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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和富千禧企業家精神計劃 

第 47 組  

公司名：粵音夢工場 

主題：重振香港粵語樂壇，引起香港人對粵語音樂的欣賞，保留粵語文化。 

商品及服務：明信片（包含郵票）丶手機音樂及遊戲 應用程式（包含網路紅人直播室  ） 

 

隊長：郭雄君  隊員：王銘湘，陳安琪，葉奐廷，李琪恩，吳靜媚 

導師：Ar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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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理念和摘要 

     透過一個"以信寄意"的方式,讓對方或者收信人獲得一個有趣全新的途徑獲取一首粵

語流行曲音樂,這方式比起網上就這樣分享音樂更有意義.有一種獲取實物滿足感的那份

喜悅,而且亦能收藏該名信片, 外表富有一張明星的照片,會讓人更想有收藏意欲,背後的

白色部分能讓寄信人寫出心聲, 二維碼則能掃描獲取歌曲到達應用程式介面,這樣從而

一方面讓更多人寄信,更能宣揚粵語流行曲給親友. 

     而在音樂遊戲程式方面，音樂是人與人之間的橋樑，是最簡單的表達方式，只需要

幾句簡單的句子便能令被人明白你的意思，不受語言的限制，而使用網絡平台分享音樂，

就能撇去距離限制的問題。我們設計了明信片（包含郵票）丶手機音樂及遊戲 應用程

式（包含網路紅人直播室  ）多管齊下，配合不同人的需要，增加他們的消費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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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目的 

目的 

    顧於目前香港樂壇受到韓流和外國音樂的衝擊,音樂市場被壟斷,令粵語流行歌不受重

視 ，對歌手還是從事音樂創作都受到嚴重影響。可見，當年曾飛黃騰達已不見。 

所以為了吸引香港人重投粵語樂壇的懷抱，我們會因應不同年齡的喜好和現時市場的不

足而 

設計商品。我們希望利用網絡的優勢，設計手機音樂及遊戲 ，吸引青少年的注意，引

起熱話。而對於中年人，我們設計了一套完整信封商品，方便他們寄信。而我們看準現

時市場缺乏一個完備的粵語音樂平台讓歌手與聽眾交流，而設計了這個手機應用程式，

令聽眾能隨時隨地聽歌，更新歌手的消息。 

目標市場 

產品主要的對象有 70-80 年代的中年人,以及 90 年代的青少年  

70-80 中年人:對以往的懷舊經典粵語歌曲有一定的認識,而且那段時期更是粵語流行最

輝煌的時期, 家傳戶曉的歌曲總會伴在嘴邊,而大多數人都有追隨那些"天王"的日子, 價

錢不算太昂貴他們也可以負擔的起.他們也有收集一些偶像唱片的時期,卻缺少一張偶像

不同姿勢,日常的相片,這正正就切合他們想要的。而經典的男女歌手均有, 以切合中年

男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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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年代的年輕人:有不少香港青少年有追隨的香港現代熱門粵語歌手, 根據他們的瘋狂

追星表現, 他們會購買不少有關歌手的周邊,這產品是與唱片公司有合作,當中也有不少

官方的照片,這可以吸引他們的購買慾.最近有不少香港歌手到內地進行大大小小的演唱

會,內地也有不少年輕人有喜歡的香港歌手,當他們知道香港出產這種官方製品,也會來

買甚至網購。現代歌手男女,樂團明信片均有,以切合青少年的興趣。 

 

香港粵語流行歌的歷史 

 ——資料引自維基百科丶黃 霑：粵語流行曲的發展與興衰 : 香港流行音樂研究 

( 1949 - 1997 )  

早期 

粵語流行曲的前夜 

1970 年代，香港經歷六七暴動，土生土長的戰後新生代漸漸成長，粵語流行音樂此時

開始萌芽。無綫電視劇煙雨濛濛，更史無前例地採用粵語歌為主題曲，開粵語音樂界一

先河。 

中期 

 

