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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隨著香港的經濟發展越趨蓬勃，綠色經濟在近年一直是熱門的話題，包括節能減碳、再生能

源、生態循環到綠色建築等，都有許多企業正在計劃投入或已經從中找到商機，不僅在商品

綠色創新，對於綠廠房的形象標籤競爭也愈趨激烈，業者相競將符合美國 LEED 的綠建築標

章視為綠色企業的重要指標，其他相關的綠色認證更成為攸關產品銷售量及品牌形象的關

鍵，顯示綠化已從早期單純的企業責任話題，演變成為未來帶動商機的重要因素，能源的使

用、廢棄物的回收利用、園區的生態再造等議題都已經成為現今社會中不可不做的綠色任

務。 

 

行政摘要 

現今香港發展水耕蔬菜的市場不大，競爭較少，我們公司可以藉著創新的設計和產品，在這

個市場上佔有優勢。而在土耕植物的市場上，雖然競爭對手較多，但憑著輕便小巧的設計和

包裝，比其他商品更有賣點和特色，也有著相當的優勢。 

 

本公司的主要產品為綠盒菜和綠骰菜，以一個小盒子來以水耕和土耕的方法種植蔬菜，方便

且簡單。另外，公司會售買觀賞類植物和種植工具，以照顧不同顧客的需要。 

 

本公司尚在創業初期，難免會遇到收支不平衡，可能出現虧損的問題。但是隨著公司的銷售

增長和成本控制，公司在第二、三年的利潤將有大約 10%的增長。 

公司簡介 

品牌 

機: 我們的人工智慧販賣機 

源: 桃源，亦通假「緣」，即緣份 

巧盒: 我們的綠色水﹑土兩耕產品 — 綠盒菜與綠骰菜，體積輕便小巧，簡單易種 

 

「機源巧盒」是一間以帶動社區種植為主題的企業，以智慧自動販賣機的形式推廣綠化產

品，向市民傳遞綠色生活的好處。與其他綠色企業相比，我們的企業以流動性為佳，智能自

動販賣機可放置於社區中不同的地方，而且 24 小時營業，無時無刻照顧客戶的需求，加上

智能自動販賣機會與人對話的優點，可以以注入嶄新的元素和活力，吸引一眾辦公室職員之

餘，還可以吸引一班喜歡嘗試新產品，追求綠色生活的青年。 

 

口號 

「鮮花綠草送透香，綠盒美化我故鄉，機內桃源花千樹，美食佳餚任我煮」 

 

我們的綠盒菜可以種出不同的植物，種植過程中產生光合作用，淨化香港人口密集環境下的

惡劣空氣，從而達到美化社區的效果。我們的販賣機內有各式各樣的植物種子，除了可以觀

賞外，還可以食用，加上我們精心製作的烹飪教學，即可享用不同的美食佳餚。 



 

 

公司理念 

香港是個國際都市，在許多領域上都擁有傲人的成就。在城市迅速發展的同時，市區樹木被

砍伐，郊野公園將被用作其他用途。城市植被面積的減少對環境、社會造成影響。這一切源

於對社區綠化的不重視，我們希望公司的產品能引起大家對種植的興趣，成為大家接觸大自

然的契機，為城市綠化出一份力。 

 

1.推廣社區綠化 

透過推出綠盒菜等多元化的產品，改變大眾對種植的傳統形象，提倡綠色種植的風氣。同

時，本公司也會舉辦不同類型的工作坊，例如水耕種植丶環保手工製作等，藉此向大眾宣傳

水耕種植，增加公眾對植物種植的認識，提升種植的興趣和大眾對環保的意識。 

 

2.推廣殘健共融 , 為傷健人士提供就業機會 

本公司的產品都會交由庇護工場的學員包裝，而且在公司的各個部門都會聘請傷健人士，推

廣殘健共融，同時也肯定殘疾人士的工作能力，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促進社會和諧。 

 

3.教育下一代,親子種植體驗 , 

本公司會把業務推廣至學校，以及提供為小朋友特別設計的產品，讓小朋友能在學校體驗種

植蔬菜和接受更多關於綠化和環保的教育，教育下一代城市綠化的概念。另一方面，家長可

購買本公司的產品和子女一起體驗親子種植，可培養種植為興趣，家長可和子女有更多溝

通，培養良好的感情和關係。 

 

4.採用本地產品 

本公司採用品質良好的產品，盡量採購在生產過程中對環境沒有構成傷害的本地供應商製作

的綠色產品，減少在產品製作過程中造成的污染，推崇環境保護，同時亦藉此支持本地的農

業，推動本地經濟增長。 

 

5. 推廣健康飲食習慣 

本公司推出的水耕丶土耕種植產品，大部分都是可食用的蔬菜和水果，顧客可享用自己所種

的成果，別具意義。香港人生活繁忙，平日缺乏時間管理自己的生活，不注重飲食和運動的

習慣難免會養成。本公司的產品除了能讓顧客享受種植樂趣，更能協助他們養成多吃蔬果的

飲食習慣。 

市場狀況﹑應對策略及定位 

狀況 

由於綠色產業的公司數目眾多，加上市場可以自由進出，加上不同的企業使用非價格競爭，

因此目前香港的綠色產業市場是以壟斷性競爭的形式存在。我們的競爭對手主要是一些賣綠

色產品的中小企，面對競爭對手，我們會以售賣充滿特色的產品為主，務求在客戶心中建立

獨特的形象。 

 

