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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〇七年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

僱用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各類別全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一、單選題

 1.（　） 下列章回小說與小說人物的配對，何者不正確？
(A)紅樓夢：賈寶玉、林黛玉、花和尚魯智深
(B)水滸傳：林沖、武松、宋江
(C)三國演義：關雲長、曹操、劉備　　　　
(D)西遊記：孫悟空、唐三藏、豬八戒

 2.（　） 下列各組「」內字音，何者兩兩相同？
(A)大獲全「勝」 / 不「勝」枚舉 (B)廉政公「署」 / 「署」名
(C)童山「濯」濯 / 洗「濯」衣物 (D)「號」令嚴明 / 陰風怒「號」

 3.（　） 下列各組詞語「」中的字音，何組不相同？
(A)「蜚」短流長 / 「緋」聞　　 (B)「觥」籌交錯 / 三折「肱」而成良醫
(C)滿腹經「綸」 / 羽扇「綸」巾 (D)會「數」而禮勤 / 「數」見不鮮

 4.（　） 下列「」內成語，何者使用不恰當？
(A)他每天「宵衣旰食」，勤於政事，將小鎮治理得政通人和，贏得眾人的肯定
(B)為了考上理想的學校，他每日苦讀至深夜，已至「胼手胝足」的地步
(C)我和他是「總角之交」，相識已超過三十年了
(D) 他只想靠著巴結討好的方式得到別人的友誼，根本是「緣木求魚」，徒勞無功

 5.（　） 下列成語何者與其他三者意義差異最大？
(A)日薄西山　(B)行將就木　(C)風燭殘年　(D)俯首繫頸

 6.（　） 下列題辭，何者最不適合用於祝賀新婚？
(A)珠聯璧合　(B)椿萱並茂　(C)妙選東床　(D)鸞鳳和鳴

 7.（　）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此語表現出何種精神境
界？

(A)高風亮節　(B)安貧樂道　(C)好學不倦　(D)嫉惡如仇
 8.（　） 下列題辭，何者適用於祝賀他人喬遷新居？

(A)美輪美奐　(B)湯餅之喜　(C)宜室宜家　(D)福壽全歸
 9.（　） 下列唐詩派別與詩人稱號的配對，何者完全正確？

(A)李白：浪漫派、詩佛 (B)王維：邊塞派、詩仙
(C)李商隱：田園派、詩家夫子 (D)杜甫：社會派、詩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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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1. （A） 

(A) 錯誤，紅樓夢：清代著名的章回小說，據近人考證，前八十回為清．曹雪芹撰，後

四十回為高鶚所續。內容描寫一個巨族賈氏的興廢，而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及

其他戚屬侍婢的悲歡生死為緯，寓沉哀於穠麗，為近代小說的傑作。

(B) 正確，水滸傳：相傳為元施耐庵或明初羅貫中作。敘述宋末大盜宋江等一百零八條好

漢嘯聚山東梁山泊，後被政府招安的故事。

(C) 正確，三國演義：明．羅貫中撰，專演說三國故事，自漢靈帝中平元年起，至晉武帝

太康元年吳亡止，凡九十七年。皆排比《三國志》及注，間採稗史，雜以臆說而成。

(D) 正確，西遊記：明．吳承恩作，據民間流傳的唐僧取經故事，並參考話本、雜劇和有

關神話傳說寫成。敘述孫悟空自大鬧天宮後，和豬八戒、沙悟淨保護唐僧去西天取

經，一路降魔伏妖，經八十一難，終成正果。

從上述內容可知，花和尚魯智深為《水滸傳》之人物，答案為(A)。

 2. （C） 

(A) 大獲全「勝」：勝，音ㄕㄥˋ，占優勢。打敗對手或敵人，獲得全面性的勝利。／ 

不「勝」枚舉：勝，音ㄕㄥ，盡。事物太多，不能一一舉出。

(B)廉政公「署」：署，音ㄕㄨˇ，政府機關的組織單位。／「署」名：署，音ㄕㄨˋ，

簽寫、題寫。

(C) 童山「濯」濯：濯，音ㄓㄨㄛˊ，洗滌、清洗。指無草木的樣子，後多用以形容人禿

頭、無髮。／洗「濯」衣物：濯，音ㄓㄨㄛˊ，洗滌、清洗。

(D) 「號」令嚴明：號，音ㄏㄠˋ，發出命令。發號施令，嚴格明確。／陰風怒「號」：

號，音ㄏㄠˊ，風發出聲響。

從上述內容可知，童山「濯」濯／洗「濯」衣物的讀音皆為ㄓㄨㄛˊ，答案為(C)。

 3. （C） 

(A) 「蜚」短流長：蜚，音ㄈㄟ，沒有根據、不實的，通「飛」。流傳於眾人之口的閒言

閒語。／「緋」聞：緋，音ㄈㄟ，紅色的。比喻感情、婚姻方面的傳聞。

(B) 「觥」籌交錯：觥，音ㄍㄨㄥ，用兕牛角製成的飲酒器物。酒器和酒籌錯雜相交。比

喻暢飲。／三折「肱」而成良醫：肱，音ㄍㄨㄥ，胳膊。多次折斷胳膊，體會到有效

的治療方法，進而成為這一方面的良醫。後比喻對某種事情有豐富的閱歷，自然造詣

精深。(語本《左傳．定公十三年》)

