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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古代中國，剪紙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交融於各族人民的社會生活，是各種民

俗活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剪紙之美、歷史之悠久令其入選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

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 

    但在香港這個生活節奏急速的地方，經濟發展似乎大於一切。傳統的手工藝在香

港人的忽略下，似乎失去其獨有的價值。很多人慨嘆中國的民間工藝慢慢沒落，栩

栩如生的手工藝術隨著時間漸漸褪色，那些家傳的技藝也找不到人願意繼續繼承下

去──剪紙藝術也不例外。 

    在香港人的眼中，剪紙藝術已經過時。原因在於過往最常用到剪紙的場合只有婚

姻嫁娶或新年，剪紙藝術亦被框框在特殊節日裏。但在於西方文化的融合及傳統工

藝批量化的生產下，剪紙藝術漸漸為人們所冷落。 

    故此，要重新帶起剪紙的潮流，最重要的便是改變香港人對剪紙的固有觀念。我

們希望以後人們想到剪紙，不再只是聯繫到「節日」。相反，藉在剪紙加入生活化

的元素，香港人所聯想到的是「每天」，各種各樣的周邊都能融合剪紙元素。 

    這亦是我們選擇「剪紙」作公司活化目標的主因——普適性。 

    剪紙相比起其他藝術創作有更大的發揮空間，大多數的產品都可以融入剪紙的元

素，如衣服、圍巾，甚至沙發都可以添加剪紙效果。香港剪紙大師李雲俠亦曾指出：

「剪紙藝術可以用來欣賞，也可以很實用。」 

    為了在保育與創新之間取得平衡，我們在產品中儘可能保留剪紙的特點。傳統剪

紙大師陳秋英認為傳統剪紙的特點在於構圖簡潔、寓意吉祥。它的優勢在於誇張、

變形。傳統剪紙簡潔明快、線條流暢的藝術特點要保留。陳秋英說，裝飾味主要體

現在基本紋路的使用，比如鋸齒紋、月牙紋、朵花紋，這是剪紙的標識，少了就不

像剪紙。另外還要保留剪紙的通透美、意景美、誇張美、裝飾美和刀趣剪味。因此，

我們在產品中主要使用了傳統剪紙的紋路，令大眾能夠迅速辨識剪紙特色。再配合

現代化的色調，希望能夠吸引大家的興趣。 

    藝術無國界，尤其中國的手工藝往往洋溢著豐富的情感，表達一種普世的價值觀，

即使對剪紙不甚了解，也不妨礙大家去解讀作品。希望大家能夠借我們的產品，感

受剪紙藝術的瑰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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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行政摘要  

    本公司是一間以傳統剪紙為設計元素的精品公司，以活化剪紙產業，將其生活化為

宗旨。本公司主要售賣生活精品，如雨傘、燈罩等，而本公司的主打產品是手袋，

不但融合了傳統剪紙精華所在，更可按顧客的心意變換，這正正是本公司的經營理

念——「蜕變」。蜕變不但意味着傳統剪紙產業將煥發新生機。另一方面，蜕變說

明公司的產品均能一物二用，或能變化，如雨傘遇水可變色，為上面的剪紙花紋添

上顏色。我們主要的目標顧客是女性，她們的消費能力高，喜愛購買別具特色的產

品。而本公司的產品分別於實體店和網絡售賣。  

公司名稱 

本公司名為「翦彩」，翦彩是古時一種以金銀箔或彩帛剪成人或花鳥圖形的裝飾，

是剪紙藝術的一種。採用傳統剪紙別稱「翦彩」，寄望本公司在以現代元素融入傳

統剪紙的同時，務求不忘初衷——活化並傳承傳統剪紙藝術。「翦」字通「剪」字，

意指本公司以活化剪紙產業作為宗旨，傳揚並承繼剪紙傳統文化；「彩」字寓意本

公司的產品如五彩斑斕的顏色一樣具有多元性，每款產品皆可變化，如剪紙變書籤，

雨傘圖案遇水改變等，給予客戶豐富多彩的使用體驗。 

公司商標 

 

