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為促進教師教授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會計單元中，「成本會計在決策中的功

能」的課題，教育局課程發展處科技教育組編訂這學與教資源，為教師提供不同

形式的學與教例子作參考。 

 

本學與教資源包括教案、簡報投影片、附建議答案的家課及測驗。 

 

本學與教資源的內容並不包括所有學習情境。教師在使用有關數據及資料時宜按

需要作適當更新。 

 



 

課題一覽 

課題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選修部份)  

成本會計—成本會計在決策中的功能 

程度 中六 

課程時間 8堂 (每堂 40分鐘) 

 

學習目標︰ 

1. 分辨不同的成本項目性質及與決策關係。 

2. 應用成本會計的概念及技巧作不同種類的短期商業決策。 

 

內容一覽︰ 

第一課 描述及分辨與商業決策相關和不相關的成本 

第二課 應用成本會計的概念及技巧作商業決策 

第三課 分析租、製造或購買決策(1) 

第四課 分析租、製造或購買決策(2) 

第五課 分析特價訂單決策 

第六課 分析結束或保留虧損部分決策 

第七課 分析保留或轉換機器／設備決策 

第八課 分析出售或加工決策 

 

資源︰ 

 課題一覽及教案 

 PowerPoint簡報 

 學生工作紙 

 

建議活動︰ 

 小組討論 

 課堂討論 

 課堂練習  

 功課 

 小測 



 

第一課 

課題 描述及分辨與商業決策相關和不相關的成本 

課程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在完成本課後，學生將能夠︰ 

1. 把各種成本分類以作決策；  

2. 描述及分辨各種相關成本︰機會成本、增量/差量成本、可避免成本；以及 

3. 描述及分辨各種非相關成本︰沉沒成本及不可避免成本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份︰引言 

 老師以提問開始課堂。  

 老師邀請學生分享他們對如何辨識及分類成本的想法。 

PPT #3 3分鐘 

第二部份︰內容 

 活動一︰小組討論  

 將學生分為三到四人一組，老師邀請他們分享對如

何分類成本的想法。 

 老師給予評語並討論答案。 

 

PPT #4 

 

PPT #5 – 6 

 

7分鐘 

 

5分鐘 

 老師解釋第三種成本分類方法︰以作決策。 PPT #7 3分鐘 

 

 活動二︰課堂討論  

 老師請學生從問題中，分辨出相關成本及非相關成

本。 

 老師講解答案。 

 

PPT #8 

 

PPT #9 

 

3分鐘 

 

2分鐘 

 老師利用例子解釋相關成本與非相關成本。 PPT #10 – 18 15分鐘 

 

第三部份︰總結 

 老師重溫課堂中講解的要點總結課堂。  2分鐘 



 

第二課 

課題 應用成本會計的概念及技巧作商業決策 

課程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在完成本課後，學生將能夠︰ 

1. 定義何謂商業決策； 

2. 分辨作出商業決策的步驟；以及 

3. 以兩種不同格式展示商業決策。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份︰引言 

 老師以提問開始課堂。 PPT #3 3分鐘 

第二部份︰內容 

 老師解釋甚麼是決策。 

 老師解釋作出商業決策時應遵循的六個步驟。 

PPT #4 

PPT #5 – 6 

 

3分鐘 

4分鐘 

 

 活動一︰課堂練習 

 老師著學生製作兩份多欄式利潤表，並從答案中作

出決策。 

 老師講解答案並作總結。 

 

PPT #7 - 8 

 

PPT #9 – 10 

 

8分鐘 

 

3分鐘 

 老師介紹在解答決策的題目時，可以有兩種展示答案的

格式。 

PPT #11 

 

4分鐘 

 

 活動二︰課堂練習 

 老師著學生決策是否購入該機器。 

 老師講解答案並作總結。 

 

PPT #12 - 13 

PPT #14 

 

10分鐘 

3分鐘 

第三部份︰總結 

 老師重溫課堂中講解的要點總結課堂。  2分鐘 

 

 

 



 

第三課 

課題 分析租、製造或購買決策(1) 

課程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在完成本課後，學生將能夠︰ 

1. 分析製造或購買的決策；以及 

2. 評估作出製造或購買決策時應考慮的一些質化因素。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份︰引言 

 老師重溫作出決策的過程，並介紹五種決策的情況類型。 PPT #3 2分鐘 

第二部份︰內容 

 老師解釋租、製造或購買決策及其決策規則。 

 老師以例子說明此類型的決策。 

PPT #4 – 5 

PPT #6 – 13 

3分鐘 

15分鐘 

 活動一︰課堂討論 

 老師著學生分辨出在作出最終決策前，應考慮的一

些質化因素。 

 老師給予評語並提供答案。 

 

PPT #14 

 

PPT #15 

 

3分鐘 

 

2分鐘 

 活動二︰課堂練習 

 老師著學生完成課堂練習，並就所作的決策給予評

語。 

 老師講解答案，並給予回饋。 

 

PPT #16 - 17 

PPT #18 - 19 

 

10分鐘 

3分鐘 

 

第三部份︰總結 

 老師重溫課堂中講解的要點總結課堂。  2分鐘 

 



 

第四課 

課題 分析租、製造或購買決策(2) 

課程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在完成本課後，學生將能夠︰ 

1. 定義何謂生產過程的限制； 

2. 當資源有限時，確定生產計畫；以及 

3. 提供解決方案以管理限制。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份︰引言 

 老師以提問開始課堂並討論答案。 PPT #4 - 5 5分鐘 

第二部份︰內容 

 老師介紹限制的概念，並解釋如何管理限制。 

 老師以例子說明如何管理限制。 

PPT #6 – 8 

PPT #9 - 15 

5分鐘 

8分鐘 

 活動一︰課堂練習 

 老師著學生完成課堂練習。 

 老師講解答案並作總結。 

 

PPT #16 - 18 

PPT # 19 - 22 

 

15分鐘 

5分鐘 

第三部份︰總結 

 老師重溫課堂中講解的要點總結課堂。  2分鐘 

 



 

第五課 

課題 分析特價訂單的決策 

課程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在完成本課後，學生將能夠︰ 

1. 分析特價訂單決策；以及 

2. 評估作出特價訂單決策時，應考慮的一些質化因素。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份︰引言 

   

 老師重溫作出決策的過程，並集中討論特價訂單決策。 PPT #3 

 

