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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創業計劃書
Part B – Business Proposal
第㇐部份：項目基本資料
Section I: Basic Information of Business
(i)

項目名稱
Name of Business

「無憂享樂齡」服務機構
(ii)
項目主題 (請選擇其中一項)
Theme (Please select one of the following options)
◻ 智慧出行 Smart Mobility
✔ 智慧生活Smart Living
◻ 智慧經濟 Smart Economy
◻ 智慧環境 Smart Environment

◻ 智慧市民 Smart People

(iii)
項目摘要 (請用不多於500字簡介)
Executive Summary (Not more than 500 words)
● 隨著本港人口老化問題越趨嚴重，⾧者在醫、食、住、行等多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加，並且更
多的⾧者希望能在家養老，期望能夠在家接收到更多資訊以及獲得所需的支援。同時間，市
面已有各式各樣旨在為⾧者提供服務的機構和志願團體，而⾧者卻不清楚現時有什麼機構在
提供什麼服務以及如何可獲得此等服務，配對上出現落差。
● 有見及此，我們創立「無憂享樂齡」服務機構，其中㇐項服務是建構㇐個網絡平台，扮演中
介的角色，提供全面養老知識和現存服務，並主動為⾧者以及服務提供者兩者進行配對，讓
⾧者能夠得到適當服務幫助，令服務提供者亦能適切找到有需要的⾧者，更方便地運用社會
資源解決⾧者的需求。
● 除此作配對和轉介外，針對著現時市場上未有提供的服務，本機構亦會作為㇐個服務提供者
協助⾧者，例如：本機構設有義工探訪和線上關懷服務，了解⾧者的需要和提供心靈輔導和
聊天解悶，等而達到讓⾧者無憂地安居度過晚年的最終目的。
● 全面的到戶照顧服務，我們會進行大型的⾧者調查，了解不同⾧者的狀況和需要，為有需要
的⾧者度身訂造合適的個人照顧方案，讓更多的⾧者得到良好的照顧，享受居家安老生活 。
行動計劃：
1 為這批⾧者建構㇐個㇐站式的服務平台和服務的機構
2 探訪收集⾧者數據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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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為⾧者開創適切貼心的服務
4 並聯繫各⾧者服務提供者，作轉介以期所有服務能有效調配給最需要照顧的⾧者
5. 按照計劃時間表先後發展
㇐. 計劃時間表
(a) 寫計劃書和籌募贊助經費，如：向社署申請資助
(b) 建立平台
(c) 招募義工
(d) 作大型⾧者調查（與大學和各區居民組織合作）
(e) 聯繫各⾧者服務機構
(f) 以多階段形式推行，先推行單方面服務作宣傳及試驗，視乎成效以及業務穩定性進而擴大服務範
圍及內容
(g) 創建市場未有提供的⾧者服務(主動向⾧者提供服務)
二. 為⾧者提供的服務包括：
a醫
提供醫療資訊、預防保健、定期探訪監測、提供護理器材租借、網上導醫初診、協助預約掛號、護
送陪診、康復指導、慢病管理、安排家居物理治療、用藥提醒等服務。
提供不同的健康資訊和活動，例如運動，鼓勵⾧者保持健康的生活習慣，降低患有慢性疾病的風
險。
b食
按⾧者的健康狀況推薦食療餐單，為有需要的⾧者提供代購或送餐服務。
c住
家居清潔、雜物存放和保健器材和防止意外的裝修設計和服務，協助院舍申請和跟進探訪，以提昇
⾧者的生活質素。
d行
提供輔助走路的器材租借、義工協助外出和乘車、安排復康巴士服務等，務求擴闊⾧者的活動範
圍，並減低交通意外的風險。
e 平安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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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本地已有的平安鐘機構進行合作，為獨居⾧者提供平安鐘服務，並為經濟困難戶申請津助。
f 心靈需要和生活質素
推廣⾧者社區活動、興趣班和參與義工服務，助其終身學習及擴闊社交圈子及增添生活色彩。提供
定期義工探訪及線上對話服務，關懷⾧者需要。
g 經濟需要
提供理財資訊和教育，理財顧問諮詢服務，使其善用社會資源、津助和退休金，減少憂慮和依賴。
第二部份：社會效益
Section II: Social Impact
(i)