商標設計採用傳統剪紙的顏色——紅色為主色調，以象徵本公司傳承傳統剪紙藝術

的宗旨；但外形選擇扇形形狀，而非傳統剪紙的圓形外框，象徵我們在傳承傳統剪

紙之美同時，打破傳統剪紙給大眾的固有印象，將現代元素融入於產品之中，活化

傳統剪紙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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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目的 

發展營利 

 短期：我們期望能夠於一年內達致收支平衡，並能夠於兩年內回本。 

 長期：我們希望「翦彩」可以持續發展、擴張，甚至能夠成為中西交融的代表，

在精品市場中佔一席位。我們亦期望公司能夠有朝一日集資上市，致力開拓海

外市場，令品牌及設計更國際化。 

文化保育 

傳統剪紙是一個夕陽行業。因此，我們希望能夠藉將剪紙融合到大眾日常生活所經

常接觸到的物品中，釋放剪紙一直潛藏的價值。希望能擺脫傳統剪紙孤芳自賞的困

境，令更多人認識到剪紙的美，從而慢慢勾起他們對了解中國傳統工藝的興趣，願

意探索當中的文化底蘊。甚至能夠吸引新血入行，承傳這門珍貴的手藝。另一方面，

從事傳統剪紙工業的藝術家亦能藉此提高公眾認受性。 

 

業務理念 
相對於其他精品店，我們除了運用剪紙的種種特點外設計外觀外，本店的產品都具

有一物二用的特色。對於精明的消費者來說，一物多用的產品何時都有其吸引的地

方。故此，「翦彩」主打理念——「蜕變」。 

另一方面，蜕變象徵著本店的願景，希望傳統剪紙工業能藉本店而浴火重生，再創

起潮流。另一方面，蜕變象徵本店產品能夠隨客人的心意而改換，達致最適合自己

的效果。 

 

目標顧客 
本公司的目標顧客為 16-50 歲的成年人。現時社會進步，大家都會跟著潮流，但在

跟上潮流的同時，他們都會忽略香港很重要的傳統產業。我們可以藉著讓剪紙融入

日常用品，使剪紙更生活化，更為人熟悉。25-50 歲的成年人大多已有穩定的收入，

他們亦有能力購買我們的產品。另外，針對 17-35 歲的人會對新事物有好奇心、容

易產生興趣，我們設計了不同款式的產品，以迎合他們的口味。除此之外，36-50

歲的人都見證了香港變遷，對這些傳統產業逐漸式微感到感慨。我們的剪紙產品可

以勾起他們的回憶，使他們能繼續欣賞這門珍貴的手藝。 不僅是女性，男性亦是

我們的目標顧客。我們的產品亦能迎合他們的口味，例如：情侶髮圈、袋、雨傘等。

因此，我們就可以讓更多人認識剪紙這傳統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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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運模式 
根據 Google 與市場調查研究公司 Ipsos MediaCT 合作的「2013 年 Our Mobile Planet：

香港」調查報告，香港有 89%智能手機用戶曾經在手機上研究產品或服務，更有

33%香港用戶表示會透過智能手機上網交易。鑒於智能手機和網上購物在香港的普

及度，因此本公司計劃以網店形式經營，設立官方網站及設計手機應用程式，提

供網上購買服務、疑難解答服務和更新產品資料。 

本公司亦計劃租借地鋪設立一所旗艦店，客戶可選擇親自蒞臨旗艦店選購貨品，以

吸引更多不常使用網上購買服務的客人。貨物在店內展示的貨物同時可向途人宣傳

我們的品牌和產品，開拓新客源。此外，通過各樣產品銷售額收集顧客喜好資料，

務求產品設計合符市場潮流走勢，提升銷售額。 

本公司將聘請一眾出色剪紙藝術家和專業產品設計師合作設計產品圖案，為求產品

完美融匯傳統剪紙和現代元素。且尋求香港最頂尖的剪紙藝術家參與公司營運，並

邀請他們成為持有 10-20%股份的股東。 

本公司計劃把產品通過寄賣的形式銷售，如與多品牌實體店和寄賣網站合作寄賣產

品，為求推廣品牌、吸引新顧客。 

 

