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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老友所衣」本著關心及了解第三齡人士的需要而成立。第三齡是指一些剛退休，對社會的

責任減輕了，可以擁有更多時間追求個人滿足感的人士。隨著生活及健康質素的提升，不少

第三齡人士退休後仍非常有活力，而且對衣著品味及消閒娛樂亦有更高要求。因此本公司會

從兩方面著手照顧此等需求。 

 

   首先。本公司經營一間專為第三齡人士而設的服裝店，並邀請退休時裝設計師擔任顧問，設

計適合他們的服裝，令他們能夠在款式千篇一律的服裝店外有多一個選擇。因應愈來愈多第

三齡人士喜愛遠足郊遊，我們亦為顧客提供適合遠足專用的服裝及物品。 

 

  另外，本公司會為第三齡人士提供一站式遠足團服務，我們會設計合適他們的遠足路線，協

助他們選購適合遠足裝備，並且在旅程中擔任導遊的角色帶領及照顧他們，務求令顧客玩得

開心又放心。 

 

  我們相信隨著人口老化及生活質素的提升，第三齡人士專用的產品及服務的需 

求亦會不斷上升，本公司希望能成為行業的先驅者外，亦致力改善第三齡人士的生活從而履

行社會責任。 「老友所衣」讓第三齡人士「老有所依」!  

公司簡介 

公司名稱: 老友所衣 

公司商標: 

 

目的 

本公司是為了提升第三齡人士的生活素質而設。 鑑於現今社會大多數企業的目標顧客皆為年

青人或在職人士，忽略了第三齡人士的需要，以致第三齡人士的生活單調。 有見及此，本公

司的產品及服務都專為第三齡人士而設，希望達到關懷第三齡人士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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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名為「老友所衣」。「老」點出了本公司的目

標顧客為一般正享受退休生活的第三齡人士。在這

市場主導的城市裏，現今的企業大多只著眼於較高

收入的中青年顧客群，卻甚少顧及第三齡人士的需

要，尤其是服裝方面，第三齡人士往往面對欠缺選

擇、衣不稱身等煩惱，「友」，通「有」，故此，本公

司希望與顧客建立親厚、互信的關系，我們願「友」

伴第三齡人士並致力提供最能符合第三齡人士需求

的產品和服務，使他們生活豐足，並能有所「衣」

靠。	  



	  

願景 

透過提供合適的產品和的活動，回饋一群曾經為社會默默耕耘的第三齡人士，使他們享受退

休生活，並在社會上加強關愛長者的風氣，履行企業社會責任。 

使命 

1. 提供專為第三齡人士設計的衣裳及遠足用品 

2. 透過遠足團促進第三齡人士身心健康、擴闊社交圈子 

3. 以可持續經營的方式助人自助﹑實踐老有所為 

4. 讓第三齡長者仍能選擇在退休後繼續貢獻社會﹑追求個人滿足感                

公司流程圖 

1)  時裝 

 
2)  遠足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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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徵詢長者顧	  	  
問和邀請退休時 	  
裝設計師合作

定期設計合乎不同	  	  
需求、場合的衣服	  	  

和行山裝備

送草圖到生產	  	  
成本較低的內	  	  

地廠房
收取廠房的樣本	  	  
以確保產品合乎	  	  

預期品質

從廠房訂購產品或	  	  
從批發商購買產品  

〔如行山設備〕

透過官方網站、社交網站
及店內海報宣傳發放昀新
產品資訊。並夥拍同區長
者中心及於街上派發宣傳

單張。
供應商依時送貨到

店舖銷售。

收集意見,完善日
後服務。

定期徵詢長者顧問,搜集意見
以設計不同主題、難度的遠

足路線。

聘請由香港旅遊業議
會批核 及有照顧長者
經驗的兼職領隊及導
遊

透過官方網站、社交網站、店內海報
宣傳發放昀新遠足團資訊,	  並夥拍同區

長者中心及於街上派發宣傳單張。

接受顧客報	  	  
名並為團友	  	  
代購保險

視乎成團人數,	  決定同
行領隊及導遊人數,	  並

預先安排膳食。

出發當天人
齊後集合出

發。

旅途完結時拍
攝即影即有相
片為記念和參
與獎勵計劃的
證明,	  並且收
集意見,	  完善

日後服務。



	  

3) 興趣班 

 

社會責任 

  一間企業的經營目的不僅是為了提升股東投資回報還需兼顧到其他持份者的利益–如顧客、

員工、社區和政府等。本公司承諾會為顧客提供 優質的產品和服務，以滿足顧客的需要。

除了賺取利潤，還會致力回饋社會。 

1. 顧客 

由於現今社會企業大多著重高消費力的在職人士而忽視第三齡人士的需要。本公司將會致

力改善他們的退休生活，使之更充實，以關懷第三齡人士的需要為首要目標，從而提升他

們的生活素質。本公司會提供貼心的服務及優質而舒適的服裝、安全且耐用的遠足產品、

提供貼心的遠足導賞服務及實用的興趣班。收費合理，做到以客為先。 

2. 員工 

由於本公司以第三齡人士為服務對象，因此公司會致力挽留有相關經驗的員工。本公司將

會給予員工理想的薪金和福利，例如員工在本公司購物時可獲折扣優惠等。此外，本公司

希望創造一個和諧的工作環境，增加他們對公司的歸屬感，倒如在制定政策時會與員工共

同討論，考慮他們意見。 

3. 社區 

本公司會推行一個舊衣回收計劃，收集顧客自願捐贈的舊衣，其後將舊衣轉贈給有需要的

人或樂施會、世界宣明會等扶貧機構。此外，本公司會接受長者福利機構，例如香港耆康

老人福利會等，於店內設置籌款箱，讓顧客自願捐款。 

4. 政府 

本公司會履行立稅義務，如期申報及繳交利得稅。另外，我們會配合政府在長者福利方

面的施政方針協助長者，例如張貼海報通知長者政府 新年度的津貼額、福利措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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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導師制定課程時間、內容等細
節

