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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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部－隊伍基本資料
Part A - Basic Information

組員資料 Details of Group Members

帶隊導師資料 Details of Team Advisor

啟蒙導師資料 Details of Mentor

組別編號：
Group No. : 036

學校/機構名稱：
School / Organization Name: 港島民生書院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徐澤麟老師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 Terence Chui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謝憶軒先生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Mr. Philip Tse

乙部－創業計劃書 Part B – Business Proposal 

中文姓名

Name in Chinese

英文姓名

Name in English

1 洪嘉軒* Hung Ka Hin*

2 劉祖曦 Lau Cho Hei Kristopher

3 陳銘淇 Chan Ming Kei

4 蘇鏡濤 So Keng To

5 潘皜峰 Pun Harvey

6 石晴儀 Shek Ching Y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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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基本資料

社會效益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第一部份：項目基本資料

「適食」旨在建立「健康＋無害自由飲食」生態圈平台。

透過互聯網平台及手機應用程式，以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配對餐廳日常餐飲與用戶之大數據（Big Data），使用戶可於自由飲
食的同時達致對身體健康的維護。

(i)       項目名稱

(ii)       項目類別

(iii)      項目摘要

「出街食不健康」這句話耳熟能詳，都市人卻無奈因工時長、工作壓力、
朋友歡聚等各種原因，不能避免經常外出用餐，然而有多少人留意到在享
受美食的同時，一些食物的成份可能正為身體造成一定程度的壓力。知道
了，卻無法改變...

「適食」正為解決該痛點而誕生，項目結合兩大元素，使外出飲食也能變
得健康無害。

現今網絡資訊良莠不齊，或多或少充斥與健康飲食相關的誤區。在新經濟
下科技的躍進及成熟，加上疫情下催生市民對健康的關注及使用線上業務
的習慣，為「適食」業務提供了最佳時機。

「適食」作為業態先驅者，以用戶為中心，（I）融入「漸變健康」概念
於餐飲推薦，利用人工智能中的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分析
用戶累積的健康飲食經驗，並透過「度身訂造」的演算法（Algorithm），
精準推薦更切合用戶偏好的餐飲，用戶不用因關心身體健康而放棄大快朵
頤的機會。

「適食」同時（II）提供切合用戶狀況的健康資訊，相比枯燥無味且艱澀
的健康飲食指南，程式憑藉創新的「健康飲食趣味化」概念，以大量使用
鮮明圖像取代文字，配合簡單易用的用家介面（User Interface, UI），
強化用家體驗（User Experience, UX），吸引並留住更大的忠實客群。

「適食」需連繫大量食肆、供應商、專業營養師等，從而豐富數據內容及
提高精準性，並透過不同的業務往來建立與各持份者之關係。「適食」將
由多方面增加收入以達致持續性發展，並透過程式的普及化，以分階段形
式建立一套完善的「健康＋無害自由飲食」生態圈，從而體現「推動未來
健康外食文化」的長遠目標。

風險管理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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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657489171082803&type=3

2 https://www.consumer.org.hk/ws_chi/news/press/485/one-plate-meals.html

項目基本資料

社會效益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第二部份：社會效益

(i)       社會需要 (例：社會問題及其嚴重性) 

風險管理

附錄

（I）雖不健康但不能避免在外用餐

一項調查發現1，整體港人外出用膳的平均日數為每星期 4.2 天，顯示市
民外出用膳情況相當普遍。另根據早前消費者委員會發現2，香港人常
吃的碟頭粉麵飯，鈉含量全部超出世衛建議。大部分外食傾向多油多鹽，
健康程度成疑。

（II）健康資訊的誤區

在現今資訊氾濫的網絡世界，不少人從社交媒體等途徑獲取健康飲食資
訊，但卻不懂配合自身身體狀況進行調整，導致未能達到預期效果之餘
更可能弄巧反拙。

（III）餐飲成份缺乏透明度

基於現行法律並沒監管對食肆食品成份的控制，市面上基本上沒有食肆
會於餐牌中顯示食物營養成份，市民難以得知每餐對自己身體造成的影
響。

（IV）面見營養師的抗拒

大多市民重視健康，但因不確切了解營養師所提供的服務，加上時間、
價格、個人私隱等因素，普遍認為自己沒有面見營養師的需要，不好接
洽營養師度身訂做專業營養建議，導致對身體健康狀況一知半解。

https://www.facebook.com/media/set/?set=a.657489171082803&type=3
https://www.consumer.org.hk/ws_chi/news/press/485/one-plate-meal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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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基本資料

社會效益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第二部份：社會效益

(i)       社會需要 (例：社會問題及其嚴重性) 

風險管理

附錄

（I）促進更健康的外食

「適食」利用演算法，參考用戶的口味、預算、生活習慣、健康狀況等
因素，推介切合用戶之飲食選擇，在不造成用戶抗拒的前提下，潛而默
化地引導用戶選擇更為健康的飲食選項。

另外，我們亦會通過程式中個人化的健康飲食資訊，引起用戶對自身身
體狀況的重視，從而引導用戶漸漸改善自身健康飲食的習慣。

（II）提供專業級別健康資訊

「適食」邀請專業營養師合作成立顧問團隊，以專業健康知識作為數據
基礎，透過人工智能分析用戶的日常飲食習慣，生成個人化的健康意見。

配合虛擬角色系統的可視化概念，讓用戶「看見」和了解個人飲食習慣
對自身的影響。

「適食」同時設有「資訊」分頁，內含的健康飲食知識和文章是由具權
威性的營養師監督撰文，為用戶提供專業而且準確的健康資訊。

（III）改變食肆對健康飲食的重視

「適食」透過累積更大的用戶量和影響力，讓食肆得知健康飲食市場之
龐大及機遇，成為餐廳加入健康飲食元素及公開營養資訊的誘因，增進
自我食物審查的動力，從而使飲食界作出系統性改變，長遠促進更健康
的飲食文化。

（IV）增強用戶與營養師間之緊密連結

「適食」與各專業營養師合作，提供「專家咨詢」分頁，利用平台作為
用戶與營養師溝通橋樑。付費用戶可透過平台系統對營養師溝通，咨詢
專業營養建議，節省時間之餘並免除會面的尷尬。與此同時，營養師可
透過平台接觸潛在客戶，提昇個人知名度及增進業務發展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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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用戶 付費用戶（同時享有免費功能）

只需以電郵或社交媒體賬號登

入

可選擇輸入基本個人資料

提供基本個人健康計算及提示

可基於人工智能提供的建議，

自選餐飲或食肆

可自由觀看、分享健康資訊

每月收費 $28

免除廣告干擾

可選擇輸入更詳細健康資料

可輸入每天用餐資料以便提供更

精準分析

程式自動計算個人健康狀況及提

供貼身建議

以人工智能篩選迎合個人狀況之

餐飲或食肆

提供個人健康報告分析，可供下

載

對接專業營養師提供健康建議或

解答疑難

可參加獎賞等推廣活動

項目基本資料

社會效益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風險管理

附錄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i)       產品/服務簡介

「適食」商標

商標的設計呈心形，內裡展示代表美味舔舌的圖像，象
徵「適食」的兩大核心元素 - 健康＋飲食，同時體現了
項目的核心理念 –享受美食的同時亦能食得健康。

理念

我們深刻明白都市生活步伐急速，在日常飲食方面無可避免攝取過量不健
康成份。值得鼓勵的是市場上已衍生大量健康食物以針對減少有害成份，
卻某程度上犧牲享用美味食物的感官。

