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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摘要 

本企業本著為篤信風水的香港各界人士提供風水植物服務的宗旨而設立。風水植

物是指在不同的方位、環境下恰當地使用盆栽植物，來調節環境氣場，對個人的

運勢和健康產生不同的調治作用。風水，可說是香港的地道文化。港人相信，良

好的風水格局可以趨吉避凶，所以無論是開業買樓或是生活起居都要講求風水。

而植物不但能提供新鮮空氣，有利健康，也因為有陰陽五行之分而能夠調節環境

氣場，改變運勢，因此成為港人用作風水用途的首選。這引致香港在這方面上出

現龐大的市場需求。 

本企業主要透過開設網站講解植物風水知識和在網上銷售相關植物，並為不清楚

在何處擺放植物以達致相關風水功效的顧客提供專業風水師上門指點服務。而服

務費由本企業與風水師以三比七的比例分配。同時，我們於生產過程中，會聘請

家庭主婦、傷殘人士和退休人士從事植物包裝工序，提供更多就業機會，盡力惠

及弱勢社群。作為社會企業，我們以風水為契機鼓勵市民進行綠色種植，以此優

化社區及保護環境，我們本著此理念而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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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簡介 

公司中文名稱：緣綠居 

公司英文名稱：JYUN LUK HOUSE 

業務目的： 

風水是中國的傳統文化，而在香港這個處處充滿了西方的文化和色彩的商業社會，

港人卻對中國傳統的風水命理文化特別迷信，甚至可以說是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

每逢過年過節，香港人都會在家中擺放幾盆花卉，一則增添喜慶的氣氛，二則是

有些花卉能帶來好運。例如，希望在新的一年財源廣進、生意興隆，就當然會在

家門口擺放一盆金桔以吸納財氣。而在日常生活中，不論貧富貴賤、階層職位，

也無論是公司開業、買樓置房、房屋裝修抑或是辦公場所、生活起居、室內陳設

等，都要講求風水，甚至詢求專業風水師的意見。 

因此，本公司推出風水植物資訊網站和於網店售賣質美價廉的風水植物，並為顧

客提供專業風水師上門服務，希望能解答香港市民關於植物上的風水問題。緣綠

居風水植物有限公司希望透過提供優質而專業的產品和服務，幫助篤信風水的香

港市民滿足心願和得到喜悅。 

理念： 

1.本公司著重增加社區綠色元素，希望透過植物風水知識推廣和提供具有獨特創

意包裝的植物，加深市民關於植物的認識和重視，促進市民在家中增添更多綠色

植物，優化社區生活。 

2.本公司將會與各區花店分銷合作。本公司仔細分析香港市民網購意欲低的緣由，

發現主要是因為工時長，長時間在外難以接受快遞。因此，本公司將會與各區花

店分銷合作，將顧客在網上購買的植物分送到各區花店，再由顧客前去花店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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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顧客未去領取的這段時間，將由花店職員負責照料植物。這將確保植物保持生

