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言 

 
為促進教師教授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科會計單元中，「邊際成本與

吸收成本計算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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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題概覽 

課題 企業、會計與財務概論（選修部分） 

成本會計 ── 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 

程度 中六 

時間 5個課節（每課節 40分鐘） 

 

學習目標： 

1. 按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2. 比較採用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優點和缺點。 

內容概覽： 

第一課節 計算預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並按吸收成本法將吸收率應用在產品上。 

第二課節 探討吸收成本法的性質，並按吸收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第三課節 探討邊際成本法的性質，並按邊際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第四課節 解釋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差異。 

第五課節 比較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優點和缺點。 

 
資源： 

 課題概覽及教案 

 PowerPoint簡報 
 
建議活動： 

 課堂討論／練習 

 堂課 

 家課 

 小測 



 

第一課節 

主題 計算預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並按吸收成本法將吸收率應用於產品上 

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完成本課節後，學生應能： 

1. 明白計算製造公司淨利的方法； 

2. 按吸收成本法計算預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 

3. 以預定間接成本吸收率將生產間接成本分配至產品；及  

4. 計算少吸收或多吸收的生產間接成本額，並將差額計入銷貨成本。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分：簡介 

 教師解釋產品成本和期間成本的意思，及其對計算製造公

司淨利的重要性。 

PPT 

#2 – 5 

4分鐘 

第二部分：內容 

 教師解釋為甚麼一間公司在計算產品成本時，需要找出預

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 

 教師解釋如何計算預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及採用吸收

率將間接成本分配至產品。 

PPT 

#6 – 8 

PPT 

#9 – 14 

15分鐘 

 

 教師解釋如何調節實際生產間接成本與已吸收生產間接

成本的差額，及少吸收或多吸收的間接成本的處理。 

PPT 

#15 – 18 

12分鐘 

 

 活動 1：堂課  

 教師請學生計算預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少吸收或

多吸收的間接成本。 

 教師講解答案。 

 

PPT #19  

 

PPT #20 

 

5分鐘 

 

2分鐘 

第三部分：總結 

 教師複習本節涵蓋的重點內容以總結課堂。 PPT #21 2分鐘 

 

 

 

 



 

第二課節 

主題 探討吸收成本法的性質，並按吸收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完成本課節後，學生應能： 

1. 明白吸收成本法的特點；及 

2. 按吸收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分：簡介 

 教師重溫兩種計算淨利的方法。 PPT #2 2分鐘 

第二部分：內容 

 教師解釋吸收成本法的特點及成本流向。 

 

 教師解釋按吸收成本法編製的損益表格式。 

 

 教師利用示例介紹如何按吸收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PPT 

#3 – 4 

PPT 

#5 – 6 

PPT 

#7 – 12 

3分鐘 

 

3分鐘 

 

12分鐘 

 活動 1：堂課  

 教師請學生計算產品成本，及按吸收成本法編製損

益表。 

 教師講解答案。 

 

PPT 

#13 - 14 

PPT 

#15 – 18 

 

12分鐘 

 

6分鐘 

第三部分：總結 

 教師複習本節涵蓋的重點內容以總結課堂。 PPT #19 2分鐘 

 

 

 

 

 

 



 

第三課節 

主題 探討邊際成本法的性質，並按邊際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完成本課節後，學生應能： 

1. 明白邊際成本法的特點；及 

2. 按邊際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分：簡介 

 教師重溫兩種成本計算法，並說明本課節重點為邊際成

本法。 

PPT #2 1分鐘 

第二部分：內容 

 教師解釋邊際成本法的特點及成本流向。 

 

 教師解釋按邊際成本法編製的損益表格式，及介紹貢獻

毛益的概念。 

 

 教師利用示例介紹如何按邊際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PPT#3 – 5 

 

PPT#6 – 8 

 

 

PPT 

#9 – 14 

5分鐘 

 

5分鐘 

 

 

7分鐘 

 教師利用示例介紹如何以加權平均成本法計算期末存貨

值。 

PPT 

#15 - 17 

5分鐘 

 活動 1：堂課  

 教師請學生計算產品成本，及按邊際成本法編製損

益表。 

 教師講解答案。 

 

PPT 

#18 - 19 

PPT 

#20 - 22 

 

10分鐘 

 

5分鐘 

第三部分：總結 

 教師複習本節涵蓋的重點內容以總結課堂。 PPT #23 2分鐘 

 



 

第四課節 

主題 解釋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差異 

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完成本課節後，學生應能： 

1. 解釋為甚麼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有差異；及 

2. 明白在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之下，生產水平、銷售水平和淨利的關係。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分：簡介 

 教師指出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差異。 PPT #3 2分鐘 

第二部分：內容 

 教師詳細解釋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差異。 

 教師以第二課的例子，比較兩個成本計算法的分別。 

PPT#4 – 5 

PPT#6 – 8 

5分鐘 

6分鐘 

 活動 1：堂課  

 教師請學生計算堂課答案。 

 

 教師講解答案。 

 

PPT #9 – 10 

 

PPT #11 – 15 

 

15分鐘 

 

