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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起點，給我領先，同座有你參加這場盛宴~ 

我們的目標 

1. 回味 

  1950-1970 年的香港，大牌檔是市民主要飲食的地方，大牌檔價格相宜，食物選擇又

多，因此受普羅大眾歡迎，更是香港文化的一部分。當時香港經濟起飛，市民大眾外出吃

飯，愛到空氣流通的大排檔。越來越多人到大牌檔吃飯，大排檔也開始賣雲吞麵，燒味

等，客人除了吃飽就走之外，還有一班洋行人員，店舖職員等，摺椅也加多了，方便坐下

來吃飯的人，漸漸形成今天的面貌。 

 

  大排檔的興起，標誌著香港由一個寂寂無名的小城市，搖身一變成為國際大都會，世

界知名的城市。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大排檔數量已經逐漸減少，它們主要集中在中環、

深水埗和石硤尾一帶。光顧大排檔，一般須坐在街邊進食，沒有冷氣、也可能沒有上蓋，

有的話多是帆布搭建的臨時屋頂，雖甚有風味，但準備中的食物與用過的碗碟都只能放在

街上，而用膳後的碗筷亦常隨便放在攤檔上。除此之外，設有大排檔的街道也為車輛和途

人帶來不便。政府為有效改善上述問題，開始著手於打擊大排檔行業：首先推行恩恤補償

計劃鼓勵持牌人交回牌照，繼而收緊牌照繼承法，規定持牌人的子女如果經濟環境不佳，

或有從事大排檔行業經驗才可繼承。這些修訂是讓從事大排檔的人自然流失，大排檔漸成

夕陽行業。 

 

2. 放眼未來 

 現今大牌檔漸漸式微，，我們打算以新穎的方式重新打造大排檔的形象。鑑於外國有

不少流動美食車的成功例子，，適逢現今香港政府推出美食車先導計劃，，我們希望透過

參與這個計劃，，以流動車的形式承傳及活化這項傳統產業﹐務求大排檔重現昔日的風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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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傳方面，我們會保留原本大排檔的元素﹐打破歷史的變遷，跨越時代的巨輪，讓客

人感受大排檔的傳統風味，體現活化傳統產業的精神。 

  活化方面，我們會將大排檔的形象重新塑造，再加入新穎的元素﹐以其截然不同的一

面向大眾推廣這項傳統產業。由於美食車在香港是一件新事物，我們希望循序漸進地把美

食車引進香港的市場，測試市場反應及汲取規管和營運經驗，協助將來的優化計劃。 

 

  另一方面，我們的流動大排檔美食車將會成為香港其中一間社會企業。活化流動大排

檔的同時，又可以為社會作出貢獻，實現企業良心。我們的使命就是透過提供社會所需的

服務，為弱勢社羣創造就業和培訓機會、保護環境、運用本身賺取的利潤資助轄下的其他

社會服務等。我們所得的利潤主要用於再投資大排檔業務，以達到活化大排檔的目的。 

 

我們的品牌 

  情繫大排檔──象徵的是大排檔的濃情蜜意，把每一人的心連繫起來，為大排檔打造

家的親切﹑溫馨感覺，使大眾對大排檔產生歸屬感，令大排檔重現昔日的風光，而且要把

它發揚光大，在社會打造一個嶄新的形象。 

 

我們的口號 

  新的起點：我們將從這輛流動大排檔美食車開始，從式微的大排檔行業中，開拓先

河，重新寫下大排檔歷史的新一章。 

  給我領先：我們希望透過這輛流動大排檔美食車，帶領傳統大排檔成為潮流。 

  同座有你參加這場盛宴：我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夠體驗大排檔的溫馨，享受大排檔的

風土人情，凝聚大眾，打造一場盛宴的氣氛。 

 

業務性質 

在政府的先導計劃下，十二輛美食車都是由中型貨車改裝而成。由於六個景點地方有

限，而且人流較多，因此中型貨車是最適合在這個環境中經營生意。 

 

在六個經營地點，人流中最高的分別為本土居民及遊客，我們的服務主要針對這些對

象，從中獲得商機，合夥經營的方式營運，售賣傳統及創新食品。而且我們可以將大排檔

的本土文化推廣給遊客，就算遊客不定居於香港，都可以認識大排檔的特色，將大排檔推

廣到世界各地，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本土文化，從而傳承香港飲食文化。 

 

