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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的歷史電的歷史

http://science.edu.tw/ListTContent.ShowItemListState.do?Selectedhttp://science.edu.tw/ListTContent.ShowItemListState.do?SelectedContentContent=C0005004021=C0005004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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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與人類電與人類

人類因為電的發現人類因為電的發現與應用改變了與應用改變了
自己自己！！

人類讓自己不能沒有電人類讓自己不能沒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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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rcuitCircuit 電路電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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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電路何謂電路

電流（電流（currentcurrent）流通的路徑）流通的路徑，，稱為電路。稱為電路。

電路，包括電壓（流）源、導線與元件。電路，包括電壓（流）源、導線與元件。

元件有開關、電阻、電感、電容、二極體、電晶元件有開關、電阻、電感、電容、二極體、電晶
體等等。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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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路電路

元件
電阻電阻
電容電容
電感電感

二極體二極體
電晶體電晶體
放大器放大器

電壓（流）源

LOADLOADSOURCE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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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流電直流電 vs. vs. 交流電交流電

直流電直流電（（direct current, DCdirect current, DC））？電流的方向會隨時？電流的方向會隨時
間改變而改變者！間改變而改變者！

交流電（交流電（alternatingalternating--current, ACcurrent, AC）？電流的方向、）？電流的方向、
大小會隨時間改變。最常見，也是大家最熟悉的大小會隨時間改變。最常見，也是大家最熟悉的

AC voltageAC voltage，就是由家庭插座接出來的，就是由家庭插座接出來的electrical electrical 
energy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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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CDC電路電路 vs. ACvs. AC電路電路

 DC circuitDC circuit（（networknetwork）？它的電氣量值（如電壓、電流等）？它的電氣量值（如電壓、電流等
）不會隨時間改變而改變！）不會隨時間改變而改變！

 AC circuit AC circuit （（networknetwork））？？它的電氣量值（如電壓、電流等它的電氣量值（如電壓、電流等
）將隨時間改變而改變！）將隨時間改變而改變！

先介紹先介紹DC network DC network ，，可以很容易了解「電」系統（電路）可以很容易了解「電」系統（電路）
的基本原理，加上的基本原理，加上DCDC與與AC network AC network 間有許多「理論及應間有許多「理論及應
用」的相似性。因此，藉由用」的相似性。因此，藉由 DC network DC network 的探討，所累積的探討，所累積
的知識，未來在面對的知識，未來在面對 AC network AC network 時，就可以輕鬆應對。時，就可以輕鬆應對。

因為，處理因為，處理 DC network DC network 的理論，很多可以直接援用到的理論，很多可以直接援用到 AC AC 
networknetwork。當然，我們也不能否認兩者間還是有些差異，。當然，我們也不能否認兩者間還是有些差異，
困難度也不同，困難度也不同，AC network AC network 是困難一些。是困難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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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Current 電流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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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電流何謂電流

電流是電荷（電流是電荷（chargecharge）在導體上的流率。）在導體上的流率。

 The rate of flow of charge through a conductor.The rate of flow of charge through a conductor.
這些可以移動的電荷，為可相對自由活動的電子（這些可以移動的電荷，為可相對自由活動的電子（free free 

electronselectrons）） 。。

含有自由電子的材料，包括銅、金等被歸類為導體的材料含有自由電子的材料，包括銅、金等被歸類為導體的材料
。。

所謂「自由」，是指該電子可與其所謂「自由」，是指該電子可與其parent atomparent atom鬆綁，並在鬆綁，並在
外加電能後（如外加電能後（如DC batteryDC battery）沿著特定的方向移動。）沿著特定的方向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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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荷的流動電荷的流動

SOURCE of the moving free chargeSOURCE of the moving free charge

電子被吸引到正端

電子流

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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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流的定義電流的定義

電流的定義（單位為安培，紀念法國科學家電流的定義（單位為安培，紀念法國科學家 AmpereAmpere）：）：

時間

電荷


t
QI

I = current in amperes （A）
Q = charge in coulombs （C）
t = time in seconds （s）

單位時間流經導體截面（imaginary surface）的電荷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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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流電流、、電荷與電子電荷與電子

每個電子（每個電子（electronelectron）帶的電荷量（）帶的電荷量（chargecharge）為）為1.61.6××1010--1919庫庫
侖（侖（CoulombCoulomb）。）。

每庫倫的電量相當於每庫倫的電量相當於6.2426.242××10101818個電子。個電子。

 11安培＝庫倫／秒：表示安培＝庫倫／秒：表示6.2426.242××10101818個電子在一秒鐘內流經個電子在一秒鐘內流經
過導線的過導線的imaginary surfaceimaginary sur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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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1

先由「每庫倫的電量相
當於6.242×1018個電
子」求出這些電子的帶
電量有多少？

0.02 min內流過18.726×1018個電子，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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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2EXAMPLE 2.2

要花多少時間？要花多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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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流流動方向電流流動方向1/21/2

電流的流動方向有兩種講法：（電流的流動方向有兩種講法：（11）電子流）電子流 （（22））傳統。傳統。

電子的移動稱為電子流電子的移動稱為電子流。。因此，電子流係由電源負極出發因此，電子流係由電源負極出發

，經外部電路回到正極，經外部電路回到正極（（電子帶負電電子帶負電））。。

電流的方向為電子流的反方向電流的方向為電子流的反方向。。因此，因此，電流係由電源正極電流係由電源正極
出發經外部電路回到負極。出發經外部電路回到負極。

一般而言，電流的方向是指正電荷流動的方向。因此，電一般而言，電流的方向是指正電荷流動的方向。因此，電
流的方向與負電荷流動或電子流動的方向相反。流的方向與負電荷流動或電子流動的方向相反。【【非常重非常重
要的一個概念要的一個概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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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源及電流標示電壓源及電流標示

