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177

電子學實習 I
第1章勞工安全教育與基本儀器的使用

實習一 勞工安全教育

實習二 基本儀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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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教育實實實實習一習一習一習一

1.儀器設備

(a) 電源供應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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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教育
1.儀器設備

(b) 信號產生器

實實實實習一習一習一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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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教育
1.儀器設備

(c) 示波器

實實實實習一習一習一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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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教育
1.儀器設備

(d) 指針型電表

實實實實習一習一習一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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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教育
1.儀器設備

(e) 數位型電表

實實實實習一習一習一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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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教育
2.工具

(c) 斜口鉗 (d) 尖嘴鉗

(i) 麵包板

實實實實習一習一習一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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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教育
火災的種類

實實實實習一習一習一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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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教育
火災的種類

實實實實習一習一習一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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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教育
火災的種類

實實實實習一習一習一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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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工安全教育
火災的種類

實實實實習一習一習一習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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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儀器使用實習二實習二實習二實習二

三用電表

圖1-10 電表之 (a) 電阻測量 (b) 電壓、電流測量以及測量值換算



1313

基本儀器使用實習二實習二實習二實習二

圖1-18(a) 電路圖 圖1-18(b) 儀器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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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儀器使用實習二實習二實習二實習二

圖1-9 (a) 麵包板實體圖 (b) 麵包板內部接線

麵包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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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儀器使用實習二實習二實習二實習二

以示波器雙頻道觀測兩個待測信號波形

圖1-22(a) 電路圖 圖1-22(b) 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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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實習 I
第2章二極體之特性與應用
實習三電阻(線性元件)與二極體(非線性元件)的特性曲線

實習四二極體電路的工作點(特性曲線與負載線的交點)

實習五 整流電路

實習六 濾波電路

實習七 倍壓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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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阻（線性元件）與二極體
（非線性元件）的特性曲線

實習三實習三實習三實習三

圖2-5 測量歐姆表的電池電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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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三實習三實習三實習三 電阻（線性元件）與二極體
（非線性元件）的特性曲線

二極體的測量與判斷

圖2-6(a) 二極體順向電阻測試 圖2-6(b) 二極體逆向電阻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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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三實習三實習三實習三 電阻（線性元件）與二極體
（非線性元件）的特性曲線

非線性元件─二極體之特性曲線

關掉電源，更換二極體為待測元件X，如圖2-10所示，重複工作項目二步驟∼2觀測二極
體特性曲線，並將結果繪製於圖2-12中。

圖2-10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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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三實習三實習三實習三 電阻（線性元件）與二極體
（非線性元件）的特性曲線

圖2-8 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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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三實習三實習三實習三 電阻（線性元件）與二極體
（非線性元件）的特性曲線

圖2-8 電腦模擬圖

非線性元件─稽納二極體之特性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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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四實習四實習四實習四 二極體電路的工作點
（特性曲線與負載線的交點）



88

實習四實習四實習四實習四 二極體電路的工作點
（特性曲線與負載線的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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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四實習四實習四實習四 二極體電路的工作點
（特性曲線與負載線的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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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四實習四實習四實習四 二極體電路的工作點
（特性曲線與負載線的交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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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 整流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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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 整流電路

稽納二極體電路的工作點：逆偏特性曲線與負
載線的交點

圖2-28(a) 電路圖
圖2-28(b) 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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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 整流電路

圖2-28(a) 電路圖 圖2-28(b) 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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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 整流電路

圖2-48(a)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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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 整流電路

圖2-48(b) 接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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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 整流電路

圖2-49(a) 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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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 整流電路

圖2-49(c) 波形之電腦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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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 整流電路

圖2-52(a) 電腦模擬圖



1919

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實習五 整流電路

圖2-54 電路圖

橋式全波整流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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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六實習六實習六實習六 濾波電路
電容濾波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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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六實習六實習六實習六 濾波電路

圖2-63 電路圖

半波整流電容濾波電路

圖2-64(a) 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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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六實習六實習六實習六 濾波電路
（中間抽頭式）全波整流電容濾波電路

