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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行政摘要___________ 
 DreamFi 公司是一所以第三齡人士作為主要對象的微電影公司。以拍攝微電影的

方式，實現年少時因社會壓力等外在因素而捨棄的夢想使第三齡人士退休後的生活，

變得更充實、豐富。我們會提供一隊專業的拍攝團隊,為顧客提供一條龍服務。由劇本

構思至后期制作，以及專業的演技訓練等均由本公司一手包辦。務求令拍攝更具專業

性地完成。過程中顧客亦能與制作團隊一起參與制作(如: 劇本構思和電影演出等), 能

透過微電影的拍攝增加溝通的機會，體驗不同工種或種族的生活，亦傳播信息（對家

人的愛意，對社會議題的看法），減少代溝和增加人與人之間的包容性。另外在顧客有

需要時，本公司亦會提供拍照服務，讓客人留下美好的一刻。與此同時 DreamFi 公司

亦是一個開放式平台，讓有意投身電影行業的年青人到本公司工作，加深對本行業的

認識和強化他們的技能，帶領他們入行。我們亦會為他們開設獨立的個人檔案。內容

清楚列示他們曾在本公司擔任的工作以及評價。將這些檔案放在本公司網頁上，好讓

其他電影公司認識和聘用他們，為他們職業生涯鋪路。 

___________成立目的___________ 
 第三齡人士花大半生為香港打拼。對香港社會發展作出重大貢獻,是不容置疑的事

實。然而退休後的生活卻並不精彩。每天都消磨時間地過日子仿佛失去意義。同時亦

了解很多退休人士花大半生時間為家人、事業打拼。往往忽略甚至無法去追尋自己的

夢想。因此，DreamFi 公司希望能為這些第三齡人士，提供一個追尋夢想的機會。不

但使退休後生活更有意思,更使整個生命更豐富。 

___________公司簡介___________ 
DreamFi 的由來,由夢想的英文 Dream，與夢想的法文 rêver 的尾音組成，形成"DreamFi".

與此同時，DreamFi 中有兩個不同國家語言的"夢想"的字詞,亦等於有 2 個夢。我們所想表達

的是每個人都有很多的夢想或許不止一個，但人生短暫這些夢想未必可以完成，因此不管顧

客們有多少夢，我們 DreamFi 會致力完成他們的夢想。 

而由不同語言組成，使用法文諧音"Fi"是因為法文給人高貴的感覺。我們想表達追尋夢想不限

國籍、年齡、種族都有追夢的權利，因為追尋夢想是每個人最高貴而且值得受尊重的事，宣

揚「不受限制，有夢就要追」的信息。 

本企業本著為第三齡實現;促進社會間的和諧，增強人與人之間的包容性;增加社會

公民的身份認同。年少時談起夢想職業，大多以興趣為首要條件，那時的夢想是最樸

實的。但基於家庭，社會，朋輩等外在因素影響，大部分人投身社會時，只能隨波逐

流，任職安穩的工作，生活帶著一絲的遺憾。本企業專

門幫助第三齡拍攝微電影，第三齡可透過 DreamFi 拍攝

微電影用作體驗不同工種或種族的生活，亦透過微電影

傳播信息（對家人的愛意，對社會議題的看法），第三齡

的家人朋友亦可將 DreamFi 的微電影拍攝計劃送給第三

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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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希望不同年齡層的演員（泛指第三齡，第三齡參與拍攝的朋友與專業演員）

能透過微電影的拍攝增加溝通的機會，減少代溝和增加人與人之間的包容性。 

最後，我們希望演員在代入他人生活的過程中明白不同種族和工種的人的難處和

感受，在遇到大大小小的狀況時能多角度思考，關心同住地球村的人，務求讓第三齡

顧客體驗到最珍貴,最有意義,最滿足的尋夢體驗。 

而該微電影的版權歸客人所有，但我們亦會嘗試獲得客人的准許，將部分對社會能帶

出正面信息的微電影於網絡，學校等地方播放，使 DreamFi 的宗旨能更廣泛地傳揚。 

___________公司網站___________ 

 
影片區 - 得到顧客的准許公開微電影後，我們先會把影片分類再上載到影片區，好讓訪客能

容易找到心儀的微電影觀看，而且還能作各類型微電影的例子，藉此客戶能清楚明白他們心

中想要什麼類型的微電影。  

演員簡介 - 本公司會聘請演藝學院等有意成為演員的學生作演員，向他們提供一 個平台增

加他們的實習機會。只要參與一次本公司的影片制作，我們便會上載他們的資料到演員簡介，

好讓有實力的演員能受到其他人認識。 

公司商標 

 

