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書特色

1	 認清每課要求，洞悉考核重點

2	 了解常犯錯誤，釐清重要概念	

(i)	 描述商業的重要性及其在香港經濟中擔當的角色

(ii)	 分析香港的經濟發展近況及特徵

	 1.	 與內地的經濟及商業關係更緊密	

	 2.	 全球一體化對香港企業的影響

	 3.	 世界貿易組織(WTO)及亞太區經濟合作組織(APEC)

(iii)	分析香港的經濟特徵

(iv)	評估影響商業決定的因素

	第	 1	 章

香港的營商環境

	• 特別注意全球化、《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

係的安排》(CEPA)、世界貿易組織(WTO)及亞太區經

濟合作組織(APEC)。

	• •使用	 PC-SLEPT 分析2 	及	 3C 分析3 	幫助記憶考試重點。

	• •使用	 PC-SLEPT 分析2 、 因果關係4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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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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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習及
考試
策略

學習
重點

第� 節1
1. 中小型企業只能以獨資形式經營。

  中小型企業可以任何擁有權類型經營，包括獨資、合夥及有限公司。

4. 中小型企業的擁有人數目少於 50名。 �

  中小型企業是指僱用少於 100人的製造業企業或僱用少於 50人的非
製造業企業。

2. 與大型企業比較，中小型企業享有較低的利得稅稅率。

  中小型企業與大型企業承擔的利得稅稅率可以一樣或不一樣。

5.  中小型企業為香港提供很少就業機會。

  中小型企業為香港提供大量就業機會。

3. 中小型企業不可以上市。

  中小型企業只需符合上市要求便可以申請上市。
 （上市要求將於第 16章詳述。）

6. 與大型企業比較，中小型企業繳交較多稅款。

  與大型企業比較，中小型企業普遍繳交較少稅款，因為大型企業賺取
較多利潤。

概念釐清

 • 政府對企業徵收的利得稅稅率是建基於企業的擁有權類型而非企業的

規模。

 • 總括而言，有限債務責任的企業與無限債務責任的企業比較，有限債

務責任的企業需承擔較高的利得稅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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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課第 1 節會列出
考生常犯錯誤，並加

以解釋，釐清概念

每課的第一頁會說明

該課的考試重點

指出考題類型及評分標準

羅列該課可使用的考試

策略及破題技巧



3	 名師奪星筆記，易學易明易取分	

每課第 2節的極速奪星筆記，把抽象概念和課本
冗長的內容，以圖表清晰表達及作出簡明比較，

助考生掌握重點，一目了然

2第� 節

1    中小型企業的定義

•  在香港，中小型企業是指僱用少於 100人的製造業企業或僱用少於 50
人的非製造業企業。

•  中小型企業可以任何擁有權類型經營，包括獨資、合夥及有限公司。

•  香港的中小型企業主要從事第三級生產業務，但仍然有部分中小型企業

從事初級生產及次級生產業務。

•  不同國家對中小型企業的定義有所不同。

2    中小型企業的特徵

(A) 使用 SWOT 強弱機危分析中小型企業的特徵

強項 弱項

1 靈活性較大 

 • 較少管理層，因而決策較快

 • 快速回應市場改變

2 創新性較高

 • 更願意創造新產品及服務

1 缺乏經驗及技能

 • 多數由家庭成員協助管理，所
以缺乏相關管理技能

2 資源和資金有限

 • 資源和資金由擁有人提供

機會 危機 

1 專注於縫隙／狹小市場

 • 提供專門化產品或服務予大型
企業不感興趣的狹小市場

2 支援大型企業

 • 為大型企業提供支援產品或服
務

1 與大型企業競爭
 • 由於缺乏資源，中小型企業難
與大型企業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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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股票

