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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21st MEP (Millennium Entrepreneurship Programme) – Business Propos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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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品名稱： Mirr-acle （神鏡） 

 

‘Mirr-acle’是由 Mirror (鏡子)和 Miracle (奇蹟)兩字合成。 

 

而每一個英文字母也有其寓意： 

 

Modern(現代) —隨住科技的發展，我司研發出能符合時代及大眾需要的產品。 

Ideal(理想) — 我司產品為大眾提供顧客理想的服務。 

Remarkable(卓越) — 我司產品與眾不同，並期望達到卓越的試衣體驗。 

Responsive(反應靈敏) — 我司能為客人提供即時及快速的服務。 

Advanced(先進) — 我司引入了先進的科技，讓顧客能在線上和線下購物。 

Captivating(引人注目) — 有別於傳統鏡子，我司鏡子配合新科技製作，吸引顧客享用。 

Luxury Experience(優質體驗) — 我司透過提供與時並進的科技，讓客人享受難忘的體驗。 

Efficient(有效率) — 我司產品提高購物效率及流暢度。 

 

項目類別 

Online Shopping（網上購物） 

Business Digital Transformation（數位轉型） 

 

項目摘要 

隨着時代變遷，大眾的生活水平逐漸提升，包括衣著的要求，加上近年科技發展發達，市場正轉向科

技經濟形態，時裝亦逐漸加入科技的元素。我司跟隨着時代的進步和變遷，務求為顧客提供更完善的

服務及購買享受，從而研發出此產品—智能試衣鏡子 Mirr-acle 和其應用程式。 

 

我司的項目為兩個大範疇，分別為智能試衣鏡子 Mirr-acle 以及其應用程式： 

 

1.智能試衣鏡子為顯示屏及鏡子的合體 

 

•可供顧客直接呈現出 AR 試衣效果，顧客只需把衣服上的 AR

試穿掃放到鏡子的描碼器前作掃描，亦可看到模擬上身後效

果，無需到試衣間亦可得到其試衣的效果。 

•為顧客提供不少時裝資訊，如襯托技巧等。 

•亦為品牌商家減少試衣帶來的煩惱，如減少試衣間的用地面

積，更能有效善用店鋪空間。 

 

2.同步手機應用程式，可給予顧客一個平台隨時隨地可以網上

購物及體驗試衣效果 

•其應用程式亦提供購物平台。各品牌能於線上出售產品，提供其物料及設計圖紙等產品資訊。我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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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把圖紙轉換成三維圖像，讓顧客體驗網上 AR 試衣的服務，即使未能出門亦可找到合適衣服，更可避

免換貨和退款的情況，令交易更有效率。 

•當中網上實擬虛境試衣的服務，顧客只需在實體商店進行一次簡易全身掃描，把個人身形記錄存儲

於網上帳號，亦可用於日後網上試衣服務。同時，顧客亦能根據身形變化於應用程式上作微調，避免

不合身、不合風格等多個傳統網上購物問題發生。（其身體資訊將會於智能試衣鏡子同步更新） 

我司的產品不但提高時裝銷售的效率，亦為顧客和商家帶來益處。 

 

 
 

 

社會效益 

 

1.社會需要 (例：社會問題及其嚴重性) 

•各製衣廠商滯銷 

各大製衣廠商供過於求，再加上因疫情影響，使部份製衣廠商無法出口商品，亦因高昂租金問題無法

設立商店售賣其商品，最後導致貨品滯銷。 

 

•大量海外品牌撤出香港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下，許多在疫情前進駐香港的海外品牌，受到疫情影響，流失了大量消費客戶而

步入業績寒冬，無法承擔昂貴租金，捱不過而宣告結業。 

 

•地價高昂 

香港地價昂貴，以至大量商舖 (尤其是小型店舖) 末能設試身間，只有普通全身鏡，讓顧客帶來不便。

部份商舖亦可能會為設置試身間而花大量金錢擴建舖頭，讓商家的經濟造成一定負擔沉重。 

 

•存貨問題 

當貨品有不同的尺碼、款式時，門市未必有現貨供顧客試換，限制了顧客的選擇及參考範圍。 

 

•輪候時間問題 

試衣間的輪候時間長，為顧客帶來不便，其即降低顧客的消費意慾，商家亦減少銷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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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影響外出未 

基於肺炎疫情，影響大眾可能出門親身購買，無法體驗更優質的購物體驗，難免會感到納悶。 

 

