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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項目名稱 Name of Business

名稱:  殯「怡」

標語:  殯葬無恙 怡然安祥

(ii) 項目主題 Theme

智慧生活 

第一部份: 項目基本資料

Section I: Basic Information of Business

乙部 - 創業計劃書

Part B – Business Proposal

(iii) 項目摘要 Executive Summary

有研究顯示在香港這個山多平地少和人口密度高
的城市，靈灰安置所未來需要七十五公頃土地。另
外，現代人們對待死亡比較拘謹，氣氛普遍較為緊
張及負面。 

我們的項目主要有兩大範疇：第一，智能殯儀應用
程式，第二，智能墳墓。

第一，面對至親的身亡，人們無可避免會感到徬徨
，手足無措，對往後應辦理的善終手續無從入手。
項目裡的智能殯儀程式主要是作為嚮導，方便死者
親屬。程式內容包括協助親屬於網上辦理申請死亡
證， 並讓親屬選擇最合適的殯儀服務套裝。我們將
集合全港殯儀服務公司提供的套裝，把價錢，套裝
裡提供的服務，服務信用評分等等的資訊都列出來
，讓用家自行細選，選出最合適的服務套裝。

第二，香港土地不足，而同時死亡數字只會增加，
繼續建築更多靈位也不足以解決問題。我們將採用
智能墳墓以減輕土地問題，模仿一般的墓碑去製
作。智能墳墓是坐立式的電子平板，平面輕薄，同
一電腦系統可以擺放無數個靈位，相信能減少一般
靈位的土地使用。我們也希望透過智能墳墓鼓勵綠
色殯葬，響應環保。智能墳墓亦設有AI人工智能功
能，在螢幕虛擬死者，模擬家屬朋友在掃墓時跟死
者以輕鬆的方式聊天。

我們將會以社會企業形式為市民提供服務，並鼓勵
綠色殯葬。



(i) 社會需要  (例:社會問題及其嚴重

性)Social needs (e.g. social problem 
and its seriousness)
殯葬安排繁複
當死者親屬的心情尚未平伏時，他們需要在24小時內申辦死亡證、
安排死後殯葬的儀式。某些人因為沒有類似的經驗而手足無措，需
花很多的時間去處理這些問題，這令死者親屬的情緒更加低落。

龕位供不應求
鑒於香港嚴重的土地不足，政府很難再撥出更多的土地去興建墳
場，令到墳埸的龕位供不應求，各個墳場逐漸出現飽和的狀態。

大部分人對綠色殯葬持保守態度
雖然香港有推行綠色殯葬，但始終有大部份人不支持，原因是他們
認為這是對先人不敬。

第二部份:社會效益
Section II: Social Impact

(ii) 項目如何回應上述社會需要及產生社會效益                                      
How can your business address the above social needs and generate positive social impacts

智能殯儀應用程式
我們的項目有一個智能殯儀應用程式，主要是作為嚮導，向死者家屬提供不同的服務，方便他們去處理親
人的身後事，大大減低因為沒有相關經驗而感到不知所措的問題。我們希望這個程式會令死後殯葬安排
變得簡單，減輕死者親屬的煩惱與負擔。

電子墳墓
電子墳墓能夠取代一般的墓碑，大大減少墳場所需的空間，解決土地不足和墳場飽和等問題，令人不會因
為龕位的問題而感到煩惱。再者，某些人會因為綠色殯葬缺乏儀式感而覺得反感，我們希望透過電子墳墓
來改變人們的保守態度，令更多人會選擇以綠色殯葬安葬親友。

我們明白在親人離世後，不同人對死亡的接受程度也不同，所以我們的程式也具備一個AI功能，與死者的
家屬傾訴心事，令他們正面地面對親友的死亡，改變現代人們對待死亡的緊張、負面氣氛。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Section III: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

