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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理念及摘要                 

 

「紙想你欣賞」公司 
 

我們的公司 

我們公司的名稱為「紙想你欣賞」，顧名思義希望我們的紙紮品能做

到最優良的品質，得到客戶的欣賞。我們紙紮品除了是根據傳統奉獻

給重要的先人的禮物，向他們表達一份的尊重和重視，令他們可以好

好走完最後一程。此外，亦希望打破傳統思想的框架，在傳承紙紮的

傳統工藝，更希望把紙紮提升為另一層次，令大家對紙紮品有新的認

知，把它變成另一樣的藝術品，注滿回憶和祝福，傳承紙紮手工藝之

餘，更令紙紮業變得環保，做到可持續發展。 

 

我們的標誌 

我們以「橋」作為我們公司的標誌以帶出我們希望承傳中國傳統紙紮

的中心理念。我們這道橋並非沉悶的淨色，而是有著不同色彩，以標

示我們以加入環保、裝飾等創意新元素活化固有的傳統紙紮文化，使

其可吸引各階層的顧客，甚至學徒以助紙紮文化的長遠發展，並承傳

至後世。 

 

我們的願景 

✓ 研發不同的方法去拓展紙紮的不同用處，承傳紙紮手工藝 

✓ 令大眾接受紙紮品融入生活中 

✓ 於三年內為紙紮業帶來新景象，為我們公司打造良好口碑 

 

我們的使命 
 承傳: 

 宣揚及承傳紙紮手工藝產業 
 質素: 

生產質素優良、品質有保證的紙紮品 
 活化: 

在原有的紙紮品中加入環保的元素，為紙紮品塑造環保形象服務 

  

我們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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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推陳出新 

公司向來致力推廣創新，力求進步，為客人提供最優質、最完善的服務。

在産品方面，我們的網站提供大量的選擇，有中有西。而客人除了可以從

網站中挑選，亦可以自行把設計發送給我們，從而提高產品的彈性 ，更多

元化。當然，在設計方面我們亦花盡心思，為了提升紙紥產品的認售性，

我們的設計亦盡顯不同，將紙紮品轉化成一般家居可以擺放的裝飾品或是

家具，讓紙紮品不再只局限於殯儀館，而是我們日常的一部份；我們亦提

供不同的紙精品供大家選擇，例如紙相框、紙模型等 ，配合不同年齡層的

需要和喜愛。希望從而推廣紙紥，其實紙紥不單單是我們所認為老年人的

玩意，亦是中國的一種文化和智慧，我們應好好保護，珍惜和承傳。 

 

 品質保證 

公司為了提供最優質的服務，有着嚴緊的品質監控，我們除了會定期考獲不

同的品格認可證書，加深顧客對我們的信心，更會不斷進行自我審核和改

進，希望透過原善的品質管理系統，令產品得以完美製作，務求滿足每位顧

客的需求。我們亦有提供保養期的制定，若客人購買產品而不是用做燒祭之

用，公司會提供半年的保養期。只要客人在保養期內帶回單據和產品到工

廠，便可以免費進行修復，將文化和回憶長存在我們的身邊。 

 

 注重環保 

此外，保護環境是發展社會很重要的一環，在燒祭紙紮品時，無疑會釋放二

氧化碳等有害物質。因此，我們有着嚴謹的監管，管制着工廠對廢料外洩的

處理、砍伐樹木等。我們公司亦採用環保的物料，看似和傳統的物料相同，

但所釋放的物質比傳統的小。採用環保物料，希望能為地球出一份力，相對

減低温室效應的速度，就算客人大量燒祭，也不怕造成大量污染，不會為地

球帶來負擔。同時，把紙紮品放在家或是公司裡，可以讓大家以此作為環保

的警惕。 

 

  承傳文化 

本公司注重保育傳統手工藝。紙紮品除了作為燒祭品，我們更希望為行業注

入創新產品，令只有較單一用途的紙紮品能開拓新市場。在過程中，本公司

會開發紙精品，用傳統手藝的精緻，打造想工藝品般的產品，打響紙紮行業

的名聲，令人們重新關注行業，佔有市場先機。同時，我們關注的更是市民

的迴響，令紙紮行業重新掘起。然後把紙紮的文化特色宣揚中外，教導大家

簡單的紙紮製作，帶起文化傳承的關注。在另一方面，本公司亦注重在教育

方面的承傳工作。本公司致力推動紙紮品的教育，相信為兒童和年輕人提供

紙紮做法和意義，以及介紹中國和本土文化的知識，能有效傳揚紙紮和本土

傳統工藝文化，達致承傳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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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理念 
 

