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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摘要  

引言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視障人士約為人口的百分之一，就以香港有約七百萬人
之人口推算，視障人士約已有七萬多人。他們往往在社會中都會受到眾人歧視和冷
眼，生活不但不便捷而目也會令他們十分難堪，從而感到自己在社會中無法立足、
失去價值。 因此為了應對這個問題，我們將會介紹由足智多謀所研發的智能白杖 
Smart Stick，從功能、效能、財政等等方面作出分析，希望能夠為視障人士在
「行」的方便有所幫助。 

行政摘要 
現今給予視障人士的資源還不夠完備，再加上科技發展就能夠給予我們機會去實踐
這一個商品。然而現今在市面上亦有些公司會有這推行這產品一方面的考慮，但從
未推行，因此我們會捷足先登用較低成本和較平民化的價錢來推出這個智能首仗。
雖然在未來這一個產品必定有很多的競爭對手，但我們會憑着多功能、實用和具吸
引的價錢，相信比起其他商品公司會更有吸引力，會處於優勢。推行智能手仗的初
期，我們公司可能要更多資源在宣傳方面，令更多人知道智能手仗的存在，收支或
許會不平衡，虧損問題容易出現。相信公司會逐漸走上軌道，銷售額會逐漸上升和
成本形成正比。所以相信來年就算有其他競爭對手出現也會有平隱利潤。 

除此之外，我們亦會： 

公司簡介 
足智多謀有限公司 

理念：「幫助視障人士，締造共融社會」 

● 「足智」意思是要利用我們所研的智能手杖令視障人士更方便地走動。倘若
他們解決了生活上的不便，他們的生活便會更加順暢，達到了「多謀」。 

● 足智多謀是一間主要傾向幫助視障人士的企業，主要以智能手杖為基礎，並
推出新功能以賺取更多的利潤和幫助更多的視障人士。希望透過優化白杖功
能，大大改善視障人士的生活，我們亦會提供維修工程、諮詢等工作，希望
產品可以減輕他們的不便。  

● 透過使用Smart Stick，便能幫助視障人士適應生活，令更多人知道智能手杖
的運作和存在，同時提升大眾對視障人士的關注和愛護，推廣互愛互助的風
氣，從而宣揚共融社會和建立無障礙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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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社會責任 

(i) 社會問題及其嚴重性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視障人士約為人口的百分之一，而香港約有 174,800位
視障人士，佔總人口 2.4 %。在日常生活中，盲人雖然可以依賴白杖，但也會有所
不便，以致有幾個普遍的問題例如打到路人、走樓梯時來不及反應等等，有時會因
商場無障礙設施不夠完備，令到他們行動時遇到危險的風險增加。這些都會令市民
對視障人士產生不同的誤會，甚至對他們戴有有色眼鏡。除了對路人造成阻礙，他
們也有可能因為不能看到前方而造成種種意外，嚴重的會導致死亡。現時社會上輔
助他們行動的只有引路徑、點字牌和白杖，只有開引道路的效能，不能非常有效地
為他們提供生活所需，例如方向的定位，使他們未能安全和方便地行動。 

(ii) 解決方案 

 
失明人士的需要誠然是不容忽視的，他們雖然身體有缺陷，但也有權力去享受一個
跟普通人一樣的生活。為了令他們有更多的協助配合生活所需，一個更新穎、更多
功能的白杖是必須的。視障人士在街上需要較直接的導航而不是拿智能電話出來然
後折騰一翻才能得到方向指示。這不但浪費時間也浪費體力。因此，我們將普通白
杖改良為Smart Stick，功能包括用雷達偵測附近室內外的障礙物或樓梯、接聽電話
及自動伸縮等，優化後將能顯著便利視障人士，減少他們在生活上遇到的不便，例
如減少上落樓梯時不慎受傷的機會。 
 