我們會以社企的形式經營流動大排檔，約六成五的營利將用於社會公共事務，務求回

饋社會，為社會需要幫助的人服務，對社會作出貢獻，致力促進香港社會企業的業務發

展，代表業界提升社會企業的營運有利環境，以增進香港的繁榮和穏定，以及為弱勢社群

創造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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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將會參加「伙伴倡自強」計劃，為我們提供資金成立社會企業，以期推動可持續

的地區扶貧工作，特別是協助社會上的弱勢社群的技能和就業能力，提供機會讓他們自我

裝備，向更有效地融入社區。 

 

市場策略 

  美食車是指內裡配備烹煮、貯存食物等裝置，可即場烹煮特色美食以供出售的車輛。

香港政府為配合旅遊業發展，計劃引進美食車，為這個全新的行業帶來無限的商機及可能

性。由於過往香港從未有一個明確的指引，給予商家推行美食車行業的機會，這次香港政

府美食車先導計劃，正好為這個行業創出先河，製造公平競爭的機會。 

 

  由於美食車先導計劃是政府與相關地產及物業公司特許合辦，這十二輛美食車在此行

業上是以寡頭壟斷的形式存在，即政府賦予這十二輛美食車的壟斷權力，同時對其進行一

定的管制。 

 

  這十二輛美食車將主導市場的狀態，相互依存。一輛美食車的行為都會影響對手的行

為，影響整個市場。所以，每個寡頭在決定自己的策略和政策時，都非常重視對手對自己

這一策略和政策的態度和反應。 

 

  在先導計劃下，政府將安排美食車在主要的旅遊景點營運，包括金紫荊廣場、尖沙咀

梳士巴利公園、尖沙咀藝術廣場（即藝術館對開的休憩用地）、中環新海濱、海洋公園和

香港迪士尼樂園的園外位置。每個地點設置的（指定）泊車位有兩個，即是說整個計劃暫

定有十二輛美食車。地點優勢方面，我們的經營地點位於旅遊景點，人流較多，商機自然

較多。我們的大排檔美食車將在這六個旅遊景點輪流營運，令旅客及市民可在不同地點品

嘗我們提供的美食之餘，同時測試各個場地對我們的受歡迎程度，充分利用流動大排檔的

彈性及流動性，推廣及活化大排檔文化。 

 

  市場定位方面，針對不同目標的顧客，我們有不同定位的特色食品提供給顧客，務求

令顧客滿載而歸。我們的主要銷售對象是遊客，遊客一般是高消費一族，因此我們會將食

品的價格在營運初期調至稍高於成本價，以求薄利多銷，建立良好商譽，及測試各種食品

的市場反應，從而為顧客安排更能迎合他們的口味的食物。 

 

  當銷售量日漸上升，收入穩定後，我們會與其他美食車營運者（寡頭）協商，逐漸提

高食品價格，增加收入，擴展規模。當我們的業務擴展後，我們將享受規模經濟帶來的效

益。規模經濟是指擴大生產規模引起經濟效益增加的現象，隨著產量的增加，長期平均總

成本下降。例如通過大量購入食物（原材料），而使購入成本下降，因為食物供應商通常

會給予大規模買貨的商家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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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利用不同的宣傳手法，如廣告、社交網站，推銷加入嶄新元素而又保留傳統特

色的大排檔食品，吸引顧客。靠著我們的創意和特色，我們比其他同業對手更勝一籌。我

們增加市場佔有率後，可以令更多顧客重新留意大排檔，從而光顧傳統大排檔，達至活化

傳統大排檔的效果。 

 

日常營運 

牌照： 

  鑑於我們是營利的企業，因此第一步需要領取商業登記證。另外，根據食環署規例，

涉及出售膳食須申領「食肆牌照」。根據香港法例的規定，任何人士如有意在本港的樓宇

內烹製/或製造食品，以供外售予市民食用，必須在開業前向發牌當局申領「食物製造廠牌

照」。雖然流動大排攤不在樓宇內煮食，但避免有爭議，所以仍會申請食物製造廠牌照，

亦要向當局申請露天座位的許可。以及因流動大排檔是車的關係，亦要申請車輛牌照。  

 

