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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員資料 Details of Group Member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1  鄺遠明  Kwong Yuen Ming 

2  蔡倍欣  Tsoi Pui Yan 

3  鄭思雅  Cheng Sze Nga 

4  蘇文慧  So Man Wai 

5  簡諾旻  Kan Nok Man Alissa 

6  郭凱琳  Kwok Hoi Lam 

  

帶隊導師資料 Details of Team Advisor 

學校/機構名稱: 

School / Organization Name: 
聖嘉勒女書院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林蕙芝老師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s Cyndi Lam 

 

  

啟蒙導師資料 Details of Mentor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林坤初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Dennis L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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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麻雀雖小，但五臟俱全，在華燈璀璨、車水馬龍之下， 

大家也忙著追逐金錢和物質，卻漸漸忽略了很多身邊的人與事。 

我們公司將收集並以獨特的方式（詳細請閱下文）分享香

港人之獨一無二的故事，混合回收舊衣再造的方法，宣揚

香港人的愛與關懷，同時宣傳減少購買衣物的概念。 

 

 

 

 



公司名稱(Company Name) 

承.縫.愛 
 理念及使命 (MISSION & VISION) 

理念： 

-收集並分享香港人動人的小故事，引起大眾對身邊人及社會議題的關注 

-傳播關愛及正能量 

-呼籲大眾減少購衣 

-宣傳舊衣再用或再造 

使命： 

「小城故事傳關愛 

   舊衣再造創未來」 

 人力分配: 

總經理 鄺遠明 

人事 鄭思雅 

採購 簡諾旻 

財務 郭凱琳 

市場 蔡倍欣 

技術支援 蘇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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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cial problem and its seriousness 

在「速食時裝文化」的促使下，與時並進的香港人亦不例外，購買了許多多餘的衣物。根據綠

色和平調查發現，港人平均每日棄305噸衣物，即11.5架雙層巴士；平均每分鐘拋棄約1400件

T裇，即2.5萬個香港大球場。 



 

但本港紡織物的回收率由2010年的19%下跌至2014年的3.9%。面對堆填區即將於2020年先繼

飽和的急切問題，我們決定從「衣」入手，宣傳減少買衣的概念。 

 

除此之外，不知道讀者你今天有沒有玩手機呢？還是忙著朝九晚九地工作呢？「埋頭苦幹」時

，你又會不會忽略了擦身而過的一個個人呢？ 或許是推著手推車的婆婆，天橋下的露宿者，

也可能是漸變成銀髮的爸媽。香港在「全球十大不快樂國家或地區」中排名第七，又有多少個

你和我，多少個時候忘記了笑容，忘記了彼此的愛與情呢？ 

(ii) 解決方案  
因此我們希望產品可以有助利用舊衣回收，再造出實用或有趣的物品，例如環保袋、筆袋、公

仔等，然後安裝一個宣傳小筒，拉開將有一版介紹關於如何環保循環用衣或再造衣物的小提

示。藉以宣傳舊衣也仍有其在用的價值及呼籲大眾減少購衣。  

除此版小提示外，為推廣小城中的關愛與情，另一版我們將印製從不同的途徑收集回來的，香

港人的感恩、獨一無二的故事。 

我們會通過網上平台、擺街站等，與他們互動並吸引他們分享自己所獨一無二的經歷，並畫上

能代表該故事的公仔。這些設計一經取錄，將會化成舊衣再造物品的裝飾或造型，相信這些動



人心弦而與別不同的故事定能勾起香港人對身邊社會和人多一份的關心，或者更簡單，是獲得

一個最真摯無瑕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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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製作原料來自於舊衣。我們將會透過非牟利組織，去收集一些可用的二手衣去製作我們的

