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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如果要選擇一樣產品作為代表香港的手信，有什麼比起與香港這個名字由來有關的

東西更有意思？ 

「香里」以活化香港本地製神香業，及弘揚中國文化為目標而研發出新產品「茶

香」。揉合了中國茶和中國字博大精深文化、兼具環保概念的產品，定必成為香港

具像徵意義的本地特產手信，各國遊客購物的首選，並令燒香成為生活品味的象

徵。 

公司背景 「香里」是一間在香港註冊的私人有限公司。兩位股東均有製作神

香及中國茶文化的背景，對行業有一定了解。他們將會組成董事會

並管理這間公司。另外，公司意欲聘請一位行政總裁負責執行日常

職務。 

公司願景 將中國人的謙虛帶給世界。 

產品 「香里」主要設計及銷售自家研發的產品「茶香」。透過收集用過

的茶葉，然後混合天然材料製成的香粉，造成中國百家姓字樣形狀

的茶香將會是市場上獨有同時能觀賞及品味的神香產品。 

目標市場 「香里」的主要目標顧客為訪港的西方旅客。透過作為本地特產手

信的包裝，以及加入了中國文化特色的「茶香」，相信一定能給引

對中國文化有興趣的西方遊客。 

行業競爭 公司的主要競爭對手為其他售賣香港手信的品牌。但根據我們的調

查得知，大部份這類型的品牌均以售賣小食為主，因此我們相信查

「茶香」這個非食品的手信選擇將會有很大市場需求。 

公司財務 公司希望集資 100 萬元及向銀行申請五年期無抵押借貸 50 萬元。這

筆 150 萬元的資金將用於應付公司的日常營運開支。 
 
公司預期第一年的營業額為 728 萬元，並按年遞增至第五年的 927 
萬元。根據五年的財務預測，我們相信公司能於第二年達致收支平

衡，並可望於第二年獲得純利 23 萬元，及至第五年可獲得純利 43 
萬元。此外，公司不預期在首五年內會有任何流動資金的風險。 

 
表一：首五年的銷售展望、毛利及純利 (百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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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公司簡介 

「香里」將會是一間在香港註冊的私人有限公司。我們希望透過改良中式神香的設

計，令已經式微的本地制神香業得以活化。同時透過新的產品，令世界認識中國文

化以及燒香的好處。 

第一節 公司願景 

「將中國人的謙虛帶給世界」 

電影「葉問 2」中詠春師傅葉問曾經說過，中國人燒香除了計時外，亦代表著中國

人的謙虛 [1]。由於燒香時所產生的煙會一直上升，彷彿可以接通在天空的神靈，

因此古時中國人要祭神時往往會燒香。而會祭神的人，一般相信世事萬物皆由天

意，人能掌握的非常有限，因此人需要謙虛並敬畏神靈 [2]。 

時代進步，現代人燒香已經不限於祭神，亦可以是一種生活享受。例如在進行瑜伽

或香薰浴時，有部份人也會燃燒上等的香以提升氣氛及專注。 

我們希望能藉著推廣燒香，宣揚中華文化，並令客人獲得燒香的好處。 

第二節 使命 

「重新定義香港手信」 

我們提出全新設計、適合在香港生產的神香產品「茶香」，希望令已式微的本地製

香業得以活化。新的產品將以外國遊客為銷售對象，並附帶濃厚中國及本土特色，

令產品成為新的香港特產、訪港旅客購買紀念品之首選。 

第三節 核心價值 

「香里」的核心價值為： 

• 產品必須為無害無毒，包括對環境及人畜。 
• 保育傳統文化及手藝，令後世人有機會欣賞其智慧及精髓。 
• 以商業形式支持活化，為股東賺取可觀回報，以吸引更多人參與。 

第四節 公司所有權和法律結構 

「香里」將會是一間在香港登記的私人有限公司。有別於個人擁有的私人公司，私

人有限公司提供一個更完整結實的架構，令公司不會因為人事變動而要結業。另

外，有限公司保障股東無須為公司的債務和信貸風險負上個人責任，並令公司更容

易穫得新的資本 [3]。因此我們選擇登記為私人有限公司。 

而選擇在香港註冊主要因為香港營商沒有行業限制。我們可以經營任何合法業務，

而不必另外申請牌照。而且，香港稅種少、稅率低；一般貨物進出口亦毋須付關稅 
[4]，因此相當適合營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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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產品及服務 