食物存放： 

 

  我們將將未使用的物資存放在工廠大廈之中，集倉和辦工室於同一個地方。在 591 租

屋網中，我們物色了一間位於荔枝角的寫字樓、倉。它的地址是青山道 658 號福至大廈

8/FB 座單位。它的租金比其他的便宜，HK$3800/月 （已經包括差餉、地租、地税 及管理

費）。另外荔枝角交通方便，位於我們營業地點點的中心位置，便利運貨。而在按金方

面，需要兩個月的租金，即是 HK$7200。 

 

人力: 

  我們將聘請 8 位員工。在辦公室方面，我們會聘請 3 人，一位負責擔任管理的工作，

監察公司的正常運作；另外兩位負責執行及文員的工作，例如點數、檢查貨品，整理文

件，物流等。根據勞工處互動就業服務的網頁中，經理的薪金 HK$12000-30000 不等而文員

的薪金由 HK$9000-16000 不等，因為就於公司的規模未算大，只是起步之中，所以經理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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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員的起薪點分别為 HK$13000 及 HK$9000。至於流動車方面，一共會有 4 位員工，分别為

一位沖茶師、兩位廚師及一位收銀員。根據勞工處互動就業服務網頁中，廚房的工作薪酬

普遍為 HK$13000-17000 及收銀員薪金由 HK$9000-12000，因此他們的起薪點分别為

HK$13000 和 HK$9000，各職位的薪資有待隨着公司的益利而作岀調整。而為盡社會責任，

我們會優先聘請身體有些缺陷或更新人士而又有能力勝任工作的人士，例如精神病患康復

者等，為他們創造就業機會。 

 

日常開支：  

  在日常運作方面，我們要盡量控制支岀。第一、在非營業時間會關熄所有的電源（除

了雪櫃）。第二、所有的電器都會採用一級能源的産品。第三、我們會安裝自動關省水花

灑於水龍頭，防止廚師因太忙碌而忘記關水等情況，另外它更可以省水，減少使用水的容

量。雖然一開始的採購成本會較高，但長遠來計，它可以減少用水，從而節省水費的開

支，降低平均成本，又為環保盡一份力。我們會選擇 Hihippo 的 HP-285---花灑型自動閥

（自動關閉時間可自行調整為 2 秒~10 秒）。 此產品以花灑出水，省水效率最高可達

84%，遠遠高岀其他相類的産品所省的 48%，它開啟後自動關閉、使用便利，自動關閉效

果媲美感應式龍頭，它的售價為 399。  

 

營業時間： 

  普遍的大排攤興旺的時間在晚上，因此我們決定流動大排攤的營業時間為 11:30m-

7:00pm（海洋公園）、11:30am-8:30pm（迪士尼）、11:30am-8:00pm（金紫荆廣場、尖沙咀

梳巴利公園、尖沙咀藝術廣場、中環新海濱）。中間 5:00pm-6:00pm 會是員工的休息及食飯

時間。 

 

餐具： 

  在餐具方面，我們會使用即棄的紙製餐具，代替膠製。第一、紙比膠的成本低。第

二、相比之下，紙較環保。膠不容易被分解，要經過長年累月被生物分解，對環境造成極

大的傷害。但流動大排攤以外賣為主，因此外賣用品不會被徵收額外費用。反而我們會為

環保，為自備餐具的顧客提供優惠，例如凍飲免加錢或每次收費减 HK$2 等。 

 

  在餐具用品公司方面，我們會選擇百利快餐用品。第一、這間公司有 30 年歷史，有豐

富的造紙經驗，在平日香港多間食肆中都能看到其一産品麥芽花紙杯的跡影。以及此公司

的産品通過 ISO9001：2008 認證；ISO14001：2004 認證；FSC 的環保認證和 QS 全國工業產

品生產許可證，服務的客戶範圍包括：餐飲，酒店，超市，辦公室，醫院和學校，信譽良

好。另外凡惠顧 HK$200 或以上更可免費享用送貨服務，減少我們分配人手所需的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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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  

