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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考證號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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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
1. (1)

將一 1200/120V，10kVA 之單相變壓器接成 1200/1080V 降壓自 耦變壓 器使用 時，則 自耦變壓 器
的容量為多少 kVA？①90②110③120④10。

2. (4)

下列何者非節省能源的做法？①影印 機當 1 5 分鐘 無人使 用時， 自動進 入省電 模式② 汽車不行 駛
短程，較短程旅運應儘量搭乘公車、 騎單車 或步 行③電 視機勿 背著窗 戶或面 對窗戶 ，並避免 太
陽直射④電冰箱溫度長時間調在強冷 或急冷 。

3. (2)

以方向性接地電驛(SG Relay) 做接地保護時，其配合使用之檢出 裝置簡 稱為① P T 及 CT ②GP T
及 ZCT③CT 及 GP T④ P T 及 ZC T。

4. (2)

高效率燈具如果要降低眩光的不舒服 ，下列 何者 與降低 刺眼眩 光影響 無關？①燈具 的遮光板 ②
光源的色溫③光源下方加裝擴散板或 擴散膜 ④採 用間接 照明。

5. (4)

變壓器額定容量為 1000kVA，標么阻抗為 5％ ，系統 短路容 量不計 時，則 變壓器 二次側 短路容
量為多少 MVA？①10②50③1④20。

6. (1)

500W 電熱器之鎳線燒斷後，切去全長 之 20％後 ，繼續 使用， 此時之 消耗電 功率為 多少 W？①6
25②475③655④555 。

7. (3)

100kVA、11.4kV 之三相變壓器其百分阻抗為 3％，今 將此變 壓器 採用基 準值 為 200kVA、10k
V，則變壓器之標么阻抗約為多少％ ？①6.8②5.8③7.8④8.8 。

8. (2)

11.4KV 三相四線式多重接地系統供電地區 高壓 電容器 之外殼 應採用 下列何 種接地 ？①第一 種②
特種③第二種④第三種。

9. (4)

三相六極感應電動機，電源電壓為 220V ，頻率 為 50Hz，若 在額 定負載 下，轉 差率 為 5%，則電
動機滿載時轉速為多少 rpm？①1050②1200③1000④950 。

10. (1)

因故意或過失而不法侵害他人之營業 秘密者 ，負 損害賠 償責任 該損害 賠償之 請求權 ，自請求 權
人知有行為及賠償義務人時起，幾年 間不行 使就 會消滅 ？①2 年 ②10 年③ 5 年④ 7 年。

11. (4)

貫穿型比流器其電流比為 200/5 A，額定基本貫穿匝數為 1 匝，若與滿 刻度 為 50A，表 頭滿刻度
電流為 5A 之電流表連接使用時，該 比流 器一次 側應貫 穿幾匝 ？①1②2③3 ④4。

12. (4)

自動電壓調整器在電力系統中，可自 動調整 以維 持線路 系統之 何者為 定值？①相位 ②電功率 ③
電流④電壓。

13. (4)

高壓變壓器之容量在 50 千伏安以下 者，變 電室通 風口之 總面積 應不低 於多少 平方公 分？①1000
②829③900④929 。

14. (3)

依據我國現行國家標準規定，冷氣機 的冷氣 能力 標示應 以何種 單位表 示？① BTU /h②R T③kW ④
kcal/h 。

15. (1)

高壓電纜被覆遮蔽銅帶之目的為何？ ①保持 絕緣 體外緣 之零電 位②保 護電纜 不為外 物所傷③ 加
強電纜扯斷強度④增加耐受壓力。

16. (1)

瞬時過電流保護電驛做為馬達短路或 過電流 保護 時，其 電流標 置設定 須如何 選定？①大於最 大
啟動電流，但小於短路故障電流②大 於最大 啟動 電流③ 小於短 路故障 電流④ 小於最 大啟動電
流。

17. (1)

台灣西部海岸曾發生的綠牡蠣事件是 與下列 何種 物質污 染水體 有關？ ①銅② 磷③汞 ④鎘。

18. (3)