命力，為網購的顧客提供信心和方便，滿足顧客的利益和需求。 

3.本公司為殘疾人士和家庭主婦提供均等就業機會，幫助他們踏出社區，融入社

會，宣揚人人平等的精神，使社會各階層真正和諧共融。 

目標市場： 

本公司的主要消費者是相信風水命理的人，例如家庭主婦﹑學生﹑上班族﹑長者

等。家庭主婦希望好風水可保佑一家人健健康康、和睦相處；學生希望自己學業

進步，而臨近考試時，部分考生更相信風水會帶來好運氣。上班族則希望好風水

能帶來升職機會，有朝一日可以飛黃騰達；老一輩的長者對風水更加迷信，希望

好風水能保佑他們子孫平安，保佑自己長命百歲。正所謂：一命﹑二運﹑三風水﹑

四積陰德﹑五讀書。可見命運和風水對生命是十分重要的。正因如此，本公司會

因應不同年齡層的顧客，提供多種範疇的風水資訊給顧客，鼓勵他們購買風水植

物，宣揚綠色種植，為公司帶來源源不絶的收入。  

社會責任 

㈠推動綠色種植 

本公司的產品與植物結合，鼓勵種植則是本公司的意念之一。因為我們著重在社

區中添加一些綠色元素,所以在推廣產品時,以風水為契機鼓勵和推動香港市民進

行綠色種植,優化社區環境，履行社會責任。 

㈡協助庇護工場的人士 

本公司會於生產程序中履行社會責任，通過聘請庇護工場的人士來擔任產品的包

裝等不須耗用較大體力的工序，以幫助這些人士創造就業機會，並協助他們自立

謀生，融入社會，打破成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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㈢參與慈善活動 

此外，本公司亦會積極參與慈善活動，和在賺取利潤的同時，也向社會的一些慈

善機構捐出一些款項以作為贊助機構舉辦義工活動，幫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公司產品及服務 

以風水作為契機，通過向大眾提供全面而專業的植物風水知識及相關擺放事

宜，在網店售賣物美價廉的風水植物，並與專業風水師合作，為顧客提供貼心而

優質的上門指導服務，滿足所有篤信風水的香港市民的需求，並以此宣揚綠色種

植及優化社區。 

1.專業風水師 

我們會邀請約四位風水師作為本公司的風水顧問，以提供上門指導服務。每位 

風水師的專長領域各不相同，顧客可選擇他們心儀的風水師為他們服務，提供專

業的意見，提升顧客對本公司的產品與服務滿意度，並促使他們再次消費。 

 

 

麥玲玲：過去出版多本賣座的風水學叢書，也為多份香港和兩岸

三地報章雜誌撰寫風水命理專欄。今年麥玲玲師傅也躍進新媒

體，擔任多家中外網站、移動互聯網公司的風水師傅，並拍攝多

個網上風水節目。麥玲玲對趨吉避凶、風水命理尤為精通，多次

為香港和兩岸著名品牌企業、房地產商，甚至政府部門，擔任特

約的風水師傅。 

 

蘇民峰: 人稱現代賴布衣。對風水命理有獨特的個人見解。憑天

賦之聰明及術數的緣份，對於風水命理之判斷既快且準，往往一

針見血，疑難盡釋。二零一四年開始接受各大報章電台訪問，曾

經擔任多個玄學節目嘉賓主持，為香港廣大市民熟悉。 

馬君臣：研究易經、命理之學三十年，精通風水佈局，並經常於

不同媒體擔任玄學節目嘉賓，深得廣大市民讚譽。馬君臣老師還

開設多項風水玄學入門班，可見其功力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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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植物風水知識及相關擺放事宜 

本公司會分門別類展示不同的植物風水知識，以下列出財運、事業、健康、 

學業四類作例子。 

 

  

 

 

 

 

 

 

 

 

 

 

 

 

 

 

 

 

 

售價：＄50 

售價：＄30 

售價：＄30 

金錢樹蘊含吉祥如意、聚財發福之意，最適合擺放

在辦公室里。能够增強財運，適合開幕、升遷。同

時，金錢樹調節濕氣的功能還能在辦公室發揮作

用。開著空調的辦公室有著幾盆金錢樹會變得更健

康。 

 

觀音竹有強大的生旺的作用，把它放在住宅或辦公室

門口，相信財氣會不請自來，助你事業騰飛，對升職加

薪、官職爵位都有很大好處。此外，觀音竹乃是護宅驅

邪植物，如果覺得家人總是生病，工作總是不順利，學

習總是退步，應該放一棵觀音竹在門前，讓觀音竹把邪

氣趕走，還你一個幸福的家。 

 

售價：＄30 

水仙花有催財、旺升職及行好運的功效。今年，將水仙花

放在屋中東南方能夠催財，如果無法將水仙花擺在屋中東

南方的話，亦可在大門側擺放水仙催財。這時，放正西位

能帶來好運， 放正東位能旺升職。 

銅錢草，葉子圓圓的，像古代的銅錢，寓意團團圓圓，好

運連連，而且名字沾上了“銅”“錢”二字，寓意自然

不同：家有銅錢，滾滾財源，因此被認為是財富的象徵。

今年把銅錢草放在客廳的東南方，能保主人財運亨通、

家運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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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血樹不單能分泌出一種淡淡的香味，莖幹還能分泌出鮮紅