電壓源

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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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流流動方向電流流動方向2/22/2

帶負電的電子的流動方向

傳統所稱電流方向，與電子流動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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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流的量測電流的量測1/21/2

電流由電流由ammeterammeter正端進，負端出。如果接法改由負端進，正正端進，負端出。如果接法改由負端進，正
端出，則指針指向反轉（端出，則指針指向反轉（analog scaleanalog scale）或出現負號（）或出現負號（digital digital 
scalescale）。）。



20

電流的量測電流的量測2/22/2

類比式 Analog scale 數位式 Digital displ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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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識常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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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3EXAMPLE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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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4EXAMPLE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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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流電流 vs.vs. 導線粗細導線粗細

電流的大小與承載電流的導線粗細關係必須對等，才能符電流的大小與承載電流的導線粗細關係必須對等，才能符
合成本，並避免發生危險。合成本，並避免發生危險。

市售導線與其可承載市售導線與其可承載
電流額定，參考電流額定，參考Table Table 
2.22.2。。

)ohms(
A

R 


越粗，電阻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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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 CM –– Circular milCircular mil

Circular MilCircular Mil：：an indication of the crossan indication of the cross--sectional area of sectional area of 
the wirethe wire。。

in001.0mil1 

2
milsCM )d(A 

d mils = diameter in mils

纜線面積（CM）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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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5EXAMPLE 2.5

已知纜線直徑，決定CM，
並判斷編號。

Inch Inch  mils mils  CM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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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6EXAMPLE 2.6

由編號CM纜線直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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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e & Circuit Break Fuse & Circuit Break 1/21/2

為避免電流過大傷及conductor或電器設備，用來限制電流
在一個安全水準的元件，包括fuse與circuit breaker。

 Fuse：當電流達到某一水準即會融化的softer metal。
 Fuse一但因電流過載而燒壞，則在移除overload 的因素後，

就必須換新。

 Circular breaker在發生overload時會發生跳脫。跳脫後，移
除Overload的因素，予以RESET後即可繼續使用。

使用circular breaker或fuse時，應考慮safety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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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se & Circuit Breaker Fuse & Circuit Breaker 2/22/2

FUSE

Circuit brea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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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CI GFCI 1/21/2

依據依據National Electrical CodeNational Electrical Code的要求，使用於浴室或其他敏感的要求，使用於浴室或其他敏感

地區的插座地區的插座－－GFCIGFCI（（Ground Fault Current InterruptGround Fault Current Interrupt防高壓觸防高壓觸

電線路電線路、、接地故障斷路器、接地短路保護裝置接地故障斷路器、接地短路保護裝置 ）。）。

 GFCIGFCI的跳脫速度比傳統的的跳脫速度比傳統的circular breakercircular breaker還要快。還要快。

感應到進、出插座的電流感應到進、出插座的電流
有差異時即有反應，可在有差異時即有反應，可在
500ms500ms內跳脫內跳脫

人對於電流的忍受度：人對於電流的忍受度：6 6 mAmA 尚可，大於尚可，大於11 11 
mAmA 不自主的肌肉收縮，進而發生休克。不自主的肌肉收縮，進而發生休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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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FCI GFCI 2/22/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Zadf9BlWVzk

火線火線 ：黑色（孔洞較短）：黑色（孔洞較短）
中性線：白色（孔洞較長）中性線：白色（孔洞較長）
地線：裸地線：裸

它是防止觸電的一種裝置。

其工作原理是：在一個電源插座上，正常情況下火線

（Hot）和中性線（Neutral）的電流應該相等；一旦其差
額大於5 mA，GFCI就能在瞬間切斷。

例如：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一個人在使用吹風機吹頭髮，
不小心將吹風機掉到水裏，GFCI就會將電源馬上切斷，
使人不會觸電。將吹風機拔掉後﹐要按一下GFCI上的
Reset鍵﹐就可以恢復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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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ageVoltage 電壓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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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sic Electric CircuitBasic Electric Circuit
流經電燈泡的電荷，透過摩擦，流經電燈泡的電荷，透過摩擦，heatupheatup
燈泡內的燈泡內的filamentfilament。且流經的電流越。且流經的電流越
大，燈泡被點得越亮。其大小可以以調大，燈泡被點得越亮。其大小可以以調
光器來控制。光器來控制。

Negative terminal
提供電子（帶負電
荷），使得電子流
向電池的正端，另
一種說法是正端的
吸引導致電子的供
應。

電流電流

電子流電子流

Positive terminal
吸引電子回來。

在電池正端的電荷與在負端的電荷產生potential difference。此
一位差可以驅使電荷在電路中流動。因此，電池就如同提供電流流
動的壓力（pressure）源頭。<<不是天上掉下來的，是來自
chemical energy的消耗。

Current is a flow variable.
Voltage is an across variable.

消耗化學能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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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電壓 VoltageVoltage

單位電荷沿著電路，由某一點移往另外一點所作的功單位電荷沿著電路，由某一點移往另外一點所作的功
（（WW），稱為電壓（），稱為電壓（voltagevoltage）。）。

Coulombs
Joules

Q
WV 

V = potential difference in volts
W = energy expended or absorbed in joules (J)
Q = charge measured in coulombs

WW為電荷（帶電量為電荷（帶電量QQ）在兩端）在兩端
點間移動所消耗或吸收的能點間移動所消耗或吸收的能
量。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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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位電位、、電位差電位差

何謂「電位」？電位乃是「電位」、「電位差」、「電動何謂「電位」？電位乃是「電位」、「電位差」、「電動
勢」、「端電壓」、「電壓降」的通稱，其實用單位為伏勢」、「端電壓」、「電壓降」的通稱，其實用單位為伏
特（用以紀念特（用以紀念Alessandro VoltaAlessandro Volta）。）。