「適食」推崇「無害自由飲食」的核心理念，以用戶角度出發，使用戶在
自由飲食的同時，由「適食」來擔當個人健康的管理員！透過數據分析以
控制個人飲食每天各營養成份的攝取量，提供最合適均衡的飲食提示。

「適食」的終極目標期望善用科技，定位專業輔助角色，持續改進及發展，
凝聚各持份者共識，共同構建社會上的「適食文化」。

用戶介面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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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基本資料

社會效益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風險管理

附錄

「適食」共有五個功能範疇，核心功能範疇為「適食」搜尋和健康資訊。

用戶介面與功能

登入版面

為了優化用戶體驗，用戶可以用社交媒體或者電郵登入。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i)       產品/服務簡介

會員登記頁面

用戶登入後可提供各種個人資料

演算法的準確度則受資料提供量影響（圓形圖反映）

透過虛擬角色可視化健康狀況，讓用戶了解飲食習慣對
體態的影響

亦會顯示可攝取量、已攝取量和後備攝取量，供用戶作
飲食選擇的參考

專業版會分析用戶飲食習慣，顯示適食指數和放肆指數

詳細個人報告分析（專業版）

更仔細，針對各器官的分析，亦會指出飲食習慣產生的
風險和相應的飲食建議

紀錄健康狀況的長期變化，供日後醫療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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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基本資料

社會效益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風險管理

附錄

用戶介面與功能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由「適食」主編、轉載或邀請專家撰寫文章

顯示資料會自動跟隨程式飲食建議或身體狀況變化而作
出更新

提供餐飲營養成份分析以供參考
（詳細演算細節請參考附錄一：詳細演算法概述）

付費用戶亦可以選擇智能方式，以專業營養知識為基礎
數據，透過人工智能推薦最切合用戶健康狀況之餐飲或
食肆給用戶

在沒有健康數據支持下，可作為一般隨身飲食指南使用

以下為幾個「適食」使用的符號：

為用戶對喜愛食物的標籤

為用戶對喜愛餐廳的標籤

為食物的卡路里

(i)       產品/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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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付費用戶免費諮詢次數為十次，用完需另行購買

項目基本資料

社會效益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風險管理

附錄

用戶介面與功能

提供一對一線上專業營養師咨詢服務，解答用戶疑難3。
界面會顯示專家真實姓名、覆歷、推薦或在線，以便用
戶作出選擇。

所有歷史問答均會紀錄於用戶賬號以供日後查閱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i)       產品/服務簡介

掃描合作餐廳單據上的二維碼記錄餐點

用戶可以選擇「適食」搜尋中顯示的餐點，飲食紀錄則
會被用作分析

（詳見附錄六：詳細用戶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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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商城功能

與第三方供應商合作，提供健康產品貨源，於商城出售

聯系廠方，推出自家品牌健康產品

與第三方線上購物機構合作，引流至「適食」商城

2. 設定健康目標

用戶可選擇依據程式建議，或自行設定目標嚴厲程度，以供人工智能
作出精準計算

除飲食外，用戶亦可連結第三方程式（如運動App，健康指數App
等），以提供更貼合用戶自身適應程度的目標

3. 多元健康資訊

提供不同頻道推出健康視頻（如運動）供用戶觀看學習

播放直播節目，（如專家講座、教學）供用戶參予

4. 社群功能

用戶可以與朋友連線組隊，系統將會提供群組最具適性選項。

設排行榜功能，用戶可以互相較量誰擁有更健康的飲食習慣。

透過與好友的互動，共同建立健康飲食習慣。

5. 用戶獎賞計劃

用戶可透過推薦朋友加入、分享文章或根據用戶使用活躍度等獲得獎
賞。

獎賞可用於豁免會員年費或在「適食」內消費之用

項目基本資料

社會效益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風險管理

附錄

未來業務拓展方向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i)       產品/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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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人為本．貼合用戶需要

「適食」高度重視用戶體驗（UX）及用家介面（UI）：

程式本身以同理心出發，為了打破固有健康飲食沉悶的刻板印象，「適
食」利用富趣味性的虛擬角色系統，引導使用者培養健康飲食習慣。

另外，「適食」的用戶介面設計簡單易用，希望從而增加用戶的黏著度
及用戶忠誠度。亦會在不同介面上提供演算答案，同時顯示建議或提示，
務求為用戶提供最大價值。

專業準確．智能化營養學

「適食」引入發展成熟的人工智能深度學習，並整合分析大量用戶及健
康大數據。

大數據配合營養師提供的專業基礎健康數據，建立一套個人演算法，推
薦同時符合使用者口味和需要的食物予使用者，打破「好食就不健康，
健康就不好食」的固有想法。

「適食」亦會為營養師的健康建議設計標籤，透過分類、分層、量化及
定義數據，從而提供最貼近用戶所需之資訊。

推動文化．無害自由飲食

「適食」透過提供多元化健康飲食相關資訊、產品、服務及後續跟進，
形成健康飲生態圈，用戶得以依賴「適食」作為專屬健康管理員。

最終，務求將「無害自由飲食」文化普及，推進社區，持續發展成為生
活不可或缺一部份。

同舟共濟．支持共享概念

在新經濟運作模式下，我們相信沒有企業可以獨善其身，共享資源共享
利益為持續發展新趨勢，因此「適食」將積極開放與第三方平台或企業
合作。

在用戶同意的基礎下，引用用戶在其他程式中的健康數據。例如引用用
戶運動量數據，在消耗熱量上獲得更精準計算。「適食」亦會開放數據
予第三方機構，擴濶用戶數據價值。例如開放數據予醫院參考用戶日常
飲食習慣，從而可得到更適切治療

項目基本資料

社會效益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風險管理

附錄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ii)      產品/服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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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健康創繁榮》調研結果顯示，76.1%受訪者同意自己要對個人健康負最大責任
https://www.lksf.org/better-health-for-a-better-hong-kong-advocates-
healthy-living/?lang=hk

項目基本資料

社會效益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風險管理

附錄

以下 6 項因素確立了項目的可行性：

1. 人工智能技術發展成熟
在新經濟下，人工智能等新科技已發展成熟，應用相關科技的門檻亦較以
往大為下降。「適食」得以應用這些技術，提供高質素的產品和服務。

2. 健康飲食市場龐大
一項調查發現顯示4，關注健康飲食的港人佔整體的76.1%。可見「適食」
針對的健康飲食市場規模龐大，並擁有巨大的潛在用戶客群，業務的可延
展性亦得以提升。

