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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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計劃書: RE-CHANGE
Re: 重新, change:改變
我們希望以社會企業營運公司，透過改變人們生活習慣讓他們懂得珍惜身邊的事物。
宗旨及使命
-放鬆自己，享受人生，共同社會

港人生活壓力大，香港心理衞生會於去年進行有關抑鬱指數調查，發現約5.5％受訪者可能患上抑
鬱症，比2014年調查結果高2.3％。可見他們需要一個地方釋放自身壓力。
這個地方便是蒲窩，蒲窩作為標誌性二级歷史建築物，我們希望將蒲窩活化為多元化服務的伊甸
園，提供地方為訪客將不必要的壓力留下，放鬆自我。
我們營運模式，以管理公司身份，管理日常的運作，因與和富社會企業合作，地方租金我們可以
以低於市價租予有社企理念及經營之合作夥伴，收入扣除必要開支，全數捐給和富作慈善用
途。預計保守三年每年收益增長超過5%，
本店宣傳方法以網路平台及電子傳媒為主，因位置相近，可跟海洋公園合作互利共赢。另一方面
亦會與旅行社合作，把蒲窩推廣成必到景點。短期來說，我們籍着更多出奇又好玩话動及折
扣優惠，吸引更多香港仔市民願意到蒲窩遊玩，長遠而言，定立一條旅遊路線到蒲窩，吸纳
更多中外內遊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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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人整體抑鬱指數創新高，情況值得關注。除精神問題外，極端如自殺大多並非單一原因造成，
包括學業、家庭、社會、工作和人際關係等問題。據顯示，如2017年由十五至二十四歲青少
年自殺率為九點五，較2012年的八點三高。可見香港人壓力大，正面對自殺率上升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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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RF War - 提供一個室外與室內槍擊遊玩體驗地方，给人娛樂舒解壓力。
Party room - 籍此透過蒲窩提供獨立空間
果醬工作坊 - 鼓勵利回收賣不完的水果製作果醬，貫彻環保的概念
不定期跳蚤市場 - 鼓勵以物換物及環保意識，亦提供平台予小生意夥伴
喜舍，Coffee shop - 公眾休憩共享空間提供表演平台，交換興趣愛好。提供一個喝咖啡地方，令
人感到輕鬆愉快
導賞團 –讓人更加認識這個蒲窩，親親大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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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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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窩有足夠地方能夠提供一個共享空間，令生话急促的香港人都能夠享受蒲窩周邊的樹木，做自
己喜歡靜態话動，從中缓解自己壓力，放鬆自我。蒲窩遠離市區，像一個桃花源，大眾能把壓
力在蒲窩放下，欣賞大自然，製作果醬、玩樂和休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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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吸引人流
蒲窩發展多元化的服務能夠促進附近的市民來，讓更多人知道蒲窩的存在。
● 提倡綠色生活
我們想蒲窩發展多元化的服務業務除了盈利之外，都希望能夠為環保出一分力。二手貨向
來都是人循環再用的東西。香港人是浪費佼佼者，可以借助導賞團令到減少廢品被棄置在
堆填區。蒲窩可以作爲教育的其中一個媒介教育大衆如何減少浪費。
● 保育蒲窩的歷史文化
發展多元化的服務不會對蒲窩建築物的結構作任何的改動,依然會保留到原本的外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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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採用了多元化的服務讓市民享用，讓任何人亦能到蒲窩享受。一是NERF War，讓家長能帶
小朋友以及讓青少年來體驗射擊活動。果醬工作坊，讓市民自製果醬另這廚房亦可出租，供
有興趣烹調的市民能用到足夠的儀器。喜舍讓市民享用咖啡茶品，作休憩的地方，可供他們
打卡留念。Party Room ，讓市民有一個獨立空間去玩樂。最後是不定期跳蚤市場二手衣服
出售，有一個平台給有多餘衣服的人作買賣,令蒲窩變成一個適合任何年齡層人士享用的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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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蒲窩變為值得光臨的地方，供任何市民享用，亦可帶動蒲窩的經濟活動。喜舍，NERF War 果
醬工作坊在香港較難發現，讓市民用廉價以得到新穎的體驗，果醬工作坊可向市民散播環保
意識，而喜舍是個讓人休息的地方，是共享空間，讓人們有自己的空間，而NERF War在香
港只有數一數二的地方能玩，可令市民多點出外遊玩，不再做低頭族。這都是很創新的服務
，吸引到市民到此遊玩。