色的樹脂，在風水上有利於家庭關係和睦。此外，把一株龍

血樹放在客廳入口處、大廳角落或樓梯旁，有利於調整人的

心臟與腸胃的健康，對居室中某些人內向膽小、憂鬱，或對

生活缺乏勇氣和信心等負面性格有調整的作用。 

售價：＄150 

棕竹可護宅驅邪。如家人總是生病，那就應該放一棵棕竹

在門前，讓棕竹把邪氣趕走，還你一個安康的家。同時，

棕竹能夠消除重金屬污染和二氧化碳，可吸收 80%以上的

多種有害氣體，淨化空氣。此外，在門口向東的房子裡擺

放一棵棕竹，可改善居住者腎和肝的健康狀況。 

售價：＄50 

幸福樹有安神靜氣的作用，最適合擺

放在書房入門對角線處，能夠旺文

昌，並能達到讀書考試勝人一籌的效

果，有助於集中精神，增加效率，減

少犯錯。 

售價：＄30 

今年的東北，為九星之「青龍」飛到，亦

是「文昌星」飛到。而富貴竹在植物風水

學中，有催官運學的作用，若在家中東北

方擺放一盆富貴竹，將有助加強文昌星力

量，對家中讀書、進修人士的學業考運有

利。而且富貴竹有步步高陞之意，將其擺

放在文昌位，象徵學習成績不斷提高，是

提升讀書效率的最佳植物。 

售價：＄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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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室內風水植物擺放圖解（以 2017 年為例） 

 

 

東北方為

今年文昌

位，適合

擺放富貴

竹、羅漢

松、幸福

樹等。 

東南方為今年喜慶位兼財位，

適合擺放金錢樹、鳳仙花、鐵

樹、富貴竹、滴水觀音、水仙

花、銅錢草、散尾葵等。 

南方為今年的兇殺

位，適合擺放一盆

仙人球、玉麒麟或

令箭荷花，可趨吉

避凶。 

北 

中宮為今

年的桃花

位，適合

擺放康乃

馨、蝴蝶

蘭、桃

花、百合

花等，有

助愛情運

勢。 

在臥室中放

置一盆萬年

青，有利於

夫妻感情發

展，特別是

新婚夫婦。 

東方為今

年的歲破

位兼三煞

位，不要

擺放任何

植物。 

在家門兩側任何

一方擺放觀音

竹、文竹、龍血

樹、棕竹，可為

全家帶來好運

氣。 

西北方為今年

的病符位，擺

放一盆百合花

在此將有助趕

走病痛。 

西方為今

年的是非

位，可擺

放一盆仙

人掌，有

助趕走小

人，化解

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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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電子貨幣，轉賬

等途徑購買產品 

顧客從網上了解個人運

程或詢求有關風水資訊 

訂購產品(公司) 

檢測/校對產品 

送往包裝部(包裝) 

以顧客選擇的區別 

再送到各區花店 
檢測/校對產品 

顧客領取產品 

顧客其間如對產品

有疑問可通知公司 

公司運作流程圖 

 

 

 

 

 

 

 

 

 

 

 

 

 

 

 

 

 

 

 

 

選擇個人感興趣的產

品(植物/服務) 

 

網站 

搜集風水植物資料 

 

編排版面/編輯 

 

校對 

 
完成網站並定期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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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與分析 

問卷日期：2017 年月 9 日至 3 月 12 日 

問卷形式：網上問卷 

調查人數：51 人 

 