於宣傳渠道發放課程資訊

接受報名及收取費用

在課堂上紀錄花絮，以
吸引其他潛在顧客。

於課程完結時收集意見，
完善課堂。



	  

公司產品 

1. 遠足服裝系列 

 

    

   

    

防曬帽 1  $130 

功能:  

Ø 帽舌的覆蓋範圍能給面部和頸部提供完全的遮陽效果。可

摘除下巴固定繩，還可以完全收緊，也可以把下巴固定繩

的兩角翻到頸後面收緊，這樣遮陽裙邊就只遮蓋了頸的後

部，面部保持了良好的通風效果。 

Ø 具備了防 UV 功能 

防曬帽 2  $110 

Ø 具備了防 UV 功能 

所有防曬帽都采用尼龍面料. 由於尼龍擁有輕量,柔軟,保溫等特

色, 所以非常適合户外運動需求. 

  

   

  

太陽眼鏡 $80 

功能: 

Ø 能過濾 99%或以上的紫外線 

Ø 過濾有害的紫外線,減少強烈的光線進入眼睛 

備註: 患有老花的顧客可選購本公司提供的老花太陽眼鏡 

 

    

特別防滑行山鞋  $530 

功能: 

Ø 透氣 

Ø 防滑 

特色: 

Ø 輕巧 (以減輕顧客在行山時的負荷) 

 

         

         

風褸  $210 

功能: 

Ø 防水防風 

Ø 容易收納(可摺成超迷你尺寸, 方便易攜 

保暖風褸  $290 

(冬天時可選購保暖功能較好的風褸) 

功能: 

Ø 防水防風 

特色:  

Ø 內裹絨布, 擋風保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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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遠足用具系列 

       

便攜式組合餐具套裝 $40 

特色: 

Ø 分拆式(易攜) 

   

 

收縮水杯  $30 

特色: 

Ø 容易收縮,減少所佔空間 

Ø 輕便易攜 

         

萬用餐具  $50 

特色: 

Ø 多用途(叉,湯匙,罐頭刀等) 

Ø 易攜 

        

電筒  $50 

          

迷你電風扇  $40 

特色: 

Ø 可調節風力 

            

防滑行山杖  $ 150 

特色: 

Ø 可伸縮(顧客可按自己身高選擇合適的長度) 

Ø L 型角度手柄，更舒適 

Ø 防滑，行山更安心 (行山杖底部會采用防滑物料) 

Ø 輕巧 (使用鋁金屬及玻璃纖維物料) 

       

指南針(大字體)  $60 

特色: 

Ø 字體較大, 較清晰 

           

          

行山背囊 $ 570 

特色: 

Ø 緊貼脊椎 (重量的負荷能平均分配,減少形成腰痛的情況) 

Ø 設有腰帶 (將整個背囊的大部份重量帶到腰部，將重量由肩

膊轉至雙腳) 

Ø 底部設有防水物料 (下雨時把背囊底部的拉鍊拉開,取出防水

的物料把背囊罩著)                                  5    



	  

 

        

          

天 然 蚊 怕 水   $50 

材 料 （ 1 支 裝 份 量 ）  

1) 50 毫 升 噴 霧 樽  

2) 5 毫 升 酒 精  

3) 45 毫 升 蒸 餾 水  

4) 3 種 天 然 香 薰 油 包 括 香 茅 、 薰 衣 草 及 尤  加 利  

 

做 法 :  

1.將 香 薰 油 、 酒 精 混 和 一 起  

2.香 薰 油 每 款 落 8 滴 ， 共 24 滴  

3.加 入 蒸 餾 水 ， 混 合 即 成 ， 倒 入 噴 霧 樽 內  

Ø 天然產品對人體皮膚不會造成刺激 

 

       

防曬乳  $70 

含溫和不刺激皮膚的天然成份 (例如含天然防曬功效的椰子油) 

             

 

望遠鏡  $410 

特色: 

Ø 不滑手 

Ø 簡易操作 

Ø 體積小、攜帶方便 

備註: 患有老花的顧客可選購本公司提供的老花望遠鏡 

           

防曬袖套  $70 

特色:  

Ø 防 UV 

Ø 透氣 

Ø 高彈性 

 

3. 露營用具系列 

          

照明燈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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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帳篷  $2000 

特色: 

Ø 外帳面料防水 

    

羽絨睡袋 $700 

保暖效果極強 

 

4. 時裝系列 

由於市面上大多企業的服務對象皆為年輕的一輩, 第三齡人士難以在市面上購買適合的

服裝, 所以本公司將邀請已退休的時裝設計師作義工服務, 設計一系列的日常服裝以及適

合在喜慶日子所穿著的服裝. 