 

 

 

 

有夢的地方便有夢貘，夢貘吸食人類的惡夢，留下美夢。就像 dreamfi 一樣，用影

片和照片的方式幫助客人帶走年少時的遺憾，留下青春的倩影，圓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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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三大宗旨___________ 
1. 顧客第一:  

本公司目的是讓第三齡顧客體驗夢想。因此我們永遠把顧客放在第一位，不論拍攝

團隊或後制團隊亦會致力為顧客完成夢想。 

2. 精益求精 

為求使顧客能達成夢想，我們會接受顧客的意見，並用心去改善和進步，以行動證

明我們的熱誠。 

3. 青年發展 

青少年為未來的社會棟梁,本公司會盡力協助對電影工作有熱誠的青少年。不論喜

愛拍攝，劇本還是後制范疇，只要是充滿熱誠，我們都歡迎他們加入我們 DreamFi 大

家庭，提供學習和實習機會。 

_____________願景_____________ 

1. 填補第三齡人士退休後苦悶的生活，同時實現他們因社會而遺棄的夢想。 

2. 透過影片中的信息,使社會各界人士對第三齡人有新的看法，令社會更和諧。 

3. 期望本公司能成為全球化企業，為世界各地的第三齡人士提供追夢的服務。 

4. 為有意投身電影工作的青少年提供一個平台，為他們的電影夢鋪路 

5. 除了為第三齡完夢，本公司亦希望以身作則，聘用少數族裔作員工，宣揚人人

平等的精神，打破世俗的眼光。 

_____________使命______________ 
  本公司最大使命，就是幫助第三齡人士體驗以往的夢想。亦透過拍攝以不同

時事為題材的劇情，致力使社會各界對第三齡人士有更深入的了解。透過新，舊兩

代以及不同國籍，種族的人的合作和透過拍攝以不同時事為題材的劇情，向人們傳

播時下的社會問題，打破人與人之間的隔膜，關注身邊大大小小的事，積極幫助同

住地球村的人。宣揚互相關愛,互相尊重的精神，社會更融合,和諧。 

___________社會責任___________ 
     本公司提供服務的對象是第三齡人士，我們希望透過服務達成他們的夢想，但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履行社會責任幫助弱勢社群。我們會聘請少數族裔人士，希望能喚

起更多人對他們的關注，培訓他們，讓他們能融入本地的生活，讓他們不會認為自己

是被忽略的一群。我們也會聘請雙失青年成為工作人員，希望透過培訓他們，發掘他

們的潛能，肯定他們的價值，讓他們知道自己也是有能力為社會作貢獻的，幫助他們

重拾信心，鼓勵他們繼續向上，重新投入社會。最後，我們會為非牟利機構和慈善機

構拍攝宣傳短片，除希望藉此向市民推廣慈善訊息，也希望鼓勵市民多參與慈善活動，

多幫助有需要的人，尤其被忽略的弱勢社群，多關懷他們的需要。首先，我們會聘請

演藝學院和兆基創意書院的畢業生，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令他們在完成學業後能盡

快投身社會，同時能增加他們的工作經驗，提供他們表現自己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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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商業模式___________ 