港產電視劇在 1970 年代開始流行，亦為粵語流行曲注入強大動力。當時，作曲家顧嘉

煇、黎小田以及填詞人黃霑、盧國沾和鄭國江等音樂人，譜寫了大量電視歌曲，當中不

少至今仍獲奉為經典之作。 

 

黃金期 

 

1980 年代是香港樂壇的全盛時期，也是粵語流行曲百花齊放影響力更遍及中國大陸和

台灣。當時，個人風格強烈且能獨當一面的經典粵語歌手輩出，配合幕後音樂人才湧現，

成就了經典巨星的時代。 

除外，卡拉 OK 開始盛行，對廣東歌帶來莫大影響︰ 為迎合這一消費活動， 不少歌

曲創作人開始採用簡單的音樂和重複易記的歌詞，是為之「K 歌」。 

1990 年代 「四大天王」時期 

張學友、劉德華、黎明和郭富城被傳媒封為「四大天王」，「四大天王」支配香港樂壇，

並壟斷四大電子傳媒音樂頒獎典禮的獎項。 



 
 

6 
 

 

歌手淡出頒獎禮 

1999 年，黎明和張學友先後宣佈不領取樂壇獎項。 「四大天王」時期之後，吹捧偶像

而不重實力的現像在 1990 年代末期愈來愈明顯，加上唱片公司和電子傳媒只重視市場

和包裝而不重視音樂創作，導致音樂界人才青黃不接。而此時較受歡迎的歌手，還有古

巨基、謝霆鋒等。 

低潮期 

版唱片開始充斥市面，互聯網下載歌曲風氣亦在 1999 年開始盛行。在 1998 年，全世界

爆發亞洲金融風暴，使香港經濟衰退；在 2003 年，SARS 事件發生，北京和香港的疫

情最為嚴重，使香港經濟衰退再現衰退。以上種種原因以致香港唱片市道相對八十年代

高峰期大幅下瀉，市道疲弱，唱片公司收入大減，一些大型唱片公司受不住沖擊，面臨

結業或撤出粵語音樂市場 

獨立音樂逐漸受到重視 

        而伴隨媒體的推廣，現代網絡的訊息流通以及樂迷的口味變化，獨立音樂也越來越

受到重視與推崇，甚至有成為一股潮流的趨勢 

現在這個高科技時代樂迷接觸音樂絕對可以不需要依附在如電視臺雜誌這類的主流媒

體了，他們當中有很多可以通過網絡來搜索適合自己口味的音樂，選擇比以往豐富得多。

而且大多數獨立音樂人創作音樂時所考慮的市場因素比主流音樂少得多，這對於香港樂

迷是一個相當新鮮的選擇。 

       驚醒著主流音樂一定要有質量甚至是創新求變，再不能流水作業倒模生產，因為在

選擇豐富的年代，只要不喜歡，聽眾是可以完全不賣帳而選擇其他音樂。 

港樂壇衰退的導火綫   版權風波 

     2009 年底開始，香港音像聯盟（HKRIA）就旗下成員唱片公司環球、華納、Sony 及

EMI 的音樂作品版權收費問題，和無綫電視（TVB）引發的爭議。本次版權風波是近年

加速香港樂壇衰退的導火綫之一。 

2009-現在 

近年，韓流席捲全球，韓星憑著出色的外貌，易上口的音樂節奏，多才藝，多年訓練的

實力深受世界各人歡迎。韓流在香港更是一直的熱話，不論男女老少都喜愛韓流文化，

而對香港樂壇冷漠。 

香港唱片產量及零售總值  

年份  

產量  零售值（港

元）  

   

1995 17,003,800  18.53 億  

 

1996 18,001,300  16.91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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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 5,000,000,  13.53 億  

 

1998 1 

10,000,000  
9.16 億  

 