•環保問題 

當顧客試換貨品時，可有心或無意地破壞到衣物 (如：被刮花、沾上污跡) ，其產品亦不能出售，將被

銷毁。即使顧客會作經濟賠償，亦會造成環境破壞，浪費資源。 

 

•民眾衛生意識提升 

顧客到試衣間試換衣服會與產品 (如：衣服、耳環) 有直接接觸，更可能沾上頭髮、留有體汗味，帶來

各種衛生問題。新冠肺炎期間更提升民眾的衛生意識，更會擔心衣物為傳播病毒的媒介，從而不願意

試衣，間接影響顧客的消費慾。 

 

•顧客私隱問題 

網絡上不時會傳出顧客於試衣間被偷拍的新聞。試衣間缺少監控設備，商家未必能把犯人繩之於法，

讓有心之人有機可乘，顧客的私隱未能受保障。 

 

2. 項目如何回應上述社會需要及產生社會效益 (如：舒緩或解決社會問題) 

 

•解決各製衣廠商滯銷問題 

由於製衣廠商供過於求，引致大部份貨品並沒有機會售賣給顧客。而透過我司產品，即可提供一個銷

售平台給予各製衣廠商，讓顧客在家中亦能購買到不同種類的高質商品，做到 B2C 的商業模式。 

 

•吸引海外品牌回歸香港 

透過我司產品，可以給予外國品牌一個銷售平台，無需再次擔心高昂租金問題，再次回歸本港市場。 

 

•減少試用者及貨品的直接接觸 

使用我司的產品，顧客只需把衣服上的 AR 試穿掃放到鏡子的描碼器前作掃描，亦可看到模擬上身後效

果，不需親自上身。減少貨品與試用者的接觸，可釋除顧客對衛生問題的疑慮。 

 

•斷絕有心之人侵犯他人的渠道 

顧客透過我司產品不需再到更衣間更換衣物，身體上的私隱 (如：偷拍裙底) 亦受到保障，有心之人更

沒有機會有機可乘，以保障顧客的私隱。 

 

•為顧客提供更多參考 

顧客每試換一件貨品，我司產品即可提供該貨品的其他尺碼與款式供顧客參考。顧客不需要所有貨品

的真實樣本，就能「試身」。而顧客的參考、選擇範圍即不再被店舖的存貨所限制。 

 

•加快顧客選購效率 

店鋪可透過我司產品分流顧客，可縮短顧客選購貨品所需的時間。避免太多人輪候試衣間，或造成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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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顧客時間及影響市民消費意慾等問題。 

 

•減低貨品被破壞的風險 

顧客試衣時可能會不慎在貨品沾上化妝品。我司產品亦可減少貨品與顧客的接觸來減低貨品被破壞的

風險。實踐環保同時，亦能保障店舖和顧客的利益。 

 

•節省店舖佔地面積 

商舖可以選擇用我司產品取代試衣間，讓店舖騰

出更多的位置存放其他類型的貨品，供顧客選

擇、購買，多原化的產品更吸引更多顧客。鋪主

租地時可以減少試身間的佔地面積，減低鋪主的

經濟負擔。 

 

•解決大眾無法出門購物問題 

透過我司產品，大眾可以租借 Mirr-acle 於家中使

用，體驗更高享受的購物體驗，在家中亦可虛擬

試穿全各品牌的商品，最後到我是同步應用程式

中購買其商品，進行足不出門的完美購物體驗。 

 

產品簡介 

智能試衣鏡 

 

1.鏡子 

•在平時待機模式時，會呈現普通鏡子的功能，

顧客可以當作平時鏡子使用，方便沒有掃描過身

型的顧客使用。 

 

2.顯示屏 

•顯示屏的中央會顯示與顧客一比一比例的身型

模型，顧客可以選擇心儀時裝商品並掃描其標籤

的二維碼，隨即顯示顧客真實穿戴的效果。 

 

•顯示屏的右方有多項資訊欄，分別是尺寸、 價

錢、 顏色、 物質，該門市的存貨以及同品牌其他

門市的存貨情況，顧客可以快速檢閱有關資訊。 

 

•在顯示屏的下方，會有顧客選擇時裝商品的相

關配搭推介，一來可以幫助商家推廣其他時裝商

品，同時也可以推介其他配搭給予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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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掃描鏡頭 