(i) 產品/服務簡介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 

我們的企劃主要分為兩部分，分別是智能殯儀應用程式以及智能墳墓，以滿足多方面的需要。

應用程式 “身後事Easy Deal”

應用程式身提供多項功能，助用家輕鬆處理親友的身後事。首先，嚮導功能主要指示用家一步一步走過處
理身後事的繁複程序，包括網上登記死亡證以至揀選殯儀服務等，讓用家能夠在網上清楚了解及辦妥。其
次，我們集合全港殯儀服務公司所提供的配套，並把價錢等資料詳細列出，方便用家揀選最適合的服務。
另外，應用程式亦設提醒功能，能夠在特定日子向用家發出通知提醒拜祭。最後，用家亦可透過應用程式
預約智能墳墓的拜祭時間，讓身後事的處理網上化以及更輕鬆方便。

智能墳墓iGrave

智能墳墓會以平版的形式
安裝在紀念公園，平面輕薄，
減少墓碑所用空間，
且能一次供多個家屬使用。
除此之外，智能墳墓設有AI功能，
在螢幕虛擬死者，模擬家屬朋友
在掃墓時跟死者以輕鬆的方式聊天，
令人的心情沒有那麼沉重。再者，
使用智能墳墓讓拜祭先人
不失儀式感，在傳統墓碑的基礎上
作出改善及優化。



(ii) 產品/服務特色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 / Service 

應用程式 “身後事Easy Deal”

1. 應用程式的嚮導功能令死者親屬有方向地處理死者的身後事，減少了辦理身後事的繁複情序，減輕死
者親屬的工作量與煩惱。

2. 結合了全香港多個殯儀服務公司和殯儀館。我們將根據它們的價格、服務套裝、過往用家的回饋等作出

排列，讓顧客選擇更符合他們心意的殯儀服務。而且用家能夠透過我們的應用程式來選購殯儀服務公司

的套裝。

3. 應用程式也有“提醒功能”。當臨近先人的生死忌、清明、重陽節時，應用程式會發出通知提醒，避免出

現親屬忘記拜祭的情況。

智能墳墓iGrave

1. 智能墳墓以坐立式電子平板呈現，而且每個智能墳墓能讓多個單位進行拜祭儀式。與傳統骨灰龕位或

墳墓相比起來，我們的智能墳墓能有效地減少用地面積。另外，親屬到智能墳墓拜祭前，需打開應用程式

或在網上進行即時預約，手續簡單。

2. 智能墳墓設有人面識別功能，自動識別先人親屬的面孔。只要親屬站到智能墳墓面前，智能墳墓便會自

動顯示該先人的遺照，讓拜祭更加方便快捷而不失傳統。

3. 智能墳墓另一個特別之處是其的AI人工智能加擬功能。此程式能運用先人的遺照，模仿真人，與先人親

屬進行日常對話。這樣的功能令原本凝重、傷感的拜祭儀式更加輕鬆正面。

(iii) 業務目標 Business Goals 

業績目標

我們希望能夠服務更多死者親屬。電子應用程式的使用量在三年內達到死者家屬總數的75%；我們的智能
墳墓不但能成功被採用，安裝數量亦大增。

長期目標

我們的長期目標亦等同我們的創業理念。不論是應用程式“身後事Easy deal”還是智能墳墓iGrave，我們都
是希望透過科技減輕人類的痛苦與困難。

第一，幫助死者親屬減少負面情緒，減輕他們處理身後事的煩惱。

第二，iGrave的特別功能能有效地推廣綠色殯葬，同時能節省墓碑用地，從而減輕香港骨灰龕位短缺問
題。

不僅如此，我們的目標是改變大多世人對死亡原本的看法---拘謹，讓人類更正面地面對死亡離別。

最終目標

為社會作出少少貢獻，幫助香港邁向智能城市及可持續性發展。

https://www.google.com/search?client=safari&rls=en&q=%E9%AA%A8%E7%81%B0%E9%BE%95%E4%BD%8D&ie=UTF-8&oe=UTF-8


