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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題練習題練習題練習題    

◎◎◎◎半導體半導體半導體半導體    

1.構成純質半導體的元素之化學價數為     價。 

 

 

2.何者為製造電子元件時最常使用的半導體材料？ (A)碳 (B)銅 (C)鐵 (D)矽。♥ 

 

 

3.半導體材料中可以參與導電的載子有 (A)自由電子 (B)電洞 (C)以上皆是。 

 

 

4.在純質半導體中，自由電子數與電洞數哪一個較多？ 

(A)自由電子數 (B)電洞數 (C)一樣多。♥ 

 

 

5.提高純質半導體的溫度可以 

(A)增加載子的濃度 (B)降低載子的濃度 (C)增加導電能力 (D)降低導電能力。 

 

 

6.半導體內的電流為 

(A)自由電子形成的電流 (B)電洞形成的電流 (C)自由電子與電洞合併形成的電流。 

 

 

7.若提高半導體與金屬導體的溫度，則 (A)半導體的電導率增加 (B)半導體的電導率減

少 (C)金屬導體的電導率增加 (D)金屬導體的電導率減少。♥ 

 

 

8.下列有關純質半導體的性質何者正確？ (A)無自由電子 (B)自由電子由熱量產生 

(C)僅有電洞 (D)電子和電洞數目一樣多 (E)導電能力很好 

 

 

9.下列有關雜質半導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n 型半導體帶負電 (B)n 型半導體內的雜

質離子稱為施體離子且帶正電 (C)p 型半導體帶正電 (D)p 型半導體內的雜質離子稱

為受體離子且帶負電 (E)n 型半導體與 p 型半導體均不帶電。♥ 

10.在純矽材料中加入少量硼或砷等雜質原子的製造程序稱為 

(A)再生 (B)離子化 (C)摻雜 (D)再結合。♥ 

 

 

11.p 型半導體導電時內部的電流為 

(A)只有電洞流 (B)只有自由電子流 (C)以電洞流為主，但仍有極小量的自由電子流 

(D)以自由電子流為主，但仍有極小量的電洞流。 

 

 

12.n 型半導體導電時內部的電流為 

(A)只有電洞流 (B)只有自由電子流 (C)以電洞流為主，但仍有極小量的自由電子流 

(D)以自由電子流為主，但仍有極小量的電洞流。♥ 

 

 

13.在純矽中加入五價雜質原子後可以用來製造下列何者？ 

(A)n 型半導體 (B)p 型半導體 (C)空乏區 (D)以上皆可。 

 

 

14.在純矽中加入三價雜質原子後可以用來製造下列何者？ 

(A)n 型半導體 (B)p 型半導體 (C)空乏區 (D)以上皆可。♥ 

 

 

15.n 型半導體內的電洞為 (A)少數載子，由熱能所產生 (B)少數載子，由摻雜所產生 

(C)多數載子，由熱能所產生 (D)多數載子，由摻雜所產生。 

 

 

16.p 型半導體內的電洞為 (A)少數載子，由熱能所產生 (B)少數載子，由摻雜所產生 

(C)多數載子，全由熱能所產生 (D)多數載子，全由摻雜所產生 (E)多數載子，大部

份由摻雜所產生，少部分由熱能所產生。♥ 

 

 

◎◎◎◎二極體二極體二極體二極體    

1.空乏區的形成包含 (A)多數載子的擴散 (B)自由電子與電洞的復合 (C)離子化。 

 

2.二極體在接面處所形成的空乏區之電位高低何者正確？ 

(A)p 型內為高電位，n 型內為低電位 (B)n 型內為高電位，p 型內為低電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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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二極體在接面處所形成的空乏區之內建電場方向為 (A)p→n (B)n→p。♥ 

 

 

4.二極體的偏壓是指 (A)多數載子與少數載子的比 (B)流經 PN 接面的電流量 (C)外

加的直流電壓 (D)以上皆非。♥ 

 

 

5.比較二極體於順偏與逆偏時的工作狀態： 

 順偏 逆偏 

p 型電位（高或低）   

n 型電位（高或低）   

空乏區（變寬或變窄）   

通路或斷路   

 