•Mirr-acle 的上方有掃描鏡頭讓顧客在開始使用我司鏡子前，有一個 360 度身形掃描，以得出一個三維

的身型模型，儲存在顧客的帳號之中，用於之後的 Mirr-alce 同步應用程式和線下 Mirr-acle 配搭。 

 

•另外，此鏡頭會掃描顧客在鏡子前動作的變化，會配上顧客所選的商品，即時同步顯示顧客的動

態，模擬鏡子的效果，達致最佳試衣體驗。 

 

4.二維碼掃描器 

•顧客使用鏡子前，需要開啟應用程式，在二維碼掃描器掃描自己的身型模型，可以快速讀取數據，

即時在顯示屏會出現與顧客身型相約的模型。此外，當顧客到店鋪選到心儀商品時，可以掃描商品標

籤上的二維碼，顯示屏會即時顯示顧客穿戴該時裝商品的效果。 

 

登記資料步驟： 

1.下載 Mirr-cale 同步應用程式 

2.到店舖內的 Mirr-acle 掃描身型 

3.站在掃描鏡頭的當眼位置，根據指示轉動身體，智能試衣鏡子進行 360 度身型掃描 

4.提供帳號資料，應用程式自動諸存該顧客的身型資料 

 

試衣步驟： 

1.確保已經下載 Mirr-acle 同步應用程式並到門市掃描過身型。 

2.在 Mirr-acle 的二維碼掃描器掃描顧客應用程式頁面的二維碼，顯示屏會顯示顧客三維身型模型。 

3.向二維碼掃描器掃描心儀時裝商品標籤上的二維碼。 

4.智能試衣鏡讀取資料後，顯示屏會顯示出顧客穿戴該時裝商品的效果。 

5.顧客可以隨意選擇不同顏色及尺寸，以及其他時裝商品作配搭。 

 

廠家銷售計畫 

-我司會收集廠商所生產時裝商品以多角度呈現的圖紙，並免費為廠家以科技技術轉換成三維模型，故

資料庫有廠家的所有時裝商品的三維模型。廠家可以透過我司的智能試衣鏡子作為渠道，直接向顧客

銷售其時裝商品，我司會從中廠家的銷售額中抽取 15%作為佣金。 

 

商家銷售計畫 

-商家可以租借我司的智能試衣鏡子，以兩年為一個合約期，每年的費用為$15000。商家購買我司智能

試衣鏡子後，只需要輸入該商家所擁有品牌的時裝用品的資料，就可以取得對應的三維模型。商家可

以設置我司智能試衣鏡子到時裝門店，提供方便的試衣予顧客銷售。 

 

顧客銷售計畫 

-顧客可以租借我司的智能試衣鏡子，以兩年為一個合約期，每個月的費用為$1000，只需要連續租借兩

年，就可以取得該智能試衣鏡子的擁有權，若途中中斷合約，需要交還我司智能試衣鏡子，否則需要

付一定的違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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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程式 

 

顧客方面: 

 

•購物平台 

平台集合各個不同類型和規模的時裝品牌，顧客可以在我司應用程式上進行網上購物。 

•顧客身型模型 

我司希望可以提供顧客一個優質的購物體驗，故有身型模型的技術，讓顧客即便沒有親身試衣，也可

以知道試衣的效果。三維身型模型透過在門市掃描建成，之後帳號會儲存其身型模型，顧客可以在我

司應用程式的購物平台，模型會模擬顧客真實穿戴所選時裝商品的效果。 

 

商家方面: 

 

• 售賣平台 

-商家可以在我司應用程式售賣時裝商品。 

 

產品特色 

 

1.智能試衣鏡 

 

•防偷窺鏡 

爲保護每位顧客的私隱，使用了防偷窺的鏡面，避免顧客試衣時被旁人看見，提高私隱度，讓顧

客更舒適地使用。 

 

•時裝用品配搭推介 

顧客試衣時，Mirr-acle 會推介不同的時裝用品搭配。讓顧客有更大的考慮空間和選擇，不會感到徬

徨。同時亦減低服裝店員工的工作量。 

 

•體感技術操控 

Mirr-acle 採用體感技術操控，顧客想查詢資料或想選擇在顯示屏下方選擇推介的時裝商品時，只需

要擺放手掌到對應的方向約三秒，遠距離操控選項，顧客毋須走前到顯示屏面前觸動螢幕。 

 

