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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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資料 Details of Group Member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1 梁詩敏 Leung Sze Man 

2 潘曉妍 Poon Hiu Yin 

3 陳雅怡 Chan Nga Yi 

4 李嘉兒 Lee Ka Yi 

5 陳穎宜 Chan Wing Yi 

6 文佩盈 Man Pui Ying 

 

帶隊導師資料 Details of Team Advisor 

學校/機構名稱: 

School / Organization Name: 

梁式芝書院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蔣怡興老師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Chiang Yi Hing 

 

啟蒙導師資料 Details of Mentor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胡伯安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Simon Wu 

 

 

組別編號： 
Group No. :  58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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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居住環境惡劣、生活質數差是一般人對劏房戶的印像。而我們公司「執到寶」主力改造舊有傢

俱，使它們變成一件件為劏房住戶而設的小傢俱，給他們打造一個「五臟俱全」的家，令空間變得

更實用，一改大眾對劏房戶的印像。 

 

隨著堆填區逐漸爆滿，大型垃圾一直增加了堆填區不少負擔。我們的方案既可減低堆填區壓力，

亦可為劏房戶提供環保實用的傢俬。我們的專業團隊會為住戶提供家居設計和簡單的裝修工程，度

身訂做多功能兼具收納空間的傢俬，為劏房住戶帶來家的溫暖。 

 

「執到寶」的對象主要是為了上班的便利而租住劏房的人士。他們有一定的經濟能力，但又未

必能在樓價高企的今天置業。近年來，該客戶群有持續增長趨勢。我們相信這些特設的傢俬有助他

們改善生活環境及質素。另外，市場上針對劏房戶的環保傢俬的公司選擇不多，我們相信這個是藍

海策略，潛力龐大。 

 

作為一所非牟利社會企業，我們專注於解決香港的家居垃圾問題，支持綠色生活。本公司亦

提倡「老有所為」，我們會透過聘請「銀髮族」加入團隊，為已經達退休年齡，但仍有一技之長、有

工作能力的人提供就業機會，使他們的「第三齡」更豐盛。 

 

公司希望能得到合作夥伴注資 50 萬元，用於應付公司的日常營運開支。預期第一年的營業

額為 146 萬元，並按年遞增至第三年的 732 萬元。根據三年的財務預測，我們相信公司能於第二年

達至收支平衡。此外，公司預期在首三年內會有任何流動資金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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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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環保局發表的廢物統計報告，棄置到堆填區的固體廢物約每天平均有 15,332 公噸，較之前上升 

1.5%。據此持續上升的趨勢預測，堆填區約三年後便會爆滿。加上內地進一步拒收多種固體廢物，

它們的命運又將是往推填區送，令情況雪上加霜。 

 

另外，香港居住環境擠迫及租金高昂，即使在這畸形條件下產生的「分間樓宇」 (俗稱「劏房」) 亦

有不少人選擇入住。如何令在極細小的居住環境中過有質素的生活將是很大的商機。 

 

 

(ii) 解決方案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Solution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我們希望轉廢為寶。透過將合適的固體廢物升級改造為有用的傢俱，減少堆填區的壓力。另外，因

應劏房住客皆為租戶，未必會花費太多訂購傢俬，但現成的傢俬又可能因尺寸問題不能善用狹小的

空間，因此這個升級改造將針對劏房户，將廢物製作成度身訂做的傢俬，盡量在有限的條件下創造

理想的居住環境。 

 

港人居住空間細小實屬不幸。透過實用、價錢合理且精緻的傢俬，有助提升生活品味，改善客人生

活質素。 

 

我們同時聘用銀髮族加入團隊，讓已退休但擁有豐富經驗的工匠繼續貢獻社會，以達致「老有所為」

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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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到寶」將成立為非牟利機構，並誠邀香港明愛成為本計劃之項目實踐夥伴。明愛一直致力協助

那些尋求自我發展及自力更生的巿民大眾，並希望透過各項服務，最終能達致助人自助的目標，讓

市民克服人生路上各種困難及挑戰。這信念與「執到寶」希望改善顧客生活質素非常接近。我們相

信安居才能樂業，雖然當前劏房居住環境並不理想，但只要努力耕耘，必然可帶來改變，而動力則

來自一個舒適、溫暖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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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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到寶」提供一站式環保傢俬設計服務。我們會聘請退休的專業人士，為劏房住戶進行家居設計，