價值主張:  
1. 滿足想完成夢想的第三齡 

2. 幫助青年(特別指修讀電影課的畢業生)或一些有需要人士(例如:少數族裔),讓他們

獲得工作機會 

3. 促進社會不同階層人士的關係 

4. 提拔對電影業充滿熱誠的青少年 

目標客層: 
1. 第三齡人士 

2. 第三齡的子女 

3. 未來的第三齡 

顧客關係:   
1. 與社區中心保持緊密合作,使第三齡能透過社區中心了解和參與本公司的活動。 

2. 在一些大學或院校吸納人才，同時透過他們把本公司的資料帶給他們家中的第三齡 

3. 設立會員制，凡曾參與恩公司服務,完成後將免費獲得 DreamFi 會員資格。 

希望透過會員制及其福利，加深和維持顧客與本公司之間的關係。 

會員福利: 1.任何會員均可獲得 10%折扣優惠 

2.生日當天,可透過拍照服務，免費獲得一張全家福拍照照片,(其後以一套

相片作計算)。 

3.免費生日蛋糕乙個 

4.而且亦樂意租借公司部分區域作舉辦生日派對,務求令顧客留下美滿的

時光。 

通道: 
1. 透過社交網絡,例如 YouTube，Facebook 等，吸引顧客留意本公司 

2. 透過參與義工,身體力行,告知社會各界有關本公司的存在,從而宣揚本公司理念,讓

更多人認識本公司 

3. 把一些作品,在演藝學院等院校播放,吸引更多有志投身藝術工作的年輕人加入本公

司。 

4. 在商場與其他公司或機構(例如 AIA)聯合舉行活動,令更多第三齡可以接觸本公司,

及了解更多 

5. 透過自身的實力建立的商譽,使客人滿意,留下深刻印象。籍此透過他們傳給他們的

親朋戚友，使 DreamFi 公司成為人人皆知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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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合作伙伴: 
物品贊助：攝影器材公司(例如 Canon 公司) 

人力資源: 演藝學院學生 

          電影公司合作伙伴 

          拍攝團隊協作 

一些社會企業(例如:和富社會企業)亦是我們關鍵伙伴。我們與他們有緊密聯系,合作舉

辦一些比賽活動等,宣揚關愛第三齡和其他社會人士的信息 

關鍵活動: 
1. 在社交網絡上發放廣告 

2. 在本公司網頁上上載一些作品欣賞 

3. 在商場舉辦的宣傳活動 

4. 招聘攝影團體 

5. 參與一些由電影或廣告公司舉辦的比賽(例如: 微電影『創+作』支援計劃等),籍此證

明本公司有足夠的拍攝微電影的實力 

6. 與社企或其他電影公司合作舉辦比賽活動,幫助對拍攝有興趣的人士。 

關鍵資源: 
攝影器材： 

   Sony、Canon 攝影設備 

辦公室 

后期制作： 

   Adobe  

   Final Cut Pro 

   Autodesk 

成本結構: 
1. 器材成本 

2. 辦公室&拍攝場地租金 

3. 拍攝團隊&劇組人員工資 

4. 廣告費用 

5. 服裝費用 

收益流: 
1. 廣告收益 

2. 贊助商收益 

3. 服務收益 

4. 場地租金收益(只包括本公司會員的生日派對場地借用) 

fi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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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企業架構圖___________ 

 

___________辦公室平面圖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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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市埸分析___________ 
我們透過一些網上論壇以及親朋戚友的社交網絡共收回 30 份問卷數據 

  

  

  

 

我們的受訪者中,在第三齡範疇中 50 歲或以

上的人士共有 18%，而 36-49 歲未來將成為

第三齡的人士佔 43%。因此,受訪對象中是我

們的目標層以及未來目標層佔多於一半。此

問卷依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80%受訪者有未達成的夢想而超過 50%受

訪者有興趣參與本計劃，從而得知本計劃

對目標客群具吸引力，而且亦反映本計劃

具市場以及發展潛力。 

 

超過 50%受訪者參與計劃原因為自我滿

足，由於現今社會工作自我實現機會不

足，為客戶提供自我實現機會的產品對

客戶吸引力極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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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見本計劃對目標客群具吸引力，亦可為客戶自我實現，因此本計劃具龐市場以

及充足發展潛力。 

服務及價格比較 
 

 

 

 

DreamFi 

 

附 1 

Image Pro 映誌高 

(社企)  

附 2 

本地家庭照公司 

 

附 3 

本地婚紗攝影公司 

 

 

服務類型 

 

 

 拍攝微電影 

 攝影照片 

 

 

 Photo Booth 

 愛情微電影 

 即場沖曬 

 攝影 / 攝錄 

 拍攝家庭照 

 短片製作 

 

