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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屆和富千禧企業家精神計劃 – 商業計劃書 

Wofoo Millennium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me (MEP XIX) – Business Proposal 

甲部 – 基本資料 

Part A – Basic Information 

組別 Team 09 

組員資料 Details of Group Member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隊長 Team Leader 林曦旻 Lam Hei Man 

組員 Member #1 劉婉琪 Lau Yuen Ki 

組員 Member #2 蕭楚雯 Siu Cho Man 

組員 Member #3 簡佩欣 Kan Pui Yan 

組員 Member #4 Click or tap here to enter text. Click or tap here to enter text. 

組員 Member #5 Click or tap here to enter text. Click or tap here to enter text. 

帶隊導師資料 Details of Team Advisor 

姓名 

Name 
顧偉霖老師 

學校或機構 (中文) 

School or Organization (Chinese) 
保良局馬錦明中學 

學校或機構 (英文) 

School or Organization (English) 
Po Leung Kuk Ma Kam Ming College 

啟蒙導師資料 Details of Mentor 

姓名 

Name 
Mr Charles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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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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正面臨人口老化的問題，老人家的數量亦有持續上升的趨勢，而且香港老人家自殺問題嚴

重，經研究調查顯示，自殺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是抑鬱症，抑鬱症的來源是源於抑鬱帶來的孤

獨，尤其是因為缺乏跨代間的關懷。因此，希望在蒲窩青少年中心增設一些懷舊而新穎的設施，

藉此加強跨代共融。  

針對老人家自殺問題，我們計劃將蒲窩改變成為青少年和老人家溝通的一個平台，名為「蒲樂

館」，我們將在「蒲樂館」設計關於 VR的技術，加上是以 war game的形式，帶領青少年和老人

家走進相互的世界，目的是透過青少年所熟悉的先進科技來認識老人家，而老人家可以藉此代入

青少年的心境之中，了解彼此，減少彼此間的衝突。加上，老人家行動不便容易跌倒的情況十分

常見，所以我們將會以 VR的方式來幫助他們。 

我們預期第一年的營業額為 806萬元，並按年遞增至第三年的 1702 萬元。第一年銷售額較低,因為

開業前半年市民對「蒲樂館」的項目不了解,所以光顧人數較少,因此整體銷售額較低。此外，由第

二年的開始，銷售額會漸漸上升,因為項目的宣傳範圍變大,市民開始到此嘗鮮遊玩,而合作的機構

亦有所增加和累積了一些消費者,所以銷售額有大幅的增長。第三年因為熱潮過後,人數會有所下

跌,但仍有穩定的收益,因此銷售額會有平穩的上升。根據三年的財務預測，我們相信公司能於第三

年達至收支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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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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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香港大學防止自殺研究中心指出，近 10年來，長者自殺率一直高於所有年齡層。2016年，長

者自殺率更約為 15-24歲自殺率的 3倍。 

而抑鬱症是老人自殺背後最重要的心理因素。長幼在溝通上可能會先入為主，因生活背景、文

化、價值觀等，而產生偏見或誤解，使彼此無法有效溝通。令長者患有抑鬱症的問題嚴重。 

另外，社會福利界最新統計數字顯示，現時每三個 65 歲以上成年人中，至少一人每年摔倒一次，

當中更有一大半人曾遭受多次摔倒。對於那些神經衰退性疾病患者和認知障礙患者，這種情況更

嚴重。 

(ii) 如何運用蒲窩紓緩或解決上述社會問題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How to adaptively reuse Warehouse to alleviate or solve the above problem?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我們認為長幼互動能提升他們彼此了解，從而提升同理心，減少相處時的磨擦 ，因此我們「蒲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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館」建議在蒲窩內舉辦 war game 。年輕人需要穿上「老人體驗衣」，讓他們在相同的限制下與長

者對戰 。活動既富娛樂性，亦為參與者帶來體驗。 

據以色列大學的研究顯示，透過虛擬現實環境來模擬行走失衡能有效減低長者跌倒的次數，因此

我們「蒲樂館」亦建議在蒲窩內舉辦虛擬現實環境，可以幫助身體衰弱的老年人更好地防止跌

倒。 

因為長幼容易在溝通上會因生活背景而產生衝突，因此，我們建議增設影樓。讓青少年更多的了

解老一輩的生活，提供共同話題，增加彼此的溝通，減少摩擦。 

(iii) 為何蒲窩適合推行上述計劃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Why is Warehouse suitable for the above proposal?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蒲窩先後用作偵探訓練學校、水警訓練學校、南區水警警署等，其後變成青年中心。蒲窩是一幢

