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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電磁感應 

A、 西元 1831 年【法拉第】發現： 

當線圈內的磁場發生變化時，會感應產生電流，這電流稱為【感應電流】。 

B、 有電流必定產生磁場，但有磁場【未必】產生感應出

電流，必須磁場發生【變化】，才有感應電流發生。 

C、 電磁感應：由【磁場變化】以產生【感應電流】的現

象，稱為【電磁感應】。 

D、 由安【培計】或【檢流計】上指針偏轉的方向，可以

判斷【感應電流】的流動方向。 

E、 檢流計的指針在中央時，其讀數為【0】，指針偏轉

方向與電子流流向相同，其電路符號為【 】。 

F、 改變線圈附近的磁場有下列三種方法： 

(1)移動線圈附近的磁鐵。 

(2)移動線圈附近另一通電流的線圈。 

(3)改變線圈附近的另一線圈中的電流。 

G、  

(1)靜止的磁棒對線圈而言，有磁場但是【沒有變化】，因此【沒有】感應電流。 

(2)當磁棒靠近線圈時，靠近線圈的一端磁場【增強】，因此磁場【有變化】，於是

線圈產生感應電流，檢流計指針【偏轉】。 

(3)當磁棒離開線圈時，靠近線圈的一端磁場【減弱】，因此磁場有變化，於是線圈

產生感應電流，檢流計指針朝【另一方向】偏轉。 

H、 當線圈內的【磁場】發生變化時，線圈會產生【電流】，這種現象稱為【電磁感應】，

此電流稱為【感應電流】，由【法拉第】發現。 

(1)如右圖，【接通】或【切斷】電源瞬間，會

造成 B 線圈內的磁場發生變化，因而產生

感應電流，而使磁針發生偏轉(磁針置於導

線下方)。 

(2)接通瞬間，磁針【逆時針】偏轉。 

(3)切斷瞬間，磁針【順時針】偏轉。 

(4)接通或切斷瞬間，磁針所以會偏轉的原

因，是因與 B 線圈連接的長直導線產生【電流磁效應】的關係。 

(5)若開關【保持接通】，則磁場【沒有變化】，雖然【有】磁場，但是【沒有】感

應電流，磁針【不會】偏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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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感應電流】的大小和單位時間線圈內的磁場【變化率】成正比。 

                  和磁鐵與線圈間相對運動的【速率】成正比。 

                  和與螺線管纏繞的【線圈匝數】成正比。 

 

(二) 法拉第定律： 

A、 感應【電流】的大小和線圈內磁場的【變化速率】成正比，

稱為法拉第定律。 

(1)將磁棒 N 極迅速插入，觀察檢流計指針偏轉情形及判

斷所生電流方向。 

結果：檢流計指針向【右】偏，表示感應電流從【右邊】

流入。 

(2)當磁棒靜止不動時，檢流計的

指針讀數為【0】； 

當磁棒抽出時，檢流計的指針

向【左】偏，表示感應電流從【左

邊】流入。 

(3)S 極插入與 N 極【抽出】的結果

同，S 極抽出與 N 極【插入】的結果同。 

(4)速率愈快，偏轉角度【愈大】。 

 

(三) 冷次定律： 

A、 西元 1834 年德國科學家【冷次】發現【冷次定律】，可以決定感應電流的方向。 

B、 線圈內的磁場發生變化時，會產生 【感應】電流，而感應電流也會有電流的【磁效

應】，產生【感應磁場】。 

C、 冷次定律： 

1. 內容：線圈內的【磁場】發生變化時，線圈會感應而產生電流，感應電流的方向，

恆使此電流產生新磁場，以【反抗】原來磁場的變化。 

2. 冷次定律分三階段： 

甲、 線圈內的磁場發生變化，產生【感應電流】。 

乙、 感應電流產生【磁效應】，而產生【感應磁場】。 

丙、 感應磁場恆【反抗】原來磁場的變化。 

3. 根據冷次定律，磁鐵接近線圈，線圈與磁鐵接近的一端生【同名極】，以【阻止】

磁鐵接近。 

4. 當磁鐵離開線圈時，線圈與磁鐵接近的一端產生【異名極】，以【吸引】磁鐵，

使磁鐵不能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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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電機： 

