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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屆和富千禧企業家精神計劃 - 商業計劃書 
Wofoo Millennium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me (MEP XVIII) – Business Proposal 

 

甲部－基本資料  

Part A - Basic Information 

組別編號：13 

Group No. : 13 
 

 

組員資料 Details of Group Member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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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李嘉穎 Lee Ka Wing  

2 陳幸姸 Chan Hang In 

3 陳麗華 Chan Lai Wa 

4 鄭蔚嵐 Cheng Wai Laam 

5 李臻穎 Li Chun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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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隊導師資料 Details of Team Advisor 

學校/機構名稱: 

School / Organization Name: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Kwok Tak Seng Catholic Secondary School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曾煥鈴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Tsang Woon Ling 

 

啟蒙導師資料 Details of Mentor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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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 創業計劃書 

Part B – Business Proposal  

第一部份：計劃摘要 (請用不多於 500 字簡介) 

Section I: Executive Summary (Not more than 500 words) 

 

計劃名稱是「回收雙機」。「雙機」代表一組「回收雙機」中有兩部回收機，分別回收玻璃瓶及紙

類物品。同時，「雙機」通諧音 「商機」，代表商業機遇。 

 

港人每日製造超過 9 千公噸垃圾，當中有不少均可以回收。本公司為了方便，將垃圾丟往垃圾桶裏

後，往往覺得與自己再沒有關係。可是香港人是否想過若干年後，香港的垃圾又何去何從呢?因此

本公司推出「回收雙機」令市民在日常生活中習慣回收， 提升回收箱的效用，推動綠色生活，舒緩

垃圾圍城的問題。除此之外，港府期望將環保文化融入全港市民的日常生活當中，從而達至惜物、

減廢的目標，與本公司產品的願景一致。近年政府致力發展環保產業及提倡環保，可見環保產業擁

有龐大發展空間，具有發展潛力。本公司期望能夠把握這個潛在商機，滿足市場需求。 

 

本公司會在各主要屋苑放置一組的「回收雙機」，然後會設置儲分計劃。市民和企業能自願參加這

個計劃及下載程式，系統會依照扔進回收箱廢物的重量來計分， 累計到一定的分數就會能兌換到商

品禮券。 

 

最後收集到的物品就會被壓碎，一部分會送到現有的再造商，另一部分會送外判工廠製作産品。例

如精緻紙品及玻璃飮管，透過本公司的網店及實體店銷售，為這些本視為垃圾的物品給予第二次生

命。 

 

 

第二部份：企業社會責任 

Section II: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ies 

 

(i) 社會問題及其嚴重性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Social problem and its seriousnes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在過去的 30 年間，港人的浪費不減反增。香港人的消耗型生活模式正在加重堆填區的負荷。都市

固體廢物總量增加近 80%，香港的堆填區將於 2020 年相繼爆滿，焚化設施及有機資源回收中心仍

在規劃階段一旦堆填區爆滿，香港將面臨垃圾無處容身的問題，垃圾只可儲存在社區内，會滋生蚊

蟲，影響社區環境和衛生及居住環境質素，因此香港急需為現時和未來的垃圾處理作好準備和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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劃，必需要從多方面解決問題。 

 

(ii) 解決方案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Solution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本公司透過和各機構合作，在屋苑各處張貼海報，在 youtube上播放宣傳片，提高市民的回收意

識，另外本公司會利用回收雙機，這部機會壓碎玻璃瓶，割碎紙張，紙皮等，本公司會把這些物品

送去紙張製作的廠商和玻璃瓶的廠商，環保團體，回收箱或者是手工製作家，驚醒市民和教育市民

環保意識，讓他們更注重環保，提高社區回收率，並帶動身邊的人齊來環保，舒緩現在的垃圾問

題，改善長遠的問題。 

 

 

(iii) 建議項目實踐伙伴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Agent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本公司會和環保團體合作。綠色力量關注廢物處置問題，曾在香港試行大規模回收紙包飲品盒，及

致力於提升市民環保意識。與本公司期望透過「回收雙機」提升市民的回收意識和提高社區回收率

的目標相同。 

 

另外，本公司也可與地球之友合作。地球之友自 2001 年起推行「衣物回收計劃」，旨在向大眾推

廣珍惜資源及減少廢物的訊息。藉著回收活動，帶來舒緩堆填區壓力、減少廢物等的實際效果，與

本公司的希望傳遞的訊息相同。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Section III: Details of Business 

(i) 產品/服務簡介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一組回收機有兩部主機， 分別收集玻璃樽及廢紙，而且本公司透過儲積分計劃，利用手機應用程式

