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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 SI 制的單位制的單位 (1)(1)

國際度量衡委員會 國際單位制 (International System of Units, SI制)。
SI制是法文”Le Systeme International d’unites” 的簡稱。

單位：英制 & 公制。

公制：more popular。
公制：

MKS公制：公尺－公斤－秒制 (SI制)。
CGS公制：公分－公克－秒制。

公制：包括基本單位 & 導出單位。

導出單位：由基本單位所導出(i.g., M2, M3)。
FPS英制：呎－磅－秒制。

部分廣為使用的英制單位：

馬達 馬力(Horse Power, HP)。
電線 AWG (American Wire Gage)。



SI SI 制的單位制的單位 (2)(2)



字首字首 (Prefixes)(Prefixes)

科學記號法與工程標示法：

10-15 femto





原子理論原子理論 (1)(1)

原子：

原子核：

質子 (Proton)：帶正電。

中子 (Neutron)：不帶電。

電子 (Electron)：帶負電。

質子 & 電子數量相等。

原子是電中性。

電子繞行的軌道：層 (Shell)。
K層：2個電子。

L層：8個電子。

M層：18個電子。

N層：32個電子。

Etc.
最外層電子：價電子 (Valence electron)。



原子理論原子理論 (2)(2)

價層：

原子最外層：價層 (Valence shell)。
價層的電子數量 (價電子數量) 最多不超過8個。



原子理論原子理論 (3)(3)

自由電子：

電子被原子核 (帶正電的質子) 吸引，此吸引力(庫侖力)：
查爾斯庫侖 (Charles Coulomb) 實驗發現: 庫侖定律 (Coulomb’s 
law)。

兩帶電物體的吸力或斥力與電荷成積成正比，與距離平方成反
比：

F: 牛頓 (NT), Q: 庫侖, r: 公尺, k: 9x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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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理論原子理論 (4)(4)

自由電子：

價電子若得到充分的能量就會脫離他們的母原子：自由電子。

此時，這些電子並未離開物質，只是由某一個原子遊蕩到另一個原
子。

此物質仍是電中性。

價電子數量越少：所需之脫離能量越低 良導體。

價電子數量越多：所需之脫離能量越高 不良導體。



原子理論原子理論 (5)(5)

銅原子：

質子數 = 29，電子數 = 29 。



原子理論原子理論 (6)(6)

離子：

中性原子得到電子or失去電子。

正離子 (Positive ion)：失去電子。

負離子 (Negative ion)：得到電子。

導體、絕緣體、半導體：

導體：價層有少量的電子，物質能輕易的移動 (產生) 大量的自由電子.
絕緣體：價層有全滿or近全滿的電子(穩態時數量為8個)，故物質不能輕
易的移動 (產生) 大量的自由電子。

施以足夠高的能量，價電子依然可被拉離母原子：絕緣崩潰。

半導體：少數物質 (矽or鍺) 價層有半滿的電子(數量為4個)。
由電阻係數 (Resistivity, Ω-cm)來分：

導體 半金屬 半導體 半絕緣體 絕緣體

10-5 10-2 104 108



電荷電荷 (Charge)(Charge)

質子：正電荷 (+Q, Positive electric charge)。
電子：負電荷 (-Q, Negative electric charge)。
電荷單位：庫侖 (C, Coulomb)：

+1C=6.24x1018個質子。

1個質子=+1.6x10-19 (C)。
-1C=6.24x1018個電子。

1個電子=-1.6x10-19 (C)。



電壓電壓 (Voltage) (1)(Voltage) (1)

電壓的數學定義：用1焦耳的能量(W)移動1
庫侖的電荷(Q)由一點至另一點，則此兩點
之間的電壓(電位差, V)為1伏特。

電位(能)：電位能(能量)的差值 即為電壓(= 電位差)。
分開正、負電荷即對正、負電荷作功(輸入能量)，即產生電位能的差值
(電位差) 即為電壓。

電壓 (Voltage)：當電荷由一個物體離開移動到另一個物體，電壓便在兩者
之間產生。

電壓是由正、負電荷分離產生。

VQW
Q
WV ==     ,



電壓電壓 (Voltage) (2)(Voltage) (2)

