    )83. 四支相同材質的實心銅棒，截面分別為正三角形及正方形，銅棒各邊的邊長

如右圖。已知正三角形的面積小於正方形的面積。若

分別將這四支遵守歐姆定律的銅棒前後兩端接上相同

的電壓，則下列各棒所測得的電流值何者正確？ 

(A)甲棒的電流最大，丁棒的電流最小  (B)丙棒的電流

最大，乙棒的電流最小  (C)丁棒的電流最大，甲棒的

電流最小  (D)乙棒的電流最大，丙棒的電流最小。 

(    )84. 明珠做電學實驗，將結果驗算後，確定甲、乙及丙三

條粗細相同的鎳鉻絲之電阻與其長度成正比。三天後

，明珠撰寫報告時，發現遺漏了X、Y兩個數據，如表

所示，則下列哪一組數據是X、Y最合理數值？ 

(A)X＝15m，Y＝0.4A  (B)X＝20cm，Y＝1.2A  (C)X＝30cm，Y＝0.6A  (D)X＝40cm，Y

＝0.8A。 

【題組】尚德想利用一只安培計及一只伏特計來測定一

未知電阻R的值，如圖，試回答83～85題： 

(    )85. 圖(一)的1、2、3、4各接點與圖(二)中的甲、乙

、丙、丁各點連接的順序為何？ 

(A)乙甲丁丙  (B)丙丁甲乙  (C)甲乙丙丁  (D)丁丙乙甲。 

(    )86. 圖(二)連接完成後，其電路符號簡圖為下列何者？ 
 

(    )87. 圖(二)連接完成後，所測量到電阻R的值，比實際電阻R的值？ 

(A)略大  (B)略小  (C)相等  (D)無法得知 

(    )88. 鈉原子的原子序為11，請問鈉離子(Na
＋

)所帶電量為何？ 

(A)1.76×10
－18庫侖  (B)1.6×10

－19庫侖  (C)96500庫侖  (D)11e。 

(    )89. 帶正電的物體接近不帶電的金屬球時，會發生靜電感應。下列何者為金屬球上感應電荷的合理

分布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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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關於電流，下列敘述何者為非？ 

(A)電流大小是指每秒通過導線某一截面的電量  (B)其單位為庫侖／秒  (C)

其方向由電位差大小決定  (D)負電荷流動的方向為電子流方向，和電流方向

一定相反。 

(    )91. 三個相同的燈泡連接如右圖，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燈泡全部並聯  (B)燈泡有串聯也有並聯  (C)總電流與流經各燈泡的電流

總和並不相等  (D)流經各燈泡的電流大小並不相同。 

(    )92. 通過下列哪一個燈泡的電流量最大？ 

(A)甲  (B)乙  (C)丁  (D)戊。 

(    )93. 如右圖，電路中的每個電池電壓皆為1.5伏特，若電池組的總電流為7

安培，流經甲燈泡的電流為3安培，流經乙燈泡的電流為2安培，則

流經丙燈泡的電流應為多少安培？ 

(A)7  (B)4  (C)3  (D)2。 

(    )94. 當電池並聯時，下列何者正確？ 

(A)其總電壓等於各個電池電壓的總和  (B)增加並聯的電池數，燈泡亮度會更亮  (C)一般手

電筒需使用3伏特的電壓，故可以將兩個1.5伏特的電池並聯使用  (D)電池並聯可以延長電池

的使用時間。 

(    )95. 小緯使用三個電阻R1、R2及R3做歐姆定律的實驗，所造成的電流與電壓的

關係圖如右圖，由圖可以判斷三個電阻的大小關係為何？ 

(A)R1＞R2＞R3  (B)R3＞R2＞R1 

  (C)R3＞R1＞R2  (D)R2＞R3＞R1。 

(    )96. 下列何種物質中不含自由電子？ 

(A)銅  (B)水銀  (C)塑膠尺  (D)石墨。 

(    )97. 電路中甲、乙、丙和丁四個燈泡完全相同，流經其上的電流分別為

I甲、I乙、I丙和I丁，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I乙＝I丁  (B)I丙＝I丁  (C)I甲＝I乙＋I丙  (D)I甲＝I乙＋I丁。 

