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製環保酵素

酵素生產過程

計劃大綱
我們是一間售賣環保酵素為主的公司，目的是希望推廣環
保，保護環境。環保酵素是一種由果皮發酵而成的清潔劑，
成份只包括果皮、水、及糖，因此我們的產品是全天然無添
加、環保、不損害人類身體的，而且具有多種功能，例如清
洗碗碟、清洗衣物、除臭、澆花等等，可以一支多用。產品
會以不同形態、不同的組裝切合顧客的需要，籍此令更多市
民認識並改用環保酵素。另外，我們更會利用酵素種植有機
沙律菜並出售，希望能向市民推廣健康飲食習慣。

目錄
公司簡介
市場調查及顧客分析
銷售策略（4P）
『SWOT』 分析
資源分配
企業社會責任
財務報告

P.2
P.3-7
P.8-12
P.13-14
P.15-16
P.17
P.18-20

公司簡介
我們之所以會選擇成立 GoGoGreen 的原因在於我們有感香港人在日常生活中
使用大量的化學清潔劑，而清潔劑本身的部分化學物質都無法由污水處理廠分
解。這些化學物質直接被排放到海洋，造成海水污染問題，使海洋生物受擾，
但是人類又會捕獵海洋生物，再將受影響的海洋生物吃回肚子裡，形成一個惡
性循環。有見於此，故我們希望透過成立 GoGoGreen 項目，以果皮製造環保清
潔劑，在減少水污染的同時，也為社會大眾推廣綠色生活。

願景
本公司志在推廣環保，有鑑於現時環境污染問題嚴重，衍生大量社會民生問
題，我們期望進一步改善海洋生態，並向市民推廣實行綠色生活，達致社會可
持續發展的目標，為自己及下一代建設未來。

使命
首先，我們會從家居入手，希望透過環保酵素改變民眾使用清潔用品的習慣，
以助改善海洋生態。
其次，我們期望可以憑藉產品的推出，提升市民的環保意識。另外，我們同
時會售賣有機蔬菜，推廣綠色食物，培養市民健康的飲食習慣。

目標
我們致力向各個市場推廣環保酵素，以取代市面上的化學清潔劑，從而宣揚
環保理念。公司的產品原材料是來自回收廚餘，所以能夠減輕堆填區負擔。另
外，公司希望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因而會優先聘請傷殘人士、精神病患康復者
和待業主婦作為公司的員工。與此同時，公司亦會盡責達到收入及利潤最大化
的基本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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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調查及顧客分析
我們抽樣派發 70 份問卷，目的是了解家庭主婦對環保酵素的看法和平日清潔的
習慣，數據有助公司調整產品銷售方向，從而針對市場需要。

- 接近七成的受訪者都是在職的家庭主婦，而三成是全職家庭主婦。

- 九成的受訪者平時有做家務的習慣，其餘一成則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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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部分的受訪者在家都有煮飯、洗碗的習慣（接近九成）；其次便是洗衣（接
近七成）及拖地（六成）；而清理灰塵的則只有五成。

價錢方面：

- 據調查，接近一半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願意付出高於$50 的價錢去購買我們的
產品；而$41-$50 和$31-$40 則各佔 20%。
- 以上數據表明：大部分的受訪者在我們的產品上願意花更多的價錢原因可能是
我們的產品具有多重的功能，既對環境和人體都無害、又甚至可以治療皮膚病，
在他們的眼裡花出高於$50 的價錢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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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地點方面：

- 據調查，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表明自己會在連鎖百貨公司選購家居清潔用品，而
其餘的兩個地點（日式超市以及生活百貨）都各佔有六成半的受訪者。
- 以上情況表明：大多數的受訪者去選購家居清潔用品的時候都會去連鎖百貨公
司，故此在連鎖百貨公司身上我們可投資更多的貨源供應，而較少人選擇的日
式超市和生活百貨雖然相對有較少的顧客，但仍然佔有不少的比例，不可掉而
輕心，貨源供應或不至於像供應予連鎖百貨公司一樣，但亦是重要的兩個地點。