 

 本地/海外婚紗

攝影 

 婚攝及婚禮顧

問 

 

價錢(HKD) 

 

 0-15 分鐘

$20,000-40,000 

 16-30 分鐘

$30,000-80,000 

 31-45 分鐘

$70,000-120,000 

 45-90 分鐘內

$100,000-150,000 

 

 按拍攝日期來定

價，每日為$5,000 

 演員、劇本等需

另付 

 

 

 

 $6,980 

 6″x 6″相片

一張 

 15″x 15″相

片一張 

 8″x 12″相冊

一本 

 幻燈片一條 

 $20,388 

 相簿，12P 連 UV 

(40 款影像) 

 5″x 7″相片一

張 

 8″x 10″相片

一張 

 24″x 30″油畫

一個 

 

在客戶經濟能力方面，超過 70%未

達成夢想的受訪者因為非經濟因素

而未能達成夢想，亦反映經濟因素

並非目標客群達成夢想的主要阻

力，他們具經濟能力參與本計劃以

達成夢想，因此即使本計劃收費不

菲，但對客戶而言並非太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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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以上價格表中，可見市場一般定價為兩萬元左右，其中家庭照公司雖然收費近

七千元，但若要取得全部照片就需付高達一萬元左右，所以其費用不菲。當中有一間

社會企業與我們的服務相近，Image Pro。Image Pro 已運作兩年有多，還曾在公開比賽

中得獎。本公司與 Image Pro 同樣提供拍攝微電影的服務，但收費卻截然不同。Image 

Pro 的收費模式是以拍攝日期來定的，一般微電影的拍攝日期也需花三、四天才能完

成，按照一日$5,000，四天便已花上近兩萬元。可是他們的收費並沒有提供劇本、導

演等，這些項目都需要額外收費，而且會隨著市場的價格而有所變動，所以最終客戶

可能需花費三萬元以上才能完成整套微電影製作。相反本公司是一條龍服務的，即是

導演、劇本、培訓等等都會提供，完全不用顧客操心，而製作一段十五分鐘的微電影

最低只需兩萬元。 

 總括而言，本公司定價為兩萬元起，完全是合符市場需求，而且還比起部分同業

的收費更便宜，所以顧客絕對願意選擇本公司的服務。 

__________外在環境因素__________ 
 

市場需求 

現時人口老化問題嚴重，引致第三齡的市場隨即興起，而第三齡的市場 一直不太

受重視，故此一直缺乏相關的服務。但對本公司而言是有著很大的優勢，因我們的服

務對象是第三齡，這樣我們的服務對象的數目便上升了， 我們能更易找到合適的客戶。 

再者，現時人們喜愛表達自己，喜歡分享自己生活點滴給朋友、家人，當然第三齡也

包括在內，而且他們有著更多空餘時間花費在休閒上，可惜市場上仍未有配合這需要

的公司。故本企業能迎合他們多時間和愛表達的需求，透過拍攝微電影來表達自己，

而且拍攝微電影也需要頗長時間，他們能藉此打發時間。 

競爭環境 

上述也提及過第三齡的市場冷淡，故此市場暫時沒有相同服務的公司。但本公司

的服務型式容易被現時攝影行業所取締，故我們要靠著高質素的服務來吸引顧客繼續

光顧，從顧客中建立良好的商譽。 

資源環境  

 現今科技日新月異，4K、3D 等電子科技逐漸成熟，大大降低此類型產品的成本，

藉此能降低本公司的器材費用，好讓我們有更多流動資金運用。為了配合科技的發展，

本公司會定期更新攝影器材，無時無刻提供最佳的服務給顧客。 

 此外，21 世紀網絡發達，本公司能藉著互聯網來接觸客戶，從以了解他們的需要，

再提供合適的服務給顧客。顧客除了能隨時向我們反映意見外，日後也可以透過互聯

網獲知本公司最新的資訊。 

 加上，本公司能在各社交平台(Facebook, YouTube etc.) 上傳宣，透過網上用戶傳

用戶的方式來提升我們的知名度，尋找更多新客戶。 

 



 

 

 １２ 

 