(    )98.  下列哪一項是對電阻的最佳描述？ 

(A)電阻就是電路中阻力的大小  (B)電阻就是電路中導體兩端電壓與電流的比值  (C)電阻就

是電路中燈泡明暗程度的表現  (D)電阻就是電路中燈泡冷熱程度的表現。 

(    )99. 將甲、乙、丙三個燈泡連接成下列四個電路，若取下甲燈泡後，哪一個電路只剩下丙燈泡會

發光？  
 

(    )100. 地震後停電，小宇利用兩個1.5V的乾電池及標示需3V的小燈泡自製簡易手

電筒，下列的電路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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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1. 毛皮摩擦塑膠尺的過程，何者錯誤？ 

(A)摩擦的功用是為了使電子脫離  (B)毛皮失去電子而塑膠尺獲得電子  (C)摩擦過後的塑膠

尺可吸引帶負帶的物體  (D)無論毛皮或塑膠棒互相摩擦後，皆可吸引小紙片 

(    )102. 如右圖，A、B二金屬球彼此互相接觸放在絕緣架上，今將絲綢摩擦過的玻璃

棒靠近A球後，再將B球與A球分離，而再移去玻璃棒，此時 

(A)A帶正電，B帶負電  (B)B帶正電，A帶負電  (C)二者均帶負電  (D)二者

均帶正電。 

(    )103. 下圖為一帶電體使金屬球感

應起電的五個步驟，下列順

序何者正確？ 

(A)戊、丙、丁、乙、甲  (B)

甲、乙、丁、丙、戊  (C)戊、丁、丙、乙、甲  (D)甲、丁、丙、乙、戊。 

(    )104. 將帶電的塑膠尺靠近不帶電的金屬時，會使得金屬內的正、負電荷分離，主要原因為： 

(A)靜電會移動  (B)導體內的電子可自由移動  (C)絕緣體內的電子不能自由移動  (D)電子可

從一物體移轉到另一個物體上 

(    )105. 下列的帶電量何者不可能存在於自然界中？ 

(A)－3.2×10
－12庫侖  (B)＋4.8×10

－18庫侖  (C)－6.4×10
－20庫侖  (D)＋9.6×10

－12庫侖 

(    )106. 右圖為三個電阻器的電壓(V)與電流(I)關係，R1電阻是由兩個R2電阻串聯而

成，R3電阻則是兩個R2電阻並聯而成。假設R4電阻是由R1和R3串聯而成，

則代表R4的直線會落在圖中的哪一區？ 

(A)甲區  (B)乙區  (C)丙區  (D)丁區。 

(    )107. 阿甫將3個1.2伏特的電池並聯使用，則電池的總電壓為多少？ 

(A)1.2V  (B)3.6V  (C)4.5V  (D)4.8V。 

(    )108. 下圖(一)、圖(二)為甲導體、乙導體的電

流I－電壓V的關係圖。若將甲、乙接成圖

(三)時，安培計的讀數恰為0.3A，則電池

電壓為多少伏特？ 

(A)3  (B)4  (C)6  (D)7。 

(    )109. 承上題，何者符合歐姆定律？ 

(A)僅甲符合  (B)僅乙符合  (C)甲、乙皆符合  (D)甲、乙皆不符合 

(    )110. 小文在實驗中使用伏特計測量某種電源之電壓，結果如右圖，下列何者

為該電源的電壓？ 

(A)2伏特  (B)10伏特  (C)20伏特  (D)30伏特 

(    )111. 將未知電阻RA及RB並聯後接於電池上。今欲藉由一個伏特計 及一個安培計 測

量值的比值，得到RB電阻的大小；則下列何者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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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 將電阻比為1：2：3之三根電阻線串聯後，接於電池兩極時，流經每根電阻線電流比為何？(A)1