3. 政府支持科創企業
政府於 2015 年正式成立創新及科技局，提供「創新及科技基金」、「數
碼港投資創業基金」等，為企業提供創業資金。另外，「科技創業培育計
劃」向企業提供全面性支援，旨在培育初創企業。

可見政府鼓勵和協助香港的科創企業。「適食」身為科創企業，能受惠於
政府的支持，減少創業時遇到的阻礙。

4. 市場競爭優勢
「適食」的定位為準專業級和高依賴性的健康飲食平台，這個市場區隔
的企業較少，而且未有進軍香港市場，因此「適食」將要面對的市場競爭
較為緩和，使得「適食」更容易佔據香港市場。

5. 大量參考數據支持
「適食」需要大量的數據以確保用戶體驗，而政府食物安全中心的食物營
養搜尋器，能提供各類餐點的普遍營養成分，而坊間的飲食指南亦能提供
餐廳位置、價格範圍和菜式等各種資料。有賴大量參考數據的支持，「適
食」在初期便能提供不俗的用戶體驗。

6. 專業團隊及合作伙伴
「適食」的創立團隊對新科技有頗為深入的了解，並將招納專業營養師作
為合作伙伴，為業務提供了科技和營養學方面的知識無形資產。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iii)     可行性

https://www.lksf.org/better-health-for-a-better-hong-kong-advocates-healthy-living/?lan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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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基本資料

社會效益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風險管理

附錄

短期目標

1. 香港 25% 推崇健康飲食的餐廳，以及大型連鎖餐店與我們合作

2. 在前期主動邀請與我們志同道合的餐廳，提供誘因使他們提供更精確
的數據

3. 在程式推出的三年內達到收支平衡，並且在之後每年的毛利持續增加

4. 在五年內吸引更多客源，令活躍用家達到潛在用戶的50%，帶動社會
健康飲食潮流

5. 三年內程式註冊用戶數達到 10 萬，活躍用戶達到 4 萬，相關瀏覽率達
到每月 50000 次以上

6. 吸引 3% 的合作餐廳在「適食」使用廣告宣傳，5% 的合作餐廳將付費
透過我們提供優惠券予用戶

長期目標

1. 香港 70% 餐廳因平台用戶數量的影響力，主動與我們合作並提供數據

2. 在業務發展穩定後，逐漸加入餐點化驗，以獲取更多且更精確的大數
據

3. 利用龐大目標客戶群帶來的飲食習慣大數據，進一步配合其他新興科
技和產業，從而將健康飲食的理念普及化

4. 透過巨大的用戶數令健康飲食變為潮流，吸引非目標客群使用「適
食」，以培養大眾健康飲食的習慣，減少醫療負擔，提升大眾生活素質

5. 在業務發展成熟後，配合已收集的香港用戶資料庫，開拓新市場（如
中國、台灣和澳門等亞洲地區），以進一步推廣「適食」的健康理念。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iv)     業務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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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食」定位為「準專業級」「可依賴的」個人健康管理員。

「準專業級」意謂「適食」提供之訊息接近專業級別，唯精準性有賴用戶
提供資料的準確度及完整性。

「可依賴的」意謂可形成用戶使用慣性。「適食」提供可靠的建議，配合
產品的用家體驗設計，提升用戶粘稠度。

「適食」會以以上定位為目標，產品種類、服務功能、品牌形像、營銷渠
道、價位、推廣策略等均針對中高端用戶市場。

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風險管理

附錄

(i)       市場定位 (約200字)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適食

營養師
(合作對象)

^存有時間、價格等影響因素Openrice

每日頭條
(文章品質不穩定)

專業

低用戶粘度

非專業

高用戶粘度

米芝蓮指南

腰瘦心機

是方i健康

圖：「適食」在健康飲食市場的定位

營養師
(互利關係)

^存有時間、位置、

價格等影響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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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政府統計處最新《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就業人士每月入息中位

數為1.9萬元。

6 根據瑞信公司的《新興市場消費者調查報告》，年輕人與年長消費者比較，更願意

花錢購買健康和便利生活方式的產品，如他們會去健身房、盡量食用更健康食品、參

加體驗旅遊。

「適食」的目標客戶為注重健康且對飲食有要求的人士，針對中高端用戶
市場，尤其為在職人士及年青人，定位於以下市場區間 (Market 
Segmentation)：

1. 注重健康和飲食人士：許多令人垂涎三尺的佳餚對健康有負面影響。
為在舌尖上的享受和健康取得平衡，「適食」可以透過推介既健康又
優質的餐飲解決。

2. 中產在職人士：由於工作忙碌，經常需要在外用餐。收入較高，月入
約在 $19,000 或以上5，可以到更健康的餐廳用膳，較有經濟能力成為
專業版用戶。為了在外面也可以食得健康，「適食」的推介便可以大
派用場。

3. 年青人：從眾追求疫情後的健康潮流，以得到同輩認同。有時需要外
出用餐，以和朋輩聚會，正可使用「適食」的餐廳推介。而且，他們
也是願意在健康上消費的群體6。

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風險管理

附錄

(ii)       主要顧客對象 (約200字)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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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項 Strengths

1. 創業團隊各具所長
創業團隊成員分別在電腦、人工智能、化學、創業、企業、會計與財務
概論等不同領域的比賽獲得不俗的成績7，對相關項目擁有較豐富的知
識，有助「適食」的運作。

2. 沒有償還壓力
「適食」沒有債務，因此沒有償還負債的壓力。此外，「適食」的債權
融資比其競爭對手少。因此，「適食」更容易利用債務融資在未來開展
業務。

3. 市場擴展性
「適食」作為針對健康和高質素飲食市場的程式，長遠以來可以開展更
多相關業務，如健康食品商城，健康飲食社群、和獎賞計劃等。可見，
「適食」相比其他健康飲食平台，有更大的發展空間。

弱項 Weaknesses

1. 商業規模
創業初期的我們缺乏用戶和餐廳資料，演算法較難透過大數據推導出個
人化的食物推薦。相反，主要競爭對手 OpenRice，過去十年已累積大
量用戶數以及數據。

2. 餐廳不合作可能性
在初創階段，用戶人數較少，導致「適食」的宣傳效果欠佳，而且當中
牽涉時間成本及製作食譜的成本，也可能有不重視健康飲食的餐廳，與
「適食」理念不合，導致部份餐廳不願意與「適食」合作。

3. 初始信譽度不高
「適食」作為初創企業，而且創立成員較為年輕，社會經驗有待累積，
因此信譽度不高。在初期因而未必可以從投資者籌集到額外的業務發展
資金，可能拖慢「適食」早期的企業成長速度。

7 獲得獎項包括香港電腦奧林匹克競賽2020/21 銅獎，國立臺灣大學 2020 AI科技發

展及跨領域之應用線上課程 GPA 4.3，世界技能大賽機械人港隊代表，微軟全球學

生競賽港隊代表，2019澳洲國家化學測試 第八年級全球第一，賽馬會浩觀青少年創

業培訓計劃-企業挑戰擂台 最佳匯報大獎，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商業教育學會「企會