5分鐘 

 教師探討及總結在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之下，生產

水平、銷售水平和淨利的關係。 

PPT 

#16 – 19 

5分鐘 

第三部分：總結 

 教師複習本節涵蓋的重點內容以總結課堂。 PPT#20 2分鐘 

 



 

第五課節 

主題 比較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優點和缺點。 

時間 40分鐘 

 

預期學習成果： 

完成本課節後，學生應能： 

1. 說明採用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對盈利能力的影響；及 

2. 比較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優點和缺點。 

 

教學順序及時間分配： 

活動 參考 時間分配 

第一部分：簡介 

 教師在課堂開始時以問題引導學生思考吸收成本法和邊

際成本法對盈利能力的影響。 

PPT #2 – 3 

 

2分鐘 

第二部分：內容 

 教師解釋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對盈利能力的影響。 

 

 教師以個案研究解釋吸收成本法的優點和缺點。 

 

 教師以同一個案研究解釋邊際成本法的優點和缺點。 

PPT #4 

 

PPT #5 – 11 

 

PPT #12 – 16 

4分鐘 

 

10分鐘 

 

10 分鐘 

 

 活動 1：堂課  

 教師請學生提出作出成本決策的理據。 

 

 教師講解答案。 

 

PPT #17 – 18 

 

PPT #19 – 20 

 

7 分鐘 

 

4 分鐘 

第三部分：總結 

 教師作出總結，結束本課題。 PPT #21 – 23 3 分鐘 

 

 



本課題有五個課節。

第一課節：計算預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並按吸收成本法將吸收率應用
在產品上。

第二課節：探討吸收成本法的特質，並按吸收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第三課節：探討邊際成本法的特質，並按邊際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第四課節：解釋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差異。

第五課節：比較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優點和缺點。

本課節的學習目標為：

-明白計算一間製造公司淨利的方法。

-按吸收成本法計算預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

-以預定間接成本吸收率將生產間接成本分配至產品。

-計算少吸收或多吸收的生產間接成本額，並將差額計入銷貨成本。

1



教師解釋為甚麼一間公司需要計算產品成本。

2



教師解釋兩種計算淨利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在計算產品成本時，處理固定
生產間接成本的方法有差異。

3



教師解釋產品成本及期間成本的會計處理。

4



教師以示例解釋產品成本和期間成本的意思，及帶出計算產品成本的重要
性：

1.在每個財政年度完結時，透過確定期末存貨價值，幫助公司找出銷貨成本
及淨利

2.除了滿足財務報告的需要外，它對內部決策亦有幫助，例如：引入新產品
的決策，是否繼續銷售現有產品，及分析長期定價策略等

5



教師解釋將生產間接成本分配至產品的困難。

6



教師解釋將生產間接成本分配至產品的困難。

變動及固定生產間接成本都是間接成本，不能輕易地追溯至產品。

7



教師解釋如何將直接及間接成本分配至成本對象。

8



教師解釋將生產間接成本分配至產品的步驟。

9



教師解釋計算預定間接成本吸收率的公式。

10



教師解釋計算預定間接成本吸收率時須注意的事項。

教師亦可以解釋採用預定間接成本吸收率的原因。

有助生產完成後，立即能夠計算產品成本。

及時估算成本，有助預先確定產品售價，協助管理層提交報價。

為成本控制及決策提供數據。透過比較實際間接成本和已吸收成本，協助
控制成本。

11



12

教師解釋如何將間接成本分配至生產。



13

教師以示例說明如何將生產間接成本分配至生產。



教師解釋答案。

14



15

教師解釋如何調節實際招致的生產間接成本與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的差異。



16

教師解釋多或少吸收生產間接成本的影響及處理。



17

教師以示例說明多吸收或少吸收間接成本的處理。



教師解釋答案。

18



19

教師解釋作業要求及請學生完成堂課。



教師解釋答案。

20



教師為本課節作出總結。

21



教師請學生在家完成問題1。

22



23



本課節的學習目標為：

-明白吸收成本法的特點。

-按吸收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1



教師以上述問題開始課堂。

2



教師解釋吸收成本法的特點。

3



教師解釋吸收成本法的成本流向。

4



教師介紹按吸收成本法編製的損益表格式。

5



教師介紹按吸收成本法編製的損益表格式。

6



7

教師以示例說明吸收成本法。



教師解釋示例的作業要求。

8



教師解釋示例答案。

9



教師解釋示例答案。

10



教師解釋示例答案。

11



教師解釋只用作內部匯報的損益表其他格式。

12



教師解釋作業要求，並請學生完成堂課。

13



教師解釋作業要求，並讓學生完成堂課。

14



教師解釋堂課答案。

15



教師解釋堂課答案。

16



教師解釋堂課答案。

17



教師解釋堂課答案。

18



教師為本課節作出總結。

19



教師請學生在家完成問題2。

20



21



本課節的學習目標為：

-明白邊際成本法的特點。

-按邊際成本法編製損益表。

1



教師重溫兩種計算淨利的方法。這兩種方法在計算產品成本時，處理固
定生產間接成本的方法有差異。

2



教師解釋邊際成本法的特點。

3



教師解釋邊際成本法的特點。

4



教師解釋邊際成本法的成本流向。

產品成本包括直接原料、直接人工和變動生產間接成本。當產品售出時
，該金額將會計入銷貨成本。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及所有非生產間接成本（包括變動及固定銷售及行政
間接費用）被視為期間成本，會計入該期間損益表內的費用。

