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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選題：
1. (1)

低壓架空接戶線與鄰近樹木及其他線 路之電 桿間 ，其水 平及垂 直間隔 應維持 多少毫 米以上？①2
00②300③400④100 。

2. (1)

內線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共用一接地 線或同 一接 地電極 ，稱為 ①設備 與系統 共用接 地②內線 系
統接地③低壓電源系統接地④設備接 地。

3. (4)

一台 3ψ、220V、15HP、60Hz 感應電動機，若 滿載線 電流 為 40A，以 Y- Δ 降壓 起動， 並於線
電流線路上裝置一積熱電驛(TH -RY) ，若安 全係數 為 1.15，積 熱電 驛(T H-RY )跳 脫值應 設於多少
A？①40②50③60④46。

4. (4)

貫穿型比流器規格為 150/5，基本貫穿匝 數 1 匝，若 與刻度 為 50A， 表頭滿 刻度電 流為 5 A 之電
流表連接使用時，該比流器一次側應 貫穿幾 匝？ ①2②4③10④3。

5. (3)

惠斯登電橋中之檢流計(G)其功用 是①遙 測電流 ②記錄 電流③ 檢查電 流④積 算電 流。

6. (3)

身為專業技術工作人士，應以何種認 知及態 度服 務客戶 ？①遇 到維修 問題， 儘量拖 過保固期 ②
隨著個人心情來提供服務的內容及品 質③主 動告 知可能 碰到問 題及預 防方法 ④若客 戶不瞭解 ，
就儘量減少成本支出，抬高報價。

7. (1)

變壓器的激磁電流中，含諧波振幅最 大者為 ①三 次諧波 ②四次 諧波③ 二次諧 波④五 次諧波。

8. (3)

下列何者不是溫室效應所產生的現象 ？①北 極熊 棲地減 少②造 成全球 氣候變 遷，導 致不正常 暴
雨、乾旱現象③造成臭氧層產生破洞 ④氣溫 升高 而使海 平面上 升。

9. (3)

預防職業病最根本的措施為何？①實 施定期 健康 檢查② 實施僱 用前體 格檢查 ③實施 作業環境 改
善④實施特殊健康檢查。

10. (2)

連續性負載之繞線轉子型電動機自轉 子至二 次操 作器間 之二次 線，其 載流量 應不低 於二次全 載
電流之多少倍？①2.5②1.25③1.5④1.35 。

11. (1)

下列哪一種氣體較易造成臭氧層被嚴 重的破 壞？ ①氟氯 碳化物 ②二氧 化碳③ 氮氧化 合物④二 氧
化硫。

12. (4)

按菸害防制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 誤？① 加油 站屬易 燃易爆 場所， 任何人 都要勸 阻在禁菸 場
所抽菸的人②任何人都可以出面勸阻 在禁菸 場所 抽菸的 人③餐 廳、旅 館設置 室內吸 菸室，需 經
專業技師簽證核可④只有老闆、店員 才可以 出面 勸阻在 禁菸場 所抽菸 的人。

13. (3)

高壓用戶之低壓電動機，每台容量不 超過多 少馬 力者， 起動電 流不加 限制？①50②15③200④15
0。

14. (2)

電阻電焊機分路之導線供應自動點焊 機者， 其安 培容量 不得低 於電焊 機一次 額定電 流之百分 之
①三○②七○③四○④五○。

15. (3)

防治蟲害最好的方法是①網子捕捉② 拍打③ 清除 孳生源 ④使用 殺蟲劑 。

16. (2)

保護低壓進屋線之斷路器或熔絲之標 準額定 不能 配合導 線之安 培容量 時，得 選用高 一級之額 定
值，但額定值超過多少安時，不得作 高一級 之選 用？①1000②800③1200④600 。

17. (1)

以下對於「例假」之敘述，何者有誤 ？①須 給假 ，不必 給工資 ②工資 照給③ 出勤時 ，工資加 倍
及補休④每 7 日應休息 1 日。

18. (2)

相同的電容器 n 個，其串聯時的電 容量為 並聯時 的多少 倍？①n ②

19. (3)

特別低壓線路裝設於屋外，當各項電 具均接 入時 ，導線 相互間 及導線 與大地 間之絕 緣電阻不 得
低於多少 MΩ？①0.01②0.1③0.05④0.2 。

20. (1)