使用兩只單相瓦特計量測三相電功率 ，若 W 1 ＝W 2 ， 且均為 正值， 則此三 相負載 之功率 因數為①
0.7②0.866③1④0.5 。

19. (2)

工業用紅外線燈電熱裝置，如對地電 壓超 過 150 伏， 且在多 少伏以 下時， 其燈 具應不 附裝以手
操作之開關？①250②300③400④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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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3)

職業安全衛生法所稱有母性健康危害 之虞之 工作 ，係指 對於具 生育能 力之女 性勞工 從事工作 ，
可能會導致的一些影響。下列何者除 外？① 胚胎 發育② 妊娠期 間之母 體健康 ③經期 紊亂④哺 乳
期間之幼兒健康。

21. (1)

在邏輯電路中，具有儲存與記憶功能 的邏輯 元件 為① Fl ip-F lop② EXOR ③NOR ④NAND 。

22. (1)

流行病學實證研究顯示，輪班、夜間 及長時 間工 作與心 肌梗塞 、高血 壓、睡 眠障礙 、憂鬱等 的
罹病風險之關係一般為何？①呈正相 關②部 分為 正相關 ，部分 為負相 關③無 相關性 ④呈負相
關。

23. (2)

75kVA 變壓器之第二種接地，其接地導線 應使用 多少平 方公厘 以上之 絕緣 導線？①5.5②22③14
④8。

24. (2)

彥江是職場上的新鮮人，剛進公司不 久，他 應該 具備怎 樣的態 度①只 要做好 人脈關 係，這樣 以
後就好辦事②努力做好自己職掌的業 務，樂 於工 作，與 同事之 間有良 好的互 動，相 互協助③ 上
班、下班，管好自己便可④仔細觀察 公司生 態， 加入某 些小團 體，以 做為後 盾。

25. (1)

作業場所高頻率噪音較易導致下列何 種症狀 ？① 聽力損 失②失 眠③肺 部疾病 ④腕道 症候群。

26. (4)

非凸極式同步發電機輸出最大功率時 的轉矩 角 δ 為 ①60°②30°③45°④90° 。

27. (2)

下列使用重製行為，何者已超出「合 理使用 」範 圍？① 以分享 網址的 方式轉 貼資訊 分享 於 BB S
②將講師的授課內容錄音分贈友人③ 將著作 權人 之作品 及資訊 ，下載 供自己 使用④ 直接轉貼 高
普考考古題在 FACEBOOK。

28. (4)

電力電容器之配線，其安培容量應不 低於電 容器 額定電 流之多 少倍？ ①1.25②1.5③2④1.35 。

29. (1)

以下何者不是發生電氣火災的主要原 因？① 電纜 線置於 地上② 電器接 點短路 ③漏電 ④電氣火
花。

30. (1)

高壓用隔離開關主要目的係作①停電 修理用 ②切 斷負載 電流用 ③切斷 過載電 流用④ 切斷故障 電
流用。

31. (1)

有關專利權的敘述，何者正確？①專 利有規 定保 護年限 ，當某 商品、 技術的 專利保 護年限屆
滿，任何人皆可運用該項專利②我發 明了某 項商 品，卻 被他人 率先申 請專利 權，我 仍可主張 擁
有這項商品的專利權③專利權可涵蓋 、保護 抽象 的概念 性商品 ④專利 權為世 界所共 有，在本 國
申請專利之商品進軍國外，不需向他 國申請 專利 權。

32. (1)

一工廠動力最大負載為 120kW，照明最大 需量 為 50kW， 二者功 率因數 均為 0.8， 若需量因 數均
為 50％時，此工廠的設備容量應為多 少 kVA？ ①425②170③200④400 。

33. (4)

衝擊高電壓產生器之基本原理為①串 聯充電 並聯 放電② 並聯充 電並聯 放電③ 串聯充 電串聯放 電
④並聯充電串聯放電。

34. (4)

高壓電纜端子頭之錐形處理或使用預 鑄型電 纜端 子頭處 理之主 要作用 在①防 止電壓 波動②防 止
電流波動③防止產生異常電壓④緩和 電場強 度。

35. (2)