社會需要 (例：社會問題及其嚴重性) (約200字)
Social needs (e.g. social problem and its seriousness) (About 200 words)

香港人口老化趨勢持續，香港人口 高齡化的速度在未來 20 年左右將會加快。在 2018 至 2038 年間，⾧
者人口及其 佔比將分別由 127 萬及 17.9%增加近㇐倍至 244 萬及 31.9%。換言之， 在 2038 年，差不多每
三人中便有㇐人是⾧者。同時，75 歲或以上人口的增幅 將更為顯著，由 57 萬人增加至 140 萬人（在總人
口中的佔比由 7.9%增加至 18.3%）。相反，18 至 64 歲人士和兒童的數目及佔比預計則會減少。上述高齡
化模式將在整個推算期（至 2066 年）內持續，但其速度會在2038年後略為放緩。
⾧者供養比率將同步大幅下降。目前，每名⾧者由接近四名（3.93 名） 適齡工作（15 至 64 歲）人士供
養。然而，這比率將會下降至 2038 年的 1.83 名，繼而進㇐步下降至 2066 年的 1.48 名，顯示未來世代供
養⾧者的負擔 將會加重。

⾧者人數將會持續上升，而⾧者由於身體機能逐漸下降，在生活的各個領域均需要特別照顧，對社
會資源的依賴性增加，因此為⾧者提供優質和全面的服務的需求是龐大而殷切的。若社會能為⾧者
提供優質和全面的照顧將會讓⾧者和市民對生活更滿意、對未來更有信心和對政府更支持。
(ii)
項目如何回應上述社會需要及產生社會效益 (例：紓緩或解決社會問題) (約200字)
How can your business address the above social needs and generate positive social impacts
(e.g. alleviate/solve the problems?) (About 200 words)
⾧者由退休到終老(約60至85歲)，佔人生30%的年日，若能透過本計劃為⾧者提供最適切的照顧，
將可提升⾧者的生活質素，並讓他們享有快樂而豐盛的人生下半場。
香港人口老化，⾧者服務的需求持續上升。雖然政府、商界和志願機構都有為⾧者提供某些服務；
但礙於缺乏資訊和統籌，而未能令雙方配對，讓最需要的人得到最適切的服務；而且現時的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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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模小，行政成本高，徒然浪費稀有的資源。透過建立㇐站式的統籌平台和大型數據庫，集合公營
和私營服務，統㇐政府撥款、商界和民間的慈善捐助，善用規模經濟(如資料數據庫、行政人員和辦
工室、訂購物資、員工培訓等)，精簡架構，減省成本；並利用大數據分析，配對資源和開發新服
務，務求公平地分配資源和服務，養老有所依，生活無憂。
招募60-70歲健康的⾧者和各界別對⾧者有負擔的專業人士作義工。做家訪、統計和提供服務。既
可善用社會資源(退休⾧者)造福社群，也可讓他們自我實踐確立自我價值，㇐舉兩得。
⾧者得到妥善照顧，心靈富足，減少病痛和意外，可節省政府對⾧者醫療的補貼。若⾧者定期有社
工或義工探訪和照顧，可延後他們對住院服務的需求，減輕個人財政和社會津貼的負擔。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Section III: Details of Business
(i)
產品/服務簡介 (約200字)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 (About 200 words)
建立
1. 服務平台，照顧⾧者各方面的需要，包括醫、食、住、行、平安鐘、心靈需要和經濟需要
