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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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標: 

➣在工作和生活中取得一個平衡 

香港人生活節奏急速，工作繁忙，難以尋找時間享樂和休息。因此，我們希望提供一個享樂空間，讓他們在慢

活和活力中取得平衡，而不是只傾向任何一面。蒲窩中心一系列的活動能夠為兩者提供一個平台，在忙碌工作

中，享受慢活生活。 

➣提供藝術發展空間 

除此之外，音樂室和中心推出的Busking表演，為表演者提供一個空間讓他們發揮才華，使他們不被社會扼殺甚

至發掘有實力的隱藏音樂人。 

➣本地藝術家實現夢想的起點  

香港被稱為文化沙漠，尤其是在全球化和速食文化的興起，本土藝術行業更加不被重視。所以我們蒲窩就是想

聚集這一群有興趣從事藝術行業但缺乏資源和勇氣的人，為他們提供一個創作的平台，讓他們一展所長，甚至

為香港發展成一個新藝術產業鏈。 

 

常備節目 

➣南區首間密室逃脫 

以前香港仔警署的歷史身份作故事背景，為蒲窩增添驚險元素，營造氣氛，並配合社會潮流，用新穎的方式帶

出歷史故事，具有教育意義。 

 

➣出租工作空間 

以低於市面的租金出租，以此減低手作家的工作負擔和成本。 

 

 

➣方維德音樂室 
音樂室將會用作平日出租作團室，讓對音樂有興趣的人，可以用較低的價錢，組合樂隊，亦可以在蒲窩裏認識

到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同時亦可以出租作為小型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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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案咖啡廳 
保留蒲窩的報案室原貌，利用投映技術重現當時的環境，讓參觀者能親身體驗做被拘留的情景和經歷，亦可以

親眼看見前警局人員取槍的地點。這也能體現到前警署的歷史價值，配合主題。我們會把cafe外判給本地咖啡

室，給予小商戶發揮空間。咖啡室包含的商品除了有即沖咖啡和糕點外，亦增設自助沙律及花茶間，以推廣低

碳生活且符合我們的慢活主題。 
 

特別節目 

古典文化祭（懷舊） 
花事雖凋謝，風月仍留存，讓我們一起穿過時光大門，在充滿歷史味道的蒲窩和現場爵士樂的襯托下，營造難

忘的夜晚，陶醉在昔日黃金歲月的氣氛裏。活動如下： 

➣市集 
市集的形式是類似日本的文化祭，充滿歡樂氣氛。市集主要內容關於舊香港風情，人們可以在市集的內容中懷

緬香港以前八至今的文化。 
 

➣古裝體驗 

感受節日氣氛同時，我們提供香港五六七十年代的衣着的服飾例如旗袍、男裝長衫等，配合簡單的髮型設計、

妝容，並配合蒲窩本身作為歷史建築的文化氣息，使參觀者彷彿回到那個年代。 
 

➣樂隊 

我們邀請本地獨立音樂人，為我們表演爵士樂、或其他古典音樂，營造優雅氣氛，並可以為他們增添演出機

會。 

 

動感狂歡祭（活力） 

這個活動可以通過舞蹈比賽和音樂為大家帶來歡樂，使大家感受到熱血沸騰，充滿活力，可以從壓抑的生活中

，放開束縛。 
 

➣舞蹈比賽 
所選舞蹈: Pole dance,嘻哈,tango 
合乎現時年青人的活動，有助伸展身體 
 
舉辦現代舞比賽，有興趣的青少年可以參加比賽作為交流。 
參觀者亦都可以觀看比賽，感受當中的活力氣氛。 

➣樂隊 
邀請本地獨立音樂人，表演搖滾、edm等令人興奮鼓舞的音樂，營造澎湃的氣

氛，並增添他們的演出機會。 

➣市集 
在不同的季節和節日舉行對應的主題，例如在三四月是日本的櫻花盛開的季節

，因此我們的市集會以櫻花和日本作為主題，商戶售出的貨品亦會環繞日本風和當地的特色產品。 
 

簡單生活節（慢活） 
「做喜歡的事，讓喜歡的事有價值」 
我們參考了台灣和上海早前舉行過的簡單生活節，並希望都市人可以在繁忙中，嘗試拋開自己的雜念，享受生

活的。活動如下： 
 

➣市集 
在慢活的主題，我們會舉辦綠色市集。出售的所有產品都是以低碳為主，例如花茶，環保香包等。這些產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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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都是天然有機，因此對於低碳生活都有極大的幫助。 
 

