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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驗名稱：＿＿＿＿＿＿＿＿＿ 

    

班級：    

組別：    

組員姓名： ＿＿＿ ＿＿＿ ＿＿＿ 

基本分數 50    

實驗數值 20    

理論數值 10    

圖表 10    

問題 10    

其他評分     

總評分：     
 
 
 
 
 



【記錄】 
一、PN Diode（繪圖請繪於兩張方格紙上） 
#1 
電壓順向 
輸出 0V 1V 2V 3V 4V 5V 6V 7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8V 9V 10V 11V 12V 13V 14V 15V 
電流 i          
電壓V          
電壓逆向 
輸出 -1V -2V -3V -4V -5V -6V -7V -8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9V -10V       
電流 i          
電壓V          

 
#2 
電壓順向 
輸出 0V 1V 2V 3V 4V 5V 6V 7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8V 9V 10V 11V 12V 13V 14V 15V 
電流 i          
電壓V          
電壓逆向 
輸出 -1V -2V -3V -4V -5V -6V -7V -8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9V -10V       
電流 i          
電壓V          

 
 
 
 



二、Light Emitting Diode（繪圖請繪於兩張方格紙上） 
#1 
電壓順向                        LED 發光電壓：          V 
輸出 0V 1V 2V 3V 4V 5V 6V 7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8V 9V 10V 11V 12V 13V 14V 15V 
電流 i          
電壓V          
電壓逆向 
輸出 -1V -2V -3V -4V -5V -6V -7V -8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9V -10V       
電流 i          
電壓V          

 
#2 
電壓順向                         LED 發光電壓：          V 
輸出 0V 1V 2V 3V 4V 5V 6V 7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8V 9V 10V 11V 12V 13V 14V 15V 
電流 i          
電壓V          
電壓逆向 
輸出 -1V -2V -3V -4V -5V -6V -7V -8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9V -10V       
電流 i          
電壓V          

 
 
 
 
 



三、Zener Diode（繪圖請繪於兩張方格紙上） 
#1 
電壓順向 
輸出 0V 1V 2V 3V 4V 5V 6V 7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8V 9V 10V 11V 12V 13V 14V 15V 
電流 i          
電壓V          
電壓逆向 
輸出 -1V -2V -3V -4V -5V -6V -7V -8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9V -10V -11V -12V -13V -14V -15V -16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17V -18V -19V -20V     
電流 i          
電壓V          

#2 
電壓順向 
輸出 0V 1V 2V 3V 4V 5V 6V 7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8V 9V 10V 11V 12V 13V 14V 15V 
電流 i          
電壓V          
電壓逆向 
輸出 -1V -2V -3V -4V -5V -6V -7V -8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9V -10V -11V -12V -13V -14V -15V -16V 
電流 i          
電壓V          
輸出 -17V -18V -19V -20V     
電流 i          
電壓V          



【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