   
男 1            男 2 

    

女 1            女 2 

日常款式  

市面上的服裝款式大多為年輕一代而設, 第三齡人士難以

在市面上選擇及購買合適的服裝款式,故本公司會賣出一系

列專為第三齡人士而設的服飾. 

圖中款式 

男 1: $110 

男 2: $140 

² 可訂造 

 

圖中款式 

女 1: $180 

女 2: $200 

² 可訂造 

            

喜慶日子所穿著的服裝 

退休人士大多為長者, 出席宴會時的晚裝不宜太高調, 而

市面上的晚裝款式大多都為年輕一輩而設, 款式高調暴露. 

故本公司為第三齡人士設計了一系列的晚宴服以符合他們

高雅低調的需求. 

圖中款式 

女: $350 

男: $370 

Ø 歡迎訂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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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其他服務 

公司其他服務	  
1. 遠足團	  

a)個別參與	  
本公司會為顧客設計遠足路線及作導賞服務並聘請由香港旅遊業議會批核的領隊及導遊

帶團，	  以保障參與者的安全及確保他們能夠得到全面的照顧。顧客可視乎自己的身體狀

況選擇合適自己的遠足路線，	  成團人數最少為 10人。	  本公司為第三齡人士設計這個遠

足團的目的是希望第三齡人士能透過參與遠足活動認識更多有相同興趣的朋友，從而擴闊

他們的社交圈子。	  凡參與行山團的顧客，本公司將一站式地為其代購保險服務，以確保

顧客得到保障又玩得開心。	  
本公司的遠足團會有不同的主題，	  顧客可依照自己的興趣去選擇適當的主題遠足。	  

	   1.	  浪漫	   源於昔日科技不如現今般先進，即使有拍攝照片的影樓，拍照的費用也不是人人負

擔得起，因此有很多長者在結婚時沒有拍攝婚紗相，這也成為了不少長者夫婦的遺

憾。回看現今科技變得先進，照片的素質也變得更高，有越來越多長者會攜伴補拍

婚紗相，一圓以前的夢。	  
鑑於現今第三齡長者有此需求，本公司便推出以浪漫為題的遠足團，帶第三齡夫婦

上山拍攝以山水、夕陽等美景為背景，另類的婚紗相，幫助他們圓夢。	  
Ø 本公司會提供一些有字句或有圖片的紙板給顧客作道具	  
Ø 本公司還會提供簡單的婚紗照道具給顧客。E.g.	  花球，	  頭紗	  

	   	   2	  .攝影	   現今有很多退休後的長者喜歡四處攝影，有的甚至為攝影某些品種的花而特地乘坐

飛機到當地拍攝，但其實要看櫻花不用到日本；看藍花楹不用到澳洲；看紅葉也不

用專程到日本或韓國，香港這地方便有這些特別花種盛放。在港九新界都遍布著不

同的花種，例如：櫻花、藍花楹、紅葉、豬腸豆等。只要懂得在對的時間到對的地

方，要拍攝這些花種絕不是難事。有見及此，本公司推出了以攝影為題的遠足團，

有興趣的第三齡長者只需自攜一部相機參加，屆時本公司便會帶他們到這些特別花

種綻放的地方拍攝。 
	   	   3.寫生	   郊外除了空氣清新適合第三齡長者遠足外，其怡人的風景也適合第三齡長者作寫

生。喜歡畫山水畫的第三齡長者平日可能因找不到合適的地方而靠憑空想像畫畫，

現在他們可透過參加本公司所舉行以寫生為題的遠足團到郊外寫生，親身感受大自

然的風貌，不用再憑空想像。 
Ø 本公司會提供畫架畫筆等材料給顧客，	  讓他們可在山上進行寫生活動	  

	   	   4.水上活動	   已過花甲之年的第三齡長者到外地都不能參加刺激的水上活動，如香蕉船、滑浪

等，令一些喜愛水上活動的長者心裡不是味兒。因此本公司舉行以水上活動為題的

遠足團，帶有興趣的長者到黃泥涌水塘公園參加水上活動，如划艇、乘坐水上單車

等，一解他們心頭之癢。 
價格:	  $180	  /	  1人	   (只包領隊導遊，保險，膳食，旅遊巴等費用，	  活動中的其他活動自費，

例如水上單車，划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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² 凡顧客參與本公司所舉辦的遠足團三次或以上,	  為答謝他們對我們的支持,	  本公司會向

他們派發本公司的現金券	  
	  
本公司的主要遠足路線:	  

    路線 1: 東灣                           

	   	   	   	   	  

	   	   	  

路線:	  
 
西灣亭 螺地墩 吹筒坳 西灣 鹹田灣 大灣 東灣

東灣山(山腰) 東灣 大灣 大浪坳 赤徑 	  

    路線 2: 照鏡潭 

	   	   	   	   	   	   	  

路線:	  
 
