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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來，香港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不斷攀升，從二零一零年至二零一四年短

短五年間便已上升了四百一十萬公噸的二氧化碳量。 

 

    現時香港溫室氣體排放量成因有近七成是源於發電，而根據政府資料，每年

商業用電量佔全港總用電量六成，每年平均增長達 3.66 百分比。為了達到可持

續發展的目標，我們找到了一種新的發電模式，即壓力發電，透過踩踏發電地板

而產生電力。這是一種永續能源，既乾淨環保，又能減少資源的消耗。 

 

    由我們公司代理於香港市場銷售的「綠蔓大地」發電地板，本著節能減碳的

宗旨，為香港社會帶來綠意。 

 

「綠蔓大地」的主推市場是商場和其停車場。商場耗電量很大，而它的人流

量和停車場的車流量亦很高，安裝「綠蔓大地」於商場門口及停車場出入口可以

為商場提供源源不斷的電力，有效節省電力和電費。 

 

     此外，我們將提供一種新的交易模式。只收取產品「綠蔓大地」的安裝費

用而不收取發電地板的器材費用。 

此後，商場所節省的一半電費將作為收益。 

相信此模式可首先打通市場，繼而使「綠 

蔓大地」受到商戶的歡迎，令公司可

以持續地發展和維持。 

 

    「綠蔓大地」亦會提供配套服

務。我們將為商場安裝植物灑水系

統，由「綠蔓大地」供應電力，提高

客戶於商場內種植植物的意願，促進

綠化空間，同時亦可令商場更加美觀。 

 

     環保需要每個人的支持。「綠蔓

大地」擁有新型的發電模式，可展現

永續能源的發展空間，並帶動大家一起實現你我一小步，環保一大步的環保理念。 

 

 

綠蔓大地 P.3 

 

於台灣的發電地板 



理念及介紹 

 

根據統計，在 2011 年，香港的人均用電量是 5948.87 千瓦/小時。而香港每

年的人均用電量更接近 6,000 度電，是世界人均用電量的兩倍有多。針對香港人

的用電量，尤其在商業方面龐大的用電量，我們設計出產品「綠蔓大地」，結合

省電和植物的元素，可以大大節省電力，實行可持續發展之餘，還能提高市民的

環保意識。 

 

1)自給自足 

身為購物天堂的香港，逛商場已成為港人生活的一部分。永不休息的廣告牌、每

天不斷上上落落的電梯和升降機等的商業用電，佔香港總用電量超過 6 成。針對

商場的龐大用電量，我們的發電地板能收集行人步走的重量來發電，商場人流越

多，所節省的電力越多。甚至能使用收集得來的可再生能源，達至自給自足的水

平。 

 

2)設計獨特 

為了提倡環保意識，我們特此加入綠色植物—植物墻，更將發電地板與植物墻連

接起來，並加設灑水系統。在給用戶供給電力的同時還能幫植物墻上的植物澆

水，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為環保出一分力。 

 

3)簡易發電 

發電地板的發電原理主要可以機械能及電力的轉換解釋。首先，機械能發電是利

用乘客走路時所產生的震動，令地板中的彈性體因受壓而收縮，從而儲存能量。

然後再利用類似發電機的原理使彈性體動能轉換成電力。換句話來說，只要安裝

在有人流的地方，便可持續發電，即可節省電力開支，又對地球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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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行性（PEST） 