擁有歷史價值的建築，在此增設一些懷舊而新穎的設施，運用 VR的方式介紹７０至８０年代警

署的歷史，能夠更令人有親歷其境的感覺，亦更投入到歷史當中。另外，蒲窩曾經是青少年中

心，改善青少年的生活，而我們推行上述計劃的目的是為了能增加年輕人和老人家之間的溝通，

減少彼此的磨擦。可見上述計劃的目的和蒲窩有密切的關係。 

(iv) 此計劃如何保育及活化蒲窩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How does the proposal conserve and revitalize Warehouse?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上述計劃將會保存蒲窩外表結構（建築或區域）、修復或更新配套的安全設備、再利用原有的設

計和特色進行改善工作，並不會作太大的改動，使蒲窩有煥然一新的感覺。做到保育蒲窩。 

另外，蒲窩過去活動除了容易滋擾居民外，設備也不算齊全。因此，我們將為蒲窩融入 VR這項

新穎技術。不單青少年可以參與 war game ，長者更能參與其中，達至長幼共融。改善了蒲窩過去

單一注重在青少年方面的問題，讓建築物與社會結合，獲得「第二生命」，使更多持分者受益。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Section III: Details of Business 

(i) 產品或服務簡介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or service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4項業務：放映院、影樓、冰室、VR體驗。放映院：播放懷舊的港產片和警匪片。VR體驗：長者

和青少年用 VR儀器去進行體驗，例如警局探險或者情境體驗(老人生活)；影樓：由蒲姿樂和時光

遊戲室組成。蒲姿樂佈置警局、水警訓練所和 CIA的環境而遊戲室擺放年代的小玩意及遊戲。蒲

樂冰室：並提供從前的食物供市民選購。蒲樂影院:播放懷舊節目及警匪片。 

(ii) 產品或服務優點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Advantages of product or service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蒲窩原是警察局,所以我們「蒲樂館」會以 VR體驗曾經的警察活動和以影樓重現當時的環境；咖

啡廳變為士多,既有提供給放映院的零食,也有具獨特性的記念品和懷舊零食售賣；音樂室改為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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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舊氣息的冰室進行服務，除了為長者提供了一個休憩的地方亦能讓長者回憶過去；創作坊改為

放映院,市民可從節目中回味光輝歲月。另外，我們的價格相比來說較便宜，能在大眾負擔能力範

圍內。 

(ii) 業務目標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Business goa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在一年時間內，以休閒娛樂的場所模式打入市場，並在南區周圍 50米範圍累積知名度，讓南區總

人數的三至四成市民都曾光顧「蒲樂館」一次。而運營成本則希望透過門票售賣和產品零售的方

式在三年內回本。我們希望能改善長者和其他年齡層的關係,由現時 60歲或以上的年齡組別，自殺

率為每十萬人有 21.6人自殺，比歐美國家高兩三倍 。希望在我們企業三年的經營後,能減低自殺率

至每十萬人有 21人,增進年齡層間的關係,減低老人抑鬱問題。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i) 市場定位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Market positioning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人口老化問題不斷嚴重,而且老人群體經常被忽視。在南區就有很多的老人家生活,而周圍的老人設

施不足以應付老人的需要。即使是全香港也沒有足夠的老人服務，導致出現了情緒問題卻得不到

治療或幫助。因此我們「蒲樂館」希望打造一個為老人服務的環境,一個讓老人可以重拾樂趣的地

方。我們亦希望幫助尚未完全脫離社會發展的中老年人利用有吸引力的懷舊物品及創新的 VR技

術與不同年齡的人接觸，增強聯繫，提高長者的重視率。 

(ii) 主要顧客對象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Target custome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蒲樂館的對象主要是長者及青少年，而 VR體驗館的模擬危機實景的使用者只限老人。蒲姿樂的消

費者預計百分比是長者 30%，青少年 20%，家庭 50%。蒲樂冰室和士多則是以大眾作為服務對

象。而蒲樂映院的節目是隨入場券贈送,所以是以蒲姿樂和 VR體驗館的消費者為對象。 

(iii) 競爭對手狀況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Competito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Viveland VR 體驗館@成人$398、小童$288（75 分鐘）荃灣 

在虛擬世界中的獨木板逃生。而多人連線遊戲，很多動作必須「親身上陣」，有如置身二次大戰

的現場之中。 

VAR LIVE   @238小時/一人 銅鑼灣  

可支援多人同時進行，有 1:1 擬真貨車、高科技震動地板，配合震動槍枝設備 

 

「美樂照相館」@收費 $380起 觀塘 

在多個懷舊場景內，被有歷史價值和充滿童年回憶的真實舊物包圍住，彷彿回到 80-90年代的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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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iv) 市場優勢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Marketing advantage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市場上的 VR體驗館的設備與我們相似，但是都是以戰爭或家庭遊戲作為主打，而我們「蒲樂

