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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achment 1 – Proposal Template  

第二十一屆 MEP (Millennium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me) - 商業計劃書 The 21st MEP (Millennium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me) – Business Proposal 

甲部－隊伍基本資料  

Part A - Basic Information  

組別編號： 

Group No. : 
組員資料 Details of Group Members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1 陳樂怡 Chan Lok Yi 

2 陳樂謠 Chan Lok Yiu 

3 趙楚彤 Chiu Chor Tung 

4 黃曉桐 Wong Hiu Tung 

5 
  

6 
  

帶隊導師資料 Details of Team Advisor 

學校/機構名稱: 

School / Organization Name: 
Chiu Lut Sau Memorial Secondary School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黃健聰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Wong Kin Chong 

啟蒙導師資料 Details of Mentor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顏博士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Dr.Ng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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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部 － 創業計劃書  

Part B – Business Proposal  

第一部份：項目基本資料 

Section I: Basic Information of Business 

(i) 項目名稱 

Name of Business 

找錢幫 (消毒找續機) 

(ii) 項目類別 

Type of products/services 

電子化消毒現金及交易硬幣找續 

(iii) 項目摘要 (請用不多於 500 字簡介) 

Executive Summary (Not more than 500 words) 

在一份中國的研究報告中，有 65.6%的受訪者表示自己比疫情前更注重個人衛生，開始出門戴口

罩、勤洗手、保持安全距離等。 1由此可見，新冠病毒爆發而來，公眾的衛生意識逐漸提高。人

們開始留意現金交易存在的風險——細菌及病毒可以長時間地依附在紙幣或硬幣上，可謂一個極

大的防疫漏洞。於是，不少民眾開始傾向使用較現金交易衛生的支付方式——電子支付。 

 

電子支付是一種無接觸的網上交易方式，且益處良多：交易速度迅速、消費紀錄清晰易明等，其

中最大的優勢則是乾淨衛生。現金支付不單交易速度稍慢，錢幣更是被無數人接觸過，藏有不少

細菌病毒，衛生程度可見一斑。因此，近年電子支付受到了不少市民的喜愛，政府更大力推出各

種資助計畫以推行電子支付，如於公眾街市推廣非接觸式付款計劃。 

 

不過，從傳統的現金交易轉至新穎的電子支付並非一朝一夕便能達成，電子化的過程中亦有不少

困難。例如未能掌握如何操作電子支付，電子支付並非十分普及以致許多人未習慣使用等，有不

少困難。例如小商戶及顧客未能掌握如何操作電子支付，電子支付並非十分普及以致許多人未習

慣使用等， 部分人甚至對其十分抗拒。在生產力促進局的一項電話訪問中，有 52%表示未曾使用

電子支付，而當中有七成人稱不了解電子支付的操作，同時有六成人因擔心資料外洩抗拒使用電

子支付。2同時許多電子支付的渠道 ( 如信用卡、Paypal 等)都有額外收費或抽成，所以很多商家

從自身利益上思考，並不願意採用。監察公營街市發展聯盟發言人梁佩珊指，檔販利潤微簿，長

 
1  http://paper.people.com.cn/rmzk/html/2020-04/14/content_1981723.htm 
2 https://topick.hket.com/article/2274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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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繳付手續費便增加不少成本，令他們卻步。因此，願意使用電子支付的檔主寥寥無幾，如大埔

墟街市的濕貨區只有不足半成的商販提供電子支付。3 
 

因此，一瞬間從現金支付跳轉到全電子支付太過突兀，令人無所適從，人們缺少了一個過渡的橋

樑。而本產品恰好是作為這度「橋樑」， 一個折中的過渡產品。 

 