➣手作坊 
顧客逛市集後，若然想學習如何製造精美手作，例如環保或重用皮

革、木工、鎖匙扣等，手作坊期間會提供一些示範教學，參觀者可

以免費觀看示範教學。除了一些手作外，我們亦會增設花茶沖泡。

參加者可自行選擇花茶的材料，然後沖泡屬於自己的方法。這項活

動能讓參加者了解更多關於低碳生活和慢活。 
 
如感興趣親身體驗製作過程，參觀者可以付費參加手作坊，創造獨

一無二屬於他們的紀念品。但觀看教學則完全免費。 
 

➣小農田 
我們會開發蒲窩庭園的田地作爲農田,並舉辦親子農夫

體驗活動。活動期間，一家大少能體驗有機耕作的經

驗且不需要長途跋涉到新界地區體驗，其方便程度可

引來人流。 
 
另外為了添加農地的變化和選擇程度，在特定花期我

們會種植不同種類的花，例如向日葵丶玫瑰花等。花

海能吸引更多青少年前來打卡，為中心增加更多顏色。 

 

 

 
➣樂隊 
我們會邀請一些本地獨立音樂人為蒲窩演奏，增添舒適氣氛，亦可以為他們增添一些演出機會。 
 
 
 
 
 
 
 
 
 
 
 
 
 
 
 
 
 
 
 
 
 
 

項目 固定 期間限定 免費 收費 

常備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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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區首間密室逃脫 ✔    ✔  

➣出租工作室 ✔    ✔  

➣方維德音樂室 ✔    ✔  

➣報案咖啡廳 ✔   ✔   

     

特別節目     

古典文化祭（懷舊）     

➣市集  ✔  ✔   

➣古裝體驗  ✔   ✔  

➣樂隊  ✔  ✔   

     

動感狂歡祭（活力）     

➣舞蹈比賽  ✔  ✔   

➣樂隊  ✔  ✔   

     

簡單生活節（慢活）     

➣市集  ✔  ✔   

➣手作坊 ✔    ✔  

➣小農田 ✔    ✔  

➣樂隊  ✔   ✔  

➣藝術作品展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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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無法負擔昂貴租金 

現今市場過於依賴連鎖店帶來的利益，而忽略了本土藝術文化的重要性，很

多人認爲其只是一種興趣，而不是事業，甚至連香港也很少把藝術發展成一

項產業，導致藝術工作者無法在市場上立足，缺少機會發展事業，也因無法

負擔昂貴的租金而對創業卻步。 

由於網上購物越發普遍，這已成爲了另外一種商業機遇，因為網上商店有著

較低成本以及較多選擇的關係，市民更專注於它帶來的便利，間接縮減實體

工作室和商店的生存空間。但即使藝術工作者在網上宣傳和販售商品，他們

依然需要在工作室展視他們的產品以及示範，令顧客有更深刻的認識，所以

藝術工作者極難售賣商品。 

  

➣街頭表演受打壓 

另外，香港在發展街頭表演均受到不少阻滞，例如噪音污染的投訴

，再加上近年政府積極打擊街頭賣藝，例如旺角殺街等，使年輕人

在沒有舞台，沒有商業集團支持以及沒有藝術界策劃的前提下，要

在公共空間表演難上加難。 

➣生活節奏難以平衡 

很多香港人在繁忙的都市中忽略了工作與生活平衡，在街上，有很

多人都活得像毫無生氣，不知道生活的意義。 

➣歷史文化不被重視 

香港發展急速，加上速食文化的興起、繁忙的生活節奏使人忘

記了歷史的意義，因而不再重視香港歷史，在保育與發展之間

選擇了後者。加上香港市民對文物保育意識不高，傾向以經濟

和物質因素來衡量生活素質，即使歷史文物是二級或三級，只

要業主對建築物用途想法又所改變，就可以不需要通過公眾諮

詢而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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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穩定的工作場所 