財」獎學金。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風險管理

附錄

(iii)      SWOT分析 (約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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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根據宏利的一項調查，受訪人士當中有35％表示已找到提升身體健康的方法，另有

31％開始跟進自己的心理健康狀況，可見健康意識正在不斷提升。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風險管理

附錄

機會 Opportunities

1. 健康相關趨勢的發展
疫情後，市民對健康更加重視8 ，亦願意投放更多的精力和時間在健康
上。隨著社會越來越關注健康，增加了「適食」的潛在目標客群數目。

2. 科技發展成熟
過往AI、大數據等技術不成熟，商家們無法好好運用這些科技。但隨着
近年的科技急速進步，人工智能和大數據的功能和準確度大大提升，讓
「適食」得以好好運用，為用戶提供個人化服務。

3. 服務不足的市場
我們的目標客群為注重健康但不想犧牲用餐體驗的人，目前市面上缺少
針對這個龐大客群的應用程式，正處於服務不足的狀態。可見「適食」
雖存在競爭對手，但尚無替代品。

威脅 Threats

1. 不健康飲食的誘因
現有的大型連鎖餐廳可能透過優惠券等方式吸引消費者，引誘消費者不
健康飲食，導致消費者打消建立健康飲食習慣的念頭，不選擇使用「適
食」。

2. 社會日益關注隱私
「適食」需要用戶的健康資訊作為演算法的參數，用戶未必想披露自己
的個人資訊，但這會導致「適食」的食物推薦結果不準確。

3. 普遍用戶被動性強
一般人雖然希望擁有健康的身體，但他們大多認為改善身體狀況不具緊
急性，因此少有主動規劃健康人生，帶來使用「適食」的緊迫性和必要
性不高的觀感，並可能影響程式下載人數。

(iii)      SWOT分析 (約5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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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風險管理

附錄

1. 接觸渠道
「適食」的應用程式版本會上架程式商店，方便用戶下載

「適食」的線上平台版網址為 www.edative.com.hk

2. 內容行銷
「適食」將以社群貼文、影片、文章等不同形式的媒介，吸引對健康
飲食有共鳴的顧客，並傳達他們想知的訊息，如那間餐廳較健康，解
決他們的需求問題，增進品牌信任感和顧客忠誠度。

3. 線上渠道
「適食」作為應用程式，將在程式商店上架，方便用戶下載。我們亦
會開設社交平台，配合照片、文字、影片等媒體，吸引目光，並聘請
KOL宣傳和優化搜尋引擎，提升「適食」的曝光率和品牌信用度。

4. 線下渠道
「適食」將在健康餐廳和交通工具設放實體廣告，針對主要目標客群。
同時我們亦會參與各種的展覽會、演講及創業比賽，提高「適食」的
知名度。

5. 接受傳媒採訪
「適食」作為香港本土第一個以健康及食物質素為標準的準專業級餐
廳推介，我們將會接受本地傳媒的採訪，如「東方日報」和「蘋果日
報」等，得以受眾精準化，並提高曝光率，提升品牌信用度。

6. 與餐廳合作
「適食」首階段將邀請具健康理念的餐廳和大型連鎖店合作，進一步
宣傳「適食」的產品優勢，提升曝光率。

(iv)       營銷渠道 (約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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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推廣

1. 應用商店上架
「適食」將在 Android 系統8 的 Google Play 上架，以得到更多用
戶關注，提高曝光率。

「適食」也會在用戶最願意消費9 的 iOS 系統的 App Store 上架，以
獲取更高利潤。

1. 社群行銷

2. 社群行銷
我們將開設 Instagram帳戶，並每月發布健康飲食資訊貼文，間接
宣傳「適食」，增加品牌曝光及品牌可信度。

3. 多媒體行銷
我們將製作影片，發布在 YouTube 上宣傳，以影視形式引起用戶的
興趣，吸引目光，並提升其對品牌的聯想度。

4. KOL 行銷
我們將邀請有關健康或飲食的 KOL 使用「適食」，並在社交平台上
宣傳。以 KOL 的高流量導回我們的品牌。在KOL和大眾的互動和分
享下，口碑行銷能提升我們的品牌可信度。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風險管理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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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市場佔有率高達 71.93% https://gs.statcounter.com/os-market-

share/mobile/worldwide 

10 https://sensortower.com/blog/app-revenue-and-downloads-2020

5.搜尋引擎優化 (SEO)

我們將以內容導向、關鍵字研究及分
析丶設定網站標題及描述等方法，優
化用戶 體驗，並提升網站的搜尋排
名，增加曝光率，受眾精準化，降
低平均宣傳費用。

https://sensortower.com/blog/app-revenue-and-download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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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風險管理

附錄

線下推廣

1. 置入性廣告
我們將向健康食肆派發「適食」獎牌，邀請他們將獎牌放在店面，
以間接宣傳「適食」，提升曝光率，吸引更多用戶使用。

2. 車身廣告
「適食」將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放設廣告，如巴士。這讓需要成坐公共
交通工具的年青人和上班族，即我們的主要目標客群，有更多機會接
觸「適食」，提高品牌曝光率。

3. 參加展覽會
我們將會參與香港貿發局舉辦的展覽會，以獲得向公眾展示「適食」
的機會，提升曝光率，更可藉此直接與潛在客戶溝通，並將它們導流
到線上。隨着公司的成熟，我們更可以展覽會作為發佈重要聲明和其
他行銷的重要平台。

4. 參加演講
「適食」將透過演講活動發表精彩的演講，回應參與人的問題及好奇
的議題，讓大眾更清楚「適食」的理念，亦可接觸更多潛在用戶，提
升曝光率。

5. 參加比賽
「適食」作為初創公司，將參與各種創業比賽，如香港科技園
「SciTech Challenge創業比賽」，並致力得到理想成績，以提高公
司的曝光率、知名度和品牌信用度。

(iv)       宣傳方法 (例：Facebook/Instagram /上架費) (約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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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風險管理

附錄

第一年
基於我們投入大量資源在宣傳上，邀請知名 KOL 業配，在 Instagram
和 YouTube 發佈廣告，因此在首年的用戶人數會大幅上升。

第二年
在社交平台和合作餐廳的宣傳下，能觸及並吸引目標客群，因此用戶人
數逐漸上升。

第三年
隨着越來越多的合作餐廳，及日積月累的宣傳，用戶人數會大幅上升。

整體
參考統計資料，我們估計每年的專業版用戶將會是用戶總人數的三分之
一。

我們估計
（I） 3% 的合作餐廳將在「適食」使用廣告宣傳
（II）5%的合作餐廳將付費透過我們提供優惠券予用戶，以吸引更多用
戶到該餐廳用膳。

(v)        銷售預測 (首三年) (約200字)