 

6.下列電路中的二極體受到順向偏壓的有     、受到逆向偏壓的有     。 

 

 

 

7.下圖中矽二極體屬順向偏壓者為     、逆向偏壓者為     。♥ 

 

 

 

8.有關二極體順偏時通過接面的電流之敘述何者正確？ (A)以多數載子的擴散電流為主 

(B)以少數載子的漂移電流為主 (C)擴散電流與漂移電流同樣重要。 

 

 

9.有關二極體逆偏時通過接面的電流之敘述何者正確？ (A)以多數載子的擴散電流為主 

(B)以少數載子的漂移電流為主 (C)擴散電流與漂移電流同樣重要。♥ 

10.由二極體的特性曲線可知二極體是 

(A)遵守歐姆定律 (B)不遵守歐姆定律 (C)線性元件 (D)非線性元件。 

 

 

11.矽二極體順偏時的導通電壓約為 

(A)0.3V (B)0.7V (C)由空乏區寬度決定 (D)由多數載子的濃度決定。♥ 

 

 

12.右圖之電路裝置中，二極體的順向導通電壓為 0.7 伏特，(1)當電源電壓 V=5 伏特時二

極體兩端的電壓 Vpn=     伏特、電流 I=     安

培；(2)若將該電源反接，則二極體兩端的電壓 Vpn=     伏

特、電流 I=     安培。 

 

 

 

 

 

 

13.如圖所示，若二極體之順向導通電壓為 0.7 伏特，則電路上之電流為     安培、

二極體耗電功率為     瓦。♥ 

 

 

 

 

 

 

14.下列有關理想二極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順偏時二極體視為短路 (B)順偏時二極

體視為斷路 (C)逆偏時二極體視為短路 (D)逆偏時二極體視為斷路。 

 

 

15.某交流電源連接一個二極體及一個 5kΩ的電阻器，如圖(A)所示，已知該電源的電壓

VS 隨時間變化的情形如圖(B)所

示 ， 且 二 極 體 的 導 通 電 壓 為

0.7V。試繪出電阻器的電壓 VR

隨時間變化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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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二極體是何種裝置？ (A)雙向通電的 (B)單向通電的 (C)線性的 (D)非線性的。♥ 

 

 

17.如右圖所示的電路中，A、B、C 三燈泡可能會亮的

有     。 

 

 

18.下列有關 pn 二極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空乏區為一等電位的區域 (B)空乏區內 n

型半導體區有帶負電的施體離子 (C)pn 二極體具有單向導電的整流功能 (D)在逆向

偏壓下（偏壓電壓未大於崩潰電壓）仍存在極小量的逆向飽和電流 (E)承(D)，逆向

飽和電流的大小與二極體的溫度有關，但幾與偏壓電壓值無關。 

 

 

19.總電動勢 6V 的電池組（內電阻不計）、二極體 D 和電阻均為

4Ω的電阻器 R1 和 R2組成如右圖所示的電路，則 R1 的耗電功

率為 (A)0.75 (B)1.25 (C)2.25 (D)3.25 (E)4.5 W。 

 

 

 

 

 

20.右圖電路中 D1 和 D2 為相同的二極體、R 為電阻，

二極體的電流-電壓特性曲線如最右圖所示。今測

得 R 兩端的電壓為 4V，則 R 的耗電功率約為 

(A)l (B)2 (C)4 (D)8 (E)16 mW。♥ 

 

 

 

 

21.二極體 D、燈泡 L 和電動勢 1.5V 的電池（內電阻不計）組成如右

圖所示的電路，其中二極體的電流-電壓特性關係如附表所示。若

電路上的電流為 2.0mA，則燈泡的耗電功率約為 

(A)0.8 (B)1.6 (C)2.2 (D)2.5 (E)3.0 mW。 

電壓(V) 0 0.1 0.2 0.3 0.4 0.5 

電流 0 0.02µA 0.09µA 41µA 2.0mA 96mA 

◎◎◎◎雙極性雙極性雙極性雙極性接面接面接面接面電晶體電晶體電晶體電晶體    

1.npn 型電晶體中基極內部的多數載子為     ，pnp 型電晶體中射極內部的少數載

子為     。 

 

