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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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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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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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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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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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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南中學

中文姓名: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李志昌

英文姓名: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LI CHI CHEONG

啟蒙導師資料 Details of Mentor
中文姓名: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陳智健

英文姓名: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IVAN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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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 創業計劃
創業計劃書
計劃書
Part B – Business Proposal
第一部份：
請用不多於 500 字簡介)
第一部份：計劃摘要 (請用不多於
字簡介
Section I: Executive Summary (Not more than 500 words)

香港貧窮問題持續，食物浪費問題亦加重，許多機構都為幫助貧窮人士而盡一份
微薄之力，同時也有許多機構為減少食物浪費而進行一系列綠色活動。可見節約食物，
解決貧窮人士溫飽問題等已是現今社會引人注目的議題。
隨著共享經濟的熱潮出現，世界上不少地方已經出現了共享冰箱，以幫助有需要
的人士。例如西班牙、中國大陸的珠海、北京、四川等地都已有不少團體在推行這項
有意義的共享服務。而在香港，共享冰箱尚未有組織有系統地發展起來，競爭因而較
少。我們建議項目可以借著創新的服務設計，在這個市場上佔有一定的優勢。雖然在
香港已經有不少機構例如食物銀行，惜食堂等機構為貧窮人士提供不同的食物，但是
憑藉著佔地面積較少，服務供應點較大，幫助範圍較廣等優勢，我們也具有相當的特
色以吸引他人。此外，我們的服務對象相對廣泛，秉持平民化的服務來幫助廣大貧窮
人士。
是次項目主要會為有需要的人士提供一些飯盒、熟食和生果等，我們會和大型連
鎖飯店、超市合作，以獲得食物來源。另外，本公司會以較低的價錢售賣飯盒，一方
面照顧貧窮人士需要，另一方面，以此維持公司日常營運。
本公司在運作初期，難免會遇到收支不平衡的情況和可能會出現虧損。但是隨著
有效宣傳而名氣不斷加大，公司的銷售會增加，本公司期望在第一年的下半年賺取微
利，並渴望在第三年回本。
在營運期間，冰箱可能會受到損壞，但是公司會預留一定的維修費。 而且可能會
有貪心人士會在冰箱取出超額的食物，公司會把冰箱設計為較小冰格的模式以減少風
險。再者，為減少食物安全而引發的問題，我們也會以二十四小時內出售食物，並雇
請職員處理超過限時的食物。本公司會儘量在各方面考慮以減少風險問題，為有需要
人士提供安全的服務。
最後，關於是次項目的品牌建設方面，我們取名為【櫃在知心】。櫃即指我們的
冰箱；知心在於我們會盡心瞭解社區人士的需求，為廣大貧窮人士給予安全的幫助和
關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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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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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Social problem and its seriousnes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現時香港每日廚餘棄量達 3500 公噸相等於每天在堆填區棄置 200 架巴士容量的廚
餘而回收量卻不足 0.05%。香港幾間著名超市所棄置食物中高達 70%是未過期及沒有腐
爛的食物，其實這些廚餘可以幫助貧窮人士，而現在香港共有 132.5 萬港人是屬於貧窮
人士。
根據政府統計處 2015 年的資料，住戶收入為 13000 元或以下的住戶，在食品開支
比重在各開支類別中最大，佔住戶總開支的 35%，其中在基本食品上的開支比重較高，
顯示出食物開支在收入低的人士是一個較重要問題。政府統計處 2017 年的資料，整體
消費物價按年上升 1.6%價格，而在 2017 年 11 月錄得外出用膳的按年升幅更是 2.6%。
所以貧窮人士現時早晚餐支出日漸昂貴，生活艱難。
(ii) 解決方案 (請用不多於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Solution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超市和餐廳，可以把廚餘分享給有需要的人，將食物捐出，放入冰箱。這樣一方
面可以減少廚餘產生和浪費食物，本項目會請大型連鎖飯店將賣剩食物捐出。讓本項
目的僱員將食物放入冰箱，會在每天中午及晚上得到飯盒補充後，發送短訊通知飯盒
已補充，和透過 app 實時通知食物提取情況，市民也可以致電熱線和短訊查詢。每個
飯盒我們會在 24 小時內出售，而未能出售的飯盒在 24 小時後會被鎖機。這些存放超
過 24 小時的飯盒會捐出作有機肥料給學校和綠田園。
(iii) 建議項目實踐夥伴 (請用不多於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Proposed Implementation Agent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1.
2.