市場定位  

價格: 中價路線 
 

  一來考慮到成本問題，我們採用質量好的材料來製作產品，希望顧客能使用到價廉

物美。若然定價太低，公司無法收回利潤，消費者亦會懷疑產品質量。  

    二來本公司的長遠目標是建立品牌形象，因為公司代表傳統藝術，需要一個良好的

形象支持公司的持續發展。故此希望能夠維持產品的價格，並持續累積產品在顧客

心目中的價值，令銷售速度和銷售價格達到平衡。  

 
 

款式  
    剪紙一向給人只會在節日使用的感覺，因為人們總會記得它們喜慶的紅色，重重的

花樣。於藝術和文化的角度固然是美的，但卻規限了它的發展，畢竟現今的產品已

經現代化，亦講究時尚的設計。  
 

    本公司認為剪紙可塑性高，於是採用其獨具特色的圖案，所有產品的基礎設計都有

一定的剪紙元素。我們嘗試改變它的顏色，如黑色、藍色；保留並抽取傳統剪紙一

些精美的花紋，將其套用在不同的產品上。剪紙的藝術性也會隨着時代品味不斷蜕

變，使其煥放出令人耳目一新的異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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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手袋 
 

對於大部分女性而言，手袋是她們一生鍾愛的物件。而有些擁有敏銳時尚觸角的男

性偶爾也會追上潮流而購買並使用袋。我們相信她們購買比較個人的商品時，如手

袋，首先想到的就是這個手袋能否展現自己的美。所以她們比較傾向購買一些與眾

不同的手袋，使自己顯得更加年輕和富有魅力。我們設計的手袋，獨有精美的剪紙

花樣，別具特色；更可以更換面袋，轉換袋上的花樣，顧客可以自由配搭裏袋和面

袋的顏色和圖樣，與眾不同又富具個人風格。 

產品設計 

 

日本藝術家 Yuken Teruya “Notice – Forest”紙藝創意系列作品 

 Marni 2010 鏤空單品 

本公司的面袋參考上述作品的鏤空藝術，並揉合中國剪紙花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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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套分別：面袋及裏袋各一個，顧客可自行選擇顏色和花樣。亦可以分開購買，尤

其是面袋，我們有許多不同花紋及顔色的設計供顧客選擇，多以簡潔大方、易配搭

為主。 

本公司每年會有兩季推出新款設計，如春季和秋季，大概會有 4 至 5 個款式會推出，

包括系列或個別款式。 

 

1. 裏袋 

材料：帆布或皮 

款式：帆布袋不會有花紋，因為花樣在面袋上；皮袋不設面袋，而會有鏤空剪紙花

紋。 

顏色：以容易配搭的色調為主，帆布設黑色、白色、深藍色等，皮設黑色、咖啡色、

酒紅色等。 

配置：袋前後上方縫處設有拉鏈，用作接上面袋（皮質斜挎袋除外）。並設有多層

內袋，亦有拉鏈、磁石扣等款式供顧客選擇。 

單肩帆布袋（大）-裏袋                   斜挎帆布袋（小）-裏袋 

  

 

                                                             皮質斜挎袋(成品 )     $520

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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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面袋： 

款式：鏤空剪紙花紋 

顏色：比較豐富，因為裏袋易配搭，如黑色、紅色、紫色等 

配置：袋上方有接駁拉鏈的配件，有不同圖案將由外聘的剪紙師傅或邀請的合作夥

伴提供。 

                                                                                    鏤空 

  

完成品 

    

單肩帆布袋（大）$320                               斜挎帆布袋（小）$2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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髮繩 
長髮飄飄，顯得格外美麗閑靜。當覺得悶熱或不方便披髮時，自然需要好看的髮繩

來束起一頭秀髮，但普通的髮繩過於單調，又不想太過浮誇，最好有點小特色---而

我們的髮繩一次過滿足三個願望。  

 再披下長髮時，髮繩亦可用作手繩，款式簡約精緻，戴在手上亦別有一番風情。  

產品設計：  

  

功能：可以當作手繩或髮繩  

款式：  

使用有彈性的繩。繩中間掛着剪紙圖案的配件，為立體鏤空，圖樣包括蝴蝶、鯉魚、

花、落葉、等剪紙花樣。配件會隨着頭髮或手部的動作而搖晃，俏皮亮麗；亦可轉

作穿繩款，即配件不隨動作搖晃，大方得體。  

服務：顧客可自行配搭不同顏色的繩和各式各樣的配件，配件亦可單獨售賣。  

特別推出： 限量情侶款式(手繩)  

