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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與公司會計

本單元出題比率：12%
「合夥與公司會計」在記帳士考試10年內配分比重達12%。其中，命題熱區集

中於四項主題「合夥會計」、「股份發行與收回」、「保留盈餘與股利」及「每股

盈餘與每股淨值」。在題型方面，選擇題及計算題分佈十分平均，表示本章題目可

大可小，其中須注意股東權益容易出股份發行、收回與股利分配等交易處理及報表

表達的綜合題型，須融會貫通徹底理解。

分析其內容主要可分為二類：(1)定義類，包括庫藏股票之會計處理與表達、
股利發放對股東權益之影響等，讀者需熟悉上述名詞之解釋，熟記相似名詞之比

較，切莫混淆。(2)計算類，包括合夥損益之分配、入夥與退夥紅利之計算與分
配、現金股利之分配、每股帳面價值與每股盈餘之計算等，均為選擇題常見考題，

另有綜合各類交易的合夥與公司會計題目，此類題目常需作分錄，並計算相關科

目餘額，讀者除需熟記各類交易之分錄格式，可輔以T字帳計算餘額，當能掌握得
分。

命題熱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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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會計

公司會計

開業

與損益分配

新合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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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合夥人

退夥

股份發行

庫藏股票

股利分配

現金股利

股票股利

註銷庫藏股

再發行庫藏股

收回庫藏股

非現金發行

現金發行

取回資產退夥

出售權益與舊
合夥人

投入資產入夥

購買舊合夥人
權益

◎入夥：合夥人可以現金、非現金資產或勞務出資

◎損益分配：按一定比率分配、或扣除薪資與資本利息後分配

◎合夥組織權益總熟不變，調整新舊合夥人
　帳戶餘額

◎投入資產＞取得權益：舊合夥人取得紅利

◎投入資產＜取得權益：新合夥人取得紅利

◎取回資產＞退還權益：新合夥人取得紅利

◎取回資產＜退還權益：舊合夥人取得紅利

◎直接發行、認購發行

◎多種證券合併發行：分別認列

◎再發行價格＞成本：列為資本公積

◎再發行價格＜成本：沖資本公積或保留盈餘

◎原發行價格＞成本：列為資本公積

◎原發行價格＜成本：沖資本公積或保留盈餘

◎宣告日認列「應付股利」

◎特別股與普通股現金股利之分配

◎發行價格：收到財產或勞務公允價值

◎小額股票股利：依宣告日市價沖保留盈餘

◎大額股票股利：依面額沖保留盈額

◎成本法：按收回價格列「庫藏股票」

◎合夥組織權益總熟不變，調整新舊合夥人
　帳戶餘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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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會計學概要

 合夥淨利的分配

2011年1月1日甲、乙、丙三人合夥成立好夥伴工廠。其原始投資額如下：
甲$90,000；乙$120,000；丙$180,000
根據合夥契約，合夥年度損益應依下列規定分配給合夥人：

1. 全年薪資：甲$12,000；乙$10,000；丙$8,000。
2. 按該年度各合夥人的平均資本額給予年息10%之利息。
3. 剩餘部分平均分配。
另有資料如下：

1. 合夥事業2011年12月31日截止年度之淨利為$48,250。
2. 甲在2011年7月1日增加對合夥事業的投資$20,000。
3. 丙在2011年10月1日自合夥事業提用$30,000。
試作：（12分）
1. 編表列明2011年淨利於三合夥人間之分配。
2. 編表列明2011年12月31日各合夥人資本。   　　　（100記帳士）

1. 甲平均資本＝$90,000×
6

12
9

12
3

12 + $110,000×
6

12
9

12
3

12＝$100,000
乙平均資本＝$120,000
丙平均資本＝$180,000×

6
12

9
12

3
12 + $150,000×

6
12

9
12

3
12＝$172,500

甲 乙 丙 合計

薪資 $12,000 $10,000 $8,000 $30,000
平均資本利息 10,000 12,000 17,250 39,250
餘數平均    (7,000)    (7,000)    (7,000)  (21,000)
合計 $15,000 $15,000 $18,250 $48,250

2.

甲 乙 丙 合計

期初餘額 $90,000 $120,000 $180,000 $390,000
本期投資 20,000 20,000
本期提取 (30,000) (30,000)
淨利分配 15,000 15,000 18,250 48,250
期末餘額 $15,000 $ 15,000 $ 18,250 $428,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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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解說

1.  開業記錄：合夥人可以現金、非現金資產或提供勞務等方式出資，合夥人投

入之非現金資產及負債，必須依投入當時之公允價值入帳；勞務出資之價值

由合夥人共同評定。

2. 合夥人後續投資：同開業出資。

3. 合夥人提取

(1)提取現金：借記「合夥人往來」，貸記「現金」。
(2) 提取商品：借記「合夥人往來」，貸記「進貨（存貨）」（以成本評價）
或「銷貨收入」（以售價評價）。

4. 合夥損益之分配

(1) 損益依一定比例分配：泝平均分配、沴依契約之約定比例分配、沊依合夥

人期初、期末或平均資本額比例分配。

(2)淨利（損）扣除合夥人資本利息或（及）薪資後，再依一定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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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會計學概要

 新合夥人入夥

花蓮商店係由甲、乙二人共同成立，損益分配方法是按期初資本額比例分配，2006
年1月1日甲合夥人資本$300,000及乙合夥人資本$200,000，2006年1月2日甲、乙合
夥人同意丙加入花蓮商店，是分別按下列情況作丙入夥分錄：