2. ⾧者數據庫
3. 公私營⾧者服務機構、服務和受眾的數據庫
4. 義工平台
5. 到戶照顧服務
6. 手機應用程式及網站
為每位參與的⾧者提供和配對服務和義工援助。
(ii)
產品/服務特色 (約200字)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 / Service (About 200 words)
市場上未有這樣的㇐站式，包括⾧者、義工、和公私營服務提供者，全面和有系統的統籌平台，而
這樣的服務需求逼切，而潛在用家數目將不斷攀升。
1. 服務平台：為⾧者提供最全面和適切的服務，搜羅各種服務和提供者的資訊。⾧者可自行挑
選、聯絡和申請服務。不善網絡的⾧者，可由義工或本中心在徵詢⾧者需要和意願後，代為聯
繫和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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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者數據庫：透過社工和義工定期家訪，掌握⾧者的基本資料和需要，以提供和配對服務。
3. 義工平台：在各社區招募義工(特別是健康的退休⾧者或家庭主婦)，培訓和分派他們定期探訪、
關心和照顧同區的需要被關心和照顧的⾧者；全港招募對⾧者有負擔的專業人士(如醫生、護
士、營養師、社工、建築師、工程師、裝修和維修工人、財務顧問等)為⾧者提供各種專業意見
和服務。
4. 讓⾧者按自己的意願選擇繼續留在熟悉的家居及社區環境中頤養天年
5. 全面的到戶照顧服務，為有需要的⾧者度身訂造合適的個人照顧方案，讓更多的⾧者得到良好
的照顧，改善身心機能狀況或延緩退化速度，享受快樂、有質素的居家安老生活 。同時，可解
決及協助⾧者生活上個人起居照顧的需要，減輕⾧者於照顧上的壓力，達至家庭融和的目標 。
6. 透過手機應用程式及網站的形式，作為㇐個中介的角色，主動為⾧者以及服務提供者兩者進行
配對，讓⾧者能夠得到適當服務幫助，令服務提供者亦能適切找到有需要的⾧者，更方便地運
用社會資源解決⾧者的需求
(iii)
業務目標 (約200字)
Business Goals (About 200 words)
為已退休而有㇐定自理能力的⾧者提供全面而適切的服務。
(a) 較健康和知識水平較高的，隨可自行選用平台上各項服務，更可當義工關心和照顧同區的⾧
者，增加自我價值和生活色彩。
(b) 為較需要照顧的⾧者提供更貼心的身心靈服務，和定期的探訪和關心，務求讓⾧者有更安舒、
健康和快樂的人生。
註：沒有自理能力的會協助他們申請院社服務，在輪候期間儘量安排所需的照顧和服務，入住後定
期探訪關心跟進。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i)
市場定位 (約200字)
Market Positioning (About 200 words)
「無憂享樂齡」服務機構的定位是統籌配對整合現有⾧者服務，並開拓⾧者需求甄切而市場未有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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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服務，務求⾧者能安享晚年。本機構會建立㇐個全港最大的⾧者和⾧者服務的數據庫，⾧者和
公私營服務的中介中心，和提供市場未有但⾧者需求的服務中心。本機構可補足市場缺乏的資訊、
聯繫統籌、和不足的服務，以善用現有資源和規模經濟。由本機構提供的服務只收取成本價(若有津
助更可低於成本價)，務求更大範圍地涵蓋受惠的⾧者，關懷更多的弱勢社群，盡社會企業責任。

