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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4 )屋內配線設計圖專用雙插座之符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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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1 )游標卡尺的游尺刻度以本尺刻度n格等分等多少格？ (1)n+1 (2)n-1 (3)n+2
(4)n-2。
3. ( 3 )內阻各為200kΩ及150kΩ之兩台200伏特直流電壓表若串聯連接時，可測定之最高
電壓為多少伏？ (1)250 (2)300 (3)350 (4)400。
4. ( 3 )配置於配電盤上之計器、儀表、電驛及儀表用變比器，其一次側接自對地電壓超
過多少伏特以上線路時，其二次側迴路均應加以接地？ (1)100 (2)150 (3)300
(4)600。
5. ( 1 )用PVC絕緣帶纏繞導線之連接部分時，應就PVC絕緣帶寬度多少比例重疊交互纏繞？
(1)1/2 (2)1/3 (3)1/4 (4)1/5。
6. ( 1 )以防止感電事故為目的而裝設之漏電斷路器應採用 (1)高感度高速形 (2)高感度
延時形 (3)中感度高速形 (4)中感度延時形。
7. ( 4 )內線系統接地與設備接地共同一接地線或同一接地電極者稱 (1)設備接地 (2)內
線系統接地 (3)低壓電源系統接地 (4)設備與系統共同接地。
8. ( 2 )低壓電力電容器之開關設備，其連續載流量不得低於電容器額定電流之多少倍？
(1)1.25 (2)1.35 (3)1.5 (4)2.5。

9. ( 3 )屋內配線設計圖之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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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力斷路器

拉出型電力斷路器

可變電阻器

變頻器。
2 )有一容量為1Kw之電爐，若連續使用5小時，如每度電3元時，共要多少元之電費？
(1)10 (2)15 (3)20 (4)30。
4 )低壓變壓器二次側所裝過電流保護器，不超過額定之1.25倍，則一次側所裝過電
流保護器之額定或標置依規定應不超過該變壓器一次側電之多少倍？ (1)1.35
(2)1.5 (3)2 (4)2.5。
3 )氣溫變化較大處所，敷設非金屬管明管時 (1)免用護管帶 (2)使用護管帶緊緊固
定管路 (3)應考慮溫度變化之伸縮 (4)不必考慮溫度之影響。
4 )導線壓接時，宜慎選下列何者以符合各導線線徑？ (1)開關 (2)絕緣等級 (3)操
作棒 (4)壓接鉗。
3 )電機工程中機械功率之單位為馬力， 則1 馬力等於多少瓦？ 0 .746
1
746
1000 。
1 )電表面板上設置鏡面(刻度下方成扇形弧狀)是為了避免下列何種誤差？ (1)人為
(2)儀器 (3)環境 (4)電路。
2 )電燈及電熱工程所使用單線直徑小得小於多少公厘？ (1)1.2 (2)1.6 (3)2.0
(4)2.6。
1 )配管之彎曲，在每兩個出線盒間，不得超出四個轉彎，其每一內彎角不可小於幾
度 (1)90 (2)120 (3)180 (4)360。
3 )薄導線管之管徑按CNS規定，以下列何者表示 (1)內徑之奇數 (2)內徑之偶數
(3)外徑之奇數 (4)外徑之偶數。
2 )低壓進屋線之過電流保護應裝置於屋內 (1)接戶開關電源側 (2)接戶開關負載側
(3)電表之電源側 (4)電表之負載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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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4 )屋內線路與電訊線路、水管、煤氣管等，若無法保持規定距離，採用之應變措施
下列何者錯誤？ (1)加裝絕緣物隔離 (2)採用金屬管配線 (3)採用電纜配線 (4)
採用磁珠配線。
21.( 1 )分路供應有安定器、變壓器或自耦變壓器之電感性照明負載，其負載計算應以
(1)各負載額定電流之總和計算 (2)各負載額定電壓之總和計算 (3)燈泡之總瓦
特數計算 (4)燈泡之個別瓦特數計算。
22.( 3 )商店、餐廳等營業場所其照明時間若連續使用3小時以上者，負載應不超過分路額
定之多少百分比？ (1)60 (2)70 (3)80 (4)90。
23.( 1 )櫥窗電燈應以每30公分水平距離不小於多少瓦，作為負載之計算？ (1)200
(2)150 (3)120 (4)100。
24.( 2 )三相電動機接於平衡三相電源，其定子三組繞組間電流之相位差各多少度？
(1)90 (2)120 (3)180 (4)360。
25.( 2 )電動機操作器之額定應以下列何者表示？ (1)安培數 (2)馬力數 (3)伏特數 (4)
電阻數。
26.( 2 )以銅板作為接地極時應埋入地下多少公尺以上深度？ (1)0.9 (2)1.5 (3)2 (4)3。
27.( 3 )下列何種顏色可作為接地線使用？ (1)白色 (2)黑色 (3)綠色 (4)紅色。
28.( 3 )以鐵管作接地極時，其內徑應在多少厘以上？ (1)7 (2)15 (3)19 (4)26。
29.( 2 )整流器之功能為 (1)直流變交流 (2)交流變直流 (3)低壓變高壓 (4)高壓變低壓。
30.( 2 )梯子放置時，其水平角度以多少度為原則？ (1)85 (2)75 (3)65 (4)55。
31.( 4 )PVC管加工時，除鋼鋸外，應再用下列何種工具？ (1)鉸牙器 (2彎管器 (3)管扳
手 (4)噴燈。
32.( 3 )螺絲之管距越小者，其固定 (1)越慢 (2)越快 (3)越緊 (4)越鬆。
33.( 1 )單相三線式供電系統中，A相電流為30安，B相電流為25安，則中性線電流為多少
安？ (1)5 (2)25 (3)30 (4)55。
34.( 2 )新裝設之無熔線開關ON後立即跳脫，其可能原因之一為 (1)逆相 (2)短路 (3)過
載 (4)欠相。
35.( 3 )特別低壓設施二次側之配線得用花線，其長度可酌情延長不受多少公尺以下之限
制？ (1)1.5 (2)2 (3)3 (4)4。
36.( 1 )三相四極鼠籠式轉子感應電動機在外加電源頻率60赫(Hz)時，轉速為1710rpm，則
轉子導體所應感的電源頻率為多少赫(Hz)？ (1)3 (2)6 (3)30 (4)60。
37.( 2 )電路裝有並聯電力電容器，此時電路功率因數COS θ=1，若將電容量增加，則
(1)功率因數增加 (2)功率因數減少 (3)功率因數不變 (4)功率因數不變，而線路
電壓增高。
38.( 3 )一組低壓進屋線供應數戶用電時，在同一配電箱上引接之接戶開關數未超過幾具
者，得免設總接教開關？ (1)二 (2)四 (3)六 (4)八。
39.( 4 )變壓器必須考慮極性之時機為 (1)單相變壓器作屋內使用時 (2)單相變壓器作屋
外使用時 (3)單相變壓器作降壓使用時 (4)單相變壓器作三相連接時。
40.( 3 )電機工程中機械功率的單位為馬力，1馬力等於多少瓦？ (1)0.746 (2)1 (3)746
(4)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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