何謂「電位差」？任二點的何謂「電位差」？任二點的「「電位電位」」差值，或單位電荷由差值，或單位電荷由
大地移至二不同點所作功的差值，稱為該兩位置的電位差大地移至二不同點所作功的差值，稱為該兩位置的電位差
。。

Q
WWV ba

a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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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動勢電動勢、端電壓、端電壓

「電動勢」？驅使電子移動的動力源，即「電動勢」？驅使電子移動的動力源，即電源的電壓電源的電壓（理（理
論上能提供的端電壓）論上能提供的端電壓）。。 EE（直流）（直流） 或或 e e （交流）。（交流）。

「端電壓」？電源加上負載後，輸出端的電壓。注意「端電壓」？電源加上負載後，輸出端的電壓。注意，，電電

動勢稍大於端電壓動勢稍大於端電壓（（因為內部電阻造成因為內部電阻造成））。。

「電壓降」？電源加上負載後，「電壓降」？電源加上負載後，負載上的電壓負載上的電壓，均稱為電，均稱為電
壓降。壓降。 VV（（直流）直流） 或或 vv（交流）。（交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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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的量測電壓的量測

量測電壓的方法與電流不同。前者用電壓計（伏特計），量測電壓的方法與電流不同。前者用電壓計（伏特計），
voltmetervoltmeter不打斷電路，而是跨越被量測者。後者使用安培計不打斷電路，而是跨越被量測者。後者使用安培計
，與被量測的線路或元件串聯在一起。，與被量測的線路或元件串聯在一起。

使用使用voltmetervoltmeter與與ammeterammeter一一
樣，要特別注意其樣，要特別注意其loading loading 
effecteffect，即量測儀器本身的，即量測儀器本身的
阻抗對於被量測者（或電阻抗對於被量測者（或電
路）的影響。路）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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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與電壓供應接地與電壓供應1/21/2

接地接地，為安全考量。，為安全考量。電器設備的架座或外殼通常是透過電器設備的架座或外殼通常是透過

power cablepower cable接地接地。。

電壓供應電壓供應，可透過下列，可透過下列接點方式取得：接點方式取得：

 + and + and －－ 【【稱為稱為floatingfloating，沒有接地，沒有接地】】

 + and ground+ and ground
－－ and groundand ground

 The ground refers to a zero or earth potential level.The ground refers to a zero or earth potential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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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地與電壓供應接地與電壓供應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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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7EXAMPLE 2.7

用12V的電池推動…個電子要花費多少e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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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8EXAMPLE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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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tteryBattery 電池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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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的起源電池的起源 1/21/2

 1791 1791 年，義大利生理學家年，義大利生理學家
Galvani Galvani 以金屬片接觸青蛙肌肉以金屬片接觸青蛙肌肉
時，會發生肌肉收縮的現象。時，會發生肌肉收縮的現象。
GalvaniGalvani認為此現象為青蛙肌肉認為此現象為青蛙肌肉
所產生的動物電流所致。所產生的動物電流所致。

 18001800年，義大利物理學家年，義大利物理學家VoltaVolta，於不同的金屬間，以液體，於不同的金屬間，以液體
相接所形成的相接所形成的伏特電池伏特電池，說明青蛙肌肉的收縮，是因不同，說明青蛙肌肉的收縮，是因不同
金屬片間的電位差透過青蛙肌肉作為電解液而產生的電流金屬片間的電位差透過青蛙肌肉作為電解液而產生的電流
所致。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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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的起源電池的起源 2/22/2

伏特電池伏特電池是今日電池的起源，其後經是今日電池的起源，其後經 Davy Davy 與與 Faraday Faraday 等多等多
位科學家的努力，發現了諸多的定律，樹立了電化學與電位科學家的努力，發現了諸多的定律，樹立了電化學與電
池的基礎，並帶動了電池的研究與發展。池的基礎，並帶動了電池的研究與發展。

 DaniellDaniell 以一鋅負極浸於稀酸電解質，銅正極浸於硫酸銅溶以一鋅負極浸於稀酸電解質，銅正極浸於硫酸銅溶
液，形成液，形成 DaniellDaniell 電池。電池。

 1864 1864 年，年，LeclancheLeclanche 發明勒克朗社電池（現今乾電池工業的發明勒克朗社電池（現今乾電池工業的
主軸與一次電池工業的基礎）。主軸與一次電池工業的基礎）。

…………鉛蓄電池、鎳鎘、鎳氫、鋰離子電池、高分子鋰電池鉛蓄電池、鎳鎘、鎳氫、鋰離子電池、高分子鋰電池
、燃料電池、太陽能電池、燃料電池、太陽能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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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的組成電池的組成

電極（電極（electrodeelectrode）。）。

電解液電解液 (electrolyte ) (electrolyte ) 。。

隔離膜隔離膜 ( separation film ) ( separation film ) 。。

罐體罐體 (shell) (shel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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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的種類電池的種類 1/21/2

一次電池一次電池 ( primary cell ) ( primary cell ) ：僅能被使用一次的電池，：僅能被使用一次的電池，
無法透過充電的方式再補充已被轉化掉的化學能。如乾電無法透過充電的方式再補充已被轉化掉的化學能。如乾電
池、水銀電池與鹼性電池等。池、水銀電池與鹼性電池等。 是應用最早是應用最早、、也最為廣泛者也最為廣泛者
，市面販售的鈕扣型水銀電池、１號、２號以及３號電池，市面販售的鈕扣型水銀電池、１號、２號以及３號電池
等等，，皆屬此類皆屬此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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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池的種類電池的種類 2/22/2