蒲窩目前整個建築是繳交政府的「象徵式收費」，不需要負擔昂貴的地租，所以能提供一個平台給不同 

的本地手作家，使他們不用負擔地租和維護費，讓他們可以用比市價較低的租金，來租用工作室。 

➣提供表演場地 

日常時我們可以利用蒲窩的開放空間，提供一個busking的場所，讓獨立音樂人可以表演。 

在大型活動時，我們會邀請獨立音樂人為蒲窩演奏，增添他們的演出機會。 

我們亦會出租方維德音樂室，讓對音樂有興趣的人可以組合樂隊，亦可以在那裏舉行小型演唱會。 

➣推動享受生活 

我們透過不同的活動，例如簡單生活節和動感狂歡祭，讓人們重新感受及享受生活。 

➣引起大眾關注 

6 



推廣蒲窩，讓更多人知道這個地方，引起大眾關注，吸引大眾對歷史建築的興趣，並令他們嘗試了解和欣

賞歷史文物，從而反思日常對文化和歷史的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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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窩身為舊警署即使在轉型後仍擁有不少大型房間，可以分隔

成小型的工作室以低價租出，加上蒲窩特有的歷史味道，例如

用了英治時期的紅磚和中國古代建築風格的瓦塊來建造成舊警

署，以低租金租出舉辦市集， 用自身已有的歷史價值吸引更多

人流，比起市面上現代化的建築，蒲窩更古色古香且更有歷史

價值。 

其次，蒲窩四周被樹木環繞，附近亦是民居，可以提供一個寧

靜的環境給予本土手作家創作靈感，藉着遠離鬧市的煩囂，在

專屬於自己一個舒適的空間創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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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育 

我們會保留原有的建築特色，因為天花批蕩、牆身剝落，所以我們亦會進行修葺天花和牆身的工程，盡 

量修復天花上的花紋。另外，由於蒲窩的塗鴉不配合建築的風格和氣息，故此我們會重新髹上顏色。以 

保留建築特色和歷史文化價值。 

此外，由於方維特音樂室的隔音設備已破損，因此我們亦會重新安裝隔音設備例如隔音棉。 

➣活化 

我們重新裝修紅靴咖啡室，變回警局接待處的類似樣貌，保留

了槍房和羈留房，客人可以在這裏了解前警局的類似樣貌，並

從中得知以前警察局的日常運作。 

在舉辦市集和工作坊時，我們會於與本地手作人合作，舉辦不

同工作坊，例如木工、皮革等，吸引人們去親身體驗手作過

程。 

在日常，我們會出租工作室給本地藝術家讓他們的產品放在蒲

窩販售，同時亦可以為蒲窩增添藝術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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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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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逃脫 