資料來源﹕IFPI   

1997 年，有十張唱片，銷情慘淡，每張銷量在一

千張之下。很多分析。 

  

 

樂壇成功的要素 

 

1）媒體的宣傳力 

   音樂是生活必需，但唱片和演唱會卻是非必要的消費品。例如藝術家需要品牌的支持

和群眾的消費才能生活，一旦該市場經濟不夠活躍，那藝術作品要賣錢就會比較困難。 

   故此，所以如果唱片公司或是歌手本身想有更大發展，那他們一定有一個途徑令他們

出名。如近期突然爆紅的獨立歌手龍小菌便是其中一個例子：她本職是一個老師，隨後

在網絡上把別人的名曲改了社會性的歌詞，成為蒙面網絡歌手。本來只是唱唱歌，娛樂

一番，卻沒想到這樣慢慢的在 YouTube 上建立了自己的人氣，加上社會議題配傳媒的

不停被催谷。結果在 被發現，成功讓各大媒體争相報導。 

 

2） 人口，經濟和消費力 

當一個國家的人口越多，經濟又平穩增長，人們的消費力 自然地增長，這樣對娛樂的

需求增加，更渴望聽音樂，放鬆壓力，并獲得樂趣。 

 

問卷調查 

訪問日期：01/02/2016-07/02/2016 

訪問對象：年齡介乎 12-22 歲男生女生（50 人） 

資料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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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韓流及西方文化影響，現今的青年人普遍熱衷聆聽韓國或歐美的流行音樂，香港的

音樂市場逐漸被淘。我們希望透過售賣明信及推廣手機應用程式，以喚起年青一代及社

會各人對粵語流行音樂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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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圖可顯示，青少年因未具經濟能力，仍以免費下載聆聽音樂占最多接著是付費音樂

購買 CD 和不聽音樂。現今科技日新月異，音樂市場逐漸數位化， CD 已逐漸不流行於

這個年代，，顯示實體音樂消費逐漸式微。取而代之的是在透過電子媒介獲得免費聆聽

音樂的機會。然而，網絡資源雖多，但質量參差不齊，更有些是侵犯了歌曲的版權，因

此可見仍有部分有負擔能力的青年願意下載付費音樂，支持正版。 

 



 
 

10 
 

問卷啟發了我們去製作印有 QR code 的明信片，以配合這個趨向電子化得世界，符合市

場需求。希望喚起各人對粵語流行音樂的關注，同時支持正版音樂，當做是一種祝福及

禮物寄給身邊的朋友，親人。 

 

 

從上圖可見年輕人大多熱衷于透過電子網絡接觸音樂，卡拉 OK 和演唱會未必每個青年

都能負擔，但他們可無障礙，輕鬆地參與手機應用程式及網絡平台。由於音樂在電子網

絡市場上有很大了發展空間，這啟發了我們設計了數款手機音樂應用正式遊戲，吸引年

輕人的參與。希望透過他們參與其中引發對粵語流行音樂的興趣。 

公司產品和服務 

 本公司以一張明信片提供以下一條龍的服務,範圍甚多,而且用途應用成本低，吸

引了人，利潤容易獲取,更符合大眾口味,亦能復興傳統行業。 

第 1 個：明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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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現時的人大多數都用智能電話作為溝通的媒介，甚少在使用書

信來往。書信是人們交流感情思想的工具，雖然書信逐漸被須臾萬變的世界淘汰，但仍

會有人願意使用書信來往，因為我們可從中獲得實體書信的滿足感，這往往大於收到電

話信息的喜悅。因此，我們希望透過明信片，喚起人們寫信的習慣。亦透過明信片裡的

二维码將粵語流行音樂連接起每一段珍貴的關係。 

每張明信片將含有一個二维码，鏈接上一首音樂 

例如:  

產品:明信片 

明信片以一包三張（隨機抽取三張）的形式銷售於全港各個 7-11（926 間） 

每包售$10 

l   此明信片中包含一個二維碼,裡面包含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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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當收信人用手機掃描二維碼, 手機介面會跳去我们所设计程式的音樂界面.音樂介面

包含歌曲可以讓收信人聽到一首動聽的音樂(粵語流行曲)而當聽完音樂時候,收信

人可以從這個界面進入應用程式從中參與遊戲. 這首音樂可以讓收信人認識該首

歌以及加以了解, 令到不同歌曲從信中傳播,對方掃描後,便可以獲取聆聽歌曲的機

會. 

