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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	 2	 章

(i)	 描述主要企業擁有權類型的特徵

(ii)	 比較不同企業擁有權類型的優劣

(iii)	描述香港跨國企業的特徵

(A)	 選擇題（每題2分）

(B)	 短題目（每題2分至6分）

注意：考試評分要求

0分： 答案與課題無關聯

1分： 只能以部分概念作答

2分： 以適當的概念配合詳細的解釋

DSE

考題類別

和分數

	• 緊記每種擁有權類型的特點、優點和缺點。

	• 特別注意名義合夥人的特點和不同擁有權類型之間的

比較。

	• 使用	 3C 分析3 	幫助記憶跨國企業的重點。

	• 使用	 因果關係4 	及／或	 例子演繹5 	作答，令答案更詳細

及完整（確保每個論點能取得2分）。

溫習及
考試
策略

學習
重點

企業擁有權類型



第� 節1
1. 合營企業必須由兩家企業組成。

  合營企業可以由兩家或以上的企業組成。

4.  名義合夥人參與合夥業務經營。

  名義合夥人不參與合夥業務經營，他們以合夥企業的顧問身份工作。

2.  有限合夥企業是有限債務責任。

  有限合夥企業是無限債務責任，因為有限合夥中，最少一名合夥人是
普通合夥人。

5.  公營公司以商業模式運作，它們並非由政府全資擁有。

 公營公司以商業模式運作，它們由政府全資擁有。

3.  名義合夥人是合夥的擁有人。

  名義合夥人不是合夥的擁有人，他們以顧問身份工作。名義合夥人既
不是普通合夥人，也不是有限合夥人。

6.  私人有限公司不會發行股票。

  私人有限公司會發行股票，但它們的股票不能在股票市場出售。

7.  跨國企業是上市公司。

  大部分跨國企業是上市公司，但並不是所有跨國企業都是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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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節

1    企業擁有權類型

2   獨資

(A) 特徵

擁有人數目 1

法律實體 沒有

債務責任 無限

資金來源 東主

管理 東主

披露財務信息 不需要向公眾披露財務信息

注意：獨資企業的擁有人稱為東主。

(B) 優點

1 簡單的成立程序和較低的開業成本

  與其他種類的擁有權相比，獨資企業的開業成本較低、成立過程簡單，

只需要申請商業登記證便可開業。

私營企業

獨資

合夥

私人有限公司

公眾有限公司

公營企業

政府部門

公營公司

企業為特定項目建立合營企業。

企業可以透過使用特許經營模

式擴充業務。

由政府全資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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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較低利得稅稅率