男士款式為黑或藍繩，女士款式為紅或紫繩，每對的繩各自有一隻與對方相對的配

件。例如一對黑繩和紅繩，各自有一隻左右相對的鯉魚公仔，它們的嘴上分別鑲上

正負兩極磁石。當靠近時，鯉魚公仔便會相吸，將戀人連在一起，寓意永遠陪伴對

方。  

售價：$5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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傘 
每逢下雨天，人的心情都會比較低落---灰濛濛的天，四周濕漉漉，令人很不舒服。

這個時候，正需要一把可以使人轉換心情的傘：我們的傘遇水變色，下雨時，傘上

的剪紙圖案會添上亮麗的顏色，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 

產品設計： 

          

變色前                                                        遇水變色 

款式： 

我們的產品是經抗紫外線處理的晴雨兼用傘，設計為縮骨遮，打開後約高 64 厘米，

長 90 厘米，中等尺寸，防風防雨程度較強。 

材料： 

採用高密度碰擊布，防水程度較佳；布面亦經磨砂處理，耐用亦不易損壞。傘面經

過多道縫紉工序，縫線工整；傘內設黑底，以增強抗紫外線的效果。傘柄掛有鏤空

剪紙配飾，增加產品辨識度。 

產品特色： 

最主要是傘上的剪紙圖案，當布料遇水會為剪紙圖案浮現顏色，圖案如花、動物、

人物等，面積較大；亦有小面積圖案，只有傘邊有剪紙花紋，視乎顧客的喜好。 

顔色選擇：淺藍色、黑色、藏青色等 

原理：利用感濕變色原理，在傘上塗變色粉，平日的圖案是白色，遇水則會為剪

紙圖案添上顏色 

售價：$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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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罩 

產品設計： 

  

 燈罩採用陶瓷作為製作物料。 

款式： 

燈罩形狀採用蛋殼形流線設計，除燈

罩頂端四分之一的部分外，餘下部分

的燈罩採用剪紙鏤空圖案，如鯉魚、

牡丹等，整體設計端莊大方。燈罩手

動安裝上燈座後，柔和的光線穿透鏤

空的圖案，瀰漫燈光照亮昏暗廳室的

一隅，形成典雅而舒適的氛圍。 

功能： 

上下倒轉燈罩，即可作香薰座使用，一物二用，座內可插放香薰藤枝，非鏤空的部

分可裝放香薰油。現代都市人生活壓力沉重，有很多人選擇在家居內擺放香薰，以

舒緩精神壓力，因而香薰座的需求增加。而一個雅緻的香薰座既能擺放香薰油，又

裝飾家中。 

售價：$215 

  

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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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信片 
不少人收到明信片後，都會放在盒子或抽屜裏收藏，一段時間後才會拿出來看看。

這些明信片雖然具紀念價值，但沒有實際用途，總覺得有點浪費。而我們設計的明

信片可以一物二用，符合環保原則；上面的剪紙花樣精美，甚具文化藝術氣息，讓

更多香港人和來自世界各地的人欣賞剪紙。 

產品設計： 

 

 

款式：每張明信片的款式和顏色都會隨著不同的季節而改變。 

季節 明信片顏色 剪紙圖案 

春天 綠色、粉紅色 鴛鴦、喜鵲、牡丹等 

夏天 紅色、橙色 金魚、荷花、蘭花等 

秋天 黃色、啡色 落葉、菊花等 

冬天 白色、藍色 梅花、松樹等 

 

每逢中國傳統節日，明信片的款式都會圍繞這些節日。例如：農曆新年就會

有龍、舞獅及賀年字句的剪紙圖案，端午節就會有龍舟、粽子等的剪紙圖案，中秋

節就會有白兔、嫦娥、月餅等的剪紙圖案。 

 

產品特色： 

 明信片利用環保紙印製，減低對環境的傷害。明信片亦可對摺成書籤，一物二

用，減少紙張的使用。 

 明信片的款式會因應季節及節日而改變，以增加新鮮感。節日特別版可以讓香

港人、甚至其他國家的人都可以了解這些傳統節日，亦可增加節日氣氛。 

 富有剪紙特色的明信片很適合送給外國的朋友，不但可以留給對方特別的印象，

更可傳揚剪紙文化。 

售價：$50/5  

鏤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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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弱危機分析 
 