二次電池二次電池 ( secondary battery ) ( secondary battery ) ：可以被重複使用的電：可以被重複使用的電
池。透過充電的過程，可以使得電池內的活性物質再度的池。透過充電的過程，可以使得電池內的活性物質再度的
回復到原來的狀態，因而能再度的提供電力。這類的電池回復到原來的狀態，因而能再度的提供電力。這類的電池
有鉛酸電池有鉛酸電池 ( lead acid battery )( lead acid battery )、鎳鎘電池、鎳鎘電池 ( nickel ( nickel 
cadmium battery )cadmium battery )、鎳氫電池、鎳氫電池 ( nickel hydrogen ( nickel hydrogen 
battery )battery )、二次鋰電池、二次鋰電池 ( secondary lithium battery )( secondary lithium battery )
，以及鋰離子電池，以及鋰離子電池 ( lithium ion battery ) ( lithium ion battery ) 和高分子鋰和高分子鋰
電池電池 ( polymer lithium battery ) ( polymer lithium battery ) 等。等。

鋰離子電池鉛酸電池 鎳鎘電池 鎳氫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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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識常識：：二次電池多久要充電？二次電池多久要充電？

通常以通常以energy levelenergy level低於某一水準為再充電的指標，例如閃光低於某一水準為再充電的指標，例如閃光
燈的光線暗下來。燈的光線暗下來。

要特別注意的是，因為二次電池有類似記憶的能力，如果要特別注意的是，因為二次電池有類似記憶的能力，如果
只用了一小段時間就予以充電，它會以為自己是屬於只用了一小段時間就予以充電，它會以為自己是屬於shortshort--
termterm的東西，無法再依額定時間持有電荷，進而影響電池的的東西，無法再依額定時間持有電荷，進而影響電池的
壽命。壽命。

不同的二次電池，要使用不同的充電設備。例如，鉛酸電不同的二次電池，要使用不同的充電設備。例如，鉛酸電
池（池（lead acid battery lead acid battery ）要使用）要使用constant voltage sourceconstant voltage source；鎳鎘；鎳鎘
電池（電池（nickel cadmium batterynickel cadmium battery）要使用）要使用constant current sourceconstant current sour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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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識常識：：充電與發熱？充電與發熱？

鎳鎘電池在充電時較會發熱；電池的容量越低者，充電時鎳鎘電池在充電時較會發熱；電池的容量越低者，充電時
較會發熱。較會發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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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ance & Resistance & 
OHMOHM’’ss LAW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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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電阻 ResistanceResistance

電壓與電流，透過第三個量來關聯電壓與電流，透過第三個量來關聯。。「第三個量」即為電「第三個量」即為電
阻（阻（resistanceresistance）。）。

電系統中，電壓如同壓力，電流（電荷流動）為壓力下的電系統中，電壓如同壓力，電流（電荷流動）為壓力下的
結果結果。。 此結果，就靠著系統的電阻（此結果，就靠著系統的電阻（resistanceresistance）來控制。）來控制。

電子在導體中移動時，導體中具有阻止其流動，且能使電電子在導體中移動時，導體中具有阻止其流動，且能使電
能轉換成熱能的一種性質，稱為「電阻」，以能轉換成熱能的一種性質，稱為「電阻」，以RR表示表示；；其單其單
位為歐姆，以希臘字母位為歐姆，以希臘字母ΩΩ（（omegaomega）表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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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是元件之一電阻是元件之一，，之外之外？？

元件
電阻電阻
電容電容
電感電感

電工學討論範疇電工學討論範疇

二極體二極體
電晶體電晶體
放大器放大器

電子學討論範疇電子學討論範疇

電壓電壓
電流電流

電流電流
電壓電壓

V = V (I) ? V = V = V (I) ? V = v(iv(i) ? ) ? 
I = I (V) ?  i = I = I (V) ?  i = i(vi(v)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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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姆及歐姆定律歐姆及歐姆定律

歐姆（歐姆（Georg Simon Ohm l787Georg Simon Ohm l787～～18541854德國物理學家）於德國物理學家）於18261826
年作實驗，確定了電阻、電壓及電流的關係，即歐姆定律年作實驗，確定了電阻、電壓及電流的關係，即歐姆定律
（（OhmOhm’’s Laws Law））。。

歐姆定律歐姆定律 ：就穩定電流而言，電路中的電流大小與加於該：就穩定電流而言，電路中的電流大小與加於該
電路的電動勢成正比，且與該電路的總電阻成反比。電路的電動勢成正比，且與該電路的總電阻成反比。

 ResistanceResistance越大，電流越小。越大，電流越小。

)amperes(
R
EI 

I = amperes (A)
E = volts (V)
R = ohms(ΩΩ)

)ohms(
I
ER 

)volts(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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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電阻、、電流與極性電流與極性

電流流進的一端為正
流出的一端為負

A2.1
10

V12
R
EI 






56

EXAMPLE 2.9EXAMPLE 2.9

跨越電阻的電壓降跨越電阻的電壓降……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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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10EXAMPLE 2.10

電壓源抽出來的電流電壓源抽出來的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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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11EXAMPLE 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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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與材料電阻與材料

材料的電阻值？材料的電阻值？

)ohms(
A

R 


R = resistance in ohms
ρ= resistivity of the material in circular mil-ohms per feet
l = length of the sample in feet
A = area in circular mils

A = area in circular m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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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ivityResistivity

由由Table 2.2Table 2.2：每：每1,000 ft 1,000 ft 的電阻值顯示電阻隨著導線的電阻值顯示電阻隨著導線截面積截面積
減少而增加減少而增加。另，導線的總電阻等於每。另，導線的總電阻等於每1000ft1000ft的電阻值乘以的電阻值乘以
長度。因此，只要長度夠長，導線的總電阻值還是相當可長度。因此，只要長度夠長，導線的總電阻值還是相當可
觀，以家庭內用電線或一般電器而言，其長度不算太長，觀，以家庭內用電線或一般電器而言，其長度不算太長，
導線的電阻還是可以忽略。導線的電阻還是可以忽略。