我們以蒲窩這座二級歷史文物作為切入點，透過密室逃脫，這種解難遊戲，配上蒲窩自身的故事元素，帶

出歷史故事。 

➣出租工作空間、方維德音樂室 
以低於市面的租金出租，以此減低手作家的工作負擔和成本。 

音樂室將會用作平日出租作團室，讓對音樂有興趣的人，可以用較低的價錢，組合樂隊，亦可以在蒲窩裏

認識到其他志同道合的朋友。 
同時亦可以出租作為小型音樂會。 

➣市集 

我們會定期與外地手作家聯手合作（如日本，台灣，泰國等），攜手舉辦市集，推行期間限定的特色產品

（crossover product)，促進藝術文化交流,讓大衆對藝術有更多認識。 

我們亦會在不同活動節日(簡單生活節、動感狂歡祭、古典文化祭...) 配合其主題，舉辦售賣相關產品的市

集。 

為求不會出現過多同類型的攤檔，每個攤位將經過篩選，力求顧客不會眼花撩亂造成審美疲勞，此亦可以

令市集增添新鮮感。某些攤擋會被固定，而一些額外的名額則會定期改變，和不同的商戶合作，進行期間

限定的活動。 
 

➣手作坊 

參加者製造精美手作，例如環保或重用皮革、木工等，手作坊期間會提供一些示範教學，參觀者可以免費

觀看示範教學。除了一些手作外，我們亦會增設花茶沖泡。參加者可自行選擇花茶的材料，然後沖泡屬於

自己味道的花茶。 
 
如感興趣親身體驗製作過程，參觀者可以付費參加手作坊，創造獨一無二屬於他們的紀念品。但觀看教學

則完全免費。 
 

➣古裝體驗 

在古典文化祭中，我們提供香港五六七十年代的衣着服飾例如旗袍、男裝長衫等，配合簡單的髮型設計、

妝容，並配合蒲窩本身作為歷史建築的文化氣息，使參觀者彷彿回到那個年代。 

➣舞蹈比賽 

我們會在動感狂歡祭中舉行舞蹈比賽，並以現場觀眾投票形式選出冠亞季軍，勝出的人能獲取獎金，以獎

勵他們在過往的努力和成果。 

➣報案咖啡廳 

我們會把咖啡室優先外判給社企或非牟利機構，而員工則會聘用更新人士或殘疾人士，以此給予他們一個

自力更生和改過自新的機會。同時亦會在咖啡室增設自助沙律和花茶間，令顧客能體驗低碳和慢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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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教育 

➣密室逃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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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逃脫的過程中，參觀者可以學會有關蒲窩的歷史小故事，了解當時香港人的生活，並讓大眾了解自身的

文化發展由來，增加大眾對香港歸屬感和社會責任。此外，由於蒲窩已經是一個文化古蹟，我們不用可以

裝修，也能帶出密室逃脫中歷史故事所需要的氣氛。 

➣古裝體驗 

參觀者可以親身體驗穿上舊時代服飾，了解當時香港人的衣着，從中增

加對本土文化的興趣和時裝觸角。 

➣古典文化祭—市集 

古典文化祭的市集主打懷舊產品，從中可以了解到當時的人的生活，欣

賞當中的精細之處，反思現代生活的不足和改善方法。 

➣報案咖啡廳 

我們重新裝修紅靴咖啡室，變回警局接待處的類似樣貌，保留了富歷史

價值的槍房和羈留房，客人可以在這裏了解前警局的類似樣貌，並從中得知以前警察局的日常運作、當年

南區居民與警察的生活。 

吸引人流 

➣舞蹈比賽 

現場投票方式作為賽制，可以令參加者想得到更高的票數，而呼籲更多朋友或身邊的人到蒲窩觀賞比賽，

增加當天人流，並在比賽完結後參與活力狂歡祭。 

➣市集 

市集匯集創意設計、自家品牌、小商戶，琳瑯滿目，讓人重拾購物

尋寶的快感，舉辦不同主題的市集能夠吸引對相關主題感興趣的市

民。由於出售的產品多元化，而且不少是本地設計及生產，容易得

到消費者的支持。使人流數量大大增加。另外這亦可吸引外地旅客前

來蒲窩觀看，從而使中心的客源更多樣化。 

 

欣賞本地手作/音樂 

➣手作坊 

在參加手作坊期間，參觀者親身體驗自製手作並獲取成功感，從中學習欣賞手作的美。 

➣大型活動—邀請本地樂隊表演 

我們邀請在香港比較少人知的獨立音樂人或樂隊，在大型活動時為蒲窩演出，增加他們的演出機會和演出

經驗，並希望藉此增添他們的知名度和被發掘的機會。 

 

 

 

 

 

 

(ii) 業務目標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Business goal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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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教育 

我們希望可以從蒲窩作為切入點，透過以上的活動，教育人們歷史文物的不只是建築價值，更是與社區感

情和本土身份聯繫，延續社會「集體回憶」，對歷史、社會、地區價值有重大的意義，從而引起大眾對保

育的關注。 

 

➣吸引人流 

我們提供不同活動讓不同的年齡層都可以參與，例如為中年組設

有古典文化祭、為青年組設動感狂歡祭等，有些活動不用付費都

可以樂在其中，做到真正不論年齡階層的人都可以享用，促進人

與人之間的交流。與外地手作家也能吸引外地旅客以及本地創業

家前來遊玩。 

 