相傳燃燒神香是陽人對神佛祖先表現的一種敬意，以求平安，同時也對陰鬼示之菩

薩心。自古以來，神香已被不少宗教及精神領袖視作淨化空氣及心靈的工具。不少

人認為燒香能令頭腦清醒，鬆馳神經，放鬆心情。因此有些人在打坐時燒香，以加

強專注力。可見燒香除了有宗教用途外，對工作和學習也有幫助。 

第一節 歷史背景 

香港這個名稱的由來和香港曾經盛產牙香樹有關。牙香樹是一種帶有香味的樹木，

磨成粉狀況燃點後便會發揮香味，使環境芳香，令人舒暢。這些香粉香粉便是後來

製作「拜神」所用的神香的主要材料。 

由於有生產香粉，香香港的製香行業在上世紀初期是重要的輕工業之一。「拜神」

是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的傳統習俗，而神香是拜神的必需品，需求一直很大。改

革開放前，由於當時中國政府對宗教物品所設的限制，不能製神香，所以香港便成

為了神香的主要出產地。戰後的移民潮為香港提供廉價的勞動力，減低了製香的生

產成本，同時令香莊和製神香的工廠增多。 

在十九世紀末，打製檀香木香粉是利用流水的天然動力推動水車進行，而且在荃灣

的曹公潭一帶，正是香港製香行業的重要後勤基地，用檀香木香粉製成的香品大量

出口和分銷於國內和東南亞華人社區。當時香港幾乎各各處都有香廠，造香業興

旺，著名的有「天寶」、「陳聯馨棧」、「梁永馨」、「永同福」等。 

以前的製香過程基本上是人手操作，工夫比較仔細。材料主要有香料、香粉、香膠

等。有些香廠更會混入藥材，如八角，川芎來調校香味。製香的方法也有兩種，分

別是淋香和搓香。 

淋香的成本較低。工人須先將乾的香骨放進桶中沾水，水桶中有一定份量的粘合

劑。透過將香骨浸在香粉的粘合劑中攪動，香粉會黏到香骨上。將攪動的動作重複

數次，使香達至一定厚度，便能完成淋香的工序。 

搓香是指將香粉混水製成香泥，再抺上香骨，用人手或工具輔助，搓至使香泥粘在

香骨上，需一根一根製造。利用此方式製作的香多為上價品。 

曬香即是把做好的香放在露天架上曬乾。曬香一般需時一至兩天。曬好後，把神香

捆扎好，再貼上印刷精美的包裝紙，生產工序便告結束 [5]。 

第二節 問題 

隨着中國大陸實施經濟改革，內地製香業開始興旺，加上內地擁有廉價的勞動力和

租金，令製香成本大大降低。相反，香港的租金不斷上升，曬香的地方也因為人口

增加而逐漸減少。於是不少香廠北移國內，香港的製香業開始逐漸衰落，不敵內地

這個強大的競爭者。同時，當時製香的環境差，工資低，吸引不了本地的年青人入

行，令行業青黃不接，加速了製香業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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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曹公潭上游河水受到染布業帶來的污染，其後打製檀香木粉的工序也逐漸機

械化，水車打香粉的傳統就在香港絕跡。以上的原因令製香業式微，香港製香行業

從八十年代開始，可算是名存實亡；品牌仍是老字號，但生產工作都在國內進行。 

此外，長期燃點劣質神香會對身體帶來負面影響。現時有不少人燃點內地製造的廉

價香，這些香雖然便宜，但多位科學權威及研究指出，燃燒劣質香有害人體，甚可

致癌。市面上部份的神香含有多種的癌症化學物，如甲苯、甲醛等。這些化合物是

中樞神經刺激物，可致神經系統受損，步態不穩，甚至昏迷。而持續使用這些廉價

香更會增加罹患肺癌的風險。 

本地製的神香曾經是香港的特產之一。我們應為一個地方如果要旅遊業興旺，就必

須有代表特色的產品，讓旅客購買成為手信。但香港現時的手信種類較少，欠缺獨

特性。香港最受歡迎的手信主要為曲奇餅、蛋卷、老婆餅等食物；種類單一，令遊

客無從選擇。這樣可能會減低遊客的消費意欲，影響旅遊業的收入，也會削弱香港

的吸引力和競爭力。 

第三節 解決方案 

香港神香業的式微，主要由於現時沒有足夠的土地進行大規模的曬香活動，及內地

擁有廉價的勞動力和租金，生產的神香也較為劣質，令製香成本大大降低。相比之

下，香港的香雖然質素更好，但香港在勞動力和租金方面也較昂貴。高昂的製作成

本令製香無利可圖。因此，這項傳統技術在港日漸式微，現時出售的神香大都由內

地製造。 

針對這個問題，我們會以紀念品的方式出售產品予外國遊客。由於產品不需應付本

地人的需求，所以我們可以使用小規模的生產方式，不需佔用大面積的土地進行曬

香，也能在港完成製香的工序，令此工業能在本地持續發展。加上以精品方式出售

產品能增加毛利，令這項產品有利可圖，因此可以確保製香技術繼續傳承。同時，

亦可以再次令神香成為香港的特產，吸引外國旅客購買作為旅遊的手信。 

第四節 產品設計及商業模式 

為了從競爭者中突圍而出，我們的產品須添上特色，令設計不同於內地所出產的劣

質香。因此我們會在形狀和味道方面作出改變，以增加產品的獨特性，也希望產品

能向遊客宣傳本地特色及中國文化。 

加入中國字特色 

在形狀方面，我們會放棄直條形的「線香」，改為把神香做成不同華人姓氏的形

狀，即「百家姓」，希望能令外國遊客增加他們對中國文化的認識。一個姓氏背後

總有其含義及歷史，每段歷史都獨一無二。透過購買扭成不同姓氏的香，外國遊客

能認識每一個部族的發展，從而了解中國及本地的歷史。故產品的設計讓外國遊客

透過購物了解中國文化的多樣性，令他們的購物旅程變得更有意義。 

將香粉排成符號或文字形狀然後燃點古已有之，稱為「香篆」。不過以前的香篆為

燃點前才將香粉到入模具做成形狀，例如圖一的福字香篆，而我們則會將倒模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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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改在生產時進行，並倒入香膠 (混合了粘合劑的香粉) 而非純香粉，令神香脫模

時能保持形狀，避免了要將模具附送給顧客而增加成本。 

 
圖一：燃點中的福字香篆 [6] 