________強弱危機分析________ 
優勢： 

1. 我們自設廠景，除了能降低租用拍攝場地的費用，還能更有效安排時間進行拍攝，

遷就顧客理想的拍攝時間。  

2. 由於拍攝題材是顧客所定的，所以能確保拍攝效果是顧客所想  

3. 顧客參與拍攝的自由度很大，可吸引他們的興趣，持續接受服務，而確保公司能

維持收入來源   

4.  公司收益流廣闊，如有贊助商、廣告、場地外借等等收入，使資金控制度較大，

有助公司營運 

劣勢： 

1. 初期商譽難以建立  

2. 公司員工薪金昂貴  

3. 昂貴的拍攝器材和專業的電腦設備，令公司的起始成本已十分高企 

機會： 

1. 目前第三齡對消磨時間以及能尋回夢想的活動需求增加，然而市場上卻缺乏這類型

的服務供應。因此我們能乘勢發展,取得這些顧客。    

2. 目前市場上較少以第三齡為主的電影拍攝公司，因此我們在市場上面臨的競爭相對

少    

3. 能依靠完善的互聯網接觸客戶和觀眾，亦透過他們對本公司的討論，增加本公司知

名度   

4. 以公司的身份參與一些拍攝比賽的獎項和證明，提高顧客對本公司的信心程度   

5. 與一些社企或政府機構合作舉辦活動，宣揚關愛社會的精神，提高正面形象   

威脅： 

1. 起始成本太高,例如一些導演和演員的時新相當昂貴,如果控制不善，會導致公司虧損   

2. 由於同等類型工作門欖較低，加上一些現有制作室已有他們一定的市場，如果他們進一步

開拓拍攝範籌，例如第三齡市場等，我們所面對的市場競爭會大大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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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公司流程圖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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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4

 

___________營運策略___________ 
 企業運用了藍海策略，現今為客戶提供一條龍拍攝微電影的公司少之又少，而且

以第三齡為主要目標客戶的公司更是沒有。在市場中的競爭者少，因此可以較容易取

得壟斷，另外亦因此可利用差異透性把價格訂得較高，在消費者缺乏選擇下獲得較豐

厚的利潤。 

 與此同時,我們在資訊流通的互聯網上發放本公司的最新消息。我們不但會開設公

司網頁，更在知名的討論區發放消息。亦會有屬于自己的 YouTube 帳號，使客人可以

隨時隨地緊貼 DreamFi 最新消息。這樣我們便個縮短與客人之間的距離，保持一個緊

密的關係。 

另外我們與客人訂下協議。如果客人願意公開他們的影片，給本公司作宣傳等作用,

將可獲得 5%折扣優惠。這樣公司便可以運用自身拍攝的影片作宣傳用途，而且節省拍

攝額外廣告的費用。互惠互利與客人達致雙贏。 

___________風險管理___________ 
預計風險: 進行拍攝的時候難免需要到戶外取景。所以受到惡劣天氣影響(如:下雨，

風球，雷暴等)是在所難免的。而因此等因素而導致延遲拍攝，將會到公司做成損失。

再者，這樣同時使公司時間成本增加,公司無法接下個客戶,對利潤有一定負面影響。而

且也可能因未能在預定時間內完成制作而破壞公司聲譽。作為一間以優良服務為稱的

公司，聲譽是相當重要的。加上本公司初開業時,難確保有足夠生意額維持公司營運。 

風險管理策略 

風險減少: 拍攝外景方面，我們能集中在一兩天內拍攝，籍此減少外景的拍攝時間，

避免受天氣影響。所以，每次拍攝先需事先透過天文台的預測，進行分析，選擇低風

險的日期進行拍攝，降低遇上惡劣天氣的機會。 除此之外,避免拍攝收費過高,而導致

某短期間內沒有服務收入。我們推出寫真拍攝服務,以每套作單位，吸引顧客購買此服

務並賺取一定資金維持企業營運。 

 

風險回避: 減少外景拍攝，大部分拍攝過程均在室內

場景拍攝。減少因天氣惡劣而導致公司損失的風險 

 

風險承擔: 公司自行承擔拍攝器材的損失和人才流

失的風險。例如因拍攝過程出現意外而需要負擔的

器材維修費。以及員工跳漕到其他電影公司的風險。 

 