2分鐘 

第二部份︰內容 

 老師解決特價訂單決策及其決策規則。 

 老師以例子說明此類型的決策。 

PPT #4 – 5 

PPT #6 – 10 

4分鐘 

14分鐘 

 活動一︰課堂討論 

 老師著學生分辨出在作出最終決策前，應考慮的一

些質化因素。 

 老師給予評語並提供答案。 

 

PPT #11 

 

PPT #12 

 

3分鐘 

 

2分鐘 

 活動二︰課堂練習 

 老師著學生完成課堂練習，並就所作的決策給予評

語。 

 老師講解答案，並給予回饋。 

 

PPT #13 - 14 

PPT #15 - 16 

 

10分鐘 

3分鐘 

 

第三部份︰總結 

 老師重溫課堂中講解的要點總結課堂。  2分鐘 

 



 

第六課 

課題 分析結束或保留虧損部分決策 

課程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在完成本課後，學生將能夠︰ 

1. 分析結束或保留虧損部分的決策；以及 

2. 評估作出該等決策時，應考慮的一些質化因素。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份︰引言 

 活動一︰小組討論  

 將學生分為三到四人一組進行討論，老師邀請他們

分享想法。 

 老師給予評語並討論答案。 

 

PPT #3 

 

PPT #4 

 

4分鐘 

 

3分鐘 

第二部份︰內容 

 老師解釋結束或保留虧損部分的決策及其決策規則。 

 老師以例子說明此類決策。 

PPT #5 – 7 

PPT #8 – 9 

3分鐘 

10分鐘 

 活動二︰課堂討論 

 老師著學生分辨出在作出最終決策前，應考慮的一

些質化因素。 

 老師給予評語並提供答案。 

 

PPT #10 

 

PPT #11 

 

3分鐘 

 

2分鐘 

 活動三︰課堂練習 

 老師著學生完成課堂練習，並就所作的決策給予評

語。 

 老師講解答案，並作出總結。 

 

PPT #12 - 13 

PPT #14 - 15 

 

10分鐘 

3分鐘 

 

第三部份︰總結 

 老師重溫課堂中講解的要點總結課堂。  2分鐘 



 

第七課 

課題 分析保留或轉換機器／設備決策 

課程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在完成本課後，學生將能夠︰ 

1. 分析保留或轉換機器／設備決策；以及 

2. 評估作出該等決策時，應考慮的一些質化因素。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份︰引言 

 老師重溫作出決策的過程，並集中討論保留或轉換機器

／設備決策。  

PPT #3 

 

2分鐘 

第二部份︰內容 

 老師解釋保留或轉換機器／設備決策及其決策規則。 

 老師以例子說明此類決策。 

PPT #4 – 6 

PPT #7 – 9 

3分鐘 

10分鐘 

 活動一︰課堂討論 

 老師著學生分辨出在作出最終決策前，應考慮的一

些質化因素。 

 老師給予評語並提供答案。 

 

PPT #10 

 

PPT #11 

 

3分鐘 

 

3分鐘 

 活動二︰小組討論  

 將學生分為三到四人一組進行討論，他們需要找出

問題的答案。 

 老師解釋答案，並給予回饋。 

 

PPT #12 - 13 

 

PPT #14 - 15 

 

12分鐘 

 

5分鐘 

第三部份︰總結 

 老師重溫課堂中講解的要點總結課堂。  2分鐘 

 



 

第八課 

課題 分析出售或加工決策 

課程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在完成本課後，學生將能夠︰ 

1. 分析出售或加工決策；以及 

2. 回顧他們在此課題下學習過的材料。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份︰引言 

 老師重溫作出決策的過程，並集中討論出售或加工決策。 PPT #3 

 

2分鐘 

第二部份︰內容 

 老師解釋出售或加工決策及其決策規則。 

 老師以例子說明此類決策。 

PPT #4 – 5 

PPT #6 – 8 

5分鐘 

8分鐘 

 活動一︰課堂練習 

 老師著學生完成課堂練習，並就所作的決策給予評

語。 

 老師講解答案，並作出總結。 

 

PPT #9 

 

PPT # 10 

 

8分鐘 

 

4分鐘 

第三部份︰總結 

 老師回顧課題的各項重點： 

 相關成本與非相關成本的類型 

 商業決策的五種類型 

 

PPT # 12 

PPT #13 – 14 

 

4分鐘 

6分鐘 

 老師為此課題作總結 PPT # 15 3分鐘 

 



1



整套材料分為三部分：

第一部分是「描述和分辨與商業決策相關和不相關的成本」，內容將在
第一課中介紹。

第二部分是「將成本會計的概念和技巧作商業決策」，內容將在第二課
中介紹。

第三部分是「理解不同類型的商業決策」，內容將在第三課至第八課中
介紹。

2



3



將學生分為三到四人一組，討論他們學過的成本分類方法。

4



教師回顧學生之前學過的第一種成本分類方法，並著學生提供示例。

• 直接成本，例如生產中使用的原材料和直接人工；間接成本，例如清
潔工在工廠的工資

• 主要成本，例如生產中使用的原材料和直接人工；間接費用，例如工
廠設備的折舊

• 產品成本，例如生產中使用的原材料和直接人工；期間成本，例如銷
售費用

• 已耗用成本，例如本年度的廣告費；未耗用成本，例如預付保險費用

5



教師重述學生之前學過的第二種成本分類的方法，並著學生提供示例。

•固定成本，例如工廠租金、生產經理的薪金

•可變成本，例如直接材料、直接人工

•混合成本，例如銷售代理的薪金（包括基本薪金加銷售佣金）、電話費
（包括基本月費加長途費）

•梯級費用，例如修理技師工資、主管的薪金

6



教師介紹第三種常用於決策的成本分類的方法。

•相關成本是指會按不同選項而改變的未來成本。

•非相關成本是指不會受到業務決策影響的未來成本。

7



教師請學生從上述情景中，分辨出相關成本及非相關成本。

8



教師提供活動二的答案。

9



教師解釋用以作決定的相關成本這個概念。

10



教師提供例子以解釋相關成本的概念。

11



教師解釋機會成本的概念並提供例子。

12



教師解釋增量成本的概念並提供例子。

13



教師解釋可避免成本的概念並提供例子。

14



教師解釋用以作決定的非相關成本這個概念。

15



教師提供例子以解釋非相關成本的概念。

16



教師解釋沉沒成本的概念並提供例子。

17



教師解釋不可避免成本的概念並提供例子。

18



教師請學生回家完成問題一。

19



20



1



2



老師以上述問題作為引子，開始課堂，藉此向學生解釋管理人員其中一
個最基本的職責就是作出商業決策。

3



老師解釋甚麼是決策。

4



老師講解作出商業決策時應遵循的步驟。

5



老師向學生闡釋作出商業決策時需注意的事項。

6



老師以例子闡釋如何作出商業決策。

7



老師要求學生完成以下活動:

1. 完成兩份利潤表；

2. 比較所得數據；及

3. 作出決定

8



老師提供答案。

9



10

老師應解釋答案，並作總結。

10



11

老師解釋在作出成本決策時，可以有兩種展示答案的格式。

老師向學生解釋他們作答這類問題時，可以使用任何一種格式。第一種
格式考慮到所有不論相關與否的成本及收益；第二種格式只考慮到增量
成本及收益。不論使用哪一種格式，學生也可以得到相同的答案。若題
目只提供增量資料，學生可以直接使用第二種格式。

11



12

老師闡述以上題目。

12



13

老師闡述上述要求。

13



14

老師應討論計算過程，並作總結。

14



15

老師請學生回家完成問題二。

15



16



1





老師表示將會在未來的課堂上講解不同類型的決策情況。



老師講解「租、製造或購買決策」的意思，並解釋「外判」一詞。



老師講解「租、製造或購買決策」的決策規則。



老師以例子說明因外判而多出的生產力若沒有其他用途時，將如何作出外判決
策。



7



老師講解與作出決策時相關的因素。



老師講解此例子的答案。



老師以另一例子說明因外判而多出的生產力若有其他用途時，將如何作出外判
決策。



老師講解與作出決策時相關的因素。



老師講解此例子的答案。



老師講解答案並作出總結。



老師就早前例子中所作的決策邀請學生分享他們的想法。



老師給予評論並提供答案。



老師解釋此問題。



老師著學生計算答案並給予評論。



老師講解答案並作出總結。
老師特別指出$15,000是固定製造費用，若外判鏡頭生產的工作可讓公司避免此
數額的開銷，因此對作出決策有關。



老師講解可能要考慮到的一些質化因素。



老師請學生回家完成問題三及問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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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重述第一類決策情況——租、製造或購買，
並指出本課將會進一步討論外判這個課題。



老師以上述問題開始課堂，著學生分享他們的觀
點。



老師解釋如何解決生產能力不足的問題。



老師解釋管理限制的方法。



老師解釋管理限制時需注意的事項。



老師解釋公司在生產上遇到限制時，應如何決定
生產計劃並尋找解決產量不足的方法。



老師以例子闡釋如何管理限制。



老師解釋例子的要求。



老師解釋決策的步驟。



老師解釋如何斷定一間公司遇到限制。



老師解釋在生產程序有限制時，如何判斷產品組
合。





老師解釋總結。



老師著學生完成課堂練習。



老師著學生計算及作出決策。





老師解釋甲部分的答案並作出總結。

*
產品A所需的直接原料（公斤）：$24 / $10 
= 2.4公斤；因此，產品A的每公斤貢獻：
$48 / 2.4 = $20
產品B所需的直接原料（公斤）：$15 / $10 
= 1.5公斤；因此，產品B的每公斤貢獻：
$27 / 1.5 = $18
產品C所需的直接原料（公斤）：$20 / $10 
= 2.0公斤；因此，產品C的每公斤貢獻：
$46 / 2.0 = $23





i. 每單位的新貢獻：
*
產品A = $(80 – 15 x 2.4 公斤 – 8) = $36
產品B = $(56 – 15 x 1.5公斤– 14) =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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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請學生回家完成問題五。









老師重點講解第二類決策情況——接受或拒絕特
價訂單。



老師解釋甚麽是特價訂單，並提醒學生在作出這
類決策時，應考慮到的兩個要點。



老師解釋接受或拒絕特價訂單的決策規則。



老師以例子闡述何謂特價訂單。





老師解釋一些和作出決策有關的因素。



老師解釋答案。



老師解釋答案並提出總結。

*
每盒總可變成本：直接原料 + 直接人工 + 可
變製造費用 = $10+ $3+ $2= $15
總可變成本：$15 x 40,000盒 = $600,000



老師邀請同學分享他們接受或拒絕這筆特別訂單
時需考慮的質化因素。



老師解釋就特價訂單作出決策時需要考慮的
質化因素：
對人力資源的影響 –例如：這筆特別訂單能
否幫助避免遣散？
競爭性考慮 –例如：這筆特價訂單的售價會
否觸發和競爭者的減價戰？
將來交易展望 –例如：這筆特價訂單會否為
公司和顧客建立長久關係？
對正常銷售的影響 –例如：常客會否得知特
價消息而要求減價？



老師著學生完成課堂練習。





老師解釋答案，並提出總結。



老師評論並解釋可能會影響特價訂單決策的質化
因素。



老師請學生回家完成問題六。





1





將學生分為三至四人㇐組進行討論。老師邀請學
生分享他們的觀點。

3



4

老師評論並討論答案。



老師重點講解第三類決策情況——結束或保留虧
損部分。

5



老師解釋甚麽是「部分」以及如何計算「部分」
毛利。

6



老師解釋結束或保留虧損部分的決策規則。

*即使「部分」毛利為負數，假如該「部分」能為
其他部門製造更高銷售額，仍應保留該「部分」
。

7



8

老師以例子闡述就「部分」需作的決策。



9

老師解釋答案並提出結論。



老師請學生就有關結束「部分」需考慮的其他因
素分享意見。

10



老師解釋作出關閉「部分」的決策時，需要考慮
到的一些因素。

11



老師著學生計算並加以評論。

12



老師解釋問題的細節。

13



14

老師解釋答案並提出總結。



15



老師請學生回家完成問題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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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重點講解第四類決策情況——保留或轉換機
器／設備。



老師引入保留或轉換非流動資產時的考慮。



老師解釋在作出保留／轉換決策時，應考慮的
部分重要因素。



老師解釋保留或轉換機器／設備的決策規則。



老師以例子闡述保留或轉換機器／設備的決策
。



老師解釋於作出決策時的相關因素。



老師解釋答案，並作出總結。



老師請學生就有關更換機器／設備決策時所需考
慮的因素，提出意見。



老師解釋決定更換機器／設備時，可能要考慮到
的一些因素。



將學生分為三至四人一組，解答這條問題。





老師解釋答案並作出評論。



*
舊貨車的營運成本：($60,000 - $10,000) x 6年

= $300,000
新貨車的營運成本：$20,000 x 6 年 = $120,000



老師請學生回家完成問題八。





1



2



教師重點講解第五類決策情況——出售或加工

3



4

教師解釋有些情況下，待產品經過加工後才出售，所獲得的利潤會較高。



教師解釋決定出售或加工的決策規則。

5



教師以例子說明出售或加工決策。

6



教師解釋其中一些與作決策相關的事項。

7



教師解釋答案並作總結。

8



教師請學生進行計算。

9



10

教師解釋答案。

備註︰無論是否加工「A型號」，總固定成本維持不變。因此在本案例的情況下，
這些成本與作決策不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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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總結學生已學過的所有相關成本與非相關成本類型。