差動電驛之接線試驗，三相之一次側 相角須 相差 多少度 ？①90②120③60④180 。

36. (2)

供應自動點銲機之電阻電焊機分路導 線，其 安培 容量不 得低於 電銲機 一次額 定電流 之百分之 多
少？①40②70③30④50。

37. (1)

電度表配合比壓器(PT)及比 流器( CT )使用 時，已 知 P T 的電 壓比 為 3300/110V，C T 之 電流比 為 1
00/5A，則該電度表實際量測值應乘以多 少倍？ ①600②20③300④30。

38. (2)

實施「垃圾費隨袋徵收」政策的好處 為何： A.減少 家戶垃 圾費 用支 出 B.全 民主動 參與資 源回收
C.有效垃圾減量？①BC②ABC ③AC④ AB。

39. (2)

陳先生到機車行換機油時，發現機車 行老闆 將廢 機油直 接倒入 路旁的 排水溝 ，請問 這樣的行 為
是違反了①飲用水管理條例②廢棄物 清理法 ③道 路交通 管理處 罰條例 ④職業 安全衛 生法。

40. (4)

依電器承裝業管理規則規定，承裝業 申請停 業， 期限不 得超過 幾年？ ①二② 四③三 ④一。

41. (4)

正常情況下，架空線路之支持物與消 防栓之 間隔 不得小 於多少 公尺？ ①1.0②0.8③1.5④1.2 。

42. (3)

工業用紅外線燈電熱裝置，其分路最 大使用 電流 應在多 少安以 下？①40②30③50④60。

43. (1)

3ψ69/11.4kV 特高壓變壓器，二次側採直接接 地供電 系統， 其避雷 器額定 電壓值 應選用 多少 k
V？①9②12③6④15。

44. (1)

汽電共生用戶系統之保護設備如有低 頻電驛 ，其 跳脫設 定值不 得高於 多少 Hz ？①58②57③60④
59。
110 室內配線─屋內線 路裝 修 甲 4-2(序 001)

45. (3)

汽電共生用戶系統與台電系統並聯時 ，發電 機組 設備總 容量未 達多 少 kW 者，得 接於 11.4kV 系
統？①20000②5000③10000④15000 。

46. (3)

兩具電力電容器之額定分別為 1ψ 220V 5kVAR，與 1ψ 440V 5kVAR，如將其並聯接線時，則
最大可用之 kVAR 值為多少？①10②7.5③6.25④6。

47. (4)

第一種接地之接地導線應使用多少平 方公厘 以上 之絕緣 導線？ ①2.0②8.0③3.5④5.5 。

48. (1)

裝腳礙子，適用於多少 kV 以上之線 路？ ①11②161③69④33 。

49. (1)

對於同步機轉子的敘述，下列何者正 確？① 凸極 型轉子 磁極阻 力較大 ，不適 於高速 旋轉②凸 極
型轉子其轉子轉軸較長，適於高速旋 轉③非 凸極 型轉子 其轉子 轉軸較 短，適 於高速 旋轉④凸 極
型轉子磁極阻力較小，不適於高速旋 轉。

50. (1)

電力電容器如使用電壓減半時，其電 力損失 變為 原來的 多少倍 ？① ②4③2 ④

。

51. (4)

某公司希望能進行節能減碳，為地球 盡點心 力， 以下何 種作為 並不恰 當？① 將採購 規定列入 以
下文字：「汰換設備時首先考慮能源 效率 1 級或 具有節 能標章 之產品 」②盤 查所有 能源 使用設
備③實行能源管理④為考慮經營成本 ，汰換 設備 時採買 最便宜 的機種 。

52. (1)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為①電燈總配 電盤② 電力 總配電 盤③電 力分電 盤④電 燈分電 盤。

53. (1)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54. (4)

避雷器截止放電時之電壓，稱為避雷 器之臨 界截 止電壓 ，其值 通常為 線路正 常電壓 之多少倍 ？

為①比壓器② 比流器 ③自 藕變壓 器④接 地比壓 器。

①2②2.5③1④1.4。
55. (3)