烏蛟騰 照鏡潭 新娘潭 新娘潭路	   	  

b)組別參與	  
每個人的一生都會有一群刻骨銘心的朋友，而那群朋友往往就是在學生時代認識的。在退休

後的生活百無聊賴，會不時回憶起以往自由自在的青春歲月。因此本公司推出由第三齡長者

自行組團的計劃，由自己齊集學生時代所認識的老友記，一起回到以往舉行學校旅行的地點，

重遊舊地或是在山上舉行當初在學校旅行曾進行過的活動，藉此喚起舊時快樂的回憶。	  
Ø 顧客可通知員工欲到的地點，由本公司員工為顧客度身訂造一個合適的路線。	  
2. 時裝訂造 

以滿足顧客的需求,本公司會提供訂造服務. 顧客可自行選擇布料及其花紋, 請退休設計

師根據自己身形設計出一套獨特款式的時裝 

價格: 定價由$100起**	  (視乎所訂造的衣服質料而定)	  
 

3. 縫紉興趣班 

鑑於第三齡人士退休後生活多為悠閒, 本公司將提供一個有關縫紉的興趣班給顧客, 除了

可讓他們透過參與這個興趣班以消遣之外,他們還可以在學會縫紉後為自己或家人改衣或

制衣                                                                       9 



	  

價格: $150	  (已包材料費) 
4. 改衣服務 

顧客可把不合身的衣服給本店店員作改衣服務,本公司會跟據難度及工序收取改衣費 

數據及分析 

1. 您享受現在的退休生活嗎？（1 分⇒非常不享受，10 分⇒非常享受） 

  

  

 

 

 

 

 

 

 

(第三齡人士退休生活 2009 年研究報告。BCT 第三齡

學院。2009 年 12 月) 

 

Ø 結果顯示，受訪者的平均分數只有 6.6 分。 

Ø 我們認為分數偏低的部分原因是由於退休人士未有找到適合的活動以打發閒暇。另外

經濟壓力亦是另一他們退休後遇到的困難。我們認為分數亦有上調空間，本公司針對

退休人士遇到的情況，為顧客提供物有所值的服裝及用品，並且安排適合顧客的郊遊

活動。從而提升第三齡人士對退休生活的滿意程度，改善生活質素。可見本公司極有

發展潛質。 

2. 現在退休生活的時間，主要分配在甚麼地方？ 

 

 

 

 

 

 

 

                            

 

           (第三齡人士退休生活 2009 年研究報告。BCT 第三齡學院。200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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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結果顯示，受訪者退休生活的時間， 多是分配在「到長者中心」及「照顧家庭」。 

Ø 調查反映出現時退休人士空閒時間所去的地方非常有限。本公司開設的店舖為長者提供

一站式的產品（長者時裝及遠足裝備）與服務（縫紉興趣班及郊遊遠足團），希望為退休

人士提供額外的選擇。                                                        

SWOT-強弱危機分析  

優勢:  

1) 創新主題遠足團 

本公司為第三齡設計了不少主題，合乎他們的能力和興趣，令他們除了遠足強身健體外，同時享

受到攝影、賞花等活動，結婚周年遠足團提供機會給年長夫妻創造美好回憶。 
2) 多來源收入 

 本公司的經營範圍包含時裝及行山裝備的零售業務﹑遠足團服務、裁縫興趣班及改衣服務。

多方面的產品和服務除了吸引更多目標顧客，更能分散投資風險，平衡各種業務的季節性變

化。我們有信心多個收入來源可帶來較穩定的收入。 

3) 吸引力大 

 不少第三齡人士仍有足夠活動能力應付近期盛行的遠足活動，加上退休後生活悠閒，相信這

健康的活動定能吸引他們。 

另外，雖然市場有少量長者衣服店，但款式大多較普遍及樸素，因此被稱'婆仔衫'。其實不少

第三齡人士剛從社會工作崗位退下來，對外觀依然重視，因此不少長者為日常、或飲宴場合

選購衣服時常常煩惱，。本公司設有退休時裝設計師作顧問提供意見，所設計的衣服及產品，

無論是款式及物料都定必更合乎大眾長者需要。 

4) 履行社會責任 

 本公司關注第三齡需要。現今，不少退休人士由於不習慣退休後沒有收入的悠閒生活節奏而

在精神及經濟上受到壓力，對健康造成影響。我們不僅以合理價錢提供合乎他們需要的時裝

和行山裝備，還設計行山適合的遠足團，務求令他們的第三齡生活更精彩，擺脫所謂'無所事

事過日子'的無奈境況習慣。 

 

劣勢:  

1) 需要較多期初資本 

 在營業初期，本公司需要股東較多的注資或貸款作裝修，設計及生產產品。而且由於我們開

設實體門店，的需要有穩定的現金流以應付租金、電費、薪金等支出。 

2) 知名度低 

 由於本公司並非大集團旗下的連鎖式店舖，在剛開設初期，較難在短期內吸引到大眾關注。

我們需要只能透過營業初期作一段時間在不同的渠道作宣傳以建立知名度和顧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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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 

1) 市場龐大 

 香港老年人口不斷上升，跟據 2013 年年統計處的資料，55 歲或以上的人士佔總人口約 28.3%,  

其中 65 歲或以上的長者佔總人口約 14%。因此我們服務對象的數目(即第三齡人士)亦一直上

升。目標市場龐大，我們相信本公司的產品及服務會為投資者帶來可觀利潤。 

2) 關注第三齡人士生活健康的社會趨勢 

 由於近年第三齡退休生活、情緒轉變引起社會關注，不少人更關心第三齡的需求，包括他們

的子女及社會工作者。因此相信對本公司的產品和服務日益增加。 

威脅: 

