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用電安全 ７０ 

         

(一)用電的安全 

A、短路：電源的正負兩極或有電位差的兩條導線【連接】，稱為短路。 

(1) 右圖的電路中，燈泡會亮，若以導線連接燈泡

兩端，則燈泡不亮，電流改成由導線           

經過(導線變成短路)。由 V=IR，可知 I 變大 (因

為 R 變小，而 V 不變)，功率也變大，導線、

電池的溫度會明顯地上升。 

(2) 已知右圖電路中，A 與 B 都會亮，若以導線

連接 A 的兩端，則 A 不亮，B 卻更亮。因為

總電阻變小，故總電流變大，電流都由 B 經

過，故 B 的功率變大。(總功率也變大) 

(3) 並聯的電器若以導線連接任一電器的兩端，則

各個電器都無法作用，如右圖中短路後 C 與 D

都不會亮。 

(4) 家庭電器的使用，最常引起的危險是【短路】。 

(a) 最常發生短路的位置是【插頭】與【電線】相接的地方，以及【電線】和【電器】

相連的地方。 

(b) 上述兩處常因【拉扯】、【彎曲】使

電線形成【斷路】，將斷路的兩條電

線如相碰就會【短路】。 

(c) 兩條電線間的電壓為【110】伏特，兩者相碰就相當於將 110 伏特的電壓接在電

阻很小的電線上，此時流經電線的電流會非常大，所產生的熱能足以將電線本身

或絕緣外皮熔化，並發生火花及爆炸聲，甚至引起火災。 

B、電線所能承受的最大電流量，稱為電線的【安全負載電流】。 

(1) 不同電線有【不同】的安全負載，粗的導線能承受【較大】的電流。 

(2) 不同電器的功率不同，使用時，通過的電流不同，因此在設計上採用了安全負載電流不

同的電線。(功率大的電器所用的電線一般較粗) 

(3) 家庭用電均為【並聯】電路，若在同一【電源】或同一【插座】上連接太多的電器，或

以【延長線】加接各種電器時，則流經電線的【電流】就有可能超過其安全負載電流，

電線所生的熱就會使溫度急速上升而發生危險。 

(4) 有時流經電線的電流量雖然尚未超過其安全負載電流，但是長期使用的結果，也會使【絕

緣外皮】脫落而發生短路。 

(5) 一般家庭用冷氣機使用的電壓為 220 伏特，有何優點？ 

            以 1100 瓦特的冷氣機為例，若使用電壓 110 伏特，則需要電流【10】安培 

            但若設計其使用電壓為 22O 伏特，則電流只需要【5】安培而已。 



用電安全 ７１ 

C、為避免電流太大，電器或電路中需要加裝【保險絲】或【無熔絲開關】。 

(1) 保險絲是一種【熔點低】，而【電阻大】的金屬合金線，當通過它的電流超過某一限定值

時，保險絲就會因溫度過高而熔斷。 

(2) 保險絲(電路符號為【 】，或【 】通常與插頭或電器的活線部分【串聯】接在

一起，家庭中由【配電盤】連接出去的每條線路都串接不同限定值的保險絲，以避免電

流太大而使配線或電器內部線路燒毀。 

(3) 保險絲熔斷後，必須更換保險絲，電器才能繼續運作，近年來，大都改用【無熔絲開關】

代替保險絲。 

(4) 無熔絲開關是一個特別設計的開關，當電流太大時，它就會自動跳開而形成【斷路】，當

電路異常原因排除後，只要再按下開關，便可重新接成【通路】。 

(5) 無熔絲開關內有膨脹難易不同的兩種金屬緊密接合，當電流太大時，金屬膨脹中會往較

【不易】膨脹的一端彎曲，而與電源線分開。 

D、用電安全的注意事項： 

(1) 安裝正確數值的【保險絲】或【無熔絲開關】，不可以其他【導線】代替保險絲。 

(2) 身體或站立處【潮濕】時，不可觸摸電器。 

(3) 身體潮溼時，人體的電阻會【變小】，電流容易通過人體而造成觸電。 

(4) 良好的絕緣(手絕緣或腳底絕緣)都會【阻止】電流通過人體，而達到保護作用。 

(5) 不可在同一【插座】或用【延長線】連接過多電器。 

(6) 不可用【拉扯】的方式拔出電器插頭。 

(7) 插座不可安裝在靠近【水源】或【火源】處。 

(8) 電器長時間不使用時，需拔下【插頭】。 

(9) 無人時，電燈、冷氣機等均應【開關】，以策安全並節約能源。 

 