(i) 市場定位 Market Positioning 

我們殯「怡」是一間社會企業，提供多種服務，有別於一般的殯儀服務公司。我們善用智能科技，為顧客提

供一些更便利、更符合他們需求的服務。另外，我們主要目的不是賺去利益。我們希望能夠幫助香港解決

社會難題：不但減少香港市民的負面情緒，也提倡綠色殯葬與可持續性發展，同時間減輕香港土地問題的

負擔。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ii) 主要顧客對象 Target Customers 

我們的主要顧客對象為死者親屬。 死者過生後將是由親屬負責處理其身後事，因此他們最需要我們的服務。

在他們情緒崩潰，不知如何面對親屬身亡之時有一個嚮導，帶領著他們闖過心理難關。以配合我們的主題，

我們亦鼓勵樂觀面對死亡。生老病死是人生必經的階段，無需介懷，但在值至親喪生，難免會不習慣，因未能

反應過來而沮喪。因此我們希望親屬朋友能在辦完死者身後事時恢復心情，以樂觀的態度面對親友的死亡，

掃墓時能使用我們的AI智能科技與死者聊天。籍著我們的項目，我們希望能為死者親屬減輕憂慮並同時提

倡樂觀面對死亡。



(iii) SWOT 分析 SWOT Analysis

Strengths 優勢

- 提供免費服務。

- 應用程式操作簡單。

-產品有效減輕顧客的負擔、煩惱。

- 服務更符合顧客的需要。根據不同顧客的
需求，為顧客度身訂造服務內容。

- 為顧客提供最方便的渠道。我們的項目以
應用程式及網頁將提供服務，用家不必逐
一到每個殯葬服務公司了解。

Opportunities 機會

- 面對親友死亡仍需幫忙處理身後事，自然
感到徬徨與煩躁，因此會使用我們的應用
程式。

- 大部分顧客在善終方面沒有經驗，對殯儀
服務的價格沒有概念。需要我們的應用程
式來引導他們。

- 香港生活節奏急速，市民不會有時間作查
詢與比較各種善終服務。

- 在21世紀，基本上每個人都有一部電子產
品，能夠安裝我們的應用程式。

應用程式/網頁

Weaknesses 劣勢

- 需要龐大的宣傳量，讓更多人認識這項新
服務。

- 很難打入外地市場（ 非香港）。

- 沒有一班固定顧客。

- 有機會發生網絡故障。

- 需要與其他其公司合作才能提供更詳盡
的服務詳情。

Threats 威脅

- 原本有些殯儀行業有提供一條龍服
（eg. 殯儀館）可能會有競爭。

- 公司運作初期，應用程式還未有一定的使
用量時，殯儀館或殯儀服務公司未必願意
與我們合作。

- 並不是所有年長一輩的都能懂得使用電
子產品。



Strengths 優勢

- 佔地面積小，亦能供多個單位使用。有效
舒緩現在龕位供應短缺的問題，從而減輕
嚴重的土地問題

-智能墳墓能自動運作，不需額外管理

- 智能墳墓內設特別功能( AI談天），增加人
們嚮往的儀式感，慢慢改變某些人對綠色
殯葬的偏見

- AI人工智能資源足夠應付

Opportunities 機會

- 這是個新的嘗試。這有機會能夠改變大眾
對綠色殯葬的刻板印象。

- 隨著時代進步，未來支持綠色殯葬的人數
估計會一直上升（根據立法會文件指出每年
選擇綠色殯葬的人數一直增加）。