紙紮行業的歷史 
四五十年代，因為傳統祭祀儀式十分流行，所以紙紮品的需求變得很大，而且市場

更遍及東南亞。早期市場有時通貨膨脹或經濟不景，雖然市民買不起昂貴的祭品，

但由於中國人一向受儒家思想重孝道的精神，所以十分重視先人，而紙紮祭品盛載

除了能安撫心靈，往往是一項表達對先人敬意的最佳方法。雖然紙紮祭品最後會化

成灰燼，但一份薄薄紙紮祭品卻是寄託思念的情懷表達對先人離去的不捨和尊重。

可惜，現今紙紮行業逐漸式微，因為隨著經濟轉型，越來越少的年輕人願意入行從

師，使這個行業慢慢沒落。 

紙紮的意義 
我們卻認為紙紮品代表「承傳」，因為在清明祭祀時，這是我們與先人之間的橋

樑，表達思念，所以希望能透過我們在原本的紙紮概念上創造突破，令到紙紮能多

用性，能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不只在祭祀後變為灰壗，令紙紮業不再式微。

為何改革 

因為燒紙紮祭品的過程中亦會排放二氧化碳,因此本公司將會改用環保物料(如:再造

紙、低二氧化碳排放物料)令到生產的過程中更加環保，令到紙紮品的用效更加長

久。由於現時社會重視藝術結合，本公司亦會運用傳統紙手工藝，例如小時代製作

的紙燈籠，逐漸改製成創新的紙紮潮物款式，用精細的手工製作精美擺設。之前亦

有研究指出現時的都市人，訂購紙紮品回家當擺設或藝術品，已有不少外國人購買

當手信。由此可見，紙紮已慢慢打開多一條的銷售頻道，我們故因此希望在原有的

改變上，再加上多一些創意的元素，打開更大的營銷市場，吸引更多的人去了解，

去欣賞。 

如何改進 
因社會的進步，人們在紙製品的選擇上，越來越追求外表的潮流和更方便的平台。

所以本公司會開設網上交易平台，縮短交易所需的時間，有需要的客戶可因自己的

喜好，訂製一些獨特的紙紮品，由我們作為中間媒介去為客戶尋覓價錢適合的產

商，增加交易的靈活性。隨著交易量增加，希望能拓展到海外市場，將紙紮業的文

化世界化。 

未來憧憬 
如果我們在紙紮上新穎的改革得到普遍的認可，或可以帶動更多人有興趣從事這個

服務行業，和吸引更多營商者開拓這方面的投資興趣，同時令年輕人能發揮自己的

創意想像空間，去發掘一些新奇的元素可套用在這傳統的物品上，令這傳統文化得

以承傳，並運用不同時代的新元素，一直不斷的改革和進步。紙紮這行業的初衷就

是希望通過自製的物品，送給更多的心意。 

故此，除了傳承紙紮品的手工藝，我們更希望能將紙紮變成創意擺設，融入生活，

能夠看而生情，延續這份背後的心意。同時亦能令之前那些專門製作紙紮的師傅，

得到社會的關注，使更多人有興趣學習這門傳統手藝，能夠令這具文化價值的行業

保存於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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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位置 

形象塑造 
 

 商業價值（多樣化功能） 

由於傳統紙紮品行業續漸式微，業內競爭較低，能確保對市場的掌握。加上，紙紮

品有其局限性，只適用於祭祀先人，因此我們除了進軍傳統紙紮品行業，我們更希

望能推出不同創新款式的紙紮品，並接納客戶設計。除了保留紙紮品行業的特色和

手藝外，更能擴充紙紮品的功效為裝飾品，並帶給市場不一樣的遠景。同時，可以

帶出更多商機，帶出不同方以生產商的身分去設計和研發產品，在市場塑造創新與

傳統共存的形象，增加商業競爭力。 

 