產品，例如：香港地球之友或長春社的社區舊衣回收計劃收集衣物。 

我們亦會邀請一些在大學或中學修讀讀視覺藝術系的學生協助圖像化故事，以及與私人製作公

司Ideal Pacific Ltd.與作為製作單位，製造可拉宣傳筒去將各個獨一無二的故事顯示在我們的

產品，如筆袋，公仔，環保袋等。 

在宣傳和製作方面合作的還有香港青年協會的「香港200」，當中強大的社會、青年、學生領

袖脈絡一方面是我們的潛力顧客（關懷社會的人），另一方面也可透過他們的人際網絡，與不

同的活動和崗位中推廣我們的產品，讓他們成為帶頭者，傳揚活動。 

而我們亦會在社交平台上開設網上商店,讓世界各地的人買到各個獨一無二的故事。除此之外

我們亦會開設分享區，邀請關鍵意見領(KeyOpinionLeader)分享故事，由此鼓勵顧客能一邊購

買一邊分享故事，從而令我們的公司成為一個可持續的業務。 

而送貨方面，我們亦會透過順豐速遞將產品帶到去每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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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括流程概念：  

 
 
概括流程概念：  
 

硬件設計 軟件設計 

1、從舊衣回收機構收集舊衣 A:以訪問、網上收集及街頭訪問等方式從廣

大市民收集不同真摯動人的故事 

2、交給合作的視藝科學生/志願人士（首

年） 
或者廠家（第二,三年）作製作環保再造產品 

B:將收集回來的故事文字化及圖像化，用於

及後的產品設計 



3、製作當中會添上已圖像化的故事，以及

印有傳揚環保信息及故事的宣傳小卷 

 
（宣傳小卷示意圖） 

C:顧客可以透過我們的網上購物平台訂購產

品，首先選擇產品，然後選擇圖案款色，達

致（customization）然而，為增加神秘？，

在選購款色時顧客不會知道該圖案背後的故

事，只有收到產品後才能發現與自己合眼緣

的圖案背後一個個動人的靈魂。 

 
 
親身收集故事（尖沙咀海傍）： 

 



  
  

  
於2018年3月13日，本公司核心部門首次出發到鬧市收集香港故事，以借燈飾換取路人的故事

，反應十分熱烈。我們隨即將故事文字化及圖像化，以下則是一些挑選出來的例子： 
Story 1 

圖像化後示意圖:  
曾於乘小巴返回市區時，看到一隻被車撞的狗躺在路中間，一蹶不振。很多路人也對其不理睬

，避之則吉，更不必說肇事司機了。忽然，有一個婆婆蹣跚地走到小狗旁，失落地抱起小狗，

抱他上行人路，憔悴十分。其實感情不在乎是人是夠，不在乎認識與陌生。一個關懷，已經能

讓他人感受到生命的可貴與價值，一聲噓寒已是人間之暖，你今天，是給予了冷眼無視，還是

一句摯心關懷呢？ 
 
 
 
 
 
 
 
 
 



 
 
 
Story 2 

圖像化後示意圖:  
 
小時候，寒冬。家境貧窮, 自己家裏沒有食物,鄰居居然會不吝嗇地，將自己熱騰騰的白煮番薯

送給我們。那份熱和甜，久之不散。隨着社會的變遷, 這份慷慨已逐漸消失。人與人之間開始

產生戒心、不信， 即使鄰舍送食物給你， 也會怕有毒而不敢食。有苦同受，有福同享的精神

，還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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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舊衣製作關於香港故事獨一無二的產品，我們能分享及推廣香港所擁有的愛與情懷, 為香港

人生活添上正能量。每一段故事，每一樣產品，背後都蘊含著不同的經歷、情感。生活在繁忙

的城市，令大部分香港人都忽略了人與人之間的那種情和愛。通過每一個產品所表達動人心弦

的故事，亦能令人們常銘記要關心身邊被忽略的人和事，提醒他們用「愛」對待每一個人。與

此同時，產品亦能宣傳循環用衣或減少購衣的概念，令香港人能醒覺堆填區即將飽和的急切問

題，付諸行動，鼓勵他們多回收舊衣或減少購衣，為香港的未來出一分力。 
 
產品可持續發展 
因本公司會設置一網站，顧客除了可以選擇圖案購物外，還可以在分享區收看故事。 
我們會利用用戶原創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這一個模式。 在UCG的模式下，購買者能