以往香篆的模具通常是用銅製作的，成本相當高，而且每次有新字型加入時就要再

訂造一個新的字模，十分費時。不過受惠於新科技，我們會用 3D 打印去製作香篆

的字模，這樣可以大大減低成本之餘亦令到生產時間加快。 

加入中國茶特色 

在味道方面，我們會在香膠沾上中國茶的茶葉。中國出產的茶葉種類繁多，例如鐵

觀音、香片等。茶藝文化博大精深，實在有大力推廣的必要。為了向外國遊客宣傳

我國的茶藝文化，我們希望遊客能以喫茶以外的方式了解這門藝術，讓沒有喝茶習

慣的外國人得到更多機會接觸茶藝。而透過使用我們的產品，他們能欣賞不同茶種

散發出的茶香。相信這有助顧客們愛上中國源遠流長的茶藝文化。 

將茶葉燃燒本身已經有很多不同的應用。例如燃燒曬乾的茶葉可以驅蟲，或者將茶

葉加熱便可以令其釋放淡雅宜人、芬芳持久的味道 [7]。另外亦已經有一些產品以

茶葉取代有尼古丁的煙草，讓吸煙的人可以較易戒煙 [8]。因此我們相信混入茶葉

的神香，可以令其燃燒起來的味道更芳香、更有特色，以及創造一股寧靜舒適的氛

圍。 

我們也會在產品中加入環保元素，重複使用茶葉，降低製作成本的同時也能減少廚

餘。不少茶樓在泡茶後會棄置茶葉。這樣會增加廚餘，加重堆填區的負荷，破壞環

境。根據環境保護署的資料，香港每天產生約三千多噸的廚餘量，約佔都市固體廢

物量三分之一。由此可見，現時實在有減少廚餘的必要。 

其實茶葉在使用後仍保留其香味，經高溫消毒後有可用性。因此把使用過的茶葉加

入新鮮茶葉混合使用並不會影響產品的效果。加上回收茶葉的成本比購入茶葉的成

本低, 故利用這個方法能在保障產品質素的同時減低成本，增加毛利，甚至還能減

低本地堆填區的負荷，可謂一舉兩得。 

產品優勢 

對遊客來說，透過從形狀、香味和製作方式等方面作出改變，我們的產品能宣傳中

國文化，為顧客的購物旅程添上教育意義，同時也能向世界各地宣揚環保意識，令

香港成為遊客眼中的環保城市，間接改善香港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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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本地人們來說，我們的設計能改變普遍人們認為線香設計俗套、味道難聞的觀

念。相信加入這些新鮮的設計後，本地的年青人們會更有興趣接觸製香行業，令這

項傳統手藝代代相傳。而小規模的製香方式也適合在香港這個寸金尺土的城市裏完

成, 有助行業在本地傳承。 

考慮到香港的現況和行業的式微原因，我們為產品設計作出了以上所提及的改變，

希望能活化製香行業，令這項本地的工業獲得更多社會認識和支持。 

第五節 業務延續性 

我們相信「香里」的業務有很強的延續性。燒香在很多社會已經流傳多世紀，近年

應用層面甚至有擴闊的趨勢，因此需求相信亦會繼續上升。 

另外，我們製香的材料都是一些循環再用的物料，相信要繼續在市場搜羅並不困

難。而且，神香是消耗品，當客人用過產品後便需要購買新的，因此我們相信我們

的營業額可以一直保持。 

第六節 行業競爭 

我們的產品銷售對象為訪港的旅客，因此我們的競爭者為熱門銷售旅客手信的品

牌。為了了解香港近年的手信市場，我們訪尋了四個網站 [9] [10] [11] [12]，希望

找出香港近年來比較受歡迎手信。在四個網站中食品的手信佔了絕大部份，超過八

成的手信都離不開「食品」這個範疇。綜合各個網站的資料，我們發現德成號、

Jenny Bakery 及鯉魚門紹香園這三個手信品牌是較年來最有競爭力及最為突出的。 

店舖名稱 手信種類 價格 
德成號 • 家鄉雞蛋卷 

• 鮮牛油蛋卷 
• 鮮椰汁蛋卷 

平均價格： 
大罐 $155 
小罐 $82 

Jenny Bakery • 四味奶油曲奇 
• 四味奶油曲奇 - JennyAir 
• 八味果仁曲奇 
• 兩味奶油曲奇 
• 牛油花曲奇 
• 咖啡小花曲奇 

平均價格： 
大罐 $144 
小罐 $92 

鯉魚門紹香園 • 極品靈芝冬蟲草合桃禮盒  
• 合桃精選賀年禮盒  
• 紅棗、蕃茄合桃禮盒 

平均價格： 
$135 

表二：香港三大手信品牌種類及價格調查 

由表二可見，香港的手信種類單一，大部份都偏向食品類，有小部分甚至未能充份

地代表香港，導致遊客並沒有很多選擇。 

因此，我們的產品正正能夠利用它們這些不足，並同時令這些變成我們的商機，演

化成我們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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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我們亦嘗試分析這些品牌的優勢和劣勢，再透過強弱危機綜合分析了解我們的

品牌和產品如何與競爭者比較，及有什麼市場空間。表三列出了三個手信品牌的優

勢和劣勢。 

店舖名稱 優勢 劣勢 
德成號 • 歷史悠久 

• 有品質保證 
• 有隱定客源 

• 產品種類過份單一 
• 缺乏宣傳 

Jenny Bakery • 有品質保證 
• 有良好宣傳手法 
• 有隱定客源 

• 產品種類過份單一 

鯉魚門紹香園 • 歷史悠久 
• 分店眾多 
• 有品質保證 
• 多樣產品種類 

• 市面上太多類似的產品 
• 未能充份地代表香港 

表三：香港三大手信品牌優勢及劣勢調查 

我們的優勢 

此產品具有獨特性，在眾多的食品手信中，茶香成為少見難得的非食品手信。既可

用來作為精美的擺設，又可作為減壓的良藥，一舉兩得。 

另外，「茶香」亦具有中國文化，我們的產品會將線香扭成不同的中文字，其中包

括百家姓。遊客可自由選擇自己喜歡的字。同時在線香上我們也會加入中國特有的

茶這個元素，令遊客在購物的同時了解中國的文化。 

食品在不同的地方也是受歡迎的手信，但可以肯定的是以香作為手信的國家少之又

少。「茶香」具有創新的特色，比起所有國家都有的「食物」手信，香港也從始可

以有自己最有特色的手信。 

我們的劣勢 

不少人對香有誤解，因為香港市面曾經有劣質的香，那些香對食體有害，而燒香也

有可能會薰黑牆壁，導致不少人對香有不好的印象，需要時間去改變大家對香的負

面想法。 

「香」是與宗教比較有關的物品，未必人人能接受用「香」作為一樣手信。 

我們的機會 

由於市場上大部份的手信都是食品，導致種類過份單一化。非食品的產品更容易脫

穎而出，吸引到遊客的目光。 

我們的產品亦十分創新，暫時香港市面上並沒有類似的產品，能給人一種耳目一新

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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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威脅 