本產品集聲控、消毒、找續三項現金交易功能於一身，。它設有電子屏幕，全自動化的消毒及找

續功能和聲控設備。本產品於舊有的現金交易中加入部分科技元素，能中和純人手現金交易操作

的不便，令小商戶與使用現金支付的民眾能夠從中逐漸適應科技產品，及消除因無知而引致的對

電子支付的恐懼，從而不再抗拒電子化。可見，本產品能良好地幫助人們過渡到電子支付， 其中

的消毒功能亦能滿足政府推行電子支付的初衷之一—— 令交易安全衛生。經過消毒的金錢能減少

絕大部分的細菌與病毒，降低傳播風險，為商家與顧客謀一份安心。 
 

本產品的設計口號是「找錢幫，幫你找」。希望本產品能夠方便人們，及照顧到因各種原因仍要

使用現金交易的人群 ( 如部分茶餐廳、東南亞地區等 )，提升人們整體生活素質。讓我們一起邁

向更美好的社會！ 

 

 

 

 

 

 

 

 

 

 

 

 

 

 

 

 

 

 
3 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01228/bkn-20201228050042458-1228_00822_0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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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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字)  

Social needs (e.g. social problem and its seriousness) (About 300 words) 

• 社會需要 (1) 健康意識增加 

• 香港大學的研究發現港幣上充斥著具有抗藥性的細菌。20 元港幣更存有 100 多種潛在的有

害細菌，比其他地方的樣本多出 48 倍。4 

另一項由香港大學及德國耶拿漢斯克諾爾研究所的研究指出，香港紙幣比起其他環境樣本

(如水、海洋) ，擁有更高濃度而具有重要傳播潛力的 ARG。因此，細菌可能透過貨幣傳播，

造成健康風險。5 

 

 

• 世界上一些對冠狀病毒（如非典型肺炎丶中東呼吸綜合症等）的研究發現，這些病毒可以在

聚合物鈔票上存活 17 天，除非進行適當的消毒。其中新冠病毒甚至可以在攝氏 20度下停留

長達 28 天。6由此可見，雖然至今未能證實有新冠病人因接觸紙幣而染上該疾病，但現金衛

生問題一直以來都存在。https://virologyj.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985-020-01418-7 

 

 

• 香港一項發表在世界最權威醫學期刊之一《刺胳針：微生物》(The Lancet: Microbe)上，由香

港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研究的項目指出，COVID-19 病毒於室溫下可在銅製的硬幣表面

上 (如五毫硬幣) 存活４小時，並在紙鈔表面存活長達４天，在塑料製的鈔票表面更能存活

達 7 天。7 

 

 

• 社會需要 (2)現金交易文化 

• 在亞太地區，出於各種原因，有 57％的人更喜歡使用現金進行交易。PYMNTS 發布的

Global Cash Index TM指出，主導這些國家的依然是現金文化，他們是世界上大量無家可歸

人口的家園，因此迫切需要現金。8 

小商戶也由於各種原因傾向於接受現金。 

 

 

 
4 https://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long-reads/article/2099960/hong-kong-banknotes-breeding-

ground-antibiotic 
5   https://www.frontiersin.org/articles/10.3389/fmicb.2017.00632/full 
6  https://virologyj.biomedcentral.com/articles/10.1186/s12985-020-01418-7 
7  https://www.thelancet.com/journals/lanmic/article/PIIS2666-5247(20)30003-3/fulltext 
8  https://www.cashmatters.org/blog/cash-thrives-in-asia-pacific-finds-pymnts-global-cash-ind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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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sa 於 2019年公布的研究發現，即使疫情下首選非現金交易的港人增加，港人仍最常使用

現金。9 

 

• 不少低收入、沒有證件或銀行帳戶的港人首選非現金交易。人們認為保留現金的社會更具

包容性。10 

 

      3.社會需要 (3) 人們更安心使用現金支付 

• 2019 年生產力促進局的一份調查也顯示，市民最常用的支付渠道仍以現金交易為首，交易量佔 

99%，其後為八達通（97%）和信用卡（53%），手機支付為 20%。11 

 

• 根據《諾頓網絡安全觀察報告 2018》調查發現，人們更喜歡現金，因為它更方便，更安

全，或者是注重私隱的市民依然依賴現金交易。12 

 