風險轉移: 公司會為每一位員工購買保險以及為公司購買火險。在意外發生時把損失

的風險轉移到保險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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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資料搜集___________ 
電影文化沙龍 2015/1/17 (六) -「導演的功課」  

 活動中邀請到香港名導演許鞍華分享以導演角度由構思、拍攝、至公映，每一個

環節的技巧。在活動中我們了解到導演在拍攝電影中的重要性以及了解到在 DREAMFI

中聘請導演可以解決甚麼困難。另外，在許鞍華導演分享中我們亦得知電影中有甚麼

必需的工作人員，令我們能具體地明白在 DreamFi 中需要聘用甚麼員工。

  

訪問電影人 Ruby Lakewood 

 Ruby Lakewood 曾拍攝多套微電影及 MV，是次她接受我們邀請為我們解答拍攝電影的

疑問。例如:拍攝電影中如何解決外景時光暗及噪音問題等都有助 DREAMFI 面對室外拍攝所

面對的風險。而且她更向我們分享了她在拍攝電影時所遇到的困難，令我們更有能力處理

DREAMFI 日後拍攝電影時所會面對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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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MEP XV 工作坊 - 「撰寫財務預算」 

 工作坊活動中感謝大會邀請到蔡德昇先生教導我們如何撰寫財務預算表。在活

動中，蔡先生教導了我們撰寫我們從未認識的現金流量表及其重要性，這個活動

令我們在撰寫財務預算中得到莫大的幫助。 

  

拍攝微電影 

 為了更深入了解拍攝微電影所需資源以及其困難。我們決定親身拍攝一套微電

影，在過程中我們了解到場地租用、燈光、收音等問題，因此我們決定自行租用工廠

作拍攝場地以及以較高資源解決燈光、收音問題。而且我們從中亦了解到不同岡位的

重要性，從中幫助我們處理聘請員工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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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財務報表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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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分析_____________ 

2016 年純利率=-2054850/5040000*100%=-40.8% 

2017 年純利率= 320570/7680000*100%=4.8% 

2018 年純利率= 2229998/9880000*100%=22.5% 

 企業的純利率由 2016 年的-40.8%上升至 2018 年的 22.5%，並於開業第兩個財政年

度達至收支平衡，而當中原因是開業未能獲得客源導致虧損，另外儘管企業 2018 年的

純利率僅 22.5%但當中有超過一半費用屬工資，於企業生意額下降時可以收緊人手減

少開支，風險較低。 

2016 年運用資本報酬率=-2054850/((8000000+5945150)/2)*100%=-29.5% 

2017 年運用資本報酬率=320570/((5945150+6212826)/2)*100%=5.3% 

2018 年運用資本報酬率=2229998/((6212826+8074874)/2)*100%=31.2% 

 企業的運用資本報酬率由 2016 年的-29.5%上升至 2018 年的 31.2%，數據每年大幅

上升，而當中原因是企業每年純利均大幅上升。而且從數據中反映有充足能力運用資

金賺取利潤。 

(此為簡化版財務報表，詳細情形請參考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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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Youtube channel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cyXPZSwbpERH6PNYbTtJQ 

微電影 

夢想不怕遲 (預告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41gt2tGIN8 

訪問 

電影人 Ruby Lakewood 

http://youtu.be/XRfxJjpCJWI 

網站 

https://dreamfi.wordpress.com/ 

曾參與活動 

電影文化沙龍 2015/1/17 (六) -「導演的功課」 

MEP XV 工作坊 - Workshop on Financial Budgeting 

財務報表 

資產負債表 

   

 

 

 

(夢想不怕遲) 

 

夢想不怕遲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cyXPZSwbpERH6PNYbTtJQ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41gt2tGIN8
https://www.facebook.com/ruby.lakewood?fref=nf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RfxJjpCJWI
www.dreamfi.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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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想不怕遲(劇本) 
DreamFi宣傳片劇本 