A、 發電機是一種能將【力學能】轉變為【電能】的裝置。 

B、 發電機原理是利用【電磁感應】，亦即發電機是屬於【法拉第定律】的應用。 

C、 發電機的主要構造為： 

(1)【場磁鐵】：產生固定磁場的裝置。 

(2)【電樞】：位於場磁鐵中間，能自由轉動的

多匝線圈。 

(3)【集電環】：改變輸出電流的方向。 

(4)【電刷】：提供導出電流的裝置。 

D、 發電機可分為【直流】發電機及【交流】發電機，其工作原理相同。 

(1)如圖，線圈轉動，由電刷A、B傳出的感應電流每轉【1／2圈】方向就變換一次，

像這種方向交替變換的電流，稱為【交流電】。 

一般家庭的用電，即屬【交流電】。 

(2)直流與交流發電機差異僅【集電環】不同。 

(3)交流發電機有兩個【圓形】集電環，每個【電刷】

與固定的集電環連接。 

(4)直流發電機有兩個【半圓形】的集電環，電樞每

轉【1／2 圈】，接觸的【電刷】便交換一次。 

(5)線圈的圈面【平行】於磁場方向時，感應電流【最大】； 

線圈圈面【垂直】磁場方向時，感應電流【最小】。 

      

(6)發電機與電動機的分別： 

 發電機 電動機 

構造 場磁鐵、電樞、集電環、電刷 場磁鐵、電樞、集電環、電刷 

作用 【磁場變化】產生【感應電流】 【電流】產生【磁場】 

原理 【電磁感應】 【電流磁效應】 

種類 
交流、直流兩種 

(【集電環】的構造決定) 

交流、直流兩種 

(【集電環】的構造決定) 

能量 將【力學能】轉變為【電能】 將【電能】轉變為【力學能】 

判別 需施外力轉動線圈，產生感應電流 外來電源流入，使線圈受磁力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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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變壓器： 

A、 原理：利用電磁感應的原理，來升高或降低電壓的裝置。 

B、 構造及原理： 

(1)藉著原線圈輸入隨時間做週期變化的交流電，

原線圈的磁場隨著週期性的變化。 

(2)另一端的副線圈通過的磁場也做週期性的變

化，因此副線圈產生感應電流，並且輸出交流

電。 

(3)原線圈的輸入電壓與副線圈的輸出電壓關係： 

1 1

2 2

(V ) (N )

(V ) (N )

輸入電壓 原線圈匝數
＝

輸出電壓 副線圈匝數
 

(4)依能量守恆原理，輸入的電能和輸出的電能必須相等；因此 P＝IV 

輸入的功率＝輸出的功率 

Ⅰ1V1＝Ⅰ2V2      1 2

2 1

(V ) (I )

(V ) (I )

輸入電壓 輸出電流
＝

輸出電壓 輸入電流
 

C、 整流變壓器： 

(1)一般使用的整流變壓器， 兼具【整流】及【變壓】的功能。 

(2)先利用原線圈和副線圈的【匝數】，改變至所需的不同電壓；再藉由【二極體】

等電子零件，將【交流電】改為【直流電】。 

 

1. 右圖為磁鐵棒、線圈與檢流計形成的電路，試回答下列問題： 

(1) 檢流計的指針在中央時，電流為______，指針向右偏時，線圈

中電流為______方向(由上方俯視)。 

(2) 磁鐵 N 極向下插入線圈時，線圈與磁鐵相吸或相斥?______。

線圈上方感應生成______極。 

(3) 承(2)，線圈中電流為______方向，檢流計指針偏向______方。 

(4) 承(2)，如果 N 極下移速度加快，檢流計的指針偏轉角度增加、減少或不變?______。 

(5) 承(2)，磁鐵 N 極插入線圈後靜止不動，此時線圈中是否有電流?______。 

(6) 磁鐵不動，改將線圈上移，則此時線圈中是否有電流?______。 

 