  與有限債務責任公司比較，獨資企業的利得稅稅率較低。由於獨資企業

是無限債務責任，政府對其設置較低的利得稅稅率，企業只需要從利潤

中扣除較少量資金用作繳交稅款。

3 決策靈活性較高

  由於獨資企業只有一名擁有人，東主不需要與合作夥伴商討並徵求他們

的同意，因此決策速度較快，決策靈活性也較高。

4 與顧客和員工的關係更加密切

  獨資企業的東主通常會參與企業的運作，因此他與顧客和員工的關係更

加密切，有助培養顧客忠誠度和員工士氣。

5 在東主同意的情況下，可容易轉讓擁有權

  獨資企業的擁有權較容易轉讓給其他人，因為只需要一名擁有人同意，

而不需要討論。

(C) 缺點

1 無限債務責任

  獨資企業的東主承擔無限債務責任，他可能需要使用私人金錢來支付獨

資企業的債務。

2 缺乏延續性

  由於獨資企業只有一名東主，當東主退出或去世，業務便要結束，沒有

其他人可以接管獨資企業。

3 缺乏資源和資金

  因為資源和資金只由一名東主提供，獨資企業的資源和資金十分有限。

4 缺乏專業知識

  獨資可能缺乏專業知識，例如不同的管理技能。由於獨資企業只有一名

擁有人，他未必懂得所有管理技能，例如市場營銷和財務管理等。

51第2章　企業擁有權類型



8    公營企業

(A) 特點

政府部門 公營公司

 • 由政府全資擁有

 • 目標不是賺取利潤

 • 提供公共服務

 • 政府參與運作

 • 例如：消防處、教育局

 • 由政府全資擁有

 • 目標不是賺取利潤

 • 提供公共服務

 • 以商業模式運作，政府不參與運作

 • 例如：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B) 優點

1 確保公共服務的供應穩定

  政府提供水資源等公共服務，即使沒有盈利，政府也會繼續提供服務。

這可以確保服務的供應穩定，以及其價格在市民能夠負擔的水平。

2 避免浪費資源

  政府組織資源，提供公共服務，避免服務重複和浪費。

(C) 缺點

1 工作效率低

  政府部門和公營公司的工作效率較低，因為它們所提供的服務通常不會

面對競爭。

2 增加納稅人的負擔

  政府部門的開支由政府支付，如果政府部門虧損，損失將由納稅人承擔，

這增加了納稅人的負擔。

概念釐清

政府部門和公營公司的工作效率都是偏低，如兩者比較，公營公司以商業

模式運作，其工作效率相對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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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跨國企業

跨國企業在許多不同的國家經營業務，它們通常會把一些生產工序轉移到發

展中國家，以降低成本，例如服裝公司在非洲建立工廠進行生產。

(A) 跨國企業與中小型企業的比較

跨國企業 中小型企業

員工數目 較多 較少

組織結構 高架式 扁平式

靈活性 較低 較高

管理 聘請專業人員管理 東主

產品或服務 多元化 專門化

資金來源 發行股票及債券、獲得銀行貸款 通常來自東主

市場 跨國 本地

顧客關係 疏離 緊密

（同學可參考第 6章，了解中小型企業的特徵。）

(B) 使用 3C 分析理解跨國企業對本地經濟的重要性

顧客    提供新的產品和服務

(Customers)  •  跨國企業提供新的產品和服務，讓顧客有更多選擇。

競爭對手   促進市場競爭

(Competitors)  •  跨國企業帶來新的產品和服務，促進市場競爭。

社區    為當地人提供就業機會

(Community)  •  跨國企業僱用當地人並給予培訓，例如全球酒店集團

僱用當地人為酒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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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第� 節

•	「企業擁有權類型的特徵」近乎是必考課題，同學們必須

熟讀。

•	同學們須注意普通合夥人、有限合夥人及名義合夥人的特

徵。

•同學們要懂得比較不同企業擁有權類型的優點及缺點。

奪星關鍵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企業擁有權

類型的特徵

MC  Q12 MC  Q1
MC  Q5

MC  Q1
SQ  Q1

MC  Q1
MC  Q27
SQ  Q5b

MC  Q6
MC  Q16
MC  Q28

MC  Q30
SQ  Q1a

MC  Q18
MC  Q24

不同企業擁

有權類型的

優劣

SQ  Q7a SQ  Q5c SQ  Q3a MC  Q11
MC  Q18
SQ  Q1b

MC  Q28

跨國企業的

特徵

MC  Q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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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

甲部  多 項 選 擇 題 （ 每 題 2 分 ）

1. 以下哪項關於跨國企業的陳述是正確的？

 (1) 它們在不同的國家開展業務。

 (2) 它們與顧客的關係更加密切。

 (3) 它們通常聘請專業人員管理公司。

 A. 只有 (1)和 (2)

 B. 只有 (1)和 (3)

 C. 只有 (2)和 (3)

 D. (1)、(2)和 (3)  參考 文憑試 2016 卷一甲部 題 1  

 答案：B

(2) 不正確。由於跨國企業規模大，而且組織結構複雜，跨國企業與顧客的

關係並不密切。跨國企業的擁有人通常不會參與營運，也不會與顧客直接

接觸。

2. 以下哪項關於名義合夥人的陳述是正確的？

 (1) 名義合夥人對合夥企業承擔無限債務責任。

 (2) 名義合夥人是合夥企業的擁有人。

 (3) 名義合夥人提高了合夥企業的聲譽。

 A. 只有 (1)

 B. 只有 (3)

 C. 只有 (2)和 (3)

 D. (1)、(2)和 (3) 參考 文憑試 2017 卷一甲部 題 30

 答案：B

(1) 不正確。名義合夥人不是擁有人，他沒有無限債務責任。

(2) 不正確。名義合夥人不是擁有人，他是合夥企業的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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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下哪項關於合營企業的陳述是正確的？