 文化價值（傳承） 

紙紮品是表達對去世的一份的尊重和敬仰他們精神的長存，因此在中國人的文化思

想上有著重要的地位。其文化意義十分深厚，在市場有著尊重先人的產品的形象，

因此是一個十分有發展潛能的市場。同時紙紮品行業亦是一個擁有長遠歷史的傳統

產業，其紙紮手工藝更是十分有名，因此活化紙紮業亦能塑造一個傳承文化的形

象，能增加客戶的認可。 

 

 環保價值 （低排放） 
管制產品的製造材料來源，購買獲得 FSC 認證原漿紙張生產製品的企業 

原因：購買標記有 FSC 認證標誌的木製品、紙製品等，可以避免買到來源於瀕危

樹種或非法砍伐的產品，向消費者保證了該產品來自於能滿足當代和後代社會、經

濟、生態需求的森林，也是對綠色環保的支援。 

例子  

目標生產來源供應商：大亞紙業 

芙蓉紙 

環保認證、質地相似 、價錢合理 

 

 

由於燃燒傳統紙紮品時會排放大量污染氣體，在環保意識越趨加深的社會，是一大

潛在問題。因此我們嚴格管制紙張來源。就算客戶大量燒祭，亦能減低污染的問

題。同時，我們的紙紮產品會經過香港環保標籤計劃的認證，通過專業測試，為我

們公司塑造一個環保企業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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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客戶 
 

 先人親屬/祭祀者 
可以購買给先人作為祭品，像傳統獻給逝去的先人所燒的一些現世會用到的

日用品、必需品或奢侈品，如房子、汽車、紙衣等並以實物呈現。以燃燒纸

紮祭品的方式，傳送禮品给先人。並希望先人會守護自己，家人和朋友。此

外，亦會用作日常過節時祭祀時獻給神明的祭品。紙紮品的款式亦很多元

化，希望無論是老幼大小，無論是甚麼用途，都能滿足客戶的需求。 

 

 大眾市民 
紙紮品可用作傢俬及擺設的用途，例如紙鮮花、紙燈罩、紙相框等，市民可

於家中或公司擺放特色紮品，提高紙紥產品的實用性， 亦令紙紥產品更普

遍化，融入生活之中。加上，紙紥成品用途甚廣，可用作文具架、飾物櫃、

甚至椅子、桌子等，市民可蒐集紙紮品，集成一套，這未嘗是一個新的玩

意。 

 

 青年人 
可以購買作為家居的裝飾品或送禮選擇。紙紮成品可以十分多元化，各種各

樣的物品亦能做得栩栩如生，亦可以做出不同種類的紙紮品 ，配合創新的

潮流設計，將紙紮品轉化成一般家居可以擺放的裝飾品，讓紙紮品不再只局

限於殯儀館，而可以讓青年也會購買紙紮製品來裝飾家居，送禮。如果客戶

希望有獨特的設計，亦可以自己去訂制務求能配合自己的整體需要，令喜歡

創新的青年人能夠有空間發揮創意，以此作為綽頭，以吸引更多年輕客戶。 

 

 旅客 
可以成為有代表性的手信。因為紙紮品擁有長遠歷史，並是一種地方的獨特

工藝，是本土的藝術文化的一種，成為手信跟能把紙紮品發揚光大。其獨特

性亦不局限於老土或一成不變的設計，與此同時亦能保留其傳手藝，同時精

細而品質高的紙紮品配合合理實惠的價格，在旅客市場上有更大的優勢和潛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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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概念 

 

 我們在做甚麼？ 
本公司希望透過活化紙紮行業，讓大眾對紙紮的物品態度改觀。紙紮產品的作用不

單單只是買回來便燒掉、獻給逝去先人的祭品，更可以讓大家看到都會欣賞的精

品，並藉此傳揚本土文化產業。另外，我們的產品會以環保物料造成，結合環保元

素，希望藉此機會宣揚環保意識，提醒大眾需要在祭祀時，留意燒紙的壞處。 

  