政治 

香港環保問題自 1977 年起便極受政府重視，現時有不少有關環境保護的政策和

部門。例如納稅人購買環保設施，便可享稅務扣除的優惠。依據 2008 年《稅務

條例》，由 2008/09 課稅年度起，購買環保裝置開支可在招致該開支的年度起計連

續五年內，每年獲扣除該筆開支的 20％。可見，政府十分支持及鼓勵商界購買

和使用環保設施以保護環境。 

經濟 

由於商場耗電量十分龐大，環保組織綠色和平提及，在 2011 年，海港城及時代

廣場的年度電費支出就分別超過 1 億及 7 千萬。因此，若果商場使用價錢相對便

宜的發電地板，達至「自給自足」的水平，便能節省成本。可見，發電地板能降

低營運成本。 

社會 

香港是一個購物天堂，逛商場已成為香港人生活一部分。加上，越來越多香港人

開始關注環保問題，更有不少非政府綠色組織如綠色力量、綠色和平、長春社等。

可見，社會普遍已支持環保。而且，發電地板不需人工操作, 更可以帶動室內綠

色空間, 使產品完全融入市民生活。更重要的是，發電地板不佔空間，更適合香

港這個彈丸之地。 

科技 

發電地板的技術日趨成熟，更有不少地方已實行。JR 東日本鐵路公司，曾在 2008

年，在東京火車站進行實驗，在車站裝置「發電地板」，把乘客走動時產生的能

量轉換成電力，亮起燈泡。可見，現時已有相當成熟的技術，產品質量受保證。

隨著科技發展，可以令發電地板成本下降，產能提升，使更多室內地方都可以透

過發電地板減少電力成本，以及可透過植物墻綠化環境，最終使「綠蔓大地」普

及於不同的室內空間。 

 

營銷策略(6Ps) 

 

Product 

1. 創新技術:  

我們的地板發電是以「綠化環保」為主題，故此我們的產品會以環保形象配合主

題,而且融合「帶領綠色環境走進室內」的理念, 令更多人在室內亦能感受到綠色

環境 ,例如: 透過行人踩踏而產生電力，從而自動為植物灌溉。由於發電地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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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未有普及，再加上人們都有好奇心，可以藉此機會吸引人們慕名而來，到商

場親身嘗試發電地板。從而幫助商場帶動人流，吸引更多人來光顧商場(特別是

支持環保的人士)。同時，產品亦可以節省商場用電量，幫商場增加更多綠色植

物，打造一個全新的綠色空間。 

 

2. 壽命長: 我們的產品壽命是五年,這樣能讓買家覺得值得嘗試，而且可以讓買

家對我們產品的品質有信心。因產品壽命長,可減少因更換而對商場帶來的不

便,從而吸引買家購買。 

 

3. 免費產品: 我們公司會免費提供地板發電器，而只是收取安裝費用，從而吸

引商場嘗試使用我們的產品，藉此幫助商場節省用電量和增加綠色空間。另

外,因為我們公司的成立是以非純商業企劃, 所以會以合作方式提供免費產品

給目標客戶。在合作細節方面,我們的合約為期 5 年, 而合約的附帶條件是在

商場某一個位置提供空間作為我們公司的 “綠色牆”或 “綠色空間”, 從

而給公司帶來廣告效益及可推動環保概念, 以及將節省電費對分作為公司盈

利等。這樣能讓目標客戶對我們公司的信心大大提升，促使他們引入我們的

產品到商場及其停車場等目標地點。 

 

4. 提供免費的售後服務: 我們公司會為商場和其他買家提供免費的維修服務，

(因為我們很了解產品的品質及壽命, 所以不會對營運成本產生太大壓力)令客戶

引入更多的地板發電器，從而將產品普及化, 廣泛使用在不同的地方,，提升市民

的環保意識和讓他們知道綠化的好處。 

 

Place  

我們公司的目標地點是商場, 停車場, 汽車隧道, 地鐵站出入口等,因為這些地方

每天都有很多人和交通工具經過,所以可以產生大量的電力,從而達到我們「節省

用電量和綠色環保」的宗旨。 

 

Promotion 

1. 網絡廣告推銷: 創新的產品可以吸引年輕人，因此，我們會在網絡上賣廣告(如

Facebook,Instagram)。因為網絡不受地區的限制，人們可以透過網絡得知我們

的推廣。因此，網絡推銷不但可減低推銷成本，亦能透過擴大接觸的客人層

面以增加營業額。 另外我們會在網上做免費推廣, 希望吸引意念相同的環保

人士作為會員, 從而推廣綠蔓大地的理念及知名。 

 

2. 自製網頁：我們會定期更新網頁資料 (如最新產品) ，讓客人追蹤我們的

最新狀況。 同時，顧客亦可透過網頁查看地板發電器的價錢和種類。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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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人亦可在網頁留下評價或意見,以便我們改善不足之處,從而為客人提供最好的

