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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電與磁的統一 

發現 
1.時間：1820 年，丹麥物理學家厄司特發現。 

2.現象：通有電流的長直導線，周圍有磁場產生，能使磁針偏轉。 

長直導線四周的磁場 

1.安培建立了電流與所產生的磁場間的數學關係。 

2.磁場形狀： 

甲、 載流長直導線的四周會產生同心圓的磁場 

  以長直導線為中心，形成封閉的同心圓。 

乙、 方向以安培右手螺旋定則決定 

 大拇指指向為導線的電流方向。 

 四指彎曲的方向為磁場的方向，即磁力線的方向。 

3.安培定律： 

甲、 磁場強度與導線中的電流成正比  電流愈大，則四周所建立的磁場愈強。 

乙、 磁場強度與導線的距離成反比  距離愈遠，則所建立的磁場愈弱。 

           

磁針在導線上方 磁針在導線下方 

電流向北 電流向南 電流向北 電流向南 

    

螺線管的磁場 

1.線圈內磁場的強度： 

線圈內磁場的強度與線圈上的電流大小成正比  電流愈大，磁場愈強。 

與單位長度內線圈的圈數成正比  匝數愈密，磁場域強。 

磁場強度：內部＞端點＞外部。 

2.線圈內磁場的方向：以安培右手定則判斷。 

甲、四指彎曲  電流方向 ； 

大拇指所指的方向  磁場方向。 

乙、線圈內部磁力線的方向是由 S 極指向 N 極。 

丙、螺線管內部為均勻磁場，且內部的磁場方向與外部的磁場方向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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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磁鐵 

1.將容易磁化的軟鐵棒放入螺線管內，通電時，軟鐵棒磁化導致磁力增強； 

斷電時，磁力隨即消失，此種裝置稱為電磁鐵。 

2.電磁鐵極性的判斷： 

甲、 依安培右手定則。 

乙、 右手四指彎曲  電流方向， 

大拇指指向  電磁鐵的 N 極。 

3.應用：電鈴、電話(聽筒)、電磁起重機、揚聲器、安培計、伏特計。 

電流與磁場的交互作用 

1.通有電流的導線放在磁場中，導線產生的磁場與此磁場發生交互作用，導線會受磁力作用。 
甲、當磁場方向與電流方向垂直時，所受磁力最大。 
乙、當磁場方向與電流方向平行時,所受磁力為零。  

2.安培右手開掌定則： 

大拇指  導線電流的方向， 
四指併攏伸直  磁場的方向， 
掌心推出的方向  導線受力的方向。 

3.運動的電荷在磁場中受磁力偏轉： 
甲、質子(正電荷)運動的方向即為電流方向； 
乙、電子(負電荷)運動的方向即為電子流方向。 

馬達 

 

平行導線間的磁力 

電流同方向，導線相吸 

 

電流反方向，導線相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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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現 

3.法拉第發現線圈內會因磁力線變化，產生感應電流，稱為電磁感應。 

4.因磁場變化而產生的電流，稱為感應電流。 

法

拉

第 

定

律 

1.感應電流的大小與線圈內磁場變化的速率成正比。 

2.線圈的圈數繞得愈多，磁力線的變化量愈大，產生的感應電流愈大。 

3.磁鐵進出線圈的速率愈快，產生的感應電流愈大。 

   

 

 

應

用 
發電機、變壓器、電磁爐 

冷

次 

定

律 

用途 判斷因磁場的變化，所產生感應電流的方向。 

內容 

1.線圈內的磁力線數目發生變化  產生感應電流。 

2.感應電流會產生電流磁效應  產生感應磁場。 

3.感應磁場的方向恆為反抗原磁場變化的方向。 

甲、通過線圈的磁力線增加  產生相斥的磁場。 

乙、通過線圈的磁力線減少’  產生相吸的磁場。 

4.若通過線圈的磁力線變化，是由於線圈和磁場間的相對運動，則感應電流產生

新磁場方向，恆為阻止相對運動。 

N 極靠近線圈 S 極靠近線圈 N 極離開線圈 S 極離開線圈 

磁力線：向左增加 

感應磁場：相斥 

感應電流：順時針 

磁力線：向右增加 

感應磁場：相斥 

感應電流：逆時針 

磁力線：向左減少 

感應磁場：相吸 

感應電流：逆時針 

磁力線：向右減少 

感應磁場：相吸 

感應電流：順時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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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 電場 磁場 