 產品有甚麼不同？ 
我們的產品與一般的紙紮產品不同，我們重視的是活化：創新、方便和適合。希望

通過客戶自行設計或選擇紙紮產品、和以網上進行交易，切合現代香港市民的生活

模式，提供客戶一個快速而適合的產品，讓人們足不出戶也能購買我們的產品，亦

提高了家人們準備祭品的速度， 減低人們在給先人們祭祀時的負擔。 

同時，我們提供給顧客自由設計紙紮產品的空間，顧客可以提供我們原圖或是電腦

設計圖，我們將會盡力完成一個像真度高、有質素的產品，希望顧客可以藉著送給

故人仿真度極高的舊時物品，憶起當時的美好時光， 亦令故人在天國中感受到溫

暖和安息。至於用作精品擺設方面， 我們希望透過有質素的產品，吸引市民支持

紙紮行業，務求令大家認為紙紮公仔並不是先人或法事才需要的，而是大家都能欣

賞的精品。 

  

 我們為甚麼創業？ 
我們這個特別的紙紮店鋪是由數個志同道合的年青人合辦的，我們都堅守著維護傳

統文化產業的宗旨，希望在科技發展同時， 能與傳統產業並進，而我們踏出的第

一步便是從很多人都容易忽視的紙紮行業開始。藉著紙紮行業的興起，提高人們對

傳統行業的重視，鼓勵更多人投身傳統行業。 

 

 產品如何幫助傳統產業？ 
我們相信很多人會在某些情況下都需要紙紮產品，但隨著鋪租愈來愈貴，投身紙紮

行業的人亦少之有少，更多的傳統紙紮鋪面臨結業危機。所以我們產品的價值不在

於金錢方面，而是希望大家無論對於紙紮產品的用法如何，都能支持我們，這樣才

能復興紙紮行業，為一群正在做紙紮公仔的老輩們送上尊重。 

同時，我們積極作出傳統產業方面的教育工作， 提升普羅大眾，尤其是學生們對

傳統產業的認識， 以及改善大家對紙紮產品的價值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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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有什麼特色？ 
我們的產品為了營合不同年齡層和不同時間的需要，承諾會定時推出新造型產品。

在特別節日時，會推出與節日相關的特色產品，例如在中秋節時推出紙紮楊桃燈

籠、在新年推出紙紮桔樹等。另外，我們會從卡通人物的商標持有人中取得商標版

權，合作製作出特別商品，如推出紙紮熊本熊、蛋黃哥等，吸引和切合年輕一代的

須求，廣闊市場，令更多人對紙紮行業更有興趣。 

我們會爭取版權持有人的認同，與他們合作創作出獨一無二的紙紮品。以下是我們

將會合作的公司和推出的新品 

 

例如： Sanrio - 40th Anniversary My Melody, Gudetama and Hello Kitty set 

              Walt Disney Company - Tsum Tsum collection 

              San-X - Rilakkuma and Monokoro Boo sets 

  

 

 

 
  

 

此外，中國傳統文化和特色也是我們設計特色産品的考慮因素之一。中國傳統特

色，如四大美人，將會是本企業特色產品的焦點之一。此舉能在推廣紙紥品的同

時，一同宣傳傳統文化，承接並承傳傳統文化。 

 

 

 回饋社會 
除此之外，我們為了貢獻社會，本企業將會捐出部分盈利共獻社會， 奉行企業本

應有的「取諸社會、用諸社會」的原則。堅守「顧客第一，金錢幣二」的原則。 

  

 我們的一小步 

我們會為香港傳統文化產業踏出第一步， 傳統文化產業的種類琳瑯滿目， 我們這

班年青人只是踏出了一小步，希望透過大家的支持，提升大眾對保護傳統文化產業

的的留意。 支持我們良心企業， 為香港傳統產業作出重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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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內容（市場營銷組合：4P） 
 

産品： 

我們的産品以傳統紙紥産品(如紙扎衣服、紙扎家居等)為基礎，再加入新元素，目

的是讓中國傳統紙紥技術能如日本紙雕工藝般，晉升至一個更高且更多元化的層次

--藝術品。創新紙紥産品除了具一向拜祭先人和節日之用外，也能夠吸引大眾欣賞

紙紥產品的藝術和精細，並購作日常裝飾、 傢俬、禮物之用。 

 

•範本設計紙紥産品 

根據時下流行趨勢設計，具有各種精美造型，如小孩最愛的迪士尼動畫主題和深受

年輕人歡迎的網絡潮語主題，將交由廠商大量製造，再於本公司網站提供訂購服

務。我們希望達到持續銷售、生產，為公司提供基本盈利。一方面減省聘用大量紙

紮師傅的金錢， 另一方面能夠確保紙紮成品的一貫性。 

•自行設計産品 

客人可以自行把設計發送給我們至網頁製作，而這些完全地配合客人的需要和要求

的産品將由紙紥師傅親手製作。 

 