67%

33%

1、如果你知道你今年犯太歲，你是否願意在家中擺

放一株株物來改變運勢？

是 否

結果顯示， 大部分受訪

者都會願意放置植物在

家中以改變運勢。由此

可見， 銷售風水植物和

提供家居放置風水植物

的顧問服務在現今市場

上是有發展機會的。 

25%

75%

2、你曾經有沒有看見一個網站是關於植物風水方面

的知識？

有 沒有

結果顯示，超過一半的

受訪者都未曾看見過一

個網站是關於植物風水

方面的知識。 由此可

見，植物風水資訊網站

有一定的新意，能吸引

迷信的市民瀏覽，帶來

客源，有發展的機會。 

11%

22%

22%

34%

11%

3、如果有一個網站是關於植物風水方面的資訊，你最

希望資訊與那些範疇有關？

星座 生肖 事業 學業 健康 結果顯示， 大部分受

訪者希望了解的植物風

水知識是關於事業和學

業。 由此可見，在職

人士和學生是本公司的

主要市場。此外，其他

內容的百分比相差不

大。因此，這結果可作

為我們網站內容的依

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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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總結 

   從以上的問卷調查結果可見，大部分的受訪者都相信植物風水能夠改變運勢。

此外，超過一半的受訪者都未曾經見過一個植物風水資訊網站，相信本公司推出

的網站定能吸引許多迷信的市民瀏覽，促使他們在本公司的網店消費。所以，以

風水為契機鼓勵市民購買植物，是可行的。 

    最後，我們有很大的理由相信，本公司的服務能夠切合顧客的需要。因為我

們的產品是鼓勵綠色種植和滿足市民關於風水資訊的需求，正正符合現時香港人

追求環保和迷信的心態。所以無論是在公司網站上推廣風水資訊和售賣風水植物，

還是我們家居佈置風水植物的顧問服務，都能夠收到顧客的歡迎。 

 

環境因素分析 
經濟 

工資水平：當最低工資的標準不斷上升，本公司的營運成本亦會上升，

使本公司要透過增加廣告以賺取費用或者提高產品/服務的售價來維

持公司運作。 

 

通脹率：植物的費用會隨著通脹率而有所變更。若通脹率高，公司需

減少購入植物以填補開支的損失。 

     

科技 
科技水平：科技水平上升，能加快產品的生產速度，提高生產量 

資訊科技應用：本公司透過網頁來推銷產品，令公眾對本公司產品的

認識增加。 

政治和法律 
勞工法律：本公司會依照政府所訂立的勞工法律公平地對待員工。 

自然地理 
交通網絡：本公司的送貨程序方面會交托給有商業信譽的速遞公司，

亦會講求效率，速度，讓顧客在最快的速度收到產品/得到服務。 

社會文化 
人口分佈：本公司的對象是針對相信風水，星座運程的人，隨著這方

面的人的增長，本公司的產品需求會提升。 

競爭者 
進入市場的障礙：由於香港只有較少專門為風水植物的網站和沒有相

關的服務，因此本公司能容易進入市場 。 

 

競爭策略：由於香港沒有本公司所做的生意題材，因此本公司的競爭

會相對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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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强弱危機分析 