產品方面：

- 據調查，在以上三種的清潔劑香味（檸檬和青檸、橙和蘋果）之中，檸檬和青
檸佔據了幾乎所有的數據，相反選擇橙和蘋果味的人則寥寥可數。
- 以上數據顯示：製作環保酵素時，應製作最多檸檬味，以迎合消費者的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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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調查，大部分的消費者都選擇了去購買補充裝，然後瓶子可以重用；而帶上
空瓶去公司補加以及從新買一瓶新的則沒有那麼受歡迎。
- 以上數據顯示：有見及此，在製作的過程中，除去製作瓶裝酵素及肥皂的以外，
可預留更多的比例去製作補充裝，因為大部分的受訪者都覺得買補充裝回家替
換更為方便，而門市則可以適量地預留一些現貨，以便部分的受訪則帶上空瓶
去門市自己補充。

用家習慣方面：

- 據調查，大部分的受訪者對於清潔劑對皮膚的傷害的重視程度都維持在一個較
高的水平（有 7 成受訪者都選擇了重視程度 3 以上）；只有三成的受訪者表明
自己不太甚至不注重清潔劑對皮膚的傷害。

6

- 以上數據顯示：大部分的受訪者在選擇清潔劑的時候，除去其他的因素，清潔
劑對皮膚的傷害亦都會是他們其中選擇的因素之一。更甚的是，比起其他因素
來說，自己的使用時候的安全比起其他因素來得更為重要。

主要銷售對象
據調查，接近 7 成的受訪者為在職的家庭主婦，而在全部受訪者之中的九成人
都有在家做家務的習慣。他們平時在家最多做的家務依次為：煮飯以及洗碗
（有八成半的受訪者選擇）、洗衣（有接近七成）、拖地（六成受訪者選擇）
及清理灰塵（五成半受訪者）。有接近五成的受訪者表示願意用$41-$50 的價錢
購買我們的產品。

以上情況表明：
公司的主要銷售對象應為在職的中產家庭主婦，而絕大部分的家庭主婦（無論
是否在職）都會或多或少地打理家務，而最多人會的便是煮飯和洗碗，可見其
實在現今的香港，清潔劑的需求仍然是非常之大，是每家每戶都一定需要的產
品。
而接近五成的受訪者表示願意用$41-$50 的價錢購買我們的產品表明了大眾對於
清潔劑是否安全、可靠擁有一定的關注，他們亦都願意付出較多的價錢去換得
一個對環境、自己都更為友好的一樣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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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策略（4P）
4P -- 產品 :
A. 液體酵素
用途：
液體酵素的用途很廣泛，它可以用作汽車的空氣清新劑、清洗碗碟、
清洗衣物、除臭、澆花等等，可以一支多用。因此市民可以自行購買
組裝或現成的容器,例如澆花壺噴頭等，以配合不同的用途。

包裝：
我們提供稀釋版和補充裝酵素，以迎合不同顧客的喜好。不同用途酵
素會以不同容器來賣，包括起泡樽，膠樽或竹樽，例如洗潔精會以起
泡樽售賣而汽車的空氣清新劑會以膠樽發售。
備註：在處理廚餘時，會使用喬凱亞活菌包掩蓋廚餘，能有效降低異
味，確保不會對工作環境造成影響。

特別版環保酵素 (副產品) :
第二年加推盆栽營養液:
盆栽營養液是由環保酵素經濃縮而成的營養液。
中高產居住地方通常都會有小型露台，很多家庭主婦都喜歡栽種各種的小盆栽
或植物，酵素具有活化/促進植物生長/提供營養的作用，為植物提供更多養分，
令盆栽生長得更美更強壯，從而吸引更多市民種植，把綠色植物帶到社區，綠
化環境。