* 鑑於卡通版權問題，我們會於設計和製作前先向商標持有人申請版權。 
 

分銷： 

我們主要於兩方面分銷產品：本公司的網上平台以及合作夥伴。 

 網上平台： 

本公司的業務將會以網上買賣為其中主要分銷方法之一，我們將會自設網

站，以 B to C (Business to Consumers)形式進行買賣。若是訂購一般持續銷售

的紙紮品， 我們會在接收訂單後 直接從倉庫取出紙紮品進行交收或郵寄。 

若是特別訂做的紙紮品，我們會接收訂單後，再製造商品，然後直接與顧客

見面交收商品，或郵寄給顧客。 

 合作夥伴： 

1. 本地紙扎店鋪： 

以 B to B to C(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onsumers)的形式進行買賣，先接收香港

紙扎店鋪的訂單，再製造商品，繼而把製成商品送到各本地紙扎店鋪進行批

發。 

2. 7-11 便利店： 

我們將與全港近千間 7-11 便利店合作以 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onsumers 做

法分銷我們的紙紥産品。根據 7-11 官方網站 2013 年的資料，香港共有 912

間 7-11 便利店，密度屬全球之冠。香港每平方公里內，就有 0.826 間 7-11

便利店 ，在人流多的地方如旺角區，便有三十多間。因此我們決定與全港

7-11 便利店合作，把我們的産品(普通款的産品，$100-500) 放於各 7-11 內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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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相信能帶來可觀客源和收益。我們以每天每 2 間店可售出 1 件$100 的

貨品估算，一個月可得利潤 456 x $100 x 30= $1,368,000。收益我們將以月結

算，與 7-11 便利店以(本公司)6:4(7-11 便利店)比率分脹，因此每月大慨能從

和 7-11 合作獲得$820,800 盈利 

3. 十大景點： 

我們將於香港旅遊發展局指的「香港十大景點」，即是數千萬旅客到訪過最

愛的景點以 Business to Business to Consumers 做法分銷我們的紙紥産品。我們

能與香港旅遊發展局合作於當中的太平山頂、香港海洋公園等的紀念品售賣

處分銷産品，也能於當中的前九廣鐵路鐘樓和黃大仙祠附近設置攤檔售賣。

相信於熱門旅遊景點合作能帶來可觀客源和收益。我們以每天每個景點可售

出 1 件$200 的貨品估算，一個月可得利潤 10x $200 x 1 x30= $60,000。收益方

面我們將以月結算，與各旅遊景點以(本公司)6:4(各旅遊景點)比率分脹，因

此每月大慨能從和各旅遊景點合作獲得$36,000 盈利。 

 

價錢 ： 

我們的産品價格可分為兩種：範本設計價格 

• 範本設計價格（持續銷售型產品價格：該類型產品為本公司已有的產品模樣， 

顧客不需自行設計，而是在網站上或店舖內選擇已有的設計標本。） 

流行、特別圖案的造型，卡通型狀的公仔或裝飾大約需$145-500 

以「不同款式不同價錢」為原則，以配合不同顧客的經濟能力和實質需要。 

• 自行設計價格 

根據客戶個人的喜好設計加上由紙紥師傅親手製作， 再根據所需的工序、材料、

科技等定立實質價錢，平均需$6000 起。 

 

宣傳： 

以網上宣傳為主要方法，亦會以宣傳單張、廣告等方法宣傳。 

1. 建立網頁宣傳： 

於網上建立公司網站，為客人進行預覽及訂購活動，同時為了吸引客源，亦會提供

網上訂購優惠價及會員卡等宣傳。 

2. 合作伙伴宣傳 

於本地紙扎店鋪、7-11 便利店外以及熱門旅遊景點張貼宣傳海報，也於街上分發單

張，令更多人知道我們公司的產品和優惠。 

3. 知名網上論壇、網誌宣傳 

現在資訊科技發達，人人皆機不離手，常常用電話瀏覽各網上論壇、網誌，而網上

宣傳亦不需成本。有見及此，我們可於香港討論區、Ublog 等熱門網上論壇、網誌

發帖子宣傳產品，以吸引年輕人市場，增加客源和改變他們認為紙紥産品都是古

舊、恐佈的固有想法。而且，現代人的生活都離不開網絡，只要一個讚好或分享就

能提起網上其他人的注意和興趣，因此在網上宣傳往往更易收「一傳十，十傳百」

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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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調查 
為了更準確地了解客戶對產品的需求，我們請了４０個人為我們填寫