 

l   而明信片封面則印刷明星相片/樂隊相片/歌詞,為各位明星樂隊以作宣傳. 

這可以吸引一些對該名星或者樂隊的粉絲或者懷舊經典流行曲的中年人購買該產

品,亦可以喚醒 70 80 90 年代時候的懷舊回憶, 從而把有關粵語流行曲的記憶想起, 

令這個行業從此復興, 大街小巷也再次令這個曾經熱門的話題再次振作起來, 當該

行業再次復興, 唱片公司便可以繼續再創作不同的粵語歌曲, 與外國市場(例如日

韓歌曲,歐美歌曲等等)競爭. 

 

l   另外明信片內亦可以書寫郵寄給朋友與家人,寄出心聲,寫出心意,聽出心靈. 

現時的郵寄產業亦比以往少了許多,因為少了人利用送信服務,而大多數都把精神與

信息投放於手機,電腦,網絡,郵件送出,而忽略了個人滿足感,郵寄明信片,能令大家再

重拾那種滿足感,收取信件的那份滿足感覺. 

 製作明信片的成本也是不高, 每張最少大約金額是 HK$0.06 

 

第 2 個:郵票→蒐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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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售賣明信片外，我們還會每月推廣一款郵票，方便購買了明信片的人士將明信片寄

出，做成一條龍服務。郵票將以一版八張全港各個 7-11（926 間）出售，每個月出一期，

每期會有不同時期的明星照片（明星效應），以推廣粵語流行音樂的歌手們。 

 

引起大眾關注，提高郵票的認知度，給消費者留下深刻印象，以及刺激購買意慾。一步

給消費者一個機會了解粵語流行音樂的歌手,喚起大眾對粵語流行音樂關注（當中會與

各藝人的經紀公司商討版權費及推廣費） 

 

集郵是一種興趣，也是一種學問，同時也是一種投資（郵票升值的空間）集郵的年齡層

廣，老少咸宜。，郵票愛好者會通過蒐集集郵從中獲得滿足感，亦可作為投資；年輕人

可購買自己喜歡的藝人的郵票，愛鳥及烏。 

 

郵票製作：一版八張 

成本：一版八張,每張$6.5 

售价：一版八張，一版$72 

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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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個：手機音樂及遊戲 應用程式和網路紅人直播室   

手機音樂及遊戲 

為了增加應用程式的趣味性和吸引更多玩家下載遊戲，我們會提供一些遊戲程式。以下

有三項遊戲程式，透過不同形式和玩法讓玩家體驗不同的音樂感受，提高耐玩度之餘，

更重要的是，令玩家接觸更多粵語流行音樂。 

 製作應用程式的成本不高,而且利潤容易賺取 

1.猜歌手 

玩家透過聆聽隨機歌曲猜出歌手，正確便能在[商店]隨機抽出香港歌手/明星虛擬卡片，

卡被分成不同等級，分別為:銅級、銀級、金級、寶石級，及白金級。玩家每天有五個

能量值，每一個能量值需兩小時回復。每題有三個選項，每答中一題即刻獲得一分。每

100 分可以獲得一次機會抽卡。能量值可以用金錢購買。 

我們希望透過這種方法，能夠令玩家有個目標完成不同使命，從而吸引玩家繼續玩下去。

能量值得購買亦提供玩家另一個途徑完成遊戲，更增加收益。 

2.打節奏 

玩家在聆聽音樂的同時需打出合適的節奏（可選擇難易度），成績 B 或以上便能在[商

店]隨機抽出香港歌手/明星虛擬卡片詳細。成績越高可以抽到越高等級的卡片。 

打節奏能夠吸引玩家爭取更高的成績，從而有動力繼續玩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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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歌曲庫 