12



教師總結學生已學過的商業決策類型。

13



教師總結學生已學過的商業決策類型。

14



15



教師請學生在家完成問題九和問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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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會計在決策中的功能 

個案分析   

問題   

 

長者協會(SCA)是香港一間非牟利機構。使命是透過科技及以人為本的服務，提升區內長者的生活

質素。這機構為長者提供以下三大服務︰   

1. 電召護理服務(CC)– 為長者及有需要人士提供覆蓋全港的 24小時支援及護理服務。   

2. 簡易家居服務(EH)– 為銀髮族及其家庭提供優質、可靠、全面的家居護理服務。該服務包括綜合

出院支援、家居護理規畫、家居復康訓練、家務支援及護理服務。 

3. 生命之書個人化印刷服務 (LBPP)– 讓長者記錄他們的人生經驗及智慧。   

上年度的收入及費用如下︰   

 CC EH LBPP 總數 

 $’000 $’000 $’000 $’000 

收入(包括該服務獲得的捐款) 800 400 200 1,400 

減︰變動費用 350 150 100 600 

獲利差額 450 250 100 800 

減︰固定費用 200 130 150 480 

純利   250 120 (50) 320 

 

由於經濟不景，長者協會的執行長楊湯米很擔心機構的財政狀況。他想節省一些資源，為即將來臨

的經濟衰退作好準備。看完以上數據後，他考慮中止 LBPP服務。 

額外資訊︰ 

(i) 上述固定費用由下列各項組成︰ 

 CC EH LBPP 

 $’000 $’000 $’000 

折舊  60 40 45 

保險  20 25 35 

薪金  75 30 33 

租金  25 15 27 

一般行政間接費用 20 20 10 

 

(ii) LBPP的折舊是源自印刷機，該印刷機是用作印刷長者的生命之書。如果中止這項服務，該印

刷機將被棄置。 

(iii) 即使中止 LBPP服務，長者協會的一般行政間接費用及租金的總數仍會維持不變。 

(iv) 如果長者協會中止 LBPP 服務，將可節省 LBPP的保險及薪金支出。 

 

作業要求︰ 

 

(a) 編製列表，方便湯米評估機構長期財務的可行性，當中須分別展示上述三項服務的毛利。 

             (8分) 

(b) 應否中斷 LBPP服務？為什麼？        (8分) 

(c) 在中止 LBPP服務前，湯米還應考慮甚麼其他因素？     (4分) 

 



 

成本會計在決策中的功能 

個案分析 

建議答案 

 

(a)  CC EH LBPP 總數 

  $’000 $’000 $’000 $’000 

 收入(包括該服務獲得的捐款) 800 400 200 1,400 

 減︰變動成本 350 150 100 600 

 貢獻毛益 450 250 100 800 

 減︰可追溯的固定費用︰     

  折舊 60 40 45 145 

  保險 20 25 35 80 

  薪金 75 30 33 138 

 各服務的毛利 295 155 (13) 437 

 減︰共同固定費用*︰     

  租金    67 

  一般行政間接費用    50 

 純利    320 

 

*為幫助湯米對機構每項服務的財務可行性有更清晰的概念，租金及一般行政間接費用不應分

配到各項服務中。因為它們是共同成本，應由服務「部分」毛利的總數中扣減。 

(8分) 

(b) 中止LBPP服務對純利的影響︰ 

 

  $’000 

 如果中止LBPP服務，貢獻差額會縮減︰  (100) 

 從可追溯的固定成本節省下來的成本︰  

   保險 35 

   薪金 33 

 純利減少 (32) 

 

由上述計算所得，機構不應中斷 LBPP 服務。因為如果中止該項服務，整體純利會減少$32,000。 
 

 

 備註：印刷機的折舊是沉沒成本，而機器本身並無棄置價值。租金和一般行政間接費用已經分

配，即使中止 LBPP服務亦不可避免；因此，它們與作決策不相關。 (8分) 

 

(c)    

長者協會(SCA)是一間非牟利機構，服務區內的長者。LBPP服務能集結長者的人生經驗及智

慧。長者可以把生命之書與家人、朋友分享，並成為下一代的珍貴回憶。長者協會的使命並非

賺取最多利潤，因此，湯米在作決策時，應把非財務因素看得比財務因素更重。  (4分) 

 

 (總分︰20分) 



成本會計在決策中的功能 

功課 

問題 

問題一 

 

(a) 甚麼是相關成本？ （1分） 

(b) 「所有未來成本都是相關成本。」你是否同意這句陳述？試從一間工廠摘例，以闡述答案。

 （5分）  

 （總分：6分） 

難度：* 

 

問題二 

 

彼得的單車壞了，維修費是$300。同時，他的朋友希莉願意以$300 的價格，賣一輛狀態良好的

單車給他。以下是彼得對兩輛單車所作的估算： 

 彼得的單車 希莉的單車 

  $   $   

購貨價 3,500   300   

維修費 300   0   

每年運作成本 160   120   

 

作業要求： 

(a) 分辨上述問題所涉及的相關成本以及非相關成本，並闡述理由。 （5分） 

(b) 你會向彼得提出甚麼建議？ （3分） 

(c) 在作出最終決策前，他應該考慮甚麼其他因素？   （2分） 

  （總分：10分） 

難度：** 

 

問題三 

 

凡尼公司在南京的工廠生產相機鏡頭。外判商提出以每單位$25的價格向凡尼公司售賣 20,000件

「Len100」鏡頭。會計部提供了以下「Len100」鏡頭的估算生產成本： 

 $ / 每單位 

直接原料 8 

直接人工 9 

變動間接製造成本 5 

固定間接製造成本 4 

總成本 26 

 

作業要求： 

(a) 假如南京工廠現時有閒置生產能力，凡尼公司應否接受該提議？ 

 （5分） 

(b) 假如工廠的生產能力已達飽和，而公司需使用其他與「Len100」成本結構近似的鏡頭的生

產力來生產「Len100」鏡頭，其最高可接受的外購價會是多少？ （3分） 

 （總分：8 分） 

難度：**  

 