策略 



 

 

營運初期，我們的主要目標是提高公司的知名度，以不同的創新宣傳手法引起市民的注意，

增加曝光率，讓他們瞭解我們公司的成立目的----推動社區綠化，以良好的公司形象吸引顧

客。由於我們以人工智慧的自動販賣機的形象售賣產品，當販賣機偵察到有人經過，便會自

動與消費者對話，引起他們的注意。即使他不購買產品，也會停下來看看本公司的產品。這

樣本公司便能建立正面的形象。 

 

當市民瞭解我們的產品後，便以各種優惠作為誘因，吸引消費者購買產品。由於產品是種植

套裝，以自動販賣機的形式出售，而且市面上沒有同類的產品以販賣機出售，相信顧客會對

我們的產品有新鮮感，初期便能吸引一批顧客光顧。當消費者試用過我們的產品後，成功種

出新鮮、美味的蔬菜，會有種植成功的滿足感，便會再次光顧我們。 

 

我們的販賣機會放置於人流密集的市政大廈電梯大堂﹑屋邨﹑港鐵站，加上人工智慧販賣機

的特點，便可以成功吸引顧客的注意。 

 

本公司亦會提供完善的售後服務，以良好的服務態度取得顧客的信任。我們亦會收集顧客的

意見，以改善公司的不足之處，及提供更多受大衆喜歡的菜類，為他們提供貼心的產品教

學，增加市場佔有率。我們亦會收集員工的意見，因為他們最清楚公司的營運流程，可以從

他們角度瞭解公司的優劣之處。 

 

當我們的銷量日漸上升，可以享受規模經濟，擴充業務和降低平均生產成本。其中規模經濟

帶來的好處如下： 

1.銷售規模經濟 :從供應商大量買入原材料，從而獲得折扣，降低整體生產成

本。  

2.技術規模經濟 :更充分運用廠房及設備及分工，以複雜分工的方式，分配員工

完成指定的工作，熟能生巧、易於套用機器、省下轉換工序的時間，從而增加

產量。  

3.管理規模經濟 :聘請專才來管理，提高營運效率。  

4.財政規模經濟 :集資量大，擁有雄厚的資本  /  較充足的抵押品可以降低借貸

利率。  

 

定位 

市場對手 特點 本店優勢 

花墟道的小

型花店 

售賣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品種，選擇

多，可是流動性和廣泛性低，只可固

定在某一個地區售賣，而且整條街都

是競爭對手，他們容易出現規模不經

濟，所以收入不多。 

本店擁有特別造型的自動販賣

機，和一般的售賣植物店鋪與別不

同，能夠吸引消費者購買我們的產

品。這新款的種植方式在香港市場上

是很少見的，所以帶給市民新鮮感，

競爭者不大。 

 

我們與不同對植物有認識的專業

大型傢俱用

品店 

（例如

由於這些大型家居用品店售賣的貨品

類別很廣闊，並非只賣植物，所以不

會對植物方面有很多的研究及發展（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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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 

& D）。因此售賣的植物種類都是千篇

一律，而為了賺取更多的利潤，植物

的售價都會設在一個較高的位置。 

人士合作，他們都能提供專業的建

議。而且產品設計的十分精美、簡

約，非常受廣大女性的歡迎。再者，

我們的植物有不同的等級，任君選

擇，所以一定有一款適合的。而我們

產品的售價會比市面上的要低，所以

消費者大部分都願意購買我們的產

品，作一個新的嘗試。 

 

我們的推廣能夠做到全港九新

界，因爲售賣的方式是利用自動販賣

機的緣故，所以我們可以把販賣機擺

放在不同的區域，流動性和廣泛性

高，可以讓市民在不同地方購買。從

而推廣綠色文化到社區當中。 

 

除此之外，我們的產品還可以讓

使用者感受到種植的樂趣和過程，讓

他們瞭解種植所需要的材料，時間

等，明白種植的困難和得著。從中也

讓她們認識植物對環境的作用，加深

消費者對城市綠化的概念，從而減少

污染環境。 

年宵市場 年宵市場每年只會舉辦一次，所以不

能全面、長期地推廣綠色文化給大眾

市民。除此之外，年宵市場內除了買

植物外，還買乾貨（例如：玩偶）和

食物，競爭大，所以利潤存疑。加上

植物的售價會被推得很高，所以大眾

市民普遍不太願意買大量的種物回

家。 

街市/超級

市場 

街市和超級市場售賣的都是一些新鮮

的蔬菜，而且價錢十分便宜。但是在

街市買的蔬菜是種植好的，裏面放了

那些肥料和農藥，消費者是不會知道

的，所以蔬菜的品質存疑。 

日常營運 

牌照: 

由於本公司是營利的企業，因此第一步必須取得商業登記證。此外，我們亦會為用作運貨的

客貨車申請車輛牌照。 

 

加工工厰: 

 



 

 