相比起其他老字號的手信店舖，我們的歷史不夠長久，所有事情都要從頭做起。 

由於我們做的產品是在手信的市場中開拓新的方向，而本來「香」這項產業也正在

式微，令我們沒有隱定的客源，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在宣傳方面。 

第七節 競爭優勢 

作為市場的先驅，我們相信在競爭上有一定優勢。 

首先，茶香是一種新產品，我們會註冊專利，成為這個產品的獨有供應商。因此後

來的競爭者將會較難模仿。 

另外，我們將會不斷研發新的產品，例如新的中國字或吉祥符號，以吸引客人繼續

購買。 

最後，我們亦可以引入一些新的味道，例如香薰油，甚至與本地小食如菠蘿油味或

沙爹牛肉味的神香，令產品更有本地特色。 

第三章 目標市場 

我們的目標市場主要是西方的遊客。由於內地生產的神香擁有廉價勞工及低原料成

本的優勢，因此在日常「拜神」用的神香市場上我們沒可能與之競爭。但是在精品

市場，例如休閑及觀賞用的神香則大有可為。因此我們打算將產品包裝成代表香港

的手信，並針對銷售予西方遊客。 

第一節 市場調查 

為了解市場對我們產品的需求及期望，我們在三個不同的層面對市場進行調查。 

• 首先我們透過問卷訪問對象對香港手信的期望，籍以找出市場上的需求缺口。 
• 另一方面，我們透過分析政府的統計數字，了解市場大小及潛力。 
• 最後，我們針對分割的市場進行研究，嘗試對需求缺口提供合適的解決方案。 

對手信的期望 

為了了解不同人仕對香港手信的看法，我們在二月中旬對 60 位對象進行了簡短的

問卷調查，當中收到 54 個回覆。調查的結果總結在圖二、圖三及圖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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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是否支持設計非食品類型的香港手信 

 
圖三：為什麼支持設計非食品類型的香港手信 

 
圖四：手信要有什麼元素 

由結果可見，我們的產品有頗大的發展空間。首先，多於八成的受訪者都理解現時

香港大部分的手信都是食品類，而且支持設計其他非食品類型的香港手信，而我們

的產品並不是食品類的，正正乎合他們的想法。 

對於現時香港手信的問題，受訪者有以下的意見。逾六成受訪者認為現時香港手信

類別單一化；逾五成受訪者則認為現時手信欠缺本土特色；多於三成的受訪者認

為，其他類型的手信更有發展潛力。 

面對此次的調查結果，我們認為我們的產品能有助改善現時香港手信面對的問題。

原因主要有二。 

首先，我們的產品令香港的手信不再單一化，我們的產品不再是食品類，而是比較

實用的手信，為香港的手信帶來全新的一面。 

再者，我們的產品俱有本土特色，能夠代表香港。我們的產品在燃點時會有茶的香

味，而茶正就正正本土的文化特色之一。 

另外，我們的產品會製造成不同的中文字，同樣是其中一個代表香港的方式。大部

分的受訪者都認為，理想的手信應該要富有本地和中國文化特色，而多元化。而我

們的產品則能夠達到他們的要求。就像剛才提及，我們的產品具有文化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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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我們的產品應是多元化，它有著香最基本的功能，燃點後會釋放出天然茶香

味，有舒緩壓力的作用，而且能作擺設之用，更能作禮品套裝送給他人。 

由以上的分析可見，我們的產品推出後定吸引不少人仕購買，並改善香港現時手信

方面存在的問題，有著極大的發展空間。 

有關訪港旅客數據 

 
圖五：旅客訪港人數 (百萭) 

除了問卷調查外，我們亦分析了訪港旅客的數量及其在港的消費額。我們相信，研

究有關數據有助我們了解公司對象客戶的潛力。 

根據香港旅業網 [13]發放的數據 ，我們有表四的分析。 

年份 入境過夜旅客消費 (億元) 入境不過夜旅客消費 (億元) 
2011 1,666.9 393.6 
2012 1,858.4 526.1 
2013 2,084.5 680.3 
2014 2,210.5 797.4 
2015 2,175.1 415.7 

表四：入境過夜及不過夜旅客消費 (億元) 

 
圖六：入境過夜旅客消費 (億元) 

大多數來港的旅客都會在香港購買手信，而且其消費額也不少。根據香港旅遊發展

局的訪港旅客統計，2014 年整年的訪港旅客人次約為六千一百萬，而 2015 年的人

次則約為五千九百萬，相比起 2014 年跌幅 2.5 個巴仙。另外，2014 年首六個月的

入境不過夜旅客的消費額為三千七百萬元，而 2015 年同期的入境不過夜旅客的消

費額則為四千二百萬元。以 2014 年和 2015 的數據作比較，可見香港的旅客人數有

下跌的跡象，但旅客消費額卻不跌反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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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旅遊業是香港的四大產業之一，對香港的經濟有重大的影響。根據一民生關注