對於墜落危險之預防設施，下列敘述 何者較 為妥 適？① 高度 2m 以上之 開口 處應設 護欄或安 全網

③ ④n 2 。

②安全帶應確實配掛在低於足下之堅 固點③ 高 度 2m 以上 之邊緣 之開口 部分 處應圍 起警示帶 ④在
外牆施工架等高處作業應盡量使用繫 腰式安 全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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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3)

澆花的時間何時較為適當，水分不易 蒸發又 對植 物最好 ？①正 中午② 半夜十 二點③ 清晨或傍 晚
④下午時段。

22. (4)

電工儀表上指示三相交流之符號為①

23. (2)

在 RLC 串聯電路中，電阻 為 5Ω， 電感抗 為 5Ω 及電容 抗 為 10Ω，則 此電路 之總阻 抗為多少
Ω？①10
②5
③10④5。

24. (1)

依據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 理規則 之規 定，69kV 之 特高壓 用戶須 設置何 級電氣技 術人
員？①高級②初級③中級④不必設置 。

25. (1)

變壓器之額定容量常以下列何種單位 表示之 ？①kVA ②kW③kV AR④k WH。

26. (2)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②

③

④

。

為①安全開關②安培計用切換開關③ 伏特計 用切換 開關④ 控制開

關。
27. (3)

交連 PE 電纜其內部的交 連 P E 是做① 遮蔽用 ②複合 用③絕 緣用④ 導電用 。

28. (1)

在純電容電路中，電壓與電流相位關 係為何 ？① 電壓落 後電 流 90 度② 電壓落 後電 流 45 度③電
壓超前電流 90 度④電壓與電流同相 位。

29. (3)

依據電器承裝業管理規則規定，承裝 業僱用 之人 員解僱 或離職 時，應 於幾個 月內補 足人數， 並
申請變更登記？①一②五③三④六。

30. (4)

如果發現有同事，利用公司的財產做 私人的 事， 我們應 該要① 未經查 證或勸 阻立即 向主管報 告
②不關我的事，我只要管好自己便可 以③應 該告 訴其他 同事， 讓大家 來共同 糾正與 斥責他④ 應
該立即勸阻，告知他這是不對的行為 。

31. (3)

含有多少公升以上可燃性液體之低壓 電容器 ，應 封閉於 變電室 內或隔 離於屋 外處？①5②15③10
④20。

32. (3)

電纜穿入金屬接線盒時，應使用下列 何種裝 置以 防止損 傷電纜 ？①分 接頭② 護管鐵 ③橡皮套 圈
④電纜固定夾。

33. (4)

彎曲鉛皮電纜不可損傷其絕緣，其彎 曲處之 內側 半徑須 為電纜 外徑之 多少倍 以上？①8②10③6
④12。

34. (3)

裝於住宅處所 20 安以下分路之斷路 器及栓 形熔絲 應屬下 列何種 特性者 ？①低 速性② 高速性③ 延
時性④定時限性。

35. (2)

當安培計用切換開關(AS)切 至 O F F 時， 其所連 接的比 流器( CT )二次 側應該 ①全部 開路② 全部短
路③部分開路④部分短路。

36. (4)

為減少日照增加空調負載，下列何種 處理方 式是 錯誤的 ？①屋 頂加裝 隔熱材 、高反 射率塗料 或
噴水②於屋頂進行薄層綠化③窗戶裝 設窗簾 或貼 隔熱紙 ④將窗 戶或門 開啟， 讓屋內 外空氣自 然
對流。

37. (1)

下圖控制電路若用布林代數(Boolean Algebra)式表示，則可寫成①F =( AB +CD )E ②F =( AB +CD) +E
③F=(A+B)(C+D) +E ④F =(A +B) (C +D) E。

38. (3)

比流器(CT)二次側阻抗為 0.4Ω ，二次 側電流 為 4A 時，則 比流器 (C T)之 負擔為 多少 V A？①1.6
②16③6.4④8。

39. (1)

變壓器的效率為①輸出功率與輸入功 率之比 ②輸 出功率 與損失 之比③ 輸入電 能與輸 出電能之 比
④輸入功率與損失之比。

40. (3)

高壓電力斷路器''VCB''係指①六氟 化硫斷 路器② 少油量 斷路器 ③真空 斷路器 ④油斷 路器。

41. (3)