5



教師介紹按邊際成本法編製的損益表格式。

6



教師介紹按邊際成本法編製的損益表格式。

7



教師解釋貢獻毛益的定義。

* 總變動成本 =直接原料 + 直接人工 + 直接費用 +變動生產間接成本 + 
變動銷售及行政間接費用

** 總固定成本 =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固定銷售及行政間接費用

8



9

教師以示例說明邊際成本法。



教師解釋示例的作業要求。

10



教師解釋示例答案。

11



教師解釋示例答案。

12



教師解釋示例答案。

13



教師解釋只用作內部匯報的損益表其他格式。

14



教師討論如何以加權平均成本法計算期末存貨數額。

* 總單位 = 期初存貨單位 +生產單位

備註：在本課程內，我們只會用加權平均成本法計算期末存貨數額。

15



教師以示例說明如何利用加權平均成本法計算期末存貨數額。

16



教師解釋示例答案。

17



教師解釋作業要求，並請學生完成堂課。

18



教師解釋作業要求，並請學生完成堂課。

19



教師解釋堂課答案。

20



教師解釋堂課答案。

21



教師解釋堂課答案。

22



教師為本課節作出總結。

23



教師請學生在家完成問題3。

24



25



本課節的學習目標為:

-解釋為甚麼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有差異

-明白在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之下，生產水平、銷售水平和淨利的關
係

1



教師介紹本課節的主題。

2



教師指出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差異。

建議：

個案 1：邊際成本法 –用作成本控制和生產計劃

個案 2：吸收成本法 –用作對外匯報

3



教師詳細解釋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差異。

4



教師詳細解釋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差異。

5



6

教師利用第二課節和第三課節的示例答案，說明這兩種成本計算方法之間的差
異。



7

教師利用第二課節和第三課節的示例答案，說明這兩種成本計算方法之間的差
異。



教師比較在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下，每單位產品成本、期末存貨和
營業淨利的差異。

備註：
•兩種方法的差異主要在於固定生產間接成本的處理。
•每單位產品成本在吸收成本法下 ($55) 大於邊際成本法 ($43)，差額為
$12。在吸收成本法下，這個金額 ($12) 被視為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分配
至每個生產單位。在邊際成本法下，這個金額則被視為損益表中的一項
費用。
•由於對固定生產間接成本的處理不同，吸收成本法下的期末存貨值，大
於邊際成本法，差額為$72,000 ($12 x 6,000單位).
•因此，吸收成本法下的淨利，亦會以相同差額($72,000)大於邊際成本法。
因為在吸收成本法下，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已被期末存貨吸收，並會結轉
至下一年。但在邊際成本法下，所有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則被視為本會計
結算期內的期間成本。

8



教師解釋作業要求，並請學生完成堂課。

9



教師解釋作業要求，並請學生完成堂課。

10



教師解釋存貨水平的變化。

11



教師解釋如何按吸收成本法計算每月銷貨成本。在計算前，學生須找出
以下數字：
(1)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 = $12,000 / 800單位=每單位$15
(2)產品成本 = $(20 + 15) = $35
(3)生產成本: 一月= $35 x 800 = $28,000

二月= $35 x 1,000 = $35,000
三月= $35 x 600 = $21,000

(4)每月少 / (多) 吸收的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實際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 少 / (多) 

吸收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000 $’000

$’000
一月 12 12*

0
二月 12 15*

(3)
三月 12 9*

3
* 一月： $15 x 800 = $12,000；二月：$15 x 1,000 = $15,000；三月：

$15 x 600 = $9,000

12



教師解釋如何按吸收成本法計算每月淨利。

* 參照 (bi) 答案

13



教師解釋如何按邊際成本法計算每月銷貨成本。

14



教師解釋如何按邊際成本法計算每月淨利

* 參照 (ci) 答案

15



教師利用堂課答案，解釋生產水平、銷售水平和淨利的關係。

16



教師解釋生產水平、銷售水平和淨利的關係。

17



教師解釋生產水平、銷售水平和淨利的關係。

18



教師為第16頁到18頁作出總結。

19



教師為本課節作出總結。

20



老師請學生在家完成問題4。

21



22



本課節的學習目標為：

-說明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對盈利能力的影響

-比較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的優點和缺點

1



教師介紹本課節的主題。

2



教師以問題引導學生思考兩種不同成本方法計算的產品成本、期間成本
和存貨估值如何影響公司盈利。

3



教師指出按吸收成本法計算的淨利與按邊際成本法計算的淨利不同，是
由於部分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在吸收成本法下被存貨吸收而延遲註銷。

在吸收成本法下，固定生產間接成本是產品成本及在售出產品前被視為
資產。在邊際成本法下，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則作期間成本處理，並在當
期損益表中列為費用。

老師重溫三種不同的情況：

1.若生產單位多於銷售單位，按吸收成本法計算的淨利會高於邊際成本
法。由於存貨增加，在吸收成本法下，本會計期間的部分固定生產間接
成本已被財務狀況表所顯示的期末存貨吸收；而在邊際成本法下，所有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均在本會計期的損益表內註銷。