組 [14]的分析，訪港旅客人數下跌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消費模式以至品牌都

趨向單一化，而且近年各區大型商場商舖如出一徹，毫無特色，香港的手信亦不再

吸引。這些的種種原因令香港不再是購物天堂，以購物為目的而來港的旅客人數亦

每況越下。為了重新振興香港的旅遊業，提升旅客的消費欲不失為一個好的建議。

我們的產品具有香港本地的傳統特色，但當中加入新的元素，代表香港的特色。現

時香港大部分的手信都是食品，令香港手信的市場單一化，對於香港的旅遊業帶來

負面的影響。而我們的產品不再是同一類的手信，為香港手信的市埸帶來全新的一

面。相信我們這個有香港特色，而且別具一格的產品必定能吸引更多的旅客來港購

買，為香港的旅遊業發展帶來一片光明的前境。 

第二節 市場細分及定位 

為了解西方遊客對在香港購買紀念品的喜好，我們訪尋了各個著名的英語旅遊網

站，並分析它們對香港紀念品的理解。研究發現有別於內地遊客偏好食品，西方遊

客較喜歡和本地及中國文化有關的產品。從圖七可以見，由被訪的旅遊網站反映，

西方遊客會留意的香港紀念品最受歡迎的頭位分別為「香港設計師設計的本地特色

產品」、「度身訂做的服飾」(例如西裝或旗袍長衫)、「港式或中式食品」及「茶

葉」。在列出的十二款紀念品中，有九款 (百分之七十五) 為帶有本地或中國特色

的產品。因此我們相信，如果產品具備以上條件，將會受西方遊客歡迎。 

在同一調查中我們亦發現中式的茶葉對西方遊客非常吸引。我們的產品除了有豐富

中國特色外，亦混合了中國茶葉的元素，相信會相當能吸引目標顧客。 

 
圖七：西方遊客對在香港購買紀念品的喜好 

第四章 市場策略 

我們的產品將會透過兩大渠道銷售。第一是實體店舖，包括專門店及在遊客區的流

動攤位；另一渠道則是網上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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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地點 

我們會於第一年的經營時在遊客區建立一個實體專門店。根據香港旅遊發展局提供

的資料，香港的市區旅遊景點主要由尖沙咀、中環等組成。考慮到近期租金走勢，

我們選擇在尖沙咀東部開始第一間實體專門店，因為該處的租金相對較便宜。根據

表五的網上報價資料 [15]，部份位於尖沙咀東部的街舖每尺租金只需數十元，比起

中環區要平均超過 100 元尺租高便宜很多。而且尖沙咀東部酒店林立，遊客眾多，

相信非常適合經營我們的第一間實體專門店。 

地點 店舖面積 尺租 
尖沙咀東 麼地道 半島中心 745 $91 

尖沙咀 金馬倫道 650 $136 
銅鑼灣 耀華街 760 $145 
中環 威靈頓街 645 $150 

表五：面積約 700 平方呎的街舖租金例子 (2016 年 2 月) 

除了實體專門店外，我們亦會在其他的旅遊景點 [16]，例如是黃大仙祠、太平山等

租用短期的攤位。這些短期攤位經營靈活，佈置簡約，除了銷售產品亦可起宣傳作

用。 

網上銷售方面我們會設立公司專門網站。由於網站不會只局限於本地的顧客，而是

來自世界各地的顧客，讓即使是身在異地的顧客也能訂購我們的產品。例如遊客在

接觸過我們的產品後如果想再購買，即使已經回到他們的國家，也可以透過網上訂

購，然後產品會直接寄到他們在外國的地址。在訂購時我們可以讓客人自訂一個中

文字作為神香的形狀。如果客人對中文字不了解，他們可以提供一個英文字，然後

我們會將之翻譯成中文，再透過電腦模擬圖讓客人確認訂單，然後才製作神香。 

網上訂購的最大好處是成本低而效率高。但有別於在實體店購物，客人無法知道所

選神香的氣味，因此們相信大部份客人會在實體店中接觸過我們的產品後才會在網

站再購買，因此網站不能成為唯一的銷售渠道。 

第二節 宣傳 

我們計劃將會實行以下四大宣傳途徑，相信透過這些宣傳，定能讓我們的產品提升

知名度，從而提高我們的銷售額。 

首先，我們將會通過網絡平台作宣傳。現時網絡上有很多不同的平台讓我們作宣

傳，而且迴響非常大。不少遊客在網絡上看到我們的宣傳，相信亦會產生興趣，並

主動透過不同的方式購買。現時熱門的社交網站有很多，例如是 Facebook、
Instagram、Twitter、YouTube、新浪微博等。這些網站都是國際化的，所以宣傳的

對象不會因而局限於本地，而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再加上大部分的網站都有轉

載的功能，透過瀏覽者的轉載，宣傳效果更能夠加倍。 

其次，我們亦計劃在熱門的旅遊景點作宣傳，以吸引遊客購買我們的產品。我們將

透過派發宣傳單張和展示實體的產品，讓遊客更了解我們的產品，從而提升他們購

買的意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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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除了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外，本地的長者都是我們的目標銷售對象之一。現