 

2.右圖的電路符號代表的電子元件為     ，其中每一接腳的名稱分別為

�     、�     、�     。♥ 

 

 

3.在 BJT 中，若 E 代表射極區、B 代表基極區、C 代表集極區，則此三區的摻雜濃度高

低排序為 (A)B>C>E (B)C>B>E (C)E>B>C (D)E>C>B 

 

 

4.BJT 的 E 極與 C 極是否可對調使用？ (A)可 (B)否。♥ 

 

 

5.PNP 電晶體中兩個 P 型區所接的電極分別為 

(A)基極及射極 (B)基極及集極 (C)射極及集極。♥ 

 

 

6.電晶體於正常模式（順作用）下操作時，基-射極必須處於     偏壓的情況下操

作、基-集極必須處於     偏壓的情況下操作。♥ 

 

 

7.pnp 型電晶體內傳送主要電流的多數載子為     ，npn 型電晶體內傳送主要電流

的多數載子為     。 

 

 

8.pnp 型電晶體在順作用的操作模式下，基-集接面間的電流主要是由基極的     被

接面空乏區的電場掃向集極區所形成。♥ 

 

 

9.BJT 在順作用的操作模式下，三個電極的電流大小之關係為 (A)IB=IE+IC (B)IC=IB+IE 

(C)IE=IB+IC (D)IB>IC>>IE (E)IC>IB>>IE (F)IE>IC>>IB (G)IC>IE>>I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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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電晶體的β值為 (A)電流增益 (B)電壓增益 (C)功率增益 (D)內部電阻。♥ 

 

 

11.已知某電晶體之共射極電流增益為 150，若集極電流為 60毫安培，則基極電流為 

(A)9A (B)2.5mA (C)0.4mA (D)0.04mA 

 

 

 

 

12.若某電晶體之β=99，則其α= (A)99 (B)0.99 (C)101 (D)0.01。 

 

 

 

 

13.如右圖所示之電路裝置，若 BJT 之β=100、射極-基極接面導通電壓為 0.7 伏特，則(1)

流經 BJT 之電流 IB=     安培、IC=     安

培；(2)E、C 兩極之電位分別為 VE=     伏特、

VC=     伏特。 

 

 

 

 

 

 

 

14.在右圖所示的電路中，已知電晶體的電流增益β=100，且

當電晶體導通時其基極和射極之間的電位差 VBE=0.7V，

則 IB=     安培、IC=     安培。♥ 

 

 

 

 

 

15.電晶體作為線性放大器時其偏壓應為 (A)BE 順偏，BC 順偏 (B)BE 順偏，BC 逆偏 

(C)BE 逆偏，BC 逆偏 (D)BE 逆偏，BC 順偏。♥ 

16.電晶體於截止及飽和區工作時其功能如同 

(A)線性放大器 (B)開關 (C)可變電容器 (D)可變電阻器。 

 

 

17.右圖為某 npn 雙極性電晶體的輸出特性曲線，則(1)當 VCE=4V、IB=80µA 時，IC 的數

值為     mA；(2)此電晶體之共射極電流增益β值為     ；(3)此電晶體之

共基極電流增益α值為     。 

 

 

 

 

 

 

 

 

 

 

18.某雙極性電晶體在順作用的模式下工作時α=0.99，則其電流增益β=     ；若其

基極電流為 10µA，則其射極電流為     安培。♥ 

 

 

 

 

 

 

19.下列何者不是電晶體的特性？ 

(A)內部含有真空區 (B)耗電功率小 (C)操作時不生高熱 (D)通電後瞬時可操作。♥ 

 

 

20.下列有關雙極性接面電晶體(BJT)的敘述何者正確？ (A)其構造對稱，因此射極與集

極可對調使用 (B)在順作用的操作模式下基極的電流最小 (C)順作用的操作模式是

指基極與射極之間逆偏、基極與集極之間順偏 (D)npn 型 BJT 在順作用的操作模式

下，基-集接面間的電流主要是由基極的大量自由電子被接面空乏區的電場掃向集極區

所造成 (E)npn 型 BJT 在順作用的操作模式下三極的電位高低比較為 VE<VB<V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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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下列有關半導體的敘述哪些正確？ (A)不含雜質的純半導體材料之電子、電洞的密度