本公司的產品套裝須要經過分類﹑包裝才能在市面上出售，因此我們須要物色一個方便運輸

的加工工厰，用作存放購買的植物種子﹑泥土﹑棉花﹑紙盒等未經加工的半製成品，待產品

經加工包裝後，能快速送到各區的自動販賣機，以確保販賣機的存貨量充足，避免缺貨的問

題。此外，我們亦會利用這工場作為辦公室，處理公司事務和提供客戶服務。我們在 591 租

屋網中物色了一間位於 長沙灣醫局西街的低層工廠大廈，其租金為每月$15000，面積 1159

呎，把工厰﹑辦公室、店鋪集為一體。另外，長沙灣位於九龍區的中心地帶，交通方便，可

以讓及時送貨到各區販賣機。如果該單位已被租去，我們將盡量物色同區相近價錢的工廠單

位，以享有地理優勢。 

 

人力: 

公司創業首年會聘請 7 位員工。在生產業務方面，本公司會聘請 4 人，其中一位負責擔任管

理的工作，監察公司的正常運作；在企業管理方面，本公司會聘請 1 位電腦技術人員負責整

個市場部的工作，1 位店鋪的經理負責店鋪和行政部的工作，1 位外務員負責外務部的工

作。根據勞工處互動就業服務的網頁中，經理的薪金為 HK$13000-30000 不等;而客戶服務的

薪金由 HK$9000-16000 不等，因為公司的規模不大，剛剛起步，所以經理及客服的起薪點分

別為 HK$13000 及 HK$9000。至於運貨的員工，必須會駕駛車輛，司機的起薪點為

HK$9000。各職位的薪金會隨著公司業務的發展而作岀調整。另外我們會優先聘請有能力勝

任工作的傷健人士和輕度智障人士，為他們創造就業機會，履行社會責任。 

 

自動販賣機的位置: 

自動販賣機將放置於市政大廈電梯大堂﹑屋邨﹑港鐵站等人流多的地點，租金約$2000-

$13000/地點。營運初期，我們打算放置 10 部自動販賣機於不同的地區。 

 
10 部自動販賣機於營運初期將置於石硤尾南山邨﹑黃大仙下邨﹑沙田禾輋邨;不同的市政大

廈電梯大堂，包括: 柴灣市政大廈﹑花園街市政大廈﹑屏山天水圍文化康樂大樓;不同的地鐵

站，包括：上水﹑尖沙咀﹑銅鑼灣﹑海洋公園，地點覆蓋香港島﹑九龍﹑新界，方便本港市

民購買產品之餘，還可以讓遊客購買我們的產品作為手信，以傳達綠化社區的意識。 

 

網上商店: 

本公司亦會設立網上商店，透過淘寶﹑Facebook﹑Instagram 等平臺定期公佈產品資訊，市民



 

 

可向公司訂購滿一定數量的產品並獲得網店的專享優惠，即享免運費送貨服務。 

 

自動販賣機的功能: 

每部自動販賣機都是人工智慧電腦，會自動把每日的銷量記錄轉成數據，並傳送至我們的辦

公室，以便得知販賣機需何時補上貨源。此外，我們亦可以從數據得知哪一個地點的販賣機

較受歡迎及那些較少人光顧，以便及時調整販賣機的放置地點，把較少銷售量的販賣機移到

較受歡迎的地區，除了可以增加銷量，還可以向較多市民推廣綠化意識，以迎合本公司的宗

旨，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推廣社區綠化。 

產品使用教學: 

本公司會設立 YouTube 頻道，提供種植教學的影片。對種植的初學者來說，他們未必知道何

時為植物澆水，而令植物的生長情況不佳，我們希望透過適當的教學，教導種植知識，並透

過趣味影片提高他們對種植的興趣，把綠化社區的概念應用在市民的日常生活中。 

 

我們亦會利用這平臺教大衆如何烹煮不同菜式。當他們獲得收成後，未必會好好運用這些蔬

菜，因此我們希望透過烹飪教學，讓市民品嘗到自己親手種植的蔬菜，明白食物得來不易，

須珍惜食物。 

 

學校合作: 

植物的生長過程是學生的必修課題，本公司會跟一些中學﹑小學和幼稚園合作，為他們的常

識科及綜合科學科提供種植的材料，透過種植學習有關植物的知識，例如光合作用﹑呼吸作

用（Respiration）和葉綠素等。學生可以透過學校，以優惠的價錢訂購我們的產品在家種

植，美化家居環境。 

公司產品 

本公司售賣兩大類型的產品，分別是植物和種植工具。 

植物方面有三大類，包括：綠盒菜、綠骰菜以及觀賞性植物。每種植物都會列明其種植難度

的等級、特點和種植方法，以及網上教學素材。 

Level1：最容易種植的植物，種植成功率高，簡單， 只需要很少的照顧 

Level2：較容易種植的植物，種植成功率較高，不需要太多的照顧 

Level3：較難種植的植物，種植成功率一般，需要多一點的照顧 

Level4：最難種植的植物，種植成功率較高，需要較多的照顧 

Level5：隨機抽取植物，產品包括：Level 1-4 的植物 或 一些特別限量版本的植物 

植物 

A.沙律菜 

本產品種植的方法十分簡單、方便，很適合一些沒有太多時間去照顧植物的人士或是不太懂

得照顧植物的人士，例如：辦公室人士和學生。而且盒子的設計包裝都是防水的，所以不需

擔心會有漏水的情況出現。加上盒子以及整個包裝都是可以循環再用 或 回收重用，就算不

回收重用，在大自然中它也會自動分解，變成一些紙張，不會污染泥土，破壞大自然。而且

分解速度快，讓堆填區不會承受過大的壓力。 

 