優先股 普通股

回報 有固定股息回報 回報不穩定，沒有固定股息

優先權贖回本金 在清盤時，較高的優先權贖

回本金

在清盤時，較低的優先權贖

回本金

風險 較低風險 較高風險

2   儲蓄、債券及股票回報的比較

儲蓄存款 定期存款 政府債券 企業債券 優先股 普通股

回報類別 利息 利息 利息 利息 股息 股息

回報保證 有 有 有 有 有 沒有

3   債券、優先股及普通股的比較

債券 優先股 普通股

持有人與企業的

關係

債權人 擁有人 擁有人

回報類別 保證回報

固定利息

保證回報

固定股息

非保證回報

浮動股息

企業清盤時贖回

本金的次序

最高 高於普通股， 
但低於債券

最低

投票權 沒有 沒有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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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掌握破題技巧，作答勝人一籌	
概念釐清

 • 在計算速動比率時，存貨是指期末存貨。

 • 流動比率和速動比率的答案應該是 X：1 的形式表達。

 • 與競爭對手比較，流動比率較高但速動比率較低的企業，可能代表企

業持有過多存貨。

 評論變現和盈利能力

 使用 “OCI”演繹9  （總評─比較─含義）給予評論：

步驟 1： Overall comments　總評

步驟 2： Comparison　比較

步驟 3： Implication　含義

例子

以下為彼得企業在 2017年和 2018年的會計比率。

2017 2018

毛利率 60% 65%

淨利率 30% 35%

運用資金報酬率 28.22% 30.12%

流動比率 2.01:1 1.92:1

速動比率 1.01:1 0.98:1

(a) 評論彼得企業在 2018年 12月 31日的盈利能力。 （4分）
(b) 評論彼得企業在 2018年 12月 31日的變現能力。 （3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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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	 彼得企業於 2018 年的盈利能力較好。(1)

 •  毛利率從 60% 上升至 65%，表示該企業採用較有效率的採購方法和

較好的定價策略。(1)

 • 淨利率從 30% 上升至 35%，表示該企業更有效能地控制開支。(1)

 • 最後，運用資金報酬率從 28.22% 上升至 30.12%，表示該企業較有

效率地運用資本獲取利潤。(1)

(b) •	彼得企業於 2018 年的變現能力較差。(1)

 • 流動比率從 2.01 下降至 1.92，表示該企業有變現問題，可能沒有足

夠現金償還短期債務。(1)

 • 速動比率從 1.01 下降至 0.98，表示該企業有變現問題，可能沒有足

夠的現金償還短期債務。(1)

“OCI”演繹9

總評 比較 含義

2018年的盈
利能力較好

毛利率從 60%上升至 65% 採用較有效率的採購方

法和較好的定價策略

淨利率從 30%上升至 35% 較有效能地控制開支

運用資金報酬率從 28.22%
上升至 30.12%

較有效率地運用資本獲

取利潤

2018年的變
現能力轉差

流動比率從 2.01下降至 1.92 可能沒有足夠的現金償

還短期債務

速動比率從 1.01下降至 0.98 可能沒有足夠的現金償

還短期債務

答案

考 試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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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節的奪星
筆記亦會教授

考生考試策略

及破題技巧，

解題勝人一籌



 • 汽車的價值是 $20,000。(1)

 • �根據繼續經營，(1)編製財務報表通常假設企業個體在可預見的未來繼續經

營為前提，並假設企業無意清盤或大幅度縮減其營運規模。(1)

 • �由於彼得的業務在年終日之後的 10 日結束，屬於在短時間內發生，其財務

狀況表中的汽車應於年終日以變現淨值記錄。(1)

2.  (a)  試以一個例子解釋應計觀念。 （3分）

 (b)  彼得經營一家企業。在以下每個獨立個案中，陳述其違反的會計原
則或概念。

  (i)  彼得購買了價值 $50,000的設備，賣家提供了 10%的交易
折扣。如果彼得能在 5天內償還所有欠款，賣家將會提供 5%
的折扣。彼得在 3天內償還所有欠款，並將設備成本記錄為
$42,750。  （4分）