(iii) 建議項目實踐伙伴  
 
由於今次的項目對象為視障人士，我們希望籍此吸引到一些盲人機構例如香港盲人
輔導會、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等等，令我們的產品能夠進入市場，靈活運用於盲人生
活中，好讓他們能夠有更便利的生活，所以我們選擇了路德會石硤尾失明者中心作
為計劃的實踐伙伴。希望他們能讓我們在中心設置Smart Stick專櫃作售賣的用途，
同時亦讓我們在中心舉行講座以宣傳產品。除此之外，我們所製造的白杖要有效地
運用也會全賴一些商場的支持。由於GPS現階段能靈活運用於室內之中，而失明人
士人也會選擇到室內活動，若成功令商場成為我們的合作伙伴必定能使這智能白杖
更加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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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資料 

(i) 產品/服務簡介 
 
我們的產品是叫Smart Stick，是改造於普通的白仗，令到失明人士的不便或其他的
安全問題得以改善。Smart Stick分有核心功能和增潤功能。 
 
核心功能： 
 

1. 室內立體定位及平路感應器 
透過在Smart Stick 內置三塊GPS晶片，可以使失明人士到達商場後連接到其樓層
及建築平面圖 (Floor Plan) ，當失明人士前方一至兩米內有扶手電梯、樓梯時，
Smart Stick上的震動器會震動數下，以提醒他們。 
平路感應器是沿用雷射掃描差距定位技術中的地面雷射掃描儀，用於室外，在沒有
Floor Plan的協助下，也可以在斜路、凹凸不平的地方或樓梯附近對失明人士作出
提醒，使他們行動得更安全。 
 
   2. 障礙物偵測功能 
Smart Stick 內置 sensor ，可以透過紅外線掃射，偵測近至半米內遠至四米的人，
若在半米內有人，會長期以相同頻率震動，以讓他們知道身近有人，揮動手仗時要
加倍小心。 
Sensor 亦內置雷射掃描器，在兩米內若偵測到障礙物，會因應距離遠近而發出相對
震動的頻率。 
 
   3. 出口提醒裝置 
由於商場內設置多於一個的出入口，而且失明人士不清楚他們身處的出入口是否他
們進入商場時的那一個，迷路的機會甚大，所以我們這個功能是為了針對這問題而
設計。當他們進入商場時，就會根據我們以上的核心功能一所述，連接到商場的
Floor Plan，然後會對他們進入商場的出入口記存在系統中。當他們再經過那地方
時，就會響幾聲，令到他們知道自己回到了同一個出入口的地方。 
 

增潤功能： 
 

1. 藍牙裝置  
為減少視障人士的不便，他們可以選擇把Smart Stick的藍牙裝置與他們手提電話和
藍牙可通話耳機連接，在電話響起時輕掃Smart Stick側旁，以接聽電話。這使他們
更方便，不用手忙腳亂。 
此外，可以配合核心功能三，當用家經過紀錄在系統中的出入口時，而他們有配戴
藍牙耳機，就可以經過這裝置透過用「東南西北」的字眼告訴他們出入口的具體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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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PERSONALIZE 自動調節功能 
對於失明人士來說，若他們的手杖能因環境的轉變而作出調整，更能幫助他們生活
，才能使手杖發揮它們最大的作用。在手杖中分別有兩個按鈕，而按鈕上分別有不
同的凹凸圖案，標示伸長或縮短手杖。當使用者想調整手杖的長度只需輕輕按一按
便得以如願以償，更有效地幫助他們面對日常不同的環境。 
 
    3. 靈活設計 
Smart Stick 的用戶對象不只侷限於患有眼疾的人，還可以成為一般人生活的好幫
手。由於它的多功能設備是由多組硬件組成，若眾多失明人士已擁有一支，並不需
要再作購買。smart stick便可以調整其設計，取出幫助失明人士的硬件，加置幫助
一般人的設備，如在尾部加置傘子，配合伸縮功能，縮短手杖後成為柄子，或加上
鈎扣變成晾衣杆。 