電壓源：

直流電壓源：

乾電池。

交流電壓源：

交流發電機。

家庭插座。

直流電壓源的符號：



電壓電壓 (Voltage) (3)(Voltage) (3)
直流電壓源：

乾電池：內部電極 碳棒 (C)。
外部電極 鋅盒 (Zn)。



電流電流 (Current) (1)(Current) (1)

電池接到電路上，電子被電池正極吸引，此電子的位移稱為電子流(-
+)。
電子流(electron flow)的反方向定義為電流(+ -)。
每一秒通過電路的電子數量越多，電流(電子流)越大。



電流電流 (Current) (2)(Current) (2)

電流單位：安培(Amp，A)：
1庫侖/秒定義為1安培(A)。

I：電流(安培)、Q：電荷電量(庫侖)、t：通過的時間(秒)。
t
QI =



電流電流 (Current) (3)(Current) (3)

直流電vs.交流電：

DC (Direct Current)：直流電。

電流方向不改變。

AC (Alternating Current)：交流電。

電流方向會循環改變(改變頻率：Hz)。
台灣電力公司供電：60Hz。



實際的直流電壓源實際的直流電壓源 (1)(1)

電池(battery)：
提供直流電(DC)。
大小型號：

9V方形、D (1號)、C(2號)、AA(3號)、
& AAA(4號)。

一次電池(Primary battery)：無法充電。

二次電池(Secondary battery, Rechargeable battery)：可以再充電。

電池類型：

一次電池：

鋅錳乾電池,碳鋅電池(Znic-Carbon Dry cell battery)：一般電壓1.5V。
陽極(負極,-)：鋅(Zn)。
陰極(正極,+)：二氧化錳與碳棒(C)。
電解質：氯化銨、氯化鋅與澱粉等組成。

高重量的能量比：50~80Wh/Kg。



實際的直流電壓源實際的直流電壓源 (2)(2)

鹼性電池(Alkaline Dry cell battery)。
鋅汞電池，水銀電池(Mercurie Oxide battery)，鈕扣電池(Button 
cell battery)：一般電壓1.34V。

− 陽極(負極-)：90%鋅粉，10%汞(具污染問題)。
− 陰極(正極+)：80~95%氧化汞，5~15%石墨(C)。
− 電解液：35~40%氫氧化鉀溶液。

− 電解液為鹼性。

銀氧化物電池(Silver Oxide battery)，一般電壓1.5V。
鋅空氣電池(Zinc Air battery)，一般電壓1.4V。
鋰錳電池(Lithium Manganese battery)，一般電壓3V。

鋰電池(Lithium battery)：一般電壓2~3.5V。
比有重金屬成分(Cadmium，or Mercury，etc.)的電池更為環
保。



實際的直流電壓源實際的直流電壓源 (3)(3)

二次電池:
鎳鎘(Nickel Cadmium battery)、鎳鎘電池(Nicads battery)：一般電
壓1.2V。

陽極(負極)：氫氧化鎳。

陰極(正極)：海綿狀的鎘(具污染問題)。
電解質：氫氧化鉀。

電解液：水。

重量的能量比：40~50Wh/Kg。
具有充電記憶效應：效能會隨充放電次數而下降。

鎳氫(Nickel Metal Hydride battery)：一般電壓1.2V、1.5V or 9V。
在市面上較易購買的充電電池。

陰極(正極)：儲氫合金(不具污染問題)。
陽極(負極), 電解質, 電解液同鎳鎘電池。



實際的直流電壓源實際的直流電壓源 (4)(4)

鋰離子電池(Litium-ion battery)：一般電壓3.7V。
陽極(負極)：鋰鈷氧化物、鋰錳氧化物、鋰鎳氧化物等。

陰極(正極)：碳(C)。
電解質：LiPF6、LiClO4、LiBF4等。

電解液：PC、EC。

具有抗充電記憶效應(較無充電記憶效應)。
高分子鋰電池(Polymer Litium battery)：

陰極(正極), 陽極(負極), 電解液同鋰離子電池。

電解質：以高分子電解質取代液態鋰離子電池所使用的有機電解
液。

鉛酸電池(Lead-acid battery)：一般電壓2V。。

陽極(負極)：鉛。

陰極(正極)：二氧化鉛。

電解質：27~39%硫酸溶液。



實際的直流電壓源實際的直流電壓源 (5)(5)