用戶人數 專業版人數 推薦餐廳數目

第一年 30,000 3,000 22,000

第二年 50,000 5,000 23,000

第三年 100,000 10,000 24,000

合作餐廳數目 餐廳宣傳數目 提供優惠券的餐廳
數目

第一年 90 3 5

第二年 300 9 15

第三年 600 18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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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風險管理

附錄

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i)        三年財務預測

「適食」首兩年在扣除資助後，公司有所虧損，但在第三年達到收支平衡，
並有 72 萬港元利潤。

「適食」每年將一部份的利潤存入儲備金，以備不時之需。

綜合損益表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

2024
$

2023
$

2022
$

收入 (工作表 1) 4,693,296 2,013,324 2,267,998

扣除：費用： (4,006,624) (2,266,624) (2,111,415)

行政開支 (工作表 2) 920,420 410,420 71,903

分銷成本(工作表 3) 3,086,204 1,856,204 2,039,512

除稅前利潤(損失) 686,672 (253,300) 156,583

扣除：所得稅費用 36,650 0 7,082

年度利潤(損失)總計 723,322 (253,300) 163,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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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風險管理

附錄

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i)        三年財務預測

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 3 月 31 日

考慮到融資成本和企業信譽度的問題，「適食」並沒有貸款，因此也沒有
負債。

財務分析表

2024
$

2023
$

2022
$

資產

非流動資產

無形資產

- 軟件 862,000 862,000 862,000

流動資產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
(工作表 6) 1,571,688 348,365 301,6656

資產總計 2,433,689 1,210,365 1,163,666

權益及負債

權益

股本 1,710,367 1,463,665 1,000,000

一般儲備金 (工作表
5) 361,661 (126,650) 81,833

溢利(損) (工作表 5) 361,661 (126,650) 81,833

權益總計 2,433,689 1,210,365 1,163,666

權益及負債總計 2,433,689 1,210,365 1,163,666

2024 2023 2022

銷售淨利率(%) 14.63 -12.58 6.9

平均已動用資本報酬率
(%) 28.22 -20.93 13.46

平均資產報酬率(%) 28.22 -20.93 13.46

平均總資產周轉率(次) 1.93 1.66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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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約起草費 (工作表 3A) 23,800

銀行服務費 1,350

公司註冊費 1,545

軟件發展成本總計(工作表 4) 862,000

公司成立成本 888,695

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風險管理

附錄

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ii)       公司成立成本

(iii)      預計每月支出

「適食」的成立成本為 89 萬港元，其中包括 86 萬港元的軟件開發成本

每月平均支出為
第一年：18 萬港元；第二年：19 萬港元；第三年：33 萬港元

「適食」開支分為 i. 分銷成本 (工作表 3) ii. 行政支出 (工作表 2)

「適食」的每年支出由第一年度的 211 萬港元，增加至第三年度的
401 萬港元，三年間的增幅為 190 萬港元^ 

支出狀況概要

^ 開支增加的原因主要為（I）為確保已有數據精確度，餐廳抽樣化驗計
劃逐漸開展；和（II）大規模宣傳推廣計劃於第三年推行，透過餐廳聯
營活動等提高市場佔有率。

公司成立成本計算表

2024
$

2023
$

2022
$

行政開支 920,420 410,420 71,903

分銷成本 3,086,204 1,856,204 2,039,512

每年支出總計 4,006,624 2,266,624 2,11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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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風險管理

附錄

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iii)      預計每月支出

綜合行政支出計算表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工作表 2）

綜合分銷成本計算表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工作表 3）

2024
$

2023
$

2022
$

化驗成本 900,000 390,000 0

審核及會計成本 15,500 15,500 15,500

銀行服務費 0 0 1,350

版權註冊費 (工作
表 2A) 2,670 2,670 51,258

登記費及徵費 2,250 2,250 2,250

公司註冊費 0 0 1,545

行政支出總計 920,420 410,420 71,903

2024
$

2023
$

2022
$

上架費 693 693 868

宣傳費 2,704,944 1,534,944 1,724,944

設計費用 36,000 36,000 36,000

合約費 (工作表 3A) 0 0 8,800

博客寫作費 24,000 24,000 24,000

維修費 129,300 129,300 129,300

八達通收費 136,667 76,667 46,000

伺服器租金 54,600 54,600 54,600

分銷成本總計 3,086,204 1,856,204 2,024,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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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扣除補貼後，「適食」的每年收入將由第一年度的 77 萬港元，增加至
第二年度的 201 萬港元，增幅為 124 萬港元。

「適食」的主要收入來源為 (i) 程式專業版銷售；(ii) 廣告收益

綜合收入計算表
截至 3 月 31 日止年度（工作表1）

風險管理

附錄

「適食」第一、二年度的平均每年收入為 139 萬港元，第三年度則為的
469 萬港元，相差約 330 萬港元^

^ 收入增加的原因主要為（I）大規模宣傳令活躍用戶量大幅上升，帶動
程式專業版銷量大幅增加；和（II）曝光效應吸引大量商家投放廣告，
第三年宣傳收入有較顯著的增幅。

（詳見附錄六：財務表）

(iv)       預計收入

2024
$

2023
$

2022
$

專業版收入 3,360,000 1,680,000 1,008,000

宣傳收益 1,333,296 333,324 59,998

- 來自優惠券的佣金 36,000 9,000 1,620

- 廣告收入 1,297,296 324,324 58,378

補貼 0 0 1,498,342

- 香港科學園 0 0 1,200,000

- 香港政府 0 0 298,342

收入總計 4,693,296 2,013,324 2,267,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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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策略

財務

社會效益

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1. 資助

政府資助
最少有 10% 的首年開支和啟動成本可以得到政府資助，因此我們以 10%
作為資助數目，確保不會誇大收入，遵守會計審慎性原則。

香港科學園
我們估計可以申請科技創業培育計劃，獲得 $1,200,000，以方便研發應
用程式。

2. 投資者

起始股東將會投資 $1,000,000

我們亦希望在第二及第三年共集資$800,000，當中在第二年集資
$300,000。

而因第三年已經開始有穩定的收入，因此估計會集資到$500,000。

風險管理

附錄

(v)        集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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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附錄

第六部份：風險管理

1）被抄襲的風險
作為這個產業的先驅者，「適食」的產品有機會被其他企業抄襲。
因此，「適食」將申請一系列的版權，包括商標，專利權及設計，以及為
創新搜尋引擎申請專利。

商標能保護商品和樹立品牌，是區別商品或服務來源的標識。註冊商標有
利於用戶識別公司的商品和服務，有利於保護本公司的無形資產，避免行
業內惡性競爭和侵權，

2）資金鏈斷裂
為了避免資金鏈斷裂，「適食」會以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作為流動資產保
存，這樣便能提供足夠的現金來償還即時的負債。

此外，「適食」會申請補貼，以跨過需要巨額金錢的初始階段。一般儲備
金也會以一般收入儲備的名義保存，以作不時之需。

3）用戶私隱問題
「適食」需要用戶輸入個人資料，但用戶未必願意披露個人資料，這會影
響演算法的準確性和大數據的積累。「適食」會租用使用強大加密技術
的雲端伺服器，以確保用戶的個人資料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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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