➣藝術聚集地 

我們希望透過蒲窩自身富有文化氣息的地方，將有興趣從事藝

術行業的人可以有一個安穩的工作場所，並加上定期的活動，

增加藝術家設計的關注度，為他們實現夢想，並可以集合不同

界別對藝術有興趣的人互相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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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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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positioning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現在居住在繁囂都市人，都想擁有一個清靜的地方讓他們放鬆下來，享受一下慢活的生活節奏，以平衡社

會的急速節奏。蒲窩是一個集合懷舊、活力和慢活的地方，可以讓人有一個地方享受生活和發揮興趣，有

別於競爭對手，我們的服務獨特之處在於從多方面發展興趣，例如：懷舊的有古裝體驗，使參觀者彷彿回

到五六十年代；活力的有舞蹈比賽；慢活的有小農田，舉辦親子農場體驗活動，一家大小能體驗有機耕作

所需的經驗，並為初創業人士提供平台，發展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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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主要的顧客對象來自不同年齡組別。 

首先是青少年，我們舉辦的一系列活動包括密室逃脫，古典文化祭和方維德音樂室等都是針對是年青人

流行的潮流而舉辦的，希望能藉此提高回頭率。第二是旅客，由於我們靠近海洋公園，因此主要顧客都是

外國遊客，為此我們舉辦的古裝體驗和監獄咖啡室都能引起來自外地旅客對香港文化的濃厚興趣，從而增

加顧客數量和顧客多樣化。第三是街坊和家庭，由於蒲窩中心位於民居中，那裏大多都是香港仔丶石排

灣丶黃竹坑的居民街坊，於是舉辦小農田和咖啡室便能讓一家大細在假日時前來放鬆。加上古典文化祭亦

可吸引家長一同前往，使他們更認識古時的傳統文化和本土文化的融合。最後便是中年和老年層的市民，

我們提供的咖啡室和市集能給予他們平時消譴娛樂的地方，加上不斷轉換的市集商戶和手作坊，他們不會

感到厭倦且能讓他們學習更多手作和技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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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豐紗廠，PMQ是我們主要的競爭對手。我們同樣旨在積極培育創意產業及推動本地文化，提供多元化的

活動。南豐紗廠擁有龐大的資金使他們引入了不少不同行業的商戶，以及大型連鎖店，吸引了不少遊客且

交通亦相當方便。同時，PMQ也是三級歷史建築，擁有跟蒲窩相同的歷史文化背景，志在培養藝術修養，

兩者雲集不少設計師及創意企業家，成功招攬了不少客源，並具備一定的名氣。而且對方經營有了一定的

時間，資金和產業相當龐大，對蒲窩新崛起的市場添加了不少競爭。 

    

 

 

 

 

(iv) 市場優勢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Marketing advantages (Not more than 200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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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蒲窩環境清幽，可提供創作靈感，由於市面上的中心為了方便而取址於市中心，工作室裏難免都會

被噪音滋擾，相反蒲窩更有利於創作。這也可以鼓勵低碳生活，親近大自然，享受慢活，鼓勵市民培養良

好生活態度。加上PMQ開始引入大型連鎖店，使本地小商戶難以進註，而這正正成為了我們的一大優點，

因為我們能夠包容香港小商戶的需要令前者不會被連鎖店所淘汰。我們亦靠近海洋公園，旅客可以在遊覽

海洋公園後使用方便的交通前往。 

(v) 營銷渠道 (不多於 200 字簡介) 
Sales channels (Not more than 200) 