定義 電力所能作用的空間，稱為電場。 磁力所能作用的空間，稱為磁場。 

性質 

1.正電荷受電力的方向， 

或負電荷受電力的反方向。 

2.電力線的切線方向，即為電場的方向。 

3.電力線起於正電荷，終於負電荷。 

4.電力線愈密，電場愈強 。 

1.磁針 N 極受磁力的方向， 

或 S 極受磁力的反方向。 

2.磁力線的切線方向。 

3.磁力線外部由 N 極至 S 極，再由 S 極經

內部回到 N 極，沒有起點沒有終點。 

4.磁力線愈密，磁場愈強。 

來源 
1.靜止的電荷，可以產生電場。 

2.磁場變化可以產生電場。 

1.運動的電荷形成電流，可產生磁場。 

2.電場變化可以產生磁場。 

馬克士威的貢獻 

貢獻 

1.集電磁學大成：統合科學家在電磁學上的貢獻，發表馬克士威方程組，以定量的方法

描述電與磁的交互作用。 

2.預測電磁波的存在，且推算出電磁波的速度與光速相同。 

3.預測光是一種電磁波。 

4.帶電質點作加速度運動時，該質點會輻射出電磁波。 

5.赫茲以實驗發射電磁波，並接收電磁波，證實電磁波的存在。 

應用 無線電報、無線電話、廣播、電視、雷達、無線電遙控……。 

電磁波 

生成 帶電粒子做加速運動時，即產生電磁波。 

性質 

1.電場和磁場的外積，其方向即為電磁波進行的方向  E B  C ＝   

2.電磁波在真空中的速度皆為 3x108 m／s。 

3.電磁波在介質中的速度皆小於 3x108 m／s；且頻率愈大時，在介質中的速率愈慢。 

4.頻率愈高的電磁波，能量愈大。 

5.物體的溫度愈高，電磁波輻射的能量愈大，頻率愈大，強度也愈大。 

6.電磁的波長愈大，愈容易發生繞射及干涉，即波動性質愈明顯。 

波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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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試題精華： 

____1.如圖為將磁鐵擺在插有軟鐵棒線圈之相關位置圖，當電路接通瞬間，磁鐵會受到排斥力的為  

(A)乙丙  (B)乙丁  (C)甲丙  (D)甲丁  (E)甲乙。 

S　N N　S S　N N　S

 