• 現時疫情下多數人以非現金交易的意願增強 。Visa 研究顯示，疫情前，只有大約四成的人

選擇非現金支付方式。 但在疫情下，逾 70%港人首選非現金支付方式，較台灣的 59%和澳

門的 26%高。更有 53%相信香港可於 7年內成為無現金城市。13 

 

• 雖然未知港人使用現金的習慣會否在疫情後翻轉過來。但是，我們可能已經需要尋找方法

逐步改變人們的付款習慣。 

 

• 《諾頓網絡安全觀察報告 2018》調查發現，九成港人表示極其看重隱私安全，未能安心於

網上交易保障自身私隱的程度。14 

 

 

 

 

 

 

 

 
9 https://www.visa.com.hk/zh_HK/about-visa/newsroom/press-releases/nr-hk-190612.html 
10 https://www.npr.org/2020/02/06/803003343/some-businesses-are-going-cashless-but-cities-are-pushing-back 
https://www.picsaindex.com/wp-content/uploads/2019/11/Creating-an-Inclusive-Prosperity-Cities-Index-final-PICSA-

report_Nov2019.pdf 
11 https://www.hkpc.org/zh-HK/about-us/media-centre/press-releases/2018/inaugural-alipayhk-smart-payment-

popularity-index 
12 https://www.facebook.com/194837111116/posts/10156768957766117/ 
13 https://www.visa.com.hk/zh_HK/about-visa/newsroom/press-releases/nr-hk-190612.html 
14  https://www.facebook.com/194837111116/posts/10156768957766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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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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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0 字)   

How can your business address the above social needs and generate positive social impacts  

(e.g. alleviate/solve the problems?) (About 300 words) 

 

解決問題(1) 改善現金藏有細菌病毒的衛生問題 

找錢幫 (消毒找續機)設自動消毒系統，能夠短時間內清除現金表面的細菌及病毒，保持現金清

潔，所以民眾能降低因接觸而被傳染疾病的風險。  

 

解決問題(2) 尊重亞洲現金交易文化  

不論小商戶或客戶都會擔心收到鈔票和硬幣。我們注意到本港大多數的濕街市仍在使用現金交

易。而政府亦恰恰旨在減少濕貨市場的現金交易，於公共街市推廣非接觸式付款計劃以提升其衛

生程度。因此 ，我們第一步將於濕街市推廣本產品。同時，亞洲地區擁有現金支付文化，本產品

日後能開拓東南亞市場，減少交易中現金藏有的細菌及病毒。 

 

解決問題(3)  

1. 找錢幫 (消毒找續機)加入電子元素，能夠跟上社會發展趨勢。 

無接觸付款及電子化是當下社會所趨。因此本產品加入了聲控、自動消毒紙幣和硬幣及自動硬幣

找續功能將傳統以人手找續的方式改為機器自動化，緊貼時代發展。 

 

2. 找錢幫 (消毒找續機)可有效幫助商人和顧客適應非現金支付。 

即使非現金付款方式逐漸流行，但許多交易仍然使用現金進行。本產品透過將部分科技元素融入

現金交易 ，帶領未能適應非現金化的人們逐步使用科技化的付款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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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Section III: Details of Business 

(i) 產品/服務簡介 (約 300 字)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 (About 300 words) 

 

 

 

 

 

 

 

檔主可以把機身後的請放紙幣和硬幣的抽屜打開，然後放入需要消毒的

紙幣和硬幣。 

在每隔在 5分鐘的消毒後，放置硬幣的地方下一個閘門，有電力提供給

它，令硬幣跌落下便的斜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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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特徵 

特徵 (1) 消毒裝置 : UV燈 

找錢幫 (消毒找續機) 設有四支 UV燈，發射波長 222nm 的遠紫外線，能夠安全地殺死空氣傳播的

流感病毒。15 

 