服務。 而且我們會將公司最新項目的照片放在網頁上分享, 一方面可以給公司

現有客戶帶動綠色的正面形象, 另一方面可以給潛在客戶機會了解公司的項目

及成果 

2. 活動及展覽: 我們會在商場或環保科技展覽會等舉辦展覽,並會設有親身體驗

活動,藉此宣傳我們的產品,提高關注度,令更多人認識地板發電器,從而吸引更

多客人, 提升知名度。 

 

PRICE  

 

1. 價錢合理，只收地板安裝費以及商戶所節省電費的 50% 

以一塊發電地板費用為港幣 780 以內，假設每個出入口只需 4 塊在必經位置，

一個商場最少要安裝 20 塊，預計每塊每天可帶到 2.5 度電 (5000 次踏 x 0.5w 

/ 1000w = 2.5kw)，一個月可共可存電 2.5kw x 20 塊 x 31 天 = 1,550 度。每商

場安裝費用為 HKD 3,000  (以 20 塊電板計算) 購買 20 塊地板費用為 HKD 

780 x 20 = 15,600 , 而每月可節省電費約 HKD 1,707  (以港燈商業電費計算) 

 

PHYSICAL EVIDENCE 

 

1. 因環保是近年的熱門命題,很多人都關注和重視,因此很多企業客戶都希望透

過環保來提升企業形象 ,吸引更多顧客,因此我們的產品會受大眾歡迎。 

2.另外，政府近年大力推廣環保,現時有不少有關環保的政策,從而增加市民對環

保的關注和購買意欲,令市民和客戶更關注我們的產品。 

 

PROCESS 

1. 長期營運方面,我們現時以 5 年期跟商場作為合作合約, 5 年之後, 可以免費替

換新款地板,從而產生更多電能。 

2. 保養方面,我們會定期派人視察產品, 以及提供 48 小時內對有破損地板作出更

換承諾等 

3. 配送方面,我們可以於商場作息時間作出配送, 不會影響商場日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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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強項: 

1. 可即時見效 

2. 投資風險低 

3. 可運用生態價值高 

4. 可適用性強,鼓勵商場綠化環境 

 

弱項: 

1. 暫時性生產成本高,未來可控制 

2. 目標商場為人流較多的 

3. 環保系統需要維修,需要固定產後服

務,進行周期性更換 

 

機會: 

1. 香港人多喜歡逛商場,消費者有意識

製造電力. 

2. 鼓勵一些高能源消耗組織,例如:政

府節省用電 

3. 促使更多成功的企業人士支持環

保，發展創新科技，亦加強環保概念的

渲染力 

 

險阻: 

1. 系統涉及技術問題,需要專業維修人

員 

2. 香港缺少高技術人才      

3. 商場人流會直接影響產量,例如:晚

上九點至十點,人流較少,因此,產量便

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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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東京站八重

洲北出口所鋪設「發

電地板」 

荷蘭有公司發明了儲電地

板 Energy Floor，安裝在夜

店裡就可收集跳舞所發出

的動能，再轉化成電力。 



資源分配 

 

人力資源-公司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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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預算 

 

開支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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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第四季 第五季 

收入      

**商場項目收入 $63,990 $127,980 $191,970 $255,960 $383,940 

**其他項目收入 $63,990 $127,980 $191,970 $255,960 $383,940 

安裝費用收入 $90,000 $90,000 $90,000 $90,000 $180,000 

小結 $217,980 $345,960 $473,940 $601,920 $947,880 

      

支出      

商場項目資本支出 $234,000 $234,000 $234,000 $234,000 $468,000 

其他項目資本支出 $234,000 $234,000 $234,000 $234,000 $468,000 

營運開支 $826,950 $826,950 $826,950 $826,950 $735,060 

還款 (起動金 600 萬)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銀行利息 (15%p.a.)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小結 $1,639,950 $1,294,950 $1,294,950 $1,294,950 $1,671,060 

除稅前利潤 / 虧損 ($1,421,970) ($948,990) ($821,010) ($693,030) ($723,180) 

      

五年度總利潤 / 虧損 $4,435,990     

      

      