第三年加推空氣清新劑:
家居空氣清新劑和汽車香精也是我們副產品之一，兩者可以通
用。市面上的傳統空氣清新劑含有化學物質,長期吸入會對人
體害，因此市民轉用天然的空氣清新劑不但有相同的功用,還
對身體無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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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酵素肥皂
用途：
好處是它的體積比較小而且是固體，方便擺放在洗手間或廚
房。肥皂可用來洗手，洗臉和洗澡等，以代替平常使用含化
學物質的清潔產品，保護人們幼嫩的肌膚和健康。

香味:
產品會分為不同的香味，例如檸檬，橘子等，提供多元化的選擇，讓顧客可以
挑選喜歡的香味。
與此同時，我們會以套裝同時發售，當中包含幾種香味，作為送禮的新選擇。
在不同的節日中，更會推出特別版和迎節的包裝，例如母親節、聖誕節和情人
節等，吸引顧客的興趣，並提升產品的新鮮感。

形狀:
以簡約和實用風格為主，例如長方形、橢圓型等；特別版會根據節日的代表人
物和圖案而有所改變，無論是自己使用，或是贈送別人，既達到環保的作用，
又不失創新與實用的結合，是一箭雙雕的選擇。

包裝:
公司會訂造循環再造紙盒，顧客取出肥皂後若不需要紙盒也
可以把它回收，對地球不會造成污染。拿出肥皂後，紙盒可
以收納其他瑣碎物品，從而達到減少廢物的功效。

C. 有機沙律菜 (副產品)
我們會以作為副產品的形式出售有機沙律菜。由於酵素液有
助於促進光合作用使樹根獲得更多的氧氣，過程也促進蛋白
質、澱粉、脂肪在土里分解，能為植物增加肥料。此外，有
用酵素液灌溉的那區，樹葉比較健康，植物會快高長大。因
此，我們會與農場合作，租借地方，以酵素液作肥料種植沙
律菜，再出售給市民，讓他們可以製造出高質素的沙律，並
會把賣菜所得利潤的一部份分給合作的農場，以維持穩定的
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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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 價錢
A. 液體酵素：
每樽液體酵素的容量大約 1000ml，售價為$45 一枝。由於我們的產品是天然無
害而且多用途的，所以比市面上的化學用品貴一些。
A.1 盆栽營養液：
每支營養液的容量是 20ml,一套共 5 枝的售價是$25
A.2 空氣清新劑 :
每支清新劑的容量是 100ml，兩支裝的價錢是$50

B. 酵素肥皂：
肥皂的售價大約 $30 一塊，此外，我們會售賣特別包裝，一套共 4 個肥皂，平
均$25 一塊，一盒共$100 。

C. 有機沙律菜：
沙律菜大約售$40 一盒，每盒 400g，比一般沙律菜貴，因為沒有添加農藥而且
是用酵素作為肥料的。

4P— 地方 (銷售渠道)
網購
公司會開設網頁，顯示不同產品的參考圖片，令市民能透過互聯網訂購心儀的
產品，同時亦會放在大型寄賣網頁寄賣，節省了市民親自到門店的時間，令上
班族或不便出門的市民更方便。

超市（一田、759、AEON、日本城）
我們公司的主要銷售對象中高層人士，由於他們一般都會在一田、759、AEON、
日本城這些日式超市購買日用品，所以我們會在以上地點銷售，令主要銷售對
象更容易接觸到我們的產品，以提高產品的認知度和曝光率。

地鐵站的商舖
我們會以地鐵站的商舖作為最初售賣點， 因為每個時段的人流都佷多，乘客在
地鐵站內經過的時候有機會留意店舖展示的產品，從而吸引他們的注意，就會
到店舖中查看，令產品可以有更多人認識。

實體有機店
我們會寄放環保酵素和有機蔬菜在實體有機店，顧客到訪選購產品時，能夠留
意到公司的產品，從而考慮一併選購，令同樣注重健康環保的顧客能夠接觸到
產品，增加銷售的渠道。

10

運輸及物流 :
公司會與 Gogovan 合作，貨車用來收集大量原材料和運送產品給顧客和商店，
大約每星期會出車四次，價錢為$20000 一個月。

4P -- 推廣及宣傳（Promotion）
網頁 ：
我們會找網頁設計公司製造一個網頁，顯示店鋪的平面圖和產品的樣本給顧客，
讓顧客查看聯絡資料和地址而且進行網購，讓市民可以隨時隨地得到公司的資
料。