(ii)
主要顧客對象 (約200字)
Target Customers (About 200 words)
主要服務對象為65-80而期望能夠在家安老的⾧者。
數據：據政府統計處顯示，96.4%⾧者都沒有打算入住安老院，當中更有81.4%的⾧者表示，即使
日後身體狀況變差，仍然希望留在家中而不用入住安老院。
● 無任何急性疾病或傳染病
● 無需要長期臥床
● 有㇐定自理能力
因此，為⾧者提供合宜的服務能夠幫助⾧者相對獨立地留在熟悉的社區中生活，既尊重了⾧者的意
願，也讓他們的生活質素得著改善和保障保障。
次要服務對象為60-70歲的較健康並有能力服務他人的⾧者。他們屬於戰後嬰兒潮的㇐代，普遍受
過㇐定程度的教育，過去數十年在不同崗位為社會作出貢獻。時至今日，這個群組開始步入人生的
下半場，在香港人才人力短缺的環境下，本平台旨在繼續運用他們的知識、技能、經驗和歷鍊，建
設社會，讓他們在社會上 扮演合適的角色，以達至「老有所為」，亦會向他們提供各種健康活動和
資訊，例如運動和健康食譜等，鼓勵他們有健康的生活習慣，使他們保持健康體魄，減少患有慢性
疾病的風險。同時，亦會向他們提供興趣班，助其終身學習及擴闊社交圈子及增添生活色彩。
數據：據2014年的調查數據顯示、參與正式義務工作者當中，年⾧的受訪義工之平均義務工作時數
為 146 小時，而年輕的受訪義工之平均時數為50 小時，這顯示年⾧受訪者參與義工機會縱然較
低，㇐旦參與，他們的服務時數是年輕者的三倍。不少年⾧受訪者表示參與義務工作的障礙為「缺
乏資訊」(年⾧受訪者為 26%， 年輕受訪者僅為 2.3%)，反映提供更多義務工作選擇的資訊，或可
使更多本港青⾧者參與義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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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SWOT分析 (約500字)
SWOT Analysis (About 500 words)

強：社會有實質需求，可行性高，社會價值大[若成功可造福所有⾧者和全港市民(年老是人必經之
路)]。
弱：非牟利社企，資金來源需政府和慈善團體資助。但社會上不少富豪和基金對⾧者服務有負擔。
機：人口老化越趨嚴峻，本港市場不斷擴大，需求殷切。
危：市場進入門檻低，㇐定要做得大而好，才可享有規模經濟的果效，並吸引其他服務提供者加入
平台。
(iv)
營銷渠道 (約200字)
Sales Channels (About 200 words)
透過不同渠道的宣傳，如郵寄宣傳品給全港各住戶，免費報紙登廣告，屋苑大堂張貼海報、電台
等。走訪各⾧者服務機構，分享計劃和招募。
(v)
宣傳方法 (例：Facebook /上架費) (約200字)
Promotion Method (e.g. Facebook / Listing Fee) (About 200 words)
透過郵寄宣傳品給全港各住戶，免費報紙及刊登廣告，屋苑大堂張貼海報、電台廣播等
(vi)
銷售預測 (首三年) (約200字)
Sales Projection (First 3 years) (About 200 words)
相信大多數⾧者都樂意使用此平台。
大多數需要照顧的⾧者都接受義工定期探訪和關心。
不少退休⾧者都樂意當義工。
相信三年內，此平台應有㇐定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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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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建設：5萬㇐次過
租金：預繳3萬x 2月
宣傳：首半年：4萬

共15萬
(ii)
預計每月支出
Expected Monthly Expenditure
員工：社工2人，文職人員2人，工友1人 – 12萬/月
租辦事處：3萬/月
燈油火蠟：1萬/月
宣傳：6000/月

每月共166,000元
(iii)
預計收入
Expected Income
作為社企，主要依靠資助。

(iv)
集資來源
Funding Sources
社署、馬會、慈善基金捐助、賣旗等。
(v)
三年財務預測
Financial Projection in 3 years
靠資助自負盈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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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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I: Risks Management (Predicted risks and respective contingency plans)
1.資金來源較不穩定（申請基金，若申請基金不獲批，我們則會考慮到大公司、馬會、教會要求合
作或捐款）
2.難以有效收集對平台的意見（採取評分機制，向本公司反映，作出相關改進）
3.以多階段形式推行，先推行成本較低和大眾化的服務作宣傳及試驗，定期作檢討，視乎成效以及
業務穩定性進而擴大服務範圍及內容
（若成效不大，可考慮改變宣傳方法。直到業務穩定才擴大服務範圍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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