角色： 

老闆：law sir   營業部經理aaron：aaron 營業部員工ben：ben員工mandy：mandy 

員工didi：林誠聰 少年aaron：黃浩德 老師：陳儀雯老師 

眾人：林曉雯，李思玥，黎愈翹，鄧穎琳 

scene1:（青廣電梯-扮公司電梯） 

（aaron拎住一堆咖啡逼+衝入電梯） 

aaron：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喘氣mode）（入電梯後高舉拎住咖啡既雙手） 

（出電梯） 

aaron：唔好意思 唔好意思（逼出去） 

眾人：有無搞錯啊，禁逼人都得架 

scene2:（會議室-扮辦公室） 

aaron：（喘氣）咖啡送到喇.老闆，呢個你既，ben，mandy，wendy.....（逐個逐個派） 

老闆：好，我地開始開會（低頭翻看文件）由營業部開始彙報。 

aaron：首先.... 

ben：好，首先大家睇一睇上面幅pie chart....（aaron好疑惑禁望住ben，ben同距對一眼，但視若無睹）（過

左好耐） 

老闆：大家有無任何疑問？ 

aaron：我....（同時講，但比didi搶左話講） 

didi：我....我想問下副總裁既秘書空缺由邊一種方式補上？ 

老闆：Um....就公開招聘啦。好，（整理一下檯面既資料）大家無問題啦嘛？ 

aaron：我.... 

（老闆望左一眼aaron，扮睇唔到）（老闆企起身） 

老闆：無問題就散會喇。（老闆離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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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ene3: 

（aaron坐係辦公檯到，遙望景觀）（檯面有勁大堆工作）內心獨白：雀仔禁自由自在，無憂無慮，幾開心。 

員工（mandy）：（拎住幾份文件）aaron啊，um....我等陣放工有野做，唔知你可唔可以幫我做左距啊？我欠

你一個人情，唔該啦唔該啦！（擺係檯面）（鏡頭影住個堆文件，一份一份堆上去，天越來越黑。aaron趴係堆

文件中間，鏡頭慢慢拉遠。）（aaron突然坐好）aaron：（拍檯）為生活，我要熬落去！ 

scene4:（會議室-扮辦公室） 

aaron：（喘氣）咖啡送到喇.老闆，呢個你既，ben，mandy，wendy.....（逐個逐個派） 

老闆：好，你走得啦，我地要開會（低頭翻看文件） 

（aaron企定定係到疑惑緊走唔走好） 

老闆: （老闆抬頭+皺眉，放低手上既文件）你入黎都無野講架啦，死番出去做野啦。你睇下人地ben上次個彙

報做得幾好，你成碌木禁坐系到，唔系我話你，我請你做野禁耐，如果唔係怕你老，無錢養家，你仲會係營業

部經理？哼 你妄想啦！ 

aaron：（緊握拳頭）好....我出去先，大家努力（黯然關門）（關門前） 

老闆：哈，要人鬧先識聽話（嘲笑+輕佻） 

同事：距係頓頓地架喇，可憐下距啦，老闆唔好鬧氣 

老闆：算，費鬼事理距（aaron關緊門既手頓一頓，緊握拳頭，關實道門，背靠住會議室道門，緩緩頹然坐滑地

下....） 

scene5（辦公室） 

（aaron翻到自己個位到發現自己個位d野已經無曬.）（企係到好茫然） 

ben：aaron哥，真係唔好意思，聽講你身體比較抱恙，可能係呢個位風水唔好。睇在aaron哥提拔我既份上，我

調去呢個位到幫你擋煞！我已經幫你簡左個令位喇，先斬後奏真係對唔住喇！（ben指住角落既位置）（aaron

見到角落既位置自嘲禁笑左一聲）（aaron走緊去自己新位既時候，） 

mandy：（走緊去ben個到）經理啊，老闆話你新上手....（aaron停低腳步） 

ben：（大聲講話野蓋過mandy把聲）有咩我地行開先講（回頭睇下aaron有咩反應） 

mandy：（望向aaron，恍然大悟）對唔住對唔住，我地行開先講 

（aaron無比任何反應，默默地走回座位） 

scene6:（學校）回憶細個讀書既時候， 

老師：同學，你覺得做人最緊要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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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aaron？ 