(ii) 業務目標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Business goa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活化蒲窩之餘亦能維持公司的運作，首先，幾種創新的服務令蒲窩的形象有所提升。雖然服務都
是以廉價給市民享用，但機會上有信心做到只賺不蝕。因店鋪有能力支付租金，除了屬蒲窩
的地方需檢查而用金錢外，店鋪開支由其自負營虧。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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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市場定位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Market positioning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本公司定位於提供多元化產品的市場，讓大眾以市價較低的價錢購買不同產品。並且產品會經檢
查才投入市場，確保產品的質素，令顧客享有舒適的消費。同時，部分利潤將會用作捐獻用途，
提供援助予弱勢人士,共同發展香港社會。本公司還會將果醬和賣水果形成循環互利雙贏的局面。
委託商店收購大量水果，既可賣水果，還可用以較成熟的水果做果醬，以作出售。除此之外還有
NERF War場地供青少年遊玩，而只收取入場費
(ii) 主要顧客對象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Target custome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主要顧客對象:
香港仔主要人群：學生，上班族，老人家(短期)
整個香港島的學生，上班族，老人家，甚至遊客(中、長期)
(iii) 競爭對手狀況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Competitor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蒲窩最主要的競爭對手莫過於同類型的活化建築物例如美利樓和大館。因爲他們已經活化過程已
完成了他們從中能獲得更大的收益。相對於言，蒲窩仍然趕及活化過程。蒲窩迎來了不少的挑戰
，面對潛在的競爭者。所以蒲窩會舉辦一系列的活動吸引更多遊客。
(iv) 市場優勢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Marketing advantage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在西方社會，在跳蚤市場尋寶購物是一種非常受歡迎的消閒活動。跳蚤市場是可以買到超值便宜
貨的地。基於這一點，我們能透過這樣來吸引外國人和本地人,讓他們可以購買便宜的東西，還能
在本地推銷這個潮流,令香港變得更多元化。蒲窩鄰近海洋公園能夠吸納更多游客，而且蒲窩是歷
史建築物，相信旅行社都會安排路綫到蒲窩,而且鄰近巴士總站和附近都有南港島綫,能吸納到更多
遊客。
(v) 營銷渠道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Sales channe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1）製作網站：Facebook、Instagram Shop、Weibo、Wechat Group
2）保密資料收集：網上收集公司客戶的通訊資料；以最高負責人的具體姓氏為好
3）製作信函：製作私人形式信函
4 ) 安裝人流分析系統: 有訪客後，你需要一些人流分析數據去了解廣告成效營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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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推廣：
結合故事主體帶給消費者一個有趣的印象，例如：以恐怖，科幻的主題提高吸引力
直播宣傳:
提高知名度，成本低，而且還能賺錢，例如出售產品或者粉絲的禮物等。邀請知名YouTuber,
KOL實拍video，宣傳高。還可以和附近的海洋公園合作，例如聖誕和halloween期間有些活動於蒲
窩舉行，互利共贏，而且可以借出場地給電視台的綜藝節目增加蒲窩的知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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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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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年：開業初期的盈利回報較低。透過一系列宣傳，推廣。吸納更多支持，集名氣。以果醬工
坊和二手衣服店舖作環保推廣，打響當區知名度。
第二年：逐漸加強宣傳，推行各種活動，與旅行社合作，涵括蒲窩範圍，從而能夠除了香港仔有
知名度之餘，都可以能夠在南區打響知名度。
第三年：加入更多個人特色，打造全方位的特色市場, 加強各區與蒲窩聯繫，打造成打卡熱點, 成
為香港二級古蹟的標誌性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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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0(包括：公司名稱、公司註冊証書、商業登記証、周年申報表、服務費)
(ii) 預計每月支出
Expected monthly expenditure