圖2-66 電路圖
圖2-67(a) 電腦模擬圖



2323

實習六實習六實習六實習六 濾波電路

圖2-68 電路圖

橋式整流電容濾波電路

圖2-69(a) 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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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七實習七實習七實習七 倍壓電路

圖2-72 正半週時 (a)全波兩倍壓電路 (b)等效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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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七實習七實習七實習七 倍壓電路

圖2-73 負半週時 (a)全波兩倍壓電路 (b)等效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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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七實習七實習七實習七 倍壓電路

圖2-78 電路圖 圖2-7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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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七實習七實習七實習七 倍壓電路

圖2-80 電路圖

圖2-81(a) 電腦模擬圖

半波兩倍壓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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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習七實習七實習七實習七 倍壓電路

圖2-82 電路圖 圖2-83 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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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實習 I
第3章截波電路與箝位電路

實習八 截波電路

實習九 箝位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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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波電路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

截波電路

圖3-1 截波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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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波電路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

截波電路

圖3-2(a) 串聯負截波電路加串接偏壓

圖3-2(b) 並聯負截波電路加並接偏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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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波電路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

圖3-4 電路圖 圖3-5(a) 電腦模擬圖

串聯負截波

串聯正截波

圖3-7(a) 電腦模擬圖
圖3-6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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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波電路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

圖3-8 電路圖 圖3-9 (a) 電腦模擬圖

並聯負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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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波電路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

並聯正截波

圖3-10 電路圖
圖3-11(a) 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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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波電路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

串聯負截波加順向偏壓

圖3-12 電路圖 圖3-13 (a) 電腦模擬圖

圖3-14 電路圖 圖3-15 (a) 電腦模擬圖

串聯負截波加逆向偏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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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波電路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
串聯正截波加順向偏壓

圖3-16 電路圖 圖3-17 (a) 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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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波電路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
串聯正截波加逆向偏壓

圖3-18 電路圖
圖3-19 (a) 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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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波電路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

並聯負截波加正偏壓

圖3-20 電路圖 圖3-21 (a) 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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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波電路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

圖3-23 (a) 電腦模擬圖 圖3-24 電路圖 圖3-25 (a) 電腦模擬圖

並聯正截波加正偏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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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波電路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實習八

圖3-26 電路圖 圖3-27 (a) 電腦模擬圖

並聯正截波加正偏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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箝位電路實習九實習九實習九實習九

箝位電路 箝位電路（Clamping Circuit）可以將交流輸入信號定位到需求的直流電壓位準上
雖然信號的垂直位置改變，但是信號的波形及波幅保持不變。

圖3-28 箝位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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箝位電路實習九實習九實習九實習九

正箝位電路

圖3-35 電路圖

圖3-36(a) 電腦模擬圖

圖3-33 電路圖

圖3-34(a) 電腦模擬圖

加正偏壓的正箝位電路

圖3-37 電路圖

圖3-38(a) 電腦模擬圖

加負偏壓的正箝位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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箝位電路實習九實習九實習九實習九

負箝位電路

圖3-39 電路圖

圖3-40(a) 電腦模擬圖

圖3-41 電路圖

圖3-42(a) 電腦模擬圖

加負偏壓的負箝位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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箝位電路實習九實習九實習九實習九

加正偏壓的負箝位電路

圖3-43 電路圖

圖3-44(a) 電腦模擬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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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學實習 I
第4章電晶體之認識與特性線
實習十 電晶體的基本認識

實習十一電晶體的工作模式

實習十二電晶體電路的特性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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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的基本認識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

圖4-6 測量歐姆表的電池電壓 圖4-7 接腳測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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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的基本認識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
1.測試電路：NPN型電晶體的兩種測試電路（如圖4-9所示）以及PNP型電晶體的兩種測試電路（如圖4-10所示）。

圖4-9(a) NPN型 圖4-9(b) NPN型 圖4-10(a) PNP型 圖4-10(b) PNP型
測試電路之一 測試電路之二   測試電路之一  測試電路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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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的基本認識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

以三用電表測量電晶體的h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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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的基本認識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實習十