•顯示屏和鏡子功能的結合 

Mirr-acle 能顯示貨品的詳細資料。如顏色、數量和尺寸等。 

 

•顧客使用時長限制 

避免顧客濫用 Mirr-acle，故設在時裝門市的智能試衣鏡子每個時裝商品一分鐘的時長限制，以免造

成擁擠及濫用。 

 

2.應用程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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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身形調整 

   考慮到顧客的身形會有變化，而掃描身型的步驟繁複，顧客可以在應用程式中自己做細微的身型調      

整，以得出最貼合顧客身型的模型，大大提高衣服合適度。 

 

•時裝商品互動平台 

   顧客可以在應用程式上分享各自的穿搭，互相分享，提供更多時裝商品配搭。 

 

•擁有龐大資料庫儲存客戶資料 

    Mirr-acle 同步應用程式會儲存顧客身形等資料，並能更新資料，提供最準確的試衣服務。 

 

•線上試衣體驗 

    顧客能在 Mirr-acle 同步應用程式中模擬穿搭，搭襯出適合自己的衣服才購買。 

 

•齊全的服裝資訊 

    提供時裝商品的尺寸、顏色、貨量等。 

 

•線上購物服務 

    讓顧客隨時隨地購物，方便既快捷。 

 

•不同服裝店鋪推介 

    Mirr-acle 同步應用程式中有不同風格特色的時裝店舖，迎合不同顧客口味。 

 

 

業務目標 

 

業績目標 

-我司望透過其產品為大眾帶來更好的購物體驗。我司期望 Mirr-acle 在未來三年內，可佔全港 50％的時

裝零售店的安裝率。 

我司期待 Mirr-acle 能普及化，甚至擴展至海外市場，但在普及化的同時，其產品將不被取代，反有穩

定的上升銷售趨勢。 

 

短期目標 

-我司望其產品能提升大眾對引入新科技的接受程度。提升店舖鋪主的購買意欲。 

與產品買家及研發人員維持聯繫，以方便收集意見。在產品的研發及推出初期，及早改良產品不足之

處。 

 

長期目標 

-我司望 Mirr-acle 可於大型連鎖服裝店及小型服裝店中普及使用，得到時裝市場認可，促進時裝行業科

技化。其外，我司望透過其產品的特色助長消費者購買慾，間接刺激本港經濟發展。以及促進少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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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店舖對我們的產品的信心，舒緩他們不回本的擔憂。 

 

最終目標 

-我司想藉其產品推廣新科技的生活模式，為社會作出貢獻。 

 

市場定位 

 

本公司所研發的產品為 Mirr-acle 及其同步應用程式。 

善用智能科技，希望改變顧客與品牌的互動方法，更以便利顧客和品牌的需求，為他們提供更好的服

務以及成為雙方交易過程中的重要橋樑。 

 

我司的新科技可以為品牌提高供應管理的效率，以及降低其營運成本我司的新科技亦十分了解顧客的

需要，無論在顧客誠實到計劃及顧客數據等技術，都能夠做到購物體驗更加輕鬆、安全以及提升效

率。無論在銷售及時裝界中，我司也在其中擔當重要角色。 

 

主要顧客對象 

 

我司產品的主要顧客對象為各時裝品牌，製衣廠商以及普羅大眾。 

 

各時裝品牌方面： 

 

·透過 Mirr-acle，可以減少試衣間內的員工數量及其工作量，從而降低其營運成本。 

 

·可以減少試衣輪候時間，加快其時裝公司營運速度以及銷售量。 

 

·透過 Mirr-acle 同步應用程式服務，可以從中增加曝光率，以及為顧客提供更優質服務。 

 

製衣廠商方面： 

 

·Mirr-acle 提供一個銷售渠道，讓製衣廠商可以直接向顧客出售時裝商品，以避免有滯銷的情況 

 

普羅大眾方面： 

 

·網上購物越來越普遍，隨著科技發達，大眾喜歡足不出戶，使用通訊科技進行網上購物。 

 

.透過 Mirr-acle 同步應用程式，大眾能夠隨時隨地購物及試衣。 

 

.現時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雖保持距離，以免到人流密集地地方，大眾多數選擇留在家中，也許未能到

店舖購物和試衣。我司提供網上平台，讓大眾足不出戶也能購物，以配合社會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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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acle 同步應用程式會紀錄顧客的瀏覽紀錄，因此顧客能追溯以前的紀錄，並能將想購買的時裝商