 A. 合營企業由兩家企業組成。

 B. 加入合營企業需要支付合營費用。

 C. 合營企業是為特定目的而成立的。

 D. 合營企業是合夥企業。 參考 文憑試 2016 卷一甲部 題 6

 答案：C

A	不正確。合營企業可以由兩家或以上的企業組成。

B	不正確。合營企業不需要支付合營費用，不要與特許經營混淆。

D	不正確。合營企業不是合夥企業。合營企業擁有獨立法律實體，但合夥

企業並非獨立法律實體。

4.  以下哪項關於公營企業的陳述是正確的？

 (1) 政府部門由政府擁有。

 (2) 公營公司由政府擁有。

 (3) 公營公司工作效率高。

 A. 只有 (1)和 (2)

 B. 只有 (1)和 (3)

 C. 只有 (2)和 (3) 參考 文憑試 2012 卷一甲部 題 12

 D. (1)、(2)和 (3) 參考 文憑試 2015 卷一甲部 題 27

 答案：A

(3) 不正確。公營公司工作效率低，因為它們所提供的服務通常沒有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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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因果關係4 	及／或	 例子演繹5 	作答，令答案更詳細及完整（確保每個

論點能取得 2 分）。

論點 因果關係 例子

有限債務責任 股東的損失僅限於他投資於企業的金

額，並不需要用使用私人金錢來為企

業償還債務

/

當股東死亡或退出企業

時，企業可以繼續經營

股東和企業是不同的獨立法律實體 /

更多資金來源 / 可以發行股票

來籌集資金

乙部  短 題 目

1.  劉先生、關先生和張先生合作經營合夥企業，當中只有劉先生參與企業
的日常運作。

 (a) 劉先生屬於哪一類合夥人？ （1分）

 (b)  合夥企業正在考慮轉變為有限公司。解釋有限公司相對合夥企業的
優勢。 （4分）

答案

(a)	劉先生屬於普通合夥人	(1)	（他參與企業日常運作）。

(b)

Hot 

 • 股東承擔有限債務責任。(1)股東的損失僅限於他投資於企業的金額，並

不需要用使用私人金錢來為企業償還債務。(1)

 • 由於股東和企業是不同的獨立法律實體 (1)，因此當股東死亡或退出企業

時，企業可以繼續經營。(1)

 • 因為有限公司可以發行股票籌集資金 (1)，因此它們擁有更多資金來源。(1)

	 （任何兩項，每項 2 分）

考 試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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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因果關係4 	及／或	 例子演繹5 	作答，令答案更詳細及完整（確保每個論

點能取得 2 分）。

論點 因果關係 例子

協助外國企業更容易進

入新市場

本地企業對當地市場更

為熟悉

本地企業更了解當地居民的

口味和消費習慣

擁有更多資金來源 資源由多於一個組成合

營企業的企業提供

/

共同承擔進入新市場時

遭受損失的風險

合營企業由兩家或以上

的企業營運

/

合營企業可以共享專業

知識

組成合營企業的企業擁

有不同的專業知識

有些企業可能擅長市場營

銷，有些企業可能擅長生產

合營企業可以享受規模

經濟

合營企業由兩家或以上

的企業組成，生產能力

較大，可享受規模經濟，

從而降低生產成本

大量採購可享交易折扣

2. 外國企業經常與當地企業合營以進入新市場。

 (a) 何謂合營企業？ （2分）

 (b) 解釋外國企業進入新市場時與當地企業建立合營企業的好處。
 （6分）

參考 文憑試 2017 卷一乙部 題 1

答案

(a)	合營企業是指兩家或以上的企業為特定目的而組成的獨立企業。(1)

	 合營企業獨立於組成它的企業。(1)

(b)

 • 合營企業可以協助外國企業更容易進入新市場 (1)，因為本地企業對當地

市場更為熟悉，例如本地企業更了解當地居民的口味和消費習慣。(1)

 • 合營企業擁有更多資金來源 (1)，因為資源由多於一個組成合營企業的企

業提供。(1)

考 試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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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由於合營企業由兩家或以上的企業營運 (1)，合營企業投資新產品或在進

入新市場時遭受損失的風險，由建立合營企業的企業共同承擔。(1)

 • 合營企業可以共享專業知識 (1)，組成合營企業的企業擁有不同的專業知

識，有些企業可能擅長市場營銷，有些企業可能擅長生產。(1)

 • 合營企業可以享受規模經濟 (1)，合營企業由兩家或以上的企業組成，生

產能力較大，可享受大量採購的交易折扣等規模經濟效益，降低生產成

本。(1)	 （任何三項，每項 2 分）

3.  很多餐館使用特許經營模式來開設更多分店，藉此擴充業務。不過，在
經營過程中，有些餐館發現特許經營模式的不足並退出了特許經營計

劃。

 (a) 何謂特許經營？ （2分）

 (b) 從餐館老闆的角度出發，解釋使用特許經營模式開設分店的缺點。
 （4分）

參考 文憑試 2016卷一乙部 題 3

答案

(a)		特許經營是一種商業經營模式。在特許經營下，特許經營使用人向特許經營

擁有人支付特許經營費用，加入特許經營。(1)特許經營擁有人給予特許經

營使用人培訓等支援，並允許特許經營使用人使用其商標及出售其產品和服

務。(1)