圖4-14(a) NPN型電晶體之電路圖 圖4-14(b) PNP型電晶體之電路圖

電晶體各端電流之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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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的工作模式實習十一實習十一實習十一實習十一

主動區工作模式

圖4-21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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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的工作模式實習十一實習十一實習十一實習十一

飽和區工作模式

圖4-23  (a)飽和區工作模式電路圖 (b) 工作項目1與工作項目2的參考接線圖
（注意：電晶體的接腳有EBC或ECB兩種排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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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的工作模式實習十一實習十一實習十一實習十一

截止區工作模式

圖4-25 截止區工作模式



99

電晶體電路的特性曲線實習十二實習十二實習十二實習十二

圖4-28(a) 二極體電路 圖4-28(b) 電晶體共射極組態偏壓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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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電路的特性曲線實習十二實習十二實習十二實習十二

電晶體輸出特性曲線組

圖4-34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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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電路的特性曲線實習十二實習十二實習十二實習十二

圖4-31 電晶體工作模式的機構模擬

(a)「電流控制電流」機構
模擬「主動區」模式

(b)「開」機構模擬
「飽和區」模式

(c)「關」機構模擬
「截止區」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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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電路的特性曲線實習十二實習十二實習十二實習十二

電晶體輸入特性曲線

圖4-32 電路圖



C177

電子學實習 I

第5章電晶體偏壓電路
實習十三電晶體電路的工作點

實習十四靜態工作點與信號的放大過程

實習十五固定偏壓電路與射極回授式偏壓電路

實習十六集極回授式偏壓電路

實習十七分壓偏壓電路與共基極偏壓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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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電路的工作點實習十三實習十三實習十三實習十三

電晶體輸入特性曲線

圖5-5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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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電路的工作點實習十三實習十三實習十三實習十三

電晶體輸出特性曲線

圖5-7 電路圖

設定VBB = 0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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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電路的工作點實習十三實習十三實習十三實習十三

設定VBB = 0V 設定VBB = 1.8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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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電路的工作點實習十三實習十三實習十三實習十三

設定VBB = 5V



66

電晶體電路的工作點實習十三實習十三實習十三實習十三

電晶體的輸出負載線

圖5-11(a) 電路圖 圖5-11(b) 電腦模擬圖



77

電晶體電路的工作點實習十三實習十三實習十三實習十三

工作點的求法
圖解法

圖5-12(a) 輸入端工作點 → → 圖5-12(b) 輸出端工作點
→ →

實測法

圖5-13 電路圖



88

靜態工作點與信號的放大過程實習十四實習十四實習十四實習十四

圖5-15 偏壓電路之分析與
輸入信號被放大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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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工作點與信號的放大過程實習十四實習十四實習十四實習十四

工作點位置與輸入信號放大過程

圖5-19 電路圖



1010

靜態工作點與信號的放大過程實習十四實習十四實習十四實習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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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工作點與信號的放大過程實習十四實習十四實習十四實習十四

圖5-22 信號放大過程及所含交直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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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工作點與信號的放大過程實習十四實習十四實習十四實習十四

圖5-24 信號放大過程及所含直流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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靜態工作點與信號的放大過程實習十四實習十四實習十四實習十四

圖5-26 信號放大過程及所含交直流成分疊加後之瞬間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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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晶體電路的工作點實習十五實習十五實習十五實習十五

圖5-31 電路圖

固定偏壓電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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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極回授式偏壓電路實習十六實習十六實習十六實習十六

複合偏壓電路

圖5-40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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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壓偏壓電路與共基極偏壓電路實習十七實習十七實習十七實習十七

圖5-42 (a)分壓偏壓電路 (b)戴維寧電壓 (c)戴維寧電阻 (d)戴維寧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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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壓偏壓電路與共基極偏壓電路實習十七實習十七實習十七實習十七

圖5-43 分壓偏壓電路的輸入、輸出迴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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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壓偏壓電路與共基極偏壓電路實習十七實習十七實習十七實習十七

分壓偏壓電路

圖5-45 電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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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壓偏壓電路與共基極偏壓電路實習十七實習十七實習十七實習十七

圖5-47 電路圖

共基極偏壓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