不同材料的電阻係數
Resis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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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12EXAMPLE 2.12

CopperC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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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13EXAMPLE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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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14EXAMPLE 2.14

1/8 in. 1/8 in. CM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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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與溫度電阻與溫度1/31/3

溫度增加，原子的活動力增加，使得電荷載子更難在導線溫度增加，原子的活動力增加，使得電荷載子更難在導線
中通過，造成電阻的增加。中通過，造成電阻的增加。

推測出來的絕對溫度

電阻為零的溫度電阻為零的溫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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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對溫度絕對溫度
推測的絕對溫度推測的絕對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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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與溫度電阻與溫度2/32/3

以線性差值方式，表達溫度與電阻值的關係以線性差值方式，表達溫度與電阻值的關係：：

不要負號不要負號



67

電阻與溫度電阻與溫度3/33/3

以以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istance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istance αα11，表達溫度與電阻，表達溫度與電阻

值的關係值的關係：：

αα11越大，表示單位溫度改變下的電阻值改變越大。越大，表示單位溫度改變下的電阻值改變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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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istance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istance

α1的物理意義：材
料在溫度改變下，
電阻值的改變率。

電阻溫度係數電阻溫度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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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15EXAMPLE 2.15

已知已知2020°°CC的電阻的電阻
求求100100°°CC的電阻的電阻

查查inferred temperatureinferred temperature

查查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istanc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of resist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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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16EXAMPLE 2.16

已知已知00°°CC的電阻的電阻
求求11ΩΩ的溫度的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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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istor Resistor 電阻器電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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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器的種類電阻器的種類

碳膜電阻器

線繞電阻器

金屬氧化膜電阻器

金屬膜電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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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器的種類電阻器的種類－－碳膜電阻器

最早期也最普遍使用的電阻器，將高溫真空中分離的有機最早期也最普遍使用的電阻器，將高溫真空中分離的有機
碳，附著在瓷棒上，切割而成。碳，附著在瓷棒上，切割而成。

自動化大量生產，電阻值範圍自動化大量生產，電阻值範圍0.150.15ΩΩ~22M~22MΩΩ品質安定，價品質安定，價
格便宜。格便宜。



74

電阻器的種類電阻器的種類－－碳膜電阻器

尺寸越大，其功率額定越大。
>>送到電阻的電能都被以heat
型態發散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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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器的種類電阻器的種類－－線繞電阻器

線繞電阻器是將鎳鉻合金或鎳銅合金等金屬電阻線線繞電阻器是將鎳鉻合金或鎳銅合金等金屬電阻線，繞，繞在在
瓷管上而成，可以承受甚大的功率消耗（瓦特數較大）。瓷管上而成，可以承受甚大的功率消耗（瓦特數較大）。

若將線繞電阻放入長方形若將線繞電阻放入長方形
瓷器內，再用特殊不燃性瓷器內，再用特殊不燃性
耐熱水泥充填密封而成者耐熱水泥充填密封而成者
，稱為水泥電阻器。，稱為水泥電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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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器的種類電阻器的種類－－線繞電阻器

利用高電阻值的利用高電阻值的wirewire來繞組！來繞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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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器的種類電阻器的種類－－金屬氧化膜電阻器

金屬氧化膜電阻是利用金屬氯化物（氯化銻，氯化鋅，氯
化錫），於高溫下，在絕緣體上水解形成金屬氧化物電阻
膜。其特點：高溫穩定，耐熱衝擊，負載能力強。但在直
流下容易發生電解使氧化物還原，性能不太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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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器的種類電阻器的種類－－金屬膜電阻器

金屬膜電阻器是以特種金屬或合金作電阻材料，用真空蒸

發或濺射的方法，在陶瓷或玻璃上形成電阻膜層的電阻器

。與碳膜電阻相比，體積小、雜訊低、穩定性好，但成本

較高，常常作為精密和高穩定性的電阻器，也通用於各種

無線電電子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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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紋系統（條紋系統（band systemband system））1/21/2

大部分固定型及可變型電阻器的電阻值均直接印記於外殼
上，但部分體積甚小，印字困難的電阻器，則採用色碼系
統 （color code system）以代替數宇。閱讀色碼即能得
知該電阻器的歐姆值及相關特性。

三帶式：三條色帶即代表其歐姆值，誤差一律為三帶式：三條色帶即代表其歐姆值，誤差一律為 20%20%。。

四帶式：前三帶代表歐姆值，第四帶代表誤差，此為最四帶式：前三帶代表歐姆值，第四帶代表誤差，此為最
常用者。常用者。

五帶式：前四帶同上，第五帶表示損壞百分率。五帶式：前四帶同上，第五帶表示損壞百分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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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紋系統（條紋系統（band systemband system））2/22/2

色碼的讀法是從最靠近電阻器端線的色碼條紋開始，另一
側的條紋距離另一端線較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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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器色碼表電阻器色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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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碼系統四碼系統

10-2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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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碼系統五碼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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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17EXAMPLE 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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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18EXAMPLE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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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tentiometerPotentiometer

 A A potentiometerpotentiometer is a is a threethree--terminalterminal resistorresistor with a sliding with a sliding 
contact that forms an adjustable contact that forms an adjustable voltage dividervoltage divider..