 
15 https://www.ncbi.nlm.nih.gov/pmc/articles/PMC7314750/ 
 

硬幣會隨着斜道上的七個不同大小的洞，由大至少，依照每個硬幣的尺

寸，掉落至下面的儲存管道。 

每條管道後設置一支推銀器，而每一支退銀器都接駁着一條電線，以提供

電力。當檔主講出要找續硬幣的金額，晶片便會接收到訊息，從而可以令

推銀器推出所需的硬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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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徵(2) 信息技術:  聲控輸入 

找錢幫 (消毒找續機)設有控輸入功能，使用者只需朗讀出想找續的金額，本機便會立刻將接收到

的聲音轉化為數額，隨後機內便會自動滑出相應金額。 

 

特徵(3) 保安裝置: 安全鎖 

找錢幫 (消毒找續機)於背面設有安全鎖，倚靠持有者的鑰匙才能打開。 

 

好處 

1.Uv 消毒功能 

• 能將貨幣徹底消毒，使貨幣更乾淨衛生，便能令顧客更安心。 

 

2.機身 

• 輕巧的機身更為節省空間。重量和尺寸分別是 2 公斤和尺下是 35cm*35cm*25cm 

 

3.聲控輸入 

• 可以更節省人力，不需使用者特意找續，在遠處亦可以使用聲音操控。有效的距離是是 1.5

米。 

• 比人手更能減少出錯，能減少使用者與產品的接觸，增加衛生程度。 

• 能使使用者在雙手不便時仍能收款及找續 

 

 4. 安全性 

• 找錢幫於放置錢的位置加設安全鎖，使存放的現金更安全，避免遺失或被偷竊。 

• 原本雜亂的錢整齊統一地放置在本產品內，更方便準確地整理及清點，降低現金不知所蹤

的風險。 

 

售後服務 

1. 安裝 

• 除了單純地售出找續機外，還設有專人把找續機固定在檔口內。 

 

       2.操作培訓 

• 找錢幫設有詳細的 Youtube影片教學，講解每一個按扭的功能，從而協助所有使用者操作

本產品。當仍有操作上的困難時，使用者可以撥打電話熱線，有專人會一一解答每位用家

的問題。 

 

       3.維修 

• 當本產品岀現任何問題時，會於 24小時內派出專人到場維修。本公司聘請的三位員工將於

辦公時段待命，確保能夠盡快為顧客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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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電子教育  

本公司將於社區青年中心等舉辦有關電子教育的課程，內容包括教導人們認知非現金支付使他們

不因無知而恐懼、電子支付的優點等。同時，這個課程能夠加強社區凝聚力，一同學習的民眾能

夠互相幫助，及將本產品口口相傳，最終能夠增加本產品的商機，市民亦能從中獲益良多，可謂

一箭雙鵰，構成了一個雙贏的局面。 

(ii) 產品/服務特色 (約 300 字)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 / Service (About 300 words) 

 

對用家的好處（根據調查訪問） 

商戶 顧客 

• 可預先使用找錢幫（消毒找錢機）為紙幣及硬幣 360 度全面

消毒 

• 使用經消毒的現金能使顧客更放心 

• 即使雙手不便時，使用者亦可以使用聲控功能操作找錢幫收

款和找續 

• 手續簡單，交易當場完成，一方付錢一方收錢，無後續數

據帳單需要跟進 

• 找錢幫的價格低於市場上其他非現金支付產品，門檻較低 

• 更安心及樂於接收經消毒

的現金 

 

找錢幫與市場同類產品比較圖 

 

 

**✓表示擁有該功能或設備，✗則表示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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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業務目標 (約 300 字)  

Business Goals (About 300 words) 

 

本產品將分四個階段開發業務 

階段一 市場規模 

• 全港有 97個濕街市共 14014個檔口。 

 

階段二 發展 

• 第二年找錢幫 (消毒找續機)在網上投放廣告宣傳，提高知名度。 

 

階段三 發展 

• 第三年，對找錢幫 (消毒找續機)進行持續的更新和升級，以便可以擴展到其他本地市場和

這海外市場，令銷售額上升。 

 

階段四 發展 

• 三年後銷售有明顯的增長，吸引更多的投資者投資。 

 

 