實際的直流電壓源實際的直流電壓源 (6)(6)

電池的容量：

電池的容量是指其有效壽命。

容量=電流X有效壽命。

單位：安培-小時(Ah)。
電池有效壽命會受到：

放電速率，操作情況，溫度或其他因
素影響。



實際的直流電壓源實際的直流電壓源 (7)(7)

電池的串聯與並聯：

串聯：電壓相加，增加電壓。

並聯：電流相加，增加電流。



電壓與電流的測量電壓與電流的測量 (1)(1)

測量電壓：伏特計 (與測量電路並聯)。
測量電流：安培計 (與測量電路串聯)。
多功能儀表：三用電表 (伏特-歐姆-微安培，volt-ohm-milliammeters，
VOM)。

分類比式與數位式。

三用電表設定：

接頭：VΩ (for 測電壓、電阻、+)。
A (for 測電流，+)。
COM (for 共同端 or 接地端，-)。

量測原則：

在測試未知電壓或電流大小時，請先將儀器的測量範圍(range)調至
最大，之後再逐次縮小測量範圍。



電壓與電流的測量電壓與電流的測量 (2)(2)



電壓與電流的測量電壓與電流的測量 (3)(3)



電壓與電流的測量電壓與電流的測量 (4)(4)

測量電壓：伏特計與測量電路並聯。

測量電流：安培計與測量電路串聯。



電壓與電流的測量電壓與電流的測量 (5)(5)



電壓與電流的測量電壓與電流的測量 (6)(6)



電壓與電流的測量電壓與電流的測量 (7)(7)



練習練習 11

Ans: +25V Ans: +14V Ans: -6VAns: +25V



練習練習 22

測量電壓：伏特計(V)與測量電路並聯。

測量電流：安培計(I)與測量電路串聯。



導體的電阻值導體的電阻值 (1)(1)

影響導體電阻值(resistance)：
材料種類。

導體的長度(電阻值與長度成正比)。
導體的截面積(電阻值與截面積成反比)。
導體的溫度。

在固定溫度下，導體電阻值：

Ρ：電阻率，歐姆-公尺(Ω-m)。
l：長度(公尺，m)。
A：截面積(平方公尺，m2)。

圓形截面積：

)(   Ω= 歐姆，
A
lR ρ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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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體的電阻值導體的電阻值 (2)(2)



溫度效應溫度效應

溫度對電阻值的影響：

溫度增加 自由電子數增加 電子流增加 (效應A)。
電子碰撞增加 (效應B)。

部分金屬導體：效應A<效應B，導體的整個電阻值隨溫度增加而增加 正溫
度係數(posi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部分金屬導體(如：碳、鍺、矽)：效應A>效應B，導體的整個電阻值隨溫度
增加而減少 負溫度係數(negative temperature coefficient)。



電阻的種類電阻的種類 (1)(1)

種類：固定電阻(fixed resistor)、可變電阻(variable resistor)。
固定電阻(fixed resistor)：

碳混和物電阻：

碳+絕緣填充物。

碳&絕緣填充物的比值
決定此電阻的電阻值。

碳成分越高,電阻值越
低。



電阻的種類電阻的種類 (2)(2)



電阻的種類電阻的種類 (3)(3)

其他形式的固定電阻：

碳心、碳膜、金屬膜(鎳鉻膜、銅鎳膜、錳合金膜等)、氧化金屬、
繞線式、積體電路式等。



電阻的種類電阻的種類 (4)(4)

功率電阻：

繞線式：由金
屬合金繞一空
心的陶瓷心。

可散逸大量的
熱。



電阻的種類電阻的種類 (5)(5)

可變電阻(variable 
resistor)：

可變電阻有3個端點。

2個固定於電阻兩端。

1個為活動式，接於材
料的接帚(wiper)上。



電阻的色碼電阻的色碼 (1)(1)