____2.圖中當長直導線電流向下流時，且電流大小隨時間增加，則在其右方封閉迴路   

(A)產生順時針方向應電流  (B)產生逆時針方向應電流  (C)電流方向交替變

化  (D)無應電流產生  (E)當電流為定值，應電流也為定值。 

____3.右圖中有兩條通有相等電流的直導線垂直於紙面，右邊流入紙面

，左邊流出紙面，則圖中甲處磁場的方向為何？   

(A)向上  (B)向下  (C)向左  (D)向右  (E)抵消無磁場。 

____4.如圖為兩條固定在xy平面上的長直導線，均通過原點，且與x軸的夾角均

為45°，兩導線上的直流電流，大小相同，方向如箭號所示。假設位於y

軸上的甲點到兩導線的垂直距離遠小於兩導線的長度，則下列關於該點

上磁場方向與量值的敘述，何者正確？   

(A)磁場量值為零  (B)磁場方向向+y  (C)磁場方向向−y  (D)磁場方向

垂直穿入紙面  (E)磁場方向垂直穿出紙面。 

____5.一指北針置於桌面上，其正上方有一條南北方向的長直導線通過。當導線通以由北向南的電

流後，指針偏轉至某一方向而停止。若此時再將導線緩慢向上抬高，使其遠離指北針，則

指北針將會如何？   

(A)順時針轉動  (B)逆時針轉動  (C)先順時針轉動再逆時針轉動   

(D)先逆時針轉動再順時針轉動  (E)不轉動。 

____6.有兩條垂直交叉但不接觸的導線，通以大小相等的電流，方向如右圖，則哪

些區域有磁場抵銷的點？   

(A)只有第 I 象限  (B)只有第 III 象限  (C)只在 II、IV 象限   

(D)只在 I、III 象限  (E)四個象限都有。 

____7.下列有關「電磁鐵」的敘述，何者錯誤？   

(A)增強線圈上的電流可以增加電磁鐵的磁性  (B)要維持穩定的磁極極性，電磁鐵須輸入交

流電  (C)電磁鐵的原理係利用電流磁效應  (D)碼頭貨櫃的起落是電磁鐵的應用  (E)電話

機是電磁鐵的應用。 

____8.一通有電流I之螺線管，其管長為L，纏繞線圈總匝數為N，則I、L、N分別為下列何值時，

可產生最強的磁場？   

(A)I＝2安培、L＝20公分、N＝100匝  (B)I＝2安培、L＝40公分、N＝200匝   

(C)I＝1安培、L＝20公分、N＝200匝  (D)I＝1安培、L＝20公分、N＝300匝   

(E)I＝5安培、L＝40公分、N＝100匝。 

I

x

y

甲

45°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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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N

S

N
K L

a

b

T

軟鐵棒

甲 乙

電
流
計

____9.如右圖，變壓器使用時，若輸入的交流電為60赫、120伏特，則輸出的交流電為何？   

(A) 100赫、120伏特  (B) 36赫、120伏特  (C) 60赫、250伏特   

(D) 60赫、90伏特    (E) 60赫、200伏特。 

____10.下列關於右圖中理想變壓器各部分的敘述，何者錯誤？ 

(A)電源用於提供主線圈電流以產生磁場，可用於交流電   (B)若主線圈匝數為

負線圈匝數的兩倍，則可將電壓降為原來的 1／ 2倍   (C)若主線圈匝數為負線

圈匝數的兩倍，則輸出功率為原來的一半   (D)軟鐵心上的磁場大小與方向均

隨時間改變   (E)主線圈與副線圈上電壓的頻率相同。  

____11.有一南北走向且平行水平地面的空中電纜線，原本沒有電流通過。某生將小羅盤平放在此

電纜線正下方的地面上，當電纜線內通有由南向北的大電流時，小羅盤磁針N極的指向將如

何偏轉？   

(A)由北向西偏轉  (B)由北向東偏轉  (C)由南向西偏轉   

(D)由南向東偏轉  (E)磁針仍靜止不動。 

____12.將一段銅線懸掛在連接電池的電線如右圖，這段懸掛的銅線可自由擺動，

將一個強磁鐵的N極放在銅線下方，則銅線會如何移動？   

(A)向左移動  (B)向右移動  (C)向上移動  (D)向下移動  (E)不會移動。 

____13.有一電磁感應裝置如下圖。一開始，甲電路上的開關T是斷

路，甲、乙兩電路上均無電流。按下開關T，將電路接通瞬

間，磁針K與L的N極可能會指向何方？(假設在軟鐵棒的兩

端，電流產生的磁場遠大於地球磁場) 