透過升級改造廢置物料，為劏房住戶設計獨特、富「收納智慧」、價錢合理且具家庭溫暖的傢俬。「執

到寶」會和顧客建立長遠合作關係，為顧客提供保養和維修服務，及隨顧客生活習慣改變而提供適

切的室內設計建議。 

 

除度身訂做外，「執到寶」亦會提供不同的室內設計主題及套餐優惠以供顧客選擇，致力向劏房住戶

呈獻集功能、品質、設計與實惠於一身的傢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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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到寶」的方案將可持續發展融入配合狹窄居室的傢俬中，並透過升級改造以達致減廢。香港即

將推行垃圾徵費，透過「執到寶」將廢物回收，既能減少廢物棄置量，同時市民亦毋需付錢棄置廢

物，一舉兩得。 

 

劏房住客必然為租客，未必長期居住，傢俬損耗度高，獨一無二、產品款式靈活多變、顧及劏房狹

小空間的需要的廢物升級再造的傢俬除減少環境破壞外，亦令租客在遷入及遷出時無需花費大筆金

錢。 

 

 

(iii) 業務目標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Business Goa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執到寶」之業務目標乃成為全香港最具環保意識的傢俬專門店，針對提供服務予有經濟能力的劏

房客戶，尤其在油麻地、旺角等劏房集中的一帶。「執到寶」希望於第一年服務 1%，即約 540 戶

劏房家庭。隨著宣傳及顧客推薦，我們預期每年的顧客量會逐漸上升，並預計三年後市場佔有率將

達 5%。我們亦期望將升級再造的理念，透過本公司的産品，帶到每戶，繼而帶到全社會上，為環保

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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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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到寶」將建立良好的綠色企業形象，所提供的傢俬均盡量採用廢置物料生產，重視環境保護，

因此可以吸引擁有相同價值觀的顧客。我們同時聘用銀髮族加入團隊，冀為社會盡更大責任。 

 

此外，我們的傢俬全是為劏房戶狹小的空間度身訂造，並希望為客人帶來家的溫暖。我們相信有不

少劏房住戶是因為想靠近工作地點或家庭環境問題 (例如擠迫) 而選擇獨自遷到劏房居住，因此我們

希望令顧客在一天忙碌工作後，有一個舒適的環境休息，並令他們在與家人分離時也有家的感覺。 

 

 

(ii) 主要顧客對象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Target Custome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據政府統計，全港劏房住戶數由 2014 年的 86,400 上升至 2015 年的 88,800，升幅約 2.7%，並有持

續上升的趨勢。當中，61.6% 提及租金因素為居住在劏房的原因，他們多為超過公共房屋的入息限

額但又未能負擔購買樓宇的人；另外亦有 36.3% 是為求上班或上學時交通便利。這類劏房住戶佔比

例高而且有一定經濟能力，願意花錢在家居設計和擺設上。然而，礙於劏房空間狹小，市場上較少

傢俬能符合他們的要求，因此我們開拓新的市場，為這些具生活品味和經濟能力的劏房戶提供家居

設計、度身訂造的傢俬。 

 

 

(iii) 競爭對手狀況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Competito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升級改造傢俬在本港並不流行。例如家品店龍頭宜家傢俬，當中的 REINSVOLL 系列雖然是採用 

FSC(R) 認証的回收木材和 PET 塑膠樽製造的產品，例如有櫃門、地毯等，但並非整件傢俬。另外

較有規模的競爭對手還有 Tree，專門售賣經升級改造的高檔次傢俬針對中產市場，價格相對昂貴。 

 

本港暫時未有針對劏房市場的環保傢俬店，而且「執到寶」注重的是人情味及家的感覺，具不同概

念。 

 

另外現時本港亦有一間「起動社」以善用社會資源為主，目的是希望基層能夠改善生活。唯「執到

寶」以服務有經濟能力的劏房戶為主，不會存有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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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市場優勢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Marketing Advantage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執到寶」所售賣的是由廢物升級改造的傢俬，成本相對較低，因此在售價上可佔優。而且，這是

精品度身訂造的傢私，不需要租用大面積的工廠進行大規模生產，因此租金成本也會較低。在有龐

大的市場需求和低生產成本的情況下，企業的利潤相對可觀。 

 