開業基金: $6,000,000     

現金流量淨額 $4,578,030 $3,629,040 $2,808,030 $2,115,000 $1,391,820 

 

第六季 第七季 第八季 第九季 第十季 第十一季 

      

$511,920 $639,900 $767,880 $874,530 $981,180 $1,087,830 

$511,920 $639,900 $767,880 $998,244 $1,036,638 $1,075,032 

$180,000 $180,000 $180,000 $165,000 $165,000 $165,000 

$1,203,840 $1,459,800 $1,715,760 $2,037,774 $2,182,818 $2,327,862 

      

      

$468,000 $468,000 $468,000 $390,000 $390,000 $390,000 

$468,000 $468,000 $468,000 $561,600 $561,600 $561,600 

$735,060 $735,060 $735,060 $792,093 $792,093 $792,093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1,671,060 $1,671,060 $1,671,060 $1,743,693 $1,743,693 $1,743,6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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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7,220) ($211,260) $44,700 $294,081 $439,125 $584,169 

      

      

      

      

      

$924,600 $713,340 $758,040 $1,052,121 $1,491,246 $2,075,415 

 

第十二季 第十三季 第十四季 第十五季 第十六季 第十七季 

      

$1,194,480 $1,279,800 $1,365,120 $1,450,440 $1,535,760 $1,549,980 

$1,113,426 $1,169,097 $1,224,769 $1,280,440 $1,336,111 $1,436,320 

$165,000 $168,000 $168,000 $168,000 $168,000 $140,400 

$2,472,906 $2,616,897 $2,757,889 $2,898,880 $3,039,871 $3,126,700 

      

      

$390,000 $312,000 $312,000 $312,000 $312,000 $156,000 

$561,600 $673,920 $673,920 $673,920 $673,920 $724,464 

$792,093 $922,484 $922,484 $922,484 $922,484 $1,009,202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300,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45,000 

$1,743,693 $1,908,404 $1,908,404 $1,908,404 $1,908,404 $2,234,666 

$729,213 $708,494 $849,485 $990,476 $1,131,467 $892,034 

      

      

      

      

      

$2,804,628 $3,513,122 $4,362,606 $5,353,083 $6,484,550 $7,376,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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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季 第十九季 第二十季 

   

$1,564,200 $1,578,420 $1,592,640 

$1,536,528 $1,636,736 $1,736,945 

$140,400 $140,400 $140,400 

$3,241,128 $3,355,556 $3,469,985 

   

   

$156,000 $156,000 $156,000 

$775,008 $825,552 $876,096 

$1,009,202 $1,009,202 $1,009,202 

$300,000 $300,000 $300,000 

$45,000 $45,000 $45,000 

$2,285,210 $2,335,754 $2,386,298 

$955,918 $1,019,802 $1,083,687 

   

   

   

   

   

$8,332,501 $9,352,304 $10,435,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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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收入計算方式  

     

以一塊發電地板費用為港幣 780 以內，假設每個出入口只需 4 塊在必經位置，一

個商場最少要裝 20 塊。        

預計每塊每天可帶到 2.5 度電 (5000 次踏 x 0.5w / 1000w = 2.5kw)，一個月可共可

存電 2.5kw x 20 塊 x 31 天 = 1,550 度。      

每商場安裝費用為 HKD 3,000  (以 20 塊電板計算)      

購買 20 塊地板費用為 HKD 780 x 20 = 15,600。  而每月可節省電費約 HKD 1,707  

(以港燈商業電費計算)      

      

預計第一年度目標商場 60 間, 平均每季 15 間, 以漸進方式增長 。   

  

第一季收入計算如下:      

可節省電費 50%為收入:每月收入為 1707 / 2 = 853.5 /月    

第一季度共 15 間商場: 總收入為 HKD 853.5 * 3 個月 * 15 間 = HKD 38,407.5 

   

商場安裝費用收入:HKD 3000 * 15 間商場  = HKD 45,000    

其他項目安裝費收入:商場項目 * 100% = HKD 45,000    

      

第二季將可累進收入, 計算如下:     

可節省電費 50%為收入:每月收入為 1707 / 2 = 853.5 /月    

第二季度共 15 間商場: 總收入為 HKD 853.5 * 3 個月 * 15 間 = HKD 38,407.5 

   