(A) K向左，L向左  (B) K向上，L向下  (C) K向左，L向右   

(D) K向右，L向左  (E) K向上，L向上。 

____14.如右圖，直立的磁鐵棒N極向上，一金屬線圈由磁鐵棒上方自由掉落，線圈產生應

電流方向隨時間順序可能為：(甲)順時針方向；(乙)逆時針方向；(丙)無應電流產生

。若依發生先後順序排列，下列何者正確？ 

(A)甲乙丙  (B)丙甲乙  (C)乙丙甲  (D)甲丙乙  (E)乙甲丙。 

____15.如圖，甲、乙、丙為大小相同且位置固定的三個同軸圓線圈，三圈面相互平行且與連接三

圓心的軸線垂直。當三線圈通有同方向、大小均為I的穩定電流時，若僅考慮電流I所產生的

磁場，下列有關此三線圈所受磁力方向的敘述，何者正確？   

(A)甲線圈受到乙線圈的吸引力，丙線圈則受到乙線圈的排斥力  (B)

甲線圈受到乙線圈的排斥力，丙線圈則受到乙線圈的吸引力  (C)甲、

丙兩線圈均受到乙線圈的排斥力  (D)甲、丙兩線圈均受到乙線圈的吸

引力  (E)三線圈間無磁力相互作用。 

____16.老師在課堂上展示電流磁效應實驗，假定地磁水平分量與電流產生的磁場是相當的，則下

面有關導線外P點處磁場方向的標示，哪個圖正確？（原點處的電流垂直穿出紙面） 

 

S

N

I
甲乙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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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7.如右圖，為一個通有電流的螺線管，則圖中各點磁場強度大小的

比較何者敘述正確？ 

(A) A > B > C  (B) A = B  (C) A = B = C > D   

(D) C > A > D  (E) A = D。 

____18.如右圖，一載有電流之螺線管與一金屬環，有一觀察者在環的右邊，則對觀察者而言，金

屬環內的應電流方向之敘述何者正確？ 

(A)若螺線管向金屬環移動，應電流為順時針方向  (B)若螺線

管遠離金屬環移動，應電流為逆時針方向  (C)若螺線管靜止，

電流漸增，應電流為順時針方向  (D)若螺線管靜止，電流漸減

，應電流為逆時針方向  (E)若金屬環向靜止的螺線管移動，應電流為逆時針方向。 

____19.如右圖，一個小金屬環從一均勻磁場上方自由落下，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當金屬環底部掉進磁場內，金屬環感應順時針方向的電流  (B)當金屬環

全部掉進磁場內，金屬環感應順時針方向的電流  (C)當金屬環底部掉出磁

場時，金屬環感應順時針方向的電流  (D)金屬環在磁場內時，會受到磁力

作用而發生轉動現象  (E)移去此一均勻磁場，金屬環落下的時間不變。 

____20.兩個載電流圓形導線，在同一平面上排列，則下列圖形中，何者中心O點的磁場量值最大？ 

 

____21.如右圖，四條大小相同的載流直導線，置於正方形的四個頂點上，其中一條

導線的電流流出紙面，其餘三條則流入紙面，則圖中O點的磁場方向為 

(A)↖  (B)↘  (C)↙  (D)↗  (E)↓。 

____22.如右圖為一電流磁效應及電磁感應實驗裝置的示意圖。按下

開關T，將電路連接使電路接通。在甲電路中的電流穩定後

，將開關T打開使甲電路成為斷路，則乙電路會出現下列哪

一情形？ 

(A)電流一直維持為零  (B)一直有穩定的電流，方向由a到b  (C)一直有穩定的電流，方向

由b到a  (D)出現瞬間電流，方向由a到b  (E)出現瞬間電流，方向由b到a。 

____23.假設教室的前面黑板是磁性的N極，後面佈告欄是磁性的S極，教室內由N極向S極分布著均

勻的磁場，假設有一水平導線，電流由面向黑板的左側流向右側，則作用於導線磁力應向 

(A)上  (B)下  (C)東  (D)西  (E)南 

____24.線圈A與一個具有可變電壓之電源相接，另外接一線圈B繞在線圈A

之外圍，而不相接觸，並在其上接檢流計。當線圈A之可變電壓

如右圖變化時，下列各圖中何者可表示線圈B之電流變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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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5.長直導線垂直穿過水平厚紙板，MN為可變電阻，並在厚紙板上