（一）背景  

  大排檔的食物之所以備受追捧，除了其多元化，也以價錢便宜見稱，熱騰騰即叫即炒

的餸菜能夠在破舊的接疊桌子和椅子上享用，是不少香港人的珍貴回憶。我們決定把大排

檔食物語有的風味，帶到美食車，完整地呈現出昔日的味道，同時為一些耳熟能詳的美食

添加一些改變，以迎合年輕一代的口味。 

（二） 菜單  

  由於美食車的空間和烹調的限制都比一般餐廳多，我們精益求精，把十種遠近馳名的

大排檔特色食物納入餐單。 

 

[創新]  

墨西哥捲餅系列  

  墨西哥捲餅是一種墨西哥食物，它主要是將肉，豆，生菜和碎奶酪等食品和各種醬

料，放在墨西哥薄餅上，並把餅捲起來完全包緊。  

由於大排檔的食物都是由店碟頭形式上菜份量較多，不容易邊攜帶進食，因此我們會把

食物的分量減成一人份，再包裹在薄餅裏，方便客人邊攜帶邊進食。 

 

我們會把以下幾種菜色納入墨西哥捲餅系列中: 

1. 避風塘炒軟殼蟹  

避風塘炒蟹是大排檔遠近馳名的菜式，我們採用新鮮的蟹肉，以及豆豉辣椒香茅混合

而成的醬料，製作這道避風塘炒蟹 。 

我們之所以選擇避風塘炒蟹作為墨西哥系列的一種菜式，是因為我們看見日本壽司店

也有軟殼蟹壽司售賣，因此想到我們中國的避風塘炒蟹也可以包在捲餅中進食。 

 
2. 粟米斑塊  

使用炸香了的石斑魚柳，佐以粟米，雞蛋，生粉煮成的芡汁，再包裹在薄餅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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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參考了快餐店售賣的粟米批，因此應為粟米能夠配合捲餅的味道，作為一道具吸

引力的菜式。 

 

3. 椒鹽鮮魷  

椒鹽鮮魷是大排檔必備的菜式，我們會把魷魚炸至穌香，加上蒜頭，乾蔥，指天椒等

調味，香脆可口的鮮魷能讓捲餅更有口感，蒜味重的醬料更可以適合喜歡重口味的顧

客。  

 

 

4. 乾炒牛河餃子  

用牙菜﹑河粉﹑牛肉炒成的乾炒牛河，包在餃子皮內，製成香煎牛河餃，讓客人可以逐

顆夾來食，為乾炒牛河加入新的元素，把香港各處都有的菜色成為只有我們擁有的特色

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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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蠔餅菠蘿包  

市面上的蠔餅一般用蛋﹑麵粉﹑生蠔製成，考慮到一般的蠔餅難以攜帶進食，我們決定

使用比較乾身的蠔餅放進菠蘿包來配上茄醬或辣醬，迎合香港人喜愛快餐的口味。  

 
[傳統] 

6. 生炒排骨  

排骨表面炸到酥脆，再裹上一層糖醋番茄醬，加入菠蘿一起伴炒，增加菜色酸味的同

時能平衡排骨的油膩感，適合男女老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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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椒鹽豆腐  

把黃金色的炸豆腐，伴炒辣椒和蒜頭，在椒鹽鮮魷使用的材料同樣能應用在這道菜式

上，能夠有效節省成本，也可提供素食餐單給不同類型的顧客。 

 
8. 絲襪奶茶 

  把煮好的紅茶用一個棉線網先行過濾，使紅茶更香滑，然後再加入淡奶和糖。是最具

香港特色的奶茶，提供正宗奶茶吸引本地人以外，更可以讓遊客一嚐絲襪奶茶，宣揚

香港一大特色。 

9. 鴛鴦 

  由七奶茶和三咖啡混和製成，為香港經典飲品，有咖啡的香味和奶茶的濃滑，棕紅濃

香，苦中帶甘，是中西文化交融的證明，能夠吸引不同文化的人品嚐。 

10. 檸檬茶 

  用三四塊約厚 3-5 毫米切片檸檬，加入紅茶炮製出備有本地口味的檸茶。   

 