派試用裝：
公司會派員工到超級市場或家庭主婦購物的地方附近派發試用裝，讓我們的產
品有更多人，特別是家庭主婦的認識和使用，吸引他們繼續使用我們的產品，
令產品更普及。

小巴廣告：
為了針對我們的主要銷售對象，公司會與某些路線的小巴合作，特別是在半山
區的小巴貼上產品的廣告，因為那些住在半山比較富裕的人可能會比較容易看
到，令中高產人士更關注。

巴士和地鐵候車月台廣告：
公司除了會在巴士的車身外，地鐵候車月台也會放廣告，因為這些大型公共交
通工具是大部分市民經常會使用的，雖然主要的銷售對象未必會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但增加產品的普及度和曝光率可以提升知名度，以增大客源。

社交網站：
現代人非常善用社交媒體，即使是上了年紀的人也會使用這些平台，因此，我
們會在社交網站開設專頁，顯示產品樣本和功用，讓更多人留意和廣泛地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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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雜誌/小冊子和報紙：
公司會在環保雜誌，小冊子和報紙刊登廣告，令不留意網絡的人也可以注意到
我們產品的好處，而且閱讀環保刊物的人通常都比較注重環保方面的資料，因
此可以增加他們接觸產品的機會，吸引環保人士購買。另外，雜誌會推廣新產
品，令不上網的市民也可以方便地得到最新資料。此外，我們會在環保雜誌做
專訪，提升產品的可信程度，說服市民使用我們的產品。

派發試用裝:
公司會與有關環保的零售公司合作，當它的顧客買滿一定價錢的貨品，便派發我們的產品的試
用裝，以增加市民對產品的認識，提高知名度，吸引他們日後到我們公司購物。另外，我們亦
會在各銷售點擺放試用裝，令更多市民可以接觸到我們的產品。

教協寄賣:
公司希望從教育工作者著手開始做起，鼓勵教協會員，即老師購買我們的產品，
無論是女教師或有太太的男教師，也可能對我們的產品有需要。透過教育工作
者，把我們產品的好處廣泛傳遞和宣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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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
1. 功能多元化
產品擁有多種的功能，一支環保酵素清潔劑除了基本清潔
用途外，在不同範疇也有廣泛利用，如：活化植物、清洗
蔬果、疏通渠道等；而酵素製作完餘下的渣滓亦可充作土
壤肥料。

2. 變化多樣性
環保酵素產品可以透過不同的組裝，擁有不同的功能，例
如澆花壺噴頭，營養液，空氣清新劑等。顧客可以根據個
人需要，選購不同功用的產品，或者購買組裝，以增加酵
素使用的廣泛程度和變化。
另外，酵素更以不同形態售賣，除了液體酵素外，還有固
體（肥皂），供消費者多重選擇。

3. 純天然 無害

強項
（Strengths）

製作產品過程中所用到的全部材料都是純天然的，并沒有
添加任何的化學添加劑，對皮膚以及環境的傷害都有所減
少。

4. 改善生態環境
產品不包含任何的化學添加劑，沖入下水道後，可直接在
污水處理廠處理、分解、淨化，不含有難以分解的化學物
質，排出海洋後，不會對海洋生物造成傷害，有助改善環
境。

5. 循環再用
環保酵素的原材料來自廚餘（果皮），都是即將被遺棄，
可是公司會收集作為產品的原材料。這不但能幫助舒緩廚
餘問題，也能再次利用果皮製作環保的產品，從而減輕堆
填區的負擔。

6. 補充裝減少浪費
為了減少消費者再次消費時購買新一瓶的酵素，所以公司
推出補充裝，希望他們購買後將補充酵素倒進舊的瓶子，
減少膠瓶子遺棄的數量，達到減少垃圾的環保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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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認知度較低
都市人大部分都習慣使用化學清潔劑，對於環保酵素沒有
太多了解，所以需要時間慢慢接納，及改變他們對選擇清
潔劑的偏好。