品放到購物車。能夠把不同牌子的產品一同購買，方便大眾能一次性地購買多個品牌的時裝。 

 

SWOT analysis  

 

智能試衣鏡子： 

 

Strength 優勢 

1.提高效率 

-顧客排隊試衣需時，智能試衣鏡子可讓顧客無需試衣，即可在我司產品中得其效果。此外，智能試衣

鏡子將顯示各商品資訊，一目了然，顧客無需到處詢問或尋找商品，可提高購物的流暢度，以及滿意

度。 

 

2.避免貨品損壞 

-顧客在試衣時會與衣物有直接接觸， 難免會做成衣物弄髒或弄壞，我司智能試衣鏡子則可降低其風

險。透過我司產品，顧客無需親身試則可得其效果，避免上述問題發生。 

 

3.減少店員工作量 

-店員常需解答顧客的問題，又需協助尋找各貨品，顧客試衣後更要重新摺疊好衣服。店舖須雇用大量

人手以提供更好購物質素。若使用我司產品，利用人工智提供各商品資料給顧客，即可大大降低店員

工作量或人手，減輕其店舖經濟負擔。 

 

4.節省店舖面積 

-我司智能鏡子可取代試衣間，讓店舖有更多位置展示貨品及令顧客有更大的活動空間，提升購物質素

和舒適感。 

 

5.提供保養維修服務 

我司將提供長達五年的保養維修服務，為顧客提供更完善的售後服務。我司望為顧客提供更多的保

障，無需爲維修而有額外支出，而減低其顧客經濟負擔，亦更有信心購買我司產品服務。 

 

6. 不受季節限制試衣 

我司能模擬試衣後的效果，不需要實際穿上服裝。因此在冬天的時候，顧客亦能試上夏天的衣服，不

用因爲寒冷而無法試衣。相反，夏天的時候，也能試上較厚的衣服。減少因天氣差距造成的不便。 

 

Weaknesses 劣勢 

1.製作成本高 

-Mirr-acle 提供各類人工智能服務，包括 AR 試衣、貨品資訊等，製作工序相對繁複，需投投資大量資

金。因而市場價值將相對較高，部份本地小型時裝店舖可未能承擔其價格。 

 

2. 小型商鋪購入率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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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型服裝商鋪的運作規模較小，鋪主或許未能從有限的資金中，抽取金錢購入 Mirr-acle，擔心未能從

中獲取理想的盈利，對購入我司產品的意向有所保留。 

 

3.店舖無法提供多塊智能鏡子 

-因 Mirr-acle 製作成本高，其價錢亦相對較昂貴。部份本地小型時裝店舖可一未能大量購入鏡子，擺放

在店舖內。 

 

4.可能會造成擁擠 

-店舖佔地問題可未能提供多塊 Mirr-acle，因而顧客可能要等候使用鏡子。Mirr-acle 放置位置於店內的

周圍，等待使用的隊伍有機會使店舖變得擁擠。 

 

5. 第一次試衣無法穿著過大的衣物 

-顧客第一次掃描時，若過大或太寬鬆的衣物，會令鏡子無法顯示顧客真正的體型。因此限制了顧客需

要穿著合身的衣物進行掃描。 

 

Opportunities 機會 

1.保護顧客私隱 

-過住有不少試衣間偷拍的案件，令顧客不禁擔心其店舖的安全私人問題；其外部份試身間的布簾也未

能完整遮蓋，令顧客感到不自在或擔憂，大大影響其購物體驗。我司產品即可取代試身間，讓顧客更

享受購物的過程。 

 

2.減少人群聚集及接觸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人們需保持距離，以及更注重各衛生問題。 

顧客等候試身室時會造成聚集，其外亦會在試衣時直接接觸衣物，其他顧客再試衣時，可會沾染上衣

物上的細菌，感染風險甚高。而我司 Mirr-acle 即可完善以上問題：避免衣物與顧客有身體接觸，減低

傳播風險。 

 

3.切合市場環保需要 

-顧客試穿商品時，有可能會破壞到貨品，導致無法出售，甚至被銷毀，造成大量浪費。現今社會注重

環保，利用我司產品的技術即解決以上問題，走向綠色時尚。 

 