依新修公布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 以下簡 稱本法 )規定 ，公職 人員甲 與其關 係人下 列何種行
為不違反本法？①甲承辦案件時，明 知有利 益衝 突之情 事，但 因自認 為人公 正，故 不自行迴 避
②配偶乙以請託關說之方式，請求甲 之服務 機關 通過其 名下農 地變更 使用申 請案③ 關係人丁 經
政府採購法公告程序取得甲服務機關 之年度 採購 標案④ 甲要求 受其監 督之機 關聘用 兒子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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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2)

單相三線(1ψ3W)式之線間電壓降為 ①
θ＋Xsinθ)④

I L(Rcos θ＋Xs inθ) ②I L(Rcos θ＋X sinθ )③2I L(Rcos

IL(Rcosθ＋Xs inθ) 。

43. (4)

可程式控制器之高速計數輸入模組通 常與下 列何 項輸入 元件連 接，以 達到精 密定位 控制之要
求？①熱電偶②按鈕開關③液面控制 器接點 ④編 碼器。

44. (2)

下圖所示之接線是以伏特計與安培計 測量負 載直 流電功 率，為 防止儀 表之負 載效應 ，減少誤
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①不論量測 負載電 阻大 小之電 功率時 ，均可 採用之 接線② 為量測高 電
阻負載之電功率時，所採用之接線③ 與負載 電阻 高低無 關④為 量測低 電阻負 載之電 功率時， 所
採用之接線。

45. (3)

特種接地如沿金屬物體（鐵塔或鐵柱 等）設 施時 ，除依 規定加 以掩蔽 外，地 線應與 金屬物體 絕
緣，同時接地板應埋設於距離金屬物 體多少 公尺 以上？ ①1.8②0.8③1.0④0.5 。

46. (3)

燈具、燈座、吊線盒及插座應確實固 定，但 重量 超過多 少公斤 之燈具 不得利 用燈座 支持之？①1.
7②2③2.7④3.5。

47. (4)

感應電動機電源電壓降低 5％，其起 動轉矩 減少約 多少％ ？①15②50③20④10 。

48. (3)

導線的直徑如加倍時，在長度不變之 下，則 其電 阻變成 為原來 電阻的 多少倍 ？①2②4③1 /4④1/
2。

49. (1)

下列何者燈泡發光效率最高？①L ED 燈泡② 省電燈 泡③鹵 素燈泡 ④白熾 燈泡 。

50. (3)

分路用配電箱，其過電流保護器極數 ，主斷 路器 不計入 ，兩極 斷路器 以兩個 過電流 保護器計 ，
三極斷路器以三個過電流保護器計， 則過電 流保 護器極 數不得 超過幾 個？①30②36③42④24。

51. (1)

依用戶用電設備裝置規則規定，避雷 器之接 地電 阻應在 多少 Ω 以 下？①10②50③100④25。

52. (2)

下列何者是酸雨對環境的影響？①增 加森林 生長 速度② 湖泊水 質酸化 ③土壤 肥沃④ 增加水生 動
物種類。

53. (3)

一個 5Ω 之電阻器，若通過電流 由 10A 升 高至 50A， 則功率 變為 原本多 少倍？ ①10②100③25④
250。

54. (1)

為防止勞工感電，下列何者為非？① 設備有 金屬 外殼保 護即可 免裝漏 電斷路 器②電 線架高或 加
以防護③使用防水插頭④避免不當延 長接線 。

55. (4)

12kV/120V 比壓器二次側引線接地屬何種接地 ？①第 二種 ②特種 ③第一 種④第 三種。

56. (2)

電度表接線箱，其箱體若採用鋼板者 ，其厚 度應 在多少 公厘以 上？①2.0②1.6 ③2.6④1.2 。

57. (4)

電鈴之屋內配線設計圖符號為①

58. (4)

放電管燈之附屬變壓器或安定器，其 二次短 路電 流不得 超過多 少毫安 ？①100②150③30④60 。

59. (2)

9 公尺電桿埋入泥地之深度通常為電 桿總長 之① ② ③ ④

60. (2)

下列何者為非再生能源？①地熱能② 焦煤③ 水力 能④太 陽能。

②

③

④

。

。

複選題：
61. (34)