強 

1. 對迷信的人有吸引力 

    風水植物符合迷信的市民的需求，對

他們有強大的吸引力。因此，存在龐大的

市場。 

2. 銷售成本不高 

    風水植物主要在網上進行銷售，省去

了開店的費用，例如租金、水電費等等。 

3. 良好的售後服務 

    若顧客有什麼問題，無論是銷售還是

風水問題，都能夠在網上或者電話進行諮

詢。 

弱 

1. 对於不迷信的人没有吸引力 

    對於不迷信的人來說，買一盤植物似

乎除了裝飾之外，沒有太大的用途。因此

無法吸引這些不迷信的人。 

2. 宣传公司的费用大 

    公司初期成立，名氣尚低。因此需要

一大筆的宣傳費用，比如在網上賣廣告的

廣告費。這會增加成本。 

3. 初創時期消費者未必信任 

    因本公司尚未有名氣，對本公司的各

項服務都未有充分的信任，因此公司成立

初期盈利額較低。 

機 

1.植物有多種用途 

    植物不但可以做风水用途，更可以做

其他如装饰用途，吸引更多的人來購買。 

2.香港迷信的人还是很多 

    每逢新年，都會從電視臺上看到有風

水師在對那年的普遍運勢進行講解，可見

香港迷信的人還是有很多的， 我們正正可

以滿足這些人的需求。 

3.社會流行家居種植 

    現時社會流行家居種植，本公司有透

過在網上進行銷售風水植物，也和潮流所

吻合。 

4.市場上首間 

    本公司爲市場上首間爲顧客提供兼顧

銷售風水植物、提供風水諮詢服務的公司。 

危 

1.  質疑風水植物的功效 

    對此威脅，本企業將會在網上以及電

話開通諮詢通道，讓他們對植物作風水之

用有更多的瞭解。 

 

2.  不用植物亦能使用其他产品作为风水

用途 

 

3. 未必能找到合適的風水顧問 

    不同風水師有着不同的名氣和能力，

要選擇有名氣和能力的風水顧問來吸引顧

客比較難。 

人力資源 

部門 職責 預計員工數目 

人事部 招聘員工 

人力規劃 

4 

市場部 宣傳公司 

制定營商手法 

做市場研究 

4 

資訊部 管理公司資訊 

確保公司設備正常運作 

維護公司網站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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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部 整理公司帳目 

核對交易 

計算工資 

3 

營運部 處理公司日常事務 

與供應商溝通 

聯繫風水師 

2 

加工部 負責對盆栽進行包裝 12 

市場營銷 

產品 

風水植物：以風水植物作為概念，運用風水的玄學理念，再通過植物的擺設，令

顧客該年的運程得以改變，同時亦讓顧客認識更多不同植物的含義及特性。產品

會劃分網站銷售植物，專業風水師顧問和上門擺置服務，便利於顧客。 

售後服務----售後種植諮詢：顧客即使在售後若有任何問題或者植物種植方面甚

至風水擺位方面，我們會免費提供詳盡的植物種植說明和風水擺設教學，讓顧

客能夠得到優質的售後服務，並能協助改善有關的問題，做到至善至美。 

對象為中年階層人士（40-61 歲中年人士）：他們對於風水的信仰度較高。此外，

他們在日常的生活中亦願意花時間去瞭解風水植物的擺設，而我們的產品能配合

他們的要求，再加上我們會邀請專業的風水師作為顧問，為顧客提供更加專業的

意見，這均會令他們選擇本公司的產品。 

新產品定期推出：本公司會因應不同節日及季節等推出不同的風水植物，並且網

站亦會根據每月的運程，定期更新風水植物擺設教學及說明。從而增加產品的吸

引力及提高顧客對我們產品和資訊的信任度，而每當我們對出新的風水植物，都

會提供不同的優惠，吸引顧客的購買意欲，提高營業額。 

推廣 

宣傳管道：我們會通過不同社交網絡去宣傳本產品及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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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Facebook,Instagram 或其他資訊網頁。由於本網站的知名度不高，所以會著力