2. 下列各圖中的線圈靜止不動，試根據各圖中磁鐵的運動方向回答下列問題： 

(1)磁鐵通過線圈的磁場方向，何者向上?_____； 

何者向下?______。 

(2)感應電流產生的磁場方向，何者向上?______； 

何者向下?______。 

(3)由上方俯視，線圈中的電流方向為順時鐘者為______；逆時鐘方向的是______。 

(4)線圈的上端何者感應生成 N 極?______。 

那些線圈與磁鐵相斥?______，那些線圈與磁鐵相吸?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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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在西元 1831 年，下列科學家何人發現磁場發生變化時，會產生感應電流？ 

(A)法拉第  (B)厄司特  (C)安培  (D)歐姆 

(    )2. 線圈會因周圍的磁場發生變化而產生電流的現象，稱為 

(A)感應起電  (B)電流的磁效應  (C)電磁感應  (D)電流的熱效應 

(    )3. 感應電流的大小，和磁場變化的快慢的關係為何？ 

(A)無關  (B)成反比  (C)成正比  (D)平方成正比。 

(    )4. 以同一磁棒，在同一線圈中來回進出運動，下列何種進出運動速度可得最大的電流？ 

(A)5 次／秒  (B)7 次／秒  (C)9 次／秒．  (D)11 次／秒。 

(    )5. 發電機所生的電流用哪一部分導出給外電路？ 

(A)集電環  (B)電刷  (C)場磁鐵  (D)線圈。 

(    )6. 在發電機中轉動部分有哪些？(甲)場磁鐵  (乙)線圈  (丙)集電環  (丁)電刷。 

(A)甲、丁  (B)乙、丙  (C)僅乙  (D)僅丁。 

(    )7. 下列何種方法對於發電機產生較大的電流是無效的？ 

(A)增加線圈的圈數  (B)使線圈內磁場變化的速率加快  (C)使用強力的場磁鐵  (D)減

少線圈的圈數。 

(    )8. 將磁鐵 S 極插入線圈時，由插入方向看線圈感應所產生感應電流方向，下列何者正確？ 

(A)順時鐘方向 (B)逆時鐘方向 (C)先順時鐘後逆時鐘方向 (D)先逆時鐘後順時鐘方向 

(    )9. 若感應線圈不動，而磁棒靜止或如箭頭方向運動，下列何圖感應電流的方向標示正確？ 

 

(    )10. 下圖所產生的電流方向和右下列(甲)(乙)(丙)圖中的何者相同？ 

 
(A)甲  (B)乙  (C)丙  (D)乙丙。 

(    )11. 下列圖中，若 v 代表線圈及磁鐵的

移動速度，箭頭代表移動方向，有

關甲、乙、丙、丁線圈中，下列何

者會產生感應電流？ 

(A)甲丙丁  (B)乙丙  (C)丙丁  (D)甲丁。 

(    )12. 下列圖中，若 v 代表線圈及磁鐵的移動速度，箭頭代表移動方向，有關甲、乙、丙、丁

線圈的感應電流大小順

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丁＞丙＞乙＞甲  (B)丁

＞丙＞甲＞乙  (C)丁＞丙

＝甲＞乙  (D)丁＝甲＞丙＞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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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右圖，下列何種情形無法使線圈產生感應電流？ 

(A)線圈靜止，磁鐵向右移動  (B)線圈向左移動，磁鐵向

右移動  (C)線圈向右移動，磁鐵靜止  (D)線圈和磁鐵以

相同的速率向右移動。 

(    )14. 線圈裝置如右圖，將磁棒 N 極移近靜止的磁圈，下列何者正確？ 

(A)感應電流在線圈內產生的磁力線為由左向右  (B)感應電流所產

生的磁場，使線圈左端形成 N 極  (C)感應電流由左向右流過檢流

計  (D)磁棒靜止不動時，N 極愈靠近線圈，感應電流愈大。 

(    )15. 螺線形線圈在下列哪一種情形下，線圈會產生感應電流？ 

(A)將線圈依南、北方向放置  (B)在線圈旁放一塊磁鐵  (C)當一棒形磁鐵通過線圈  (D)

將線圈連接電池。 

(    )16. 如右圖，將磁棒的 S 極靠近靜止線圈，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線圈內磁場會發生變化  (B)感應電流線圈內產生的磁力線方向