一、選擇題： 

____1.右圖所示的電路中，燈泡發光正常，若以一條電線連接 L 與 R 兩點，則有

何現象？  

(A)燈泡亮度不變  (B)燈泡不亮   (C)燈泡變亮  (D)電壓因過熱而損壞。 

____2.如果你發現了電線走火的現象，首先應採取下列那一個步驟？  

(A)用水潑  (B)打 119  (C)請人幫忙救火   (D)就近立即切斷電源。 

____3.為防止短路的發生，電路中通常需要  

(A)串聯電流計  (B)並聯電流計   (C)串聯保險絲  (D)並聯保險絲。 

____4.家中的電器線路為了避免發生電線走火的危險性，對保險絲的選定  

(A)宜用較粗的  (B)宜用較細的  (C)依照線路的電阻而定  (D)依照線路負載流量而定。 

____5.電路或電器中裝的保險絲，其材料要符合  

(A)電阻小，但熔點低  (B)電阻小，但熔點高  (C)電阻稍大，但熔點高   

(D)電阻稍大，但熔點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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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6.有關於用電的安全，下列何者正確？ 

(A)電器不用時，插頭不要拔下  (B)數個電器卻只有一個插座時，利用延長線運出數個插座，

是安全的用電方式  (C)手潮溼時，不可觸摸電器  (D)插座要靠近水源，因為電線走火時容

易撲滅。 

____7.下列哪些情況可能會造成電擊？ 

(甲)一手握活線，一手握中性線； (乙)一手握活線，一手碰觸連接地面的導體；  

(丙)一手握活線，人站立在絕緣物上(木桌、木椅、木製地板…)；  

(丁)以單手或雙手握住活線，人體懸吊在空中，雙腳不著地。 

(A)甲  (B)甲乙  (C)甲乙丙  (D)甲乙丙丁。 

____8.電源插座中有電熱器插頭，若插頭已經生銹，會產生那一種影響？  

(A)保險絲會先熔斷  (B)插頭溫度升高，易燒斷線路  (C)電熱器易損壞  (D)導線溫度升高。 

____9.短路發生時，會有何種現象？ 

(A)電器的功能會停止  (B)電線可能熔斷  (C)可能引起火災   (D)以上都可能。 

____10.右圖，甲、乙都會亮；若甲的兩端連接一條銅線，則  

(A)甲不亮，乙變暗  (B)甲不亮，乙變亮   

(C)甲變亮，乙變暗  (D)甲、乙都變暗。 

____11.承上題，連接銅線以後，電路圖與下列何者相同？(B) 

 

____12.電路中容易發生短路的地方是  

(A)插座內部  (B)電線的中間段  (C)電線與電器相連的地方。 

____13.保險絲在電路中的作用是 

(A)避免電壓過大   (B)防止電流過大  (C)使電流固定  (D)改變電流的方向。 

____14.無熔絲開關在電路中的功能是  

(A)當開關，也防止電流太大  (B)與插座相同  (C)與開關相同  (D)把交流電變成直流電 

____15.若有兩臺冷氣機，甲是 110V、1200W，乙是 220V、1200W，若安裝在同樣的房間中，則

那一臺使室溫降得快？   

(A)甲  (B)乙  (C)速率相等。 

____16.承上題，甲、乙的電流和電線有何差異？  

(A)甲的電流大，所需的電線較粗  (B)甲的電流大，所需的電線比較細   

(C)甲的電流小，所需的電線比較粗  (D)甲的電流小，所需的電線較細。 

____17.如圖，甲與乙是相同的燈泡，則  

(A)甲、乙都會亮  (B)甲、乙都不會亮   

(C)甲會亮，乙不會亮  (D)甲不會亮，乙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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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18.一個插座若同時供應數個電器使用，則  