 

 

1.綠盒菜（與六合彩讀音相似） 

綠盒菜，顧名思義，就是種植在一個盒子裏面的蔬菜。這個設計參考了水耕栽培的技術和種

植豆芽的方法，綠盒菜無需土壤，因此可以擺脫傳統農業必需的農田地面，只需要棉花，隔

塵網和一些有機種子。而且本產品不需要太多的陽光便可以生長，所以放在家中、學校和辦

公室都一律沒有問題。 

   
 

本產品的可行性高，在外國已經有一間公司使用了這門技術，大受顧客歡迎。我們將在這基

礎上，提供更多種類的產品及增加更多售後服務如(客戶服務、送貨服務、手機應用程式支

援等) ，以確保我們產品的獨特性及競爭力。再者，棉花的吸水量特強，所以不用擔心澆水

過多導致蔬菜死亡。而隔塵網的作用是防止種子在運送時掉落或移位，而它是不會影響植物

生長的。而種子則選擇有機種子，種植成功率較大，不容易失敗。而且本產品生產成本很

低，因此收入有一定保障。 

 

這類型的種植方式在外國十分普遍，但香港則聞所未聞，所以有對消費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和

獨特性，而且種植方法簡單易明，不需擔心營業額不足的問題。 

產品 特點 等

級 

價錢

（$

） 

產品 特點 等

級 

價錢

($) 

芝麻菜 

 

有很濃的芝麻香味，故名

芝麻菜。營養豐富，微

苦，鮮葉汁具有芝麻香

味。適合炒食、煮湯、涼

拌。 

L

v

3 

45 日本水菜 

 

味道類似白菜而含豐

富膳食纖維，口感比

白菜還要嫩比白菜好

吃。可以快炒、過高

湯灼熱伴麵食，簡單

淋上自製辣味菜圃肉

與滷蛋，簡單好滋

味。或夏日涼拌沙律 

L

v

5 

48 

芥茉水菜 

 

奇妙芥茉味道，纖維質豐

富，適合刺身拌碟及涼拌

沙律。 

 

L

v.

2 

50 豌豆苗 

 

營養豐富，含有多種

人體必需的氨基酸。

其味清香、質柔嫩、

滑潤適口，色、香、

味俱佳。營養價值高

和綠色無公害，而且

吃起來清香滑嫩，味

道鮮美獨特。 

L

v

1 

43 



 

 

2.綠骰菜 

綠骰菜，是綠盒菜的姊妹產品，是種在一個較大的正方形盒子裏。而本產品與綠盒菜不同的

地方是泥土耕作，植物紮根較深，固需要一個較深的大盒子才能生長。本產品使用有機的化

學泥土，內有肥料和營養，讓蔬菜更容易生長，成功率增加。而本設計增加了排水孔，因為

泥土的吸水能力沒有棉花的強，未免防止澆水過多而淹死植物，所以特加幾個排水口，排出

過多的水。 

產品 特點 等

級 

價錢

($) 

產品 特點 等

級 

價錢

($) 

牛油生菜 

 

膳食纖維和維生素

C、多種礦物質、胡

蘿蔔素、核黃素、萵

苣素、甘露醇。 

抑制膽固醇的生成，

也能減肥瘦身，更能

利尿消腫 

 

L 

v 

3 

55 紫生菜（紅

珊瑚生菜） 

 

味道微甘 

而其營養價值亦高，

它擁有獨特苦味與豐

富的抗氧化物、維他

命、纖維素等元素，

故常吃有助清肝利

膽。 

L

v

4 

80 

羅馬生菜（唐生

菜） 

 

鮮嫩甜脆 

生菜食用部分含水分

高故生食清脆爽口，

特別鮮嫩甜脆。 

生菜含有萵苣素，具

清熱、消炎。 

 

L 

v 

3 

75 綠珊瑚菜 

 

葉球鬆散，葉片嫩

綠，薄而軟，葉間呈

蕾絲皺摺，像美麗的

珊瑚藻。 

味道︰ 微苦、鮮嫩 

L

v

4 

95 

羅勒 

 

羅勒為藥食兩用芳香

植物，味似茴香，全

株小巧，葉色翠綠，

花色鮮豔，芳香四

溢。在熱和乾燥的環

境下生長得最好。 

 65 薄荷葉

 

薄荷葉有散風熱、止

癢的作用， 

薄荷的葉子，味道清

涼，具有醫用和食用

雙重功能，主要食用

部位為莖和葉。 

 

L

v

2 

65 

 

B.觀賞類植物 

除了本公司主打的綠盒菜 和 綠骰菜外，我們公司還售賣其他類型的觀賞性植物，分散投

資，降低公司營運風險。顧客可選擇購買散包裝種子和泥土 或 整棵種植成功的植物，種植

成品只限在門市購買。 

產品 特點 等

級 

價錢

($) 

產品 特點 等

級 

價錢

($) 