3.
4.
5.
6.

各區義工團隊/組織，因為他們清楚當地貧窮人士的情況和他們的聯絡方法。可以
提供一些貧窮人士的名單，也可以幫助我們向貧窮人士宣傳有關項目。
惜食堂和食物銀行，可以提供相關經驗給我們學習，以及提供一些食物供應管道
給本項目，一些願意支持綠色生產的機構名單，讓本項目可以合作去宣傳或得到
更多食物供應來源。
商場和街市提供場地放置冰箱。
香港按揭證劵有限公司、賽馬會提供資助金額。
餐廳和超市捐款食物。
食物資源教育中心負責處理賣剩的廚餘變成有機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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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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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共享冰箱以智能卡提取食物，還會聘請專人，例如是弱勢社群以兼職形式協助冰
箱運作。每天中午和晚上各工作 2 小時，時薪根據最低工資。本項目的僱員從超市或
餐廳收集一些賣剩的熟食和乾淨的生果放在冰箱。
只有合乎資格低收入人士(個人/ 家庭收入低於貧窮線)才可以以低價($7 一盒)購買
食物。每人每日有特定次數拿取冰箱的食物。冰箱主要放置場地在商場和街市(24 小時
開放的場地/通道)，而冰箱服務時間為 24 小時，冰箱還會透過無線 wi-fi 將資料傳送到
伺服器。
(ii) 產品/服務優點 (請用不多於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Advantages of Product / Service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櫃在知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食品浪費的問題，同時給有需要人士帶來了便
利的服務。一方面我們提供二十四小時食物銷售服務，顧客可以通過登記八達通來購
買冰箱中的食物回家翻熱。另一方面我們的產品提供的商品物美價廉，食品會嚴格控
制在衛生範圍內，而所需支付的價格只是$7，也很合理。
(iii) 業務目標 (請用不多於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Business Goa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本項目致力於幫助貧窮人士解決食物購置問題和企業解決食物浪費的問題。在項
目收取利潤的同時，確保食物安全和優質服務。通過收取各大飯商、商場餐廳等的剩
餘食物放進冰箱，以平價供顧客需要。
此外，本項目在運作的第一年著重做好聯絡和宣傳，並預計出現虧損；在第二年，
我們公司將繼續優化和改善運作模式；到了第三年，我們會以推廣項目到東九龍為主，
並逐漸回利。
第四部份
第四部份：
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i)

市場定位 (請用不多於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Market Positioning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櫃在知心】的市場定位是平民化，以平價服務貧窮人士。基於東區的貧窮率為
13.6%，而每日可提供予貧窮人士的熟食服務只有 1376 份1，所以，我們公司計畫在東
區投入共享冰箱的服務，致力緩解貧窮問題和食物浪費問題。我們的營業時間為 24 小
1