1. 丙出資$120,000，取得甲購買
3

12
1
2股權。

2. 丙出資$100,000，取得新花蓮商店的20%合夥權益。
3. 丙出資$150,000，取得新花蓮商店的20%合夥權益。

1. 丙取得甲公司權益
3

12
1
2＝$300,000×

3
12

1
2＝$150,000

2006年1月2日  合夥人資本—甲  　　 150,000
   　　合夥人資本—丙   　　 150,000

2. 丙取得合夥權益＝($300,000 + $200,000 + $100,000)×20%＝$120,000
丙取得紅利＝$120,000 - $100,000＝$20,000

甲應減少權益＝$20,000×
$ ,
$ ,

$ ,
$ ,

300 000
500 000

200 000
500 000＝$12,000

乙應減少權益＝$20,000×
$ ,
$ ,

$ ,
$ ,

300 000
500 000

200 000
500 000＝$8,000

2006年1月2日  現金    　　 100,000
   合夥人資本—甲  　　 12,000
   合夥人資本—乙  　　 8,000
   　　合夥人資本—丙   　　 120,000

3. 丙取得合夥權益＝($300,000 + $200,000 + $150,000)×20%＝$130,000
甲、乙取得紅利＝$150,000 - $130,000＝$20,000
甲應增加權益＝$20,000×60%＝$12,000
乙應增加權益＝$20,000×40%＝$8,000
2006年1月2日  現金    　　 150,000
   　　合夥人資本—甲   　　 12,000
   　　合夥人資本—乙   　　 8,000
   　　合夥人資本—丙   　　 1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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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解說

1. 新合夥人購買舊合夥人之權益入夥

(1)屬新舊合夥人間之交易。
(2)不影響合夥組織之資產與負債，亦不影響業主權益總數。
(3)會計處理上僅需將舊合夥人之資本轉至新合夥人名下即可。

2. 投入新資本

(1) 屬新合夥人與合夥組織間之交易，合夥組織之淨資產與資本總額將同時增
加。

(2) 取得之權益等於投入之淨資產價值時，合夥組織之淨資產增加，而新合夥
人之資本亦同時等額增加。

(3)取得之權益≠投入之淨資產價值

取得之權益＜投入之淨資產價值 取得之權益＞投入之淨資產價值

泝�視為新合夥人給予舊合夥人之紅

利。

沴�應按舊合夥人之損益分配比例分

配，增加舊合夥人之資本。

泝�視為舊合夥人給予新合夥人之紅

利。

沴�應按舊合夥人之損益分配比例分

配，減少舊合夥人之資本。

(4)紅利金額之計算及其分配程序

泝
新合夥人入夥後
合夥資本總額

合夥
原本資本額

＝
新合夥人投入
總價

＋

沴
新合夥人
資本額

新合夥人入夥後
合夥資本總額

＝
新合夥人
權益比例

×

沊紅利
新合夥人投入
之淨資產價值

＝
新合夥人
資本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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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會計學概要

 原合夥人退夥

大愛商店X9年12月31日之資產負債表餘額如下：

現金   $245,000 應付帳款  　$ 46,000
存貨   171,000 合夥人資本—甲 150,000
土地   80,000 合夥人資本—乙 200,000
房屋（淨額） 150,000 合夥人資本—丙 　 250,000

甲、乙、丙損益分配比例分別為1:2:3，試分別按下列情況作甲合夥人退夥分錄：
1. 甲以$130,000出售全部權益予丙。
2. 甲合夥人因故退夥，其他合夥人同意退給甲$180,000。
3. 甲合夥人因故退夥，其他合夥人同意退給甲$140,000。

1. X9年12月31日  合夥人資本—甲  　 150,000
   　　合夥人資本—丙   　　 150,000

2. 甲取得紅利＝$180,000 - $150,000＝$30,000

乙應減少權益＝$30,000×
2
5

3
5＝$12,000

丙應減少權益＝$30,000×
2
5

3
5＝$18,000

X9年12月31日  合夥人資本—甲  　 150,000
   合夥人資本—乙  　 12,000
   合夥人資本—丙  　 18,000
   　　現金    　　 180,000

3. 乙、丙取得紅利＝$150,000 - $140,000＝$10,000

乙應增加權益＝$10,000×
2
5

3
5＝$4,000

丙應增加權益＝$10,000×
2
5

3
5＝$6,000

X9年12月31日  合夥人資本—甲  　 150,000
   　　合夥人資本—乙   　　 4,000
   　　合夥人資本—丙   　　 6,000
   　　現金    　　 1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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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解說

1. 舊合夥人將權益轉售予其他合夥人退夥

(1)屬合夥人私人間之交易。
(2)不論其成交金額為若干，均不影響合夥組織之資產與負債。
(3)需將退夥合夥人之資本轉至受讓權益的合夥人名下。

2.  由合夥組織取回現金或其他資產，屬退夥合夥人與合夥組織間之交易，將使

合夥組織之淨資產與資本總額同時減少。

(1) 取回之淨資產等於退夥時資本之餘額時，合夥組織之淨資產減少，而退夥
合夥人之資本亦同時等額減少。

(2)取回之淨資產≠退夥時資本之餘額

紅利
退夥合夥人收回
之淨資產價值

＝
退夥合夥人
資本餘額

－

取回之淨資產＞退夥時資本之餘額 取回之淨資產＜退夥時資本之餘額

泝�視為其他合夥人給予退夥合夥人之

紅利。

沴�應按其他合夥人之相對損益分配比

例分配，減少其他合夥人資本。

泝�視為退夥合夥人給予其他合夥人之

紅利。

沴�應按其他合夥人之相對損益分配比

例分配，增加其他合夥人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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