(ii) 產品/服務優點 
 
我們目標是解決失明人士最基本的生活所需，雖然市面上一些的白仗也有GPS定
位功能，但smart stick有別於普通白仗的地方，就是用GPS的目的。普通白仗用
GPS只是為了讓他們和他們的家人知道自己的位置，可是smart stick除了有以上
功能外，還可以透過取得商場的樓層及建築平面圖 (Floor Plan) 而偵測斜路、凹
凸不平的地方或樓梯，使他們行動更為安全。 
第二，即使配有很多功能，smart stick相比其他有相關功能的產品仍會是更輕盈
，不會加重用家的負擔。 
第三，失明人士所依賴的白仗只會給他們開引導路，Smart Stick的功能設計給他
們提供了具體的出入口方向，減省他們用來尋找的時間，亦可以避免摸讀點字地
圖出錯的機會。 
第四，smart stick有分核心功能和增潤功能，可以讓用家自己決定要不要啟動增
潤功能。我們明白失明人士因看不到東西而靠聽覺多加留意身邊四周的環境，所
以我們核心的功能不會是必須配合藍牙耳機才可以用。這一個設計只是讓他們有
更多的選擇。 
最後，為了使更多人可以受惠於我們的產品，特別加設了可以給普羅大眾用的設計
，只要作少許改動並配合伸縮功能，便可以改裝成為家庭用品，成為生活好幫手。 

(iii) 業務目標及未來計劃 
目標： 

● 與主要投資者或客戶的業務關係不會發生重大變動 
● 財政資源會足夠滿足計劃內的資本支出和業務發展需求，即是收支與支出得

到平衡 
● 擴大客戶基礎 
● 提升軟件開發能力 

 
為了達到這些目標，我們將會在未來實行一系例的計劃，詳情如下： 
 

● 持續鞏固：由於我們現在所研發的smart stick或許還有很多缺陷，有進步的空
間，今次我們在未來為了得到更多的利潤，就必須要進行鞏固工程，例如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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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功能、將現有的功能改良，令它變得更穩固、快捷。除了在智能手掌上進
行改良，在銷售計劃上仍要出一分力，我們必須吸引更多顧客，令廣大市民
認識我們的Smart Stick。若有更多機會，我們亦會願意將Smart Stick 推廣到
內地至海外，令世界各地的視障人士或傷殘人士都能夠使用。 

 
● 擴充市場：《足智多謀》這公司是獨資經營的，所以在很多方面都未能有能

力做到，而且又也會缺乏競爭力。所以我們必須要找一些拍檔公司，例如是
主力攻打視障人士市場的，這樣我們就有更多資金和知識顧問來增值我們智
能手杖的功能。除此之外，我們在未來亦會推出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
令購買Smart Stick的顧客可以得以擴充，由視障人士到傷殘人士再到健全人
士，這樣才能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下生存下去。 

 
● 拓展及加強銷售網絡和營銷力度：如果要爭取更多利潤，我們首先要你更多

人認識《足智多謀》，所以宣傳是十分重要的。我們必須要得到更多途徑去
宣傳我們的產品，加強銷售網絡。有時候還可以推出一些優惠或其他好處來
吸引更多顧客。贊助商對我們來說也是十分重要的皆因我們的成本十分高而
售價則不能那麼昂貴，所以我們要將功能做到最好令更多合作公司對我們產

生興趣，提高營銷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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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銷及市場策略 

(i) 市場定位 
 

            市場                             對手特點                            Smart Stick 的優勢 

製造一般手杖的公司 
如：弘穎塑膠股份有
限公司 

他們主要以手杖精美的外
觀，輕盈和不同尺寸為銷
賣點，並沒有加設任何裝
備去便利失明人士的日常
生活。 

Smart stick有別於普通白
仗，擁有室內立體定位及
平路感應器，障礙物偵測
儀器，出口提醒裝置，藍
牙裝置等多功能設備，與
普通的白杖相比高下立
見。 
 

製造手杖擁有GPS功
能或其他功能的公司 
如：Phys.org 

他們所製造的手杖都會內

置GPS模塊，甚至具有人臉
識別功能（i.e. XploR），
有別於一般的普通手杖。
為了控制手杖的重量和賺
取更多的利潤，這些產品
的功能最多也不超於兩個
，售價也設在一個較高的
位置。  
 

Smart stick不僅內設多個功能
，設計輕盈，價格合理，其設
計的靈活性也讓手杖的功能能
隨時作出改動，增添功能。它
的顧客對象也不僅僅局限於失
明人士，產品的市場比這些公
司也因此倍增。 

 

由此可見，Smart stick 的特別設計讓其在市場佔有優勢，不但能拓展消費市場，比
現有的手杖還更具吸引力，得到商家的投資機率十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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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主要顧客對象 
 