時香港有不少的長者都有每天「拜神」的習慣，所以線香在香港的需求量亦不容忽

視。長者亦因而成為我們的其中一類銷售對象。我們將會製作一批免費樣品，並計

劃透過香港的各個非政府組織，例如是本地的各個老人社區中心，把這些樣品派發

給長者，以作宣傳之用。 

另外，在較早的部份我們也提及過，我們的產品在燃點時會發出茶的香味。因此，

我們計劃與茶葉供應商合作，在市面上推出一款以茶葉為主題的禮品套裝，而當中

則會包括我們的產品。這個禮品套裝不但適合用作手信或是佳節時送禮之用，同時

亦能達致一定的宣傳效果。 

第三節 定價 

我們的主要銷售對象為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我們計劃向他們主要銷售有中文字型

和茶香味的線香，藉以宣傳本土的特色，並為他們帶來別類的手信。除了遊客，對

於本地的長者，我們計劃主要向他們銷售有茶香味的線香。由於長者們每天都會

「拜神」，所以比起線香的外型，無毒而且帶有茶的香味對他們來說更為重要。 

我們的價錢定位為高端的精品價錢。由於我們的產品並非日常必需品，加上原創性

及獨特的設計，因此我們相信客人會願意付較高價錢購購買。 

• 茶香標準版 50 支裝：68 元 
• 中國字特別版 5 支裝：38 元 
• 茗茶配套禮盒裝 5 支裝：168 元 

第五章 組織架構 

香里將會是一間在香港登記的私人有限公司。於營運初期，我們會有兩位股東。這

些股東將會成為公司的董事，並組成董事會管理這間公司。另外董事會將會聘請一

人成為這間公司的行政總裁。圖八展示了這間公司的人事架構。 

為符合香港公司法規定，本公司的兩位股東將會成為自然人董事，並組成董事會負

責監督整間公司的營。當中包括確保公司的運作符合香港法例要求，例如每年呈交

一份由合資格審計師所簽署的會計報告等。 

為節省人手，以其中一位董事會同時兼任公司的法定秘書。另外董事會會聘任一人

做行政總裁，負責公司日常營運。 

圖八展示了公司的人事架構，以下是各個職位的功能簡介。 

行政總裁 

行政總裁是公司日常運作的最高領導人，負責帶領整個團隊執行公司的運作，並確

保公司的方向與公司的理念、願景及價值配合。行政總裁亦需要向董事會報告公司

的營運狀況，包括財政狀況、人事管理及銷售指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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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總監 

公司會聘任一位財務總監，負責管理整間公司的帳目。財務總監需要每年提交一份

由合資格會計師所批核的會計報告與董事會及公眾。 

財務總監亦會制定每年的公司預算，並向行政總裁及董事會提出財務意見。例如是

否需要收集更多營運資金或向銀行借貸等。 

行政助理 

公司內部的日常運作會需要很多不同的支援，例如文書處理，辦公室支援等。行政

助理就提供了這個功能。 

市場及銷售主任 

負責整間公司的銷售，包括制定策略、進行推廣活動、產品定價等。市場及銷售主

任亦需要在網上對公司進行宣傳及形象包裝。同時，亦要與商業夥伴合作宣傳，例

如與不同的茶莊進行商業推廣活動。 

另外市場及銷售亦會負責實體店舖及流動攤位的銷售及宣傳工作。部門會聘請四位

職員負責經營第一間實體專門店，當中包括一位店舖經理以及另外三位店務助理。

他們主要負責 店舖的銷售及佈置工作，以及宣傳公司形象。另外市場及銷售部亦

會聘用兼職銷售員在遊客景點所租用的攤位負責銷售及宣傳。 

營運總監 

營運總監會負責與生意夥伴合作，外判生產神香港的工作，以致質素管理及新產品

設計等。 

資訊科技總監 

主要負責公司內部的資訊科技架構，例如內聯網，以及建立並營運公司的網上銷售

網站 設計及營運等等。 

董事會

行政總裁

市場及銷售
主任

財務總監 營運總監

店務助理
(三人)

店舖經理

資訊科技總監行政助理

兼職銷售員

 
圖八：公司的人事架構 



第十六屆和富千禧企業家精神計劃 – 「香里」商業計劃書 
  第 15 頁 

第六章 企業社會責任 

為支持環保及降低生產成本，我們會與中式茶樓合作回收用過的茶葉，然後將之製

成我們的神香。有研究指出本港現時每天生產約 3,648 公噸廚餘，其中亦包括中式

茶樓泡過茶的茶葉。這些茶渣在短促的上班午膳時間往往只泡過很短時間，仍然有

茶香，適合製作我們的產品。考慮到衛生問題，我們會將回收的茶葉消毒，然後再

生產成神香產品。 

回收茶葉並非新鮮的課題。其實在香港亦有少數機構回收茶葉及水果等製成工藝品 
[17]，例如紙張及杯墊。我們希望可以透過這個概念，為環保盡一分力。 

另外我們亦會與非牟利機構合作，透過到訪長者的家居時送出我們的神香產品。我

們選擇長者作為目標是因為在香港很多長者也會有拜神的習慣，在拜神時他們很多

時會燃燒線香。因此送出神香時除了讓長者得到有用的物資，盡一些社會責任外，

亦有宣傳的效果。 

製作神香的原材料「香粉」以往會用上有香氣的木材，但由於成本高，近年已經很

少採用。為顧及環境保護，我們亦會與近年業界的習慣一樣，只會使用鋸木的副產

品木糠 [18]，加入香料和染料製成香粉。這樣不單指令廢物可以循環再用，更可以

減少砍伐樹木，支持環境保護。 

最後，雖然我們打算將製香的過程外判，但這並非純粹為減省成本，反而主要是為

本地香廠提供新的需求。基於製香仍是人手為主，我們為確保生意夥伴有質素，會

要求定時到訪廠房，並確定他們合理地對待工作人員，包括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

合理休息時間及符合所有勞工法例例如最低工資等。 

第七章 財務狀況 

在這一章內我們將會討論公司在未來五年的財務展望。 

第一節 重要預設 

在本章所討論的財務展望是基於以下的預設： 

• 採購和生產「茶香」的成本為零售價的 40%。 
• 於第一年公司辦公室及零售專門店的裝修費分別為 50 萬元及 50 萬元。 
• 辦公室將位於荃灣，面積 1,200 平方尺，尺租每月 20 元。 
• 零售專門店將位於尖沙咀東部面積 745 尺，尺租每月 91 元。 
• 利得稅為淨利潤的 16.5%。 
• 於第一年公司將會集資 100 萬元及向銀行申請五年期無抵押借貸 50 萬元作為營