和換領禮卷，吸引大眾把廢紙及玻璃瓶投入回收箱中， 經過回收箱檢測系統， 判斷其回收物品是

否合乎規格，成功通過檢測後，回收物會在回收機中被壓碎，成為紙碎和玻璃碎，之後定期被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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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司倉庫， 然後將紙碎和玻璃碎外判製作成精緻紙品和玻璃製品 : 例如玻璃吸管，生態盆栽等，

再轉賣給大眾。加上將玻璃碎售予再造商，從而獲取收益。 

 

＊ 設計圖請參照附件 

＊ 積分制度請參照附件 

 

 

 

(ii) 產品/服務優點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Advantages of Product / Service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這個「回收雙機」可直接將收回來的廢紙和玻璃樽壓碎，不需要等回收商把廢物收集及送到工場處

理，能夠減省繁複的處理程序，節省時間、金錢和處理的人手。 

 

也能夠推動綠色生活 ，本公司會以經濟誘因來吸引市民大眾把廢紙和廢玻璃樽投入回收箱中 ，市

民會將環保融入生活中，政府會更容易推行環保政策，同時舒緩現存問題。 

 

有部分市民本想實踐環保，但跟以物易物的回收服務時間不合，因而卻步。「回收雙機」能夠提供

24 小時回收服務，市民可以隨時賺取積分。 

 

 

 

 

 

 

 

(iii) 業務目標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Business Goa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回收雙機」的原意是要提升回收箱的效用，希望避免為堆填區製作更多廢物，由本公司開始實

踐，最終能夠源頭減廢，達到本公司的願景。在業務方面，因首年市民大眾的反應未必踴躍，目標

是收集到 108 噸廢紙和玻璃樽，其後再將數量逐漸增加。另外，本公司將推廣「回收雙機」，首年

會以沙田、荃灣區每區各六組「回收雙機」作為試驗點，一年後檢討並作出改善，期望五年後能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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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到全港十八區均有六組回收機，十年後能夠在各主要屋苑均設有「回收雙機」。 

 

 

＊ 首年沙田區「回收雙機」試驗點分佈地點請參照附件 

＊ 首年荃灣區「回收雙機」試驗點分佈地點請參照附件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i) 市場定位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Market Positioning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回收雙機」能夠減省所需的人手和時間，令公司的生產成本較低。加上本公司透過網店及實體店

能夠穩定地賺取利潤。因此本公司期望定位為回收再造業界的其中一間主要的從業者。由於市場上

早已有不同有關環保的產品 因此我們希望成為市場中的其中一個持分者研發更多不同的產品 

 

 

 

(ii) 主要顧客對象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Target Custome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本公司主要顧客對象有玻璃工廠，建築商，普羅大眾等。 

 

首先本公司會將玻璃碎賣給工廠，從而獲得利益。因為大部分工廠都需要這些原材料去製作一些玻

璃製品， 例如玻璃杯、玻璃窗等 ，而且香港對玻璃的需求量也很高 。本公司亦會把玻璃碎後期製

作成一些玻璃磚，再轉賣給建築商，因為在興建樓宇時，需要大量的玻璃磚。 

 

其次本公司會將廢紙和玻璃碎再造成 3D立體拼圖 ，牛皮卡紙，生態盆栽等的零售產品攞放於店鋪

內，售賣給普羅大眾， 從而獲取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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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競爭對手狀況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Competito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本公司的競爭對手分別有 ，傳統的回收箱，建築製造商和原材料供應商。 

傳統回收箱它在環保界佔了相當重要的地方，因為暫時全港只有它是用來收集癈物，可是傳統回收

箱面對住的問題是有人們的環保意識過低 大部分人 都不願意花時間將廢玻璃樽和廢紙投入回收箱

中。 

 

其次建築製造商因香港基建越來越多，所以對玻璃樽、玻璃窗等的需求量也越來越高，這些物料的

價格越來越高，所以他能從售賣這些物料中獲得相當高的利潤，所以對它們而言，香港是一個好好

的市場。但現時建築材料製造商越來越多，所以一些小型的建築材料製造商難以生存。 

原材料供應商（ 供應紙張，玻璃的供應商） 因為香港嘅需求量很大，所以他們不用為未來的發展

方向、拓展市場而憂心。 

 

 

(iv) 市場優勢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Marketing Advantage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現時香港回收商大多因成本較高而放棄從事回收業，我們的回收箱設有廢物檢測裝置、安全鎖、廿

四小時積分計劃及機內設有廢物壓碎器，能夠預先在機內處理好廢紙和玻璃樽，以減少後期工序，

能夠節省成本。加上，透過向市民收集廢紙和玻璃樽，能夠確保我們有穩定的廢料來源，不需要向

外購買原材料，減少生產成本。 

 