厚金屬導線管不得配裝於下列哪些場 所？① 長度 超過 1.8 公尺者 ②灌水 泥或直 埋之地 下管路③ 發
散腐蝕性物質之場所④含有酸性或鹼 性之泥 土中 。

62. (124) 在目前的節能設備中，變頻器(Inver ter) 為最直 接之節 能控 制方法 之一， 下列哪 些是其 應用案
例？①家電洗衣機②空調冷卻風扇③ 家電電 熱器 ④抽排 煙機。
63. (14)

下列哪些變壓器接線，其二次側可施 行中性 點接 地？① Δ-Y② Y-Δ ③Δ- Δ④Y -Y。

64. (1234) 下列哪些低壓用電設備應加接地？① X 線 發生裝 置及其 鄰近金 屬體② 金屬導 線管及 其連 接之金
屬箱③電纜之金屬外皮④低壓電動機 之外殼 。
65. (124) 保護電驛之工作電源應由下列哪些電 源供電 ，以 確保斷 電時電 驛尚能 運作？①不斷 電系統 (UP S)
②交流電源並聯專用之電容跳脫裝置 (C TD) ③交流 電源④ 直流電 源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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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123) 下列哪些項目應註明於特別低壓設施 變壓器 之銘 板上？ ①二次 電壓② 一次電 壓③二 次短路電 流
④一次短路電流。
67. (1234) 感應電動機負載增加，則①轉差率增 加②轉 子銅 損增加 ③轉矩 增加④ 轉速降 低。
68. (1234) 接地故障時中性點電壓的移位與下列 哪些項 目有 關？① 大地的 電阻係 數②系 統接地 方式③電 源
至故障點的系統阻抗④中性點接地狀 況。
69. (12)

假設電熱器效率為 75%，使用 600W 的電熱 器，在 一大氣 壓之 下， 將 2 公升 的水 由 15℃加熱至
沸點，需要多少時間？①1574.1 秒②26.2 分③6000 秒④100 分 。

70. (123) 下列哪些項目不宜使用在發散腐蝕性 物質的 場所 ？①矮 腳燈頭 ②吊線 盒③花 線④密 封防腐蝕 之
燈頭。
71. (34)

下列哪些為屋內配線設計圖之配電機 器類設 計圖 符號？ ①

②

③

④

72. (13)

瓦特計之電流線圈，其匝數及線徑為 ？①線 徑粗 ②線徑 細③匝 數少④ 匝數多 。

。

73. (134) 如下圖所示，兩電燈泡 A 與 B 之規 格。若 該兩電 燈泡之 材質相 同，串 聯時， 下列 敘述哪 些正
確？①A 較亮②B 較亮③流經 B 的 電流 為 0.2 A④流經 A 的電流為 0.2 A。

74. (124) 電動機 Y-△起動時，下列敘述哪 些正確 ？① Y 起動 電流較 小②Y 起動轉 矩較 小③△ 起動轉矩 為
Y 的 倍④Y 起動電流為△起動的 倍 。
75. (134) 下列哪些配線得用裸銅線？①電動起 重機所 用之 滑接導 線或類 似性質 者②屋 內配線 所用之導 線
③電氣爐所用之導線④乾燥室所用之 導線。
76. (124 ) 可程式控制器所用之 PID 介 面模組 ，通常 應用於 任何需 要連續 性閉路 控制的 程序 控制系 統中，
其提供下列哪些控制的作動？①積分 ②比例 ③溫 度④微 分。
77. (134) 有關 3E 電驛用於三相感應電動機 之保 護作用 時，下 列哪些 正確？ ①欠相 ②接地 ③逆相 ④過載。
78. (124) 繪製三相感應電動機之圓線圖，須藉 下列哪 些試 驗之數 據始可 完成？ ①無載 試驗② 定部繞組 電
阻測定③極性試驗④堵住試驗。
79. (1234) 具有下列哪些資格者得任初級電氣技 術人員 ？① 室內配 線職類 丙級技 術士技 能檢定 合格②用 電
設備檢驗職類乙級技術士技能檢定合 格③乙 種電 匠考驗 合格④ 工業配 線職類 丙級技 術士技能 檢
定合格。
80. (234) 接戶開關之接線端子應用下列哪些方 法裝接 ？① 採用焊 錫焊接 ②採用 有壓力 之接頭 ③採用有 壓
力之夾子④接用其他安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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