2. 依賴合作商
弱項
（Weaknesses） 原材料提供方面，公司與航空公司和飲料公司合作提供果
皮，但假如中途不合作，會對原材料的供應量有所影響。
3. 限於規模小
受到公司規模小的限制下，如果產品推出吸引很多顧客的
購買，突然增多的訂單，不能短時間內供應，因為需要製
作時間。

1. 提升市民的環保意識
現今香港人越來越注重環保，在日常生活購物作出選擇
時，他們可能會更偏向於選擇一些較環保、天然的產品。
公司推出的產品可以令市民意識到化學清潔劑對環境和自
身健康的負面影響，增強其環保意識，從而轉用環保酵
素。

機會
2. 市場接受度高
（Opportunities 由於現時市場逐漸推出不同的環保產品，市民的接受度較
高，他們願意花費較高價錢購買天然、安心的產品，對公
）
司推出產品及打入市場有優勢。

3. 促進環保產業發展
在政府六個得以推廣的行業中亦有包括環保的行業，公司
希望透過這個環保概念，在香港能得以發展。
政府也透過基金支持創立企業，令公司能夠有足夠資金開
展業務，為市場上帶來更多環保產品，促進行業的發展。

1. 競爭激烈

危機
（Threats）

行業中有大量的競爭者，而它們的產品可能是消費者平時
所熟知的一些大眾品牌，尤其是化學清潔劑，已有熟悉度
高的品牌形象；
相反，公司產品的知名度則較低，剛打入市場時需要跟大
型連鎖品牌共同競爭，極具挑戰性。

2. 農作物受天氣影響收成
蔬菜有季節性之分，而且栽種也是有風險，如果遇上水
浸、颱風等意外，會大量減少農作物的收成，從而導致有
機菜（原材料之一）的來源穩定性便會受到影響。

14

資源分配
項目

百分比

聘請員工及薪金 (staffing and salaries)

16%

辦公室位及租金 (office location and rent)

4%

網頁、推廣及宣傳
(website, advertising and promotion)

23%

運作經常開支/營運/普通費用
(other operating expenses)

57%

備註 :

A. 員工和薪金
公司總共會聘用 11 個員工。5 位生產人員、3 位文員及 3 位主管，每個員工
的月薪為$9000- $15000，主管的薪金會比較高，各個職位的薪金會隨著公司
的盈利而做出調整。
職位

兼職/全職

負責崗位

總薪金(每月)

生產人員 x5

兼職

生產環保酵素，並且製作肥皂；
當原材料運輸到公司時，會先做篩選分類
的準備功夫；
每天都會密切留意酵素發酵的情況而進行
記錄，以有助保證酵素的品質。

$16,000

文員 x3

全職

整理電話和網路訂單，其他文件和處理物
流等方面，以記錄和促進公司的日常運
作。

$936,000

銷售推廣主管

全職

進行市場調查，銷售及推廣產品的策略，
處理物流事項

營運主管

全職

監督生產環保酵素的過程

總經理

全職

管理及監督公司業務和日常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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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辦公室位置安排
我們的辦公室將設於新界-葵涌-葵涌工業街 10-14 號-華發工業大廈的一個工
廠單位，這單位的租金為$8/尺，$24,800 一個月，面積為 2,850 尺，我們產品
的生產亦會在此進行，前半部分作為辦公室，後半部分作為生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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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1. 環境保護
達到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 負責任的消費和生產1
環保酵素生產的過程所釋放的臭氣(O3)2，具有殺菌功能，能幫助
空氣中增加氧的含量，減少廢氣和毒氣，達到保護環境的功效。
作為負責任的生產者，需要承擔生產過程中對環境的影響。正是
如此，公司大量的生產不僅對環境的破壞減到最低，還能有助改善
空氣素質。消費者的消費才能更放心，也為地球環保進一份力。