「執到寶」產品的原材料主要為廢物，取之不盡。目前有連鎖傢俬店提供棄置傢俬服務，收費 $200 一

件，加上在垃圾徴費下，相信可以確保有足夠的原材料供生產。 

 

相對傳統傢俬店，我們打破了傢俬那冰冷冷的感覺，通過設計師的概念，令住戶感到溫暖和愛，讓

家變得溫馨，不再單調。 

 

(v) 營銷渠道 (請用不多於 200 字簡介) 

    Sales Channe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我們選擇以實體店、網店、以及臨時攤位作為我們的銷售渠道。 

 

實體店內將設有模擬單位，供客人親身感受本公司的產品，了解設計師團隊如何將一個細小狹窄的

空間打造成一個舒適溫暖的家，顧及不同顧客的需要，令顧客對我們的產品增加信心。 

 

另外，「執到寶」將於三年內新增產品目錄實境功能 (VR 或 AR)，令顧客能在各種電子平台上選購

傢俬和設計風格。 

 

本公司將於每年的下半年租借商場內的臨時攤位，並於臨時攤位設置模擬單位，讓有興趣的市民能

親身體驗本公司的產品。臨時攤位租金較低，又可享高人流的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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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一間新企業，早期滲透率不大，需要透過宣傳來提高知名度，因此，「執到寶」非常重視宣傳。

公司將於網店設有限時推廣，例如於某個時間前訂購傢俬便可享有折扣，以吸引顧客。另外，實體

店，臨時攤位以及展覽會的模擬單位亦能吸引市民前來參觀，讓更多人了解公司的產品。「執到寶」

亦會與劏房業主合作，把傳單交給業主，當有新的劏房租客入住時，業主便會向他們派發傳單，賺

取佣金。公司亦會寫特約專題文章，透過廣告以及在社交網站上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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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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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市場上缺乏同類型的服務，而且估計欠缺空間的劏房住戶願意花實惠的價錢提升居住環境質

素，例如增加儲物空間，因此預計潛在買家人數龐大。待發展完善網絡系統作宣傳、網店功能後，

再加上顧客口耳相傳下，認識「執到寶」的市民將會大增。到時，使用網上實境功能的顧客普及到

全港，以至海外。預計三年内可達 5% 的市佔率及服務共 4,320 位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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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成立的成本包括添置辦公室傢俬及辦公室設備，預計需要 $120,000，折舊率為 10%。其餘開支，

例如辦公室及實體店的租金及人工，均當作每月開支。 

 

另外公司需聘用的職員如下，並假設每年加薪 3%。 

 

職位 員工數量 每月工資 (第一年) 

行政總裁 1 $18,000 

財務兼人力資源總監  1 $12,000 

生產兼產品設計總監 2 $12,000 

客戶服務總監 1 $12,000 

市場及銷售總監 1 $12,000 

銷售主任 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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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預計每月支出 

 Expected Monthly Expenditure 

 

公司營運的開支主要來自人工、生產成本、以及其他雜費，例如水、電費等。另外由於公司並非慈

善機構，仍然要繳付利得稅。 

 

作為非牟利社企，我們將不會向股東派發股息。但在公司開始有盈餘時，我們希望向員工發放花紅

以增加士氣，其餘盈餘則保留再作投資。首三年的現金流狀況如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000 $'000 $'00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 

   現金收入 (銷售) 1,463.40  2,926.80  7,317.00  

現金支出 (生產成本及員工) (1,365.00) (1,589.28) (2,292.62) 

現金支出 (其他業務費用) (405.00) (437.70) (1,959.27) 

利得稅 0.00  (148.47) (505.74) 

股息 0.00  0.00  0.00  

經營活動產生的現金流量淨額 (306.60) 751.35  2,559.37  

    現金流量 (投資活動) 

   購買物業，廠房和設備 (120.00) 0.00  0.00  

投資活動產生的現金淨額 (120.00) 0.00  0.00  

    淨增加 (現金和現金等價物) (426.60) 751.35  2,559.37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期初) 500.00  73.40  824.75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期末) 73.40  824.75  3,38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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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預計收入 

 Expected Income 

 

公司唯一的收入來源是營銷收益。首三年預計市場佔有率分別為 1%、2% 及 5%。假設每一劏房户

會買一件大型傢俬 (例如：床)、一件中型傢俬 (例如：櫃) 及三件小型傢俬 (例如：桌椅)，預測的銷售

額及每件的生產成本如下。 

 