館」以幫提升老人自理能力為主，配合警察署主題的體驗式遊戲。 並且，我們遊戲的性價能比市

面的其他 VR體驗館要便宜，而且我們將會是南區第一間 VR體驗館。另外，我們以懷舊作為主

題；另外，照相館常以 70至 90年代的香港作為背景。而我們以警察署的歷史面貌配合 70至 90年

代的遊戲作為「打卡」地點。 

(v) 營銷渠道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Sales channe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我們會用三方面的渠道宣傳,例如網站及手機應用程式、電話和門市售票和向老人院派發我們的傳

單。另外，我們會建立一個社區義工隊，增加我們的社區聯繫感和履行企業社會責任使市民對我

們的企業有較高的信任度。我們亦會到周圍的市集或花市參展，推銷我們的特色懷舊小吃。我們

會派發免費的限量零食和在南區不定期舉行試食，使市民了解「蒲樂館」最新的動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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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ion method (e.g. Facebook/listing fee)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我們會利用媒體作宣傳。以電視廣告宣傳吸引長者顧客；另外，在社交媒體上利用標籤,增加「蒲

樂館」曝光機會，觸發合作夥伴品牌帶來更大效益。 

亦會讓公關在適合的媒體,撰寫及發表新聞稿，協助企業推廣. 

同時利用巴士車廂廣告和報紙上刊登資訊，提升爆光率，使大眾認識。 

亦會透過參與大型社區活動宣傳， 讓居民了解。 

每年至少兩次的外展活動會召集義工，與獨居長者交流，提升知名度  

亦會在老人院或社區中心放置一些試玩卷，吸引顧客。 

(vii) 銷售預測 (首三年)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Sales projection (First 3 yea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我們預期第一年的營業額為 806萬元，並按年遞增至第三年的 1702 萬元。第一年銷售額較低,因為

開業前半年市民對我們的項目不了解,所以光顧人數較少,因此整體銷售額較低。此外，由第二年的

開始，銷售額會漸漸上升,因為項目的宣傳範圍變大,市民開始到此嘗鮮遊玩,而合作的機構亦有所

增加和累積了一些消費者,所以銷售額有大幅的增長。第三年因為熱潮過後,人數有所下跌,但仍有

穩定的收益,因此銷售額會有平穩的上升。根據三年的財務預測，我們相信公司能於第三年達至收

支平衡。 

 

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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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V: Finance (With cost breakdown) 

(i) 公司成立成本 

 Startup cost 

公司成立的成本包括購買設備，預計要$515,000 ，折舊率為 10%。其餘開支，例如租金及人工，均

當作每月開支。另外公司需聘用的職員如下，並假設人員每年遞增，每年加薪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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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第二年時，

我們將向員工發放花紅以增加士氣，其餘盈餘則保留。首三年的現金流狀況如下。 

 

(iii) 預計收入 

 Expected income 

公司唯一的收入來源是營銷收益。並假設每位顧客會在冰室及士多消費，並購買至少一張門票，

預測的銷售額及每件的生產成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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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集資來源 

 Funding sources 

公司希望由項目合作夥伴得到注資$1,500,0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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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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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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益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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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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Risks management (Predicted risks and respective contingency plans) 

風險 1：蒲窩面積不敷應用，難以擴充業務 
 
我們現時的 VR體驗活動只在室內進行，倘若市民反應熱烈，我們將會把 VR體驗活動範圍擴充至
室外。並增加設備讓更多的人能參與其中。 
 
風險 2：遭競爭者抄襲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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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 VR體驗所需屬軟件，故容易被抄襲。因此，我們在與大學合作完成軟件後，將會申請專利
以保障本公司軟件創作的版權。另外，針對影樓技術及佈局容易被抄襲的問題，我們將每一年左

右簡單更換一次佈局或採取不一樣的主題重點，在確保新穎的同時又難以被複製創意。 
 
風險 3：老人安全問題 
 
我們會先為老人先作評估，確保老人沒有健康問題（心臟）和活動能力沒有太大的問題，才能進

行 VR體驗。而老人院內的長者大部分可能會有行動不便的困難，我們亦准許車輛的進入以方便
長者出入。另外，我們亦會在提升老人自理能力的房間中增加軟墊等安全設備，減低老人在活動

中受傷的機會。並且全程老人院及蒲樂館的員工皆會在旁留意狀況 

 

資料來源： 

1. https://xiao-chao.github.io/elder-s-suicide/ 

香港長者自殺調查：過高的長者自殺率被媒體所忽視 

2. http://pathvv.ywca.org.hk/wordpress/ 

「長」「青」兩代溝通上的困難 

3.  https://www.hkgolden.com 

趕上 VR 潮流，成為新世代專才 

4.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867638/ 

9 萬婆婆獨居倍增%20 社會缺支援 

5.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66697/ 

本港 65歲以上長者 10年增逾 3成至 116萬-當中 15萬為獨居長者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1867638/
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1666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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