色碼(color coding)：讀法是由左至右。

一般電阻：4條色帶。

精密電阻：5條色帶。

第5色帶：可靠度。

表示元件的可靠度：即指此電阻在
使用1000小時後，會有多少機率其
電阻值不會在此值的範圍內。

EX)第5色帶：紅色表示此電阻在使
用1000小時後，會有1/1000機率其
電阻值不會在此值的範圍內。



電阻的色碼電阻的色碼 (2)(2)



電阻的測量電阻的測量--歐姆計歐姆計 (1)(1)

使用歐姆計測量電路上的電阻時：

移開所有電源(因為歐姆計本身就有電源)。
將待測元件(待測電阻)做隔離。

歐姆計兩端，黑棒與紅棒在測量電阻時可互換。

選擇適當的測量範圍。

使用完關閉歐姆計電源(歐姆計會消耗自己內部的
電源 電池)。



電阻的測量電阻的測量--歐姆計歐姆計 (2)(2)



電阻的測量電阻的測量--歐姆計歐姆計 (3)(3)

歐姆計能指是電路是否有短路。

歐姆計具有警報聲。

電路短路電阻值 0。
電路開路(斷路)電阻值 。∞



電阻的測量電阻的測量--歐姆計歐姆計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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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姆定律歐姆定律(Ohm(Ohm’’s Law)s Law) (1)(1)

歐姆定律：電路中，電流與其所受的電壓成正比，與其電阻成反比。

I：電流 (單位：安培, A)。
E：電壓 (電源的電壓，單位：伏特，V)。
V：電壓 (負載的電壓，單位：伏特, V)。
R：電阻 (單位：歐姆，Ω)。

R
V

R
E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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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姆定律歐姆定律

(Ohm(Ohm’’s Law)s Law)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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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姆定律歐姆定律(Ohm(Ohm’’s Law)s Law)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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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極性與電流方向電壓極性與電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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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率功率 (1)(1)

功率(Power)：
燈泡之類：單位以瓦特(W)表示(SI制的單位)。
馬達之類：單位以馬力(Horse Power, HP)表示。



82

功率功率 (2)(2)

功率符號：P，單位以瓦特(W)。

En：表示能量，單位以焦耳(J)表示。

t：所需之時間，單位以秒(sec, S)表示。

1瓦特 = 1焦耳/秒 (1W = 1J/S)。
電子系統的功率：

P = VI (功率 = 電壓X電流) or
P = EI (功率 = 電壓X電流)。

E：電壓 (電源的電壓, 單位：伏特, V)。
V：電壓 (負載的電壓, 單位：伏特, V)。

t
EP 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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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練習 11

電阻(R) = ?
電壓源輸出功率(P) = ?
Ans: R = E/I = 6V / 25mA = 240Ω

P = EI = 6 x 25 x 10-3 = 0.15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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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練習 22

電壓(V1) = ?
電壓(V2) = ?
Ans: V1 = I x R1 = 0.5x20 = 10V

V2 = I x R2 = 0.5x100 = 50V



85

練習練習 33

電流(I)為額定電流 = 1A。
電阻值(R) = ?
電錶上的電流值(I) = ?
電壓(E) = ?

Ans: R = 56x100 = 56Ω
I = 1A
E = I x R = 1x56 = 56V



86

串聯電路串聯電路 (Series Circuit)(Series Circuit)

串聯電路：電路中，流經各元件的電流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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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希荷夫電壓定律克希荷夫電壓定律
((KirchhoffKirchhoff’’ss Voltage Law)Voltage Law)

克希荷夫電壓定律 (Kirchhoff’s Voltage Law, KVL)：
1. 針對串聯電路。

2. 環繞封閉迴路其電壓升與電壓降的總和為0。
or 
環繞封閉迴路其電壓升的總和等於電壓降的總和。

Ex) E-V1-V2-V3 = 0
or 
E = V1+V2+V3



88

電阻的串聯電阻的串聯 (Resistor Series)(Resistor Series)