● 視障人士 

1）醫學分類： 

弱視  失明 

嚴重弱視 - 矯正後最佳視力的眼睛

視敏度由 3/60 至 6/60，視野正

常。 
中度弱視 - 矯正後最佳視力的眼睛

不多於視敏度 6/24。 
輕度弱視 - 矯正後最佳視力的眼睛

不多於視敏度 6/18。 

矯正後最佳視力的眼睛不多於視敏

度 3/60；或多於視敏度 6/60，但
視野少於 20 度。 

 

2）時間分類： 

先天  後天 

視覺因先天原因受損，如先天白內

障、德國麻疹或遺傳性疾病所引

起。 
由於出現時間較長，大多已能適應

視力帶來的限制。 

視覺因後天原因受損，如後天意

外、視神經受損或退化性疾病所引

起。 
由於出現時間較短，需要較長時間

適應視力帶來的挑戰。 

 
● 社福機構  

例如：香港盲人輔導協會 
 

● 大眾市民和老人家 
對於一般的大眾市民來說，由於Smart Stick 設計十分靈活，硬件可以隨時拆下或加
置，使smart stick成為市民的生活小工具，大大增加手杖的效能。 
而smart stick 本身設有GPS定位功能，不僅能讓老人的家人隨時知道他們的去向，
減低他們失蹤的機會。若老人的聽力正常，他們也能靠手杖尋找不同道路、地方，
對於記憶功能退化的他們提供了極大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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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競爭對手狀況  
至目前為止，大多數產品只著重於研發超聲相控陣、面部識別、GPS定位的
準確性等。而因優化過程過於繁複，需要用到大量硬件，使拐杖重量倍增，
大大減低用家的使用意欲，因此有很多產品仍在研發的階段。至於在市面上
一般的白杖並沒有加設其他功能，雖然在價格合理的範圍內，可是手杖最多
也只有室外GPS定位功能，沒有和我們有完全相同的功能。因此，我們此刻
在市場上並沒有直接的競爭對手。 

 

(iv) 市場優勢  
公司所推出的產品的功能十分適合視障人士，主要崇尚新穎和便利。此外雖
然我們在初期收支會不平衡所以智能首張會偏向昂貴，但當情況穩定後，我
們將會減低價錢，以價錢和功能戰勝其他競爭對手。此外我們在質素這方面
亦不會虧待，我們會主張就算成本昂貴也會用較可靠的物料，絕不會將其他
指着於利潤的公司，偷工減料，以確保使用家的安全。相信在安全這一點，
我們亦會比其他競爭對手處於優勢。另外，基於Smart stick 的靈活設計，它
的銷售對象不只失明人士，還有一般的市民，大大擴展了它的市場。 

(v) SWOT 分析  
優勢（Strength) 

● 操作簡單易上手 
● 功能繁多 
● 設計靈活 

弱項（Weakness) 
● 資金來源少，經驗不足 
● 公司知名度低 
● 成本效益低 

 
 

機會（Opportunities) 
● 市面上沒有類似產品，發展潛力

大 
● 多元化的宣傳伎倆 
● 擴大銷售對象 

 

危機 (Threats) 
● 競爭對手的出現 
● 沒有參考對照，不知大眾的接受

程度 
● 銷售對象不廣／單一 

 
 
 
 
 
 
 
 
 

11 

 



 

優勢 Strength 
－操作簡單易上手：Smart Stick的功能豐富但設計簡單，而且亦會配有精簡的說明
書供用家使用（失明人士的朋友能協助閱讀並教導他們，長時間研發可以出一本點
字的說明書供視障人士閱讀），加上手杖與普通白杖的設計類近，因此容易上手。 
 
－功能繁多：現今的視障人士雖然有不同設備例如引路徑和手杖等輔佐，但生活還
有許多不便，而我們公司所設計的Smart Stick優化了普通白杖的功能，改善了他們
的生活。以室內立體定位及平路感應器和障礙物偵測功能為例，多功能的Smart 
Stick便利了視障人士的日常生活。 