由右向左  (C)感應電流由左向右流過檢流計  (D)感應電流所生的

磁場，使線圈左端形成 S 極。 

(    )17. 將磁棒 N 極自右方插入線圈如右圖，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感應電流的大小與線圈內的磁場大小成正比  (B)感應電流的方

向由甲點經檢流計流向乙點  (C)感應電流的大小與磁棒和線圈間

的距離平方成反比  (D)在磁棒插入線圈過程中，兩者互相排斥。 

(    )18. 兩電路裝置如右圖。按下開關接通電路一段時間後，再切斷開關

形成斷路，若接通電路瞬間，流經電阻器的電流由左向右，則下

列敘述何者正確？ 

(A)接通電路瞬間，電磁鐵的左端為 N 極  (B)接通電路一段時間

後，測得安培計的電流不為零  (C)切斷開關瞬間，流經電阻器的

電流由右向左  (D)切斷開關一段時間後，電磁鐵的左端為 N 極。 

(    )19. 如右圖，有一靜止線圈，電路被接通，當可變電阻器 R 逐漸

減小時，由眼睛方向觀察，銅環的感應電流方向為何？ 

(A)順時鐘  (B)逆時鐘  (C)順時鐘或逆時鐘皆可  (D)無感

應電流。 

(    )20. 如右圖，有甲、乙兩個螺形線圈，並排在一起，下列何

種情況乙的燈泡不亮？ 

(A)甲之電流維持不變  (B)甲之電流維持不變，且快速

靠近乙之線圈  (C)甲之電流逐漸增加  (D)甲之電流逐

漸減小。 

(    )21. 如右圖裝置，將兩組線圈繞在同一根軟鐵棒上，若按下甲

線圈中的開關 S 形成通路時，有關乙線圈上電阻的電流方

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有瞬間電流從 X 流向 Y  (B)有瞬間電流從 Y 流同 X  

(C)有持續電流從 X 流向 Y  (D)有持續電流從 Y 流向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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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感應電流的發生是由於下列哪些變化？ 

(A)磁場強弱的變化  (B)磁場方向的變化  (C)磁力線數目的變化  (D)以上都正確。 

(    )23. 如右圖電路中，甲線圈的可變電阻接頭 K 向左移動時，乙

線圈中的感應電流方向與下列何種情形相同？ 

(A)接頭 K 向右移動時  (B)打開開關 S 瞬間  (C)接通開

關 S 瞬間  (D)以上情形都同向。 

(    )24. 磁鐵和線圈發生相對運動時，其速率加大，產生的感應電

流的關係為何？ 

(A)變大  (B)變小  (C)不變  (D)大小不一定。 

(    )25. 將一磁棒自右圖之位置自由落下，買穿線圈，而產生感應電流，則檢流

計指針偏向應為 

(A)先偏向甲，後偏向乙  (B)先偏向乙，後偏向甲  (C)一直偏向甲  (D)

一直偏向乙。 

(    )26. (甲)產生磁場的磁鐵；(乙)裝在磁鐵中間，能自由轉動的線圈；(丙)電刷。 

以上屬於發電機發電必備的構造為 

(A)甲、乙  (B)乙、丙  (C)甲、丙  (D)甲、乙、丙。 

(    )27. 下列哪一線圈上所產生的感應電流圖是正確的？ 

 

(    )28. 下圖中，線圈上的箭頭表示磁鐵的磁場所產生感應電流的方向，則下列何圖是正確的？ 

 
(    )29. 下圖，空心螺線形線圈上方懸吊一條形磁鐵，磁鐵以下列方式運動，何者不會產生感應

電流？ 

 

(    )30. 如右圖，一磁鐵由上而下接近一線圈，下列何者正確？ 

(A)線圈之上端感應生成 S 極  (B)檢流計的指針偏向「＋」

端  (C)電流之方向為 a  (D)電流之方向為 b。 

(    )31. 製造了人類史上的第一部發電機的科學家為下列何人？ 

(A)安培  (B)庫侖  (C)焦耳  (D)法拉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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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發電機是依據下列何種原理製造？ 