銷售渠道主要是通過檔口與檔口之間互相推廣，令產品更普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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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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過與濕街市檔主的訪問，我們發現不少檔主都比較抗拒使用電子支付。 

• 首先，有 21.9%的檔主都覺得電子交易無疑比現金交易更為複雜，很多人未必願意花費時

間學習。 

• 然後，有 21.9%的檔主認為電子支付平台收費昂貴，絕大部分的電子支付平台都會收取額

外費用，賺得越多，被收取的就越多。 

• 例如：租用如八達通等的電子收費機每月的租金 都偏貴（月租$300），令檔主們望而卻

步。 

• 此外，有 18.3%的檔主感覺在繁忙時間找續很幸苦，忙不過來。 

• 加上，現在疫情期間 20.5%檔主都擔心現金會傳播細菌及病毒，顧客更為之擔憂。 

• 所以電子支付在絕大多數的濕街市都並不普及 。 

 

但電子支付較現金支付更為方便及乾淨安全，無論是出於便利或是衛生理由，電子支付都更受政

府及市民推崇。 

 

因此，本產品在市場是作為折中的產品，簡單的操作及便宜的價格(租金)能符合檔主們的要求，無

需接觸及內置消毒的設計又能滿足市民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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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主要顧客對象 (約 200 字)  

Target Customers (About 200 words) 

1. 濕街市的檔主（14014檔） 

• 在疫情下，大部份濕街市的檔主及顧客都對現金交易有所抗拒，而本產品正可為金錢作消

毒及減少與顧客之間的接觸。 

• 本產品可幫忙計算紙幣硬幣數量，在每一日完結時清楚點算金錢，從而減少街市檔主出錯

的機會。 

• 本產品可減省交易時間，避免因長時間等待而流失客源。 

(iii) SWOT 分析 (約 500 字) 

SWOT Analysis (About 500 words) 

Strengths 強項 

• 一機內便集齊了消毒和找續的功能，比只得單項功能的機器優勝，滿足了兩方面的需求。 

• 產品擁有著快捷的找贖系統，有效地節省時間。 

• 找贖機內有強效的殺菌功能，能在短時間內消除細菌  

• 機身面積不大，不會佔取大量空間。 

• 能準確計算硬幣的數量，方便結算。 

• 產品成本低，售價親民，令大部分的買家都足以負擔。 

• 能夠令市民適應非現金付款的方式，更可以配合政府的計劃。 

 

Weakness 弱項 

• 聲音操控有效的距離是是 1.5米，因此超過這個距離便會失效。 

 

Opportunity 機會 

• 方便傳播給全港公眾街市有 97個，總共 14014個檔口，傳統街市更有一傳十、十傳百的效

應，有助本公司拓展更大的市場。 

• 切合政府的公眾街市推廣非接觸式付款的資助計劃，從而得到與政府合作的機會，有望令

公眾街市統一使用本公司的產品。 

• 市場還沒有結合消毒及找贖的類似產品，本公司若能搶先一步發售，能獨佔商機，獲取盈

利。 

 

 Threat 威脅 

• 八達通的品牌歷史更悠久。 

• 市面上分別已有找錢機及消毒機作替代品，例如收銀機。 

• 等離子消毒相比紫外光消毒更全面。 

• 市面上已有類同技術，容易被仿製。 

• 市民對產品的需求有機會因疫情舒緩而下降。 

• 公司初期未建立企業形象， 市民可能認為可信性較低，從而選擇其他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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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營銷渠道 (約 200 字)  

      Sales Channels (About 200 words) 

• 直接銷售 

本公司所有成員每月將於其中 20日親身到濕街市宣傳本產品，介紹當中的結構、優點、技術等。

由於濕街市內客源比較集中，因此透過直接銷售能即時與顧客溝通，了解他們的需要及疑問。 

 

 

• 政府 

本公司將主動聯絡政府的部門加以推銷。同時，食環處經常舉辦各類型的比賽，本產品可以通過

比賽得到更多人的關注。 

 

 