2.若生產單位少於銷售單位，按吸收成本法計算的淨利會低於邊際成本
法。由於存貨減少，在吸收成本法下，被上期存貨吸收的固定生產間接
成本會在本期間的損益表內註銷。在邊際成本法下，沒有從上期結轉的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會計入本期的損益表內。

3.若生產單位等於銷售單位，按吸收成本法計算的淨利會與按邊際成本
法計算的淨利相同。因為當生產等於銷售，在兩種成本計算方法下，於
損益表中註銷的固定生產間接成本金額是相同的。

4



教師利用個案，解釋吸收成本法的優點和缺點。

5



教師利用個案，解釋吸收成本法的優點和缺點。

6



教師解釋吸收成本法的特點，如何導致營業淨利下跌。

7



教師解釋支持採用吸收成本法的論點。

8



教師解釋支持採用吸收成本法的論點。

9



教師解釋反對採用吸收成本法的論點。

10



教師解釋反對採用吸收成本法的論點。

11



教師繼續利用這個個案，解釋邊際成本法的優點和缺點。

12



教師解釋支持採用邊際成本法的論點。

13



教師解釋支持採用邊際成本法的論點。

14



教師解釋反對採用邊際成本法的論點。

15



教師解釋反對採用邊際成本法的論點。

16



教師解釋作業要求，並請學生完成堂課。

17



教師解釋作業要求，並請學生完成堂課。

18



教師解釋答案。

19



教師解釋答案。

20



教師總結這套教材中教授的兩種成本計算方法。

*參照第4頁的解釋。

21



教師為吸收成本法作出總結。

22



教師為本課節作出總結。

23



教師請學生在家完成問題5。

24



25



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 
堂課   

（問題與答案） 
 

第一課節 – 堂課 
 
年初時，XYZ 公司有以下的估計數字： 
  
生產間接成本  $560,000 
機器小時       8,000 
 
公司按機器小時分配生產間接成本。年終時，公司的實際數字如下： 
 
生產間接成本  $570,000 
機器小時       8,500 
 
作業要求： 
(a) 計算該年度的預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 

(b) 計算該年度少吸收或多吸收的生產間接成本額。 

 
答案： 

(a) 預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  
= $560,000 ÷ 8,000 小時 = 每機器小時$70 
 

(b)  $ 
 總生產間接成本吸收 ($70 x 8,500) 595,000 
 減：實際生產間接成本  570,000 
 多吸收生產間接成本 25,000 

   
 

第二課節 – 堂課 
 
ABC 公司估計 2018 年度的生產及銷售單位為 20,000，年初時沒有期初存貨。估計的固定生產

間接成本為$100,000，會按生產單位分配。2018 年實際的生產及銷售單位分別為 25,000 及
20,000。2018 年其他的實際資料如下： 
 每單位$  

售價 27 
直接原料 6 
直接人工 3 
變動生產間接成本 2 
變動銷售間接費用 1 
 
 $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105,000 
固定銷售間接費用 7,000 



固定行政間接費用 12,000 
 
作業要求： 
按吸收成本法， 
(a) 計算下列各項： 

(1) 預定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 

(2) 每單位產品成本。 

(3) 期末存貨數額。 

(4) 多吸收或少吸收的固定生產間接成本額。 

(b) 編製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損益表。 

 
答案： 
(a) 
(1) 預定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100,000 / 20,000 = 每單位$5 

 
(2) 每單位產品成本 = 直接原料 + 直接人工 + 變動生產間接成本 +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 $6 + $3 + $2 + $5 = $16 
 

(3) 期末存貨數額 = $16 x 5,000 = $80,000 
 

(4) 多吸收的固定生產間接成本額： 
 $ 
實際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105,000 
減：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  125,000 

多吸收固定生產間接成本額 20,000 

 
*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 = $5 x 25,000 = $125,000  

(b) ABC 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損益表 

  $’000 $’000 
 銷貨 ($27 x 20,000)  540 
 減： 銷貨成本   
  直接原料 ($6 x 25,000)  150  
  加：直接人工 ($3 x 25,000) 75  
  加：變動生產間接成本 ($2 x 25,000) 50  
  加：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  

($5 x 25,000) 
125  

   400  
  減：期末存貨 ($16 x 5,000) 80  
   320  
  減：多吸收生產間接成本 20 300 
 毛利  240 
 減： 銷售間接費用 ($7,000 + $1 x 20,000)  27 
  行政間接費用  12 
 營業淨利  201 



第三課節 – 堂課 
 
下列資料摘錄自第二課節的堂課。 
2018 年實際的生產及銷售單位分別為 25,000 單位 及 20,000 單位。2018 年其他的實際資料如

下： 
 每單位$  

售價 27 
直接原料 6 
直接人工 3 
變動生產間接成本 2 
變動銷售間接費用 1 
 
 $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105,000 
固定銷售間接費用 7,000 
固定行政間接費用 12,000 
 
