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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堂 企業的基本概論】 

關鍵考點 1.企業的定義與效用 

【出題熱度】★★ 
企業(Business)是由個人或一群人所組成的組織，透過生產要素的取得與運用，以提供可滿足消

費者需求的產品或服務，並藉此獲取利潤來作為營業目的。 

企業對於社會的貢獻與價值是不容忽視，其對人類需求滿足，提供了以下的效用(utility): 

 資源的形式效用:由原物料形式轉換成產品或服務，以提高資源使用價值。 

 資源的地點效用:透過市場交易機制，擴大財貨的使用空間與範圍。 

 資源的時間效用:協調生產與消費的時間差距，彌補供需缺口。 

 資源的所有權效用:因獲得一產品或服務而有權使用、處理或消費的效用。  

 非實體資源享用的效用:服務可提供直接或間接的活動或行為，是無形的。 

 
【進階挑戰】 
企業的生產要素(factors of production)是指企業用來生產商品或服務所要投入的資源，包括人

力、資金、自然資源、實體資源、企業家(創業家精神)及資訊等資源。而經濟學裡所指生產要

素或資源（Resources），則是代表所有生產行為中最基本的投入，包括土地、勞動及資本，其

中資本又指機器設備及建築物。 

 
【發燒話題】 
 創業家精神(Entrepreneurship):指創業家在創立和經營一項新事業或企業時，對於隨著創業而

來的風險與機會的一種承擔意願。其人格特質包括: 顧客導向觀念、堅持的毅力、能面對現

實、掌握數字的能力、知覺風險的能力、 學習與創新的能力、團隊精神。 

 內部創業(Internal corporate entrepreneurship):指在大型企業中，某些具有創意的員工用公司的

現存資源來進行創業。亦即在原有企業內另創一個新的事業，這種機會可能是從母公司的產

品或作業所衍生出的新事業。 

【歷屆試題觀摩】 

（  ） 下列何者非屬「企業」的定義? 

企業是由個人或一群人組成的組織  生產要素的取得與運用 

不以追求利潤為目的  滿足消費者需求的產品或服務。 

(99 台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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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企業的基石為生產要素，下列何者不屬於傳統的生產要素？ 

自然資源  知識  勞力  資金。 

(109 桃機) 

（  ） 廠商將原物料轉化成最終產品、服務的價值，可謂創造：  

時間效用  形式效用  地點效用  所有權效用。 

(105 台鐵) 

（  ） 「效用(utility)」是指一項產品能夠滿足顧客需求的能力，一般可分為形式  效用

(form utility)、時間效用 (time utility)、地點效用 (place utility) 與所有權效用

(ownership utility)。當顧客有需求時，就有產品適時提供滿 足其需求,是屬於下列

哪一種效用?  

 形式效用  時間效用  地點效用  所有權效用。 

(105 中華郵政) 

（  ） 在創立和經營一項新產品或新事業時，對於伴隨創業所帶來的諸多決策選擇及風險

承擔的意願，稱為下列何者？ 

顧客價值  商業模式  創業精神  生產資源。 

(109 台酒) 

 
解答 

1 2 3 4 5 

C B B B C 

關鍵考點 2.企業的種類 

【出題熱度】★★★ 

企業的種類可依所有權、經營主體、其他或特殊等型態來加以區分。 

 依經營所有權區分 

根據我國相關法令規定，企業的經營型態因業主權利義務不同，可分為獨資、合夥和公司三大

類型。 

獨資(Sole Proprietorship） 

指一自然人以自己為權利義務的主體，依法登記從事商業交易，以賺取利潤的組織。獨資經常

是企業剛開始創業的最簡單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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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夥(Partnership） 

指兩人以上互約出資以共同經營事業之契約，合夥人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每位合夥人並依其

所投入資金、技術或經驗，而擁有一定比例的股份，利潤則按所協定比例來分配。 

公司(Corporation） 

一種由股東所擁有的企業型態，其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在法律上具有獨立的人格，是一個法