從不同途徑宣傳本店。另外，本店的主要顧客為中年人士，他們大多都會使用

互聯網及社交網絡平臺作宣傳，希望把資訊宣揚出去，吸納不同人士關注。其

次，亦會利用網絡平臺作宣傳比其他的宣傳途徑的營運成本較低，例如：電視

廣告及雜誌報章等，可減低本店的整體支出。 

自製網頁：我們會定期更新網頁資料 (如面書頁面) ，讓客人追蹤我們的最新狀

況。 同時，遊客也可透過網頁查看風水植物的種類。另外，客人亦可在網頁留

下意見。 我們能馬上改善，為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務。 

宣傳活動：在開業初期，可以提供免費上門放置植物服務，名額為頭十名顧客，

便利於顧客，有助本公司建立知名度及形象，並吸引顧客再次光臨本店。 

優惠：若顧客在本店消費滿 500 元，即可享有九折優惠，並即時登記成為本公司

的 VIP 會員。 

顧客關係管理：客戶關係管理中的 顧客保留率在於留住有價值的老顧客，利用

最優秀 最貼心 的服務來提升顧客的滿意度，以降低顧客流失率。 我們將以此

作標準， 衡量本店的服務水平需要提高與否。同時以希望提高顧客對於本店的

信心能夠大大提高，不單只是進行買賣活動，亦想透過優秀的服務和最專業的諮

詢協助顧客轉運，令他們日後可以順風順水，從而都可拉近彼此關係。 

價格 

定價：大約三十元至二百元 

主要顧客為中年人士（年約 40-61 歲）和企業辦公室，他們的經濟能力頗高，所

以產品的價錢會因應不同植物的來貨成本而作出相應的調整。我們儘量以薄利多

銷的價格為顧客提供最好的風水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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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銷 

風水師合作 

因由本公司會邀請著名風水師作為風水顧問，因此每當風水師為不同顧客提供風

水植物服務時，亦會向該顧客推薦本公司（緣綠居）的風水植物，有更多的渠道

向外推銷本公司產品。再加上本公司所提供的風水植物有一定的質量保障，故此

風水師對本公司的產品的信任度亦有所提升，繼而顧客購本公司的風水植物時，

對其產品的信心亦隨之而增加。 

傢俱店合作 

因由某部分相信風水的顧客在購買風水植物時，亦會向傢俱店的店員查詢有關風

水的擺放位置。故此本公司透過與傢俱店的合作關係，一旦有顧客在購買傢俱時

有意購買有關於風水植物的產品，該傢俱店便會向顧客推薦本公司的植物產品，

吸引顧客購買。同時我們亦可因應顧客的服務需求，以及傢俱風水方位擺設，為

其提供風水師上門服務，以滿足客戶多樣化的需求，令顧客在次消費。 

網站推銷 

由於本公司的主要顧客是中年人士（年約 40 至 61 歲）及企業辦公室，他們亦較

常接觸網絡及企業更會透過網站大量進行批發購買，所以本店的銷售管道也設有

網站，包括：FACEBOOK，Instagram 以及本店網站。 

4C 營銷策略 

顧客 customer： 

本企業的主要顧客群為中年人士（年約 40-61 歲），由於他們普遍願意付出金

錢和時間去瞭解風水植物，透過植物的擺設去改善運程，因此我們的產品利用

綠化植物這個概念，鼓勵顧客去種植。再者，也有不少企業利用風水植物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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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綠化辦公室，但同時需注意植物的擺設方向及空間的協調性。故此，本公司

所推出的產品能夠迎合不同需要，以及設立風水植物擺設服務能協助他們擺放

正確的位置上，有助改善他們的工作環境。 

企業辦公室亦是我們目標的顧客群之一，因由辦公室的空間較大，可以擺放較

大棵的植物，而且現時企業多數追求綠化環保，故此大部分的企業都會選擇植

物來綠化環境，作為裝飾，再加上本店再設風水擺設教學，因此不但可以提供

風水植物，亦都可為他們提供風水擺設服務，一舉兩得。 

成本 cost： 

本企業的主要顧客為中年人士，他們消費能力頗高。願意為家居擺設和改善命

理而付出更高的價錢。同時，他們只需安坐在家中，隨時隨地地應用網絡以訂

購我們的產品，大大減低時間上的付出。 

方便 Convenient： 

基於我們會以網站分銷，我們能夠提供最新的每月運程資訊和便利的選購過程

予他們。至於售前、售中及售後的服務也有一定的配套。網站會有針對每項風

水植物作詳細描述。亦會設立專業風水師顧問，為顧客提供更加專業的意見和

解答顧客的疑問。 

溝通 Communication： 

本企業會為了顧客的不同需求及臻於產品質素，而通過本公司網站及各類網上

平臺與顧客進行積極有效的雙向溝通，進而建立良好溝通，從其找到同時實現

雙方利益及目標的途徑，更能籍此加深與客戶的聯繫，提高客戶對本企業的親

切感及維護、鞏固客戶的信任度，有別於以往企業單向的促銷及勸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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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計劃 