服務  

  大排檔重昔日到現在，見證了香港不少變遷，當中小和街坊都在不知不覺間培養了濃

厚的人情味。情繫大排檔提供的服務著重顧客和本店的關係，從顧客的角度出發。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3%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A3%8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4%85%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B7%A1%E5%A5%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3%9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A6%99%E6%B8%AF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B6%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B6%E8%8C%B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92%96%E5%95%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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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餐  

  由於美食車內部空間有限，車內不會提供堂食服務。為了促進店員和顧客的關係，我

們將會用創新的方法代替傳統叫號取餐的外帶形式，顧客點餐後，不用取號票，只需跟店

員說自己的稱呼。食物準備好後，店員便會稱呼顧客的名字，通知他們讓顧客甚至是感受

到親切感。我們希望每位客人都可以感受到我們烹製的每道地道大排檔美食中的真誠，當

他們再次光顧時，好讓我們更容易記住他們以及他們的特別個人要求，務求為顧客調製出

獨一無二的美食。 

 

（二） 無線網絡服務  

  排檔之家大多停泊在旅遊熱門景點，以服務旅客為主，希望透過旅遊業振興大排檔行

業。遊客對於無線上網服務要求增大，因此我們決定推出無線上網服務提供熱點供遊客在

享用美食之後作即時分享，藉此提高與顧客的互動性同時提升我們面書專業的知名度，一

舉兩得，這也能供他們使用我們的打卡優惠作宣傳用。 

 

（三）大排檔展覽  

  我們計劃在美食車的車身上莊切剪版，展板展示的內容可按季度更換，希望透過此展

板教育顧客關於大排檔的各種知識提升大眾對大排檔的形式，吸引外國人及年輕一代光顧

大排檔。展板內容將以定慧講述大排檔的由來及歷史﹑大排檔在香港美食業歷史上擔當的

地位﹑大排檔的演變，以及大排檔食物的介紹和秘密，希望喚起大眾對大牌檔的興趣。 

 

（四）健康之選  

  鑑於政府教早前成立減低食物中的鹽和糖委員會，而港人健康意識逐漸提高，我們將

履行社會責任，讓顧客自由選擇食物的鹽糖分量，保留大排檔推動健康飲食文化。 

 

宣傳 

  大排檔文化方面，大排檔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大排檔最大的特色便是沒有冷氣和環

境不太清潔。它多數都是一個巨型鐵皮箱，裏面有較多煮食工具。營業時，店主會擺出數

張可摺疊的桌椅，晚上收店時，店主會用木板、鐵皮捆起小店，放在路邊。早期每家大牌

檔多數只專賣一種食物。它的顏色以綠色為主，侍應也沒有規定制服，多數只有穿上汗

衣，搭上一條毛巾。傳統大牌檔亦甚少以紙張落單，客人點菜後，結帳時按照碗碟顏色等

計算，由老闆直接收錢。 

 

  直到今時今日，大排檔已經日漸式微，香港只剩下 26 間大排檔。因此，我們希望借這

輛美食車去活化大排檔。第一，我們會把美食車的車廂設計以綠色為主，讓顧客感覺有大

排檔的風味。第二，在食物方面，我們會選用傳統的大排檔食物，以既新穎又創意的方式

去重新包裝。以及，我們會保留大排檔「快、靚、正」的味道。第三，在侍應的服裝上，

他們會有統一的制服，即是毛衣再加上汗衣，以突顯大排檔的傳統風味和使人能識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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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排檔的人。第四，我們會在美食車的車廂上黏貼一些有關大排檔的資訊、文化和歷史等

的資料，營造大排檔的氣氛，讓市民和遊客都能了解香港大排檔。 

 

  產品宣傳方面，我們會在社交網站上設立專頁，例如：在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開設

帳戶。在社交網站上，我們會定期更新美食車的一些資訊、不時發佈消息和定時更新美食

車的行蹤，令市民和遊客清楚知道關於我們的資料。而且，我們會設立客戶服務，用於收

集顧客的意見，從而去作出相應的措施和改進。還有，我們會不時舉辦一些有獎問答遊戲

和優惠活動。從而令我們增加知名度和吸引更多的顧客。 

 