律個體。根據公司法規定可分為無限、有限、兩合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四種。 

 
【進階挑戰】 
公司法第 1 條:「本法所稱公司，謂以營利為目的，依照本法組織、登記、成立之社團法人。

公司經營業務，應遵守法令及商業倫理規範，得採行增進公共利益之行為，以善盡其社會責

任。」 

公司法第 2 條:「公司分為左列四種： 

無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 之公司。 

有限公司：由一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 任之公司。 

兩合公司：指一人以上無限責任股東，與一人以上有限責任股東所組 織，其無限責任股

東對公司債務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有限責任股東 就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負其責任之

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指二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股東一人所組織，全部 資本分為股份；股

東就其所認股份，對公司負其責任之公司。」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後，股票可在證券市場上自由流通，有助於資金募集，同時便於一般大眾

投資，又可分為上市及上櫃。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權人為股東，最高權力機關為股東會，並選

出董事組成董事會，代表股東參與經營。 

 
 組成人數與股東責任 

類型 組成人數 股東責任 法律依據 

獨資 1 人 負無限清償責任 商業登記法 

合夥 2 人 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 民法 

公司 

無限公司 2 人以上 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 公司法 

有限公司 1 人以上 負有限責任 〞 

兩合公司 1 人無限、1 人有限責任 1 人負無限、另 1 人有限責任 〞 

股份有限公司 2 人以上股東或政府、法人 負有限責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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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者優缺點的比較   

  優點 缺點 

  成立與解散容易 籌資不易，企業規模受限 

獨資 經營管理單純 業主須負無限清償責任 

  經營成果獨享 事業生命有限，難以快速成長 

  賦稅負擔較低 難以吸引優秀人才 

  較多的財務來源 合夥人須負連帶無限清償責任 

合夥 較多的人才 利潤由合夥人分享 

  比獨資有較長壽命 合夥人間對經營上意見不合，易生衝突

  比公司法律門檻低 所有權轉讓困難，不容易退出 

  僅負有限清償責任。 有重複課稅的問題 

  股權可自由轉讓 機動性較差 

公司 有利於資金的籌措 開辦成本較高 

  投資與結束投資容易 複雜的法律要求 

  企業存續時間較長 可能產生高昂的代理成本 

資料改編自:張緯良《企業概論：掌握本質創造優勢》，前程文化 

依經營主體區分 

公營事業:以政府資金擁有或成立的事業，通常政府資本超過 50%，具獨佔 性，如台電、自

來水、台鐵等。其目的是發展國家資本、促進經濟建設與 便利人民生活。 

民營企業:由民間私人所經營之事業，如台塑企業、長榮國際公司、鴻海科 技集團等。 

公私合營企業:由政府官方及民間私人共同出資合營者，如屏東海生館為國 內第一個公私營

的 BOT 的博物館，其係由民間投資興建、營運，並在契約 規定的年限到期後將所有權移轉

給政府運作的合作模式。 

外資企業:由外國公司投資經營的企業，包括外國獨資企業及中外合資企 業。如 Google、德

州儀器、三星電子、宜家家居(IKEA)公司等。 

 
【進階挑戰】 
為配合政府政策，推動民營化至今，經濟部國營會已完成中石化、中工、中鋼、台肥、中興紙

業、台機、農工、台鹽、唐榮、台船及漢翔等 11 家公司民營化，民營化成果頗具績效，對國

家財政亦有相當的貢獻。 

 
 企業的其他型式 

微型企業:很多創業者一開始便很安於經營某些超小型企業(員工數 5 人以 下)，大部分集中

在服務業，並且有不少的微型企業是屬於家庭式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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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業:相對規模較小，經營管理是獨立的，通常業主就是經理人。其規 模以資本額、營

業額與員工人數來界定，會隨時空環境改變。其特性包括: 

 ①相對規模有限，無法產生規模經濟的效益。 

 ②管理上業主事必躬親，企業成敗售個人因素影響很大。 

 ③規模有限，資金不足，無法吸引人才。 

 ④反映潮流，比較有彈性。 

家族企業:指企業經營權與決策權可以由家族成員充分掌握的企業，企業利 益與家族利益相

結合，甚至超越股東利益。其特性包括: 