Threats 威脅 

1.社會經濟和政治不穩 

-香港面對新冠病毒肆虐，全球經濟也不斷衰弱，投資風氣淡靜，消費意欲亦減弱，對於我司產品銷售

必造成一定的壓力。 

 

同步手機應用程式： 

 

Strength 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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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與 Mirr-acle 數據同步 

-手機用程式將儲存顧客的個人體重各資料，其資料將轉換成二維碼。當顧客再次使用 Mirr-acle 時，他

們只需使用二維碼感應器掃描二維碼，即可與鏡子同步資料共享。另外，顧客透過 Mirr-acle 選擇過的

時裝商品，將會在自己的手機應用程式帳號上存有紀錄，若日後想再次查閱，即可快速找到，避免錯

過心儀的商品。 

 

2.有別於傳統購物平台 

-顧客在傳統購物平台購買新衣無法知道是否適合自己身型和風格，而我司應用程式即可讓顧客有預覽

試衣效果，透過自身身型的 3D 模型模擬試衣，便可知其產品是否合身。 

 

3.減少網上購物後退貨的情況 

-我司應用程式會提供貨品的詳細資料，包括物料、尺寸等。另外，顧客能體驗網上自身身型的 3D 模

型模擬試衣服務，看到穿上衣服後的樣子，才決定是否購買。通過其應用程式，顧客可更有效地找到

適合的衣服，減少換貨、退款的情況。 

 

4.解決存貨不足問題 

-時裝零售店不時會有缺貨問題，導致客人在門市未能即時購買。 

我司應用程式能提供商品存貨資料，顧客若想到門市購買，可預先查看其資料，以避白走一趟。 

 

5.顧客可隨時隨地購物 

-香港人生活忙碌，生活急促，也許未有空到店舖購物。 

我司應用程式為顧客提供一個更方便的渠道，顧客可隨時隨地於網上進行購物，節省時間，方便快

捷。 

 

Weaknesses 劣勢 

1.不能直接體驗 AR 試衣服務 

-顧客需要到時裝零售店進行一次全身掃描，將個人身形紀錄儲存於 Mirr-acle 同步用程式的帳號，方可

體驗線下更多的試衣服務。 

 

2.需要龐大資料儲存庫 

-Mirr-acle 同步應用程式內需儲存多間服裝店的時裝商品資訊及顧客身形資料。需要一定的技術、金

錢，資源等才可實行。 

 

3.網路問題 

-Mirr-acle 同步應用程式可因大量過多的資料而導致故障或未能即時更新。其外，客戶資料或許會被盜

竊，因而需強大的防火牆。 

 

Opportunities 機會 

1.新冠肺炎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關係，人們減少外出購物。Mirr-acle 應用程式能讓顧客在家購物，享受優質的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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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體驗，減少人們接觸的機會。 

 

2.網絡科技發達 

-在這個時代，科技發達，經常使用電子產品，網上購物更日趨普遍。我司相信人們會享受使用方便又

快捷的應用程式進行購物。 

 

Threats 威脅 

1.缺乏老一輩的市場 

-年長一輩對於電子產品相對不太熟悉或不懂使用，甚至沒有智能電話，導致較少老人使用其程式。因

而我司將專注年輕市場，利用科技的快捷吸引更多年輕人使用。 

 

2.公司合作 

-於我司程式運作初期，使用量會較低，各大時裝品牌及商店可未必願意與我司合作。其外，各大服裝

品牌都設有網頁，可能未有需要或願意與我司合作。 

 

3.競爭激烈 

-網上的時裝品牌網店多不勝數，競爭激烈，我司需要在眾多時裝網頁中突圍而出。 

 

營銷渠道 

 

·直接銷售渠道 

我司產品為高智能科技產品，有高度技術性，需按照特殊要求製造。 

其外主要顧客只有時裝零售店，銷售範圍少，單價較高，因此使用直接分銷渠道較為適合，把產品直

接銷售給用戶，確保產品品質質素。 

我司望直接參與國際市場競爭，建立和開拓自己的銷售網路，為樹立我司形象，提高我司聲譽，不斷

積累經驗，進一步擴大國際市場奠定了基礎。 

所以直接銷售渠道最為適合不過。 

 

·同步應用程式 

我司將會提供一個同步應用程式，希望給予顧客更完善的服務。其應用程式可以於各種手機平台讓用

戶下載（Android 用戶使用 Play Store， iOS 用戶使用 Apple Store），吸引更多品牌加入。 

 