仙人掌 十分容易種植，不

需要太多的照顧，

L

v

35 金邊虎尾蘭 一種能凈化室內環境的草本

觀葉植物。美國宇航局的科

L

v

45 



 

 

 

就算是去 10 天的旅

行，沒有人打理，

都沒有問題，成功

率逹 90% 

1 

 

學家們研究發現，金邊虎尾

蘭在吸收二氧碳的同時能釋

放出氧氣，使室內空氣中的

負離子濃度增加。 

3 

蘆薈 

 

蘆薈種植成功率很

高，而且蘆薈有美

容的功效，可以用

來做面膜。除此之

外，它還可以食

用，是一物二用的

植物。 

L

v

1 

40 萬年青 

 

在光照極低和較陰的環境裡

生長良好，栽培環境應避免

直射陽光，室內的散射光線

是極合適的。 

L

v

3 

55 

 

工具 

為了擴充業務，公司還售賣一些市民常用的種植工具，分散產品類型，以減少公司倒閉的風

險。由於本公司透過自動販賣來售賣貨品，因此普及性和方便程度較高，方便市民在不同的

地方都能購買到種植的工具和材料，從而推廣綠色社區的理念。 

✓ 剪刀 ✓ 鏟子 

✓ 耙子 ✓ 水桶 

✓ 標示牌 ✓ 手套 

✓ 支架材料 ✓ 灌溉器材 

✓ 盆子 ✓ 水壺 

公司服務 

本社企除了售賣各種植物與蔬菜外，我們亦會提供一系列專業的服務，以吸引顧客 

（一）無線網絡服務 

不少香港的市民對網絡的需求一刻都不能離身，而本公司的售賣機會提供免費的 WI-FI

網路，希望能方便市民可以隨時上網。除此之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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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社交平臺即時分享，藉此提高與顧客的互動性同時提升我們知名

度，一舉兩得，這也能供他們使用我們的打卡優惠作宣傳之用。 

 

（二）網購送貨服務 

當今網購風氣盛行，不少的青少年會選擇網上購物，如客人購買的貨品達到 100 元，我

們便會提供免費的送貨服務，便利消費者。除了能提高公司的營業額外，還可以拉近消費者

與公司的關係。當送貨員送完貨後，在網上有個評價的位置，讓消費者評論和分享本產品和

服務，便能得到 5 元的現金回贈，可以做推廣的同時，也可以做顧客對產品的評價（R & 

D）。 

 

（三） 客戶服務服務 

本社企設立了客戶服務中心，專門負責解答消費者的疑問，消費者可選擇到門市、網上專頁

或致電專線到我們公司，我們會提供 24 小時的服務，希望消除消費者對綠色產品的不瞭解



 

 

和誤會，從而消除市民對綠色產品偏見，推廣綠色城市。 

 

（四）網上交流平臺 

本公司會在我們的專頁設立網上交流平臺，讓不同的客戶和專頁人士交流種植的心得，專業

人士會提供一些專頁的知識給新手，讓新手更容易掌握種植的方法，提高種植的成功率。除

此之外，網上平臺也會提供一些種植教學的片段和沙律菜的食用方法和建議，讓市民享受種

植的樂趣之餘，又能推廣種植文化到市民的生活中。 

 

（五）手機應用程式 

本公司的手機應用程式，負責監測植物每天澆水的次數與日常生活飲水的習慣。人每天需要

和 8 杯水，而植物都需要淋水。顧客每喝 4 杯水，就需要為植物澆 1 杯大約 15 毫升的水：

而人一天喝 8 杯水植物就需要澆 2 杯 15 毫升的水，早晚各一次，讓植物能夠有足夠的水分

生長，而消費者也能喝到每日所需的水分。 

宣傳 

為了提升公司的知名度和推廣產品，我們將提出一系列的宣傳策略，詳見以下： 

1)將產品推廣至小學 

我們會將一些種植盒送給各區的小學，亦會會派員到校內宣傳，目的是培養小學生對種植的

興趣及令他們養成良好的種植習慣。我們可以藉此宣揚我們的產品及理念,同時吸引更多家

長購買我們的產品，以拓闊我們的顧客群。 

 

2)網絡宣傳 

我們將會在社交網站 Facebook 刊登廣告,宣傳我們公司的理念;同時亦會設立 YouTube channel,

定期上載一些有關種植技巧及植物的短片,以供顧客參考,也能起宣傳作用,使更多人認識我們

公司。 

 

3)舉行比賽 

宣傳我們的公司及推廣種植的樂趣，我們將舉辦一個名為「人人愛種植」的活動，對象主要

為中小學生。參加者須栽種我們所指定的植物,並撰寫一份圖文並茂的種植記錄，提交給我

們。勝出及表現優異者,可獲得獎金及獎狀,同時亦能得到本公司的產品。 

 

4）開設烹任工作坊 

我們公司的產品綠盒菜所種植出來的植物是可供食用的，因此，我們會開始烹任工作坊，教

授親子以種出來的菜去烹調出美味的菜餚。這樣可以吸引一些廚藝愛好者來接觸我們的產

品,亦能增加人們對我們產品的興趣,以達至宣傳作用。 

 