 ①重要管理職位都由家族成員占有，外人不易進入核心。 

 ②重用家族成員、難以吸引優秀人才。 

 ③企業的員工多實行終身雇佣制，員工穩定且很少流動。 

 ④員工對企業的依賴性高，企業有較強凝聚力。 

 ⑤管理過分重視人情，忽視制度建立與管理。 

 ⑥管理者與員工在感情上存在著感恩的思想。 

集團企業:由若干法律上獨立的企業個體，經由某種特殊連結的結合，而形 成具「集團性」

的商業團體。採取多角化或垂直整合行動，各分公司在集 團統一規劃下支援或互補。 

跨國企業:指一個企業跨越了國家界限而從事經濟活動，其形式包含進出口  貿易、委託製

造、技術授權、加盟、合資、海外投資設廠等。 

連鎖加盟企業: 一種存在於總部和加盟者之間的持續關係。總部賦與對方 一項執照特權，

使其能經營生意；再加上對其組織、訓練、採購和管理的 協助。相對地也要求加盟者付與

相當的代價，做為報償。其種類可分為直 營連鎖（RC）、自願加盟連鎖（VC）、特許加

盟連鎖（FC1）、委託加盟連鎖（FC2）、合作加盟連鎖（CC）。 

 
【進階挑戰】 
企業或公司型態也可根據下列方式來作區分: 

按投資者型態可分為獨資、合夥、公司。 

按擁有型態可分為國營事業、民營企業。 

按註冊地申請可分為本土化企業、外國企業、國外分公司。 

按市場競爭性可分為獨占企業、寡占企業、完全競爭企業。 

按利潤型態可分為營利企業、非營利企業。 

按股票是否公開發行可分為股票公開發行公司、股票未公開發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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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燒話題】 
社會企業(Social Enterprise）:從英國興起的企業型態，目前並無統一的定 義。概括而言，社

會企業從事的是公益性事業，它透過市場機制來調動社會力量，將商業策略最大程度運用於改

善人類和環境生存條件，而非為外在的利益 相關者謀取最大利益，其投資主要用於企業本身

或社會。 

【歷屆試題觀摩】 

（  ） 下列何者非屬企業所有權的型態？  

獨資  合夥組織  自由工作者  有限公司。 

(103 中華電) 

（  ） 有關獨資企業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設立手續簡便   經營管理決策迅速  

資金受限   有限清償責任。   

(108 台酒) 

（  ） 下列何種公司型態是二人以上股東所組織，全部資本分為股份；股東就其所認股份

對公司負其責任？ 

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無限公司  兩合公司。 

(109 台酒) 

（  ） 下列對於「中小企業」的敘述，哪些是正確的？  

經營管理是獨立的，通常業主即是經理人 

在管理上有許多專業的管理人士    

相對規模較有限   

管理較具彈性，決策反應快，能隨時調整經營方向。 

(107 台水) 

（  ） 有關家族企業的敘述，下列何者錯誤？  

主要管理職位都由家族成員占有，外人不易進入核心  

企業的員工多實行終身雇佣制，員工穩定且很少流動  

員工對企業的依賴性不高，企業缺乏凝聚力  

管理過分重視人情，忽視制度建設和管理。 

(105 台糖) 

鼎文公職 
試閱講義



 
 

鼎文文理補習班 13 本講義內容為授課講師所有，翻印必究

 

（  ） 以解決特定社會問題為核心的企業型態組織，不靠捐贈，而靠日常營運自給自足的

企業稱？ 

非營利組織  社會企業  財團法人  社團法人。 

(106 經濟部) 

 
解答 

1 2 3 4 5 

C D A ACD C 

6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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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考點 3.企業的經營環境 

【出題熱度】★★ 

企業經營與環境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企業面臨的環境大致可分為：內部環境、任務環境、總體

環境。 

 