：2：3  (B)3：2：1  (C)6：3：2  (D)1：1：1。 

(    )113. 如右圖的電路中，如流過3歐姆的電流為2安培，2歐姆的電流為3安培，則A

、B兩端間的總電位為： 

(A)12伏特  (B)6伏特  (C)3伏特  (D)1伏特。 

(    )114. 在截面積為0.08平方公分的導線上，長度2公分，若每分鐘有3.0×1020個電子通過，則流經該

導線的電流大小為多少安培？(1個電子的電量約為1.6×10
－19C) 

(A)0.4安培  (B)0.8安培  (C)2.4安培  (D)3.0安培。 

(    )115. 如右圖，乾電池提供9伏特的電壓，跨接5歐姆之電阻，則電路之電流為多

少？ 

(A)0.56安培  (B)1.8安培  (C)14安培  (D)45安培。 

(    )116. 如右圖，電路中之安培計應為 

(A)0.75安培  (B)1.5安培  (C)8安培  (D)12安培。 

(    )117. 若兩帶電體之電量分別為＋8C及－4C，兩帶電體互相接觸後分開的距離

，變為原來的一半，此時兩帶電體的所受靜電力大小為原來的 

(A)32倍  (B)2倍  (C)1／2倍  (D)1／8倍。 

(    )118. 右圖為家中電器使用時連接的情形，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這種接法稱為串聯  (B)如果電視損壞，吹風機仍可用  (C)各電

器的電壓相同  (D)總電流I＝I1＋I2＋I3。 

(    )119. 以絕緣體分別懸掛甲、乙兩金屬球。已知甲球帶有電荷，乙球不

帶電；兩球開始相距甚遠，今移動懸線，使乙球接近甲球。在此過程中，下列有關兩球間靜

電力作用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兩球始終互相排斥  (B)接觸後兩球互相吸引  (C)當甲球接近乙球，但未接觸前，兩球間

無靜電力作用  (D)當甲球接近乙球，但未接觸，兩球互相吸引。 

(    )120. 右圖，A(電阻1歐姆)、B(電阻2歐姆)兩個不同燈泡，電池電壓為4伏特，則

每秒鐘經A燈泡的電量為Q1庫侖，每秒鐘經B燈泡的電量為為Q2庫侖，試求

Q1＋Q2＝？ 

(A)3  (B)4  (C)5  (D)6。 

(    )121. 導體的電阻4歐姆，在1分鐘內通過導體橫截面的電量是240庫倫，這導體兩端電壓是多少？ 

(A)4V  (B)16V  (C)60V  (D)960V。 

(    )122. 假設右圖電路中的每個燈泡規格都相同，若導線的電阻皆忽略不計，則下

列燈泡會發亮者為？ 

(A)甲乙丙  (B)乙丙丁  (C)乙丁  (D)甲丙。 

(    )123. 若金屬導線的溫度維持在某一固定溫度，則此金屬導線之電阻大小和下列何者無關？ 

(A)導線的材質  (B)導線的截面積  (C)導線的長短  (D)導線所接的電壓 

(    )124. 兩個1.5伏特的乾電池串聯後，連接一電阻線成右圖的電路。若通過電阻

線的電流為20毫安培，則電阻線的電阻大小為： 

(A)0.075歐姆  (B)1.5歐姆  (C)7.5歐姆  (D)75歐姆 

(    )125. 假設電阻A＞B＞C，如果將A、B、C三電阻串聯，並通入電流，則流經三電阻的電流大小關

係為何？ 

(A)A最大  (B)B最大  (C)C最大  (D)經三電阻的電流均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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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 如右圖之電路圖，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兩電阻線為並聯連接  (B)通過3Ω電阻線的電壓為3伏特  (C)通過2Ω