累進計算第一季度收入:HKD 38,407.5    

商場安裝費用收入:HKD 3000 * 15 間商場  = HKD 45,000    

其他項目安裝費收入:商場項目 * 100% = HKD 45,000    

      

第二年度 (第五季起) 因廣告效益增加知名度, 目標為 120 間商場.  第五季起預

計平均每季度為 30 間商場      

可節省電費 50%為收入:每月收入為 1707 / 2 = 853.5 /月    

第五季度共 30 間商場: 總收入為 HKD 853.5 * 3 個月 * 30 間 = HKD 76,797 

   

累進計算第四季度收入:HKD 153,630    

商場安裝費用收入:HKD 3000 * 30 間商場 = HKD 90,000    

其他項目安裝費收入:商場項目 * 100% = HKD 90,000    

      

第三年度 (自第九季起), 因可投放大型商場已減少, 目標為 100 間商場.  第九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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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預計平均每季度為 25 間商場      

可節省電費 50%為收入:每月收入為 1707 / 2 = 853.5 /月    

第九季度共 25 間商場: 總收入為 HKD 853.5 * 3 個月 * 25 間 = HKD 64,012.5 

   

累進計算第八季度收入:HKD 460,818    

商場安裝費用收入:HKD 3000 * 25 間商場 = HKD 75,000    

其他項目安裝費收入:商場項目 * 120% = HKD 90,000    

      

第四年度 (自第十三季起), 假設商場項目已接近飽和, 目標暫定 40 間.  

    

可節省電費 50%為收入:每月收入為 1707 / 2 = 853.5 /月    

第十三季度共 10 間商場:總收入為 HKD 853.5 * 3 個月 * 10 間 = HKD 25,605 

   

累進計算第十二季度收入:HKD 716,868    

商場安裝費用收入:HKD 3000 * 10 間商場 = HKD 30,000    

其他項目安裝費收入:上年度預算 * 120% = HKD 108,000    

      

以後的收入計算方法等同以上, 以每份合約 5 年計, 總可帶來 5 年收入  

    

其他項目收入預計將可帶來跟商場項目同等收益.      

除商場項目外, 公司預計會以公共企業及政府部門為對象進行銷售.  主要針對

人流較集中的地點.      

目標包括有:      

地鐵公司 - 旺角, 尖沙咀, 銅鑼灣等站為試點      

政府部門 - 進/離境口岸, 人民入境事務處, 政府大樓等      

隧道公司 - 預計安裝在隧口收費站旁, 每月將會有超過 1000 萬架車輛經過  (以

運輸處每月隧道流量資料作計算)      

      

自第九季起, 預算項目已得到公眾認可, 預計其他項目收入將有 20%增長  

    

自第十三季起, 因商場項目接近飽和, 將以其他項目為重點發展, 預計其他項目

增長為每年 20%.      

      

資本支出      

每商場預計使用 20 塊, 費用為 HKD 15,600      

其他項目資本按比例計算.      

 

綠蔓大地 P.16 



 

社會責任 

 

首先，我們希望透過這個企業產品的概念令有意投身環保的人士參與進來.

這個產品的推出是希望可以喚起廣大市民對環保問題的關注,,瞭解能源發電的原

理.並令消費者知道原來日常生活中的一小步,無意中可以感染其他人,一起去保

護身邊的環境，為社區的環保出一份力。 

其次，大眾亦可透過我們產品的概念去聯想更多未來的綠色生活。在節省能

源的基礎下，人類的碳排放量也會減少，減少碳足跡之餘，也令到身邊的事物變

得更有生機，使社區中每一個居民的生活都變得更加美好。 

除此之外，我們會將推出產品后所賺取的收入用以回饋社會，支持更多環保事務

上的推廣，發展，以及做一些有意義的環保公益活動，幫助社區內的居民重新加

入環保工作中來；由自我做起，先改善身邊的環境，從而影響到整個社區的長遠

發展。 

最後，我們希望可以擔當橋樑的角色，在推出產品時，利用企業擁有較大感

染力這一優勢，使消費者可以多參與環保組織所舉辦的有益綠色活動，從而加強

對環保概念的認知；令消費者與環保組織之間的關係更加密切，從而通過不同渠

道去達成綠色環保的和平概念。 

 