運資金。 

第二節 薪金表 

公司將會於第一年成立時聘請表六的職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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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位 空缺 第一年的薪金 (元) 按年增長百分比 
行政總裁 1 每年 120,000 1% 
財務總監 1 每年 120,000 1% 
營運總監 1 每月 35,000 1% 

市場及銷售主任 1 每月 25,000 1% 
行政助理 1 每月 18,000 1% 

資訊科技總監 1 每月 25,000 1% 
店舖經理 1 每月 20,000 1% 
店務助理 3 每月 13,000 1% 

兼職銷售員 1 每年 6,000 1% 
表六：職位及薪金表 

第三節 銷售展望 

公司首五年的銷售展望如表七所示，當中數據是基於以下預設： 

• 在 2015 年香港總旅客人次為 59,307,596。 
• 假設我們品牌的滲透率為 0.05%。 
• 假設每位客人的消費為 200 元。 
• 假設每宗交易的金額為 180 元。 

渠道 首年銷售展望 往後銷售展望 
零售專門店 • 總營業額：5,930,760 元 按年增長 10% 
網上郵購 • 假設每日有 15 宗交易 

• 假設每宗交易的金額為 180 元 
• 180 元以上的單次交易我們將提供免

費赴運，成本將由公司承擔。 
• 總營業額：985,500 元 

按年增長 10% 

流動攤位 • 假設每年租用 6 次流動攤位 
• 假設每次租用營業額為 60,000 元 
• 總營業額：360,000 元 

按年增長 10% 

表七：首五年的銷售展望 

第四節 收益表 (五年展望)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000 $’000 $’000 $’000 $’000 
      
Sales 7,276.3 8,003.9 8,404.1 8,824.3 9,265.5 
      
Opening stock 0.0 400.0 420.0 441.0 463.1 
Purchases 3,260.5 3,166.6 3,324.9 3,491.1 3,665.7 
Less: closing stock 400.0 420.0 441.0 463.1 486.2 
Cost of goods sold 2,860.5 3,146.6 3,303.9 3,469.1 3,642.5 
      
Gross profit 4,415.8 4,857.3 5,100.2 5,355.2 5,6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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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Less: expenses      

Salary 2,004.0 2,084.2 2,167.5 2,254.2 2,344.4 
MPF 112.2 116.7 121.4 126.2 131.3 
Directors Fee 240.0 249.6 259.6 270.0 280.8 
Shop Rent 813.5 846.1 879.9 915.1 951.7 
Office Rent 288.0 299.5 311.5 324.0 336.9 
Utility charges 120.0 124.8 129.8 135.0 140.4 
Marketing expenses 240.0 249.6 259.6 270.0 280.8 
Travelling 36.0 37.4 38.9 40.5 42.1 
Mailing/courier 
charges 50.0 52.0 54.1 56.2 58.5 
Uniforms 6.0 6.2 6.5 6.7 7.0 
Stationery 48.0 49.9 51.9 54.0 56.2 
Repairs and 
maintenance 24.0 25.0 26.0 27.0 28.1 
Interest expenses 40.0 32.0 24.0 16.0 8.0 
Insurance 12.0 12.5 13.0 13.5 14.0 
Audit and accounting 
fee 20.0 20.8 21.6 22.5 23.4 
Legal and professional 
fees 5.0 5.2 5.4 5.6 5.8 
Sundry expenses 30.0 31.2 32.4 33.7 35.1 
Packing expenses 80.0 83.2 86.5 90.0 93.6 
Management fee 40.0 41.6 43.3 45.0 46.8 
Staff benefit 20.0 20.8 21.6 22.5 23.4 
Depreciation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Total overhead expenses 4,428.7 4,588.3 4,754.5 4,927.8 5,108.2 
      
Net profit (13.0) 269.0 345.7 427.4 514.7 
      
Taxation - 42.3 57.0 70.5 84.9 
      
Profit after tax (13.0) 226.8 288.6 356.9 429.8 

第五節 資產負債表 (五年展望)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000 $’000 $’000 $’000 $’000 
      
Non-current asset      

Furniture and fixtures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Equipment 400.0 400.0 400.0 400.0 4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Accumulated 
depreciation 200.0 400.0 600.0 8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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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Net book value 800.0 600.0 400.0 200.0 0.0 
      
Current asset 277.0 626.1 1,008.5 1,456.8 1,977.9 

Bank 10.0 10.0 10.0 10.0 10.0 
Cash 400.0 420.0 441.0 463.1 486.2 
Inventory 687.0 1,056.1 1,459.5 1,929.9 2,474.1 

 687.0 1,056.1 1,459.5 1,929.9 2,474.1 
      
Total asset 1,487.0 1,656.1 1,859.5 2,129.9 2,474.1 
      
Non-current liabilities      

Bank loan 500.0 400.0 300.0 200.0 100.0 
      
Short term liabilities      

Taxation - 42.3 57.0 70.5 84.9 
      
Capital      

Capital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Accumulated 
profit/(loss) (13.0) 213.8 502.4 859.3 1,289.2 
      
Total liabilities and 
shareholders’ equity 1,487.0 1,656.1 1,859.5 2,129.9 2,474.1 

第六節 現金流量表 (五年展望)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000 $’000 $’000 $’000 $’000 
      
Opening bank and cash 
balance - 287.0 636.1 1,018.5 1,466.8 
      
Profit/(loss) generated 
from operation (13.0) 226.8 288.6 356.9 429.8 
      
Add:      