(C) 滿腹經「綸」：綸，音ㄌㄨㄣˊ，原是處理過的蠶絲，引申人的才能、學識。形容人

才識豐富，具有處理大事的才能。／羽扇「綸」巾：綸，音ㄍㄨㄢ，以青絲帶做成的

頭巾。相傳為諸葛亮所製。

(D) 會「數」而禮勤：數，音ㄕㄨㄛˋ，頻頻、屢次。大家時常聚會，禮數卻仍殷勤，食

物不豐盛，情義卻很深厚。(出自宋．司馬光〈訓儉示康〉)／「數」見不鮮：數，音

ㄕㄨㄛˋ，頻頻、屢次。本指不必宰殺禽畜招待常來的客人。後用來指事物經常見

到，並不新奇。(語出《史記．陸賈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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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A） 

(A) 美輪美奐：形容高大華美。(語本《禮記．檀弓下》)後用於祝賀他人新居落成。

(B) 湯餅之喜：湯餅，小孩生下三天後，請客人來吃湯餅的宴會。取長壽之意。

(C) 宜室宜家：帶給夫家和諧美滿的生活。今多用為女子出嫁時的祝賀語。(語本《詩

經．周南．桃夭》)

(D) 福壽全歸：對年高而有福者死亡的題辭。

從上述內容可知，祝賀他人喬遷新居應使用「美輪美奐」，答案為(A)。

 9. （D） 

(A) 錯誤，李白：太白，號青蓮居士，為唐代著名的浪漫派詩人。個性率真豪放，嗜酒好

遊。玄宗時曾為翰林供奉，後因得罪權貴，遭排擠而離開京城，最後病死當塗。其詩

高妙清逸，世稱為「詩仙」。與杜甫齊名，時人號稱「李杜」。著有李太白集。也稱

為「李太白」。

(B) 錯誤，王維：字摩詰，開元進士，玄宗時官至尚書右丞，世稱為「王右丞」。工詩，

善書畫，蘇東坡稱其「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所畫山水重渲染，為畫家南宗之祖。

營別墅於輞川，著有《王右丞集》。為唐代田園派詩人代表人物之一。

(C) 錯誤，李商隱：字義山，號玉谿生，唐代著名詩人。工詩文，文采瑰麗，喜用典故，

句意多隱晦迷離。其〈詠史〉、〈弔古〉詩，懷古傷今，言語有味。著有《李義山詩

集》、《樊南文集》。

(D) 正確，杜甫：字子美，號少陵，有「詩聖」之稱。唐代詩人。官左拾遺、工部員外

郎，故也稱為「杜工部」。甫博極群書，善為詩歌。在政治上始終不得志，中年後過

著坎坷流離的生活，他的詩博大雄渾，千態萬狀，不僅慨嘆自己遭時不遇，亦反映

出當時的社會動亂形態。故有「詩史」之名。著有《杜工部集》。也稱為「杜陵布

衣」、「老杜」。

 10. （B） 

題幹語譯：蓬草長在麻地裡，不用扶持也能挺立住，白沙混進了黑土裡，就再不能變白了。

作者透過蓬草、白沙為例，說明環境對人們學習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答案為(B)。

 11. （C） 

(A) 「三」折肱而成良醫：三，虛數，指多次。多次折斷胳膊，體會到有效的治療方法，

進而成為這一方面的良醫。後比喻對某種事情有豐富的閱歷，自然造詣精深。(語本

《左傳．定公十三年》)

(B) 「千」喚不一回：千，虛數，指多次。任你再三柔聲呼喚，也不好意思回轉頭來。

(出自唐．李白〈長干行〉)

(C) 「六」藝經傳，皆通習之：六，實數，指《詩》、《書》、《易》、《禮》、

《樂》、《春秋》。儒家的六經︰詩、書、易、樂、春秋，和解釋經文的書籍，全部

都學習(出自唐．韓愈〈師說〉)

(D) 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一，虛數，完全。或者有時候漫天雲霧完全散去，皎

潔的明月普照大地。(出自宋．范仲淹〈岳陽樓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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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7年僱用人員甄試試題 
甄試類別：各類別全　　共同科目：國文、英文