口碑傳播 

當參觀者去完各種節日和活動，會向身邊的人分享是次經歷，透過轉介身邊的朋友到蒲窩，有口碑傳播的

效果。 

直接郵寄 

用人手寫的信封面，吸引客戶注意，從而跟着信裏的資料，知道我們想邀請他們與蒲窩合作，並嘗試了解

更多關於我們的工作。 

銷售代理 

透過銷售團隊在每一個商業或工廠大廈，介紹蒲窩，詢問業主是否對我們的服務有興趣，並希望他們能成

為我們的租客或者租用市集。 

網站及社交平台 

設計好蒲窩的網站和在社交平台發放不同的廣告，配上精簡的圖片和影片，吸引客源。 

在Google放上關鍵字搜尋、在YouTube上發放web banner，吸引人到網站留意更多。 

電子郵件及致電 

發送email或致電給潛在客戶，看看他們有沒有興趣租用市集或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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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使用網上資源，在不同的網頁進行宣傳。例如Instagram ,Facebook等。宣傳內容大致是中心包含的 

優惠 例：工作坊參加費用三人同行一人半價，加入遊客可在中心享用的一系列免費活動，藉此吸引更多 

人流前來觀看。另外亦會邀請網紅或明星前來中心試玩以吸引更多觀眾。在遊客離開中心時亦會附上我 

們和本地手作家聯名合作的小贈品，提升中心形象。 

 

本地手作家亦會與外地手作家聯手合作，推行不同的活動和特色產品，達成雙方交流藝術。 

另外，我們會以蒲窩前香港仔警署的歷史身份作爲故事背景, 推出一系列解難活動，並邀請港島區學校進

行聯校合作活動，例如參觀中心建築結構和參與密室逃脫遊戲，以訓練學生思維，具有教育意義。 

最後我們會與非政府機構（NGO）合作，一起舉辦本土文化歷史深度遊，帶領遊客認識香港人的生活特色

，逐一發掘鮮為人知的風土人情，深入探索香港。此外，我們也會邀請旅遊發展局添加網站，提升曝光量

，宣傳蒲窩。我們會與旅遊發展局合作，透過將蒲窩納入旅遊路線的一部份，使更多遊客除了到旅遊景點

外，還有機會接觸到蒲窩這個歷史建築，以提高人流和曝光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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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首三年的銷售預測中，我們的收入會持續穩定上升。首先工作坊的租金會因應租戶的經濟狀況每年調整

，如果他們能自負盈虧，我們便會把租金隨著年份提升大約上調5% ; 至於密室逃脫，在越來越多街外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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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和有著極具特色的密室設置的情況下，我們這個密室逃脫的活動會因為獨特的佈景設計和良好的口碑，

以致人傳人， 所以會令到不單止一些舊的客戶繼續光臨而且新的客戶也會持續增長。 

我們主要的收入增長是來自租金和密室逃脫收人這兩大範疇，其他的收入例如小農田等收入也會因為人流

的增長而上升。我們預測每年的總收入會大約提升10%，由第一年的$ 417306.3 ，提升至第二年的 
$459036.93，而第三年則會上升至 $504940.623。 

 

宣傳於宣因此吸引而來的客人也增多傳有由於有多使我們的知名度提高方面的多方面的  

 

 

 

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day  
Section V: Finance (With cost breakdown) 
(i) 公司成立成本 

Startup cost 

公司註冊費用 $1,720  

商業登記費用 $2,250 

人工成本 $28000  

薪金 14000 x 6人 = $84000 

僱員醫療保障計劃 $30000 

火險 $400 

勞工保險 $20000  

家具及設備 (budget: $60000) 

 

網上宣傳 (Budget: $ 60000)  

密室逃脫: 420000 

小農田: 

- 農業排水 = 20160 
- 種子 = 1000 

總額= 727530 

 

 

 

 

 

 

 

(ii) 預計每月支出 
Expected monthly expendi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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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費及電費 $15000/month  

薪金和工資: 14000 x 6 = $84000 

租金 $1 

稅 $1  

雜項費用 (咖啡豆，文具 等等)  ~$5000 

強積金$8400每人/ 12個月 

→ 8400 x 6 = $50400 

手作坊費用: $240 每個工作坊 x 16 

宣傳費用: $10000 

網絡(wifi): $1000 

對外合作費用(overseas): $30000 

舞蹈比賽 

→ 獎金 :第一名 : $3000, 第二名: $2000, 第三名:$1000 → $6000 x3times   ÷ 12 month =$1500  

小農田: $1000 

運費 : 20000 ÷12 = $~1667  

網站保養 : 5000 ÷12= $~417 

市集 

→樂隊: $3000 

→ 其他費用: $4000 

密室逃脫: 3000 

會計律師樓 : 6000 

 