5）履行社會責任 

為建立公司良好形象,我會亦會將種植盒送到一些安老院舍、幼兒中心、社區中心等,免費教

導他們種植的技巧，希望他們能從中瞭解到種植的樂趣，並瞭解到植物的珍貴及美麗之處。 



 

 

組織架構 

 

人力資源: 

職位/ 注意事項 工作內容 預計入

職薪金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工廠  (數量) 

包裝工

人 

招聘由庇護工場轉介的

殘疾學員 

-包裝產品 $8000 2 3 4 

工廠主

管 

需具備良好管理能力並

和工人保持良好關係及

溝通 

-監督工廠的生產進度及

員工表現 

-連繋公司，得到最新消

息 

$12000 0(由經

理擔

任) 

1 1 

店鋪  

店員 需具備良好禮貌服務態

度，耐性地檢查貨物 

 -推銷產品 

-整理及檢查貨倉存貨 

-教授種植技巧，成為工

作坊講師及帶領整個活動 

$12000 0(由經

理擔

任) 

0(由經

理擔

任) 

1 

經理 需具有良好溝通技巧,

以便管理樓面秩序 

-管理店鋪店員 

-和各部門的人溝通 

$15000 1 1 1 

市場部  

推銷員 需具備市場觸覺及即時

應變能力 

-調查及研究市場需求 

-宣傳產品 

-管理網上商店 

$13000 0 0 1 

電腦技

術人員 

需具備基本電腦操作及

維修技巧 

-定時於網站和應用程式

發放產品資訊 

-保持公司網站的正常運

行 

$15000 1 1 1 

客戶服 需具備處理投訴的技巧 -處理客戶查詢和投訴 $13500 0(由電 0(由電 1 



 

 

務員 及禮貌的服務態度 -管理售後服務 腦技術

人員擔

任) 

腦技術

人員擔

任) 

外務部  

外務員 需具有良好溝通技巧，

與供應商保持良好關

係，要有駕駛經驗及駕

駛執照 

-聯繋供應商 

-監督貨物的收發 

-運貨及補充自動販賣機

的存貨 

$15000 1 1 1 

行政部  

文員 需具備基本文件處理技

巧 

-處理公司文件和檔案管

理工作 

$11000 0(由經

理擔

任) 

0(由經

理擔

任) 

1 

會計主

管 

 

必須考獲會計師牌 -管理公司賬目 

-負責公司收支等財務計

算和記錄 

-製訂預算和年結 

$13000 0(由經

理擔

任) 

0(由經

理擔

任) 

1 

*以上薪金水平均參考於勞工處的職位空缺 

*薪金會按實際情況而作出調整 

員工福利： 

• 完善的退休機制 

• 社團活動 

• 年度優良員工表揚 

• 年終同樂晚會 

• 各項急難救助 

• 婚喪、生育及住院補助 

SWOT 分析 

強項 Strength: 

1)產品種植方法簡單 

本公司 level 1,2 的植物種植方法簡單,適合初學者種植,即使小朋友亦可以照料這些植物,這令

我們的產品比起同行業的對手更有競爭力,容易吸引年輕的顧客,拓展客源。 

 

2）產品切合港人生活模式 

香港人的生活節奏急促,沒有太多可用作照料植物的時間；而且港人少吃蔬菜,又經常吃一些

不健康的食品,因為很多食肆都沒有提供蔬菜。本公司的產品正正能切合他們的需求,我們大

部分的蔬菜都易於種植,不需太長時間打理,而且烹調方式簡單,這使我們的產品有更大的吸引

力。 

 

3)公司形象正面 



 

 

我們的公司是一間社會企業本公司的主要理念為推動社區綠化,同時又僱用了不少傷健丶復

康人士,幫助他們融入社會。正面的公司形象有助我們獲得顧客認同,易於吸引顧客,提高銷售

量。 

 

4）銷售網路大 

我們公司計劃將產品放在售賣機中銷售,並將於全港各區人流旺的地區設置,覆蓋範圍廣，十

分方便人們購買。 

弱項 Weakness 

1. 公司知名度低 

公司處於創業初期，未能在短時間內建立良好的信譽和固定的客源。加上大眾對水耕蔬菜

的認識度低，未必會選擇嘗試購買這類產品，公司初期會多作宣傳，提升顧客的購買意

願。 

 

2.資金不足 

公司需要大量資金開業，加上租金丶薪金丶運輸費等支出，使公司支出龐大，可能在創業

首年會出現收支失衡的情況。因此，公司的實體店設在工廠大廈，減少租金帶來的負擔。

並且，因應公司業務發展，公司初期的員工數量較少，後期在成本控制下逐漸增加以應付

需要。同時，公司亦會增加新服務和推出新產品，以增加收入。 

 

3.經驗不足 

初次經營一間公司，在經營管理和業務上可能會遇到阻礙，需多花點時間去適應公司的運

作。而且，公司產品牽涉水耕蔬菜等新技術，需多投放資源訓練員工，增長相關的知識。 

 