電阻線的電流為1安培  (D)電池提供的總電流為2.5安培。 

(    )127. 經絲綢摩擦過的玻璃棒接近一金屬球，再以導線連接金屬球與地面，則： 

(A)電子由地面經導線流向金屬球  (B)質子由地面經導線流向金屬球  (C)電子由金屬球經導

線流向地面  (D)質子由金屬球經導線流向地面。 

(    )128. 大炳測量電阻器兩端的電壓與通過電流的關係結果如右圖，則電阻器的電

阻為多少歐姆？ 

(A)0.05  (B)0.15  (C)15  (D)50。 

(    )129. 假設電阻A＞B＞C，如果將A、B、C三電阻並聯，並通入電流，則流經三電阻的電壓大小關

係為何？ 

(A)A最大  (B)B最大  (C)C最大  (D)經三電阻的電壓均相同。 

(    )130. 由鎳鉻絲所製成的粗細、長短不一的電阻線甲、乙、丙，如右圖，則三個電

阻的大小順序為何？ 

(A)甲＞乙＞丙  (B)甲＜乙＜丙  (C)甲＝乙＜丙  (D)甲＝乙＞丙。 

(    )131. 甲的帶電量為10庫侖，乙的帶電量為5庫侖，則甲作用於乙的靜電力與乙作用於甲的靜電力，

二者的比為多少？ 

(A)2：1  (B)1：1  (C)4：1  (D)1：2。 

(    )132. 如右圖(A)在a、b之間接上一燈泡後，即如圖(B)，則燈泡

的電阻為： 

(A)20Ω  (B)44Ω  (C)60Ω  (D)120Ω。 

(    )133. 關於電流的敘述，下列何者正確？ 

(A)電流在導線上流動有如水流，各分支電流的和等於總電流  (B)電子的流動方向定為電流的

方向  (C)1安培的電流是指某一截面上每分鐘有1庫侖的電量通過  (D)測量電流的大小時，安

培計是與線路並聯使用。 

(    )134. 下列何者不可作為電流的單位？ 

(A)庫侖／秒  (B)伏特／歐姆  (C)安培  (D)伏特‧歐姆。 

(    )135. 金屬線愈長，此金屬線的電阻如何？ 

(A)愈小  (B)愈大  (C)不變  (D)無法預測。 

(    )136. 小英做歐姆定律實驗，發現甲、乙兩條同材質、同長度，不同截面積的

金屬線，其電壓及電流的關係如圖，試問哪一條金屬線較細？ 

(A)甲金屬線  (B)乙金屬線  (C)無法判別  (D)一樣大。 

(    )137. 測量電壓大小時，伏特計與待測電器的連接方式為何？ 

(A)串聯  (B)並聯  (C)並聯或串聯皆可  (D)不連接即可感應測量。 

(    )138. 下列各圖中，電池與燈泡均相同，何種連接方法可使燈泡發亮但亮度最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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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9. 下列辨別兩個不同燈泡電阻大小關係的敘述，何者正確？ 

(A)分別連接相同電壓時，燈泡愈亮，電阻愈大  (B)兩燈泡串聯時，燈泡亮度愈亮，電阻愈大  

(C)兩燈泡並聯時，燈泡亮度愈亮，電阻愈大  (D)分別通入相同電流時，燈泡

愈亮，電阻愈小。 

(    )140. 如圖電路，電源電壓為16V，安培計的讀數為40mA，則電阻器的電阻為 

(A)400歐姆  (B)40歐姆  (C)4歐姆  (D)0.4歐姆。 

(    )141. 一個電子的電量為1.6×10
－19庫侖，若每分鐘有6×1021個電子通過電路的任一截面，則此電路

之電流為多少安培？ 

(A)6  (B)1.6  (C)60  (D)16。 

(    )142. 阿裕使用的三個電阻R1、R2及R3做歐姆定律的實驗，所造成的電流與電壓的

關係如右圖，判斷三個電阻的大小關係為 

(A)R1＞R2＞R3  (B)R3＞R2＞R1  (C)R3＞R1＞R2  (D)R2＞R3＞R1。 

(    )143.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電路中只要接上電池，無論如何連接，燈泡必可發亮  (B)連接電路的導線中有很多自由電