總額: $146807 

 

 

 

 

 

 

 

 

 

 

 

 

 

(iii) 預計收入 
Expected in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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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 租金收入 

● 工作室 $18640 ($10 per sqft, 總共 1864 sqft) 
● 音樂室 $90/hr  

→ 周末$90 x  12小時(開放時間）x 80% (機率)) x 8日= $6912 

→ 星期一至四: $90 x 3 小時(機率) x 17日(平均) = $4590 

→ 星期五: $90 x (6 小時x 80%)(機率) x 4日= $1728 

                   → total: $13230 

● 市集 $ 30000/day x 2 days/month  → $60000 
● 咖啡室 $ 30000/month 

每月:密室逃脫  

● 兩間大房: 4-7人, 每人$120, 1個時段為1小時 

 → 周末: $130 x 5 人(平均) x 12小時(開放時間）x 80% (機率)) x 8日x 2間房= $99840 

               → 星期一至四: $120 x 5人(平均) x 3 小時(機率) x 17日(平均) x 2間房= $61200 

               →星期五: $120 x 5人(平均) x (6 小時x 80%)(機率) x 4日x 2間房=  $23040 

● 一間細房: 1-3人,星期一至五 每人$70  周末 每人$80  , 1個時段為30分鐘 

               → 周末: $880x 2人(估算) x 24 時段x 70% (機率) x 8日= $21504 

               → 星期一至四: $70 x 2人(估算) x 6時段(機率) x 17日(平均) = $14280 

               →星期五: $70 x 2人(估算) x  12 時段x 80% (機率) x 4日= $5376 

                    →$225240  

以一個手作坊計 

      $ 300一個人 

            →三人同行一人半價 

               → 四人同行一人免費 

               → 五人或以上同行一律七八折 

→ 人數: 15人 

→ $300 x 15 - (300 x 5) [(26+22+25)/3]%  : $4135 x16 = 66160 

 

古裝體驗: $380 x 40 x 30% x 3 times a year = $13680/12 
小農田: $2896.25 

- 士多啤梨 : $65/盒 
- [$65 x 7人 x 4塊田 x 3個月] +[$65 x 7人 x 1塊田 x 9個月]÷ 12 = $796.25 
- 售花: $70 /支  
- [$70x 80支花 x 4.5個月] ÷ 12 = $2100 
- 售花$2100 + 士多啤梨$796.25 = $2896.25 

 

每月預計收入: 18640+13230+60000+30000+225240+1140+ 66160 +  $2896.25 

                                             = $417306.25 

(iv) 集資來源 
Funding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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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區更新文物保育及地區活化資助計劃  ~$3240000 

伙伴倡自強 ~$2000000 

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 ~ $2500000 

總額 : ~$8240000 

(v) 三年財務預測 
Financial projection in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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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場風險 

➣工作坊以及密室逃脫等不受大眾歡迎，難以吸引人流 

  

相關應變計劃： 

➣爲了增加活動的吸引力，我們會在Facebook，Instagram等社交平台宣傳 

➣提供優惠（如三人同行一人半價），捕捉市民的消費心態，從而增加遊客人數 

➣邀請不同年齡層的市民做測試，根據他們的意見在各活動中做出微調，改善問題 

➣邀請本土藝術家設計蒲窩的廣告，務求用獨一無二的設計吸引大衆的目光 

 

 管理風險 

➣員工意見分歧等問題發生,導致管理不善 

  

相關應變計劃： 

➣以理性的態度，為蒲窩的利益著想，不夾雜私見，避免發生衝突 

➣當出現意見分歧的情況,採用公平的形式解決，如以投票決定 

 

品質風險 

➣手作坊的材料可能有損壞或有瑕疵，影響產品品質 

相關應變計劃： 

我們會進行品質檢查，認真剔除瑕疵品，以免影響產品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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