2. 循環再用
環保酵素的原材料來自回收廚餘（果皮）。公司會透過與航空
公司的餐飲部門合作，例如國泰航空飲食服務有限公司，漢莎航
空膳食服務有限公司，定期向它們收集準備飛機餐用剩的果皮；
同時，我們會與美汁源合作，因為它們會大量生產果汁，會遺棄
許多果皮，例如橙、柚子、檸檬等，以獲得穩定原材料的供應。
無論是家居或餐飲業製造的廚餘多不勝數，公司重用沒有價值
和被丟棄的果皮，製造環保酵素，令果皮循環再用，希望能夠令
大眾市民受惠於環保產品，同時舒緩香港過多廚餘的問題，從而
減輕堆填區的負擔。

3. 關懷社區 --聘請員工
公司會優先聘用具工作能力的傷殘人士、更新人士和待業婦女，
作為公司的員工。籍此協助他們重新投入社會，在工作中能一展
所長，增強其自信心和肯定價值，提升自尊感，並能獲得一份正
職和穩定的薪金，令他們的生活受到保障 ，從而協助社會中弱小
的一群，帶來更多的就業機會，關懷社區。

4. 提升市民環保意識
近年香港的生態環境每況越下，雖然環保組織或有心人對於環保的議
題會有所關注，但這種意識仍然未能在社會上普及化，因此公司希望透
過環保酵素，引起更多市民的關注，提高公民意識，合理改善社會環境。
由於清潔劑是每個家庭的必需品，利用環保酵素天然無害的賣點，取
市面上化學清潔劑，能夠吸引大眾的注目，鼓勵他們嘗試使用，加入保
護環境的一份子。公司希望透過宣傳影響市民的消費習慣，引起他們的
好奇心，在社會上帶來迴響，提升市民的環保意識。

1

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
https://thehousenewsbloggers.net/2016/01/03/%e8%81%af%e5%90%88%e5%9c%8b%e5%8f%af%e6%8c%
81%e7%ba%8c%e7%99%bc%e5%b1%95%e7%9b%ae%e6%a8%99/
2
環保酵素
http://www.enzymesos.com/ & http://blog.yam.com/yingge01/article/36409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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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損益表截至 12 月 31 日止年度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13,600,000

28,450,000

53,845,000

期初存貨

-

1,350,000

980,00

加: 購貨

5,750,000

9,815,000

18,580,000

減: 期末存貨

1,350,000

980,000

2,132,000

9,200,000

18,265,000

37,299,000

銷售3

減: 銷貨成本

營業毛利
3

銷售推算:
公司將假設香港有一百萬的家庭主婦，而每支酵素大概用三個月，預計每位家庭主婦一年大概
買四支酵素。
a.第一年 :
我們期望有半成(50,000)的家庭主婦作為公司的客戶，公司會出售液體酵素、酵素肥皂及有
機沙律菜三款產品。
- 液體酵素 : $45 x 50,000 x 4 = $9,000,000
- 酵素肥皂 : $30 x 50,000 x 2 = $3,000,000
- 有機沙律菜 : $40 x 40,000 = $1,600,000
b.第二年 :
我們期望有一成(100,000)的家庭主婦作為公司的客戶，公司除了會出售液體酵素、酵素肥
皂及有機沙律菜三款產品外，亦會出售盆栽營養液及空氣清新劑兩種產品。
- 液體酵素 : $45 x 100,000 x 4 = $18,000,000
- 酵素肥皂 : $30 x 100,000 x 2 = $6,000,000
- 有機沙律菜 : $40 x 60,000 = $2,400,000
- 盆栽營養液 : $25 x 20,000 = $500,000
- 空氣清新劑 : $50 x 35,000 = $1,750,000
c.第三年 :
我們期望有兩成(200,000)的家庭主婦作為公司的客戶，公司除了會出售液體酵素、酵素肥
皂及有機沙律菜三款產品外，亦會出售盆栽營養液及空氣清新劑兩種產品。
- 液體酵素 : $45 x 200,000 x 4 = $36,000,000
- 酵素肥皂 : $30 x 200,000 x 2 = $12,000,000
- 有機沙律菜 : $40 x 73,000 = $2,920,000
- 盆栽營養液 : $25 x 26,000 = $650,000
- 空氣清新劑 : $50 x 45,500 = $2,27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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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 支出
薪金4