作業要求： 
按邊際成本法， 
(a) 計算下列各項： 

(1) 每單位產品成本。 
(2) 期末存貨數額。 
(3) 總貢獻毛益。 

(b) 編製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損益表。 
 

答案： 
(a) 
(1) 每單位產品成本 = 直接原料 + 直接人工 + 變動生產間接成本 = $6 + $3 + $2 = $11 

 
(2) 期末存貨數額 = $11 x 5,000 = $55,000 

 
(3) 總貢獻毛益 = $(27 – 11 – 1) x 20,000 = $300,000 
  
(b) ABC 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的損益表 
  $’000 $’000 
 銷貨 ($27 x 20,000)  540 
 減： 變動銷貨成本   
  直接原料 ($6 x 25,000)  150  
  加：直接人工 ($3 x 25,000) 75  
  加：變動生產間接成本 ($2 x 25,000) 50  
   275  
  減：期末存貨 ($11 x 5,000) 55 220 
    320 
  減：變動銷售間接費用 ($1 x 20,000)  20 



 貢獻毛益  300 
 減：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105 
  固定銷售間接費用  7 
  固定行政間接費用  12 
 營業淨利  176 

 
第四課節 – 堂課 
 
ABC 公司生產及銷售單一產品，並估計以下數字： 
 $ 

每單位售價 65 
每單位變動生產成本 20 
每月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12,000 
 
公司計劃每月生產 800 單位。固定生產間接成本按生產單位吸收。第一季實際作業水平如下： 
 
 一月 二月 三月 

生產單位 800 1,000 600 
銷售單位 800 700 800 
 
公司在 1 月 1 日沒有期初存貨。實際招致的每月固定生產間接成本與估計數額相同。固定銷

售及行政間接費用為每月$10,000。  
 
作業要求： 

(a) 編製報表顯示每月存貨活動（以單位表示）。 
(b) 假設公司採用吸收成本法，  

(i) 計算每月銷貨成本。 
(ii) 編製報表計算每月淨利。 

(c) 假設公司採用邊際成本法， 
(i) 計算每月銷貨成本。 
(ii) 編製報表計算每月淨利。 

 
答案： 

(a) 顯示每月存貨活動的報表（以單位表示） 
 一月 二月 三月 

 單位 單位 單位 
期初存貨 - - 300 
加：生產 800 1,000 600 
減：銷售 (800) (700) (800) 
期末存貨 - 300 100 
 
存貨水平增加/（減少） 

 
- 

 
300 

 
(200) 

 
  



(bi) 按吸收成本法計算的每月銷貨成本 
 一月 二月 三月 

 $‘000 $‘000 $‘000 
期初存貨 - - 10.5 
加：變動生產成本 16 20 12 
加：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 12 15 9 
 28 35 31.5 
減：期末存貨 - (10.5) (3.5) 
 28 24.5 28 
加：/ 減：少/（多）吸收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 (3) 3 
銷貨成本 28 21.5 31 

 
 草算： 

按吸收成本法計算銷貨成本前，我們必須找出以下數字： 
 
(1)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 = $12,000 / 800 單位 = 每單位$15 

 
(2) 產品成本= $(20 + 15) = $35 

 
(3) 生產成本： 一月 = $35 x 800 = $28,000 

   二月 = $35 x 1,000 = $35,000 
   三月 = $35 x 600 = $21,000 

 
(4) 每月少／（多）吸收的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實際固定生產 

間接成本 

固定生產間接成

本吸收 

少／（多）吸收固定生產 

間接成本 

 $’000 $’000 $’000 
一月 12 12* 0 
二月 12 15* (3) 
三月 12 9* 3 
* 一月：$15 x 800 = $12,000; 二月：$15 x 1,000 = $15,000; 三月：$15 x 600 = $9,000 

(bii) 按吸收成本法計算每月淨利的報表 
 一月 二月 三月 

 $‘000 $‘000 $‘000 
銷貨 52 45.5 52 
減：銷貨成本 (28) (21.5) (31) 
毛利 24 24 21 
減：固定銷售及行政間接費用 (10) (10) (10) 
淨利 14 14 11 

 
(ci) 按邊際成本法計算的每月銷貨成本 

 一月 二月 三月 
 $‘000 $‘000 $‘000 
期初存貨 - - 6 
加：變動生產成本 16* 20* 12* 



 16 20 18 
減：期末存貨 - (6) (2) 
變動銷貨成本 16 14 16 

* 一月：$20 x 800 = $16,000; 二月：$20 x 1,000 = $20,000; 三月：$20 x 600 = $12,000 
 

(cii) 按邊際成本法計算每月淨利的報表 
 一月 二月 三月 

 $‘000 $‘000 $‘000 
銷貨 52 45.5 52 
減：變動銷貨成本 (16) (14) (16) 

貢獻毛益 36 31.5 36 
減：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12) (12) (12) 
減：固定銷售及行政間接費用 (10) (10) (10) 
淨利 14 9.5 14 