(A)電流的熱效應  (B)電流的磁效應  (C)電磁感應  (D)摩擦起電。 

(    )33. 變壓器的原理是應用下列何種效應？ 

(A)電流的熱效應  (B)電流的磁效應  (C)電流的化學效應  (D)電磁感應。 

(    )34. 如右圖，將磁棒自甲線圈內向右拉出，並插入乙線圈左側，

有關甲、乙兩線圈檢流計指針的偏轉方向，下列何者正確？ 

(A)甲偏右，乙偏右  (B)甲偏右，乙偏左  (C)甲偏左，乙偏

左  (D)甲偏左，乙偏右。 

(    )35.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磁場發生變化時，附近的線圈產生感應電流 (B)有電流一定產生磁場，但有磁場未

必產生電流 (C)封閉線圈與磁棒的相對運動和感應電流大小無關 (D)將磁鐵N極插入

線圈並使之靜止，則線圈無感應電流產生 (E)將磁鐵 N 極插入線圈時，線圈中所生的

感應電流，由插入方向看去是逆時鐘的方向 

(    )36. 右圖中，若將開關 K 接通，發現中間的磁鐵被線

圈 c 推向左方，則 

(A)電池的A端為負極  (B)線圈C左端的磁性為

S 極  (C)線圈 D 的右端被中間磁鐵感應成 N 極  

(D)通過檢流計的電流方向為自左至右。 

(    )37. 右圖為發電機的簡圖，線圈沿順時鐘方向轉動，下列何者正確？ 

(A)感應電流的大小與線圈轉動的速率無關  (B)本裝置為直流發

電機  (C)本裝置主要目的是將電能轉換為力學能  (D)線圈面轉

到右圖中水平位置時，電流是由 X 流向 Y。 

(    )38. 有關電與磁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A)長直載流導線所產生磁場的磁力線形狀為圓形  (B)電動機是一種將電能轉換為力學

能的機械  (C)發電機是一種將力學能轉換為電能的機械  (D)感應

電流的大小和線圈內磁場的變化率成反比。 

(    )39. 將一磁棒自右圖之位置自由落下，貫穿長度 1 公尺的線圈產生感應

電流，請問檢流計指針偏向為何？ 

(A)先偏向a，後偏向b  (B)先偏向b，後偏向a  (C)一直偏向a  (D)

一直偏向 b。 

(    )40. 下列有關於感應電流的敘述，何者是錯誤的？ 

(A)磁場發生變化時。附近的線圈產生感應電流  (B)有電流一定產生磁場。但有磁場未

必產生電流  (C)線圈與磁棒的相對運動和感應電流大小無關  (D)將磁鐵N極插入線圈

時，線圈中所生感應電流，由插入方向看去是逆時鐘方向。 

(    )41. 右圖，當 A 電路中可變電阻的接點 C 往下移動時，B 線圈中的感應

電流方向為下列何者？ 

(A)順時鐘方向  (B)逆時鐘方向  (C)無感應電流  (D)以上皆非。 

(    )42. 下列電器中，何者是依據法拉第定律而設計？ 

(A)電容器  (B)發電機  (C)電磁鐵  (D)驗電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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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將小線圈置於大線圈內側的裝置如右圖，當大線圈通入逆時鐘方向的電流

瞬間，內部的小線圈會產生下列何種現象？ 

(A)產生逆時針的感應電流  (B)產生順時針的感應電流  (C)不改變  (D)

產生旋轉。 

(    )44. 下列有關發電機的電流之敘述，何者正確？  

(A)電流大小和方向皆維持一定 (B)電流的大小一定，方向改變 (C)電流的大小改變，

方向一定 (D)電流的大小和方向皆改變 

(    )45. 有關電與磁的敘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直流電動機乃是將電能轉變成機械能的裝置  (B)發電機乃是將機械能轉變成電能的

裝置  (C)有電流即可形成磁場，同理有磁場即可形成感應電流  (D)二相同磁棒由同一

高度自由落體落下，則有通過線圈者比沒有通過線圈者慢著地。 

(    )46. 如右圖電路裝置，當 A 線圈開關 K 按下通電瞬間，有關 B 線圈產生磁場

的方向，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垂直紙面向上  (B)垂頁紙面向下  (C)沿紙面向左  (D)沿紙面向右。 

(    )47. 有關交流發電機輸出的電流與時間關係圖，下列選項何者正確？ 

 