強處 

 

 我們在香港是首個以活化傳統剪紙產業為經營宗旨的公司，產品

設計融合現代元素與傳統剪紙藝術，市場內沒有同樣售賣活化剪

紙產品的公司，短期內無需擔心出現競爭者。 

 

 我們將聘請一眾出色剪紙藝術家和專業產品設計師合作設計產品

圖案，產品設計質量信心保證。 

 

 本公司的產品設計富有創意，以「蛻變」作為產品設計理念，或

一樣產品有兩種用途。能夠「蛻變」的產品能滿足顧客的不同用

途的需要，和符合客人的時尚品味。 

 

 剪紙是中國與香港的傳統行業，受成長環境影響，香港及中國顧

客較為鐘情剪紙圖案，因而本公司在香港及中國市場具有廣大受

眾。 

弱處 

 

 現代化剪紙圖案的產品屬於新產品，需時推廣產品。 

本公司的產品，如布袋、雨傘是客人常用物品，也是潮流商品，

市場上對此需求龐大，令推廣過程更為順利，並縮短推廣所需時

間。 

 

 傳統剪紙元素會保留在產品設計中，若設計不合潮流，將較難

吸引年輕的顧客。 

本公司將聘請專業產品設計師與剪紙藝術家合作設計產品，專業

設計師的加入可將傳統與時尚融匯一體；我們亦會統計產品銷售

額，以緊貼市場潮流和迎合顧客喜好，務求吸引年輕的顧客群。 

 

 現時有很多售賣衣飾物的公司，市場競爭激烈，本公司初成

立，名聲不大，較難與大品牌的公司競爭。 

本公司銷售的產品有別於其他大品牌的公司，具有獨特創新的風

格，產品採用中西結合的剪紙圖案設計。公司別樹一幟的風格有助

提升競爭能力，在市場中發展固定客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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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 

 

 未來可能會有效仿者。 

我們會將部份股份分給對公司貢獻良多的剪紙藝術家，剪紙藝術

家可通過持續為本公司效力獲取更多的利潤，避免設計人才流

失，保持產品設計質素和獨特的風格，則可以在眾多同行中佔得

一席之位。 

 
商機 

 

 現時香港人購買衣飾物漸趨講求品味，加上近年懷舊復古風盛

行，而我們的產品設計皆出自出色設計師和資深剪紙藝術家之

手，切合講求品味與追求潮流消費者的偏好。 

 本公司在賺取利潤的同時，堅持履行社會責任，樹立正面企業

形象，現時愈來愈多的消費者看重企業形象，在購買產品時同

樣關注公司的社會責任感，正面的企業形象有助吸引更多客

人。 

 

 

企業社會責任 
 

保護環境 

產品設計 

我們在產品設計方面，採用「蜕變」的意念，使產品可以有更多用途，減少因購買

其他產品而產生的浪費。明信片亦可作書籤，減少使用紙張。除此之外，我們的袋

亦採用雙層設計，裏袋可以一直使用，如果要轉換款式，就可以換面袋，減少市民

因對款式產生厭倦，購買新袋而造成浪費，從而保護環境。 

產品用料 

我們會利用環保紙印製明信片，減低對環境造成的傷害。 

產品包裝 

我們盡量減少使用塑膠以及其他不可以循環再用的物料作產品包裝，而採用簡約的

包裝，用牛皮紙袋，顧客可以重覆使用。另外，我們亦會鼓勵顧客盡量不使用袋，

減低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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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承文化 

定期教導學生剪紙 

我們會請剪紙師傅定期到學校或社區中心教

導學生剪紙。透過給予學生更多接觸剪紙的

機會，增加他們對剪紙這種傳統手藝的興趣。

在活動的過程中，我們會引導學生思考，讓

他們反思香港有很多傳統產業逐漸式微。雖

然在香港這個現實的商業社會，適者生存，

但剪紙富文化及藝術價值，應繼續傳承下去。

通過這些活動，希望他們學會欣賞傳統產業，

並了解傳承文化產業的重要性。 

 