(A)每個電器的電壓會變小  (B)每個電器的功率會變小   

(C)通過插座的電流與接一個電器時相同  (D)插座可能會過熱。 

____19.一條電線相連如圖，則  

(A)P 與 Q 仍然會亮  (B)P 不亮，Q 仍然會亮   

(C)P 仍然會亮，Q 不亮  (D)P、Q 都不亮。 

____20.如果保險絲熔斷，則應怎麼做？ 

(A)換一條較細的保險絲  (B)換一條較粗的保險絲   

(C)換成銅線  (D)檢查電路看是否用電過多或短路。 

____21.若燈泡所能承受的最大電流為 4 安培，則為了保護它，電路中最好  

(A)並聯 3.5 安培  (B)串聯 3.5 安培   (C)並聯 4.5 安培  (D)串聯 4.5 安培   的保險絲。 

____22.使用電器時應注意什麼？  

(A)不可用拉扯電線的方式拔插頭  (B)插座不可靠近熱源   

(C)穿絕緣性好的膠鞋，能減少觸電的機會  (D)以上都應注意。 

____23.如果將一乾電池約兩端用一銅線聯結，如右圖所示，則下列敘述那項錯誤？  

(A)燈 L 將變暗，甚至不亮  (B)電池耗電的功率變大    

(C)電能大多消耗在燈泡 L 中   (D)這一條電路是短路。 

____24.相同的燈泡甲、乙串聯如圖，若電池的內部電阻可忽略，而供給的電能為每

秒 P 焦耳，則以一條銅絲連接乙的兩端，電池每秒供應電能  

(A)0.5P 焦耳  (B)P 焦耳  (C)2P 焦耳  (D)4P 焦耳。 

____25.阿文設計一個電路，可議三個燈泡同時明暗，而其中一個損壞時，另兩個仍

可照常使用，且萬一電流過大，也可避免電燈燒壞。則電路應為何者？(C) 

 

____26.右圖表示的電路中，L1、L2是兩盞電燈泡，如果在伏特計兩端 a、b 兩

點間另以金屬導線連接起來，則  

(A)兩燈泡均燒壞  (B)伏特計讀數變大    

(C)安培計讀數變大  (D)兩燈泡均變亮。 

____27.保險絲與鎳鉻絲比較，有何相似的性質？   

(A)都是熔點高的材料  (B)都是熔點低的材料   

(C)都是電阻大的材料   (D)都是電阻小的材料。 

____28.下列的敘述何者是符合安全用電規則的正確做法？  

(A)保險絲熔斷了，可以用銅線代替 (B)浴室中應安裝插座，以方便使用吹風機或刮鬍刀  

(C)發現有人觸電時，應立刻用手將人拉開 (D)保險絲應與保護的電器串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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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29.如圖，有關無熔絲開關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無熔絲開關比保險絲更換更為方便 (B)當無熔絲開關自動跳開時，表

示通路的電流超過某個限定值 (C)無熔絲開關應和電路並聯 (D)無熔

絲開關若跳開後，應先檢查線路上電流是否因電器使用過多而超載 

____30.有關家庭用電時應注意的事項，下列何者錯誤？  

(A)不可在同一插座或用延長線連接過多電器 (B)電器長時間不使用

時，須拔下插頭 (C)可以用其他金屬代替保險絲 (D)插座不可安裝在

靠近水源或熱源處 

____31.使用家庭電器時，外殼需接地，理由為何？  

(A)萬一漏電，可將外漏之電流導地，以免人體觸電 (B)若不接地，不能構成迴路，電流無

法流通 (C)保證電器正負兩極維持恆定電壓 (D)電器過熱時，可將多餘熱量導入地面，

以策安全 

____32.阿金到大陸旅遊，投宿飯店，把標示 110V，500W 的吹風機，插入 220V 的電源插座中，

則吹風機可能會如何？  

(A)轉速變快，吹風效果更好 (B)溫度變高，烘乾效果更好  

(C)電壓不對，不會運轉 (D)電壓過大，可能燒毀 

____33.如圖之電路，下列何者正確？  

(A)僅 A 燈泡亮 (B)僅 B 燈泡亮  

(C)A、B 燈泡均亮 (D)A、B 燈泡均不亮 

____34.保險絲與被保護的電路必須：  

(A)串聯 (B)並聯 (C)二者均可 

____35.在右圖電路中，若以一條粗銅線連接 a 點和 b 點(圖中虛線)，則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電路消耗的電功率增加  (B)甲燈泡兩端的電壓減小   

(C)流過甲燈泡的電流減小  (D)乙燈泡亮度增加。 

____36.保險絲需具有何種特性，才能保護電路？  

(A)低熔點 (B)高延展性 (C)低電阻 (D)高硬度 

____37.洗衣機外殼常連有一條接地線，目的何在？  

(A) 洗衣機的馬達過熱時，可將熱量導入地面 (B)穩定電壓為 110V  

(C)避免洗衣機短路 (D)避免漏電時，使人體觸電 

____38.若有一延長線，其插頭的安全容量為 20A，導線的安全容量 22A，插座的安全容量為 19A，

則此延長線應選用何種安全容量的保險絲，才能有效保護電路與電器的安全？  

(A) 27A (B) 23A (C) 20A (D)18A 

____39.下列何者為家中電器的適當連接方式？(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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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40.下列關於家庭用電的敘述，哪些正確？ 