一、字彙測驗

 1.（　） We can see a big smile on Mary's face whenever she ______ her son. 
(A)mentions　(B)symbolizes　(C)warns　(D)criticizes 

 2.（　） The ______ reaction caused explosion which destroyed a building. 
(A)official　(B)relaxing　(C)curious　(D)chemical 

 3.（　） This factory bought a labor-saving ______ to cut down the burden on its workers. 
(A)device　(B)virus　(C)task　(D)logo 

 4.（　） He is such a ______ man that he never boasts about his achievements. 
(A)proud　(B)humble　(C)crucial　(D)intelligent 

 5.（　） The man needs emergency assistance. Do you know the ______ of the nearest 
hospital？ 
(A)location　(B)reward　(C)help　(D)prediction 

 6.（　） People who are good at ______ skills tend to get along with others well and have 
prosperous careers. 
(A)reckless　(B)original　(C)imaginative　(D)communicative 

 7.（　） Joan's terrific performance at work has ______ her superiors and she was promoted 
quickly. 
(A)disguised　(B)impressed　(C)chased　(D)prescribed 

二、文法測驗

 8.（　） The little boy forgot ______ his key, so he couldn't get into his house.  
(A)bring　(B)brought　(C)to bring　(D)being brought 

 9.（　） He won't betray you, and ______. 
(A)I won't, neither　(B)I won't, too　(C)nor do I 　(D)neither will I 

 10.（　） The study reveals that onions and gingers can ______ the occurrences of diseases. 
(A)used to lower 　(B)be used to lower　(C)be used to lowering 　(D)use to fight 

 11.（　） The weather bureau suggests that the cars ______ away from the river banks to avoid 
the flood. 
(A)move　(B)be moved　(C)moving　(D)to move 

 12.（　） The high-quality organic fruits ______ to overseas countries since last year. 
(A)were sold　(B)sold　(C)have sold　(D)have been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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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

第一部份：選擇題

一、字彙

 1. （A） 
中譯：每當	提到	她兒子，我們可以在瑪麗的臉上看到一個大大的微笑。

(A)mentions	(v.)提到；說起		 (B)symbolize	(v.)象徵；表示	

(C)warns	(v.)警告；提醒		 (D)criticizes	(v.)批評；非難

解析：	由	"can	see	a	big	smile	on	Mary's	face"（可以在瑪麗臉上看到一個大大的微笑），

可知道每當（whenever）從事某個與兒子相關的行為時，她都是充滿快樂的。空

格填(A)	mentions	指「提到兒子就開心」最合理。

 2. （D） 
中譯：	化學	反應造成爆炸摧毀了建築物。

(A)official	(a.)正式的；官方的		 (B)relaxing	(a.)放鬆的；令人愉悅的

(C)curious	(a.)好奇的；渴望知道的		 (D)chemical	(a.)化學的；化學作用的

解析：	由	"cause	explosion"（造成爆炸）可反推這種	reaction	是一種有殺傷力的物理或化

學反應。空格填(D)	chemical	最合理。

單字：reaction	(n.)	反應；作用。	 explosion	(n.)	爆炸；炸裂。

 3. （A） 
中譯：這家工廠購入一個節省勞力的	設備	以減輕員工的負擔。

(A)device	(n.)設備；裝置		 (B)virus	(n.)病毒；毒害	

(C)task	(n.)工作；作業		 (D)logo	(n.)標誌；商標

解析：	由	"labor-saving"（節省勞力）和	"cut	down	the	burden	on	its	workers"	（減輕員工

的負擔）可知工廠買進的是節省勞力的「設備」，空格填(A)	device。

單字：cut	down	(ph.)	減輕；減少。	 burden	(n.)	負擔；重擔

 4. （B） 
中譯：他是一個如此	謙遜	的人，因此他絕不會吹噓他的成就。

(A)proud	(a.)驕傲的；自負的		 (B)humble	(a.)謙遜的；謙恭的	

(C)crucial	(a.)重要的；關鍵的		 (D)intelligent	(a.)聰明的；潁慧的

解析：	由	"he	never	boasts	about	his	achievements"（他絕不會吹噓他的成就），可知道

此人的人格特質為謙卑低調的。空格應填(B)	humble。

單字：boast	(v.)	吹噓；誇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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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102年雇用人員甄選試題
甄試類別：事務類　　專業科目：會計學概要