(    )48. 下列何者為交流發電機輸出的電流與時間關係圖？ 
 

(    )49. 下列何者為交流發電機輸出的電流與時間關係圖？ 
(A)  (B)  (C)  (D)  

(    )50. 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長直載流導線所產生磁場的磁力線形狀為圓形 (B)電動機是一種將電能轉換為力學

能的機械 (C)發電機是一種將力學能轉換為電能的機械 (D)感應電流的大小和線圈內

磁場的變化率成反比 

(    )51. 如圖，取一棒形磁鐵的 N 極插入一螺形線圈中，則連接在線

圈上的檢流計指針向左偏轉 2 個刻度。若以更快的速率把磁

鐵的 N 極從另一端插入線圈中，則下列哪一幅圖形，顯示了

檢流計可能的偏轉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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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 下列敘述何者是觀察右圖的正確結果？  

(A) A 線圈通電瞬間，B 線圈導線下磁針 N 極向右(東)

偏轉一下 (B) A 線圈通電後，B 線圈導線下磁針一直向

右偏 (C) A 線圈斷電瞬間 B 線圈導線下磁針 N 極向右

偏轉一下 (D)不論 A 線圈瞬間通電或斷電時，B 線圈

導線下磁針都會向右偏轉一下 

(    )53. 使用右圖之裝置，下列有關電流與磁場關係之敘述，何者正確？(圖中 G 為檢流計) 

(A)開關 S 接通後，線圈甲在點造成的磁場方向向右  (B)開

關 S 接通一段時間後，檢流計的指針向左偏轉  (C)開關 S

切斷的瞬間，檢流計的指針沒有偏轉  (D)開關 S 切斷後，

線圈甲在 d 點造成的磁場方向向右。 

(    )54. 右圖為一固定中空螺旋形線圈，附有檢流計，小磁鐵由 P 點掉落，穿

過線圈中心到 Q 點；小磁鐵到達 P 點及 Q 點時檢流計 G 指針的大小

及方向有何不同？ 

(A)大小方向均相同  (B)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C)方向相同，電流大

小為 Q＞P  (D)方向相反，電流大小為 Q＞P。 

(    )55. 下列有關幾位科學家研究發現的敘述，何者錯誤？  

(A)發現直導線通電流，會使附近的磁針產生偏轉的是厄斯特 (B)發

現將線圈放在變化的磁場內，線圈會產生電流的是安培 (C)發現太陽

光通過三稜鏡後，會產生色散現象的是牛頓 (D)發現一般金屬導線兩端電壓與通過電流

成正比的是歐姆 

(    )56. 如右圖，兩線圈完全相同，兩者之中放一磁鐵，現磁鐵向

右移動，則甲、乙兩人所見到的線圈電流方向各為如何？ 

(A)甲－逆時鐘，乙－逆時鐘  (B)甲－順時鐘，乙－順時

鐘  (C)甲－順時鐘，乙－逆時鐘  (D)甲－逆時鐘，乙－

順時鐘。 

(    )57. 如右圖，一線圈水平置於桌面，其正上方有一棒狀磁鐵，觀察者位於磁鐵上

方，現磁鐵自由釋放垂直打到線圈圓心，則在磁鐵與桌子接觸前，觀察者所

見的電流應如何產生？ 

(A)逆時鐘方向  (B)順時鐘方向  (C)方向不斷改變  (D)沒有電流。 

(    )58. 太陽輻射線中，含有會傷害生物的帶電粒子，但我們卻能安然生活在地球

上，並可在南、北兩極區內欣賞到美麗的極光。下列何種力量把帶電粒子引到兩極區，

並和大氣碰撞產生極光？ 

(A)地球自轉的力量  (B)風力  (C)地球磁場的力量  (D)地球引力。 

(    )59. 如右圖，甲、乙兩線圈並排，則甲線圈如何動作，

可使乙的燈泡持續發亮？ 

(Ⅰ)把甲的開關 S 接通  (Ⅱ)把甲的開關 S 由接通

變成斷路  (Ⅲ)讓甲的開關 S 持續接通。 

(A)Ⅰ  (B)Ⅲ  (C)Ⅰ、Ⅱ  (D)Ⅰ、Ⅱ、Ⅲ都不能

使燈泡持續發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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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 右圖為一發電機的示意圖，已知線圈沿逆時鐘方向轉動，下列敘