 Potentiometers are commonly used to control electrical devices Potentiometers are commonly used to control electrical devices 
such as volume controls on audio equipment. Potentiometers such as volume controls on audio equipment. Potentiometers 
operated by a mechanism can be used as position operated by a mechanism can be used as position transducerstransducers, , 
for example, in a for example, in a joystickjoystick..

http://en.wikipedia.org/wiki/Potentiometer
搖桿搖桿 滑動式可變電阻器滑動式可變電阻器

http://www.fwd.com.tw/Products3/variable%20resisterhttp://www.fwd.com.tw/Products3/variable%20resister--02.htm0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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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控制器電壓控制器

 The potentiometer can be used as a voltage divider to obtain a 
manually adjustable output voltage at the slider (wiper) from a 
fixed input voltage applied across the two ends of the pot. The 
output voltage can be approximated by the simpler equation: 

E
R
RV 1

1 

RR11增加，增加，VV11也增加；也增加；
RR11增加到增加到RR時，時，VV11也增加到也增加到EE。。

固
定
的
輸
入
電
壓

固
定
的
輸
入
電
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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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變電阻可變電阻 VVariable Resistor ariable Resistor 

 A rheostat is an electrical component that has an adjustable A rheostat is an electrical component that has an adjustable 
resistance. It is a type of potentiometer that has two terminalsresistance. It is a type of potentiometer that has two terminals
instead of three.instead of three.

轉動轉動shaftshaft，輸出電阻由，輸出電阻由00到最大。到最大。

R=RR=RABAB+R+RBCBC

只有用到其中兩個端點只有用到其中兩個端點。。

先找出先找出AA、、CC端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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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的量測電阻的量測 1/21/2

如何量測電阻的電阻值？利用如何量測電阻的電阻值？利用Ohmmeter Ohmmeter －－appearing on the appearing on the 
typical volttypical volt--ohm ohm milliammetermilliammeter （（VOMVOM））or  DMMor  DMM（（digital digital 
multimetermultimeter）。）。

VOMVOMDMMD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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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的量測電阻的量測 2/22/2

使用使用VOMVOM時，要注意時，要注意scale settingscale setting，特別是用於，特別是用於low or low or 
midscale regionmidscale region時。時。

由於由於ohmmeterohmmeter需要需要internal batteryinternal battery。當量測儀器定在。當量測儀器定在
resistance scale resistance scale 且且 red leadred lead與與black leadblack lead相接觸，則相接觸，則batterybattery將會將會
迅速流失。因此，儀器（迅速流失。因此，儀器（VOM VOM 或或DMMDMM）不使用時，應將）不使用時，應將

其設定在其設定在high voltage scalehigh voltage scale。。
另，要特別注意另，要特別注意ohmmeterohmmeter不能用在不能用在live networklive network。。
量測電阻時，不須注意極性。即以量測電阻時，不須注意極性。即以red leadred lead碰觸電阻一端，碰觸電阻一端，

black leadblack lead則碰觸電阻的另一端。則碰觸電阻的另一端。

被量測的電阻的一端要從電路上切離，以免被量測的電阻的一端要從電路上切離，以免ohmmeterohmmeter量測量測
值受到電路上其他電阻的影響。值受到電路上其他電阻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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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hmeterOhmeter的應用的應用

 OhmmeterOhmmeter可以用來可以用來checkcheck電路是否連續？電路是否連續？

利用利用ohmmeterohmmeter在箱內找出與露出箱外的線同為一條在箱內找出與露出箱外的線同為一條
線的線的另一端：將線的線的另一端：將leadlead碰觸露出箱外的線，再將碰觸露出箱外的線，再將
另一另一leadlead去碰觸箱內的線，只要出現電阻值為零，去碰觸箱內的線，只要出現電阻值為零，
即是要找尋的對象。即是要找尋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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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ulatorInsulator

具有高電阻值；包括具有高電阻值；包括rubber formrubber form、、plastic formplastic form（用於家庭或（用於家庭或
工廠）或工廠）或ceramic formceramic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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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Energy, Power, Energy, 
Efficiency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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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率功率 Power Power 1/31/3

 For any electrical, mechanical, or inputFor any electrical, mechanical, or input--output system power is a output system power is a 
measure of the rate of energy conversion for that system. measure of the rate of energy conversion for that system. PowerPower
是系統能量轉換率的指標是系統能量轉換率的指標

 A motor converts electrical energy to mechanical energy at a A motor converts electrical energy to mechanical energy at a 
rate determined by the applied load and the horsepower of the rate determined by the applied load and the horsepower of the 
motor. motor. 馬達將電能轉成機械能，其轉換率依馬達將電能轉成機械能，其轉換率依applied loadapplied load（（負負

載）載）與馬達馬力大小而定。馬力越大，其將電能轉換成機與馬達馬力大小而定。馬力越大，其將電能轉換成機
械能的轉換率越高。械能的轉換率越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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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率功率 Power Power 2/32/3

 For any For any source of electrical energysource of electrical energy such as a battery or such as a battery or 
generator, the power generator, the power delivereddelivered is determined by the product of is determined by the product of 
its its terminal voltage and the current drain for the supplyterminal voltage and the current drain for the supply

)watts(EIP 

跨越兩端的電壓

由源頭抽出的電流

電壓源提供的電壓源提供的POWERPOWER（看到（看到EE））

＋＋－－

PP的單位是的單位是wattwatt；；能量轉換率能量轉換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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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率功率 Power Power 3/33/3

 For the resistive element, the power For the resistive element, the power dissipateddissipated by the resistive by the resistive 
element is given byelement is given by

)watts(
R
VRIVIP

2
2 

跨越元件兩端的電壓

流經元件的電流

電阻性元件消耗的電阻性元件消耗的POWER POWER （看到（看到V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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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提醒特別提醒，，再提醒再提醒：：正負正負

＋＋－－

電壓源

電阻元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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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19EXAMPLE 2.19

已知已知powerpower及及V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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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20EXAMPLE 2.20

已知已知powerpower及及IIR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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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用電器的平均功率額定家用電器的平均功率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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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率的量測功率的量測

量測功率的儀器稱為量測功率的儀器稱為wattmeterwattmeter；具有兩個量電壓的端點（；具有兩個量電壓的端點（
across the loadacross the load），與兩個量電流的端點（），與兩個量電流的端點（in series with the in series with the 
loadload）。）。