相同 (B)純半導體材料的溫度越高電子、電洞的密度越大 (C)矽半導體加入 5 價雜

質後會形成 P 型半導體 (D)二極體的 P、N 接觸面形成一空乏區，空乏區的 P 型部份

帶正電 (E)PNP 三極體的基極為 N 型半導體。♥ 

 

 

22.某生欲檢測一 PNP 電晶體的功能是否正常，他以三用電錶測量基極(B)、集極(C)和射

極(E)之間的電阻值。設以 x 與 y代表三極中的任兩極，當 x 的電位高於 y 時，x 與 y

之間的電阻值以 Rxy代表；當 x 與 y 之間受到順向偏壓時 Rxy 值為「低」，當 x 與 y 之

間受到逆向偏壓時 Rxy 值為「高」。下列選項何者表示該電晶體是正常的？ 

 BER  EBR  BCR  CBR  CER  ECR  

(A) 高 低 高 低 高 低 

(B) 高 低 高 低 高 高 

(C) 高 低 高 低 低 低 

(D) 低 低 高 低 高 低 

(E) 高 低 低 低 高 低 

 

 

 

◎◎◎◎場效電晶體場效電晶體場效電晶體場效電晶體    

1.下列有關場效電晶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運用電流來控制的單極性元件 (B)運用電流來控制的雙極性元件 (C)運用電壓來

控制的單極性元件 (D)運用電壓來控制的雙極性元件。 

 

 

2.JFET 之通道介於 (A)閘極與汲極 (B)汲極與源極 (C)閘極與源極 之間。♥ 

 

 

3.JFET 於飽和區工作時可藉由下列何電壓來直接控制通道電流的大小 

(A)VDS (B)VGS (C)VDG。♥ 

 

 

4.JFET 之通道在截止時是 

(A)最寬的時候 (B)被空乏區完全阻塞 (C)非常地窄 (D)逆向偏壓。 

5.雙極性電晶體與場效電晶體的比較： 

 雙極性電晶體(BJT) 場效電晶體(FET) 

工作原理 
     控制元件 

（基極電流控制集極電流） 

     控制元件 

（閘極電壓控制通道電流） 

流通的載子 自由電子與電洞（     極性） 自由電子或電洞（     極性）

功能 放大訊號、開關等 放大訊號、開關等 

優缺點 反應速率快、耗電、不易縮小 反應速率快、非常省電、易縮小 

 

6.下列各圖是不同電晶體所對應的電路符號： 

 

，則 npn 型 BJT 為     、pnp 型 BJT 為     、n-JFET 為     、p-JFET

為     、NMOS 為     、PMOS 為     。♥ 

 

7.右圖的電晶體結構屬於下列哪一種電晶體？ 

(A)n-JFET (B)p-JFET (C)NMOSFET (D)PMOSFET。♥ 

 

8.下列有關電晶體的敘述何者正確？ (A)可放大訊號 (B)可當開關 

(C)可整流 (D)n-JFET 正常工作時 VDS>0 (E)MOSFET 正常工作時閘極電流為零。 

 

9.下列有關場效電晶體之描述何者正確？ 

(A)利用閘極電流控制源極電流 (B)形成汲極電流的載子為多數載子 (C)JFET 的構造

是對稱的，因此源極與汲極對調使用時仍可得到相同的特性關係 (D)MOSFET 有四個

端點，其基板本體與源極相接，故源極與汲極對調使用時會得到不同的特性關係。 

 

◎◎◎◎微電子技術微電子技術微電子技術微電子技術    

1.「積體電路」之簡稱為 (A)BJT (B)FET (C)IC (D)LED。♥ 

 

2.下列哪些選項是積體電路的特徵？ 

(A)體積小 (B)消耗功率高 (C)單位成本高 (D)內含電子元件多。♥ 

 

3.目前的積體電路中最主要的電晶體為下列何者？ (A)BJT (B)JFET (C)MOSFET 

(D)L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