問卷，以下為調查結果： 

根據圖表顯示，有過半的受訪者願意購買我們公司的產品，可見產品仍然有潛在

市場。我們亦有信心透過產品質量和後期宣傳提高購買量。 

根據圖表顯示，多數受訪者傾於＄100-200 較平民化的價錢。同時亦有不少受訪者

接受＄400 元以上的價錢。可見客戶對於此產品的可接受價錢有較大的彈性，所以

我們在推出產品是亦會提供不同價錢的產品，以滿足不同客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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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圖表顯示，多數受訪者都因較認同我們產品的理念和可以自己設計產品款式

而購買我們的產品。因此，我們在宣傳、推銷時等多提及以上賣點。 

 

根據圖表顯示，大多數的受訪者之所以不考慮購買我們的產品，是因為與本公司

在產品理念上有所出入和認為產品有違產品原意。因此我們會盡力改善產品，而

配合和吸引更多的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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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 
 

優勢:  
 

1）市場競爭低 

因為本公司所採用的紙紮品的製作及行銷方式較新穎，在市場上並沒有過多類似的

產品，而且新奇的研發產品，可為市民帶來新鮮感，吸引大眾嘗試我們的創新產

品。我們更計劃將在 5 年後擴展業務至其他地區和國家，例如馬來西亞、泰國等

地， 將香港文化傳統產業傳揚開去，爭取其他地區啲市場先機。 

 

2）加插環保元素 

由於原先製作紙紮品的過程中會產生許多有害物質（如釋放二氧化碳），因此引入

環保元素製作，改善紙紮產品原來的不足之處，減少空氣污染，而加插環保訊息能

夠獲取更多人的認同，吸引市場。 

 

3）吸引力大 

本公司會因客戶的個人喜好而提出不同的訂製要求，我們會貼近他們的需要，而提

供更優質的服務，繼而大大提高紙紮產品設計的彈性，以此為賣點。再者我們會改

變紙紮的用途，讓紙紮產品逹裝飾作用，提升其用途的多元性和創新性。現今興起

不同手作市集，可見現今年輕人普遍熱衷及欣賞手工藝品的創作，因此為改良後的

紙紮產品加入裝飾用途定能吸引年輕人市場。 

 

4）增加購買渠道 

隨著電子平台的普及，消費模式也逐漸變得電子化，此外我們會設立電子交易平

台，提供方便快捷的網上訂購方式，即使足不出戶也可購置心頭所好，更能配合城

市人對效率的追求。 

 

5）履行社會責任 

本公司會聘請一些有經驗的紙紮師傅成為我們的員工，可以令他們增加就業機會，

同時亦能讓紙紮這個傳統行業得以傳承，令社會增加對這個行業的認識，履行我們

的社會責任，提高本公司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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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勢： 
1）知名度低 

本公司所採取的方法較新奇，可謂人們對行業的認識也較低。而且在經營初時可能

未必找到足夠的公司願意幫我們宣傳，所以未必會得到廣泛的認知，需要一定時間

來建立公司聲譽。 

 

2）經驗不足 

因為這是初次經營公司，在經營業務上有較大阻礙，在市場並不是很多公司有相似

的經營手法，所以較小資料可提供做參考 

可能不會同時兼顧環保和營銷。 

 

3）遠景估計不定 
加了環保元素之後，可能令顧客對我們的商品需求沒那麼大，因為可以循環再造所

以我們的營銷率會下降，因為需求彈性較高，所以價錢的升幅，可能有所影響，影

響加上未來發展不能估計，因為這是一個新的設計概念。 

 

機會: 

1）開發空間大 

本公司採取的傳承理念能引起大眾了解，年輕一輩對紙紮產品感到古老、迷信、恐

怖的固有想法較少資訊的發達，可降低成本。 

 