 

派發剪紙裝飾 

我們在傳統節日向市民派發剪紙裝飾。現時物價高漲，即使在傳統節日，如農曆新

年，市民也在為生活而忙碌，未必有心思或閒錢添置裝飾品。派發剪紙可以讓這些

市民都可以佈置家居，藉此向大眾宣揚香港的剪紙產業，使他們更尊重這些傳統文

化。 

 

關懷社群 

提供更多就業機會 

我們會聘請剪紙師傅為公司設計圖樣，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希望剪紙手藝不要失

傳。除此之外，我們亦會聘請更生人士作我們的員工。社會對他們的認受程度仍然

很低，他們有時會遭到歧視，使他們投入社會工作的機會少。聘請他們到我們公司

工作可以使他們多與社會接觸。市民亦可以透過與這些人士溝通和相處，增加對他

們的認識，從而慢慢接受他們，促進社會和諧。 

每年捐出 1%純利予慈善機構 

我們會在公司上軌道後，每年捐出 1%純利予社會慈善團體，幫助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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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營銷策略 

1. 產品 

本公司會定期推出新產品，為了控制生產成本，目前設計好的產品會分階段推出。

如第一年的主打產品是手袋，第二年會推出燈罩或傘。 

 於節日、季節推出新產品，並舉辦相關的活動，引起大眾的關注，達到一定的

宣傳效益。而間中會推出限量產品，刺激顧客的購買意欲。 

 

 包裝：使用牛皮紙袋，印有公司的商標。成本較低，外觀簡潔

大方，顧客可以循環再用。 

 

2. 價格 

 向 VIP 會員提供折價優待 
 提供季節折扣：使公司的生產和銷售一年四季能保持相對穩定。 

3. 分銷 

本公司主要有三個銷售管道：實體店、網絡和寄賣 

 設有一間固定營業店面，陳列實體商品，顧客能夠直接比較選擇商品。如有問

題，可以直接查詢店員，即時獲得詳細解釋，增加與顧客的互動性。 

 建立公司網頁及應用程式，顧客可在網上下訂單，以及選擇用信用卡或八達通

於網上付款，並向本公司提供送貨地址。一經確認，便可於七個工作天內收到

貨品，方便顧客於任何時間及地點瀏覽與選購商品。 

 

 於多品牌店寄賣產品，如 Novelty 

Lane，包括網上和實體店。只需於產品賣

出時付佣金，可以減輕租金負擔，亦可以

提高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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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推廣 

本公司認為可以透過宣傳開拓客源，提高品牌忠誠度，培養忠實顧客群。若然日後

仿照的低價產品推出，面對競爭也可避免流失客流。 

 製作文藝風格的宣傳短片，在網站上播放，如 Youtube。 

 在時裝雜誌上賣廣告。 

 於 Instagram, Facebook 等社交網站建立官方帳號，定時於網站發放產品活動及

資訊，令本地及海外客戶對產品有更深入的認識。 

 參加設計市集 

       

財務報表 

 

2016 2017 2018

銷貨收入 1,642,500 2,328,000 4,888,080.00

減 銷貨退回 4,500 7,200 13,392

净銷貨 1,638,000 2,320,800 4,874,688

減 銷貨成本

期初存貨 Nil 168,000 268,800

加 購貨 109,500 175,200 325,872

減購貨退回 4,800 7,680 14,284.80

減期末存貨 168,000 268,800 499,968

毛利 1,355,700 1,701,120 3,738,763.20

減費用

租金 168,000 201,600 241,920

水電費 10,800 11,016 11,236.00

薪金 0 600,000 1,120,608

捐獻 1,355.70 2,169.12 4,035

利得稅 223,690.50 357,904 665,702.93

稅後純利 -314,002 528,404 1,706,4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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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 

 

職位 

 

職責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會計 

                                                      

 負責公司收支等財務計算和記錄 

 計算薪金和開票 

 製訂預算和年結 

1 1 1 

設計師 

                

 設計產品 

 製作樣本 

 

1 2 3 

銷售員 

                 

 推銷產品 1 1 2 

電腦操作員 

         

 定時於網站和應用程式發放產品

資訊  

 維護公司網站的正常運行 

 