夠同時成為生產和供應者。羊群心理之下，這種模式引起市民主動給大眾分享故事，然而邀請

KOL分享故事亦都可以吸引市民在網上發表故事。 
此平台能提供我們不同而無限新鮮的素材，持續性地提供故事而免除收集成本。當顧客看見產

品背後每一個獨一無二而又有意義的故事，他們亦會自願分享一些屬於他們自身的故事。這能

夠令我們的產品維持持續性的發展，用之於市民，造之於市民，創作之於市民。 
 
 
(iii) 業務目標 (請用不多於200字簡介) 



Business Goa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本公司之目標乃成為香港數一數二在具社會責任的公司, 以本公司的業務回饋社會, 本公司將

致力實現一下目標: 
● 以賺取的利潤回饋社會 
● 於三年內達致收支平衡, 賺取利潤 
● 有持續並可觀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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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形象 

除了希望獲得豐厚的利潤，我們還希望公司是一間能夠負上社會責任的一間公司。不單宣揚環

保的信息，表達即使是某人捨棄的舊衣，也能成為另一個人有用的物品。更是能創作出有故

事、有生命的一件件創作。向大眾宣揚關愛及鼓勵各位多關心身邊的人與事，一所有靈魂而且

回饋社會的良心企業。 

回饋社會 

本公司希望實行「取諸社會，用諸社會」。一個良心企業除了賺取金錢之外，還須做到拉近與

基層市民、弱勢社群的距離，為勞與資、貧與富之間取得一個平衡，為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作出

貢獻，共建和諧社會。中產或以上階層「買不停手」，但基層卻連購物的能力也欠奉。因此希

望以基層兒童為受饋對象，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網民每在網站分享區上載一但故事,本公司則

會捐一元至基金。本公司亦會與香港小童群益會,香港明愛,等香港非牟利機構合作，從兒童發

展基金撥款，資助機構購買文具,等日常物資給予基層兒童。 

  

(ii) 主要顧客對象 (請用不多於200字簡介) 
Target Custome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我們的客戶主要是一些有愛心及關心社會的一群。因此，社會領袖及義工已經可以是我們的潛

在客戶。根據聯合國義工計劃組織，香港登記義工人數截至2017十月已經達致的人數達128萬

人，即香港約730萬人口裏，每六個有一個就是義工，這些都是我們的潛在客戶。我們亦希望

這個傳播愛信息的產品可以透過網絡、人際網路及網上購物平台等推而廣之至衝出本地到國

際。因此，全球關心社會的你、我、他、她都是潛在客戶，市場不容忽視。 

  

(iii) 競爭對手狀況 (請用不多於200字簡介)Competito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同樣也在進行舊衣回收再賣的商店有救世軍，Green Ladies & Green Littles等。他們亦在收集



市民及機構捐贈的舊衣舊鞋，並以零售形式出售。這些商店的經營時間都比我們的長，受更多

人認識。然而，我們的產品知名度不高，相比起來競爭力較弱，對我們的產品有劣勢。 

然而，與社會機構例如青協的香港200等合作也可提高我們的知名度，以它們作為平台，善用

其人際網絡（包括不同的社會領袖）擴大我們的市場。讓我們更加快在市場中有明確的地位，

對我們的日後在市場的發展也有很大的幫助。 

  

(iiii) 市場優勢 (請用不多於200字簡介) 
Marketing Advantage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我們的產品採用低成本競爭戰略，希望在成本方面比同行的其他企業占有優勢地位，藉此使生