某房間面積 40 平方公尺，該房間照 明率 為 0.5，維護 係數 為 0.8，採 最初流 明數 為 2500 流明單
管日光燈 4 支照明，則其可能之照 度為多 少勒克 斯( Lx)？①300②200③100④400 。

56. (2)

三相 11.4kV 電源，在改善功率因數之前電 流 為 100A，功率 因數 為 0.8 滯後 ，當改 善功 率因數至
1.0，其改善後電流為多少 A？①100②80③70④90。

57. (2)

若光源體積甚小，則在其照度下，各 部分的 照度 是與被 照面與 光源間 距離的 ？①多 少均不變 ②
平方成反比③立方成正比④平方成正 比。

58. (2)

高壓電路以斷路器作為過電流保護時 ，其標 置之 最大始 動電流 值不得 超過所 保護電 路導線載 流
量之多少倍？①4②6③5④3。

59. (1)

3ψ4W6.6/11.4kV 中性點直接接地系統之避雷器 額定電 壓應採 用多 少 kV？ ①9②3③15④4.5。

60. (4)

台灣地區地形陡峭雨旱季分明，水資 源開發 不易 常有缺 水現象 ，目前 推動生 活污水 經處理再 生
利用，可填補部分水資源，主要可供 哪些用 途：A. 工業用 水、 B.景觀 澆灌、 C.飲 用水、D.消 防用
水？①ACD②BCD③ABCD④AB D。

複選題：
61. (13)

承裝業有下列那些情事者，地方主管 機關廢 止其 登記？ ①以登 記執照 借與他 人使用 ②五年內 受
主管機關通知限期改善三次③有竊電 行為或 與他 人共同 竊電， 經法院 判決有 罪確定 ④未經核 准
擅自施工因而有發生危險之虞。

62. (123) 下列哪些是無線網路優於有線網路之 處？① 具有 動態拓 樸②沒 有複雜 的線路 ③處理 行動式裝 置
的能力較佳④可靠度較佳。
63. (124) 下列哪些設備可使用避雷器防止雷擊 造成傷 害？ ①交流 迴轉機 ②變壓 器③建 築物④ 架空電線 。
64. (12)

下列哪些是理想變壓器應具備的條件 ？①繞 組無 漏磁② 繞組無 電阻③ 繞組有 電阻④ 繞組有漏
磁。

65. (34)

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有關高壓 用戶之 低壓 電動機 ，三相 電動機 起動電 流之限 制，下列 敘
述哪些正確？①以 11 千伏級供電， 低壓電 動機每 台容量 不超 過 400 馬力 者，不 加限制 ②每台容
量不超過 300 馬力者，不加限制③以 22 千伏級 供電， 低壓電 動機每 台容 量超 過 200 馬力者， 應
不超過該電動機額定電流之 3.5 倍④ 每台容 量不超 過 200 馬 力者， 不加限 制。

66. (34)

有關低壓配線之導線選用，下列敘述 哪些符 合規 定？① 電燈及 電熱工 程，選 擇分路 導線線徑 之
大小，僅須考慮該線之安培容量是否 足以擔 負負 載電流 ②電動 機分路 導線線 徑之大 小，僅須 考
慮該線能承受電動機之額定電流③電 纜額定 電壓 之選擇 應考慮 三相電 力之線 間電壓 ④應選 用 600
伏之絕緣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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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23)

有關比流器貫穿匝數計算，下列敘述 哪些正 確？ ①比流 器為 100/5， 基本 貫穿匝 數 1 匝 ，若電流
表為 50 安培，其比流器貫穿匝數應 為 1 匝 ②比流 器為 75 /5，基 本貫穿 匝數 2 匝，若 電流表 為 50
安培，其比流器貫穿匝數應為 3 匝 ③比流 器為 100/5 ，基本 貫穿匝 數 1 匝，若 電流表 為 50 安
培，其比流器貫穿匝數應為 2 匝④ 比流器 為 75/5， 基本貫 穿匝 數 2 匝 ，若電 流表 為 50 安培， 其
比流器貫穿匝數應為 2 匝。