問題四 

 

珍妮公司生產三樣部件：A、B及 C。搜集到有關來年的資料如下：  

 

零件        A            B          C 

將生產的單位數量 15,000 30,000 60,000 

    

每單位生產成本 $  $  $  

直接原料 60  75  30  

直接人工 120  135  60  

變動間接製造成本 30  45  15  

 

生產每類部件的特定固定間接製造成本為： 

           $ 

A 15,000 

B 75,000 

C 90,000 

 

生產所有部件的一般固定間接製造成本是$450,000。 

 

公司收到外判商向該公司提出供應所有部件。公司收集了以下資訊，以作考慮： 

 

(i) 外判商的報價如下： 

部件 $ / 每單位  

A     90  

B    315  

C    150  

   

(ii) 買入部件的購貨運費為每單位$1。 

 

(iii) 接收、檢驗和處理所有買入部件所需的間接人工將每年增加$38,000。 

 

(iv) 假如全部部件的生產工作都外判出去，每年將可以避免$280,000的一般固定成本。 

 

作業要求： 

(a) 編製一份報表，展示假如公司生產所有部件的總成本。  （6分） 

(b) 編製一份報表，展示假如公司外判所有部件的總成本。            （5分） 

(c) 根據(a)及(b)的計算結果，建議珍妮公司應否外判其所有部件。 （3分） 

(d) 假如公司希望賺取最多利潤，公司應該生產哪些部件和外判哪些部件來達致目標。其總

成本又是多少？ （6分） 

(e) 建議兩項公司在決定應生產還是外判時應考慮的質化因素。 （5分） 

  （總分：25分） 

難度：*** 

 

  



 

問題五 

 

威廉咖啡杯生產一系列的咖啡杯。隨著對咖啡杯的需求不斷上升，管理層預見到生產線的生產

能力將不能夠滿足市場需求。有見及此，公司作出以下來年估算： 

 

產品 需求（單位） 價格 ($) 直接原料 ($) 直接人工 ($) 

A 8,000  15  4.5  6  

B 10,000  18  3.5  8  

C 24,000  10  2.5  4  

D 125,000  4.5  0.8  1.6  

 

額外資料： 

(i) 工廠的生產力每年有 10,000直接人工小時。 

(ii) 直接人工薪酬估算為每小時$40。 

(iii) 每年總固定成本是$620,000。 

(iv) 變動間接製造成本是每直接人工小時$8。 

 

作業要求： 

(a) 確定每項產品的每直接人工小時毛利。 （6分） 

(b) 計算為求賺取最多利潤，公司應生產每項產品的數量。 （4分） 

(c) 確定為增加額外生產能力，公司願意支付的最高直接人工薪酬。 （2分） 

(d) 假如公司不想損失銷貨額，試向公司建議(c)以外的方法，以達致預期銷貨需求的生產數量。

 （3分） 

 （總分：15分） 

難度：*** 

 

 

問題六 

 

閃爍公司生產並銷售一系列口味的巧克力棒。每盒巧克力棒的平均售價及成本如下： 

 $ 

售價 36 

成本：  

直接原料 (5) 

直接人工 (7) 

變動間接製造成本 (4) 

可變銷售費用 (2) 

固定間接製造成本 (3) 

利潤 15 

 

每批巧克力棒以每批 50 盒的數量生產。每批需要 6 個機器小時生產。公司每月的生產能力是

5,000機器小時，為公司 80%的生產能力。 

 

一間零售店接洽閃爍公司，希望未來 3 個月，每月購買 6,000 盒巧克力棒。零售店要求閃爍公司

以新設計重新包裝盒子，令每盒的成本增本$1。然而，這筆訂單並不會為公司增添任何可變銷

售費用。 

 



作業要求： 

(a) 閃爍公司是否有足夠生產能力接受訂單？ （3分） 

(b) 確定就這筆訂單，公司應該收取的每盒最低價格。  （5分） 

(c) 公司作出最後決策前，應考慮甚麼其他因素？  （2分） 

 （總分：10分） 

難度：** 

 

問題七 

 

哈利公司生產並銷售三個喇叭型號。由於型號 003在過往幾年持續虧損，管理層考慮放棄生產線

停止生產該型號。以下是有關部分去年的收益表: 

 

 型號 001 型號 002 型號 003    總額 

   $’000  $’000    $’000  $’000  

銷貸額 800  400  300  1,500  

減：可變成本 300  150  230  680  

毛利 500  250  70  820  

減：固定成本         

   工廠租金 50  20  30  100  

   工廠機器折舊 15  16  20  51  

   雜費 30  19  40  89  

   維修費 18  17  15  50  

   工資薪酬 25  24  28  77  

   廣告費 8  10  15  33  

營運收益/（虧損） 354  144  (78)  420  

 

停止生產型號 003的額外資料： 

(i) 工廠租金及機器折舊不會受影響。 

(ii) 總雜費會因此減少$50,000。 

(iii) 可免除生產型號 003的工資薪酬。 

(iv) 型號 002的銷貨量會因此減少 5%。 

(v) 可節省三分一的總廣告費用。 

 

作業要求： 

(a) 哈利公司是否應該停止生產型號 003？ （6分） 

(b) 管理層相信假如廣告費用增加$32,000，型號 003 的銷貨量會增加 50%。就此，公司應停止

生產型號 003，還是應增加廣告費用，以提升其銷貨量？ （6分） 

 （總分：12分） 

難度：*** 

 

 

 

  



問題八 

 

樂趣公司在三年前購買了一台燒焊機，現在希望購買新型號取代舊機器。以下是有關這兩台機

器的資料： 

 

 舊機器 新機器 

 $ $ 

購買成本 150,000  170,000  

餘下可用壽命 5年  5年  

現時的棄置價值 40,000  -  

可用壽命結束時的棄置價值 3,000  60,000  

 

公司每年生產 160,000個單位的貨品，舊機器及新機器撇除折舊的每年運作成本分別是$50,000及

$35,000。假如公司使用新機器生產貨品，其不良率將會減少 2%。為損毀貨品翻工的成本是每單

位$0.5。 

 

作業要求： 

(a) 樂趣公司應否購買新機器，以取代舊機器？  （7分） 

(b) 公司在作出決策時，應視哪一項成本為沉沒成本？  （1分） 

(c) 公司作出最後決策前，應考慮甚麼其他因素？  （2分） 

 （總分：10分） 

難度：** 

 