1) 潛在競爭者 

 雖然市場上未有完全同類的商店，但大集團有大量資金、人力、資源開拓副線與本公司直接

競爭。本公司需加強宣傳並不斷推出獨特服務，務求以產品獨特性吸引顧客及以貼心的服務

挽留忠誠顧客。 

2) 初期回報低 

 資源不足和由於本公司需要時間建立品牌知名度招攬顧客低令，經營初期需要大量資金，而

生意額可能未能為公司賺取盈利。我們預期公司需約 2-3 年時間達至收支平衡，並轉虧為盈。 

 

外在環境因素分析 

1.）經濟 

● 通漲率：與生產成本及工資較低的內地工廠合作大量生產衣服，並以批發的方式購入

布料，以減低成本。 

● 工資：聘請兼職領隊及店員代替全職職員以減低在工資上的支出。 

● 租金：地價升幅擴大，為了在不提高服裝出售價格的情況下，我們會選擇租用一些舊

區中較便宜的樓上鋪位。 

2.）競爭者 

   社區中心提供的免費本地一遊及出售二手老人服裝。因此我們需著重品牌獨特性。 

3.）技術： 

設計老人時裝需與有經驗的服裝設計師合作，同時，在不提高成本並且保持服裝質素下，

我們需要尋找收費合理的設計師。 

4.）地理： 

   長者人口主要集中在舊區，因此我們的鋪位盡量設於舊區且接近大街，方便顧客到達。 

 

 

12 



	  

市場營銷策略 (4Ps) 

產品 	   (Product)	  
基本服務: 	  
1)「老友所衣」服裝店	  
目標顧客:所有第三齡人士	  
目的:本公司會為設立一間服裝及用品店-‐-‐-‐-‐「老友所衣」。鑑於現今市面上缺乏以第三齡人士

為主要目標顧客的服裝店，又或者所提供給他們的服飾款式都千篇一律，而且缺乏新穎的款

式可供長者選擇。另一方面，長者往往需要禮服出席喜慶場合，可惜在普遍婚嫁衣服專門店

的禮服款式又過於華麗、修身或暴露，但卻欠缺適合長者身型而又低調高雅的款式。令那些

服裝只能在喜慶日子穿，在平日不適合穿。因應愈來愈多第三齡人士喜愛遠足郊遊，遠足裝

備的需求亦不斷提高。因此我們希望一站式的為顧客提舒適高雅的服裝及物有所值的遠足裝

備。	  
內容:本公司會邀請退休設計師作顧問，因應普遍長者的身形和喜好（包括質料、款式等），

為長者設計出不同系列日常服裝及飲宴禮服，既舒適又高雅。如果顧客有特定需要，本公司

的團隊可以因應顧客的要求，度身設計一套屬於他們獨一無二的服裝。除此之外，本公司同

時會配合我們提供的遠足團服務，讓顧客可以選擇購買適合遠足裝備，包括:防曬帽、太陽眼

鏡、風褸、行山鞋、行山杖、行山背囊、指南針、蚊怕水等等。而店鋪的兼職售貨員亦以希

望繼續工作的第三齡人士為主，以達至助人自助的理念。	  
	  
2)	  遠足團	  
目標顧客:對遠足有興趣及有活動能力的長者	  
內容:	  本公司會為第三齡人士設計不同難度的遠足路線，讓他們可以視乎自己的身體狀況選

擇合適自己的遠足路線。每一條遠足路線都會有足夠人數參加才可成團，目的是希望第三齡

人士能透過參與遠足活動認識更多有相同興趣的朋友，從而擴闊他們的社交圈子。	  
每團將會有兩位擁有多年遠足及看護經驗及獲得香港旅遊業議會認證的人士作領隊和導遊，

以保障參加者的安全及夠確保他們能得到全面的照顧。同時，我們也會與遠足路線附近的餐

廳合作，為遠足的第三齡長者提供健康膳食。我們也會為每一位參加者購買一份保險，保障

他們應有的利益。	  
現今不少第三齡人士遠足的目的只是為了消磨時間或強身健體，令整個遠足旅程十分沉悶。

但其實遠足不單單可以強身健體，它亦可以變得十分有趣，甚至成為自己難忘的回憶。有見

及此，本公司將會舉辦以不同目的為主題的遠足團，例如：分別以浪漫、回憶、攝影等等各

個目的為主題，希望能藉此吸引更多有不同興趣的第三齡人士遠足及讓有興趣遠足的第三齡

人士有一個與別不同的遠足體驗。	  
	  
其他服務:	  
1)縫紉興趣班:本公司會邀請第三齡縫紉專家擔任導師，開辦縫紉興趣班給所有對縫紉有興趣

的人士，得一技之長。我們亦會邀請手藝出色的畢業生為公司提供改衣，讓他們可以學以致

用並賺取額外收入。	   	   	   	   	   	   	   	   	   	   	   	   	   	   	   	   	   	   	   	   	   	   	   	   	   	   	   	   	   	   	   	   	   	   	   	   	   	   	   	   	   	   	   	   	   	   	   	   	   	   	   	   	   	   	   	   	   	   	   13	  



	  