聖雅各福群會，食物援助基準研究內容擇要，https://drive.google.com/file/d/0B-XM2AMnsRuWVm1LVzF4QU9tN3M/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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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方便社區人士隨時進行購買。惜食堂的供應流動性相對較小，且惜食堂 71%的供
應服務於貧困長者，而我們服務於廣大貧窮人士，例如在職貧窮人士等。
(ii) 主要顧客對象 (請用不多於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Target Custome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此專案的主要服務對象是社區貧窮人士，因為他們的收入水準較低，經濟拮据，
在高消費的香港環境中，可能連基礎的溫飽問題都難以解決。而且，很多在職貧窮人
士時間無彈性，除了上班時間以外，幾乎沒有時間準備膳食。亦有部分貧窮人士因居
住空間狹小，沒有完善的廚房設施而不能煮飯。故我們希望是次項目使他們能夠平價
購入安全的食材，並方便他們煮飯，以維持三餐溫飽，減輕他們的經濟負擔。
(iii) 競爭對手狀況 (請用不多於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Competito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食物銀行可能會成為我們的競爭對手，它是將快失效或過期的食物捐贈出來，經
過簡單分類後，再結合志工的運送，把這些物資送到育幼院、老人院及其他需要的個
人或團體。它的主要針對對象包括失業人士、低收入人士、新來港人士等。而在香港
現時大約有 16 間機構進行著食物援助計畫為難以解決溫飽問題的人士提供援助。但是
有需要人士也只是相隔一段時間獲派發一次食物，並不能隨時幫助有需要人士，且多
派發乾糧等食物。
此外，惜食堂也有可能是我們的競爭對手，他們致力與向本地飲食界回收仍可安
全食用之剩餘食物，再經中央廚房烹煮成熱餐，最後由物流團隊免費派發給社會上需
要食物援助的人士。但是他們七成的受惠人士都是貧困長者，可能對在職貧窮，貧窮
家庭等人士的照顧較少，難以滿足需求。
其實，這些機構也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夥伴，可以為我們提供銷售管道，我們可
以通過這些機構的介紹找到一些有願意為社會服務的機構，一同幫助有需要之人。
最後，在香港現時在深水埗和油麻地也有社會冰箱的推行，但是這些計畫多接受
乾糧，調味料，飲料的捐贈，不會接受熟食的捐贈。再加上這些社會冰箱完全是靠社
區人士的捐贈以及無人看管，便難免出現了食物供應不足，有人棄置垃圾或不恰當物
品於冰箱，社區人士濫拿食品的現象，難以順利進行。
(iv) 市場優勢 (請用不多於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Marketing Advantage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首先，我們的共享冰箱有較多的供應點，該冰箱可以直接放在社區不同的地方，
以便於服務更多的有需要人士。而且可以 24 小時營業，無時無刻為需要人士提供食物。
其次，共享冰箱的佔地面積較小，可以直接的省去了一筆開設店鋪或食物銀行的
租金費用，減少了一定的營運費用。
再者，我們也可以有效解決濫拿食物，無人放入食物的現時共享冰箱的問題，因
為我們會主動與美心等大型連鎖飯店合作，他們可以為我們提供食物來源，而非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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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等市民捐贈。我們也會通過系統限制有需要人士的購買量（為每日上限為三格冰格
的食物）。
最後，我們的價格也十分優惠，只需 7 元就可以買到一個飯盒，可以在最大程度上
減輕貧困人士的負擔。
(v) 營銷管道 (請用不多於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Sales Channe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首先，我們會與一些大規模連鎖的飯店和超市合作，例如︰美心、大家樂、麥當勞、
惠康、百佳、一田等等。這些飯店和超市可以將當天剩下的食物放入冰箱中，讓有需
要人士拿取。而這些飯店捐贈食物不僅可以履行社會責任，還可以減少即將實施的固
體垃圾徵費，何樂而不為。
其次，貧窮人士每拿一份食物都會支付每個飯盒 7 元的收費，以維持日常營運。本
項目會登記有需要人士的八達通，持卡的人可以通過拍卡付款和打開冰箱。
再者，為確保安全，食物會待冷卻後再放入冰箱，所以本項目僱員提前半小時打電
話給餐廳告知會去取飯盒，這樣餐廳的工作人員就可以提前準備。至於本項目僱員，
我們會聘請弱勢社群，例如更生人士，精神病康復者等，這樣不僅可以盡到一部分的
社會責任，還可以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促進社會和諧。
最後，在本項目中我們將在東區不同商場例如筲箕灣的天悅、柴灣的新翠、北角
的健威坊等放置冰箱。冰箱會在每天中午及晚上得到飯盒補充後，發送簡訊通知有需
要人士，及將飯盒提取的情況即時上載到網上和 apps 上。而後已登記的合格人士便可
在冰箱中以 7 元買得一格食物。
(vi) 宣傳方法 (例：Facebook /上架費) (請用不多於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Promotion Method (e.g. Facebook / Listing Fee)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櫃在知心】的目標消費群為東區貧窮人士，包括在職貧窮等情況。
第一，本項目將每三個月（逢統測，考試）提供一定數量之食物劵（價值約 1000 港元），
經東區各中小學派發給各校品學兼優之貧困學生。在幫補其之家庭需要的同時，亦針
對性的為本產品進行宣傳。
第二，本產品將印製宣傳單張和海報，並放於東區各社區中心和各個與本項目合作之
商場、商店。
第三，本產品將於 google 搜索引擎上刊登廣告2。
最後，本產品將舉辦以東區貧窮狀況為主題的短片拍攝比賽（中學組），並藉此宣傳
本項目。
2

百鯨動力合作伙伴計劃，各類廣告收費比較，http://www.gampower.com/ppc-services-feecompar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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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i) 銷售預測 (首三年) (請用不多於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字簡介
Sales Projection (First 3 yea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一個冰箱有 60 格頭半年銷售額為 50%，主要在東區發展，宣傳過後較多人認識，所以
後半年為 70%。然後第二年又更多人認識，所以全年的銷售額為 80%，頭兩年擁有冷
藏儲物櫃的數量為 10 部。最後，第三年因為發展到東九龍，所以銷售額下降到 70%，
後來因為更多人認識，所以銷售上升到 80%。第三年擁有 15 部冷藏儲物櫃。
第五部份：
請列明各項明細)
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請列明各項明細
Section V: Finance (with Cost Breakdown)
(i)