 
第五課節 – 堂課 
 
ABC 設計有限公司是一間室內設計公司，專營住宅單位設計。ABC 承辦的大部分工作均是為

顧客度身訂造的。因此，ABC 大部分工作都是短期的。公司一直採用吸收成本法，並按直接

人工小時將間接成本分配至個別項目成本。經理關注公司近月的項目投標失利。顧客聲稱報

價太貴。財務總監向市場經理建議，在定價時應採用邊際成本法，因為「任何大於相關變動

成本的價格總比完全沒有收入好」。 
 
作業要求： 

(a) 將所有生產間接成本視為產品成本的理據是甚麼？ 

(b) 試討論此陳述：「任何大於相關變動成本的價格總比完全沒有收入好」。 

 
答案： 

(a) 採用吸收成本法的人認為吸收成本法比邊際成本法更能配對成本和收入。他們認為，所

有生產成本必須分配至產品，以適當配對每單位的製造產品的成本和銷售收入。他們認

為，在配對成本和收入時，不需要區別變動及固定生產成本。 
 

(b) 從短期來看，此陳述可能是正確的。在這個案中，ABC 未有用盡生產能力，例如全職設

計師。無論工作量如何，在短期內都不能避免固定成本。因此，任何大於變動成本的價

格都能作出一定貢獻，減少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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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 
家課 

（問題） 
問題 1 
愛達公司在年初估計以下成本： 
          $ 

總生產間接成本  456,000 
直接人工成本   570,000 

 
愛達公司按直接人工成本分配生產間接成本。年終時，愛達公司的實際數字如下： 
              $ 

總生產間接成本  487,000 
直接人工成本  585,000 

 
作業要求： 
(a) 計算該年度的預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 （2 分） 
(b) 計算該年度少吸收或多吸收的生產間接成本。 （4 分） 
(c) 假設愛達公司調整前的銷貨成本為$780,000。在調整少吸收或多吸收的生產間接成本後，

計算經調整的銷貨成本。  （2 分） 
 （總分：8 分） 

難度：** 
 
問題 2 
查理斯公司生產及售賣單一產品。公司在年初計劃生產 100,000 單位的產品。估計固定生產間接

成本為$250,000，會按生產單位吸收。  
 
年終時，查理斯的實際數字如下： 
 
期初存貨單位 -  
生產單位 102,000 
銷售單位（每單位$40） 97,000 
  

每單位的變動成本： $ 
 直接原料 9 
 直接人工 5 
 生產間接成本 3 
 銷售佣金 2 
  

該年度的固定成本： $ 
 生產間接成本 280,000 
 銷售及行政費用 450,000 

 
作業要求： 
(a) 計算該年度的預定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 （2 分） 
(b) 計算該年度多吸收或少吸收的固定生產間接成本額。 （3 分） 
(c) 按吸收成本法編製該年度的損益表。 （10 分） 
 （總分：15 分） 
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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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大衛公司生產產品 X，並採用邊際成本法計算公司的淨利。公司亦以加權平均成本法計算存貨值。

在該年度，公司與產品 X 有關的資料如下： 
 
期初存貨單位（每單位$77） 1,000 
生產單位 15,000 
銷售單位（每單位$320） 14,800 
  

每單位的變動成本： $ 
 直接原料 20 
 直接人工 50 
 生產間接成本 15 
 銷售佣金 3 
  

該年度的固定成本： $ 
 生產間接成本 650,000 
 銷售及行政費用 450,000 

 
作業要求： 
(a) 計算期末存貨單位。 （1 分） 
(b) 計算期末存貨值。 （3 分） 
(c) 按邊際成本法編製該年度的損益表。  （8 分） 
  （總分：12 分） 
難度：*** 
 
問題 4 
 
伊甸公司在 2018 年 1 月 1 日開始營運。第一季的實際生產單位及實際銷售單位分別為 28,000 件
及 26,000 件。伊甸一位剛完成成本會計課程的朋友編製了以下的第一季損益表。 
 

伊甸公司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季度的損益表 

$’000 $’000 
銷貨（26,000 單位） 1,040 
減： 變動成本：  
 直接原料 78  
 直接人工 286  
 生產間接成本 52  
 銷售佣金 156 572 

貢獻毛益 468 
減： 固定成本：  
 生產間接成本 280  
 銷售及行政費用 205 485 

淨損失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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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甸對於第一季的損失感到不滿。她另一位從事會計的朋友堅持公司應按吸收成本法，而非邊

際成本法編製損益表。這樣，公司便有可能在該季度錄得盈利。 
 
作業要求： 
(a) 計算公司的期末存貨餘額。  （1 分） 
(b) 假設公司採用吸收成本法： 

(i) 計算單位產品成本。 （2 分） 
(ii) 編製第一季度的損益表。  （5 分） 

(c) 在第二季度，公司生產了 28,000 單位，但售出 30,000 單位。假設第二季度的售價及成本結

構維持不變： 
(i) 按邊際成本法編製報表計算淨利。 （5 分） 
(ii) 按吸收成本法編製報表計算淨利。 （3 分） 

(d) 根據以上 (a) 至 (c) 項： 
(i) 解釋在兩種成本法下期末存貨價值不同的原因。 （2 分） 
(ii) 討論這差異對第一季度及第二季度淨利的影響。  （2 分） 