產品分類方面，我們會把食物分為四類別。 

第一是星級產品，指的是重點推介產品，例如：乾炒牛河。 

第二是暢銷產品，指的是多人買的產品，例如：楊州炒飯。 

第三是普通產品，例如：生炒排骨。 

第四是新穎產品，指的是有潛力從未知受歡迎程度變成受歡迎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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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織架構 

  組織架構方面，公司將會以社企及合夥人形式營運。 

 

  客戶服務將會有三人負責。工作包括聆聽客人的意見，再報告給合夥人。若客人有投

訴的話，則需作出處理，如賠償或道歉。客服人員也要回答客人的查詢。 

 

  財務方面則需一人負責。主要在每個財政年度完結時結數，即做不同的財務報表，之

後也需核數。 

 

  統籌方面，由於有不同的工作，所以需要較多人負責，人數約五個。工作亦分為四個

方向，分別是：日常營運（二人）、市場策略（一人）、宣傳（一人）、產品及服務（一

人）。 

 

  首先，負責日常營運的人要控制各項支出，以降低成本。也需物色倉庫來儲存食物及

辦工空。除此之外，也要決定聘請的人數及哪些人，如失業青年、傷殘人士、更新人士

等。 

 

  其次，市場策略。工作包括定下目標，例如售價、銷量、市場等。負責人也要考慮行

業競爭，並針對問題提出辦法。 

 

  宣傳方面，負責人需考慮用哪些媒體宣傳，也要盡量令企業形象突出，如車的外形、

設計及食物的賣相和種類。 

 

  產品及服務，工作包括物色貨源。及將貨品分類，即星級、暢銷、潛力、普通。決定

哪些應分作星級和潛力。 

 

  以上為統籌方面的四個工作方向。 

 

I.採購將由一人負責。主要物色良好供應商，以確保原材料優質。另外，亦需比較不同供應

商的貨物的價錢。在控制成本的同時，確保產品優質。 

II.監督將由一人負責。工作包括監察員工的工作情況，如察覺問題便要報告。 

III.保險方面需一人負責。工作包括考慮買甚麼保險。 

IV.公司將每月作出檢討一次，幫助更有效率地檢討問題，更作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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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 

S（強項） I.美食車會走遍六個旅遊景點，包括金紫荊廣場、尖沙咀梳士巴利公園、尖

沙咀藝術廣場、中環新海濱、海洋公園和香港迪士尼公園，這些都是香港受

歡迎的旅遊景點，每天都有大量遊客到這些地方，因此我們便可以用旅遊景

點區興旺的優勢，以遊客為主要對象，讓更多人嘗試到大排檔這種香港獨有

的味道，不止可以在香港傳承這個文化，也可以將這個文化由遊客帶到世界

各地，讓更多人知道大排檔的特色。 

 

II.我們的美食車為政府先導計劃的特許，擁有獨立、獨特品牌，建立一個新

的大排檔形象，創造大排檔美食的先河，以美食車去經營大排檔是一個創新

的做法，這可以吸引更多人嘗試大排檔和了解大排檔的文化，讓這個傳統產

業傳承下去。 

 

III.客户服務  

雖然我們的美食車未能像以往傳統大排檔提供堂食服務，但我們的客戶服務

卻彌補了這個不足。為了保留大排檔多年來以人情味見稱的一大特色，我們

以稱呼客人名字代替票號的取餐方法，有助客戶和店員建立更深厚的關係 

讓客人更有親切感 。 

 

我們注重客戶的健康，配合我們即叫即炒的服務，顧客可以隨心選擇油鹽和

糖的分類，好讓他們感受到我們會把客人放在第一順序。我們要求員工需要

以熱誠的態度去服務客人，盡量迎合他們的各種需要。這些為客人度身訂做

的服務，更可以吸引更多着重人情味的顧客。 

 

IV 模式新穎  

對於不少香港人來說，大排檔已經是不會陌生的店舖，可是美食車這個概念

對大多數香港人甚至是遊客來說，都是較創新的營運模式，加上香港美食車

的市場是新拓展的市場，擁有很大的發展潛力。美食車營運起上來，靈活性

較高亦較方便能夠與一般餐廳競爭，有競爭潛力。大排檔以全新的形式出

現，其新鮮感能夠吸引香港人來體驗非一般的大排檔，加上大排檔是香港飲

食文化的一大特色，充滿港式風味的食物可以吸引訪港旅客。 

 