 1.（　） 下列財務報表中，何者可反映企業的經營成果及獲利能力？
(A)綜合損益表　(B)資產負債表　(C)現金流量表　(D)保留盈餘表

 2.（　） 賒銷甲商品定價$10,000，商業折扣10%，現金折扣2%，在折扣期間內收款時
應：

(A)借記現金$9,000 (B)借記現金$8,820
(C)貸記應收帳款$8,820  (D)貸記應收帳款$10,000

 3.（　） 公司由於疏失，期末漏記應計費用之調整分錄，此將有何種影響？
(A)高估淨利，高估負債 (B)高估淨利，低估負債
(C)低估淨利，低估負債 (D)低估淨利，高估負債

 4.（　） 淡水公司2013 年7 月1 日以現金購入機器一台，使用年限5年，殘值$5,000，年底
依直線法提折舊，當年折舊費用為：$10,000，則此部機器成本為多少？
(A $50,000　(B)$55,000　(C)$100,000　(D)$105,000

 5.（　） 下列哪一帳戶的正常餘額是借餘？
(A)預收收入　(B)應付帳款　(C)折舊費用　(D)累積折舊

 6.（　） 台中公司於2013年6月1日發行面額$30,000，二個月期，利率2%之應付票據，則
到期時台中公司應償還之本金及利息之總和為多少？

(A)$30,720　(B)$30,600　(C)$30,100　(D)$30,000
 7.（　） 土地之整建或維修支出，如其效用有一定存續期間，應：

(A)記入土地成本帳戶 (B)記入土地改良帳戶
(C)列為營業費用 (D)列為其他費用

 8.（　） 企業管理當局為了避免財務報表顯示獲利不佳，決定改變長期營業資產折舊提列
方法，改變之後，公司的財務報表顯示獲利逐年增加，請問上述事項違反何種會

計資訊品質特性的要求？

(A)攸關性　(B)中立性　(C)忠實表達　(D)可瞭解性
 9.（　） 由國外進口貨物一批採起運點交貨，定價100萬元，商業折扣20%，船運費20萬

元，進口關稅40萬元，貨物稅10萬元，該批商品之成本應為：
(A)100萬元　(B)120萬元　(C)150萬元　(D)170萬元

 10.（　） 當廠房資產已完全折舊卻仍供營運使用，則會計上應做下列何種處理？
(A)調整前期的折舊費用 
(B)將部分折舊費用予以迴轉
(C)將該資產帳面金額予以沖銷
(D)將該資產成本及累積折舊保留於帳上，不必再提列折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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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C）
1. 特別股又名優先股，因此盈餘分派時，特別股股東先分派盈餘，剩餘部份才歸屬於普
通股股東之盈餘分配。【★分配原則：特別股優先於普通股】

2. 股利分配計算步驟：
(1) 特別股每年基本股利＝特別股股本×基本股利率

(2) 特別股積欠股利＝特別股每年基本股利×積欠年數－已發放股利

(3) 特別股股利總額＝特別股積欠股利＋特別股股本×基本股利率

(4) 普通股股利總額＝可分配股利總額－特別股股利總額

3. 然題幹敘明該特別股性質為「非累積特別股」，表示公司發生虧損無法發放股利時，
不須累積至公司獲利有盈餘時補行發放積欠股利。

4. 根據上述原則依序計算：
(1) 特別股應分得股利＝特別股面額$10×流通股10,000股×基本股利率6%＝ $6,000
(2) 2012年普通股股東應分得股利＝X3年發放股利總額$20,000－2012年特別股股東分
得股利$6,000＝$14,000→故選(C)。

 19. （C）
應收票據貼現與應付票據貼現之比較

應收票據貼現 應付票據貼現

定義 持客戶開立但尚為到期的票據向銀行貼現 簽發本公司票據向銀行貼現

性質
遭拒付時，需代為償付票款，屬於「或有

負債」，以應收票據貼現負債列帳。

票據到期即需償付票款，屬於確定負債，

以應付票據列帳。

 20. （B）
1. 資產報酬率＝稅後淨利÷平均總資產＝稅後淨利率×資產週轉率。

2. 題幹所述2012年度純益率10%，表示稅後淨利與銷貨淨額之比值為1：10，資產週轉率
為2倍，則其資產報酬率應為2×10%＝20%，故選項(B)正確。

 21. （C）
1. 呆帳提列方法

直接沖銷法
待壞帳實際發生時，沖銷所對應之應收帳款金額，並認列損失。然此法不符合

IFRS所規定之準則。

備抵法
備抵法：在銷貨年度即預估可能之壞帳，以符合配合原則。此法符合現行IFRS
所規定之準則。

2. 題幹所述，在公司採用直接沖銷法(direct write-off method)下，淨利為$36,300，壞帳沖
銷$6,400，分錄如下：

 借：壞帳費用(預期信用減損損失)  6,400
 　　貸：備抵壞帳(備抵損失)  6,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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