子  (C)電路中的電子，會隨著導線加粗而變少  (D)一般使用的乾電池電壓為3V。 

(    )144. 在右圖的電路中，若測得安培計A1的電流為30毫安培，則10歐姆的電

阻兩端的電位為多少伏特？ 

(A)300  (B)600  (C)0.3  (D)0.6。 

(    )145. 兩帶電體之間的靜電力大小會受哪些因素影響？ 

(甲)兩帶電體之間的距離；(乙)兩帶電體所帶電荷的種類；(丙)兩帶電體的帶電量；(丁)兩帶電

體的質量。 

(A)乙、丙  (B)甲、乙  (C)甲、丙  (D)甲、乙、丁。 

(    )146. 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以導線連接電源的正、負兩極時，電池驅使電荷流動而成電流  (B)電流的方向即電子流動

的方向  (C)電子流是由電池正極經導線往電池負極流動  (D)正電荷在電池內，由正極被推送

至負極。 

(    )147. 下列何種現象不屬於靜電現象？ 

(A)冰塊黏在微溼的毛巾上  (B)撕開免洗筷塑膠包裝時，塑膠套會吸附在手上  (C)摩擦過的塑

膠氣球能吸引頭髮  (D)冬天脫毛衣時會發出霹啪的聲響。 

(    )148. 保麗龍球極易因摩擦起電而帶靜電，下圖是四個以絕緣

細線懸吊的保麗龍球在靜電作用下的排列情形。若被絲絹

摩擦過的玻璃棒會排斥 A球，關於 A、B、C、D的電性

與作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B球必帶負電  (B)C球必帶負電  (C)D球必帶正電  

(D)A、D兩球會互相吸引。 

(    )149. 下圖為感應起電的步驟示意圖，起電順序何者正確？ 

 

(A)乙丁甲戊丙  (B)乙丙戊丁甲  (C)乙戊丁甲丙  (D)乙戊甲丁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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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 電中性物體經摩擦而帶正電時，有關此物體帶正電的成因，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質子數增加  (B)質子數減少   (C)電子數增加  (D)電子數減少 

(    )151. 右圖是自製驗電器，阿凡達用毛皮摩擦過的塑膠尺接觸驗電器上端的迴紋針

後，移走塑膠尺。再以絲絹摩擦過的玻璃棒靠近驗電器，接觸之後移開。由玻

璃棒靠近驗電器到移開的過程，驗電器下方金箔角度變化，下列何者正確？ 

(A)金箔張開角度變小  (B)金箔張開角度變更大   (C)金箔張開角度先變小

至閉合，然後再張開  (D)金箔張開角度不變。 

(    )152. 兩完全相同的金屬小球，分別帶＋2Q及－4Q的電量，若不考慮萬有引力，當兩球相距R

時，彼此間吸引力為 F，今將兩球接觸後，再分開 2R的距離，則兩球間作用力變為多少？ 

(A)
8

F
  (B)

16

F
   (C)

32

F
D)

64

F
 

(    )153. 關於避開雷擊的作法，下列何者最不恰當？ 

(A)在家打掃的小英盡量不要靠近窗戶  (B)在外面跑步的小馬哥趕快躲到高高的大樹下  (C)

在游泳池游泳的阿揮伯馬上離開水中  (D)在戶外散步的連爺爺以穿雨衣代替撐傘，並將手

錶與行動電話取下。 

(    )154. 下列哪一物質中不含自由電子？ 

(A)銀  (B)水銀  (C)鑽石  (D)石墨。 

(    )155. 當帶負電物體靠近金屬板時，則金屬板將會變成下列哪一個圖形？ 

 

(    )156. 甲、乙、丙、丁四個帶電的小油滴，分別測量油滴上所帶的電量，測量結果下列何者是不

合理？ 

(A)甲是6.45×10
20
個基本電荷  (B)乙是－4.0×10

－19
庫侖  (C)丙是3.2×10

3
個SO4

2－
  (D)

丁是＋1.6×10
－18

庫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