2)改衣服務:服務由本公司的縫紉專家或有經驗的縫紉班畢業生提供、服務收費因應所需工作

難度而定。顧客可透過本公司的改衣服務修改不合身的衣服，不致浪費。	  
	  
	  
價格 	   (Price)	  
因為本公司的目標顧客是第三齡人士，他們都有一定的經濟能力能負擔此價格。但由於失去

了穩定的收入，心態上會顯得審慎。因此我們定價的方向是讓顧客覺得物有所值，同時間我

們能賺取合理回報使公司能可持續地營運，達至雙贏局面。 
1)遠足團 
平均團費為 HKD150,實際團費要視乎遠足地點及所需時間面定。人均成本約 HK$83, 包括領

隊導遊費﹑保險費及膳食等雜費。我們目標的毛利率為約 44%，以維持營運所需。 
2)「老友所衣」服裝店 
產品定價由HK$30至HK$2,000不等，視乎質料、款式等因素而定。我們目標的毛利率為67%，

與坊間零售業務的毛利率相近。即使我們部分的產品是經廠房特別訂造或改良，但我們仍希

望以較合理的水平定價。雖然此舉與大集團流水作業般生產但仍收取巨大利潤的方式不同，

但令更多顧客享受較好產品亦是本公司經營目標之一 
3)興趣班及改衣服務 
定價方向與上述產品及服務一樣，收取合理回報令公司得以繼續營運，聲譽能得以建立，為

股東帶來穩定回報。 
分銷 	   (Place)	  
分銷管道:本公司將會於深水埗設立一間樓上鋪門市。面積大概 400 呎的樓上鋪，每月租金約

為$10,000，平均呎價為 HK$25/呎。因深水埗是舊區，租金較其他地區(如:旺角、黃埔、尖沙

嘴等)便宜，而樓上鋪的租金亦比地鋪低。在這寸金尺土的社會，能夠在租金方面節省成本可

令本公司更有競爭力提供物有所值的產品。 
以其中一個旺區----旺角為例: 
地區 深水埗(地鋪) 深水埗(樓上鋪) 旺角(地鋪) 旺角(樓上鋪) 

平均呎價 HK$60 HK$25 HK$100 HK$40 

而且本公司的目標顧客大多聚居在此等舊區。門市設於深水埗相信能接觸到更多目標顧客，

由於長者喜歡茶餘飯後分享好去處，在顧客慣常的生活圈中設立門市容易令本公司變得廣為

人知，未來銷售額也因而上升。 
推廣  (Promotion) 
宣傳管道:由於開業初期本公司的知名度不足，所以要著力從多個途徑宣傳本公 
司。我們會設立一個網站及面書專頁（Facebook），用作介紹本公司的服務和活動。雖然我

們的目標顧客是第三齡人士，他們未必會時常有機會瀏覽互聯網。因此網上宣傳的對象主要

是他們的兒孫，透過網民推介我們的服務給他們的家中的第三齡人士。利用網絡宣傳的成本

較傳統宣傳途徑(如電視廣告或平面廣告)低，能有助減低本公司的宣傳費用，提高公司競爭力。

但同時，我們也會在街上派發宣傳單張，讓一些未有機會接觸網絡的市民得知本公司的服務。 
宣傳活動:                                                                    14 



	  

-派發優惠劵及面書打卡活動: 
我們在街上派發的宣傳單張包含「老友所衣」服裝店的價值$50 優惠劵。希望能吸引市民到

「老友所衣」服裝店了解本店的服務及活動，並產生購物的意欲，而凡在店內透過面書打卡

的顧客可獲得額外的優惠券。這些優惠劵就是作為感謝他們願意到本店了解我們的服務的禮

物。此舉是希望吸引年輕一輩親自到訪本店並將本店地址透過面書分享給他們的朋友。	  
	  
-‐遠足團獎勵計劃	  
當顧客參與過三次由本公司舉辦的遠足團時，為答謝他們對我們的支持，我們將會向他們派

發「老友所衣」服裝店的現金劵，令他們能在「老友所衣」服裝店購買適合他們的服裝或遠

足用品。此舉能捉緊消費者心態並鼓勵他們再次於本公司消費。	  

4C 營銷策略 

顧客 customer 

本企業零售業務的主要顧客群為希望選購適合退休人士風格及身型的衣服的顧客，雖然退休

人士進入退休生活，但不少退休人士仍十分着重儀容，希望能購買到既適合自己亦時尚的服

裝。至於遠足郊遊團，我們的主要顧客群為有空餘時間及足夠活動能力的長者，不少長者希

望退休生活過得精彩，認識志同道合的朋友。因此，不論是行山活動或是衣服專售店都能滿

足到他們以上各種要求。 

 

成本 cost 

本企業的主要消費群為退休人士，部分長者有積蓄並有一定經濟能力，他們會有比較願意花

費金錢追求衣著品味及享受生活。但亦由於華人社會積穀防饑的傳統恩想，部分退休人士對

個人消費亦會審慎。所以我們的訂價亦以符合大眾水平為準則，讓顧客覺得物有所值。 

 

方便 convenience 

我們的實體店設於老年人口密集的深水埗，貼近目標消費群。而遠足的地點亦會以方便顧客

為主。我們兼營的縫紉興趣班及改衣服務除了能充分運用公司資源及開拓收入來源外，亦為

同區顧客大開方便之門，我們的其中一個長期目標是令零售點成為顧客們另一個聚腳點。 

 