(b)

使用	 因果關係4 	及／或	 例子演繹5 	作答，令答案更詳細及完整（確保每

個論點能取得 2 分）。

論點 因果關係 例子

可能洩漏機密信息 特許經營使用人可以從這些信息中

學習，並開始自己的業務，將來可

能成為競爭對手

秘密配方

特許經營擁有人的聲譽可

能受到不利影響

如果特許經營使用人的表現不佳，

特許經營擁有人的聲譽可能會受到

不利影響

食物中毒事件

考 試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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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解釋會計等式

(ii)	 應用複式記帳於分類帳中記錄商業交易

	第	 8	 章

會計循環─複式記帳法

(A)	 選擇題（每題2分）

(B)	 短題目（每題2分至4分）

DSE
考題類別

和分數

	• 使用複式記帳法記錄交易。

	• 緊記每項交易都會記帳兩次（一次借記及一次貸記）。

	• 檢查	 會計等式6 	，避免犯錯。

溫習及
考試
策略

學習
重點



第� 節1
1. 交易 借記 貸記

  東主提取現金作私人用途。 資本 現金

提用 現金

4. 交易 借記 貸記

 以支票購買貨品 存貨 銀行存款

購貨 銀行存款

2. 交易 借記 貸記

 向吳先生作現金銷售貨品 應收貨款 – 吳先生 銷貨

現金 銷貨

3. 交易 借記 貸記

 向吳先生以現金購買貨品 購貨 應付貨款 – 吳先生

購貨 現金

概念釐清

東主提取公司資源應該記帳至提用帳戶而非資本帳戶，而總提用金額於

會計年度完結時從資本帳戶扣除。

概念釐清 		[(2) 和 (3)]
同學習慣以債務人或債權人的名稱作複式記帳，而忽略題目是以現金銷

貨或購貨。

交易 借記 貸記

現金銷貨 現金 銷貨

賒銷 應收貨款 銷貨

現金購貨 購貨 現金

賒購 購貨 應付貨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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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交易 借記 貸記

 以現金銷售貨品 現金 存貨

現金 銷貨

6. 交易 借記 貸記

  東主提取貨品作私人用途。 提用 存貨

提用 購貨

7. 交易 借記 貸記

  珠寶店以支票從 ABC公司購
買家具。

購貨 銀行存款

家具 銀行存款

8. 交易 借記 貸記

  家具店以支票從 ABC公司購
買家具作轉售用途。

家具 銀行存款

購貨 銀行存款

概念釐清 		[(4) 至 (6)]
 • 存貨的價值於會計年度完結時計算。

 • 存貨的流向以銷貨、購貨、銷貨退回及購貨退出入帳。

概念釐清 		[(7) 和 (8)]

企業購買兩類型資產：

記帳

資產作轉售用途 借　購貨

資產非作轉售用途（協助生產及提供服務） 借　資產（例如：家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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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交易 借記 貸記

  賒購標價 $100,000的貨
品，並享有 10% 交易折
扣。

購貨 100,000
應付貨款 10,000

應付貨款 100,000
購貨折扣 10,000

購貨 90,000 應付貨款 90,000

10. 交易 借記 貸記

  賒購標價 $100,000的貨
品，因在折扣期內還款，

享有 10%現金折扣。

購貨 90,000 應付貨款 90,000

購貨 100,000 
應付貨款 90,000
應付貨款 10,000

應付貨款 100,000
現金 90,000

購貨折扣 10,000

11. 交易 借記 貸記

  東主以企業支票支付私人電費。 電費 銀行存款

提用 銀行存款

概念釐清 		[(9) 和 (10)]
交易折扣 vs 現金折扣

 • 交易折扣是在大量採購（銷售）收到（允許）。折扣金額從購買（銷

售）時的標價中扣除。

 • 現金折扣是在折扣期內還款而收到（允許）。折扣金額從還款時的支

付金額中扣除。

概念釐清

根據企業個體觀念，東主的個人交易應與企業帳簿分開，企業對東主個

人交易的付款應視為提用。

142 第8章　會計循環─複式記帳法



	第	13	章

金錢的時間值

(A)	 選擇題（每題2分）

(B)	 短題目（每題2分至4分）

DSE
考題類別

和分數

緊記重要公式：

	• 未來值	=	現值	×	(1	+	r%)n

	• 現值	=

	• 淨現值	

	
=
	

第一年現金流量

(1	+	r%)1 	
+
	

第二年現金流量

(1	+	r%)2 	
+
	

第三年現金流量

(1	+	r%)3

[r%	是該時段的利率； 1
(1	+	r%)n

	是貼現因子；	n	是時段的

數目]