68. (134) 下列哪些是屋內配線設計圖之配線類 設計圖 符號 ？①

②

③

④

。

69. (124) 下列有關 Ethernet 的敘述哪些 為正確 ？①10Base2 的傳輸媒介為 RG-58 同軸纜線②10BaseF 的
傳輸媒介為光纖③10BaseT 的實體拓樸為匯流排架構④10Base5 的最大距離為 2500 公尺。
70. (234) 感應電動機轉子轉速與下列哪些有關 ？①定 子電 阻②極 數③轉 差④頻 率。
71. (14)

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中，有關供應 電燈、 電力 、電熱 或該等 混合負 載之低 壓幹線 及其分路 電
壓降之規定，下列敘述哪些正確？① 其電壓 降均 不得超 過標稱 電壓 3％ ②其電 壓降均 不得超 過標
稱電壓 5％③兩者合計不得超過 7％ ④兩者 合計不 得超 過 5％。

72. (1234) 有關配電系統保護設備之敘述，下列 敘述哪 些正 確？① 一般低 壓斷路 器通常 由熱動 元件及電 磁
元件組合而成，可作過載及短路保護 ②積熱 型熔 斷器及 積熱電 驛不得 作為導 線之短 路保護③ 斷
路器之瞬間額定不得小於裝置點最大 對稱故 障電 流④電 子式過 電流電 驛在更 換電驛 標置時， 可
直接切換至新標置即可。
73. (34)

台灣地區 22.8kV 之一般高壓用戶，以斷路 器保 護時， 總開關 除裝置 低電壓 電驛(27) 、過壓電 驛
(59)外，通常再配合下列哪些電驛保 護？① 測距電 驛(21)② 頻率電 驛(81)③ 過流電 驛附 瞬時過流
元件(51/50)④接地過流電驛(51N)。

74. (14)

三相 Y 接平衡發電機接於三相平 衡負載 時，就 發電機 輸出而 言，下 列敘述 哪些正 確？①線電壓
為相電壓的

75. (12)

倍②線電壓等於相電壓③ 線電流 為相 電流的

倍④線 電流等 於相電 流。

有關變壓器試驗，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變 壓器 短路試 驗之目 的是測 量銅損 ②變壓 器開路試 驗
之目的是測量鐵損③變壓器短路試驗 之目的 是測 量鐵損 ④變壓 器開路 試驗之 目的是 測量銅損 。

76. (24)

下列哪些接地如設於易受機械外傷之 處，應 做適 當保護 ？①第 二種接 地②第 一種接 地③特種 接
地④第三種接地。

77. (1234) 有關輸電線路，下列敘述哪些正確？ ①為減 低電 暈，輸 電線路 可採複 導體架 設②輸 電線路之 上
方，架設有架空地線，以防護雷擊③ 電暈可 迅速 衰減線 路遭受 雷擊所 引起之 高電壓 進行波 (Trave
ling Wave)④提高電線架設高度，可減少 輸電線 路對大 地之電 容。
78. (124) 下列哪些設備必須由指定之試驗單位 ，依有 關標 準試驗 合格， 並附有 試驗報 告始得 裝用？① 避
雷器②高壓配電盤③無熔線斷路器④ 高壓斷 路器 。
79. (24)

為了增強可程式控制器(PLC )抗干 擾能力 ，提高 其可靠 性， PL C 在 輸入端 電路都 採用 下列哪些 技
術？①正反器②光電隔離③運算放大 電路④ R- C 濾 波。

80. (13)

每組高壓變壓器除符合規定，該組變 壓器之 一次 側得免 再裝個 別之過 電流保 護器外 ，應於一 次
側個別裝設過電流保護，其一次側個 別裝設 過電 流保護 ，下列 哪些符 合規定 ？①如 使用斷路 器
時，其始動標置值應不超過該變壓器 一次額 定電 流之 3 倍②如 使用斷 路器時 ，其始 動標 置值應
不超過該變壓器一次額定電流之 2.5 倍③如 使用熔 絲時， 其連續 電流額 定應不 超過該 變壓器一 次
額定電流之 2.5 倍為原則④如使用熔 絲時， 其連續 電流額 定應不 超過該 變壓器 一次額 定電流 之 3
倍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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