Depreciation 200.0 200.0 200.0 200.0 200.0 
Bank Loan 500.0 - - - - 
Taxation - 42.3 14.8 13.5 14.4 
Capital 1,000.0 - - - - 

 1,687.0 756.1 1,139.5 1,588.9 2,111.0 
      
Less:      

Purchases of fixed 
assets 1,000.0 - - - - 
Repayment of bank 
loan - 100.0 100.0 1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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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r 1 Year 2 Year 3 Year 4 Year 5 
Increase in inventory 400.0 20.0 21.0 22.1 23.2 

 1,400.0 120.0 121.0 122.1 123.2 
      
Closing bank and cash 
balance 287.0 636.1 1,018.5 1,466.8 1,98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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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對於香港手信的看法：問卷調查結果 

問題一：如果你有外籍朋友來港旅遊，作為香港本地人，你會向他們推薦什麼香港

手信？（可多選） 

選項 回應總數 
蛋卷 35 
曲奇 8 

保健產品（例如：燕窩，人參，冬蟲夏草等） 3 
涼果（例如：話梅，芒果乾，陳皮等） 24 

其他 7 

問題二：現時的香港手信絕大部分都是食品類，如果設計其他非食品類型的香港手

信，你會支持嗎？（只選一項） 

選項 回應總數 
會 45 
不會 9 

問題三：如果你支持設計非食品類型的香港手信，為什麼？（可多選） 

選項 回應總數 
現時手信類別單一化（例如：大部分都是食品） 29 

現時手信的本土特色不足 24 
手信吸引力不大 9 

價錢不菲 1 
其他類型（非食品）的手信更有發展潛力 15 

其他 0 

問題四：你認為手信要有什麼元素？（可多選） 

選項 回應總數 
富有本地及中國文化特色 42 
多元化（不止單一類別） 37 

價錢相宜 33 
體積小 16 
實用性強 20 
不會過期 14 
其他 0 

問題五：你認為新類型（非食品類）的手信的價格應該是多少？ 

選項 回應總數 
少於 HKD 50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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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 回應總數 
HKD 51 – 75 17 
HKD 76 – 100 13 
HKD 101-150 14 
HKD 151-200 3 
多於 HKD 200 1 

附錄二  英語大型網站推介的香港手信 

Travel+Leisure: Local souvenirs that will make you remember Hong Kong 

http://www.travelandleisure.com/articles/hong-kong-gifts-and-souvenirs 

推介的香港手信 
GoodBuy Hong Kong cookies Red-White-Blue merchandise 

Po Sum On healing balm Nin Jiom herbal candy 

About.com: Top 6 best Hong Kong souvenirs 

http://gohongkong.about.com/od/shoppinginhk/tp/Best6Souvenirs.htm 

推介的香港手信 
Suits Tea 

Computers and electronics Porcelain 
Chopsticks Chinese clothing 

CNN: Best Hong Kong souvenirs and where to get them 

http://travel.cnn.com/hong-kong/shop/best-hong-kong-souvenirs-227876/ 

推介的香港手信 
I ♥ Hong Kong T-shirt Hong Kong kitsch 

Custom-made suits and cheongsam Antiques, real and fake 
Chinese knickknacks Novelty plastic key chains 

Forbes: What are the best souvenirs to buy in Hong Kong? 

http://www.forbestravelguide.com/hong-kong-china/what-are-the-best-souvenirs-to-buy-
in-hong-kong 

推介的香港手信 
A custom-made suit or cheongsam Tea 

A name seal Knickknacks 
G.O.D. – Goods of Desire  

Spotty Insider: Insider souvenir hunt: 5 things you have to buy in Hong Kong 

http://www.spottlyinsider.com/souvenirs-hong-kong-shopping-5-things-you-have-to-bu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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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的香港手信 
Cookies from Jenny Bakery or Cookies 

Quartet 
HK-style French toast or pineapple bun 

plastic plates from G.O.D. 
The Coffee Academics’ TCA house blend 

coffee beans 
VitaSoy and other Hong Kong beverage-

inspired phone cases 
Local designer finds from PMQ  

Travellog: 10 must have Hong Kong souvenirs 

http://www.travelog.me/articles/10_musthave_hong_kong_souvenirs/ 

推介的香港手信 
Tea Hong Kong snacks 

Chinese art Hong Kong designs 
Name seal Tomica cars 
Knockoffs Custom clothing 

Market knickknacks Traditional clothing 

Discover Hong Kong: What to buy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eng/shop/what-to-buy/index.jsp 

推介的香港手信 
Chinese snacks and brews (including tea) Jewelry and watches 

Computer and electronics Optical goods 
Fashion and beauty Specialty shopping 

Home decorations and furniture Traditional wares and wears 

China Tour: Hong Kong shopping 

http://www.chinatour.com/hongkong/hongkong-shopping.htm 

推介的香港手信 
International brand clothes and handbags Top quality cosmetics 

Jewels Hong Kong style pastry 
Watch Electronics 

Lonely Planet: The ultimate guide to shopping in Hong Kong 

https://www.lonelyplanet.com/china/hong-kong/travel-tips-and-articles/58854 

推介的香港手信 
Antiques Gems and jewelry 

Art Camersa 
Clothing Watches 

Computers Leather goods and luggage 

Cheapflights: Hong Kong souvenirs even the locals love (and where to find them!) 

http://www.cheapflights.com.sg/news/hong-kong-souvenirs-even-the-locals-love-and-
where-to-find-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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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介的香港手信 
Fortune cats Custom-made suits 
Cat onesies and more Homeware 
Red lamps Tea 
Amah bags Food and snacks 

附錄三  創意宣傳短片 

影片超連結： 

http://1drv.ms/22hB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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