公司成立成本
Startup Cost

(ii) 預計每月支出
Expected Monthly Expenditure
第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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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
每月支出=每月變動成本+每月固定成本
每月支出=

119012.8

第二年︰

第二年
每月支出=每月變動成本+每月固定成本
每月支出= 121622
第三年︰

第三年
每月支出=每月變動成本+每月固定成本
每月支出=

15802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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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T 年宣傳費︰
宣傳單張每月$1000，包括海報及傳單。
google 搜尋引擎廣告每月$999
比賽獎金$1400
每半年捐出食物劵$2000。考試便有$1000 的食物劵，即三個月一次。

2ND 年宣傳費︰
google 搜尋引擎廣告每月$999
宣傳單張每月 500
每半年捐出食物劵$2000。

3RD 年宣傳費︰
宣傳單張每月$1000
每半年捐出食物劵$2000
比賽獎金每年約$1400



香港電訊，http://www.hkt-sme.com/zh/promotion0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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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寶網，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ut_sk=1.V7bkbvbaJKwDAEy2J3Hcwms8_21380790_15222974749
77.Copy.1&id=556565133259&sourceType=item&price=2380-13800&origin_price=2975-17250&sui
d=6AAFCA44-E85B-4B55-A236-2D019295BA75&un=c35aa41455cd39e7c167bfea3760f861&share
_crt_v=1&cpp=1&shareurl=true&spm=a313p.22.1f0.939212810966&short_name=h.WERePUT&app
=firefox



591 租屋網，https://rent.591.com.hk/rent-detail-287370.html?z=2_25_3_1

 從香港按揭證劵有限公司申請小型貸款計劃，年利率不高於 9%。3
 二零一七年六月的平均工資率較上年同期上升 3.8%。4
3
4

香港按揭證劵有限公司，小型貸款計劃，http://www.hkmc.com.hk/chi/our_business/microfinance_scheme.html
政府統計處，二零一七年六月工資及薪金總額統計數字，

http://www.censtatd.gov.hk/m/m_pressrelease/pressReleaseDetail.jsp?charsetID=2&pressRID=4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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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預計收入
Expected Income

(iv) 集資來源
Funding Sources

從香港按揭證劵有限公司申請小型貸款計劃，借款$300,000，計劃列明如還款期為 2 年
或 3 年，可享有首 6 個月延期還，而本年利率不高於 9%。
從社創基金及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尋求支持，再加上個人投資者，期望集資$300,000。
是次項目需要$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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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三年財務預測
Financial Projection in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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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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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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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營運期間，冰箱可能會受到損壞，如零件保險絲壞了。公司會採取風險承擔，留
出一筆金額作支付維修費用，公司會預留冰箱成本的 15%作維修費。
其次，經營期間可能會有貪心人士會在冰箱取出超額的食物，公司會採取風險減
少的計劃。把冰箱設計為較細小冰格的模式，讓客人付款後只能取出一定份量的食品，
付款一次只能買一格內的飯盒，每日最多可買 3 格即$21，避免有人多拿食品。
再者，公司回收後的食物可能會過期或變壞而引發食物安全的問題。首先公司會
設計手機 apps，並會把冰箱內的食物資料放在伺服器上，讓顧客透過 apps 或上網獲得
即時資訊，以鼓勵客人購買食品。在回收食物的 20 小時後，冰箱仍然剩下食品，便會
傳送資訊以提醒有需要的客人儘快購買，20 小時後每隔 1 小時便會提醒一次，。同時
付款系統會由只開放予合資格人士，轉為開放給市民大眾，以同樣的價錢賣出，鼓勵
更多市民購買以避免浪費。假若不幸地有食品已過期但仍然未有人購買，公司會有職
員會儘快取出捐予食物資源教育中心等機構加工為飼料5，以免客人購買到過期食品。
最後，食物的溫度可能會影響冰箱的最低溫度，以致食物變壞。公司會在冰箱設
置溫度計，並當溫度過高時通知辦事處儘快維修。

5

大公報，「綠綠無窮，種生機迎商機」，2015 年 8 月 16 日，

http://paper.takungpao.com/resfile/PDF/20150816/PDF/a14_scre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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