1 1 1 

 

行政部 

 

 計劃公司的的管理和運作 

 處理公司文件和檔案管理工作 

0 1 1 

人力資源部 

        

 負責人事任免、升職等行政工作 

 配合公司的發展方向而制定人力

資源計劃  

0 1 1 

市場部 

 

 調查及研究市場需求 

 制定及實施市場推廣活動和公關

活動 

0 0 1 

銷售部 

 

 實施市場部規劃宣傳方式銷售產

品 

 完成每月銷售計劃，反饋市場信

息狀況 

0 0 1 

 

＊職員人數會根據公司實際情況作出調整 

＊五名創立者將任公司職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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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發展 
 

推出新產品 

由於本公司初成立，資金和其他資源有限，故未能推出種類繁多的產品，符合市場

上不同顧客的口味。有見及此，我們會在公司上軌道、資源充足的情況下，每年推

出新產品，例如：印有剪紙圖案的床單被套等這些製作成本較高的產品。 公司可

以藉此吸引更多不同類別的顧客，以提高競爭力。另外，持續推出新產品可以給予

顧客新鮮感，從而讓他們成為本公司之長期顧客，維持競爭力。 

發展更多傳統產業 

當本公司的營運日趨成熟，我們將會聯同其他傳統產業推出新產

品，當中產品融合了這些產業的特質。例如：我們的剪紙會與旗

袍業合作，推出印有剪紙圖案的旗袍或衣服，使顧客對不同的傳

統產業有更深入的認識。公司可以藉此提高知名度和讓客人有耳

目一新的感覺外，更可以讓香港市民透過每天接觸這些產品，增

加他們對傳統產業的認知，讓傳統產業得以傳承下去。 

舉辦設計比賽 

我們會定時舉辦產品設計比賽予幼稚園、小學、中學及市民參加。參賽者需要設計

一些融合了剪紙這種傳統產業的產品。學生及廣大市民可以藉此機會增加對剪紙的

認識，以及領悟傳統產業對我們生活的重要性，學會要守護和尊重這些傳統的產業。 

分店及進駐百貨公司 

我們會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開設分店，讓顧客有多個購買本公司產品的地方，方便

他們購物，以提高顧客對我們的滿意度。公司可以藉此增加營業額及知名度。本公

司之產品會進駐百貨公司，以提高知名度，讓更多市民有與剪紙這傳統產業接觸的

機會。另外，這亦能方便顧客購買本公司之產品。 

拓展企業 

我們會逐漸向外拓展業務，未來將於中國、東南亞地區及日本開設分店，業務成熟

後會進一步拓展至英國、美國等國家，讓世界各地的人都能感受到剪紙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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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資料來源 

http://www.yukenteruyastudio.com/projects-1/notice-forest 

http://www.noveltylane.com/home 

http://www.shouyihuo.com/diy/dengzhao_978_1.html 

http://www.farfetch.com/cn/shopping/women/items.aspx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337615/answer/14812137 

http://wiki.mbalib.com/zh-tw/市场营销策略 

http://wiki.mbalib.com/zh-tw/市场定位 

http://www.taobao.com/product/遇水開花傘.html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319/00176_061.html 

 

 

 

 

 

 

 

 

 

 

 

 

 

 

 

http://www.yukenteruyastudio.com/projects-1/notice-forest
http://www.noveltylane.com/home
http://www.shouyihuo.com/diy/dengzhao_978_1.html
http://www.farfetch.com/cn/shopping/women/items.aspx
http://www.zhihu.com/question/20337615/answer/14812137
http://wiki.mbalib.com/zh-tw/
http://wiki.mbalib.com/zh-tw/
http://www.taobao.com/product/遇水開花傘.html
http://orientaldaily.on.cc/cnt/news/20100319/00176_061.html


【翦彩】   

 

22 

 

感想 

傳統產業帶領我們走到今天的繁榮，功不可沒。我們要尊重和傳承這些文化，利用

我們現有的知識，盡力讓傳統產業得以再次普及。這次的比賽除了增加我們構思計

劃，以至撰寫計劃書的技巧外，亦使我們更留意身邊很多已活化的產業，對傳統文

化有更深入的了解。 

 

組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