附錄

社會效益

團隊合照

Philip

Best

Mentor

Kr

CFO

COO

Isa

CTO

Harvey

CMO

Jimmy

CEO

CCO

Gordon

CHRO

Chui Sir

Teacher 

Advisor

Tony

CIO

Mr. Nelson Lin

Nutritionist

Advisor



MEP21_036_Edaptive 29

項目基本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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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詳細演算法概述

「適食」演算法的運作包含三項重要元素

1) 輸入：收集用戶背景、用戶喜好、餐飲成份，
2) 演算與輸出：運用深度學習人工智能系統，推薦最適合用戶的餐飲，
3) 引導：潛移默化地改變用戶飲食習慣，

核心目的為使用戶的飲食趨向健康。

以下將展示演算法各元素的可行性，然後簡述
4) 風險：面對的挑戰與應對策略。

1) 輸入

1a. 用戶狀況

i) 用途
營養相關狀況11：
將用戶歸納到不同用戶類別12，
各組別有不同的營養標準。

飽腹相關狀況12：
估算用戶的飽腹需求。
原理：用戶的脂肪量愈高，
飽腹需求愈高。

飽腹需求將被輸入到
“攝取量 - 時間”曲線（詳見
系統一：漸變健康系統），逐漸改變用戶的卡路里攝取量，令用戶飲食習
慣趨向健康。

註：「適食」亦會詢問用戶的蔬菜接受程度，用作分析用戶喜好

ii) 收集方式
用戶首次登錄時，需要輸入以上資料。部分用戶較難取得的資料則為選填，
用戶亦可連結健康應用程式，「適食」會自動讀取用戶的身體狀況。

11 營養相關狀況：身高、肌肉比例（選填）、年齡、性別、工作

12 參考營養師意見，用戶將被按照營養相關狀況分為約150個組別（詳見附錄三），

每個狀況將被分為最多三個等級。

13 例如：年齡較大的用戶和小童需要比成人攝取更多鈣、工作中涉及體力勞動的用

戶就需要攝取更多能量。

14 飽腹相關用戶狀況為：按體重、體脂比例（選填）

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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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詳細演算法概述

1b. 餐飲成份

i) 用途
餐飲成份：指餐點中不同營養素的含量。我們按數據精確度分成兩個階段：

階段 根據 推薦流程

階段一（首年） 菜式普遍成份 比較不同菜式，向用戶建議較為
健康的菜式

階段二
（第二年逐漸開始）

詳細食譜內容 比較不同餐廳的餐點，依綜合評
分作排序

ii) 收集方式

階段一
餐點普遍成份：基礎數據
於首年參考政府食物安全中心的食物營養搜尋器15及營養師意見，估計各
菜式的營養素含量。

階段二
詳細食譜內容：精確化數據

「餐廳提供」

內容 預期對象

方法一 餐廳自願提供食譜內容 連鎖餐廳

方法二 在與餐廳協商後，「適食」將派員到餐
廳廚房紀錄餐飲成份

中小型餐廳

15 https://www.cfs.gov.hk/tc_chi/nutrient/searchmenu.php

誘因：健康餐廳的餐飲健康水平較平均普遍高，有更大誘因自願提供食譜，
以提高觸及率。

以上餐廳會與本公司簽訂合同，確立合作關係以及食譜的時效性和真確性。
我們亦會定期到合作餐廳提取樣本，進行化驗作為審查，確保食譜內容準
確，以保證演算法的決定符合用戶需要。我們會依合同承諾將餐廳食譜保
密。

「平台化驗」
針對未加入計劃的餐廳，我們會主動到餐廰人手提取餐飲樣本，並進行化
驗，分析餐飲中的營養素，及後將資料儲存到數據庫中。

https://www.cfs.gov.hk/tc_chi/nutrient/searchmenu.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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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詳細用戶喜好為：用戶位置、價格範圍、是日喜好傾向（哪一種烹調方式、哪一

種餐飲）、個人餐廳評分、大眾餐廳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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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詳細演算法概述

1c. 用戶喜好16

i) 用途
人工智能參數
將用戶對餐飲的主觀感覺量化，讓機器能將其納入計算。評價分為用戶個
人餐廳評分（組成大眾餐廳評分）和飽腹感，每次評價為0-5星。

非人工智能參數
我們會以客戶的是日喜好傾向、價格範圍排除大部份餐飲，亦會參考用戶
位置推薦餐飲。

ii) 收集方式

人工智能參數：
在用戶用餐後，他們可對餐飲進行打分評價。

非人工智能參數：
每次搜尋時獲取以下資訊
用戶位置：GPS定位用戶位置（用戶可拒絕提供）
價格範圍：用戶自行設置
是日喜好傾向：詢問用戶（可選擇性填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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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詳細演算法概述

2) 演算與輸出

應用深度學習技術實現用戶個人化。

2a. 輸入
（I）用戶口味
（II）漸變健康系統

2b. 演算系統與輸出
（I）漸變健康系統：改變用戶飽腹需求

技術：半監督式學習：生成對抗網路
生成對抗網路是一個水平參照系統，由兩個神經網路（一個生成網絡與一
個判別網絡）以相互博弈的方式進行學習17。

（II）健康可視化系統：展示用戶健康狀況

17 Goodfellow, Ian J.; Pouget-Abadie, Jean; Mirza, Mehdi; Xu, Bing; Warde-

Farley, David; Ozair, Sherjil; Courville, Aaron; Bengio, Yoshua. Generative 

Adversarial Networks.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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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詳細演算法概述

3) 引導

系統一：漸變健康系統
理念
我們希望能不斷在用戶的餐飲的營養攝取量中作些微改變，令用戶攝取量
逐漸接近標準。我們利用深度學習，找出每天最適合的改變幅度，藉此生
成個人化的“攝取量 - 時間”曲線，幫助改變用戶飲食習慣，令用戶的飲
食愈來愈接近組別標準。

技術
a. 營養攝取標準
各組別用戶有其營養攝取標準（參見營養相關狀況），演算法將以此為目
標，在用戶日常的餐飲中改變其攝取量，最終令營養攝取量達致標準。

b. 訓練階段
測試者：500名（會根據營養組別分組）
學習模式：半監督式學習
概述：了解各組別的大致喜好後嘗試改變他們的飲食習慣，計算出各組別
用戶的“攝取量 -時間”曲線。

監督學習：先排除太極端、太緩慢的改變幅度
非監督學習：採用類近“協商”的方式，按用戶的抗拒程度反饋，計算出
人性化的攝取量改變幅度，繪製“飽腹需求 - 時間”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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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導