本公司會每兩個月或因應季節及節目等 ，至少推出一種不同的產品，確保產品對市民嘅新鮮度，對

市民而言會更加吸引，提升本公司的銷售額。 

加上我們無原材料的成本使能夠彌補回收服務的不足。因此本公司能更吸引大眾與節省成本，這成

為了我 

 

但回收箱機因此能夠減產咗所需的人手和時間 由於本公司的生產成本較低 能夠穩定地賺取的你 因

此我們 張市場定位定獲勝為回收業界的其中一間主要的業者由於市場上早已有不同有關環保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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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本公司希望成為市場中的其中一個持分者研發更多不同的產品 

 

 

(v) 營銷渠道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Sales Channe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本公司會以多元的銷售渠道，藉此減低蝕錢風險，因為損失的利潤可以透過其他方面的利潤填補。 

本公司會透過網絡主動與一些玻璃製造廠商洽商，鼓勵他們使用環保玻璃碎粒。並尋找建築公司，

鼓勵他們使用本公司收集回來的玻璃碎加工製成的玻璃磚進行建設。 

 

另外，本公司會外判製造工序，把紙碎和玻璃碎製作成多元化產品，包括傳統手工紙製環保掛飾及

3D紙拼圖等，以香港本土特色設計的產品為噱頭，透過社交媒體、網店及實體店進行銷售。 

 

 

         

 

 

 

 

 

(vi) 宣傳方法 (例：Facebook /上架費)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Promotion Method (e.g. Facebook / Listing Fee)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近年電視台單一化，電視節目不太受歡迎，加上播廣告的費用龐大。因應網絡媒體的興起，我們計

劃設立網頁和在 Facebook 刊登廣告，裏面包含我們的理念、積分計劃、處理程序等，以供市民更

清楚我們的業務。本公司將請一些 Youtuber 為我們的計劃作宣傳。透過新一代所熱衷的

Youtuber ，能擴闊計劃所涉及的年齡層。 

同時，本公司亦會於大廈內張貼海報，讓大眾知道計劃的存在及可回收物品的種類，避免將不能回

收的物品投入箱中。 

 

 

(vii) 銷售預測 (首三年)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Sales Projection (First 3 yea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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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預計首年會售出大部分由再造紙及再造玻璃所再造出的貨品 (如下列【每月收入】)，每月收

得為$162880，全年$1954560。 

第二年將擴充多三區實行此回收計劃，因而增加回收量，從而增加收入，預測所得收入為每月

$325760，全年為$3909120。 

第三年將再擴充多三區實行此回收計劃，亦增加了回收量，使其增加收入，預測所得收入為每月

$48864 ，全年為$5863680。 

 

 

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Section V: Finance (with Cost Breakdown) 

(i) 公司成立成本  

 Startup Cost  

商業登記證 (三年證 ) : $5950 

 

申請化學廢物處置牌照 - 條例第 21(1) : $19270 

                                     - 條例第 21(2) : $29820 

 

登記成為有限公司 : $1720 

 

租用共享工作間(加按金) : $6000 

 

環保箱連工包料 : $3000/1, 共 12 個 = $36000 

 

儲積分 apps 上架費(google play store - 一次性) : $196.2 

                       

公司備用應急基金 ：$100000 

 

店鋪傢俬 : $20000                                                               合共 : $218956.2 

(ii) 預計每月支出 

 Expected Monthly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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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租金 : 九龍灣共享工作空間 $2100 

➔ 提供有線及無線上網、商業註冊地址、電子顯示公司註冊登記、郵箱及收件服務、 

           冷氣,茶水間及會議室租用及獨立 2 字頭電話缐 

 

公司職員工資(底薪) :一名行政助理 - $11000 

                                 一名維修員 - $10000 

                                 三名技術研發人員 - $13000 x3 = $39000 

                                 二名設計師兼巿場助理 - $13000 x2 =$26000   

➔ 強積金 : $4300 

 

廣告(Youtube,Facebook)1 : $3000                 

 

倉庫租賃(時昌迷你倉 - 葵興 85 平方呎) : $1300 

 

勞工保險: $ 185 

 

辦公用品 : $100 

 

輔料 : $5,000 

 

店鋪 : 西九龍中心 - 蘋果商場七樓 100呎：$4000 

 
電費：$20 

 

物流運送服務 - Lalamove : $1000  

➔ 採用合作方式 

➔ 收集全港回收箱中的廢料 

 

外判製作產品 : $20000 

 

儲積分 apps 上架費( iOS ) : $777 

                                                                         合共 : $127782 

(iii) 預計收入  

 Expected Income 

                                                                    
1 按觀看次數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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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磚 ($4.5/1) :  $4.5x2860= $12870 

 

零售 : 

 