問題九 

 

蘇珊股份有限公司將棉花處理後可以生產 C03。每噸棉花可生產 500 米 C03，其在市場的售價為

每米$15。公司亦可選擇以總成本$2,600 加工處理 500 米 C03，使其變成 450 米 D04，在市場以

每米$23出售。 

 

作業要求： 

若公司分配往 C03的生產成本為$80,000，你認為應出售 C03還是把其加工成 D04？  （5分） 

 （總分：5分） 

難度：**  

 

  



問題十 

 

黛娜有限公司的銷貨經理有意為一份海外的一次性訂單投標。計劃相關的成本如下： 

 $ 

原料 X 50,000 

原料 Y 90,000 

直接人工 70,000 

監督 17,500 

間接費用 105,000 

 332,500 

 

額外資料： 

 

(i) 原料 X有存貨，轉售的話並無殘值。原料 Y須以上述成本價購買。 

 

(ii) 和工人相關的$70,000 直接人工成本會從另一項計劃轉移至這一項計劃。就此，公司須聘

請額外工人以填補空缺，其成本為$80,000。 

 

(iii) 分配到本計劃的監工成本以直接人工成本的 25%計算，工作會計入現有員工的正常職務

範圍。 

 

(iv) 分配到本計劃的間接費用是直接人工的 150%。 

 

(v) 公司現正以正常生產能力運作。 

 

(vi) 這個計劃須使用機器，這些機器在計劃結束後就不會有其他用途。機器的購入成本為

$100,000，計劃結束後把機器棄置可換取$40,000。 

 

(vii) 銷貨經理知道一名海外客戶預備好為這項計劃支付高達$250,000，而一名競爭者亦準備以

同樣的價格接受該訂單。然而，生產經理卻指出根據以上估算及機器成本，銷貨經理應

最少收取$350,000。 

 

作業要求： 

(a) 當售價是$350,000，計算以上計劃的貢獻毛益。 （8分） 

(b) 就公司是否應該為該計劃投標，向銷貨經理給予建議及提出理由。 （2分） 

(c) 假如銷貨經理最終決定投標，他是否應該接納生產經理的建議，並收取$350,000？為甚麼？ 

  （6分） 

(d) 為這個計劃投標前，應考慮甚麼其他因素？  

（4分） 

  （總分：20分） 

 

難度：*** 

 



成本會計在決策中的功能 

功課 

建議答案 

 

問題一 

(a) 相關成本是那些會按不同方案而改變的未來成本。  （1分） 

(b) -     不同意，因為只有那些在考慮時會按不同方案而改變的未來成本才是相關成本。  

（2分） 

-  例如，當工廠與業主簽下長期租約，將來的租金就會變成非相關成本，因爲對不同

的生產選項而言，租金仍然維持不變。 （3分） 

  （總分：6分） 

問題二 

(a) 相關成本包括： 

• 希莉的單車的購貨價（可避免成本） 

 •彼得的單車的維修費用（可避免成本） 

 •希莉的單車的每年運作成本（增量成本） 

 •彼得的單車的每年運作成本（增量成本） 

 

非相關成本： 

 •彼得的單車的購貨價（沉沒成本） 

   （每項 1分，總分：5分） 

(b) 不論彼得如何決定，他都要支付$300作維修費或購貨價，因此建議彼得應該買入希莉的

單車，以在未來節省每年$40（$160-$120）的運作成本。 （3分） 

(c) 彼得應該考慮的其他因素： 

1. 在丟棄希莉的單車前，其可以使用的年期。 

2. 兩輛單車的預期轉售價值。 

3. 彼得傾向踏自己還是希莉的單車。 

 （每項 1分，最高：2分） 

 （總分：10分） 

 

問題三 

(a) 由於固定間接製造成本是無法避免的，凡尼公司不應該接受提議，因爲假如公司自行生

產鏡頭，每單位可以較向外直接購買鏡頭節省$3。 （5分） 

*計算步驟： 

 製造 購買 

 $ $ 

直接原料 8  

直接人工 9  

變動間接製造成本 5  

購貨價  25 

總成本 22 25 

 

  



(b) 由於使用其他鏡頭的生產能力的增量成本大約是每單位$4（即其固定間接製造成本），

公司可接受的最高外購價是每單位$26。  （3分） 

 （總分：8分） 

問題四 

(a)  部件  

  A B C 總額 

  ($000) ($000) ($000) ($000) 

 直接原料 (15,000 x $60 / 30,000 x $75 / 60,000 x $30) 900 2,250 1,800 4,950 

 直接人工 (15,000 x $120 / 30,000 x $135 / 60,000 x $60) 1,800 4,050 3,600 9,450 

 變動間接製造成本  

(15,000 x $30 / 30,000 x $45 / 60,000 x $15) 

450 1,350 900 2,700 

 特定固定間接製造成本 15 75 90 180 

  3,165 7,725 6,390 17,280 

 一般固定間接製造成本    450 

 總製造成本    17,730 

 （6分） 

(b)  部件  

  A B C 總額 

  ($000) ($000) ($000) ($000) 

 給供應商的金額 

(15,000 x $90 / 30,000 x $315 / 60,000 x $150) 

1,350 9,450 9,000 19,800 

 額外購貨運費 

(15,000 x $1 / 30,000 x $1 / 60,000 x $1) 

15 30 60 105 

 額外間接人工    38 

 一般固定成本 ($450,000 - $280,000)    170 

 總外判成本    20,113 

  （5分） 

(c) 假如外判所有部件，就會產生總共$2,383,000 ($20,113,000 - $17,730,000)的額外成本，因

此公司不應該這樣做。  （3分） 

(d) -   部件 A的生產成本是$3,165,000 {15,000 x $(60 + 120 + 30) + $15,000}，比外判的成本

$1,365,000 {15,000 x $(90 +1)}為高，因此公司應外判部件 A。  

-   部件 B的生產成本是$7,725,000 {30,000 x $(75 + 135 + 45) + $75,000，比外判的成本

$9,480,000 {30,000 x $(315 +1)}為低，因此公司應生產部件 B。 

-   部件 C的生產成本是$6,390,000 {60,000 x $(30 + 60 + 15) + $90,000，比外判的成本

$9,060,000 {60,000 x $(150 +1)}為低，因此公司應生產部件 B。 

-   假如公司希望賺取最多利潤，就應該外判部件 A，生產部件 B及 C，總成本為

$15,968,000，計算如下： 

 $’000 

部件 A的購貨價： (15,000 x $90) 1,350 

部件 B及 C的生產成本  

{30,000 x $(75 + 135 + 45) + 60,000 x $(30 + 60 + 15) + $75,000 +$90,000} 

14,115 

一般固定成本 450 

  額外購貨運費 (15,000 x $1) 15 

額外間接人工 38 

總成本 15,968 

 （6分） 



 