系統一：漸變健康系統
技術
b. 訓練階段

成果：生成不同組別的大致“攝取量 - 時間”曲線，包含改變幅度和適應
期。

例子
如果測試者每天大約攝取 3000 卡路里（比個人標準高）才感到滿意，系
統將在用戶適應後建議一些飽腹程度較低（卡路里較低）的餐飲供測試者
嘗試。

用戶的接受程度：當測試者嘗試每天進食 2700 卡路里的餐飲（標準值），
但卻因不飽足而感到不悅。演算法便會採用類近“協商”的方式，改為推
薦2800卡路里的餐飲，讓測試者樂於嘗試改變能量攝取，耗用／累積體內
脂肪，令用戶的攝取量更接近標準。其後繼續以上進程，漸漸降低用戶攝
取量。改變過程將成為“攝取量 - 時間”曲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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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導

系統一：漸變健康系統
技術
c. 應用階段

學習模式：非監督式學習
流程：「適食」會優先考慮用戶的是日喜好傾向，再以個人化的“攝取量
- 時間”曲線考慮用戶應該攝取的營養數量（詳細參見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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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導

系統一：漸變健康系統
技術
d. 應用新經濟

個人化：
與用戶進行「協商」，就用戶的接受程度對「個人曲線」進行調整，務求
令用戶在改變飲食習慣之際，亦不需要犧牲自己的感官體驗。

大數據分析：
就各用戶的接受程度改變「整體曲線」（各類別用戶有相應的曲線）。

用戶的「個人曲線」會被儲存在數據庫，集合而成新的「整體曲線」。
「整體曲線」將會成為新加入用戶的起始「個人曲線」，更貼近大眾喜好。

推薦流程18

註：如果用戶喜好傾向中的所有選擇都不符合應該攝取的營養數量，「適
食」仍會按照用戶傾向，選出30個最接近應該攝取營養的餐飲，供用戶選
擇。但如果用戶經常選擇某一類餐飲，而該類餐飲不符合營養攝取標準，
我們將會在健康可視化系統中以資訊卡的形式告訴用戶不推薦長期食用該
餐飲的原因。

18 如餐飲沒有個人評分，分數比例：50%接近蔬果喜愛度的程度，20%大眾評分，

30%位置便利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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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引導

系統二：健康可視化系統
理念
因人而異的飲食建議，未必符合市民自身狀況，卻因被媒體所誇大的成效
吸引而跟隨，結果達不到宣稱的效果。
一些港人雖然希望變得健康，但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身體狀況變化，缺乏一
個可量化的回報。因此健康可視化系統透過分析用戶的外出飲食內容，並
與營養師的健康標準作比較（指出攝取不足／過量的營養、經常進食餐飲
的害處），展示出用戶的外出飲食習慣是否健康。

（詳情參見社會需要：健康資訊的誤區）

內容
系統將會輸出可能患病部位和疾病資訊與影響，疾病資訊與影響會進行一
定的個人化，確保資訊切身實用。

（詳情請參見產品/服務簡介）

技術
a.資訊分類
在諮詢營養師後，我們將聘用一名編輯，按營養師的建議書寫疾病資訊與
影響，例如：鈣攝取量不足。可影響身高發展（疾病資訊），不利結識異
性，甚至被身邊異性唾棄（影響）。我們會按照營養師意見，將資訊分類
到虛擬角色的身體各處，虛擬角色的身體亦會展現患病的情況。

個人化：
我們會根據用戶所在的組別，向用戶推送不同形態的疾病資訊與影響（即
使有同樣營養不足／超標），

例如：
成人：鈣攝取量不足。可影響身高發展，不利結識異性，甚至被身邊異性
唾棄！
長者：鈣攝取量不足。可導致骨質疏鬆，形成駝背造成背痛，甚至會因輕
微碰撞造成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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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風險

挑戰
1. 人工智能容易被極端值影響，如果用戶在初期使用時提供的數據存在
偏差，將持續影響人工智能的分析，尤其是在早期階段。

2. 人工智能將不太接近用戶的真實偏好，因此用戶可能會在早期離開，
不能繼續為數據庫作出貢獻從而舒緩極端數據的影響。

3.訓練人工智能花費大量時間，尤其是非監督式學習。

應對

1. 「適食」以大數據估計用戶習慣，如果在早期階段出現極端數據，極
端數據亦會聯同大數據一起被計算，因此極端數據的影響力有限，人工智
能不會因極端數據而完全遠離用戶真實偏好。

2. 「適食」的訓練階段使用半監督式或監督式學習，雖然人力成本會比
較高昂，但是這能節省時間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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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三

用戶營養需求組別

大致用戶分類

營養師將會填寫以下列表

低 中 高

身高（cm）

肌肉比例（選填）
（％）

年齡（歲）

性別 男 女

工作（運動量：卡路
里）

組別總數：３（身高）✕３（肌肉比例）✕３（年齡）✕２（性別）✕３
（工作）= 162組

再消除一些不太符合現實的組別，如低年齡高運動量，組別總數約為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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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管理

企業組織：

A）等級制度
我們公司會採用扁平化的組織結構，以得到：

1. 較有效率且較少曲解的溝通(因為權力等級較少造成更簡單快捷的資訊
流動)

2. 較快的決策和行動 (因為指揮鏈更較短)
3. 員工因較大自主權而激發的動力(因為控制幅度更較廣)
4. 較低的行政費 (因為級別較少)
5. 較大管理彈性。

B）權力分配

部門化
我們公司會採以職能作為組建部門的方法。

我們的管理特色：
我們公司會嚴格遵循五項有效管理的原則：
1. 分工
2. 統一命令
3. 統一的方向
4. 職權和責任相稱原則
5. 目標管理

由於我們的工作需要很高的創造力，例如撰寫博客文章，我們的公司將採
用自由放任型領導。這種管理風格可以給予工人們工作上的挑戰性、使命
感和滿足感，因為他們有較大的自主權。

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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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同行數據

MyFitnessPal 是一個智能手機應用程序和網站，可跟踪用戶飲食和運動。
該應用程序使用遊戲化元素來激勵用戶。為了跟踪營養，用戶可以掃描各
種食品的條形碼，也可以在應用程序的大型現有數據庫中手動找到它們。

MyFitnessPal財務分析表：

銷售淨利率(%) -47.22

平均已動用資本報酬率(%) -908.37

平均資產報酬率(%) -41.96

平均總資產周轉率(次) 0.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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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財務表

工作表 2A：

適食

綜合版權註冊費計算表截至3月31日

2022 2023 2024

$ $ $

商標 4,300 2,670 2,670

-商標註冊費 2,000 - -

-防禦性商標註冊費 2,300 - -

-註冊商標續期費 - 2,670 2,670

專利 548 0 0

- 標準專利註冊費 (網

上申請)
345 - -

-標準專利申請的廣告
費用

68 - -

-額外：優先權申請費 135 - -

設計 46,410 0 0

- 一套物品套件的首項
外觀設計

1,570 - -

-一套物品套件的其餘
外觀設計 (工作表 2Ai)

44,840 - -

版權註冊費總計 51,258 2,670 2,670

工作表 2Ai：

數量

背景 8

角色 30

總計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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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