 （總分：20 分） 
難度：*** 
  
 
問題 5 
 
陳芬尼是 ABC 公司的產品經理。她正檢視 2018 年第四季的生產計劃。她留意到公司本年度計劃

售出 3,800 單位及將期末存貨水平減至最低，預期於 2018 年 12 月 31 日達至 60 單位。在 2018 年

9 月 30 日，錄得以下數據。 
 

 單位 
2018 年 1 月 1 日的存貨 0 
生產 2,900 
銷貨 2,500 
2018 年 9 月 30 日的存貨 400 

 
公司在年初租用了一個最多可儲存 1,000 單位的貨倉。公司每季最大生產量為 2,000 單位。 
 
作業要求： 
(a) 假設 ABC 公司採用邊際成本法， 

(i) 公司在 2018 年第四季最少應生產多少單位？ （3 分） 
(ii) 生產單位數量會影響公司的盈利或虧損嗎？試加以說明。 （3 分） 

(b) 假設公司採用吸收成本法，而芬尼每年的花紅是按公司錄得的盈利計算。如果芬尼希望在

2018 年獲取最多的花紅，她會生產多少單位？ 試加以說明。 （6 分） 
(c) 說明使用邊際成本法作內部匯報的優點和缺點。 （4 分） 
(d) 建議 ABC 公司管理層應選擇哪一種成本計算法計算芬尼的花紅。 （4 分） 

 （總分：20 分） 
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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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收成本法和邊際成本法 
家課 

（建議答案） 
問題 1 
(a) 預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  

= $456,000 ÷ $570,000  
= 每元直接人工$0.8 （2 分） 
 

(b)  $  
 總生產間接成本吸收 ($585,000 x $0.8) 468,000 (2) 
 減：實際生產間接成本  487,000 (2) 
 少吸收的生產間接成本 19,000 （4 分） 

    
(c)  $  
 調整前的銷貨成本 780,000  
 加：少吸收的生產間接成本 19,000  
 經調整的銷貨成本 799,000 （2 分） 

   （總分：8 分） 
 
問題 2 
(a) 預定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吸收率  

= $250,000 ÷ 100,000  
= 每單位$2.5 （2 分） 
 

(b)  $  
 總生產間接成本吸收 ($2.5 x 102,000) 255,000 (2) 
 減：實際生產間接成本 280,000 (1) 
 少吸收的生產間接成本 25,000 （3 分） 

    
(c) 查理斯公司 

年度損益表 
  $’000 $’000  
 銷貨 ($40 x 97,000)  3,880 (1) 
 減： 銷貨成本    
  直接原料 ($9 x 102,000) 918  (1) 
  加：直接人工 ($5 x 102,000) 510  (1) 
  加：變動生產間接成本 ($3 x 102,000) 306  (1) 
  加：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2.5 x 102,000) 255  (1) 
   1,989   
  減：期末存貨 ($19.5* x 5,000) 97.5  (1) 
   1,891.5   
  加：少吸收的生產間接成本 25 1,916.5 (1) 
 毛利  1,963.5 (1) 
 減： 銷售及行政費用 ($2 x 97,000 +$450,000) 644 (1) 
 淨利  1,319.5 (1) 

 *$(9 + 5 + 3 + 2.5) = $19.5    
  （10 分） 
  （總分：15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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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 3 
 
(a) 期末存貨單位 = (1,000 + 15,000 – 14,800) 單位 = 1,200 單位  （1 分） 
 
(b) 每單位平均變動成本 = [$77 x 1,000 + ($20 + $50 + $15) x 15,000)] ÷ 16,000  

                                                       = $84.5 (2) 
 期末存貨值 = $84.5 x 1,200 = $101,400 (1) 
  （3 分） 
 
(c) 大衛公司 

年度損益表 
  $’000 $’000  
 銷貨 ($320 x 14,800)  4,736 (1) 
 減： 變動銷貨成本    
  期初存貨 ($77 x 1,000) 77  (0.5) 
  加：直接原料 ($20 x 15,000) 300  (0.5) 
  加：直接人工 ($50 x 15,000) 750  (0.5) 
  加：變動生產間接成本 ($15 x 15,000) 225  (0.5) 
   1,352   
  減：期末存貨 ($84.5 x 1,200) 101.4 1250.6 (1) 
    3485.4  
  減：銷售佣金 ($3 x 14,800)  44.4 (1) 
 貢獻毛益  3,441 (1) 
 減：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650  (0.5) 
  固定銷售及行政費用 450 1,100 (0.5) 
 淨利  2,341 (1) 

    （8 分） 
  （總分：12 分） 
 
問題 4 
 
(a) 公司的期末存貨餘額 = (28,000 – 26,000) 單位 = 2,000 單位 （1 分） 
 
(bi)  $  
 直接原料 ($78,000 ÷ 26,000) 3 (0.5) 
 加：直接人工 ($286,000 ÷ 26,000) 11 (0.5) 
 加：變動生產間接成本 ($52,000 ÷ 26,000) 2 (0.5) 
 加：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280,000 ÷ 28,000) 10 (0.5) 
 單位產品成本 26 （2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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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i) 伊甸公司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止季度的損益表 

  $’000 $’000  
 銷貨  1,040 (0.5) 
 減： 銷貨成本    
  直接原料 ($3 x 28,000) 84  (0.5) 
  加：直接人工 ($11 x 28,000) 308  (0.5) 
  加：變動生產間接成本 ($2 x 28,000) 56  (0.5) 
  加：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10 x 28,000) 280  (0.5) 
   728   
  減：期末存貨 ($26 x 2,000) 52 676 (1) 
 毛利  364  
 減： 銷售及行政費用 $(6* x 26,000 + 205,000)  361 (1) 
 淨利  3 (0.5) 