aaron：擁抱夢想！（一臉天真同充滿希冀） 

老師：（笑笑口）哇！夢想wor，好宏觀！禁aaron你有咩夢想啊？ 

aaron：我要開咖啡廳！我想每一個人都可以係我開既咖啡廳停低，放鬆下緊張既生活，算係客人既能量補給站

喇！ 

scene7:（青廣） 

（鏡頭影翻去現實）（aaron沉思時一臉微笑，突然回神，睇住玻璃中反射出自己蒼老既臉龐） 

獨白：我真係要就禁老去，死去，禁就一生？ 

❽（辦公室）青廣 

（深夜，其他員工陸續散去，aaron除外）aaron最後一個人做完野，汁野走。 

❾（街道） 

歸家途中，見到有人街頭表演，停低睇表演。睇表演既時候，見到表演者開心既笑容，回想起自己細個。 

❶⓪（遊樂場） 

年輕aaron係到盪鞦韆，小朋友A話：你以為自己係超人咩？小心d啦 

年輕aaron話：哈哈，我係超人轉世。我大個想開咖啡廳，你想像下d人係我間cafe放鬆自在既神情，令人開心

都可以算係超人轉世啦！ 

小朋友A：好喇好喇，發你個春秋大夢啦！唔好fing禁高啦，好危險架。 

年輕aaron：喂！我認真架，我真係要開一間cafe！哇哇哇，我就跌啦（左搖右擺） 

（街道）scene11 

aaron：噗！（回想完，返回現實，笑細個既自己為左一啖氣搞到自己差d從棵樹跌落地下） 

（aaron左顧右盼，見到表演已經結束，d表演者已經汁緊野） 

一名表演者見到aaron企定定係到唔知做咩，行去aaron到，話：額...我地已經表演完啦，你....係唔係有咩問

題？ 

aaron：（嚇親，因為估吾到有人會無啦啦問距野）啊？吾系啊，無問題。（表演者見狀，只好走開。） 

aaron：（大聲問）啊，系呢。我想問，你地禁辛苦練習，系街頭到表演又吾會幫你地賺到錢，你地點解仲會做

落去？ 

表演者：（笑住講）因為開心咯，人生苦短，假如事事步步為營，循規蹈矩，禁同機械人有咩分別？活到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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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刻，你回顧翻人生，真係....咩都無。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有一個自己既特別人生，要盡興！ 

aaron：多謝你地！（路上狂奔翻屋企） 

數月後... 

12（Cafe） 

Ben去公司樓下cafe買coffee，見到aaron係到捧coffee比客人。 

Ben內心os : 侍應仔 哈 (以為aaron係侍應，想奚落下距) 

ben舉手示意，要落order。（aaron行過去。） 

ben：哎呀，乜aaron哥係到啊，aaron哥改行做咖啡廳禁夢幻禁攤條，我真羨慕 

aaron：哈哈，小本經營，都一把年紀喇，最緊要自己開心啦。 

ben內心os：仲以為你係侍應tim，不過，就算係老闆...都無乜用啦！ 都唔會有錢得去邊 ! 

（Aaron已經唔想理Ben，見林誠聰黎左就走埋佢） 

林誠聰：（坐係隔離檯，唔知ben係到）aaron啊，麻煩你我要一杯latte同一件new york cheese cake.真係多

謝你請我地d舊同事食野。你就好啦 ! 可以做自己鐘意既野，我總有排挨 (嘆氣) 

Aaron ： 你都可以架，我禁老都得啦 

林誠聰 : 講就易，屋企唔洗食咩  

Aaron : (笑住咁講) 咁味食少幾餐囉 ! 

林誠聰 : 唉 ! 追夢 這些機會都不是屬我的 

Ben : 喂! Aaron（Aaron無理Ben，只是在微笑） 

Aaron(對住林誠聰講) : 現依幾好呀，唔洗再睇人面色 (拍一拍林誠聰肩膀)得閒再過黎啦 

（Aaron無視左Ben，繼續工作） 

ben同mandy對視一眼，Ben內心os：依家好巴閉咩! 無錢學人追咩夢想，睇你幾時跪係到求我比番份工你 

（黑一黑mon ） 

Aaron 個「仔」(聲only) : 老豆 走得味呀 

Aaron : 得啦得啦......   

Aaron好滿足地收鋪。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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