 

總結 

「行出一小步，綠化一大步」 

 

我們並非首個應用壓力發電的概念來提供電力的，但依靠壓力發電來提供永

續能源讓我們看到了其中的潛力和可能性。「綠蔓大地」提供了環保的產生電力

的方法，並相當適用於人流量和車流量高的地方，有效地節省電力和避免過多的

燃煤。同時，「綠蔓大地」附帶植物灌溉系統，間接鼓勵種植植物，綠化香港更

多的空間。「綠蔓大地」並不能得到即時性的回報，但作為長線投資，「綠蔓大地」

可以達到可持續發展，並將永續能源的概念推廣開來，為環保帶來生生不息的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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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會議紀錄 

第一次會議紀錄 

出席者: 所有組員 

日期：12-12-2016 

時間：4：00p.m-5：00p.m 

地點：學校課室 

討論事項: 

1) 定立研究方向：針對現時本港商場人流多，但同時耗電量也頗大的情況，希

望透過提供產品或服務，來減低整體商戶的電力開支及負擔 

2) 把蒐集有關資料的工作分配給每位組員，例如本港商場的平均耗電量，方便

下次討論 

下次開會日期：20-1-2017 

 

第二次會議紀錄 

出席者: 所有組員、學校老師、啟蒙導師 

日期：20-1-2017 

時間：4：40p.m-5：50p.m. 

地點：學校課室 

討論事項： 

1) 針對上次所訂立的研究方向，初步決定使用「地板發電」的概念，把人們行

走時向地板所施放的壓力，轉化成能源，以降低本港商戶的電力開支 

2) 初步訂立了商品、目標顧客以及經營理念（共同綠化地球、保護環境） 

3) 制定公司的社企責任：聘用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為產品作裝飾 

下次開會日期：17-2-2017 

 

第三次會議紀錄 

出席者: 所有組員 

日期：17-2-2017 

時間：4：30p.m-5：30p.m. 

地點：學校課室 

 

討論事項： 

1) 與導師會面後，發現商品缺乏了綠色元素，隨即想起「地板發電連接植物灑

水器」的念頭 

2) 並訂立了公司及產品的名稱--「綠蔓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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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議定市場策略及 S.W.O.T (強勢、弱勢、機會點、威脅點分析)， 從中分析「綠 

蔓大地」的不足之處 

 下次開會日期：22-2-2017   

                                

第四次會議紀錄 

出席者: 所有組員、啟蒙導師 

日期：22-2-2017 

時間：4：40p.m-6：00p.m. 

地點：學校課室 

討論事項： 

1) 擔心「綠蔓大地」的可行性

不大，繼續搜集更多相關資料，

發現日本有「發電地板」的成功

例子：日本研究人員在東京繁忙

的涉谷火車站的行人路上鋪設

了四塊地嵌板。當行人從上面踩

過時，嵌板就可以進行發電。可見，「地板發電連接植物灑水器」並非紙上談兵 

2) 初步分析「綠蔓大地」的資源分配，從而預備公司的財務預算表 

下次開會日期：10-3-2017 

 

第五次會議紀錄 

出席者: 所有組員、啟蒙導師 

日期：10-3-2017 

時間：4：40p.m-6：00p.m. 

地點：學校課室 

討論事項： 

1) 討論宣傳影片的製作：如何在 20 秒的時間裡清楚表達出「綠蔓大地」的獨

特性及綠化社區的概念 

2) 完成最後的工作，並設立願景：透過「綠蔓大地」，人們的腳步可轉化成電

能，開啟已連接上的灑水器，自動灌溉商場的植物，以減低商場人員在打理植物

時的工作負擔，亦希望有剩餘能量時，能夠幫忙分擔商戶的耗電量，亦幫助有需

要人士融入社會 

 