分別放置甲、乙、丙三個羅盤，如右圖，則 

(A)電路未接通時，甲、乙、丙三個羅盤磁針皆指向東方  (B)當

電路接通後，甲、乙、丙三個羅盤磁針皆向東方偏轉  (C)當電

路接通後，磁針偏轉角度最大的為甲羅盤  (D)把可變電阻的滑

鍵往M滑動，則甲羅盤磁針偏轉角度變大  (E)把可變電阻的滑鍵

往M滑動，則乙羅盤磁針偏轉角度變大。 

____26.兩個相同的載電流圓形導線，載有方向相同的電流，電流分別為i

與2i，平行排列如右圖，甲點位於兩圓形導線左側；乙點位於兩

圓形導線中央；丙點位於兩圓形導線右側，且 甲乙 乙丙，則   

(A)甲點的磁場方向向左  (B)乙點的磁場總和為零  (C)丙點的

磁場方向向右  (D)甲點的磁場量值大於丙點的磁場量值  (E)甲

點的磁場量值大於乙點的磁場量值。 

____27.如右圖，兩條通有電流的長直導線垂直於紙面，電流方向分別為指入及指出紙面，若甲乙

丙三點到導線距離相等，試比較甲乙丙三處的磁場 

(A)甲乙兩處的磁場方向相同  (B)乙丙兩處的磁場方向相反  

(C)甲丙兩處的磁場方向相反  (D)甲處的磁場強度和乙處相

同  (E)乙處磁場強度是甲處的兩倍。 

____28.有一固定不動的磁棒及螺線管，磁棒的長軸通過垂直

置放之螺線管的圓心P點，當螺線管通以電流時，空

間中的磁力線分布如右圖中的虛線。若在圖中P點右

方觀察，則下列關於電流與磁場的敘述，何者正確？ 

(A)螺線管上電流為零  (B) P點的磁場方向為向上  (C) P點的磁場方向為向下  (D)螺線

管上電流方向為順時針方向  (E)螺線管上電流方向為逆時針方向。 

____29.兩長直導線電流流向相反均垂直紙面，大小相同如右圖，則A、B、

C點磁場方向何者正確？ 

(A)↑↓↑  (B)↑↓↓  (C)↓↑↓  (D)↓↓↓  (E)↓↓↑。 

____30.金屬彈簧下掛重物如右圖，使得每圈彈簧間距為0.1公分。假設有電流自彈簧上端

流向彈簧下端，則下列每圈彈簧間距變化的敘述，何者正確？   

(A)電流不影響每圈彈簧間距  (B)由於電流中的電荷相斥，使得每圈彈簧間距伸

長  (C)由於電流中的電荷相吸，使得每圈彈簧間距縮短  (D)由於電流的磁效應

，使得每圈彈簧間距伸長  (E)由於電流的磁效應，使得每圈彈簧間距縮短。 

____31.下列有關「載流螺線管」產生磁場的敘述，何者錯誤？ 

(A)管口處的磁場比管內小  (B)管內部各點的磁場方向平行  (C)管內部各點的磁場大小

相同  (D)管外的磁力線彼此平行  (E)管外的磁場於貼近管口處的磁場最強。 

____32.如右圖，一個水平放置的金屬圓環通上逆時針方向的電流，試比較甲乙處的磁場 

(A)甲乙兩處的磁場方向相同，且甲處的磁場強度大於乙  (B)甲乙兩處

的磁場方向相同，且甲處的磁場強度小於乙  (C)甲乙兩處的磁場方向相

反，且甲處的磁場強度大於乙  (D)甲乙兩處的磁場方向相反，且甲處的

磁場強度小於乙  (E)甲乙兩處均沒有磁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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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33.四條載流導線彼此平行，排在正方形的四個角上，如右圖。已知每條導線上