幾乎所有的複雜電路都可以被簡化。

n個電阻串聯其總電阻值為：

RT = R1+R2+…+Rn (Ω)
電壓所提供的總功率 = 各電阻所消耗的功率總和。

PT = EI
P1 = I2R1

P2 = I2R2

Pn = I2Rn

PT = P1+ P2+… +P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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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源的串聯電壓源的串聯
(Voltage Source Series)(Voltage Source Series)

電路串聯一個以上的電壓源，則這些電壓源可以被等效地以單一電壓源取
代。

ET = +9V-6V = 3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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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聯元件的互換串聯元件的互換
(Series Devices Exchange)(Series Devices Exchange)

串聯元件的順序可以互換，而不影響電路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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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路接地電路接地 (1)(1)
(Circuit Ground)(Circuit Ground)

最簡單的定義：接地點只是被當作整個電路的參考點，或共同點。

對技術人員或工程師有較大的意義：任一裝置的金屬底架常常都被接到電
路的地線。

此種接法被稱為底架接地。

有助於防止裝置操作人員被電擊，底架接地一般都會經由電器外盒來提
供接點連接到地面 (地球表面)。

地面接地：是指經由水管或避雷針，與地面連接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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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路接地電路接地 (2)(2)
(Circuit Ground)(Circuit Ground)



93

練習練習 44

電流值(I) = ?
Ans: I = E/Req = (6-2+1)V / 
(2+4+3+1)Ω = 5/10 = 0.5A

Vab = Va - 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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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聯電路並聯電路 (1)(1)
(Parallel Circuit)(Parallel Circuit)

結點(nodes)：
燈泡的一端全部連接在電池的正端(+)，而另一端全部連接在電池的負
端(-)，這些連在一起的點稱為結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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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聯電路並聯電路 (2)(2)
(Parallel Circuit)(Parallel Circu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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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聯電路並聯電路 (3)(3)
(Parallel Circuit)(Parallel Circuit)

圖6-4 (a): 先並聯再串聯。

圖6-4 (b): 先串聯再並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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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希荷夫電流定律克希荷夫電流定律

((KirchhoffKirchhoff’’ss Current Law)Current Law)
克希荷夫電流定律 (Kirchhoff’s Current Law, KCL)：

1. 針對並聯電路。

2. 流入一個節點的電流總和 = 流出此節點的電流總和。

Ex) 5A+3A = 2A+4A+2A
8A = 8A



98

電阻的並聯電阻的並聯

(Resistors in Parallel)(Resistors in Parallel)
克希荷夫電壓定律 (KVL)：

E = VR1 = VR1 = … = VRN

電路中跨於所有並聯電阻元件上的電壓值均相等。

克希荷夫電流定律 (KCL)：
IT = I1+I2+…+IN。

並聯電路的總電阻值為：

)(  1...11
1

21

Ω
+++

=

N

T

RRR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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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壓源的並聯電壓源的並聯

(Voltage Source in Parallel)(Voltage Source in Parallel)

不同電壓值的電壓源不能直接並聯。

兩個相同電壓值的電壓源並聯使用，每個電壓源將各提供一半電路所需之
電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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串串--並聯電路並聯電路
(Series(Series--Parallel Circuit)Parallel Circuit)

電路分析要訣：

分支(branch)：為任何能夠被簡化成有兩個端點的電路。

兩個端點之間的元件可以由任何電阻、電壓源、或電子元件組成。

許多複雜的元件可以被逐步地分解為串聯和並聯元件所組成的電路。

克希荷夫電壓(KVL)、電流(KCL)定律。

Ex) R2, R3, R4是並聯。

R2, R3, R4的合成電阻再跟R1, R5串聯。

總電阻RT為：

RT = R1+(R2||R3||R4)+R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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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練習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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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練習 66

電壓值(Vab)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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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練習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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練習練習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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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科學概論自然科學概論
((電子工程電子工程))

Ch3 CapacitorCh3 Capacitor、、CapacitanceCapacitance

Louis Chuang
FUJ University, EE ENCL



電容電容 (1)(1)
(Capacitance)(Capacitance)