電壓端點與被測者並聯、電流端與被測者串聯電壓端點與被測者並聯、電流端與被測者串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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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pub.com/neets/book3/7s.htmhttp://www.tpub.com/neets/book3/7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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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率與電能功率與電能1/21/2

所使用的單位為所使用的單位為WsWs，太小了，不敷使用！所以，常採用的，太小了，不敷使用！所以，常採用的
單位為單位為kWhkWh（（kilowattkilowatt--hourhour）。）。

)ondssecwattorjoule(PtW 
W = energy in joules
P = power in watts (W)
T = time in seconds (s)

)kWh(
1000

PtursKilowattho 

功率功率××時間時間電能電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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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率與電能功率與電能2/22/2

每個月收到的電費單裡頭所顯示的，是使用的電能（每個月收到的電費單裡頭所顯示的，是使用的電能（
electrical energyelectrical energy），而不是），而不是powerpower（功率）；這兩者是不一（功率）；這兩者是不一
樣的，以一個樣的，以一個10 hp10 hp的馬達為例，若這個馬達擺著不用（的馬達為例，若這個馬達擺著不用（t=0t=0
），就沒有將電能轉換成機械能的事情發生。），就沒有將電能轉換成機械能的事情發生。

對一特定功率額定的設備而言，使用的時間越久，就有更對一特定功率額定的設備而言，使用的時間越久，就有更
多的能量被轉換。多的能量被轉換。

四個指針所顯示的就是四個指針所顯示的就是total total kilowatthourskilowatthours
of energy usedof energy used（每月總用電量）。（每月總用電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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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21EXAMPLE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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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率效率 EfficiencyEfficiency

提供的提供的energyenergy有多少被運用於所想要的工作上？若把單位時有多少被運用於所想要的工作上？若把單位時

間的概念放進來間的概念放進來，就是「提供的，就是「提供的power..power..」」
相同輸入電功率，若輸出的機械功率越大，表示效率越高相同輸入電功率，若輸出的機械功率越大，表示效率越高

！！

基於能量守恆原則，最高的效率為基於能量守恆原則，最高的效率為100%100%！！

%100
P
P

i

o 

toi PPP 
為損失或被儲存起來的功率為損失或被儲存起來的功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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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22EXAMPLE 2.22

決定操作效率？決定操作效率？
供應端：供應端：18A18A、、230V230V
應用端：應用端：5hP5hP（（1 hp = 746 W1 hp = 746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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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ICAL ELECTRICAL 
Network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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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anchBranch

 Any portion of a circuit with two terminals connected to it.Any portion of a circuit with two terminals connected to it.
 A branch may consist of one or more circuit elements.A branch may consist of one or more circuit elements.
 Any circuit element with two terminals connected to it.Any circuit element with two terminals connected to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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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deNode

The junction of two or more branches.The junction of two or more bra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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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opLoop

Any closed connection of branches.Any closed connection of branch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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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shMesh

 Is a loop that does not contain other loop.Is a loop that does not contain other loop.

口語：裡面沒有口語：裡面沒有looploop的的looploop，才能叫，才能叫meshmesh！！



113

SERIES SERIES 
DC NetworkDC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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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聯串聯In SeriesIn Series

兩個元件兩個元件（（elementselements）有一個共同端點，且該端點上沒有再）有一個共同端點，且該端點上沒有再
接第三個能夠承載電流的元件，則稱兩個元件串聯。接第三個能夠承載電流的元件，則稱兩個元件串聯。

串聯的兩個元件，頭接尾或尾接頭。串聯的兩個元件，頭接尾或尾接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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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聯電路串聯電路

整個電路裡頭的元件彼此串聯，稱為串聯電路（整個電路裡頭的元件彼此串聯，稱為串聯電路（series series 
networknetwork）） 。。



116

串聯電路的電阻串聯電路的電阻

串聯電阻的串聯電阻的和和：：

)ohms(R...RRRR N321T 

 12642RRRR 321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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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聯電路的電流串聯電路的電流

流經串聯電路上的每一元件的電流流經串聯電路上的每一元件的電流均相等均相等。。

)amperes(
R
EI

T



A2
12

V24
R
EI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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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聯電路的電壓串聯電路的電壓

流經流經每一個電阻的電流相等，跨越每一個電阻的電流相等，跨越電阻電阻的電壓則因電阻不的電壓則因電阻不
同而不同。同而不同。

（跨越電阻的）（跨越電阻的）電壓極性：電流流進端為正，流出端為負電壓極性：電流流進端為正，流出端為負
。。

V12)6)(A2(RIV
V8)4)(A2(RIV
V4)2)(A2(RIV

33

2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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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聯電路的功率串聯電路的功率

送到每一個電阻的功率送到每一個電阻的功率，，等於流經等於流經電阻電阻的電流與跨越的電流與跨越電阻電阻

的電壓的乘積。的電壓的乘積。

電壓源電壓源送出送出總功率總功率為個別電阻元件消耗的功率為個別電阻元件消耗的功率和和。。

W48)A2)(V24(EIPT 

W24)6()A2(RIP

W16)4()A2(RIP

W8)2()A2(RIP

2
3

2
3

2
2

2
2

2
1

2
1







321T PP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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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chhoffKirchhoff’’s Voltage Laws Voltage Law

 KVLKVL：沿著一：沿著一closed pathclosed path上的元件的電壓昇與電壓降的總和上的元件的電壓昇與電壓降的總和
為零為零（包括電壓源與其他元件）（包括電壓源與其他元件）！！

正負（加減）原則：順著設定的方向正負（加減）原則：順著設定的方向…………
正（加）：電壓正（加）：電壓fromfrom－－ to +to +
負（減）：電壓負（減）：電壓from + to from + to －－

0VVVE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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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tageVoltage--Divider RuleDivider Rule