產規模擴大，增加產量，亦可以低於競爭者的價格銷售產品，提高市場占有率；也可以與競爭

者同價銷售產品，取得較高利潤。 

此外，我們的產品具創新力及獨特性，除推廣環保訊息及個人化（詳情請參閱產品簡介）外，

每件也是有靈魂的動人故事，而背後更添加了一份獨一無二的價值，關於人情及關愛，增添產

品的意義，讓更多香港人有關愛精神。具備特色及新穎的產品能讓顧客不計較價格或無法進行

價格比較，從而以高於競爭者的價格銷售產品，而取得更多利潤，亦吸引新一班顧客。故此，

我們的市場將會變得更大，有更多的發展空間，讓我們的產品推至更高的位置。 

  

(v) 營銷渠道 (請用不多於200字簡介) 
Sales Channe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我們已經聯絡與非政府組織合作-香港200、社會企「加油香港」等。它們會在不同活動中向本

公司提供平台向社會領袖,義工及參與人士銷售,並提供寄賣服務。 除銷售外，與這些機構合作

也可協助設立工作坊，收集義工故事，集合人手圖像化故事，以及加工產品等。另外我們也設

有網上銷售平台，讓廣大市民在網店自訂獨一無二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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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與Key opinions leaders合作,利用他們的人氣及健康正面的形象宣傳本公司概念。當中會以

收集他們故事，成為特別版，作為吸引之處。因此不會給予任何宣傳費用，以增加利潤。 

2.在鬧市中心(i.e旺角,尖沙咀,銅鑼灣）設立街站, 
會與途人作互動，從簡單訪問中,啟發他們反思在社會上遇到的愛與關懷和自己消費習慣（衣

服）同時宣傳本公司的產品。它的理念及其吸引之處 
 



3.利用社交平台（i.e.Instagram,Facebook)作宣傳,開設本公司專頁,以此宣傳本公司產品及理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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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預計第一年市場未成熟,主要透過非政府組織作媒介銷售（詳細說明可查閱PartV）,故首

年銷售預測是 

第二年會拓展市場至亞洲的非牟利組織 

第三年 

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Section V: Finance (with Cost Breakdown) 

財務預算試算表 

 

  

第六部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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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品質和安全風險︰ 

-舊衣可能骯髒,有油漬或有些已殘舊,影響產品品質 

-以舊衣製作的產品可能不太耐用，令大眾覺得它不實用。 

相關應變計劃 

● 我們將會對適合的舊衣進行消毒,確保它們的衛生,以至製作的產品能讓消費者放心購買

及使用。 

● 我們不會採用過度骯髒的舊衣,以免影響產品品質。 

2. 市場風險︰ 

-用舊衣製作的成品可能不太受大眾歡迎/不太吸引，難以推銷。 

相關應變計劃 

● 為了增加產品的吸引力,我們會邀請KOL（關鍵意見領袖）在社交平台宣傳。 

● 我們會邀請一些大學或中學修讀讀視覺藝術系的學生去設計產品，以獨一無二既設計

去吸引大眾的眼球。 

3. 材料採購風險︰ 

-舊衣可能會有細菌,要先消毒才能製成,成本上升 

-為了確保產品品質舊衣要經過篩選才能選用, 能被使用的舊衣數量可能不多，令營運困難。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ZUYyncipBmr3yx0lMUiZodxcm61LgVmFC-zvRjjwd9A/edit#gid=1873765483


相關應變計劃 

● 我們會嘗試向多間機構、市民或身邊的人去收集多些舊衣，令能夠被選用的舊衣數量

能夠增加。 

4. 管理風險︰ 

股東與股東之間意見不合，導致員工不知如何是好，無所適從，導致管理不善。 

相關應變計劃 

● 股東應以理性為公司利益著想，避免發生衝突。 

● 當股東之間意見分歧，應以公平的方式處理，例如：投票決定。 

5. 財務風險 : 

由於第一年市場未成熟, 所賺的可能數目可能不多，甚至會有虧損。 

相關應變計劃 

● 我們會邀請多些股東去注資，令公司營運能夠順利，亦能在未來1-2年擴張我們市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