預算損益表 

截至每年 12 月 31 日止年度 

項目 YEAR1                                                                              YEAR2 YEAR3 

 ＄ ＄ ＄ 

營業額 600，000* 861，324* 1，034，064* 

生產成本 110，000 132，000 148，000 

毛利/毛損 490，000 729，324 886，064 

    

開設網站費用 300，000 0 0 

租金及差餉 350，000 350，000 350，000 

薪金 240，000 252，000 264，460 

雜費 30，000 27，500 26，000 

銷貨折扣 6，000 6，000 6，050 

宣傳及推廣費 20，000 15，000 17，000 

公司註冊費及商業登記費 7，670 5，950 5，950 

培訓費 5，000 6，000 7，000 

保險 50，000 50，000 50，000 

水電費 16，000 15，200 14，100 

總費用 1，024，670 727，650 740，560 

淨利 -534，670 -1，674 125，504 

***假設銷售預算 

第一年 

項目 數量 售價 預計銷售量（每

月） 

銷售額 

HKD（每月） 

#體積小型的植物 7，000 盆 ＄30 500 盆 ＄15，000 

#體積中型的植物 4，000 盆 ＄50 300 盆 ＄15，000 

#體積大型的植物 360 盆 ＄150 50 盆 ＄7，500 

網頁廣告費  ＄500-＄5，000 4 個 ＄9，300 

風水師佣金收益  ＄400 8 個 ＄3，200 

每月總銷售額    ＄50，000 

首年總銷售額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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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 

項目 數量 售價 預計銷售量（每

月） 

銷售額 

HKD（每月） 

#體積小型的植物 8，000 盆 ＄30-＄35 600 盆 ＄18，077 

#體積中型的植物 5，000 盆 ＄55-＄60 400 盆 ＄22，000 

#體積大型的植物 360 盆 ＄160 50 盆 ＄8，000 

網頁廣告費  ＄500-＄5，000 10 個 ＄20，500 

風水師佣金收益  ＄400 8 個 ＄3，200 

每月總銷售額    ＄71，777 

次年總銷售額    ＄861，324 

第三年 

項目 數量 售價 預計銷售量（每

月） 

銷售額 

HKD（每月） 

體積小型的植物# 9，000 盆 ＄30-＄35 700 盆 ＄21，022 

體積中型的植物# 5，000 盆 ＄55-＄60 450 盆 ＄24，750 

體積大型的植物# 360 盆 ＄150 70 盆 ＄10，500 

網頁廣告費  ＄500-＄5，000 15 個 ＄26，700 

風水師佣金收益  ＄400 8 個 ＄3，200 

每月總銷售額    ＄86，172 

第三年總銷售額    ＄1，034，064 

# 各 種 植 物 屬 於 小 型 、 中 型 或 大 型 皆 會 在 銷 售 網 頁 上 清 楚 標 明 。

 

備註： 

第一年的銷貨：＄50，000（預計每月總銷售額）*12 個月=＄600，000 

第二年的銷貨：＄71，777（預計每月總銷售額）*12 個月=＄861，324 

第三年的銷貨：＄86，172（預計每月總銷售額）*12 個月=＄1，034，064 

資產負債表 

項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 ＄ ＄ 

現金 1，534，848 1，838，923 1，969，367 

資產 1，534，848 1，838，923 1，969，367 

應付賬款 100，000 122，000 140，000 

Year 1 Year 2 Year 3

純利 -534,670 -1,674 125,504

-600,000

-400,000

-200,000

0

200,000

三年預算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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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債 100，000 122，000 140，000 

投資金額 1，000，000 1，000，000 1，000，000 

累積利潤 434，848 716，923 1，829，367 

股東權益* 1，434，848 1，716，923 1，829，367 

 