4.生產成本高 

公司有工廠丶實體店和行政丶推廣部門，這些生產單位元元元都需要聘請不少員工，造成

一定程度的開支壓力。因此，在創業首年，將會聘請最少員工，員工也會身兼兩職，減少

公司開支。 

機會 Opportunities 

（一） 網路宣傳 

現時可以進步，不少的上班族和青少年都會瀏覽社交平臺，因此本公司可以利用網路科

技，在網上做宣傳，減少推廣費用的開支。加上網絡平臺的威力大，不少的事情一放上網

便會有不少的迴響，宣傳的成效高，推廣力大。 

 

（二） 擴大產品銷售對象 

目前本公司的銷售對象主要是上班族和學校，銷售對象很狹窄，銷售量在中位數。由於市

民的環保、綠化意識提高，例如：家庭主婦、老人等，因此公司可擴大銷售對象，這對我

們的營業額有很大的改善，增加公司收益。 

 

（三） 市場上沒有類似的產品 

在香港的綠色環保種植還不是很成熟、普遍，市場上沒有類似我們公司的產品。在外國有



 

 

類似的，但是運費很高，導致成本的一半都是運費。但是我們公司向外國大量入口有機的

種子，但是組裝卻在香港設立工廠，所以成本可以降低，售賣的價錢也會比入口的要低。

而且使用販賣機售賣植物在香港是前所未見的，所以十分特別。 

 

（四） 銷售地點 

由於本公司售賣的方法是運用自動販賣機，所以在社區中的流動性和廣泛性都會比一般的

花店要高，因此方便市民購買植物，可以推廣綠色種植文化於社區中，提高城市綠化的意

識，從而增加植物的需求量，提高營業額。 

危機 Threat 

1. 早期回報低 

在開業早期我們的知名度較低，大眾對我們公司的產品並不瞭解，因此我們公司初期營業

額較低。 

 

2. 管理困難 

我們公司聘請有肢體殘障、智力缺陷的人士為員工，他們在工作上需要特別照顧，以及其

他員工不懂得如何與他們相處，容易造成管理上的困難。 

 

3. 銷售對象集中 

現今大多香港居住環境狹窄，大眾的購買盆栽回家栽種意欲較低，而我們公司的產品需要

少量空間種植，因此銷售對象主要集中在一群人。 

財務預算 

創業資本預算 

途徑 詳情 最高資助

額 

預計金額 

政府資助 

（" 夥 伴 

倡 自 強 " 

社 區 協 作 

計 劃 ） 

夥伴倡自強計劃旨在提供種子基金予合資格機構成立

社會企業，以推動可持續的地區扶貧工作，協助社會上

的弱勢社羣自力更生，以及在夥伴倡自強計劃資助期結

束後能夠持續營運。 

三百萬 二百五十

萬 

個人積蓄 五位股東的資本 / 一百萬 

 

初期投資成本預算表 

項目 備註 金額（$） 

公司註冊及商業登

記 

公司註冊$１７２０及商業登記（三年證）

$５９５０ 

７６７０ 



 

 

工場租金 月租$１５０００＋兩個月按金 ４５０００ 

其他按金 包括：電費、水費等 １５０００ 

裝修及營運設備 包括：辦公室設備、包裝設備、自動販

賣機、辦公室傢俱等 

４９１０７０ 

現金周轉 預留三個月營運資金 ５１０１５１．５ 

小貨車及車牌  １６７２２９ 

損益表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 

 2018 2019 2020 

 $ $ $ 

銷貨 2202000 3296100 4895400 

減：銷貨成本    

期初存貨 — 38400 51200 

加：購貨 1350000 1400000 1750000 

  減：期末存貨 38400 51200 66600 

毛利 890400 1908900 3160800 

減：營運開支    

  包裝費用 14000 15000 18750 

  租金 948000 1068000 1146000 

  薪金 732000 972000 1350000 

  水電煤費 19600 23000 24000 

  固定資產折舊 105607 148107 165107 

  保險 39500 45000 46500 

  維修及保養 10000 15000 16000 

  車牌牌照費 2229 2229 2229 

  公司註冊及商業登記費 7670 － － 

  宣傳及推廣費 10000 10000 10000 

  雜費 30000 30000 30000 

稅前盈利 (1028206) (419436) 352214 

利得稅（15%） - - 52832 

稅後盈利 (1028206) (419436) 299382 



 

 

銷貨 

銷貨 售價 每月銷量 每月收

入 

每年收入 成本/件 

綠盒菜 40-50 320 14400 172800 25 

綠骰菜 55-95 410 30750 369000 40 

綠骰菜種子 20-30 380 9500 114000 15 

觀賞類植物 35-55 80 3600 43200 20 

種植工具 20-55 260 9750 117000 15 

泥土，肥料 15-45 170 5100 61200 10 

工作坊收入 100/堂 240 人次 24000 288000 - 

學校合作計劃（20

所） 

 每學年銷量： 

綠盒菜:19440 

綠骰菜:32400 

 1036800 864000 

預計每年有 10%升幅 

銷貨推算方式: 

產品及服務平均價格 X 每月銷量 X 12+學校合作計劃每學年銷量 X 合作學校數目 

 

資產負債表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 

   2018 

   $ 

非流動資產 成本 累計折扣 淨值  

辦公室設備 16500 1650 14850 

包裝設備 11300 1130 10170  

自動販賣機 850000 85000 765000  

小貨車 165000 16500 148500  

辦公室傢俱 13270 1327 11943  

   950463  

流動資產    

存貨   38400 

預付款項   48970  

銀行存款   860377  

現金   573584 

   2471794  



 