生態盆栽 ($35/1) : $35x250= $8750 

 

玻璃吸管 ($3/1) : $3x150= $450          

 

3D紙拼圖 ($28/1) : $28x400= $11200 

 

平面拼圖- - - 500 塊 ($30/1)= $30x250= $7500 

               - - -100 塊 ($60/1)= $60x300= $18000 

 

形狀紙 ($10/1 包) : $10x300= $3000 

 

牛皮卡紙($3/1) : $3x300= $900                                 

 

包裝盒--- 20/20/6.5 cm($10/1) : $10x200= $2000 

           --- 18/18/18 cm($15/1) : $15x150= $2250 

           ---  20/9/9 cm ($8/1) : $8x200= $1600 

賀卡 (可揭)--- 10x6cm ($3/1) : $3x200= $600 

       --- 15x10cm ($8/1) : $8x250= $2000 

                 --- 20x15cm ($12/1) : $12x250= $3000 

 

筆記本/記事本(三十頁) ---20x15cm (15/1) : $15x250= $3750 

                  (一百二十頁) ---20x15cm ($60/1) : $60x220= $13200 

 

傳統手工紙製環保掛飾--- 約 15/15/20 cm ($50/1) : $50x150= $7500 

 

小型紙擺設- - -約 10x10x10cm ($15/1) : $15x250= $37501 

 

信封- - -8x10.5cm ($3/10) : $3x120= $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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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10.5x15.5cm ($5/20) : $5x160= $800 

       - - -12.5x20.5cm ($6/20) : $6x150= $900 

 

信紙- - -7.5x10cm ($5/10) : $5x200=$1000 

       - - -10x15cm ($6/10) : $6x200= $1200 

       - - -12x20cm ($8/10) : $8x200= $1600 

       - - -20x30cm ($12/10) : $12x200= $2400 

 

紙袋- - -15x8x20cm ($5/1) : $5x200= $1000 

       - - - 20x8x30cm ($10/1)：$10x200= $2000 

 

儲物箱- - -25x37x32 ($70/1)：$70x120= $8400 

           - - -25x37x16 ($40/1) : $40x120= $4800 

 

文件格- - -10x27x36 ($10/1) : $10x150= $1500 

 

文件箱-平形- - -10x32x25 ($10/1) : $10x70= $700 

 

便條紙(分別四色)- - -8x8cm x100 張 ($10/1) : $10x400= 4000 

 

再造紙- - -A4 ($10/120 張) ：$10x650= $6500 

           - - -A4 ($30/500 張) ：$30x900= $27000 

 

 

➔ 包裝 : 用再造紙製成的紙袋/紙箱 

  

                               合共 : $162880 /月  ,   $1954560/年 

 

 

 

(iv) 集資來源 

 Funding Sources 

政府基金 (中小企業發展支援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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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可獲基金資助 500 萬元或該項目獲批經費的 90% 

- 包消耗品、外聘顧問、製作及推廣項目成果、交通的費用 

 

股東個人資金 

 

 

 

(v) 三年財務預測  

 Financial Projection in 3 years 

＊  詳情請參照附件 

 

 

 

 

 

 

第七部份：風險管理 （請列舉營運期間可能面對的風險及相關應變計劃） 

Section VII: Risks Management (Predicted risks and respective contingency plans) 

每間公司都會有它營運的風險，而每項新推出的產品亦有其所存在的風險，為了減低風險，我們將

估算風險並擬定解決方案。 

 

首先，市民不踴躍參與回收計劃。本公司的計劃是主要靠市民的回收來營運的，若損失了再造廢棄

物的來源，無疑為營運帶來了巨大的衝擊。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本公司設立了電子儲分制度，大眾

可透過回收物品以獲取積分，換取生活用品，以吸引市民支持，提高回收積極性。同時，隨著近年

環保問題備受關注，本公司相信支持回收活動的人數只會有增無減，相信回收量不成問題。 

 

第二，售賣原材料所得之款項不足以應付日常開銷。由於原材料的出售價錢一般較低，而研發、存

倉、運輸等須要龐大成本，若入不敷支，將導致營運不效。為此，本公司會擴大銷售對象和銷售渠

道，嘗試從多方面獲取利潤，獲得更多元化的收入來源。 

 

其次，技術有被抄襲、盜用的可能性。為了避免將來被抄襲的可能性，本公司會為此技術向政府申

請專利，以防他人盜用技術或產品，成為競爭對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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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員工在工作期間發生意外。在工作期間，本公司的員工有可能會在工作期間發生意外，為了

讓員工在意外發生後仍能夠維持生活，讓他們在傷口更重返公司工作，因此我們會為員工購買勞工

保險， 使他們有更佳的工作保障，並提升對公司的歸屬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