- 當遇到特殊情況影響棺木供應（如新型冠
狀病毒令內地棺木供應中斷）時，便能提高
市民對綠色殯葬的支持。

- 未來香港的土地短缺問題更加嚴重，因此
會傾向提倡使用智能墳墓

智能墳墓 iGrave

Weaknesses 劣勢

- 有機會發生故障。

- 製作成本高。

- 特定時間( 如清明節、 重陽節）會有人多
擁擠的情況。

Threats 威脅

- 保守的人士可能不能一下子接受、不會支
持智能墓，可能依然選擇傳統方法，如土葬
和骨灰龕。

- 現在並不是大部分市民支持綠色殯葬

- 需要政府的支持與配合才能更有效地宣
傳給有需要的人



(iv) 營銷渠道 Sales Channels

應用程式/網頁

● 我們公司是死者親屬和殯儀服務公司之間的重要橋樑。在殯儀服務公司的角度，我們是合作夥伴、
互相宣傳的對象；在用家的角度，我們公司能夠為用家提供免費和高質素的服務。

● 與全港殯儀服務公司合作，收取宣傳費用，以在我們的應用程式或網頁提供該公司的服務詳情與
價格，同時互相宣傳。

● 應用程式：以各種平台讓用戶下載，讓手機用户更方便使用我們的程式  。（eg.Android用戶使用的
Play Store , iOS 用戶使用的App Store, Windows 用戶使用的Microsoft Store)

● 網頁：節省下載的時間，以網頁形式，讓電腦的用戶更方便使用我們的程式。
● 除了應用程式與網頁，我們也會設立辦公室，讓老一輩、不懂使用電子產品或有需要線下服務的用

家提供服務。
● 我們也會與其他不同團體合作，例如推廣綠色殯葬的機構、醫院等。

智能墳墓

● 向政府提出我們的智能墳墓 iGrave 方案，讓政府撥款資金以使用我們的服務。
● 與在運作的綠色墳葬機構合作，將我們的智能墳墓iGrave 安裝在對方的紀念花園，不但有營銷作

用，也能互相宣傳。



(v) 宣傳方法

宣傳標語: 殯葬無恙 怡然安祥

   我們的兩項產品主要以減輕社會面對死亡時的痛楚為理念設計，希望能籍着科技化的產品，減輕處理身
後事的煩惱及無助感；及緩和大眾面對親友離開的悲痛。我們亦希望能夠打破社會對死亡的拘謹和保守
心態，讓大眾以更正面和開懷的心態面對死亡及更好的規劃自己的意願和身後事。

應用程式

一. 行業合作

邀請殯儀服務公司加入應用程式計劃

● 向殯儀行業介紹及引入應用程式；詳細列出參與公司所提供服務
● 達到互相宣傳效果，贏得支持度
●

二.網上渠道

於各大社交平台( Facebook, Instagram, Youtube等)推廣

● 內容圍繞應用程式的特點；以及綠色殯葬
● 可定期更新影片及帖子，發放最新的消息
● 提高年青一輩對死亡教育的關注
● 鼓勵綠色殯葬

三.醫院合作

透過不同醫院進行推廣

● 突顯應用程式的好處與重要性
● 能親身接觸用家，了解他們切實的需要
● 內容圍繞應用程式的特點；以及綠色殯葬

智能墳墓iGrave

一. 媒體廣告（電視，報章等）

通過媒體畫面向觀眾呈現智能墳墓的大致外觀及功能

● 向大眾宣傳智能墳墓的增設
● 了解智能墳墓的用處及好處
● 曝光率高，提高產品在社會的認知度
● 形象化，能留下深刻印象，引起社會對綠色殯葬的關注及興趣
● 與政府合作製作，提高廣告的權威及可信度