V.原材料的採購 

由於我們的目標客群是遊客，為求完整地呈現出傳統大排檔的食物風味，我

們重視原材料採購來源。我們所採購的材料都確保是最新鮮的，尤其是海

鮮， 必需要是本土生產的，讓客人嚐出香港本土風味。在踏入在踏入營運

的三四年後，我們能夠賺取利潤時將改為採購有機蔬菜，讓客人吃得更安

心，同時提升品牌的信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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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弱項） I.流動美食車的營業時間比傳統的大排檔短，令美食車未能在傳統大排檔的

黃金時段繼續營業。例如：大排檔的黃金時段多數都是在深夜時間，而美食

車多數是在晚上約八時便關店，因此美食車缺乏了大排檔的一種特色。 

 

II.流動大排檔美食車的食物未夠創新，未必能與其他的美食車競爭和不能夠

吸引客人來光顧。 

 

III.由於以大排檔為主題的流動美食車很新穎，未必能讓市民及遊客接受和嘗

試。 

 

IV.另外有其他類型的流動美食車與我們的美食車競爭。因此，這個以大排檔

為主題的美食車未必能吸引不同的市民和遊客去嘗試，還有未必有實力與其

他的美食車去競爭。 

 

V.美食車未能提供與傳統大排檔相同的堂食服務，缺乏了可在傳統大排檔中

找到的人情味。因為美食車未能有足夠的空間去提供堂食服務，未能讓客人

重溫或了解昔日大排檔的特色。昔日大排檔的客人都能在店中一邊用餐一邊

與老闆或侍應聊天，而美食車沒有位置和時間讓客人一邊用餐一邊與老闆或

侍應聊天。 

 

O（機會）   現今大排檔逐漸式微，我們可透過這些創意食品，吸引大眾重新注意大

排檔這項傳統產業。另外，我們的大排檔美食車首先在港推行，大眾有一定

的新鮮感，而我們的經營地點正正位於熱門的旅遊景點，我們深信可以以這

優勢，吸引不同的顧客光顧及重新把大排檔形象化，鞏固傳統大排檔的根

基，并把傳統大排檔活化。大排檔將會成為大眾化的行業，市民對大排檔的

須求增加，令大排檔在食物業的地位提升，達至活化的效果。 

 

  另外，我們的大排檔美食車是以社會企業的形式營運，目的為幫助社會

上有須要的人士提供就業機會，及把我們的部份營利用於社會公益。這有助

我們的企業建立一定的正面形象及行業地位，增加顧客對我們品牌的歸屬

感，日後能有更大經濟效益，因此我們的「排檔之家」具深厚的發展潛力。 

 

T（威脅）   鑑於美食車行業在香港仍屬於試驗階段，市民可能覺得我們的企業不夠

吸引，認為我們無法重現大排檔的特色，於是光顧其他的大排檔或食肆。 

 

  另外，由於營運初期資金通常不足，所以宣傳費用會減少，使企業知名

度減少，難以和大型連鎖或已扎根多年的食肆競爭，使回本所需的時間增

加。即使美食車在旅遊景點營運，要和國際知名的食肆競爭也是有難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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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企業責任 

一﹑透過企業策略和自負盈虧的營運方式，以活化大排檔這項傳統產業，而我們會將不少

於 65%的可分發利潤會再投資於本身業務，以提供更新人士﹑失業人士﹑傷健人士就業機

會。 

二﹑我們將在將來採用有機食品作為我們企業的食物來源，務求減少環境污染及令客人食

得安心﹑健康。 

三﹑我們會將不少於 25%的可分發利潤捐贈於慈善團體，為社會事務出一分力。 

四﹑我們會給予自備餐具的客人購買食物優惠，以鼓勵環保，為地球作出貢獻。 

 