述何者正確？ 

(A)若逆時鐘方向轉動產生直流電，順時鐘方向就產生交流電  (B)

感應電流的大小與線圈轉動速率無關  (C)線圈的圈數增加，感

應電流增大  (D)本裝置主要目的是將電能轉換為力學能。 

(    )61. 右圖中，若 v 代表線圈或磁鐵的移動速度，箭頭代表移動方向，

則在線圈中，沒有感應電流產生的是哪一組？ 

(A)甲  (B)乙  (C)丙  (D)丁。 

(    )62. 如右圖，當導線上的電流增大時，流經檢流計的電流方向應如何？ 

(A)a→b  (B)b→a  (C)一會兒 a→b，一會兒 b→a  (D)沒有電流產生。 

(    )63. 圓形線圈水平通過一有垂直進入線面的磁場，如右圖，則在過

程中哪一位置，線圈上的電流最小？ 

(A)甲  (B)乙  (C)丙  (D)皆相同大小。 

(    )64. 右圖為法垃第研究電磁感應的裝置，則開關接通瞬間之Ⅰ號虛

線及打開瞬間之Ⅱ號虛線中，感應電流產生磁力線方向應如何？ 

 

(    )65. 如右圖，甲、乙兩線圈完全相同，丙線圈匝數為乙的 2 倍，

3 個磁鐵完全相同，自高處落入線圈中碰撞如桌面，且

都不與線圈接觸，則三線圈的檢流計最大偏轉角度大小

比較為何？ 

(A)甲＝乙＝丙  (B)丙＞甲＞乙  (C)丙＞甲＝乙  (D)

乙＞甲＞丙。 

(    )66. 承上題，3 個磁鐵由釋放到落於桌面的過程，何者力學

能(動能與位能總和)損失最多？ 

(A)Ⅰ  (B)Ⅱ  (C)Ⅲ  (D)相同。 

(    )67. 如右圖的變壓器使用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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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 伏特  (B)100 赫、120 伏特  (C)60

赫、200 伏特  (D)60 赫、72 伏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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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填充題： 

1. 如圖，將線圈的兩端接於電流計上，請回答下列問題： 

(1)取條形磁鐵的一端，迅速插入線圈內，則電流計的指針 (A)靜

止不動  (B)會偏轉  (C)偏轉後歸零。______。 

(2)承上題，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線圈上端感應成S極  (B)線圈

下端感應成 S 極   (C)感應電流為順時針  (D)感應電流為逆時

針。______。 

(3)條形磁鐵插入線圈內速度愈快，電流計指針偏向愈 (A)大  (B)小  (C)不變。_____。 

(4)使條形磁鐵插入線圈內停止不動，則電流計的指針，指在______。 

(5)將原(1)放入的條形磁鐵由線圈內迅速抽出，電流計的指針會 (A)靜止不動  (B)與(1)的

偏轉同向後歸零  (C)與(1)的偏轉反向後歸零。______。 

(6)由此實驗可知，線圈內電流強度的大小與其相對運動的速度成______比。 

2. 如圖，為發電機簡圖，今使線圈沿順時鐘方向轉動，試回答下列問題： 

(1)此一發電機是______(直流或交流)發電機。 

(2)圖中，電流由 a 或 b 端流出?______。 

(3)線圈等速率轉動時，電流大小是否改變?______。 

(4)線圈等速率轉動時，電流的方向是否改變? (A)不改變  (B)每轉

半圈即改變方向一次  (C)每轉一圈即改變方向一次。______。 

(5)發電機 a、b 兩端輸出的電流與時間關係圖為下列何者?______。 

    

3. 下圖表示磁鐵與線圈做相對運動時，產生感應電流的實驗，線圈上的箭頭代表感應電流方

向，試回答下列問題： 

(1) 圖甲，磁鐵向______

運動?___。 

(2) 圖乙，磁鐵向右或向左運動?_____。 

(3) 圖丙中，磁鐵向右運動則 A 端為______極。 

4. 如圖，磁鐵 N 極朝下，迅速插入線圈後靜置於線圈內 5 秒鐘，再

抽出： 

(1) 插入線圈時，檢流計之指針如何偏轉?______。 

(2) 靜置於線圈內時，檢流計之指針如何偏轉?______。 

(3) 磁鐵從線圈中抽出時，檢流計之指針如何偏轉?______。 

5. 一電磁鐵 P 置於線圈 S 中，下列那些方法可使線圈中產生電流? 