 
－設計靈活：Smart Stick 的最大賣點不僅是它的多功能設計，而是設計的靈活性。
假如大部分的失明人士已擁有一支，市場的需求量將會達至飽和。而這時Smart 
stick的設計就可以稍作改動，把平路感應器和障礙物偵測功能從手杖移走，在杖尾
部分加設雨傘設備和防滑墊子，讓一般普羅大眾甚至老人也可以享用Smart Stick帶
給他們生活的便利。 

 
 

弱項 Weakness  
－資金來源少，經驗不足：《足智多謀》是初創企業，在開辦公司初期， 有甚少人
會認識我們，亦因初上市的緣故，大眾未能對我們的前境建立信心。投資智能手杖
的商界亦不多，令到難以集資，自資是必然的。加上當市民對智能手杖的認識度不
高時，他們未必購買產品，公司便有機會自負盈虧。此外由於我們未有銷售白杖的
累積經驗，對很多銷售策略亦有所不解，經驗不足，需要一步一步嘗試，循序漸進
，以吸引更多投資者和顧客。 
 
－公司知名度低：正如上述所說，《足智多謀》為初創企業，開業初期甚少有人知
道，因此會大力宣傳以吸引客戶。  

 
－成本效益低：智能手杖為高科技產品，因而需要大量電子零件，例如GPS晶片、
震動器、雷射掃描儀、藍牙等等，而這些產品在市面上價格都需一定價錢，令製作
成本大大增加。然而，在市場上，一般白杖的價錢是低於＄100的，因此成本效益
便是我們其中一個要針對的問題，這樣才能使收支平衡或賺取利潤。  

 
機會 Opportunities 
－市面上沒有類似產品，發展潛力大：製作智能手杖為新興產業，因此潛力大。因
此若推出後業績可觀，日後或許能作出改良，吸引更多的顧客，有助公司的發展。 
 
－多元化的宣傳伎倆 e.g. 網絡、廣告、實體：公司其中一個挑戰就是人際網絡不夠

廣，所以我們必須多元化地宣傳。我們能夠透過網絡社交平台例如
instagram,Facebook等等來推廣產品。除此之外，我們亦能透過社福機構（例如盲
人協會）來向更多視障人士介紹產品，聘請專業人士舉行講座，令更多人認識智能
手杖。透過網上宣傳和實體廣告，提升產品的曝光率，以達致宣傳效果。 
 
－擴大銷售對象 e.g. 老人或行動不便的傷殘人士：產品的主要對象為視障人士，但
現在通用設計(universal design)開始普及，我們也要與時並進，將智能手杖推廣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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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不同對象，就如老人家或行動不便的傷殘人士。我們能為手杖增加不同的功能
，令老人家或傷殘人士能夠將改良的手杖化成一個拐杖，例如將手杖優化為拐杖，
有利於他們日常生活。而我們擴大銷售對象後，便能在市場上立足而且具有競爭力
，有助公司長遠的發展。 
 
危機 Threats  
- 競爭對手的出現：目前市面上要推出這類型的競爭對手(直接或潛在）愈來愈多，
他們的產品皆有類似功能，例如能夠辨認失明人士的位置。因此在長遠方面而言，
我們公司的智能手杖會面對種種的考驗，例如市場被壟斷、發展機會低。　

 
－沒有參考對照，不知大眾的接受程度：我們大部份的視障人士都屬於老人家，而
老人家的思想比較傳統，不願接受新事物因此我們對大眾的接受程度我會有所疑惑
，從而耽誤了研發的工作。此外，我們公司的智能手杖的功能是獨有的，從來沒有
人將他們研發過、或製造過，因此我們沒有前車之鑑，對我們的研發增加困難。 

 
－銷售對象不廣／單一，只針對視障人士：到現時，《足智多謀》的智能手杖只針
對視障人士，並不是廣大市民，而現在的視障人士人口約有170000人， 加上醫療
科技日漸進步，智能手杖很容易被淘汰。因此，公司會擴大銷售網絡，以助長遠發
展。  

(vi) 宣傳方法／營銷渠道  
 

1. 在社區中心和盲人輔導中心舉行講座及工作坊 
透過以上方法講解產品的好處和其使用方法，以讓失明人士更了解Smart Stick。基
於失明人士不能看見實物，會設有試用的環節，透過工作人員的協助下，讓他們當
場嘗試使用，親自使用會令他們建立對Smart Stick的信心，而且可以即時發問有關
使用Smart Stick的問題。此外，會邀請用家講述他使用Smart Stick的感覺及正面評
價，以吸引其他失明人士嘗試使用。 
  