的電流均相同，則欲使對角線交點處的磁場為零時，A、B、C的電流方向

可能為 

(A) A 、B 、C   (B) A 、B 、C   (C) A 、B 、C    

(D) A 、B 、C   (E) A 、B 、C 。 

____34.如右圖為兩條固定在xy平面上的長直導線，均通過原點，且與x軸的夾角

均為45，兩導線上的直流電流，大小相同，方向如箭號。假設位於y軸

上的甲點到兩導線的垂直距離遠小於兩導線的長度，則下列關於該點上

磁場方向與量值的敘述，何者正確？   

(A)磁場量值為零  (B)磁場方向向 y   (C)磁場方向向 y    

(D)磁場方向垂直穿入紙面  (E)磁場方向垂直穿出紙面。 

____35.一個長條形的細磁棒以細線懸吊於天花板下，由於受到地磁的作用而指向磁北極，若欲使

磁棒S極向東偏轉，下列何種方式可以做到？   

(A)將通有向北的載流直導線置於磁棒下方  (B)將通有向南的載流直導線置於磁棒下方  

(C)將通有向上的載流直導線置於磁棒東方  (D)將通有向上的載流直導線置於磁棒北方  

(E)將通有向下的載流直導線置於磁棒西方。 

____36.下列何者不是電磁感應原理的應用？   

(A)發電機  (B)變壓器  (C)電磁爐  (D)電磁鐵  (E)麥克風。 

____37.下列關於電磁感應與靜電的敘述，何者正確？   

(A)改變封閉線圈內的磁場，會使線圈上產生電流，此為電磁感應現象  (B)電磁感應現象

是指電流可以產生磁場  (C)靜電的意義是指無論在宏觀或微觀的尺度下，電子都靜止不

動  (D)靜電力與萬有引力一樣，只會相吸  (E)帶靜電的物體都必然是負電性。 

____38.有一南北走向且平行水平地面的空中電纜線，原本沒有電流通過。某生將小羅盤平放在此

電纜線正下方的地面上，當電纜線內通有由南向北的大電流時，小羅盤磁針N極的指向將

如何偏轉？ 

(A)由北向西偏轉  (B)由北向東偏轉  (C)由南向西偏轉   

(D)由南向東偏轉  (E)磁針仍靜止不動。 

____39.下列關於載流螺線管內部磁場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螺線管內部的磁場方向平行於

螺線管的方向  (B)螺線管內部的磁場可視為均勻磁場  (C)螺線管內部的磁場正比於螺線

管的長度（螺線管纏繞的緊密程度不變）  (D)螺線管內部的磁場正比於所載電流的強度  

(E)用右手緊握螺線管，四指指向電流的方向，則大拇指的方向即為內部磁場的方向。 

____40.圓形線圈與扁平條形的磁棒共平面，且磁棒中心與線圈圓心O重合，則磁棒

應如何開始運動，才會使線圈產生如圖所示的應電流I？   

(A)N極向頁內、S極向頁外，使磁棒繞O點轉動  (B)N極向頁外、S極向頁

內，使磁棒繞O點轉動  (C)整根磁棒鉛直向上平移  (D)磁棒在線圈平面上

繞O點順時鐘方向旋轉  (E)磁棒在線圈平面上繞O點逆時鐘方向旋轉。 

1.(B)  2.(A)  3.(B)  4.(E)  5.(B)  6.(C)  7.(B)  8.(D)  9.(E)  10.(C)  

11.(A)  12.(B)  13.(D)  14.(D)  15.(D)  16.(B)  17.(D)  18.(E)  19.(C)  20.(C) 

21.(A)  22.(D)  23.(B)  24.(E)  25.(D)  26.(A)  27.(B)  28.(D)  29.(A)  30.(E) 

31.(D)  32.(C)  33.(B)  34.(E)  35.(B)  36.(D)  37.(A)  38.(A)  39.(C)  4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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