(甲)家庭電器是採串聯的方式，以避免使用的電器愈多，電流愈大；  (乙) 110 V、60 W 與

110 V、100 W 的兩個燈泡串聯使用，60 W 燈泡比較亮；  (丙)一條上限為 15A 的延長線

不能被 110 V、880 W 的電鍋與 110 V、1100 W 的烤箱同時使用；  (丁) 110 V、880 W

的電鍋累計使用 10 小時與 110 V、1100 W 的烤箱累計使用 7 小時，二者所耗總電能少於

15 度；  (戊)家庭用電的插座孔，其中一孔為正極，另一孔為負極。  

(A)甲乙 (B)乙丙 (C)丙丁 (D)丁戊 

____41.小美家中電路總錶使用的電壓為 110

伏特，最大輸入電流為 50 安培，現在

家中正使用以下電器，最多還能使用

200W 的燈幾盞？  

(A) 7 盞 (B) 6 盞 (C) 5 盞  (D) 4 盞 

____42.假設電線的最大安全負載為 15 安培，則應串接下列那種保險絲？  

(A) 13 安培 (B) 15 安培 (C) 17 安培 (D) 20 安培 

____43.四個相同燈泡和一電池連接成電路(如圖)，按下開關接成通路後，其中有幾

個燈泡會亮？  

(A) 1 個 (B) 2 個 (C) 3 個 (D) 4 個 

____44.當線路發生短路現象發生時，下列何項敘述正確？  

(A)電阻變得很小，電流變得很大 (B)電阻變得很小，電流變得很小  

(C)電阻、電流皆變得很大 (D)電阻、電流皆變得很小 

____45.在右圖的電路中，當開關按下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燈泡不亮，通過電池的電流將增加 (B)燈泡不亮，通過電池的電流不

變 (C)燈泡亮度不變，通過電池的電流將增加 (D)燈泡亮度不變，通

過電池的電流也不變 

____46.阿貴的教室裝有 110 V 伏特、60 瓦特的電燈 12 盞，其中串接這些電燈主線路上的保險絲

斷了，可行的做法是：  

(A)找一根金屬絲接上去 (B)用一根額定電流 5 安培的保險絲接上去  

(C)用一根額定電流 7 安培的保險絲接上去 (D)用一根額定電流 10 安培的保險絲接上去。 

____47.如圖的電路，在原先發光的甲、乙兩燈泡上，取一導線連接於乙燈泡的兩端，

則下列情形何者正確？ 

(A)甲、乙都發光 (B)甲、乙都不發光  

(C)僅甲發光 (D)僅乙發光。 

____48.如圖有甲、乙二電路，今欲在線路中加上保險絲，則最好裝於甲、乙、丙、

丁中的哪一點？  

(A)甲 (B)乙 (C)丙 (D)丁 



用電安全 ７６ 

____49.某延長線插座上面標示 110 V、15 A，今將標示為 110 V、600 W 之電鍋及 110 V、1000 W

之電爐同時插在此插座上。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超過插座所允許電流，插座易燒壞；  (乙)電壓仍為 110 V；  (丙)電爐之電阻比電鍋

之電阻大；  (丁)通過電爐之電流比電鍋之電流大  

(A)甲乙 (B)乙丙 (C)甲丁 (D)乙丁 

____50.Ⅰ、Ⅱ、Ⅲ三燈泡連接成一電路如右圖，若其中只有一個燈泡損壞，現

欲檢驗燈泡 1 是否損壞，則可用一條導線的兩端與哪兩點連接？ 

(甲)a、b(乙)b、c(丙)b、d 

  (D)甲  (B)丙  (C)乙丙  (D)甲丙。 

____51.實驗室的電源為 110 伏特，且其電源線僅能支持 50 安培的最大電

流，今以標示 110 伏特、400 瓦特之電爐當熱源，若同時有多組

做實驗，而每組用一個電爐，並聯使用同一電源，則最多只能供

應多少組實驗，才不會發生危險？ 

(A)11  (B)12  (C)13  (D)15。 

____52.一盞家用檯燈，本來是用 60 瓦特的鎢絲燈泡，換成 100 瓦特的鎢絲燈泡後，就變得比較亮，

主要原因為何？ 

(A)燈泡中的電壓升高了  (B)鎢絲燈泡的電阻變大了   

(C)通過鎢絲的電流變大了  (D)通過鎢絲的電流變小了。 

____53.廚房裡有電鍋(110V、1000W)、電燈(110V、100W)、電視(110V、200W)，如果把三個電

器並聯，而且同時使用，則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需要電源電壓為(110＋140＋110)伏特  (B)總消耗電功率為(1000＋100＋200)瓦特  