用家可在［主頁］搜尋歌曲，並選擇歌曲，歌曲庫提供音樂和歌詞，可供用家對着唱歌，

最後並會顯示所得成績，獲得積分。 

透過即時卡啦 ok，提供玩家一個平台唱歌，分數亦能讓玩家願意爭取更好成績，增加

遊戲耐玩度。 

 網路紅人直播室   

      歌手可以透過此直播室在我們組所設計的手機程式或網頁在網上進行即時直播，而

直播內容可以讓歌手自行選擇，用戶則可以對自己正在觀看的直播進行點贊。我們程式

則會在月末進行統計，看看哪個歌手得到最多贊，形成一個榜單。 我們的程式主要是

給歌手一個進行宣傳的平臺，讓他們的知名度得以提升，亦可以讓本地歌手演唱粵語歌，

推廣粵語歌，甚至粵語文化。 

我们更提供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让歌手可以分享自己的作品，宣傳正面訊息， 为

广大市民树立正面的印象，更可以成为青少年學習的榜样。 

我們的收入來源則是按照歌手所得到的贊與經紀人公司分成作為推廣費來維持正

常的日常開支。 

以下是網络直播室的例圖示範： 

 

  

(資料來源: twitch.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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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機構 

1）7-eleven：是普羅百姓常去的便利店，我們定期向他們提供名信片和明星郵票，放置

在當眼的地方，收入將以 6:4 （7/11）分。 

2）淘寶（可自由製作明信片的公司）：更低成本，增加利潤。 

3）唱片公司：向他們拿到歌手歌曲的版權和歌手在本公司網絡平台上活動 

的允許以及其細節。 

潛質歌手： 

雖然香港樂壇不受重視，但坊間還有很多有潛力的實力歌手 

黃詩穎（17 歲，香港人）： 

透過網絡平台分享自己的唱歌片段（翻唱）以及心得，與大眾及關注喜愛音樂的人作交

流，演唱粵語普通話，英語等歌曲。 

 

活躍於社交網絡平台： 

Instagram：3000+跟隨者 

YouTube：500+關注者 

 

獲得年青一代的關注，透過互聯網是音樂將大家連接起來。網絡的威力很大，能將資訊

短時間內傳遞開去，使之得到關注，提升人氣的同時亦將音樂，特別是粵語流行音樂的

訊息傳揚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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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my Tin（香港人） 

2005 年以【時代門外】一曲以唱作人身份成為網絡歌手，曾參加大學和對外音樂表演，

演出歌曲包括： 「辛酸」、「Devil's Party」、「長大」等多首自家作品，在 YouTube

上亦上載過不少翻唱歌曲，深受網友歡迎。 

以下是他自創的官網：http://www.timmytin.com/ 

社會責任 

        看一個國家的繁榮強盛，其藝術發展，或者流行文化皆是一個重要指標，它能提升

語流行曲中尋到自我和整個社會的凝聚力，因為流行音樂是商品，不能擺脫市場規範，

但市場規範，由消費者生活取向而來，因此流行音樂，在一定程度上，可以非常忠實地

反映港人的本土意識和心態。廣東歌的價值，絕不止是集體回憶，就是是對母語的觀念，

和香港人自我意識的建立同步的。   

http://www.timmyt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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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現今香港的音樂流行曲潮流大多都是外地創作的音樂: 韓國，日本，台灣，