(e) 會影響製造或購買決策的質化因素： 

 

1. 供應商的可靠度：外判商是否可靠，並能夠準時送遞貨物。 

2. 物資是否充足：公司有沒有一些限制以致無法取得足夠的物資自行製造部件。 

3. 購入貨品的品質控制：公司是否難以控制購入貨品的品質。 

4. 技術及人手限制：公司是否有製造部件所需的特別技術及人手。 

5. 未來生產成本趨勢：從供應商購入部件的話，其未來生產成本相對於公司自行生產的

成本會否上升。 

 （5分） 

 （總分：25分） 

 

問題五 

(a)  A ($) B ($) C ($) D ($) 

 售價 15 18 10 4.5 

 直接原料 (4.5) (3.5) (2.5) (0.8) 

 直接人工 (6) (8) (4) (1.6) 

 變動間接製造成本 (VOH) (W1)   (1.2) (1.6) (0.8) (0.32) 

 毛利 3.3 4.9 2.7 1.78 

      

 每小時直接人工毛利 22 24.5 27 44.5 

 次序 4 3 2 1 

     （6分）      

 (W1)  產品 A所需的直接人工: $6 / $40 = 每單位 0.15     

  產品 B所需的直接人工: $8 / $40 = 每單位 0.2     

  產品 C所需的直接人工: $4 / $40 = 每單位 0.1     

  產品 D所需的直接人工: $6 / $40 = 每單位 0.04     

       

  產品 A的 VOH = $8 x 0.15 = $1.2     

  產品 B的 VOH = $8 x 0.2 = $1.6     

  產品 C的 VOH= $8 x 0.1 = $0.8     

  產品 D的 VOH = $8 x 0.04 = $0.32     
 
 
 

(b) 產品 所需小時/單位 單位 小時 

 D  0.04 小時 125,000 5,000 

 C  0.1 小時 24,000 2,400 

 B  0.2 小時 10,000 2,000 

 A  0.15 小時 8,000  1,200 

 所需總時數    10,600 

  

-   由於生產全部 4 樣產品的所需總時數是 10,600 小時，而公司的生產能力是 10,000 小

時，由此可見公司並無足夠生產能力去滿足預期銷貨需求。 

-   爲了賺取最多利潤，公司應該生產：125,000 件（5,000 小時）產品 D、24,000 件

（2,400小時）產品 C、10,000件（2,000小時）產品 B以及 4,000件（10,000 – 5,000 

– 2,400 – 2,000 = 600小時）產品 A。 （4分） 



     

(c) 因為生產產品 A需要額外生產能力，公司就此願意爲了額外人工時間而支付的金額應為

每小時$66（$40一般薪酬加上產品 A每人工小時$22的毛利）。 （2分） 

 

(d)  公司可以考慮要求勞工超時工作、增加輪班時段、擴大人力資源、將部分工作外判給供

應商、在生產過程消除浪費了的人工時數等。 （3分） 

     （總分：15分） 

 

問題六 

(a) 這筆訂單需要每月耗用 720 {6 x (6000 / 50)}個機器小時，持續 3個月。由於公司每月有

1,000 {5,000 × (100% − 80%)}個機器小時的額外生產能力，因此閃爍公司毋需擴張現有

生產能力的情況下，便可接受這份訂單。 （3分） 

 

(b) 由於公司有足夠生產能力處理這筆訂單，因此公司只須收取每盒的增量可變成本。 

       $  

 直接原料 5  

 直接人工 7  

 變動間接製造成本  4  

 重新包裝的額外成本     1  

 本訂單應收取的最低價格 17  

 

因此，每盒最低價格應是$17。  （5分） 

 

(c) 做出最後決策前，公司應考慮的因素： 

- 由於估算成本只是以往的平均成本，因此公司需決定到底估算成本是否準確。 

- 公司亦應該考慮常客對於零售店提供較低價格的反應。 

 （2分） 

 （總分：10分） 

  



問題七 

 

(a) 放棄生產型號 003對營運收入的影響： 

  $’000 

 毛利減少：  

         型號 003 (70) 

         型號 002 (12.5) 

 節省成本：  

   雜費 50 

   工資薪酬 28 

   廣告費用 11 

 營運收益上升 6.5 

因此，應該放棄生產型號 003，好讓公司的收入上升$6,500。 （6分） 

 

(b)  增加廣告費用對營運收入的影響： 

  $’000 

 毛利上升 （$70,000 x 50%） 35 

 廣告費用上升 (32) 

 營運收入上升 3 

從(a)可見，假如公司放棄生產型號 003，營運利潤會上升$6,500。從(b)可見，假如公司

增加宣傳型號 003 的廣告費用，營運利潤會上升$3,000。因此公司仍然應該放棄生產型

號 003。  

($6,500 > $3,000，差額為$2,500)  （6分） 

 （總分：12分） 

 

問題八 

 

(a) 假如公司購買新機器，並棄掉舊機器：  

         $ 

 5年後的棄置價值差異：($60,000 - $3,000) 57,000 

 每年營運成本差異：{5 x $(50,000 – 35,000) 75,000 

 翻工成本減少：(160,000 x 0.02 x $0.5 x 5) 8,000 

 舊機器現時的棄置價值： 40,000 

 新機器的購貨價： (170,000) 

 淨收益 10,000 

 

樂趣公司應該以新機器替換舊機器，因爲這樣可以得到$10,000的淨收益。  （7分） 

 

(b) 舊機器的購貨價是沉沒成本。 （1分） 

 

(c) 公司應考慮的其它因素： 

(1) 使用新機器後，會否因爲不良率降低而導致銷售額上升？ 

(2) 公司是否有足夠現金購買新機器？ （2分） 

 （總分：10分） 

  



問題九 

 

       $ 

加工後的銷貨價值：($23 x 450) 10,350 

現時的銷貨價值($15 x 500) (7,500) 

增量收益 2,850 

加工成本 (2,600) 

淨收益 250 

  

由於每噸棉花的淨收益是$250，公司應該加工處理 C03，使其變成 D04。就此決策，$80,000

獲分配的成本並不相關。 （5分） 

 （總分：5分） 

問題十 

 