電容器：包含兩個導體，並由一個絕緣體隔開。

平行板電容器(parallel-plate capacitor)：基本型，兩片金屬平版、中間
為電介質的非導體。

電介質的非導體：可以是空氣、油、雲母、塑膠、陶瓷或其他絕緣
物質。

金屬平版上擁有大量的自由電子。

正常情況下電容器沒有被充電，電容器兩端電壓 = 0V。



電容電容 (2)(2)
(Capacitance)(Capacitance)

若電容器接上一個直流電源：

自由電子：上平板 電源正極 (+) 電源負極 (-) 下平板。

上平板帶正電荷，下平板帶負電荷。

電容器兩端具有一個電壓值。

電容器處於被充電狀態。

整個電容器的淨電荷數 = 0。



電容電容 (3)(3)
(Capacitance)(Capacitance)

若電容器拔離此直流電源：

下平板上的自由電子(負電荷)無法回到上平板。

電容器仍處於被充電狀態，因此電容器可儲存電荷。

充有高壓的大型電容器具有高能量，可使人受到電擊，因此在移去電源
後，電容器需放電。

接一根導線於電容器兩端，使其短路。

電容器兩端電壓值回復為0V。



影響電容的因素影響電容的因素 (1)(1)
(Effect Factors of Capacitance)(Effect Factors of Capacitance)

面積效應：

相同的金屬平板，單位面積的自由電子數量相同。

金屬平板面積大四倍，電容值大四倍。



影響電容的因素影響電容的因素 (2)(2)
(Effect Factors of Capacitance)(Effect Factors of Capacitance)

間隔大小的效應：

上平板帶正電，下平板帶負電，兩平板間存在一個引力(庫侖力)。
兩平板間隔變小，此一引力變大，會有更多的自由電子由上平板跑到下
平板。

各平板上累積的正、
負電荷數量增加，電
容量增加。

電容量與兩平板間隔
成反比。



影響電容的因素影響電容的因素 (3)(3)
(Effect Factors of Capacitance)(Effect Factors of Capacitance)

電介質(dielectrics)的效應：

電介質可以是空氣，若用其他物質(絕緣材料)來取代空氣，電容值可能
會增加。

Ex) 若用鐵弗龍來取代空氣，電容值增加了2.1倍。

Ex) 若用陶瓷來取代空氣，電容值增加了7500倍。



影響電容的因素影響電容的因素 (4)(4)
(Effect Factors of Capacitance)(Effect Factors of Capacitance)

平板電容器的電容值：

電容值正比於平板面積，反比於平板間隔，和電介質有關。

平板面積A (平方公尺，m2)，平板間隔d (公尺，m)， 介電常數
(dielectric constant)。
C為電容器的電容值，單位為法拉(farad, F)。
電容值越大，可儲存越多的電荷。

電容上的電壓與其電容值(電容量)成反比：Q = CV。

(F)  
d
AC ε=

ε



電容器的種類電容器的種類 (1)(1)

塑膠薄片電容：

兩種基本型式：薄片/金屬箔電容、金屬化薄片電容。

薄片/金屬箔電容：

使用塑膠薄片隔開金屬箔，體積較大，絕緣較佳，電容量穩定
度較佳。

金屬化薄片電容：

將金屬箔材料
直接真空電鍍
在塑膠片上，
體積較小，絕
緣較差，電容
量穩定度較
差。



電容器的種類電容器的種類 (2)(2)

電解質電容：

成本極低，具有高電
容量(數十萬uF)。
漏電流大，崩潰電壓
低。

極板材料為鋁或鉭。

電介質為極薄的氧化
層。

電解質電容有極性(+, 
-)。



並聯和串聯的電容並聯和串聯的電容 (1)(1)

並聯電容(capacitors in parallel)：
有效的極板面積為各個獨立極板面積
之總和。

並聯電容之總電容值 = 各個獨立電容
之值相加。

CT = C1+C2+…+CN.
和串聯電阻公式相似。



並聯和串聯的電容並聯和串聯的電容 (2)(2)

串聯電容(capacitors in series)：
留經電流相同，故各個獨立電容具有相
同的電荷量。

Q = C1V1 = C2V2 = …= CNVN.
V1 = Q/C1, V2 = Q/C2, …

KVL, V = V1+V2+…+VN。

串聯電容之總電容值CT：

和並聯電阻公式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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