• 檔主與檔主之間互相轉介 

本公司將委託檔主向其他檔主宣傳，每成功售出一部便能獲得相應佣金。同時，濕街市的人情味

濃，人與人之間較易互相影響，當有一位檔主使用感受良好時，自然而然推薦給其他檔主，提高

了本產品的知名度。 

v) 宣傳方法 (例：Facebook/Instagram /上架費) (約 200 字)  

     Promotion Method (e.g. Facebook/Instagram/ Listing Fee) (About 200 words) 

• 直接銷售 

本公司將派出四人親身到濕街市向每一位檔主派傳單 ( 每月 20天 )，及為他們詳細地推銷本產

品，解釋產品的結構和運作，從而吸引顧客購買。 

 

 

• 政府 

在比賽當中，令產品成功吸引評判的注意，因而增加獲得他們投資的機會。另外，本公司將把產

品的計劃書傳至所屬部門或給他們致電以推銷本產品，從而獲得認可。 

 

 

• 線上宣傳 

隨著互聯網的發達及普及，越來越多人關注網上資訊，將產品放置於網上平台 ( 如 Facebook, 

Instagram 等) 裏宣傳能有效提升產品的爆光率。部分青少年接觸到本產品，朋輩之間口耳相傳，

對本產品印象加深，甚至感到新奇而發起打卡等活動，便能製造擴散效果，為本公司間接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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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銷售預測 (首三年) (約 200 字)  

Sales Projection (First 3 years) (About 200 words) 

 

*租金：$250 購買：$2000 

*可選擇購買或租借   

*租借必須為期一個月  

 

第一年：產品剛進入市場，價錢雖然不高，但檔主仍然需要接受本產品的時間。因此，在第一年

內本產品未必能大量售出，較多人會選擇租借試用。另外，第一年主要為配合政府的計劃，在未

來才會進一步提升銷售額。 

 

第二年：在檔主的互相影響以及政府的計劃推行底下，本產品能夠推廣開去，接觸到更多的顧

客。因此購買量較第一年為高。同時，本產品亦可以開拓濕街市外的市場，同時亦會研發新型

號，不斷的更新以吸引更多商家。 

 

第三年：本產品銷售額開始平緩。因此，本公司將研發新型號，改良現有的產品，不斷提升競爭

力。 同時，本公司將積極拓展其他市場 ( 如東南亞地區 ) ， 務求三年後提升一定營銷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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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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登記證（三年證）                                                                                         $3950                                               

公司註冊費                                       $2250 

申請專利費                                       $2500 

購置器材拍攝視頻                              $200 

找錢幫（消毒找續機） 

示範樣機                                      $800 

機器組裝的材料或零件                          $200 

其他保費                                                           $2500  

 

(ii) 預計每月支出  

Expected Monthly Expenditure 

採購產品  

 包括 

l 機身本體（$800/部 280 部）                       $14000 

l UV燈  （$200/組 280 組）                       $4600 

l 組裝成本       （$200/部 280 部）                      $4600 

員工薪水(傭金制銷售 4%)                                                           $1567  

宣傳費 (宣傳單張/網上廣告)                              $583 

電話費                                                         $300 

電費                                                  $200 

總支岀                                                                合共：$25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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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預計收入  

Expected Income 

 

一部機器的成本費用 

找續機       $600  

UV燈             $200 

組合安裝                                         $200 

總成本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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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集資來源 

                    Funding Sources 

• 透過比賽贏得獎金 

• 家人朋友集資 

• 政府資助 

(v) 三年財務預測  

Financial Projection in 3 years 

 

  按照以上三年來本公司應賺到一共$3896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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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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機器故障 

• 重新檢定產品質量 

• 改良機器的組裝架構或系統 

• 更改機械配件選用 

 

 

2. 產品未能即時受到市場歡迎 

• 減少生產量 

• 改良機器外型 

• 改變銷售策略 

                                         - 給予折扣長期租借的客戶 

 

 

3. 發生意外（如車禍，天氣問題） 

提前為員工購買保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