二.網上渠道

於政府綠色殯葬網頁增設智能墳墓的簡介頁面

● 詳細介紹設施增設地點，用處，理念等
● 網上化，方便大眾搜尋有關資料



(vi) 銷售預測 (首三年) Sales Projection 

據學界報導指，全世界每秒有1.8人死亡，一年有55,713,600人死亡。以香港平均每年死亡人數

作預測，在2010-2018年，平均每年死亡人數為44909。

我們預測在本港首半年將有15%的死者親屬接觸並選擇我們的智能殯儀應用程式，將會有多於

6736人次使用。以每半年加12%的上升趨勢，三年後將有75%的使用人次。

 另外， 我們摧測首年將有50%殯儀服務公司加入我們。 預計三年後將有90%的殯儀公司陸續

加入。

在智能墳墓方面， 香港現有12個紀念公園，我們在首年先會在其中五個紀念公園作測試，然後

以每年10%的增長在其他公園安裝更多智能墳墓。



第五部份: 財務 
Section V: Finance

(i) 公司成立成本 Startup Cost

成立成本 金額（$）

商業登記費 3,950

公司註冊費用 1,720

開發應用程式 150,000

智能墳墓製作 125,000

總金額 280,670



預計每月支出 金額（$）

宣傳費用 10,000

職員薪金 
-一名營運經理（$40,000）
-一名技術人員 （$30,000)
-一名行政人員（$25,000))
-兩名客戶服務助理（$17,500*2)

130,000

行政費用 3,000

辦公室 (co-working space 私人辦公室） 4,000

總金額 147,000

(iii) 預計收入Expected Income 

(ii) 預計每月支出 Expected Monthly Expenditure

預計收入（每月） 金額（$）

 從殯儀館收取佣金—在頭半年不會收取

（因應用程式而得到的部分營利，每次約15%）

60,000

廣告收益 15,000

智能墳墓

(政府撥款資金以使用我們的服務）

20,000

總金額 95,000

(iv) 集資來源 Funding Sources

● 政府撥款資金以發展智能墳墓: $20,000/年
● 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 $600,000
● 股東投資: $6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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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收入

佣金收益 720,000 1,080,000 1,620,000

廣告收益 180,000 270,000 405,000

政府資金
(製作電子墳墓）

240,000 504,000 744,000

總收入 1,140,000 1,854,000 2,769,000

支出

商業登記費 3,950 - -

公司註冊費用 1,720 - -

開發應用程式 150,000 - -

智能墳墓製作 125,000 250,000 375,000

宣傳費用 120,000 180,000 270,000

行政費用 36,000 37,800 39,600

辦公室 
(co-working space 私人

辦公室）

48,000 48,000 48,000

員工薪酬 1,560,000 1,560,000 1,560,000

總支出 2,044,670 2,075,800 2,292,600

稅前利潤/虧損 (-904,670) (-221,800) 476,400

稅後利潤/虧損 （-904,670) (-221,800) 438,288



應用程式

市場風險

- 不一定受大眾&殯儀服務公司歡迎：加強宣傳，收集意見從而作出改善

- 盈利虧損：募捐集資，擴張市場

- 知識產權受到侵犯: 申請專利

-
管理風險

- 與殯儀服務公司產生意見不合，導致管理不善：就利益理想談判，達成共識，簽訂協議

品質風險

- 系統漏洞：收集意見，從而改善系統，提供更好的服務

智能墳墓

市場風險

- 智能墳墓 iGrave 與傳統墳暮差別甚遠，這種反傳統的做法不一定受大眾歡迎: 我們會將智能墳墓的

特色與好處( 尤其是以人工智能與先人親屬輕鬆聊天拜祭的功能) 展現在大眾眼前。 在青年人的支持

方面，我們會在不同社交平台加強宣傳 iGrave 與綠色殯葬 (例如：Instagram, Facebook）；在老一輩的

支持方面，我們會在除社交平台外進行宣傳（例如：電台、電視節目、電視廣告、公共汽車廣告、工作

坊、講座等）

管理風險

- iGrave 有機會受破壞（惡劣天氣，人為)：提前買保險，以備不時之需、可以設立規條（例如罰款)，定期

維修

- 有人可能對操作 iGrave 有疑問: 聘請技術人員從旁協助

第六部份:風險管理
Section VII: Risks Manage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