甚至歐美等歌手都是香港人普遍的音樂取向。相反，本地創作的音樂潮流卻慢慢地失去

支持。回歸以前八九十年代，粵語流行曲曾幾何時亦有過一段風光的歷史。當中有不少

膾炙人口的金曲如《半斤八兩》、《獅子山下》等以反映社會民生為主題，不僅受到大

眾歡迎和得到共鳴，令到社會風氣蓬勃，朗朗上口的歌詞甚至紅片兩岸。粵語流行曲就

是陪伴一代又一代人成長的消閒娛樂，無聲無息地影響著上一代人的生活。   

  如今，隨着潮流的退化，當中提倡香港獨有的精神更是逐漸消逝； 同樣地，粵語

流行曲的創作越來越少，其中以勵志題材為主題的更是碩果僅存。所以白白眼看香港本

土文化慢慢被其他國家取替，而為了保衛香港本土粵語文化，我們每一個香港人要出一

份力支持本土粵語樂壇，達到重振樂壇。我們希望能夠透過商業的策略與及產品的支持，

拯救香港粵語流行曲文化，讓其產業能夠重新站在音樂的潮流上，令粵語流行曲能夠得

以延續；宣揚粵語文化，做個說粵語，唱粵語的真正香港人。 

 

 

資源運用（人力資源、財政預算、預計成果) 

Income statement for the year ended 17 March 2017 

                                                           ＄           

Sale                                                        2409782 

Less: Cost of Good Sold 

Purchases                                              1534522          

Gross profit                                             875260 

 

Add: Reven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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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ission income                              1000000 

                                                    1875260 

Less: Expenses 

Salaries                                                  (480000) 

Net profit                                                1395260 

 

Statement of Financial Position as at 17 March 2016 

                                                             ＄      

Assets 

Office equipment                                   9888 

                                                   

Financed by:    Government                                                       

Capital 

Balance as at 18 Mar 2016                  100000 

 Net profit                                  1395260 

    Balance as at 17 Mar 2017            1495260 

 

人力資源 

   為了能讓使用者有更好的體驗，我們决定聘請一個資深的程序員為我們编寫應用程式，

而我們的預算大概是四万萬一個月。 

     而剩餘的组員則會分别負責銷售，宣傳，後勤等。 

資金贊助（創業的資金） 

我們會向政府申請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青少年），成為創業資金，減輕經濟負擔，可

以大膽，全心一意經營業務。詳細如下：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 

數碼港提供港幣十萬元的現金資助，協助年青人創業。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旨在鼓勵創新及創意，為具潛質的數碼科技項目及商業點子 

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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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助者須於六個月內印證他們的原創概念，及開發產品雛型。成功申請者便可於六個月

內獲發資助 

評審準則  

1. 項目管理團隊（30%） 

2. 商業模式及投入市場時間（30%） 

3. 所建議項目、產品及服務的創意及創新元素（30%） 

4. 社會責任 （10%） 

網址：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youth/cy

berport_creative_micro_fund 

 

 

宣傳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tbrFxYP7o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youth/cyberport_creative_micro_fund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about_cyberport/zh_tw/about_cyberport/cyberport_youth/cyberport_creative_micro_fu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dtbrFxYP7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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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文件 

香港樂壇 衰退原因  

 ——資料引自吳彤.文章短網址：http://wp.me/p2VwFC-2Kl 

 

1. 語言的界限  

香港 95％ 人口是以廣東話為母語，所以歌手亦是以廣東歌為主。但近年內地及海外市

場對粵語文化打擊日益嚴重，不少有實力的歌手如容祖兒丶鄧紫琪丶李克勤等都返回大

陸發展。這樣變相扼殺了香港歌手在當地影響力之餘，其實也扼殺了當地本身的多元文

化。 

 