2）提升環保意識 

採取較環保的製作手法，可提升公眾環保意識，研發其他環保物品。 

 

威脅： 

1）普遍性 

若我們的產品得到社會上較大的迴響，會比較容易令其他的公司也模仿我們的營銷

方式。 

 

2）認可性 

新穎的產品未必能受老一輩的認同。 

 

3）早期回報低 

由於初時經營時知名度較低，估計生意額會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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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解救: 
 

 

1） 普遍性 

由於我們的營業方法較新奇，容易令其他的公司也模仿我們的營銷方

式，所以我們希望能夠透過與所競爭的公司達成合作共識，加強公司

之間的策略關係，因此能集中力量並結合我們在產品開發上的專業，

開發在產品市場機會。在利潤分配方面，雙方可享有 50%的純利潤

（合作經營所產生的利潤），而利潤會每年尾分配一次。這樣可以有

顯著增加的自由現金流量，方便經營。 

 

 

2）認可性 

由於我們公司推出的產品概念新穎，可能未能被大家接受。所以，我

們分開不同的目標市場。例如我們會於傳統紙紮店合作，以吸引市場

客源。另外，我們亦會配合宣傳以推廣我們的產品，令更多市場上的

客源會因我們的產品理念和環保因素，逐步鞏固客源，並提高認可

性。 

 

 

3）早期回報低 

在開業的早期我們預期客源以至利潤會較少，始終華人社會中紙紮品

的舊有定位已可謂根深柢固，一般消費者在認識我們公司的創新理念

和實際經營流程前也可能更傾向光顧傳統紙紮店。加上開業的早期我

們需要投放大量資源於宣傳和優惠以吸引客源，因此在開業的早期我

們預期回報會較低。 

 
  



17 
 

資源分配 
 

 人力資源 

 

部門 職 責 員 工 數 目（初步估

計） 

預計入職薪金(每人) 

市場營銷部 市場調查 

宣傳產品 

處理客戶查詢和投訴 

1 $15000 

營運部 行政事務 

管理資金 

公司常務 

人力資源管理 

2 $12000 

技術部 研發和設計產品 

聯繫生產商 

管理社交平台 

負責電腦技術 

 

3 

*其中一位為紙紥師

傅，全手工製作產品 

$12000(一般技術人員) 

$20000(紙紥師傅) 

 

 

公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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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財政預算 

 

開支預算表 

  港幣＄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總額 

銷售 1     

小計  3431200 4530000 6570000 14531200 

銷售成本 2     

為售價的 40%  1372480 1812000 2628000 5812480 

毛利  2058720 2718000 3942000 8718720 

毛利率 60%  60% 60% 60% 60% 

營運開支      

薪金和津貼  996000 1095600 1205160 3296760 

租金和差餉  540000 594000 653400 1787400 

水電煤  45000 58500 85000 188500 

其他主要項目  100000 110000 120000 330000 

小計 3 1681000 1858100 2063560 5602660 

      

其他收入 4 0 0 0 0 

純利   377720 859900 1878440 3116060 

 

 

*詳細版財政預算，將於附錄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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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責任 
 

作為社會的一分子，我們樂於履行社會責任，回餽社會，並盡力完成傳承傳統文化產業的

工作。 

 

❖ 贊助設計學院： 

我們會定期提供資助給香港的設計學院，贊助學生學習紙紮文化，一方面提高學生

對傳統產業的認知，另一方面給予學生機會，鼓勵學生為本公司設計特色產品。 

 

❖開班教學 
我們會定期舉行紙紮教學班，吸引小學生及年青人對紙紮品的興趣。在紙紮教學班

中，本公司會進行本土傳統文化知識教學、製作紙紮品教學、如何實踐活化及承傳

傳統文化產業等課題， 提升年輕一代對傳統紙紮藝術的認識。 

 

❖ 提供參觀活動： 

我們歡迎中、小學生，以及大專學生到我們的辦公室參觀。辦公室提供給參觀人士

學習創作紙紮品的地方，並有專業的師傅教授同學，令學生對紙紮行業有更深的了

解。 

 

❖ 與學校合作： 
本公司會與學校保持緊密合作， 到不同的學校進行講座、工作坊等活動，講解傳

統文化行業和紙紮品藝術，宣揚傳統文化。 

 