未來值

(1	+	r%)n

溫習及
考試
策略

(i)	 解釋複息、貼現、現值和未來值

(ii)	 計算淨現值

(iii)	分辨名義及實際回報率

學習
重點



第� 節1
1. 名義回報率等於實際回報率。

  名義回報率不等於實際回報率。

2. 金錢的時間值是建基於通脹率。

  金錢的時間值是建基於利率。

3.  彼得考慮購買一部機器以提升未來兩年的生產力，機器的購買成本是
$100,000，它可以在每年年底產生的現金流量如下：

  $
 第一年 30,000
 第二年 20,000

  在第二年年底，彼得能以 $60,000出售機器。資本成本為 10%，計算該項
目的淨現值。

 淨現值

 = 30,000 × 1
(1 + 10%)1

 + (20,000 + 60,000) × 1
(1 + 10%)2

 淨現值

 = – 100,000 × 1 + 30,000 × 1
(1 + 10%)1

 + (20,000 + 60,000) × 1
(1 + 10%)2

概念釐清

名義回報率	=	題目提供的利率

實際回報率	=	(1	+	r%)n – 1

[r%是該時段的利率；n是時段的數目 ]

概念釐清

金錢的時間值會根據利率而變化，不用理會通脹率等其他因素。

概念釐清

同學經常忘記在淨現值計算中包含現金流出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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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彼得考慮購買一部機器以提升未來兩年的生產力，機器的購買成本是
$100,000，它可以在每年年底產生的現金流量如下：

  $
 第一年 30,000
 第二年 20,000

  在第二年年底，彼得能以 $60,000出售機器。資本成本為 10%，計算該項
目的淨現值。

 淨現值

 = – 100,000 × 1
(1 + 10%)1

 + 30,000 × 1
(1 + 10%)2

 + (80,000) × 1
(1+10%)3

 淨現值

 = – 100,000 × 1 + 30,000 × 1
(1 + 10%)1

 + (80,000) × 1
(1 + 10%)2

概念釐清

同學經常在計算年份時犯錯。

機器是在開始時購買（年份 0）。

 • 	年份 0 等於現在；貼現因子	=	1（沒有貼現）

 • 	年份 1 等於第一年年底；貼現因子	= 1

(1	+	10%)1

 • 	年份 2 等於第二年年底；貼現因子	= 1

(1	+	10%)2
 

算式

年份 0 年份 1（第一年年底） 年份 2（第二年年底）

購買機器 (100,000) / /

現金流量 / 30,000 20,000

出售機器 / / 60,000

貼現因子 1 1
(1 + 10%)1

1
(1 + 10%)2

現值
−100,000 × 1 30,000 ×

 
1

(1 + 10%)1
80,000 ×

 
1

(1 + 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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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 節

2    現值、未來值及複息

• 未來值 = 現值 × (1 + r%)n

 [r%是該時段的利率；n是時段的數目 ]

• 從現值中找出未來值的過程稱為複息。

1    金錢的時間值

•  金錢的時間值會隨時間而改變，例如我們以每年 10%的利率將 $100存

入銀行帳戶，一年後 $100將變為 $100 × (1 + 10%) = $110。

• 因為利率，我們需要考慮金錢的時間值。

應試貼士

 • 在文憑試的課程大綱中，金錢的時間值會根據利率而變化，不用理會

通脹率等其他因素。

 • 	利率	=	回報率	=	資本成本

例子1

彼得將 $1,000存入銀行帳戶，每年固定利率為 8%。他可以提取的金額是多
少？（答案取最接近的整數元）

(a) 1年後
(b) 2年後
(c) 3年後

答案

(a) 金額 = $1,000 × (1 + 8%)1 = $1,080
(b) 金額 = $1,000 × (1 + 8%)2 = $1,166
(c) 金額 = $1,000 × (1 + 8%)3 = $1,260

現值 未來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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