2.  透過互聯網 
現今科技發達，為配合人們的生活習慣，在社交網站例如Instagram和Facebook刊
登有關Smart Stick的廣告，可以增加其知名度，除可以提升大眾對失明人士的關注
度，亦可以讓有失明人士的家庭留意相關資訊。這宣傳方法成本較低而且所覆蓋的
範圍較廣。 
 
3. 在醫院的眼科部門、社區中心以及盲人輔導會的壁報上張貼宣傳海報 
有不少失明人士在剛知道自己再也看不見時定必會頓時感到徬徨和無助，而前往醫
院和民間的社區中心會成為他們和家人的日常事務。在相應區域張貼Smart stick的
海報不僅能向更多無助的患者家屬提供幫助，提供一個更好選擇，也能藉此提高
Smart stick的知名度，使smart stick在民間更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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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銷售預測 (首三年)  
 

在眾多拐杖產品中，Smart Stick有比較新穎的功能，對用家來說具有實用價值和新
鮮感，因此產品在首兩年會掀起一陣熱潮，失明人士對Smart Stick需求量很大，銷
售量也因而急升。但由於smart stick的定價比市面的一般拐杖多出幾倍、只針對一
定對象銷售，而且這是耐用的產品，預測在售賣熱潮過後，大眾對smart stick的需
求可能會有明顯的下降。但相信有了首年大力宣傳的效果後，便漸漸得到群眾的接
納和認同，若能定期更新產品的功能，保持其新鮮感，增加產品的普遍性，此產品
的銷售量在熱潮後亦會平穩上升。 

財務 
 

(i) 公司成立成本 
 
項目 細項 金額（$） 

公司登記規費*  ＄2,250 

會計師事務所代辦費及帳
務處理費 

 ＄10,000 

工場租金 （首三個月） 生產Smart Stick的地方 $ 12,000 

產品版權申請費用 Smart Stick $ 1,000 

開辦費 裝潢費、租押金、設備及器材、
雜費、辦公室租金（包括按金）
等 

＄1,030,000 

倉庫租金（首三個月） 儲存Smart Stick貨品 $ 6,000 

總和  $ 1,061,250 
*參考 稅務局商業登記費及徵費收費表     
 
 
 
 
 

 

(ii) 預計每月支出 

項目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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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租金（辦公室、倉庫、工場、專櫃
租借費用） 

$42,000 

人事成本 $80,000 

水電費 $15,000 

原物料費 $30,000 

其他雜費 (維修） $5,000 

總和 $172,000 

 

(iii) 預計收入 
假設每枝Smart Stick可賣$500 

 
**1季=6個月** 

第一年： 預計可以售賣7700枝 
- 收入為$3850000 

第二年：預計可以售賣7300枝 
- 收入為$3650000 

第三年：預計可以售賣7300枝 
- 收入為$3650000 

 
(iv) 集資來源 
 

四位股東的資本 $500,000 x 4 = $2,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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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者 $500,000 x 2 = $1,000,000 

申請政府資助基金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  
(社創基金) ，希望可以得到3個月的
資助 

= $1,500,000 

總和  $4,500,000 
 
 

(v) 三年財務預測 
足智多謀有限公司 

損益表 
截至2019, 2020, 2021年12月31號 

 

 2019（＄） 2020（＄） 2021（＄） 

銷貨 3850000 3650000 3650000 

減:銷貨成本 — — － 

期初存貨 — 50000 70000 

加：購貨 500000 600000 500000 

減： 期末存貨 50000 70000 130000 

毛利 3300000 3070000 3210000 

    

減：營運開支    

       原材料費 360000 380000 380000 

       租金 504000 506000 510000 

       薪金 960000 980000 990000 

       水電費 180000 200000 210000 

       雜費 60000 70000 70000 

       公司創立成本 1061250 — — 

     宣傳和推廣費＊ 200000 300000 300000 

稅前 （25250） 634000 750000 

     稅項（15%） — — 1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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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後 （25250） 634000 637500 