·網絡平台宣傳 

我司將會每月投放一定產品廣告到各大平台，例如 Instagram, YouTube, Twitter 等。宣傳產品優勢和建立

公司形象，吸引更多各大品牌與我司合作。 

 

宣傳手法 

 

宣傳標語：改變購物習慣 優化大眾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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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r-acle： 

一，搜尋引擎廣告(SEO) 

SEO 具有極強的針對性，在搜索的時候，客戶需求已經通過關鍵字表現出來,搜索引擎根據客戶需求,給

出相應結果，因此廣告投放完全是精確匹配，直接針對有需求的客戶。 

其外 SEO 受眾廣泛，根據艾瑞市場咨詢的數據，從 2005 年到 2007 年,我國使用網路搜索的用戶數量將

會以 27.5%的年速率飛速增長。這樣我國搜索引擎用戶占到了互聯網用戶 88%的比例,絕對用戶數超過

了 8500 萬人。 

利用搜尋引擎廣告，即可大大提升我司產品的暴光率。 

 

二，電子媒體宣傳 

我司將邀請不同時尚網絡紅人推售產品，包括拍攝使用 Mirr-acle 的片段，教導顧客使用其產品；以

及，拍攝有關我司產品的有趣短片，吸引顧客眼球等。可透過網絡紅人從而對我司產品提升好奇和興

趣等，都可以增加我司產品的知名度。 

 

三，行業合作 

我司會邀請不同時裝品牌，向他們介紹我司產品。商家因引入智能試衣鏡子而增加客流量，從而提高

營業額；而顧客在商家使用我司鏡子時會留意到我司產品的品牌，我司產品的知名度亦可提高。透過

合作，我司和商家即以達成雙贏的局面。 

四，貿易展覽 

我司會緊貼貿發局及其他機構不定時舉行的展覽，如香港貿發局時尚購物展，香港貿發局國際資訊科

技博覽等。我司相信在場人士不少對新產品新科技感興趣的投資者，可以更有效鎖定潛在合作商家，

以提升我司在科技和時裝市場內知名度。 

 

Mirr-acle 同步應用程式： 

一，行業合作 

我司其應用程式可有系統地提供多間時裝公司的產品，給予各牌子一個網上平台銷售產品，讓顧客亦

可以更方便進行網上購物，因而我司將會向不同時裝品牌推廣於我司應用程式的平台出售他們的時裝

商品。 

當顧客於時裝零售店見到我司 Mirr-acle，都可間接宣傳我司應用程式（由於其產品需與應用程式一同使

用），便可讓更多顧客下載並使用我司應用程式，從而提升其在顧客群的知名度。 

二，社交媒體行銷 

我司將邀請時尚網絡紅人，在他們的社交平台以帖子和動態，配上推廣文案，宣傳我司應用程式的用

途和好處，從而增加我司其應用程式的曝光率。 

 

銷售預測（首三年）(B2B) 

地區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香港 700 1,700 2,700 

中國 200 800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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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亞洲城市 100 500 900 

總和 1,000 3,000 5,000 

 

銷售預測（首三年）(B2C) 

地區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香港 7,000 13,000 21,000 

中國 2,000 5,000 10,000 

其他亞洲城市 1,000 2,000 4,000 

總和 10,000 20,000 35,000 

 

第一年，我司主要在香港和中國内地宣傳，旨在增加我司產品的曝光率，讓更多人認識智能鏡子。但

處於初始階段，商家可會擔心顧客接受度不高，於是對我司產品有所保留，故第一年的銷售額增長緩

慢。 

第二年，預計銷售將會有接近一倍的增長，顧客的接受程度將提升，商家更願意購買我司產品，故在

本地和中國的銷售將會有更大的增多。 

第三年，本地和中國的銷售開始步入正軌，我司會著力於其他亞洲城市推廣，故在其他亞洲城市的銷

售會有所增長。 

 

財務 

 

公司成立成本 

成立成本 金額（$） 

商業登記費（一年證,登記費+徵費） 250 

公司註冊費 

（ 以電子形式交付） 

1,545 

開發應用程式 500,000 

軟件研發費用 1,000,000 

硬件投放（智能鏡子） $5,000/部（x2000) 

總金額 11,501,795 

 