溝通 communication 

宣傳方便，本公司除了會設立網站，隨時更新資訊及活動外，我們亦會定期以短訊通知他們

消息，令他們在無法上網的情況下亦能收取到我們的資訊。本企業為了更了解顧客的需要

和喜好，我們會透過本公司網站及店中問卷收集顧客意見以加深我們和顧客的聯繫及了解，

同時提高顧客對本企業的親切感，鞏固顧客的忠誠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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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公司組織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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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局

行政總監
(CEO)

營運總監
(COO)

「老友所衣」
服裝店主管

生產部 市場營銷部

遠足團主
管

人力資源部

財務總監
(CFO)

財務部 會計部



	  

財務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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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分析 

  本公司期初需要的資金較多，資金除了股東的 20 萬元資本外，還需股東額外貸款 40 萬元，

分 5 年清償。我們營運的方針是提供優質貨品同時賺取合理回報，讓公司能持續經營。由於

經營成本昂貴，為了保持貨物的合理價格及合理毛利以應付營運開支，控制直接成本是首要

目標。在我們的財務計劃下，各業務的毛利率會維持在 44%至 67%的水平。 

  由於需要時間建立品牌知名度，我們預期首兩年的收入未能應付公司的固定開支，因而會

錄得虧損，第三年會達至收支平衡。我們預期第四年開始可向股東派發穩定又可觀的股息。 

從現金流量表的預測可見，第 5 年會開始有額外的現金可作第六年租約期滿後作擴充及裝修

新鋪之用。 

  我們相信本公司的業務能創造出對顧客及股東都有利的雙贏局面。 

 

 

總結 

本企業除了售賣特製衣服,同時亦提供行山遠足服務，是基於我們看到第三齡人士的需要,並希

望透過以上兩種服務滿足第三齡人士所需。 

 

首先，在售賣特製衣服方面，本企業希望透過與專業設計師合作，專門設計只屬於第三齡人

士的服裝,減低第三齡人士對於難以購買到合心且稱身的衣服的憂慮，同時亦提供一個專門為

第三齡人士所設的場所購物，以提升他們購物時的方便度。 

 

另外，在行山遠足服務方面,本企業希望藉此提供第三齡人士有舒展身心的機會.令他們能善用

退休生活的時間，享受生活。除此之外，本企業亦希望透過此服務聚集一群有共同喜好的第

三齡人士，使他們能透過參與此活動結識新朋友，擴闊他們的交友圈子。 

 

我們相信本企業能以可持續方式經營，為第三齡人士帶來更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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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所衣有限公司

財務預測附注

1. 郊遊樂遠足團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HK$ HK$ HK$ HK$ HK$

337,500.00 405,000.00 526,500.00 605,480.00 696,300.00 

年增長率 20% 30% 15% 15%

郊遊樂成本 187,500.00 225,000.00 292,500.00 336,380.00 386,840.00 

年增長率 20% 30% 15% 15%

成團數目 每團平均人數 每位收費 總收入

HK$ HK$

顧客 150.00 15.00 150.00 337,500.00 

成團數目 每團平均人數 每位成本 總成本

HK$ HK$

導遊 150.00 1.00 200.00 30,000.00 

隨團領隊 150.00 1.00 150.00 22,500.00 

保險及其他費用 150.00 15.00 60.00 135,000.00 

187,500.00 

2. 零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HK$ HK$ HK$ HK$ HK$

零售收入  499,000.00  598,800.00  778,440.00  895,210.00  1,029,490.00 

年增長率 20% 30% 15% 15%

零售成本  150,400.00 180,480.00 234,620.00 269,810.00 310,280.00 

年增長率 20% 30% 15% 15%

 數量  平均定價  總收入  平均成本  總成本 

時裝系列  500.00  160.00  80,000.00 50.00 25,000.00 

喜慶系列  100.00  360.00  36,000.00 110.00 11,000.00 

遠足服裝系列  700.00  230.00  161,000.00 70.00 49,000.00 

遠足用具系列  800.00  200.00  160,000.00 60.00 48,000.00 

露營帳蓬睡袋系列  30.00  1,400.00  42,000.00 400.00 12,000.00 

露營用具系列  300.00  40.00  12,000.00 10.00 3,000.00 

訂做服裝系列  20.00  400.00  8,000.00 120.00 2,400.00 

 499,000.00 150,400.00 

3. 興趣班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HK$ HK$ HK$ HK$ HK$

興趣班收入  76,800.00  92,160.00  119,810.00  137,780.00  158,450.00 

年增長率 20% 30% 15% 15%

興趣班成本  28,800.00 34,560.00 44,930.00 51,670.00 59,420.00 

年增長率 20% 30% 15% 15%

附件: 財務預測附注

郊遊樂收入 

郊遊樂收入 (第一年)

郊遊樂成本(第一年)

零售收入/ (成本) (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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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所衣有限公司

財務預測附注

附件: 財務預測附注

3.