    

＊宣傳費按年計 
 

財務分析 
毛利率 
2019：3300000/3850000 x 100% ＝ 85.7% 
2020 : 3070000/3650000 x 100% ＝ 84.1% 
2021：3210000/3650000 x 100% ＝ 88.0％ 
 
銷售淨利率  
2019：（25250）／3850000 x 100% ＝ －0.66% 
2020：634000/3650000 x 100% ＝ 17.4% 
2021 : 637500/3650000 x 100% ＝ 17.5% 
 
本企業的毛利率有上升的趨勢，可見隨著業務擴大，Smart Stick的銷售量上升，自
然銷貨上升。在第一年，由於公司知名度不廣，公司未能收支平衡。後來透過各種
宣傳伎倆以增加產品曝光率，知名度上升，吸引大眾購買產品，銷貨因而上升。 
本企業的銷售淨利率亦有上升的趨勢，由2019年的-0.66%上升至2020年及2021年
的17%，上升了共18%，可見公司在控制營運開支的能力有顯著的改善，慢慢可以
控制營運開支，使其更平穩。 
 
公司架構圖

 
註解： 
人力資源 

- 工場：工人、管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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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人員、維修人員、推銷員、客務服務員 
- 行政部：會計、文員 

外務部 
- 外務人員：與供應商保持良好的關係 

風險管理 
 

1. 採購成本：如果供貨商突然大幅度提高供貨價格，如GPS晶片價格上升，則
會導致經營成本的提高，競爭能力下降。 

➔ 解決方案：選擇與多個供應商合作，防止供應商突然加價或貨品數量不足。 
 

2. 顧客的評價：如果顧客對產品中的功能有任何不滿會社區中心直接反映，容
易導致產品信譽及名聲受損，使用smart stick的顧客也會有所下降，導致顧客
流失。 

➔ 解決方案：加強與顧客的聯繫和溝通，如果對產品有任何疑問，可以透過社
區中心直接向本公司提出，並定期收取顧客對smart stick 的評價，以便公司
作出修改方案。 

 
3. 專利版權遭竊：在市面上的拐杖設計大同小異，新穎的功能很快就會被抄襲

，使產品利益受損。 
➔ 解決方案：Smart stick的獨有設計和功能會在上市前先申請專利權。而為了

保持產品的質素，本公司會定期研發新功能，進行種種優化。即使遭到抄襲
，也能保持正版產品擁有最完善的配套，保持在市場上的優勢。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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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也未曾聽說過，因此未能吸引市民購買。可是，因為要在商場裝相關的設
備，開支較大，令到利潤少，甚至會導致入不敷支。 

➔ 解決方案：在各個社區活動或商場設置體驗工作坊，以多宣傳，打響其知名
度為首個目標。藉此希望能讓更投資者和商家對smart stick 加深認識，更感
興趣，從而尋找更多投資商機。 

 
 

總結 
 
總括而言，雖然《足智多謀》是一個小規模的公司，但是我們有最新穎和方便視障
人士的功能，必定能從眾多競爭對手中脫穎而出。此外我們亦有多種銷售策略，令
更多人能夠認識到我們公司，也令我們在未來日子中能夠賺取更多的利潤。我公司
雖然在初期業績不會如此理想，但我們會透過改良產品、銷售策略等等，令公司的
前景一片光明，也能達到公司的目標。無論如何，我們公司除了賺取利潤外，也希
望可以滿足到當初的理念—幫助視障人士，締做共融社會，令更多人會關注和愛護
視障人士，而是將人士亦能有更舒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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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失明人協進會  
http://www.hkbu.org.hk/b5_knowledge1.php  
 
認識視障人士 
http://cyberable.swd.gov.hk/b5/tips/tips5_27012003_1.html  
 
 
 
香港特別行政區 香港福利署 
https://www.swd.gov.hk/tc/index/site_pubsvc/page_rehab/sub_listofserv/id_jcitspvi
/ 
 
稅務局商業登記費及徵費收費表 
https://www.ird.gov.hk/chi/pdf/brfee_table.pdf  
 
Phys.org news 
http://www.sensorexpert.com.cn/Article/daiGPSmokuaideguaizh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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