售出數量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大型傢俬 (例如：床) 540 1,080 2,700 

中型傢俬 (例如：櫃) 540 1,080 2,700 

小型傢俬 (例如：桌椅) 1,620 3,240 8,100 

 

平均售價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大型傢俬 (例如：床) $2,000  $2,000  $2,000  

中型傢俬 (例如：櫃) $500  $500  $500  

小型傢俬 (例如：桌椅) $70  $70  $70  

  

  

 總數 $1,463,400  $2,926,800  $7,317,000  

 

生產成本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升級再造成本 $50  $50  $50  

運輸 $100  $100  $100  

    總數 $189,000  $378,000  $945,000  

  

(iv) 集資來源 

 Funding Sources 

 

公司希望由項目合作夥伴得到注資 $500,000 作為啟動資金。預計這筆款項足以應付首三年的現金

流，當中無需再向銀行借貸。預測公司首三年的資本狀況如下。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000 $'000 $'000 

資本發行和其他資本 500.00  500.00  500.00  

留存收益 (306.60) 444.75  3,004.12  

Closing capital 193.40  944.75  3,5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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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 三年財務預測  

 Financial Projection in 3 years 

 

以下為公司預測首三年的 profile and loss。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000 $'000 $'000 

銷售 1,463.40  2,926.80  7,317.00  

    減：商品銷售成本 

   生產 135.00  270.00  675.00  

購貨運費 54.00  108.00  270.00  

    減：其他費用 

   工資 1,176.00  1,211.28  1,247.62  

租金 207.00  227.70  250.47  

水電 120.00  120.00  120.00  

市場推廣 5.00  5.00  5.00  

保險及強積金 60.00  60.00  60.00  

一般管理費用 2.00  2.00  2.00  

維修與保養 6.00  6.00  6.00  

雜費 5.00  5.00  5.00  

折舊 0.00  12.00  10.80  

花紅 0.00  0.00  100.00  

慈善捐贈 0.00  0.00  1,500.00  

    稅前利潤 (306.60) 899.82  3,065.11  

利得稅 0.00  148.47  505.74  

純利 (306.60) 751.35  2,559.37  

上年度留存收益 0.00  (306.60) 444.75  

股息 0.00  0.00  0.00  

    留存收益 (306.60) 444.75  3,00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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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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 1：垃圾徵費最終沒有推行 

 

我們的產品我們的營運非常倚賴穩定及高質量的回收廢物。如果最終政府沒有推行垃圾徵費，市民

仍然可以隨意丟棄廢物到堆填區的話，我們便難以收集到有用的廢料進行升級再造。因此我們會積

極推廣環保教育，令市民知道即使沒有經濟負擔，丟棄垃圾致堆填區而帶來污染環境的代價，最終

也是由香港市民自己付出，從而提升他們將廢物交給「執到寶」升級再造的意欲。 

 

風險 2：顧客對產品衛生情況的質疑 

 

由於本公司的產品乃升級再造自廢物，顧客有可能對其衛生狀況擔憂。我們會開放生產環境，讓顧

客可以參觀我們的生產過程，令他們知道我們會妥善消毒及清潔廢物才將這些資源變為最終產品，

增加他們的信心。另外亦可以透過這些導賞團推廣環保教育，令市民增加環保意識。 

 

風險 3：遭競爭者抄襲概念 

 

升級再造的概念雖然並非新鮮，但將之融入劏房傢俬則為我們首創。如果產品有特別的設計，我們

會申請專利以保障本公司的版權擁有。另外雖然升級再造概念不難被模仿，但我們設計團隊的靈魂

卻獨一無二，因此我們會投資在設計及生產項目，務求令我們生產出來的產品有強大的市場競爭力。 

 

 

附錄：參考資料 

 
 香港固體廢物監察報告 二零一六年的統計數字：環境保護署 

(https://www.wastereduction.gov.hk/sites/default/files/msw2016tc.pdf) 

 人均居住面積 48 呎 少過囚犯 港劏房戶慘過坐監：蘋果日報 

(https://hk.news.appledaily.com/local/daily/article/20150626/19198845)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第 57 號報告書 - 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 

 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 第 60 號報告書 - 香港分間樓宇單位的住屋狀況：香港特別行政區 

政府統計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