財務報表 

情繫大排檔 

損益表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 $ $ 

銷貨  1142400 1351200 1564080 

減： 銷貨成本    

 期初存貨 - 60000 50000 

 加：購貨 150000 200000 350000 

 減：期末存貨 60000 50000 50000 

毛利  932400 1141200 1214080 

減： 費用    

 薪金 468000 491400 565110 

 租金 45600 50160 55176 

 水電費 250000 260000 280000 

 折舊 53500 101650 144985 

 牌照費 6000 6000 6000 

 美食車費用 500000 - - 

 保險 20000 20000 20000 

 泊車費 31200 31200 31200 

 維修保養費用 100000 100000 100000 

稅前純利  -541900 80790 11609 

減： 利得稅 (16.5%) - 13330 1916 

稅後純利  -541900 67460 9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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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大排檔 

第 1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負債表 

  成本 累計折舊 帳面凈值 

非流動資產     

辦公室設備  6000 600 5400 

辦公室傢俬  4000 400 3600 

美食車  500000 50000 450000 

裝修  10000 1000 9000 

煮食用品  15000 1500 13500 

    481500 

流動資產     

銀行存款    1211600 

資產總額    1693100 

     

資金籌措     

本金    2235000 

留存利潤    (541900) 

    1693100 

情繫大排檔 

第 2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負債表 

  成本 累計折舊 帳面凈值 

非流動資產     

辦公室設備  6000 1140 4860 

辦公室傢俬  4000 760 3240 

美食車  500000 95000 405000 

裝修  10000 1900 8100 

煮食用品  15000 2850 12150 

    433350 

流動資產     

銀行存款    1874120 

資產總額    2307470 

     

資金籌措     

本金    2235000 

留存利潤    72470 

    23074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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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繫大排檔 

第 3 年 12 月 31 日 

資產負債表 

  成本 累計折舊 帳面凈值 

非流動資產     

辦公室設備  6000 1626 4374 

辦公室傢俬  4000 1084 2916 

美食車  500000 135500 364500 

裝修  10000 2710 7290 

煮食用品  15000 4065 10935 

    390015 

流動資產     

銀行存款    1859688 

資產總額    2249703 

     

資金籌措     

本金    2235000 

留存利潤    14703 

    2249703 

分析 

第一年純利率: (-541900/1142400)X 100%= -47.4% 

第二年純利率: (80790/1351200)X 100%= 6.0% 

第三年純利率: (11609/1564080)X 100%= 0.7% 

  企業三年的純利率的走勢是先升反跌，在開業的第二年就達到收支平衡，其原因是美食

車在一些熱門旅遊景點營運，在旅遊旺季或是假日就能吸引大量客人，即使是剛開業也能

有高銷量。往後，隨着不同的宣傳，知名度也會提升，銷量也會增加。第三年純利率倒跌

的原因是不同的開支都有較高的上升。 

 

銷貨推算方式: 

第一年: 902 (旅遊旺季日子)X 200(每日銷貨量)X 351 (平均售價)+ 102(星期六，星期日)X 100X 

30+ 172X 40X 30 

第二年:902 (旅遊旺季日子)X 2304 (每日銷貨量)X 35(平均售價)+ 102(星期六，星期日)X 1204 X 

30+ 173X 504 X 301 

第三年:902 (旅遊旺季日子)X 2504 (每日銷貨量)X 363 (平均售價) + 102(星期六，星期日)X 1404 

X 313+ 173X 604 X 301 

薪金推算方式: 

第一年:13000(員工起薪點)X 3(員工數目)X 12(一件發薪次數) 

第二年:13000(員工起薪點)X105%(加薪百分比)X 3(員工數目)X 12(一件發薪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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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年:13000(員工起薪點)X105%(第二年加薪百分比)X115%5(第三年加薪百分比)X 3(員工數

目)X 12(一件發薪次數) 

備註(數字的右上角): 

1:每種食物都有其售價，試算表以平均僅為準。 

2:每日銷貨量每年都有上升，是因為不同的宣傳，增加銷量。 

3:隨着通脹，少量的加價是必需的。 

4:在平日，由於會較少客人光顧，所以減價也會吸收顧客。 

5:加薪百分比提高是由於預期銷量逐年增加，提升加薪幅度是為了獎勵員工，也起了提升

士氣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