  (ii)  彼得使用企業 $500,000現金購買兩輛完全相同的汽車。一輛
汽車供彼得作私人用途，另一輛汽車供企業作業務用途。彼得

為兩輛汽車估值 $500,000。 （4分）

  (iii)  彼得在不同會計期間對設備使用不同的折舊方法。 （3分）

參考 文憑試 2015卷一乙部 題 2

答案

(a) •� �根據應計觀念，收益和費用以應計基礎來計算。(1) 收益和費用應在賺取

或產生時被確認，並包括於財務報表中，(1)而非在實際收款或支付時確

認。

 • 例子：預付下期租金不應視為本會計期間的費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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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i)  •	它違反了歷史成本概念。(1)

 • 		它指出企業應該按資產的實際成本記錄，成本是交易各方議定的交

換價格。(1)

 • 	在這種情況下，實際成本是 $50,000 x 90% = $45,000。(1)

 • 	透過提早還款而獲得的 5% 現金折扣並不包括在議定的交換價格或

實際成本中。(1)

 (ii) •	它違反了企業個體觀念。(1)

 • 它指出企業被視為與其東主和其他個體分開的獨立實體，每家企業

應該擁有一套獨立的會計記錄。(1)

 • 所以，其中一輛$250,000作私人用途的汽車，應該被視為提用。(1)

 • 在財務狀況表中的汽車估值應為 $250,000。(1)

“NDT”演繹8

概念名稱 定義 處理手法

(i) 歷史成本 它指出資產必須按實際成本記

錄，成本是交易各方議定的交

換價格。

在這種情況下，實際成本是

$50,000 x 90% = $45,000。

透過提早還款而獲得的 5%現
金折扣並不包括在議定的交換

價格或實際成本中。

(ii) 企業個體 它指出企業被視為與其東主和

其他個體分開的獨立實體，每

家企業應該擁有一套獨立的會

計記錄。

其中一輛 $250,000作私人用
途的汽車，應該被視為提用。

在財務狀況表中的汽車估值應

該為 $250,000。

(iii) 一貫性 相似的項目，在同一個會計期

間及從一個會計期間到下一個

會計期間的會計處理方法應該

是相同的。

在這種情況下，彼得應該在不

同的會計期間對設備使用相同

的折舊方法。

考 試 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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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分析出題趨勢，溫習運籌帷幄	

6	 實戰試題訓練，應試爭分奪星	

3第� 節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商業的重要性及

其在香港經濟中

擔當的角色

香港的經濟發展

近況

MC  Q10
MC  Q11

MC  Q12
MC  Q22

MC  Q30 MC  Q22
MC  Q26

MC  Q17 MC  Q1
MC  Q6

SQ  Q1b

香港的經濟特徵

MC  Q16 MC  Q16 MC  Q1

影響商業決定的 
因素

SQ  Q2 MC  Q15 SQ  Q1b SQ  Q3b MC  Q16 SQ  Q1a

「香港的經濟發展近況」和「影響商業決定的因素」為大熱

課題，同學們必須熟讀。

奪星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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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節

甲部  多 項 選 擇 題 （ 每 題 2 分 ）

1. 以下哪項陳述是正確的？

 (1) 人力資源經理負責培訓員工。

 (2) 財務經理負責設計員工報酬及福利制度。

 (3) 營運經理負責估算產品的需求。

 A. 只有 (1)

 B. 只有 (1)和 (2)

 C. 只有 (2)和 (3)

 D. (1)、(2)和 (3)

 答案：A

(2) 不正確。人力資源經理負責設計員工報酬及福利制度。

(3) 不正確。市場營銷經理負責估算產品的需求。

2. 以下哪項管理有助減少產品缺陷的數量？

 A. 風險管理

 B. 財務管理

 C. 市場營銷管理

 D. 營運管理 參考 文憑試 2012卷一乙部 題 2

 答案：D

D 正確。營運管理透過品質控制，減少產品缺陷的數量。

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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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節有歷屆文憑試
試題分類分析及試題走

勢預測，助考生輕鬆備

戰，溫習運籌帷幄

第 4節提供全面奪星訓練，當中包括
多項選擇題及短題目，並附以詳細答案

及相關破題技巧，助考生極速爭分奪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