(a)   $  

 原料 X （非相關成本） 0  

 原料 Y 90,000  

 直接人工 80,000  

 機器淨成本：($100,000 - $40,000) 60,000  

 總相關成本 230,000  

 合約價格 350,000  

 貢獻毛益 120,000 （8分） 

 

(b) 若投標價為$350,000，公司可以多賺取$120,000 的利潤，因此銷貨經理應該為這個計劃投

標。 （2分） 

 

(c) 銷貨經理不應該聽從生產經理的建議，把投標價設在$350,000，因爲： 

(i) 在 (a)部分計算的成本並不代表接下合約後帶來的增量現金流。 

(ii) 假設公司有足夠生產能力，監工成本及間接費用與計算計劃的貢獻毛益並不相關。 

(iii) 任何$230,000以上的銷貨收益都會提供額外的貢獻毛益，並提升利潤。 

(iv) 假如競爭者準備以$250,000接受訂單，那麽只要投標價格稍微低於$250,000即可。 

(v) 假如投標價定在$250,000，那麽計劃的利潤仍有$20,000 ($250,000 - $230,000)。 

  （每項 2分，最高 6分） 

 

(d) 在接受這個計劃前，應考慮以下的質化因素：  

 (i) 餘下的生產能力是否足以應付計劃？  

 (ii) 海外客戶的聲譽是否可靠？  

 (iii) 人力資源是否有所需技能應付計劃？  

 (iv)  這份合約令這名海外客戶成爲常客的機會高嗎？  

 （4分） 

 （總分：20分） 

 

 



成本會計在決策中的功能 

小測  

問題 

 

小測時間：40分鐘 

甲部（短答題） 

 

1. 「所有可變成本都與決策相關。」你是否同意？試加以討論。 （3分） 

2. 戲院通常提供早場折扣。戲院經理如何利用相關成本的概念作出有關決策？ （4分） 

 （總分：7分） 

 

乙部（長答題） 

 

3. 彼得有限公司是一間製造商，希望使用其 1000小時的閒置生產能力生產並銷售 3款新產品 A、B

及 C。有關產品 A、B及 C的資料如下： 

   產品   

 A  B  C 

每單位成本 $  $  $ 

直接人工 42  40  68 

直接原料 38  32  48 

租金及差餉（已分配） 28  45  56 

折舊（已分配） 40  39  82 

其他費用（注 1）   25  120  135 

總單位成本 173  276  389 

      

製成每單位所需小時 5小時  2 小時  4小時 

每單位售價 $150  $160  $200 

銷貨預測 120單位  100單位  200單位 

 

注 1: 包括 60%固定成本。 

 

作業要求： 

 

(a) 計算每一樣產品的貢獻毛利率。 （6分） 

(b) 找出最理想的產品生產組合以獲取最多貢獻毛利，並表明最高的貢獻毛利金額。 （7分） 

(c) 假若產品 A、B及 C的每單位購貨價分別是$120、$130及$160。試根據以下兩個條件，建議

彼得有限公司應購買還是製造產品 A、B及 C： 

 (i)   使用閒置能力生產的貢獻毛利微不足道；以及 

 (ii)  固定成本不可避免。                                                                                                       （6分） 

(d) 簡單評論作出(c)部分的決策時，應考慮的另外兩個因素。 （4分） 

 （總分：23分）



成本會計在決策中的功能 

小測 

建議答案 

 

甲部 

 

1. 不同意。(1) 只有那些會按正在考慮的不同選項而有不同總額的可變成本 (2) 才與決策相關。

 （3分） 

 

2. 戲院的大部分成本皆為沉沒成本(1)或那些並不取決於觀眾人數的成本(1)。例如家具及固定裝

置折舊、員工薪金、電力費用等。不論戲院全院滿座還是空蕩蕩，所有這些成本都是一樣的。

因此，與其讓座位騰空，戲院為了吸引觀眾而提供早場折扣，並不會大大增加放映電影的總成

本，反而會增加總貢獻毛益及總利潤。 (2) （4分） 

（總分：7分） 

乙部 

 

3a.  產品  

 每單位 A B C  

  $ $ $  

 售價 150 160 200 (1) 

 可變成本     

     直接人工 (42) (40) (68) (1) 

     直接原料 (38) (32) (48) (1) 

     其他費用（$25 x 0.4 / $120 x 0.4 / $135 x 0.4） (10) (48) (54) (½) (½) (½) 

 貢獻毛利 60 40 30 (½) (½) (½) 

      

 貢獻毛利率（$60 ÷ $150 / $40 ÷ $160 / $30 ÷ $200） 0.4 0.25 0.15 (2) (2) (2) 

 （6分） 

 

3b.  產品  

  A B C  

 製成每單位所需小時 5 2 4  

 每單位貢獻毛利 60 40 30  

  

每小時貢獻毛利（$60 ÷ 5 / $40 ÷ 2 / $30 ÷ 4） 

 

12 

 

20 

 

7.5 
 

(1) (1) (1) 

 排名 2 1 3  

 

產品 B產生的每小時貢獻毛利最高，應優先生產以滿足需求。餘下的小時會用以生產產品 A及

C。                                                           

 

 產品  

 A B C  

需求（單位） 120 100 200  

所需小時（120 x 5 / 100 x 2 / 200 x 4） 600 200 800 (1) (1) (1) 

排名 2 1 3  

 

所生產的單位數量 120 100 50 (2) (2) (2) 

貢獻毛益 $7,200 $4,000 $1,500  

最高貢獻毛益 = $12,700 (1) 

  （7分）  



 

3c.  產品  

  A B C  

  $ $ $  

 購貨價 120 130 160 (½) (½) (½) 

 減：總可變成本（W1） 90 120 170 (½) (½) (½) 

 差異 30 10 (10) (½) (½) (½) 

 

W1：產品 A的可變成本：$(42 + 38 + 10) = $90 

 產品 B的可變成本：$(40 + 32 + 48) = $120 

 產品 C的可變成本：$(68 + 48 + 54) = $170 

 

產品 A及 B的購貨價較其可變成本分別高$30及$10，因此公司應該製造產品 A及 B。 (4) 另一

方面，產品 C的購貨價較其可變成本低$10，因此公司應該購買產品 C。(2)                                                                                                                                     

（6分） 

 

3d. 公司應該考慮的其他因素包括： 

- 購入產品的品質控制 

- 對新供應商的可靠度 

- 現存資源供應的穩定程度 

- 未來生產成本的趨勢  （每項 1分，總分：4分） 

 （總分：23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