感想 

透過參加是次計劃，我們體會到做出一份完整的計劃書所需要付出的努力。

原來當中需要許多意想不到，且反復的步驟，在一點一點拼湊出這份計劃書時，

我們也學到了新的知識：如何寫財務報表、如何使商品有更高的實際價值、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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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市場、如何使企業運行更具有持續性……種種收穫不一而足。而且，整個團

隊之間的關係也從以前的陌生變為現今的融洽，大家一起商討報告的進程，一起

去努力查找相關資料，表達自己對報告的想法，不足之處；如此下來，才成就了

今天這份集結大家心力的一份報告，實屬不易。雖然結果是我們追求的，但過程 

                                                        

亦很重要。而在過程中，我們也學到了很多待人接物的道理，大家亦很團結向上， 

齊心努力，大家都學到不少東西，擴大自己的眼界之餘，也結識了一班摯友，完

成計劃書所獲得的滿足感更是我們最大的收穫之一。 

 

參考資料 

 

現時社會情況 

 

1. http://www.greenpeace.org/hk/press/releases/climate-energy/2012/09/electricity-waste/ 

大型商場嘥電症 浪費 7 成冷氣照明 綠色和平籲兩電帶眼加價 

2. http://www.hkfep.com/news.asp?ID=175 

商場店舖浪費電力 濫用射燈情況嚴重 

 

產品內容（包括理念及介紹，銷售對象，可行性） 

1.  http://scimonth.blogspot.hk/2015/02/blog-post_8.html 走路就來電 腳下的能源 

2.  http://www.timetw.com/17621.html「發電地板」亮相日本走過踩過就可發電 

3.  http://www.immd.gov.hk/publications/a_report_2015/tc/ch2.html 

4.  http://www.td.gov.hk/mini_site/atd/2015/tc/section4_10.html 

5.  http://www.mtr.com.hk/ch/corporate/investor/patronage.php 

6.  http://scimonth.blogspot.hk/2015/02/blog-post_8.html 

7.  http://www.ird.gov.hk/chi/tax/bus_pft.htm#a06a 

8.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080120/10662575 火車站裝發電地

板 

 

財政預算 

1. https://hk.jooble.org/%E6%8B%9B%E8%81%98-%E7%94%A2%E5%93%

81%E8%A8%AD%E8%A8%88%E5%B8%AB/%E9%A6%99%E6%B8%A

F 

2.  http://www.regentproperty.com.hk/chi/office_prop.php 

3.  http://www.google-adwords.tw/google-sales 

4.  https://sites.google.com/site/xianggangwuliuwang/home/qu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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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ttp://www.regentproperty.com.hk/chi/special_prop_detail.php?ref=RGP013155 

&type=O 

6.  http://www.conson.com.hk/cbc/so_03.htm 

7.  https://www.hkelectric.com/zh/customer-services/billing-payment-  

electricity-tariffs/commercial-industrial-and-miscellaneous-tariff 

 

8.  https://www.commercial.hsbc.com.hk/1/2/commercial_zh/online- 

services/faq/banking-services/online-insurance-application/business-accidentcare              

9.https://www.bopslam.com/product.php?rid=2&p1=24 

10.https://bank.hangseng.com/1/2/chi/rates/interest-rates 

 

圖片 

1. http://www.twword.com/wiki/%E5%9C%B0%E6%9D%BF%E7%99%BC%E9%9B%

BB%E5%99%A8 

2. http://hk.apple.nextmedia.com/international/art/20080120/10662575 

3. https://unwire.hk/2013/05/07/energy-floors-turn-dance-to-electricity/news/ 

 

其他 

1.https://www.climateready.gov.hk/education_centre.php?section=guideline_reference_link

s&lang=2 

2.http://www.gov.hk/tc/residents/environment/global/climate.htm 

3.https://www.housingauthority.gov.hk/hdw/b5/aboutus/publications/ehs0405/energy.htm 

4.http://www.supermoon.hk/chi/support/tools-resources/knowledge-hub/low-carbon-home/ 

5.http://www.epd.gov.hk/epd/tc_chi/links/local/link_greengroups.html 

 

參考書籍 

1.《有關環保的 100 個知識》 作者：楊明華 

   出版社: 驛站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 《新能源與可再生能源概論》 作者：蘇亞欣 

   出版社: 化學工業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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