 (A)電磁鐵電流突然增大   (B)電磁鐵電流突然減小  (C)移動電磁鐵  (D)移動線圈  (E)電

磁鐵與線圈同方向等速移動。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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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右圖中線圈甲(連接電流計 G)近旁放置另一線圈乙，線圈乙

的線路上接有電池和開關 S，試回答下列問題： 

(1)當開關 S 接通的瞬間，電流計 G 的指針是否偏

轉?______。 

(2)承(1)，開關 S 切斷的瞬間，電流計 G 的指針是否偏轉?______。 

7. 如圖為 A、B 二線圈，A 線圈與檢流計相接，B 線圈與電池、開關相接，則： 

(1)開關按下的瞬間，檢流計是否偏轉?______。按

下後檢流計是否不再指於零位?______。再將開

關拉上的瞬間，檢流計是否偏轉?______。                           

(3)按下開關時檢流計向______偏，再拉上開關時檢

流計向______偏。 

8. 右圖為磁鐵棒 N 極向下接近線圈，檢流計指針偏向的圖形，試回答下列問題： 

(1)圖中檢流計指針向『+』或『－』偏轉?_____。 

線圈中的電流為_____方向。 

(2)檢流計方位不變，則下列各圖中檢流計向『＋』方向偏轉者為

______，向『－』方向偏轉者為______。 

    

9. 如圖(一)為測定感應電流裝置，圖(二)為電流計指針五種偏向，試回答下列問題： 

(1)N 極向下接近線圈時，若移動

較慢，則檢流計的指針應如

______圖，移動較快時，檢流

計的指針應如______圖。 

(2)N 極向上抽出線圈時，若移動

較慢，則檢流計的指針應如

______圖，移動較快時，檢流計的指針應如______圖。 

10. 直立於桌上的線圈中有一條磁棒，若將磁棒急速自線圈中提上時，感應電流為逆時鐘方

向，則由此實驗得知磁棒的上端為______極。 

11. 發電機主要是應用_________原理，使線圈在磁場中，因轉動而產生________的裝置。 

12. 導線和磁場發生相對運動時，導線兩端會產生感應電壓，而產生________電流，此現象稱

為________。 

13. 感應電流的大小和線圈內磁場變化的速率成______比，此關係稱為______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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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線圈內的磁場發生變化時，所產生的感應電流，其方向是使感應電流所產生的______反抗

原來______發生變化的方向，此稱為______定律。 

15. 磁鐵的 N 極插入線圈的一端，則所產生感應電流的方向為______時鐘方向，若將 N 極抽

出，則感應電流變為______時鐘方向。 

16. 發電機之主要構造為產生磁場的裝置，稱為_________；裝在場磁鐵中間，能自由轉動的

多匝線圈，稱為________，能供導出電流用的是________。 

17. 交流發電機的電樞，每轉一周，感應電流的方向改變______次。將磁鐵的 S 極急速地由上

而下插入一直立的線圈，此時線圈中感應電流的方向是_______時針方向，若將此磁鐵急

速拉出，此時感應電流的方向是______時針方向。(填：順或逆) 

18. 手持一磁鐵在鉛直豎立的線圈上方一段距離處，沿著線圈的中心線 AB

自由落下，穿過線圈，試回答下列各題： 

(1) 當磁鐵的 S 極向下到達 A 點時，則線圈上的感應電流方向為 P 或

Q?______。 

(2) 當磁鐵掉到 B 點，感應電流之方向為 P 或 Q?______。 

(3) 磁鐵掉落到 A 點及掉落到 B 點所產生的感應電流，何者較強?______ 

(4) 若沒有線圈，則磁鐵棒由同處自由落下，到達B點的時間將 (A)增加  (B)減少  (C)不

變。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