1,252,800

1,252,800

1,252,800

租金

297,600

297,600

297,600

7,800

7,800

7,800

商業登記費5

250

250

250

電費

890

950

1100

水費

13,740

14,560

16,000

折舊 : 辦公室設備6

12,000

12,000

16,000

折舊 : 機械7

60,000

60,000

60,000

網頁、推廣及宣傳費

700,000

600,000

500,000

運費

240,000

280,000

350,000

試用裝費用

36,000

24,000

12,000

農場租金

13,200

13,200

19,800

其它開銷

130,000

140,000

15,000

6,434,006

15,597,240

34,750,650

1,061,611

2,573,545

5,733,857

5,372,395

13,023,695

29,016,793

固網電話及寬頻上網費

8

稅前營業純利9
減：利得稅 (16.5%)
稅後營業純利

4

員工薪金 :
5 名兼職 : 5 hrs/day x$40/hrs 每人每月返 16 日($192,000) 兼職員工不包括雙糧
6 名全職 : $10,000 ~ $15,000 → $13,000 ($936,000) + MPF ($46,800) + 雙糧 ($78,000)
5
商業登記稅：1 年有效期商業登記牌照 $250 徵費 http://www.ird.gov.hk/chi/pdf/brfee_table.pdf
6
辦公室設備 : 折舊率 20% 直線折舊法
7
機械 : 折舊率 20% 直線折舊法
8
農場租金 : http://www.volunteer.org.hk/space/index.php?topic=513.0
9
公司將假設這三年並沒有通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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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至第三年 12 月 31 日
資產負債表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非流動資產 :
辦公室設備
減: 累積折舊

60,000
12,000
48,000

60,000
24,000
36,000

80,000
40,000
40,000

機械
減: 累積折舊

300,000
60,000
240,000

300,000
120,000
180,000

300,000
180,000
120,000

存貨

1,505,000

1,037,000

2,054,200

銀行

4,627,395

12,770,695

27,802,593

總資產

6,372,395

14,023,695

30,016,793

本金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加: 營業純利

5,372,395

13,023,695

29,016,793

6,372,395

14,023,695

30,016,793

流動資產 :

資金籌措 :

資金籌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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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 Mentor-Mentee Record of Communications
Details

Date

Time

18/12/2016
20/12/2016
23/1/2017
24/1/2017
12/2/2017
23/2/2017

9:48 p.m.
4:45- 6:00 p.m
9:00 p.m.
11:30a.m.
-12:30 p.m.
8:30 p.m.
5:00-6:30 p.m.

14/3/2017
15/3/2017

Communication
Channel(s)
電子郵件
理工大學西九龍校園
電子郵件
理工大學西九龍校園
電子郵件

Mentees(s)

Remarks

2
4
2
4

理工大學西九龍校園

2
4

9:35 p.m.

電子郵件

2

5:30-6:45 p.m.

理工大學紅勘灣校園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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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 Mentor-Mentees Meeting Agenda
日期: 20-12-2016

時間: 4:45p.m. – 6:00p.m.

地點: 理工大學西九龍校園

討論內容 :
1. 產品類別
a. 液體酵素
- 香味  市場調查
- 市面清潔劑  檸檬味/青檸味
b. 酵素肥皂
2. 產品定價
- 價低不一定好
- 設立良好品牌及確保產品品質
3. 原材料
(水果  季節性  怎麼確保原材料供應?)