現金流量表 

項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 ＄ ＄ 

銷售收入 600，000 861，320 1，034，060 

開設網站費用 -300，000 -0 -0 

租金及差餉 -350，000 -350，000 -350，000 

薪金 -240，000 -252，000 -264，460 

雜費 -30，000 -27，500 -26，000 

銷貨折扣 -6，000 -6，000 -6，050 

宣傳及推廣費 -20，000 -15，000 -17，000 

公司註冊費及商業登記費 -7，670 -5，950 -5，950 

培訓費 -5，000 -6，000 -7，000 

保險 -50，000 -50，000 -50，000 

水電費 -16，000 -15，200 -14，100 

資金增加/減少 -424，670 +133，670 +293,500 

資產負債表上的現金 1，534，848 1，838，923 1，969，367 

主要財務指標 

項目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淨資產比率 93.5％ 93.4％ 92.9％ 

毛利率 81.7％ 84.7％ 85.7％ 

純利率 -89.1％ -19.4％ 12.1％ 

毛利率： 

本公司在首年的毛利率為 81.7％，第二年是 84.7％，第三年為 85.7％。由此可見，

本公司的毛利率有上升的趨勢，而毛利率愈來愈高，反映本公司盈利能力愈高。 

純利率： 

本公司在首年的純利率為（-89.1％），第二年是（-19.4％），第三年 12.1％，因

此可見，本公司的純利率由（-89.1％）上升至 12.1％，反映本企業銷貨售價高，

有能力控制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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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資料來源 

1. http://www.d1xz.net/fsml/kyhs/art149188.aspx 

2. http://www.hokming.com/fengshui2017-2017-chicken-fengshui-mainpage.htm 

3. 麥玲玲，“2017 年雞年運程”。 

4. 大禪師風水，“家裡養什麼植物風水好呢”，二零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 

5. 匯泰龍家的網，“能在風水上有助健康運勢的植物”，二零一三年九月二十

五日。 

 

  

http://www.d1xz.net/fsml/kyhs/art149188.aspx
http://www.hokming.com/fengshui2017-2017-chicken-fengshui-mainpage.htm


22 
 

感想 

透過這份報告, 我真正體會到製作一份計劃書所需付出的心血與努力。從零開

始, 由鼓勵種植到與風水結合, 發揮創意, 讓植物成為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當中有很大的滿足感。另外, 這次的比賽讓我們懂得如何與組員一起相處, 若是

有不同意見時, 如何達成共識, 對於人際溝通技巧方面也有了很大的進步。完成

整份計劃書, 確實令我們獲益良多。 

 

 

 

 

 

 

 

 

 

  



23 
 

1.網站模擬圖 

 

2.網店模擬圖 

 

 

 

 

 

 

3.會議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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㈠第一次會議記錄 

  出席者：所有組員 

  日期：11/11/2016 

  時間：4pm-5pm 

  地點：學校課室 

  討論事項：介紹是次比賽的流程以及需要注意的事項。 

  下次開會日期：18/1/2017 

㈡第二次會議記錄 

  出席者：所有組員 

  日期：18/1/2017 

  時間：1pm-2pm 

  地點：學校課室 

  討論事項：mentor 來到學校，與我們討論關於製作計劃書的要點，例如格式

等等。我們也向他詢問了公司應該如何起名，如何運作等等。 

 下次開會日期：25/1/2017 

㈢第三次會議記錄 

  出席者：所有組員 

  日期：25/1/2017 

  時間：4pm-5pm 

  地點：學校課室 

  討論事項： 與我們的老師討論了我們的商業計劃是怎樣的，每位組員都提出 

了他寶貴的意見，最後總結出風水植物這個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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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開會日期：16/2/2017 

㈣ 第四次會議記錄 

   出席者：所有組員 

   日期：16/2/2017 

   時間：1:40pm-2pm 

   地點：學校課室 

   報告事項：商業計劃書已經完成，但有需要修改的地方。 

   討論事項：我們與老師對於如何修改商業計劃書，有了清晰的計劃，打算回

去進行修改。 

   下次開會日期：10/3/2017 

㈤第五次會議記錄 

   出席者：所有組員 

   日期：10/3/2016 

   時間：4-6pm 

   地點：學校課室 

   討論事項：經過第一次修改後，再與老師進行討論，改善產品部分。定下目

標要在 3 月 15 日前完成計劃書，交給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