❖ 建立慈善基金： 

我們將會建立一個以環保為主的慈善基金，為地球的生態環境出一份力。慈善基金

將會以「環保 4R」為宗旨，使用收益去令更多人認識和關注「Reduce (減少使用), 

Reuse(廢物重用), Recycle (循環再造), Replace (替代使用)」這 4R。 

我們會將一部分的盈利收益用作捐款，而收益主要的用途是運行我們的小型回收

場、為市民提供優惠環保產品如可分解牙刷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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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 
 

 

「紙想你欣賞，只想你欣賞」。 

這正正是我們一班有著滿腔熱誠的年輕人，有志為打破傳統思想的框架，進行改

革創新的夢想。希望能靠我們自身的努力，去為社會帶來一番新景象，更期望得

到大家的傾心支持。在傳承紙紮的傳統工藝的同時，更希望提高大家對香港現時

所剩無幾而擁有長遠歷史的傳統產業的了解，不要讓這樸實無華的藝術寶石埋

沒，能激發大家對這些傳統工業的傳承之心，令這門獨特的手藝與歷史長存。 

 

而我們期望成為一個發起者，令大家對紙紮品有新的認知，保護本土的文化精

髓。我們深信尊重本土文化是大家的共同責任。同時，這個過程亦是我們大家履

行保衛家園特色的表演，我們相信打破傳統框架後的紙紮品，必定會為社會添上

與往昔不同的色彩，更多是為香港整體傳承和活化本土文化走出最重要的一步。

雖然 我們為香港的文化傳承踏出了第一步，但接下來我們更需要的是大家的全力

支持，令我們有動力在邁進一步，追求最好，正所謂「你我一小步，社會一大

步」，社會明日的輝煌是靠你創造，文化藝術的長流更靠你我支持，讓我們為社

會文化，共同建立弘揚中外的口碑，邁進新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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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參考目錄 
 

市場位置 

1. http://www.szhongen.com/binyi.asp?ID=125 

2. http://www.skea.com.tw/index.htm 

3. http://dayapapers.com.tw/product.php?m_id=Mw== 

4. http://www.greencouncil.org/tchi/ 

服務概念 

1. http://www.san-x.jp/index.html 

2. http://www.disneystore.com/ 

3. http://www.sanrio.com/ 

4. http://rthk.hk/chiculture/bamboocraft/ 

5. http://file.pokok.edu.hk/~cyberfair2009/offering%20history/chi/3.html 

服務內容（市場營銷組合：4P） 

1. http://www.discoverhongkong.com/tc/see-do/highlight-attractions/top-

10/index.jsp#ixzz40lBnzKNr 

2. http://www.post852.com/%E9%A6%99%E6%B8%AF7-

11%E5%85%A8%E7%90%83%E5%AF%86%E5%BA%A6%E6%9C%80%E9%AB

%98%E3%80%80%E5%8A%A0%E7%9B%9F%E5%95%86%E6%80%92%E8%BD

%9F%E6%AF%8D%E5%85%AC%E5%8F%B8%E4%B8%8D%E5%85%AC/ 

3. http://blog.ulifestyle.com.hk/blogger/ 

4. http://www.discuss.com.hk/ 

財政預算  

1. http://rent.591.com.hk/?did=52 

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7-Eleven 

圖片來源 

1. http://www.skea.com.tw/ 

2.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30820/18386379 

3. http://www.sky-home.tw/product.asp?kindcode=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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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財政預算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五季 第六季 第七季 第八季 第九季 第十季 第十一季 第十二季 

收入             

營運收入 720000 790000 900000 1021200 1000000 1035000 1100000 1395000 1450000 1600000 1650000 1870000 

其他收入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小結  720000 790000 900000 1063400 1000000 1035000 1100000 1395000 1450000 1600000 1650000 1870000 

支出             

資本開支 78750 78750 78750 78750 91017 91017 91017 91017 91437 91437 91437 91437 

營運開支 170000 180000 160000 170000 170500 170000 171000 170500 178375 177375 179375 178375 

小結  248750 258750 238750 248750 261517 261017 262017 261517 269812 268812 270812 269812 

現金流量淨額  471250 531250 661250 772450 738483 773983 837983 1133483 1180188 1331188 1379188 16001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