 
 

*$156,000 ÷ 26,000 = $6    
（5 分） 

 
(ci) 報表計算第二季淨利（按邊際成本法） 
 $’000 $’000  
 銷貨 ($40* x 30,000) 1,200 (0.5) 
 減：   變動銷貨成本    
  期初存貨 ($16** x 2,000) 32  (1) 
  加：直接原料 ($3 x 28,000) 84  (0.5) 
  加：直接人工 ($11 x 28,000) 308  (0.5) 
  加：變動生產間接成本 ($2 x 28,000) 56 480 (0.5) 
   720  
 減：銷售佣金 ($6 x 30,000)  180 (0.5) 
 貢獻毛益  540 (0.5) 
 減：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280   
  固定銷售及行政費用 205 485 (0.5) 
 淨利 55 (0.5) 

*    $1,040,000 ÷ 26,000 = $40 
** $(3 + 11 + 2) = $16 

       （5分） 
 
(cii) 報表計算第二季淨利（按吸收成本法） 
  $’000  
 銷貨 1,200 (0.5) 
 減： 銷貨成本 ($26 x 30,000) 780 (0.5) 
 毛利 420 (0.5) 
 減： 銷售及行政費用 ($6 x 30,000 + $205,000) 385 (1) 
 淨利 35 (0.5)

      （3分） 
 
(di) 吸收成本法及邊際成本法的分別在於計算產品成本時，如何處理固定生產間接成本。按吸

收成本法，在產品售出前，固定生產間接成本會被視為產品成本及資產(1)。按邊際成本法，

固定生產間接成本會被視為期間成本，及計入本期間損益表的費用(1)。  （2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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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i) 延遲註銷固定生產間接成本是吸收成本法及邊際成本法之間的淨利差額出現的原因。在吸
收成本法下，固定生產間接成本會吸收至存貨值(1)。留意作業要求(bi)及(bii)，第一季固定
生產間接成本其中的$20,000 ($10 x 2,000) 被期末存貨值吸收及結轉至第二季。按吸收成本
法計算的第一季淨利比邊際成本法多出$20,000。當這 2,000 單位在第二季售出，由上季結
轉而來的固定生產間接成本成為第二季銷貨成本的一部分，使按吸收成本法計算的第二季
淨利比邊際成本法少$20,000 (1)。 （2分） 
 （總分：20 分） 

 
問題 5 
 
(ai) ABC 公司在 2018 年第四季，應生產的最少單位為： 
 

 單位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期末存貨 60  (1) 

加：預期第四季銷貨 (3,800 - 2,500) 1,300 (1.5) 

 1,360  

減：2018 年 9 月 30 日的期末存貨 400 (0.5) 

2018 年第四季所需的生產單位  960 （3分） 

   
(aii) 如果採用邊際成本法，計劃生產的單位數目不會影響公司的盈利或虧損(1)。因為不論生產

的單位數目多少，所有固定生產間接成本會被視為期間費用(1)。因此，固定生產間接成本

不會轉移至不同期間(1)。 （3 分） 
 

(b) 要將芬尼 2018 年的花紅最大化，公司在 2018 年錄得的利潤亦需要最大化(1)。因此，芬尼

應生產貨倉最多能儲存的單位(1)。透過達到最高存貨水平（即 1,000 單位），芬尼便能將

本年度一部分的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延期至未來數年，並在本年度錄得較大利潤，以最大化

她在 2018 年獲取的花紅(1)。  （3 分） 
 
達到最高存貨水平（1,000 單位）所需的產量如下：  

 單位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期末存貨 1,000  (1) 

加：預期第四季銷貨 (3,800 - 2,500) 1,300 (1.5) 

 2,300  

減：2018 年 9 月 30 日的期末存貨 400 (0.5) 

2018 年第四季所需的生產單位 1,900 （3分） 

   
(c) 優點： 

1. 短期內，所有變動成本與決策有關，而固定生產間接成本則不相關，因為固定生產間接

成本不能避免。邊際成本法為短期決策提供一個更可靠的計算方法。 
2. 記錄總固定成本，令其更顯而易見及更易理解。 
3. 能清楚及適當顯示成本、售價及銷售量之間的關係。因此，能輕易預測銷售量的波動對

利潤的影響。 
  （各 1 分，最多 2 分） 

 
缺點： 
1. 邊際成本法假設所有費用都可根據與產量的關係分類為固定或變動費用。不過，有些費

用，例如電話帳單等，與產量無關。 
2. 很難將成本分開成為固定或變動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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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 1 分，最多 2 分） 
 
(d) 按吸收成本法計算的盈利較易被操控(1)。透過調整生產計劃，芬尼可能生產多於所需的產

量，從而提高盈利及花紅，損害公司的最大利益(1)。額外生產的單位會被浪費／持有存貨

的成本變得昂貴(1)。  
 花紅計劃應該是旨在透過增加銷售及控制費用，增加公司盈利。不過，實際情況是

目前的花紅計劃促使芬尼為公司整體產生更多費用(1)。因此，芬尼的花紅應以邊際成本法

下的盈利計算，這較難被操控(1)。  
  （各 1 分，最多 4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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