● 管理蒲窩人員($15,000月薪)
● 在網店上廣告的費用(Facebook:HKD$500/產品,: HKD$1,000/項目,微博:HKD$15/每千次廣
告曝光，微信：HKD$30/每千次廣告曝光)
● 扣除不必要的支出和人工全數捐給和富
● 由於每個月的支出便宜，我們只需負責管理
(iii) 預計收入
Expected income

參考黃竹坑工廠每間尺價，每尺價23元用蒲窩的實用面積計算 : (每月的收入)
1.
2.
3.
4.
5.

二手商店 :23*721=$16,583
NERF War :23*1089=$25,047
喜舍 - 23*2432=$55,936
Coffee Shop&果醬工作坊 -23*558=$12,834
Party Room &kitchen-23*630=$14,490

總合:$124,890

(iv) 集資來源
Funding sources

自己管理蒲窩所得到的資金和遊客的收入
(v) 三年財務預測
Financial projection in 3 years

以三年計算，每年的租金收益遞增3%(只包括Facebook、Instagram Shop廣告的費用)
First Year:$[124,890*12-(1000+500)*7*12-15000*3]= $1,32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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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ond Year:$〔(124,890*12*[(1+3%)*2])-[(1000+500)*7*12]-[15000*3]〕=$1,418,950
Third Year:$〔(124,890*12*[(1+3%)*3])-[(1000+500)*7*12]-[15000*3]〕=$1,466,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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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險管理
較難與其他機構合作
由於蒲窩嘅知名度較低,比較不願意蒲窩與合作
解決方法:進行更多宣傳關於蒲窩所活化的内容，讓他們認識更多，從而明白蒲窩的運作目的，增
加合作的機會
某商店全退出蒲窩
假設咖啡店退出蒲窩, 日常的運作未必能順利運作以及收益下降，影響營運
解決方法: 定期進行一些小型活動,例如歷史建築一日遊以及親子同樂日等，费用較為便宜，爭取
時間去吸引另一間企業，如:小型咖啡店。首月的租金較便宜，以保留小營咖啡店繼續營運。
產品的質素和數量未如預期理想
商店初次進入蒲窩裡營運，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當地環境
解決方法:盡量提供一些關於蒲窩內部的環境和規限，以便商店發展，更快融合當地環境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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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圓形圖）
我們總共訪問了30名居住在香港仔居民。根據數據，他們對葡窩認識程度不大，更超過70%香港
仔市民不認識這個地方，反映葡窩可能在宣傳不足令到欠缺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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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生活壓力大
https://skypost.ulifestyle.com.hk/article/1632803/20%E6%B8%AF%E4%BA%BA%201%E5%80
%8B%E6%8A%91%E9%AC%B1
參加MEP計劃：感想
對於於參加這一次Mep所舉辦活化葡窩
計劃，我們有極深體會。從這個計劃當中，我們學會了團體合作，堅毅精神和同理心。對於團體
合作方面，有些人可能合作相對較少，每個人性格都有不同地方！比如話有的比較健談，有的比
較內向。大家談吐方式都不同情況下，難免會產生大大小小，形形式式誤會產生。在這個情景底
下，可能要展露更多同理心，包容大家意見。學懂聆聽每一個人所發出聲音和要切身處地了解對
方難題，讓那個人知道我們在乎他，我們是一個團隊，你不是孤單的一個！至於堅毅精神方面，
我們還有很多不足地方。比如可能經常有组員可能產生半途而廢想法和常常都有極端想法。儘管
如此，我們仍然堅持了下去，克服所面對困難，總算能讓計劃順利完成。
對於Mentor而言，我們在他身上學會了怎樣抑制自己情绪，冷静去應對每一個難題。我們感恩
他能作為我們Mentor，因為你教曉了我們不要放棄，盡力去完成一件事，輸了有甚麼可怕呢！
最後，多謝Mep每一個人為我們所付出準備和努力！多謝你們能令我們發現自己不足地方從而
在過程中找尋方法解决問題，獲得一次又一次寶貴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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