定期果皮收集車



航空公司 (飛機餐生果部) e.g.國泰/漢沙  亦可作推廣作用

X 大小型果汁廠 (大多不是用新鮮製作果汁)
X 果汁店 / 餐廳 (運輸煩，散)
? 果園
? 超級市場
4. 其他
- 生產: 人手? 機械? / 內地? 本地?
- 銷售方式 : 網購? 設辦公室接單?
- 可與大學合作  化驗認證  加強說服力
- 擴闊產品市場: 女(清潔)  男(洗車)  老&少(?) (小朋友風險較高)
- 3 年計劃 : 1st 主要產品 2nd 持續性及創新 3rd 全面推廣
5. 20 秒影片
- 請老師、家長、學生幫忙
- 請代言人 (關注環保的名人)
- 內容: e.g.產品賣點、方便購買(設網購)、送貨服務
- 要有創意
6. 時間表
- 先計劃書  拍片(大概 2 月底)
- 20/1 計劃書(列點形式) (定好產品、公司目標、市場策略)
- 17/3 交計劃書及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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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4-1-2017

時間: 11:30-12:30

地點: 理工大學西九龍校園

討論內容:

Marketing strategies
1. Product(s) / service(s)
**酵素肥皂**



問卷調查: 不同香味的喜愛度 + 顏色( i.e. shinny )
i.e. 玫瑰花, 草莓, 蘋果…
#香味敏感#



形狀多樣化
i.e. 海洋生物 水果



一盒幾個不同香味相同發售
 送禮
 根據不同節日 推出特別版
i.e. 情人節 母親節 聖誕節 etc




嘗試打入校園市場
競爭大: 如何維持大 market share ?!
--因容易被人抄襲



Salad
製作多條 product line  增加銷售額
補充裝
試用裝  首次購買  再次購買
i.e.屈臣氏 提供試用裝  有助節省成本






送貨服務
網購、內購
-- 價錢便宜 +方便
-- 集齊多貨 每逢某星期送一次貨

2.Place








有機店寄賣  顧客有機會會買
萬寧
屈臣氏
market place
taste supermarket
大地鐵沿線站作為最初售賣點

3. Promotion
3.1 ways






雜誌推廣新產品
Leaflet
地鐵候車月台廣告版
錄 van: 住半山的有錢人

#女士示範: 健康的形象 代表照顧及打理家庭  吸引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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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spokesman



拉近與顧客距離

例如香港藝人:
A. 薛家燕




認知度高: 小朋友至長者都認識
親民形象

B. 萍姐 ( 8 時入席演員)




家庭主婦收看 tvb 劇集會認識
知名度不太高  相對容易請她幫手

?? 如何聯繫她 請她幫助拍攝短片廣告
4. Target customer
buyer ≠ user
i.e. 傭人姐姐負責去買 決定者是太太
 product 放置在當眼位置（銷售也有幫助）
 傭人購買時能夠留意而購買
5. Social responsibility
把部分收益捐給有需要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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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23-2-2017

時間: 5:00-6:30

地點: 理工大學西九龍校園

討論內容:

Financial Budget
1. 員工薪金（每人$9000-10,000/month）


Sales：5 個



Production：10 個



接 order+文員：3 個



管理：2 個

Total 25 個員工：～$2,610,000/year



$2,400,000 (20 個員工的薪金/year)



$10,000 (20 個員工的 MPF/year)



$200,000 (20 個員工的年尾雙糧/year)

福利：勤工獎
#social responsibility:優先聘用傷殘人士，精神病康復者，待業主婦等

2. 租金



$8-12 尺（1000 尺）
$144,000/year



位置：荃灣/葵涌 （畫 office layout ,google map）

3. 文儀用品
 打印機（彩色）
 電腦
 輕便包裝機
 Wifi
4. 運輸





Gogo van(包司機)
依時 phone
雞記

5. 安全檢測 (打電話去問價錢)





適合什麼皮膚？
收費？
Cap 圖放入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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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網頁



Office display(draw graph)

7. 利得稅

Video clip
角色：小鮮肉（ e.g. 楊洋）→帶上他的面具
兩個家庭主婦
內容大意：一個家庭主婦得到小鮮肉的呵護→另外一個家庭主婦妒忌→得到小鮮肉呵護的主
婦就說“想得到呵護？環保酵素就可以呵護你”

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