(C)總供應電流(
1000

110
)＋

100

110
＋

200

110
安培  (D)三個電器同時使用的總電阻，比任何單獨使用

時的電阻為小。 

____54.某延長線插座上標示 110 V、25 A，則下列哪些電器共用此插座時會造成危險？ 

(甲) 110 V、800 W 之電鍋；(乙) 110 V、1000 W 之吹風機； 

(丙) 110 V、2000 W 之電火鍋；(丁) 110 V、1200 W 之微波爐 

(A)甲乙 (B)乙丙 (C)甲丁 (D)乙丁 

____55.實驗課需用到電爐，而實驗室的電爐標示 110V、550W，又知實驗室的電源為 AC 110V，

且電源開關能承受的最大電流為 30A，則實驗時最多只能同時使用幾個該款電爐？  

(A) 8 (B) 7 (C) 6 (D) 5 

____56.關於冷氣機所使用的三孔插座，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其中一條為中性線 (B)兩條活線間的電壓為 220 V (C)將 110 V、60 W 的燈泡接於插

孔中的活線與中性線間，燈泡會燒掉 (D)活線與中性線間的電壓為 110 V 

 

 

 



用電安全 ７７ 

1.下圖電路中: 

(1)保險絲是那一個？【乙】。 

(2)兩個電器的連接方式稱為【並】聯。 

(3)I 與 I1、I2的關係為【I＝I1＋I2】。 

2.11 個標示 110V、100W 的燈泡並聯接於 110V 的電源上，最少需要接負

載【10】A 保險絲。 

3.如右圖電路接通後，保險絲置於 A、B、C、D 中那一點，保險絲最容易熔斷？

【D】。 

4.電線所能承受的最大電流量，稱為電線的【安全負載】電流。 

5.小瓜呆家中的電源為 110 伏特，而他家有 110V、55W 的電燈 10 盞，110V、

550W 的洗衣機一台，110V、110W 的電鍋一台，則： 

(1)若電燈每天使用 5 小時，洗衣機使用 3 小時，電鍋使用 4 小時，且家中的電起使用並聯方式

連接，則小瓜呆家中的電費每個月(30 天)共用【145.2】度。 

(2)若小瓜呆家中的電線安全負載是 15 安培，則小瓜呆家中的同時使用三種電器是否有電線熔電

的危險？【否】。 

(3)小瓜呆家中的洗衣機內部的電阻值為【22】歐姆。 

(4)小瓜呆新買一部 110V、770W 的冷氣機他將冷氣機與其他電器串聯使用，則此時家中的電線

會不會超過安全負載？【會】。 

(5)此時的冷氣機是否能正常運作？【否】。 

6.如圖，實驗室的電源為 110 伏特，且其電源線僅能支持 50 安培的最大電流，

今以標示 110 伏特、400 瓦特之電爐當熱源，則： 

____1. 每一個電爐使用 1 小時，共消耗多少電能？ 

(A) 400 度 (B) 1440 焦耳 (C) 0.4 度 (D) 1.44×105焦耳。 

____2. 若同時有多組做實驗，而每組用一個電爐，並聯使用同一電源，則最多只能供應多少組

實驗，才不會發生危險？  

(A) 14 (B) 13 (C) 12 (D) 11。 

7.有適用於 110 伏特的家用電器三種，分別為 880 W 的電鍋、660 W 的電爐及 330 W 的電熨斗。

若此三種電器並聯用時使用(如右圖)，試回答下列問題： 

____1.通過電鍋的電流為若干安培？  

(A) 2 (B) 4(C) 6 (D) 8。 

____2.對分別標有安全負載電流為 10、15、20、25、30 安培的五種保險

絲，可採用而不致熔斷的有幾種？ 

(A) 1 (B) 2 (C) 3 (D) 4  種。 

____3.使用 1 小時共耗電多少度？(1 度＝1 仟瓦小時)  

(A) 1.87 度 (B) 18.7 度 (C) 2.87 度 (D) 28.7 度。 

8.居家使用規格為 110 伏特、1200 瓦特的電鍋，試回答下列問題： 

____1. 若每天使用 2 小時，30 天共耗電幾度？  

(A) 72 度 (B) 92 度 (C) 52 度 (D) 82 度。 

____2. 此電鍋需配合多大規格電流的保險絲較安全？  

(A) 4 安培 (B) 8 安培 (C) 12 安培 (D) 20 安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