 The voltage across each resistor in a series circuit is directlyThe voltage across each resistor in a series circuit is directly
proportional to the ratio of its resistance to the total series proportional to the ratio of its resistance to the total series 
resistance of the circuitresistance of the circuit：：

)volts(E
R
R

E
R....R....RRR

RV

total

x

Nn321

x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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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聯電壓源串聯電壓源Voltage SourceVoltage Source

串聯電壓源的總和，等於個別電壓源的和。串聯電壓源的總和，等於個別電壓源的和。

計算時，要特別注意個別電壓源的極性。計算時，要特別注意個別電壓源的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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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qual ResistorEqual Resistor

 NN個等值的串聯電阻，總電阻為：個等值的串聯電阻，總電阻為：

RN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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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Summary 

電流相等。即流過每一個元件的電流皆相同。電流相等。即流過每一個元件的電流皆相同。

封閉迴路中的個別元件的電壓降與電阻值成正比；即電阻封閉迴路中的個別元件的電壓降與電阻值成正比；即電阻
越大者，電壓降就越大。越大者，電壓降就越大。

總電壓等於個別元件的電壓降的和。總電壓等於個別元件的電壓降的和。

總電阻等於個別元件的電阻的和。總電阻等於個別元件的電阻的和。

電壓源提供的總功率等於個別元件的消耗功率的和。電壓源提供的總功率等於個別元件的消耗功率的和。

若迴路中有一個元件斷路時，則整個電路即形成斷路。若迴路中有一個元件斷路時，則整個電路即形成斷路。

個別元件位置可任意互換，也不會影響電路的性能。個別元件位置可任意互換，也不會影響電路的性能。



125

EXAMPLE 2.23EXAMPLE 2.23



126

EXAMPLE 2.24EXAMPLE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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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25EXAMPLE 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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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LLEL PARALLEL 
DC NetworkDC 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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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聯並聯In ParallelIn Parallel

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元件兩個或兩個以上的元件（（ElementsElements）相接於一處，另一端亦）相接於一處，另一端亦
均接於另一處，這些元件或這種接法稱為並聯。均接於另一處，這些元件或這種接法稱為並聯。

並並聯的元件頭接頭、尾接尾！聯的元件頭接頭、尾接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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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聯電路並聯電路

整個電路裡頭的元件彼此並聯，稱為並聯電路（整個電路裡頭的元件彼此並聯，稱為並聯電路（parallel parallel 
networknetwor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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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聯電路的電阻並聯電路的電阻

並聯電阻的和：並聯電阻的和：

N321T R
1...

R
1

R
1

R
1

R
1



定義：電導（定義：電導（conductanceconductance）） )siemens(
R
1G 

)siemens(G...GGGG N321T 

並聯電阻的和，比並聯電阻中最小的電阻（值）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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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聯電路的電壓並聯電路的電壓

跨越並聯元件上的電壓相等跨越並聯元件上的電壓相等。。

EVVV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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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聯電路的電流並聯電路的電流

並聯電路的電流分成，由電壓源出來的電流，以及流經每並聯電路的電流分成，由電壓源出來的電流，以及流經每
一個一個branchbranch與元件的電流。其中，由電壓源出來的電流：與元件的電流。其中，由電壓源出來的電流：

TR
EI  由於 V1 = V2 = V3，故個別branch的電流為

33

3
3

22

2
2

11

1
1

R
E

R
VI

R
E

R
VI

R
E

R
VI







電阻越小的，電流越大！電阻越小的，電流越大！
>>>>>>電流往阻力最小的電流往阻力最小的branchbranch流竄！流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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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聯電路的功率並聯電路的功率

送到每一個電阻的功率等於跨越的電壓兩次方除以電阻。送到每一個電阻的功率等於跨越的電壓兩次方除以電阻。

電壓源送出總功率為個別電阻元件消耗的功率和。電壓源送出總功率為個別電阻元件消耗的功率和。

W216)A12)(V18(EIPT 

W54
6

)V18(
R
E

R
VP

W54
6

)V18(
R
E

R
VP

W108
3

)V18(
R
E

R
VP

2

3

2

3

2
3

3

2

2

2

2

2
2

2

2

1

2

1

2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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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rchhoffKirchhoff’’s Current Laws Current Law

電路中，流入某一節點的電流和恆等於流出該節點的電流電路中，流入某一節點的電流和恆等於流出該節點的電流
和。亦即某一節點的電流代數和為零。和。亦即某一節點的電流代數和為零。





N

1n

n 0i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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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ving

N

1n
entering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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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 CaseSpecial Case




 k2
RR

RRR
21

2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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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Current--Divider RuleDivider Rule

先計算出先計算出sourcesource送出的電流送出的電流 II，，然後利用然後利用currentcurrent--divider ruledivider rule
：：

21

1
2

21

2
1

T

RR
IRI

RR
IRI

R
EI











138

Equal ResistorEqual Resistor

 NN個等值的並聯電阻，總電阻為：個等值的並聯電阻，總電阻為：

N
R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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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26EXAMPLE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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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26EXAMPLE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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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26EXAMPLE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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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27EXAMPLE 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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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MPLE 2.28EXAMPLE 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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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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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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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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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RT=(R1//R2)+R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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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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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RT= (((((R7//R8)+R4)//R6)+R5)//R3)+R1+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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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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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RT= (((R6//R7)+R4+R5)//R3)+R1+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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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RT=(((R7//R8)+(R5//R6)+R4)//R3) +R1+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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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RT=(((R7//R8)+(R5//R6)+R4)//R3) +R1+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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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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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RT=((R5+R6)//R8)+R7+ ((R2+R3)//R4)+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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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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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並聯練習串並聯練習

RT=((((R7+R8)//R6//R5//R4)+R3)// R2)+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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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eter and Volt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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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eter and Voltmet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