內部環境：為企業內部的因素，如組織結構、管理程序、組織文化等，可以有效    控制，端

賴良好的管理功能發揮。 

產業環境：為企業直接面對環境，如顧客、競爭者、供應商、經銷商、地方社區、利益團體等，

可加以改變。 

總體環境：不會直接影響企業，但會透過產業競爭環境因素間接影響到企業運作， 

如政治法律、科技、社會文化、經濟、自然環境等，無法改變只能調整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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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燒話題】 
PEST 分析:利用環境掃描分析總體環境中的政治(Political)含政府職能、政治風險、政府政策、

法律等，經濟(Economic)含國民所得、景氣循環、景氣對策信號、利率與匯率、通貨膨脹率等，

社會(Social)含人口結構、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價值觀與行為規範等，科技(Technological)含

新技術的出現、舊技術的淘汰和技術的轉換等，藉以檢視企業所處環境，以及未來發展的方向。

【歷屆試題觀摩】 

（  ） 企業進行總體環境分析時，常使用 P.E.S.T.分析，下列何者不屬於 P.E.S.T.面向？  

政治環境  競爭對手  社會環境  科技環境。 

(109 台鐵營運人員) 

（  ） 近年來台灣社會逐漸面臨少子化與高齡化的壓力，也影響企業經營環境，請問此一

分析，主要是企業一般環境中，哪部分分析會得到的結果？ 

科技環境分析   政治與法律環境分析  

人口統計變項環境分析  自然生態環境分析。 

(108 台酒) 

（  ） 現在生活十分方便，透過手機可以訂餐、可以付款；以前寄信，後來可以傳  email，

也可以經過通訊軟體 直接連絡到對方；就算是想看書，也有許多的電子書可以直

接在平板電腦上看。這樣的改變對於企業來說，最屬於那種環境條件： 

 人口統計變數環境  變革環境   

科技環境   管理環境。 

(108 台鐵佐級) 

（  ） 企業面臨潛在競爭者的挑戰是屬於何種環境因素？ 

內在環境  產業環境  總體環境  國際環境。 

(109 中華郵政身障) 

（  ） 組織的運作會受到其內部環境(internal environment)的影響，此外，組織的運作也

會受到外部環境 (external environment)的影響。請問下列何者不屬於組織內部環

境？ 

顧客  所有者(owner)  員工  文化。 

(103 台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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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答 

1 2 3 4 5 

B C C B AD 

關鍵考點 4.企業倫理與社會責任  

【出題熱度】 ★★★★ 

近年我國爆發多件塑化劑、黑心毒油等食品安全事件，同樣的，隨經濟全球化商業模式，大型跨

國企業也發生了諸多商業醜聞、金融弊案、勞資衝突、環境污染、血汗工廠等案例，造成國際社

會嚴重的問題與衝擊。因此，企業倫理及企業社會責任議題備受全球的關注。  

 企業倫理 

企業倫理是企業行為處世的對錯信念，或遵循的道德原則與標準。管理者在作決策時所依據的

倫理道德參考架構，一般而言，包括功利主義觀點、基本權利觀點、公平正義觀點、均衡務實

觀點等四種不同觀點。 

功利主義觀點 

提供最多數人的最大效用為道德原則，管理者衡量不同關係人之間的利害 關係，決定一個

可以為最多數人提供效用的方案。 

基本權利觀點 

強調每個人的權利與自由的重要性，企業的決策必須基於對基本道德權利 的考量，例如自

由、生命安全、隱私權、言論自由等。 

公平正義觀點 

保護未受重視或沒有權力的利害關係人，公正無私的處理問題，以符合公平與正義原則。 

均衡務實觀點 

企業在處理道德議題時，同時考量決策的效用及後果，對個人權益的影響， 以及是否符合

公平正義，以補足各自不足的地方。 

 企業社會責任 

企業社會責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的觀念開始於二十世紀初期的美國。世

界永續發展委員會(WBCSD)將企業社會責任定義為「一種企業為求得經濟永續發展共同與員

工、家庭、社區 與地方、社會營造高品質生活的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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