預計每月支出 

預計每月支出 金額（$） 

公司場地租金（5000 尺） 100,000 

職員薪水（22) 技術員 10 名 200,000 

 開發員 5 名 150,000 

會計員兩名 60,000 

銷售員 5 名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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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金額 560,000 

宣傳費用 20,000 

市場推廣 1,500,000 

雜費 80,000 

定期修理 3,000 

貨物運輸 10,000 

各保險費（公司及勞工） 29,790 

信用卡佣金 (每$1000 營業額 3%) 30 每$1000 營業額 

總金額 2,752,790 

 

預計收入(B2B) 

預計收入 金額（$） 

智能試衣鏡產品租客 1,000 

 

智能試衣鏡產品租金收入 15,000/月 

 

服務費 100 

 

傭金（傭金佔成交額 5%) 2,500/商家 

 

預計收入（B2C） 

預計收入 金額（$） 

智能試衣鏡產品租金收入 1,500/月 

 

應用程式—購物平台傭金（傭金佔成交

額 15%) 

450/顧客 

 

訂閱合約收費 100/月 

廣告收入 100,000 

總金額 288,000 

 

 

集資來源 

 

創科生活基金 $2,647,500 

 

共同創辦人 $500,000 

 

股東投入資金 $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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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財務預測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支出 

宣傳費用 3,600,000 9,000,000 15,300,000 

職員薪水 6,720,000 6,720,000 6,720,000 

雜費 80,000 80,000 80,000 

市場推廣 1,400,000 1,500,000 1,600,000 

定期修理 100,000 5,000 6,000 

貨物運輸 50,000 10,000 10,000 

保險費 3,575,000 3,580,000 3,600,000 

公司場地租金 1,200,000 1,200,000 1,440,000 

總支出 16,725,000 22,095,000 28,756,000 

收入 

智能試衣鏡租出產

品數量（部）(B2B) 

1,000 3,000 5,000 

智能試衣鏡租出產

品數量（部）(B2C) 

10,000 20,000 35,000 

智能試衣鏡租出產

品營業額

(B2B+B2C) 

360,000,000 900,000,000 1,530,000,000 

B2B 服務費 12,000,000 36,000,000 60,000,000 

B2B 傭金 30,000,000 90,000,000 150,000,000 

B2C 傭金 

 

54,000,000 108,000,000 189,000,000 

B2C 訂閱合約收費 

 

120,000,000 

 

240,000,000 420,000,000 

廣告收入 500,000 250,000 350,000 

總收入 576,500,000 1,374,250,000 2,349,350,000 

 

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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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產品未必全面普及 

-雖然此產品相信能為時裝門店或線上店鋪帶來長遠利益，但短期內可會為使用店舖帶來經濟負擔。再者 2020 年

開始，大多店鋪都受疫情帶來的經濟打擊，甚至面臨倒閉。購入試衣鏡對某些店鋪來説，市場風險頗高。 

- 首批購入者可享有九五折優惠，第二批購入者享有九折優惠，以吸引買家。 

- 大批購入可享有一定優惠，以鼓勵大型連鎖店多購入我司產品，促進銷量的同時亦能協助產品普及。 

-允許分期付款 (可選擇分一年、兩年或三年)，以減輕買家短期內的經濟負擔。 

-大眾租用 Mirr-acle 兩年後，便能免費獲得一塊 Mirr-acle。 

-大眾能用$1000 租用 Mirr-acle 一個月，為期兩年，而$1000 是一般家庭都能負擔得到的。 

 

2.產品未必能受大眾歡迎 

-大眾未必習慣高科技試衣鏡的運作，會有各種疑慮，如：嫌操作繁複，或害怕個人資料泄露，而繼續選擇傳統

試衣間。 

- 加強宣傳 (如：電視廣告、廣告招牌、講座)，讓更多市民深入了解及接觸這項新科技。理解產品運作，鼓勵市

民使用。 

- 定期向市民收集意見 (如：問卷) ，更全面了解市民的需要，及為產品的不足作出改善。 

- 在應用程式設手機認證及密碼，以防賬號被盜而導致個人資料泄露。 

 

3.產品設計理念被抄襲 

-由於此產品預計會有不少的市場需求，因此本產品設計理念可能被其他研發人員抄襲。 

- 正式研發及生產產品前，向相關人員 (如：研發人員) 簽訂保密協議。以防止設計理念、研發及生產過程被泄

露。 

- 申請專利，以為免知識產權被侵犯及利益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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