 課堂數目  每班人數  每位收費  總收入 

學員  96.00  10.00  80.00  76,800.00 

 課堂數目  每班人數  每位成本  總成本 

導師薪金 96.00 1.00 100.00 9,600.00 

材料 96.00 10.00 20.00 19,200.00 

28,800.00 

4. 修改衣服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HK$ HK$ HK$ HK$ HK$

修改衣服收入  3,000.00  3,600.00  4,680.00  5,380.00  6,190.00 

年增長率 20% 30% 15% 15%

修改衣服收入  每次平均收費  數量  總收入 

第一年  20.00  150.00  3,000.00 

5. 租金計算 HK$

 120,000.00 

 192,000.00 

6. 薪金及員工費用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第四年 第五年

HK$ HK$ HK$ HK$ HK$

薪金及員工費用  413,600.00  430,140.00  447,300.00  465,190.00  483,800.00 

年增長率 4% 4% 4% 4%

兼職第三齡時裝顧問  30,000.00 

兼職第三齡遠足顧問  12,000.00 

兼職店員  146,000.00 

總經理  188,000.00 

 376,000.00 

 37,600.00 

 413,600.00 

興趣班 (續)

興趣班收入 (第一年)

興趣班成本 (第一年)

400呎 X 深水埗舊區樓上鋪平均呎租HK$25 (3年期租約連雜費) X 12月

400呎 X 深水埗舊區樓上鋪預期未來平均呎租HK$40 (3年期租約連雜費) X 12月

薪金及員工費用 (第一年)

 (每月顧問費HK$2,000, 每月提供意見) 

 (每月顧問費HK$1,000, 每月提供意見) 

 (每天營業10小時, 時薪HK$40) 

 (每月薪金HK$15,000, 負責公司日常管理工作) 

其他員工費用 (約薪金之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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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友所衣有限公司

財務預測附注

附件: 財務預測附注

7. 固定資產

裝修 傢俱及設備 電腦硬件及軟件 合計

折舊率 20% 20% 20%

400,000.00 50,000.00 10,000.00 460,000.00 

累計折舊

第一年期初  -    -    -    -   

年度計提 (80,000.00) (10,000.00) (2,000.00) (92,000.00)

第一年期末

 及第二年期初 (80,000.00) (10,000.00) (2,000.00) (92,000.00)

年度計提 (80,000.00) (10,000.00) (2,000.00) (92,000.00)

第二年期末

 及第三年期初 (160,000.00) (20,000.00) (4,000.00) (184,000.00)

年度計提 (80,000.00) (10,000.00) (2,000.00) (92,000.00)

第三年期末

 及第四年期初 (240,000.00) (30,000.00) (6,000.00) (276,000.00)

年度計提 (80,000.00) (10,000.00) (2,000.00) (92,000.00)

第四年期末

 及第五年期初 (320,000.00) (40,000.00) (8,000.00) (368,000.00)

年度計提 (80,000.00) (10,000.00) (2,000.00) (92,000.00)

第五年期末 (400,000.00) (50,000.00) (10,000.00) (460,000.00)

賬面淨值

第一年 320,000.00 40,000.00 8,000.00 368,000.00 

第二年 240,000.00 30,000.00 6,000.00 276,000.00 

第三年 160,000.00 20,000.00 4,000.00 184,000.00 

第四年 80,000.00 10,000.00 2,000.00 92,000.00 

第五年  -    -    -   0.00 

8. 股東貸款

本金 還款 餘額

HK$ HK$ HK$ HK$

400,000.00 12,000.00 (92,000.00) 320,000.00 

320,000.00 9,600.00 (89,600.00) 240,000.00 

240,000.00 7,200.00 (87,200.00) 160,000.00 

160,000.00 4,800.00 (84,800.00) 80,000.00 

80,000.00 2,400.00 (82,400.00)  -   

流動 非流動 餘額

HK$ HK$ HK$

80,000.00 240,000.00 320,000.00 

80,000.00 160,000.00 240,000.00 

80,000.00 80,000.00 160,000.00 

80,000.00  -   80,000.00 

 -    -    -   

成本 (於首年購入)

利息 3%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股東貸款為無抵押，年利率3%，分五年清償，每年利息於當年全數清償。



	  

附件 

參考資料:  

http://www.hike.hk/〈遠足‧香港 行山路線資訊網〉 

http://www.oasistrek.com/saikung.php 〈綠洲。Oasistrek。香港行山遠足路線〉 

http://www.gov.hk/tc/about/abouthk/factsheets/〈香港政府一站通〉

http://3aa.bcthk.com/chi/aboutus.html〈BCT 第三齡學院〉 

http://3aa.bcthk.com/chi/pdf/3AASurveyReport.pdf 〈第三齡人士退休生活 2009 年研究報告〉 

http://www.elderacademy.org.hk/tc/welcome/secretary.html〈長者學苑｜Elderly Academy〉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HV94M5XtX0〈《一分鐘關愛》：香港第三齡學苑〉 

http://hk.centamap.com/gc/home.aspx 〈中原地圖〉 

http://www.censtatd.gov.hk/home/index_tc.jsp 〈政府統計處〉 

http://www.cthyh.org.tw/healtheducation/article/dermat/he-dermat07.htm〈天主教永和耕莘醫院〉 

http://www.nuh.com.sg/wbn/slot/u3007/Patients%20and%20Visitors/Newsroom/Media%20Articles/2014/

APRIL/24650649%20-%2003_04_2014%20-%20ZB%20-%20FIRST%20-%203.pdf〈聯合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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