 

資金籌措    

本金   3500000 

留存利潤      (1028206) 

   2471794  

資產負債表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 

   2019 

   $ 

非流動資產 成本 累計折扣 淨值  

辦公室設備 16500 3300 13200  

包裝設備 11300 2260 9240  

自動販賣機 1275000 212500 1062500 

小貨車 165000 33000 132000  

辦公室傢俱 13270 2654 10616  

   1227556  

流動資產    

存貨   51200  

預付款項   46980  

銀行存款   10528968   

現金   7019312 

   3080564 

資金籌措    

本金   3500000  

留存利潤   (419436) 

   3080564 

資產負債表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 

   2020 

   $ 

非流動資產 成本 累計折扣 淨值  

辦公室設備 16500 4950 11550  



 

 

包裝設備 11300 3390 7910  

自動販賣機 1445000 357000 1088000  

小貨車 165000 49500 115500 

辦公室傢俱 13270 3981 9289  

   1232249  

流動資產    

存貨   66600 

預付款項   45000  

銀行存款   1473320 

現金   9822133 

       3799382  

資金籌措    

本金   3500000  

留存利潤      299382 

   3799382  

財務分析 

毛利率 = 毛利  / 銷售收入 X100% 

2018:  890400 /2202000 X100% = 40.44% 

    2019:  1908900 /3296100 X100% = 57.91% 

    2020:  3160800 /4895400 X100% = 64.57% 

銷售淨利率 = 淨利潤  / 銷售收入 X100% 

    2018: -1028206 /2202000 X100% = -46.69 % 

    2019: -419436 /3296100 X100% = -12.73% 

    2020:  299382 /4895400 X100% = 6.12% 

本公司開業後三年的毛利率有上升的趨勢，可見隨著業務擴充，增加販賣機的數目及銷售對

象，銷量也上升。然而，企業三年的純利率的走勢是先跌後升，本公司在開業初期基於知名

度不足，因此未能達至收支平衡。及後通過各種的宣傳，知名度會提升，銷量也會增加，因

此在開業後第三年便達到收支平衡。 

 

本公司開業首兩年的毛利率上升，而純利下跌，反映本公司在開業初期未能完善控制開支，

由其在人手及租金方面，造成巨大的財政負擔。而開業後第三年，本公司的銷售淨利率比往

年上升了百分之五十，可見本公司的業務已經上軌道，在控制開支方面更有效益。 

 

綜合而言，公司的銷售淨利率有持續上升的趨勢，這表示公司的盈利能力不斷上升，以達到



 

 

可持續發展的長期目標。 

社會企業責任 

作為一間社會企業,我們深知履行社會責任的重要性, 因此我們亦會推出一系列的措施,以對

社會作出貢獻 

 

1)聘請復康或傷健人士 

由於社會上的弱勢如復康或傷健人士等的公作機會較一般人少,因此我們公司將會聘請一些

復康或傷健人士進行一些較簡單的工作,例如接聽查詢電話、處理文書工作、接待上門的顧

客等,以增加他們的自信心及工作能力,幫助他們融入社會,瞭解到自己的長處。 

 

2)參與更多社區工作 

正如我們在宣傳那一部分曾經提及，我們會將種植盒送到一些安老院舍、幼兒中心、社區中

心等,免費教導他們種植的技巧，使他們體會到種植的樂趣,同時亦希望男女老幼都能從中瞭

解到種植的好處,使種植能夠普及化。 

 

3)捐款 

本公司的理念是鼓勵人們種植及推動社區綠化,重視對環境的保育,所以本公司會每年捐款給

一些環保機構如綠色和平,地球之友等。由於公司成立初期財政狀況未必穩健,因此在初期我

們只會捐出百分之五的純利，在公司業務上軌道後,才會逐步增加,其間我們會參與更多的社

會工作，以對社會作出貢獻。 

 

4)宣揚社區綠化 

植物在我們的社區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它們所進行的光合作用有助䆁放出氧氣,及吸收

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令空氣更清新,可見其重要性。因此,我們亦會本著推動社區綠化的精神,售

賣綠色植物、教導人們種植及鼓勵人們種植,並在售賣產品的同時,推廣社區綠化的資訊,使人

們意識到植物的重要性,主動參與保育及種植工作。 

 

5）推動可持續發展 

一個具可持續性的社會,必需重視環境保護及綠化社區的重要性,對此,我們亦十分注重於培養

下一代的種植習慣。正如在我們宣傳的那一部分提及,我們會將產品送給一些中小學,希望能

培養他們對種植的習慣,提高保育意識,希望能建立一個綠色社區,惠及下一代。 

總結 

雖然機源巧盒只是一個規模很小的公司，但我們憑藉綠盒菜丶綠骰菜和完善的售後服務，可

從同業公司中突圍而出，吸引客人。另外，配合網上商店丶應用程式等一系列的銷售策略，

建立公司的知名度和形象。在產品服務和行商策略兩者的配合下，我們對公司的前景抱著樂

觀態度，有望達到本公司的目標。更重要的是透過公司的產品和服務，增長大眾在綠化方面

的知識，推廣種植的風氣，宣揚社區綠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