2. 電視台的限制 

香港過往 20 年一直處於一台獨大的局面，而近幾年高清電視的冒起令這個趨勢有過之

無不及。自從四大唱片跟電視台翻臉之後，電視台力嘗將旗下的演員藝人力捧做歌手，

同時又將音樂節目和資源一減再減。但藝人有名無實，未能成功轉型，而有潛質的新歌

手又缺乏電視宣傳渠道，造成雙輸的局面。 

 

3. 唱片公司的夜郎自大 

香港的經濟市場優勢已經收窄，歌手亦因語言界限，以及早十多年唱片公司的粗製濫造

令影響力大不如前。但某些唱片公司人員仍然留戀在以前的風光，歌手出入的排場和麻

煩令其他地區的媒體和合作單位卻步。結果對音樂相對認真，和對海外市場比較積極的

台灣歌手，在近幾年便完全主導了整個華語市場。 

 

SWOT 

Strengths: 1.We have a creative idea. 

                2. We have many potential clients, customers. 

                3. Our products are convenient ,low-cost and easy to produce. 

               4.Our proposal can get subsidy from the government that means we can start the 

business with very low-cost. 

Weaknesses:1. We are the first time to start running a business. 

http://wp.me/p2VwFC-2K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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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We are not familiar to this industry. 

Opportunities:1. The first app that include this kind of services. 

                      2. We are eager and fast to learn or adapt new idea. 

                      3. Promote the Cantonese’s songs culture to the world. 

Threats:1. The products may not be famous among the public. 

            2. High commission fee of seven-eleven. 

            3. Similar company appear. 

 

標誌： 

 

創作理念： 

標誌上的麥克風代表網絡紅人傳播粵語歌的工具，提供了一個平台讓網絡紅人用歌聲宣

揚粵語的獨有特色。這個設計簡單易明，人們易於從標誌理解我們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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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感想 

Esther Wu:  

      透過這次的報告我明白到我們需要理解清楚現今的社會趨向及市場需求去做家出相

對的推廣，產品的製作。現在是資訊科技發達的年代，年輕人的特性是很多機會接觸電

子世界，因此我們可以從這點出發，尋找好的商機。 

Crystal Yip: 

        經過這次比賽，我明白到創業的條件和因素。現今社會需要創新思維，我們需要運

用創意力去吸引投資者。我在籌備的過程中加深了對粵語歌的認識，並明白到團隊合作

的重要性，讓我在一個難忘有趣的經驗。 

Mandy:  

       由相討策劃，到資料蒐集，到現在寫報告，我都獲益良多。在相討對策方面，我從

中了解到除了粵語流行音樂等創意工業式微，香港也有許多行業也逐漸步入夕陽行業，

令我三思香港的急速發展帶給這些無辜的人的影響有多大。此外，在資料蒐集和寫報告

的過程中，我學會許多技巧之餘，更能助長我商業知識。 

 

Angel Lee: 

     After joining this project, I think I know more about the business world. It is not easy to 

start business. We need to prepare a lot of detail information for investment. And I know 

prepare such information is not as easy as we think. For instance, we work until late night for 

this project. But I think we have just taste a little bit the hardness of the real business world. 

Although, it is very tired to work in this industry but the experiences that I gain from this 

programme make firm my wish to join this industry in the future. 

Jenny Kwok： 

 在這短短 4 個月里，我從工作坊到自己製作計劃書，感受到創業的艱難，需要考慮很

多因素,亦更加認識到傳統行業在在香港發揮的作用：承傳舊文化,為城市保留歷史文化。

可是，往往時代的進步，新興的潮流令傳統變得遜色，傳統行業更難堅持經營。 

  但從活動中，我卻明白潮流的根基是傳統。只要在傳統中加入創意，在配合科技協助

運作，這樣便能活化傳統。 

Angel Chan: 

     參加了這個活動，我感到獲益良多，一方面我認識了更多現時社會的現況，活化莊

彤產業是什麼，大大擴寬視野。另一方面，我明白團體 精神的重要性，不但在這次製

作計劃書與組員需要互相，在經營公司更需要次成功的要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