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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工程研究所 應用電子學

1. KVL 之分析方法中，何者敘述較適當 (A) 只可算出電壓 (B) 只可算出電流 (C) 可
分析單獨元件之分壓與分流 (D) 不能算出單獨元件之功率。

2. 電成器之主要功能 (A) 儲存磁能量。)高頻操作可保護 DC電壓源 (C) 產生共振
(D) 濾、波(E) 以上皆是。

3. 當有一串聯迴路，包括一個 AC電壓源、一個電阻、與一個電容峙，從電容量到的電
壓增益 (A) 為 Low-pass filter 模式 (B) 為 High-pass filter 模式 (C) 為

Band-pass filter 模式。)為 Band-stop filter 模式。

4. 若有 lP6M CMOS製程，則一般被動電成設計在 (A) M5-M6 之間 (B) M4-的之間 (C)
M3-M4 之閱 (D) M2-M3 之問 (E) MI-M2 之間。

5. 後段製程或電路設計中，如何降低 RC delay? 敘述何者不妥(的使用 low-k 介電

物質 (B) 使用低阻值像數之金屬 (C) 使用 high-k 介電物質 (D) 導線之間距增加

(E) 導線之線寬增加

6. 下列何者對電路簡化計算沒有幫助? (A) Thevenin 定理 (B) Norton 定理 (C)
Miller 效應 (D) Schrodinger 定理。

7. 在二極體之功能中，何者敘述較不適當? (A) 可作為變容器 (B) 可放大 AC訊號 (C)
有半波整流功能 (D) 有剪波功能。

8. 以下何者非常見電阻之形式 (A) 皮耳其電阻(B) 碳朕電阻 (C) 精密電阻 (D) 超導
體。

9. 以下何者是常見半導體電阻之形式 (A) 金屬導線 (B) 中全塞 (C) 接觸窗 (D) P一型
基底 (E) 以上皆是。

10. O.lmW 相當於 (A) 1000 電阻下有 IV 電壓跨過 (B) 1000 電阻下有 O. IV 電壓跨過
(C) 1000 電阻下有 O.OIV 電壓跨過。) 1000 電阻下有 lmV 電壓跨過。

11.已知數位電路的 VOH=仰，VOL二仰，VIH=衍，VIL=3V '貝11此邏輯電路的雜訊邊界 (N間， NML)
為 (A)NMH=凹，NML=2V (B) NMH=訓，NML=3V (C) NMH=衍，NML=2V (D) NMH=仰，NML=1V 0

12. 若脈波頻率為 10MHz'且O(低〉準位脈波寬度 t1為 O. 05μs' 貝IJ此脈波的工作通期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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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B)25% (C)50% (D)75% 。

電子工程研究所 應用電子學

13. 如下圍之正反器連接所示，其 Q3QZQI 狀態變化為 (A) 000→ 100→ 110→ 111→ 011→ 001
→ 000 (B) 000→ 110→ 100→ 111→ 011→ 001→ 000 (C) 000→ 011→ 110→ 111→ 100
→ 001→ 000 (D) 000→ 001→ 110→ 111→ 011→ 100→ 000 。

己D3 針----1D2 Q21一斗D] qj-

門到什互|鬥互」
CLK

14. 十進位數碼 3974 (10) 轉換成 BCD 碼為 (A) 0011101001110100( 即) (B)
0011100101110100(BCD) (C) 0011100101ll0100c 即) (D) 0011100001110100c~D) 。

15. 一位元的全加器中 A'B 表示為被加數及加數， Cin表示進位輸入， S 表示兩數之和，
Cout 表示進位輸出，則下列何者正確? (A)S= AC;n 十BC;n + AB (B)

Cout=AC;n + Be;n + AB (C)S= AC;n + BC;n + AB (D) Cout=ACin + BCin + AB 。

16. 已知 8 位元資料輸出的陣列結構記憶體，其大小總共有 4096x2048 個單元 (Cells) 。
若要完全能存取比記憶體內的資料，貝 11存取的位址位元共需要多少位元代的 20 (B)
25 (C) 30 (D) 35 。

17. 一位元的全減器中 A ，B 表示為被減數及減數， Ci-l 表示借位輸入， D 表示兩數之差，
C 表示借位輸出，貝 11下列何者正確? (A) C二ACi-l+ BCi_1 +AB (B) C=AC;一I + BC;_，+AB

(C)D= A8B8C (D) D=AEBBEBC ，←l 。

18. T一型正反器之特性函數為 (A) TEBQ (B) TQ+TQ (C) TffiQ (D) T+Q 。

19. 已知 F 函數的積之和為 XZ+WYZ+WYZ+XY ，貝11 其和之積為

(A)(7+ 互)(歹+Z)(W+7)(B)(Y+Z)(W+X+Z)(W 十X +Y) (C)
(Y +Z)(W +Z)(W +X +Y) (D) (Y +Z)(W +X)(W + X + Y) 。

20. 設計計數器時，若要完成 30 模 (Mode 30) 的計數器設計，則需要幾個正反器才能完
成此計數器 ?(A)2 (B)3 (C) 吐 (D)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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