工作表 3A：

適食

合約起草費計算表

$

合約撰寫

-起草勞動合約的律師費 20,000

-與餐廳審查及修訂合約 3,800

合約起草費 23,800

工作表 4：

適食

軟件發展成本計算表

$

演算法測試費 700,000

編程 150,000

寫作小費 2,000

營養師咨詢費 10,000

軟件發展成本總計 862,000

工作表 5：

適食

綜合溢利滾存計算表截至3月31日

2022 2023 2024

$ $ $

年度利潤(損失) 163,665 (253,300) 723,322

扣除：經費 (81,833) 126,650 (361,661)

-中期股息 0 0 0

-轉至一般儲備金 81,833 (126,650) 361,661

溢利(損)滾存c/f 81,833 (126,650) 361,6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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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表

工作表 6：

適食

綜合現金流量表

2022 2023 2024

$ $ $

來自經營活動之現金
流量:

淨利潤(損失) 163,665 (253,300) 723,322

來自投資活動之現金
流量:

軟件發展 (862,000) 0 0

用於投資活動之現金
淨額

(862,000) 0 0

來自財務活動之現金
流量:

股本更改 1,000,000 300,000 500,000

現金及現金等價物淨
增長

301,665 46,700 1,223,322

現金，起初階段 0 301,665 348,365

現金，完結階段 301,665 348,365 1,571,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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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基本預測統計

1.
使用人數 - 潛在用戶：
保守估計：1,900,000〈香港人口 x 43% x 78% x 76.8%〉

43%：尋求健康飲食的人口佔比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amp/16796/us-interest-in-healthy-
food/

78%：社交平台活躍用家的人口佔比
https://www.ad-linkage.com/blog/digital-report-2020-hk/

76.7%：願意花費金錢在健康飲食的人口佔比
http://m.cyol.com/yuanchuang/2018-07/03/content_17347193.html

大膽估計： 4,880,000 〈香港人口x 65%〉
65%：中國有關健康的應用程式的普及率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amp/23161/health-app-usage-
country-comparison/

基於會計審慎性原則，由於前者的潛在客戶群較少，故以1,900,000為潛在
用戶人數。

2.
真實用戶人數
參考潛在用戶人數，我們首年目標的用戶人數為30,000人，第二和第三年
則為50,000和100,000人。

3.
所需廣告點擊率
為了達到目標的用戶人數，我們需要有下列的廣告點擊率〈取至整數〉：
第一年： 30,000/1%=3,000,000
第二年： (50,000-30,000)/1%=2,000,000
第三年： (100,000-50,000)/1%=5,000,000
1%：參考Facebook 廣告的平均點擊率
https://www.wordstream.com/blog/ws/2017/02/28/facebook-
advertising-benchmarks
https://www.openrice.com/info/factsheet/tc.pdf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amp/16796/us-interest-in-healthy-food/
https://www.ad-linkage.com/blog/digital-report-2020-hk/
http://m.cyol.com/yuanchuang/2018-07/03/content_17347193.html
https://www.statista.com/chart/amp/23161/health-app-usage-country-comparison/
https://www.wordstream.com/blog/ws/2017/02/28/facebook-advertising-benchmarks
https://www.wordstream.com/blog/ws/2017/02/28/facebook-advertising-benchmar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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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基本預測統計

4.
活躍用戶人數
參考Facebook活躍用戶人數和所有用戶人數的比例，其比例高於50%。
由於用餐為人們的基本需求，因此我們估計活躍用戶將會是所有用戶的
40%，即是：
第一年： 12,000
第二年： 20,000
第三年： 40,000
https://www.websitehostingrating.com/zh-TW/facebook-statistics/

6.
專業版本用戶人數
根據McGuffin 的統計資料，高達三分二的用戶願意每月付費多於$30在部
份的免費應用程式。作為參考，我們保守估計專業版用戶為用戶人數的十
分一。
https://www.socialmediatoday.com/news/new-study-examines-how-
much-users-would-pay-to-use-the-most-popular-apps/560273/

7.
使用次數
參考Openrice使用次數為用戶人數的15.4倍，因此我們亦以15.4倍作為適
食的該比例。
https://www.openrice.com/info/factsheet/tc.pdf

8.
推薦餐廳數目
在香港，Openrice推介的餐廳超過26,000家，以此作為參考，適食推介的
餐廳三年分別為20,000，23,000和25,000。

https://freehunter.hk/news/%e3%80%90%e6%95%b8%e7%a2%bc%
e7%87%9f%e9%8a%b7%e3%80%91kol%e3%80%81%e7%b6%b2%e
7%b4%85%e5%ae%a3%e5%82%b3%e5%a6%82%e4%bd%95%e6%
94%b6%e8%b2%bb%ef%bc%9f-
%e7%b5%82%e6%a5%b5%e7%b6%b2%e4%b8%8a%e5%bb%a3/

8.
合作餐廳數目
參考FoodPanda和Deliveroo的合作餐廳數目，皆是超過7000。我們估計
適食首三年的合作餐廳數目分別為90，300和600。

https://www.websitehostingrating.com/zh-TW/facebook-statistics/
https://www.socialmediatoday.com/news/new-study-examines-how-much-users-would-pay-to-use-the-most-popular-apps/560273/
https://www.openrice.com/info/factsheet/tc.pdf
https://freehunter.hk/news/%e3%80%90%e6%95%b8%e7%a2%bc%e7%87%9f%e9%8a%b7%e3%80%91kol%e3%80%81%e7%b6%b2%e7%b4%85%e5%ae%a3%e5%82%b3%e5%a6%82%e4%bd%95%e6%94%b6%e8%b2%bb%ef%bc%9f-%e7%b5%82%e6%a5%b5%e7%b6%b2%e4%b8%8a%e5%bb%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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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架費
Google Play： 25美元（一次性）
App store：每年99美元

https://www.androidauthority.com/publishing-first-app-play-store-
need-know-383572/amp/
https://developer.apple.com/forums/thread/76587

2.
廣告
為了達到足夠的點擊率，我們將以1：1的比例分別投資廣告在YouTube和
IG上。宣傳費用為：
Youtube：$0.35/觀看超過30秒的點擊
IG：$30/一千次點擊率
影片製作：一年製作4段宣傳片
IG 貼文：一年製作24個貼文
每條影片製作成本：25000
每個貼文製作成本：1654

另外，我們將邀請數名近百萬追蹤者，形象正面、有關健康或飲食的KOL
（如Coffee Lam）做業配，在第一、二年共發出24個宣傳貼文、第三年則
發出24個宣傳貼文，以提升人們對適食的關注。參考資料，百萬級KOL業
配每次費用約為$50,000。

https://freehunter.hk/news/%e3%80%90%e6%95%b8%e7%a2%bc%
e7%87%9f%e9%8a%b7%e3%80%91kol%e3%80%81%e7%b6%b2%e
7%b4%85%e5%ae%a3%e5%82%b3%e5%a6%82%e4%bd%95%e6%
94%b6%e8%b2%bb%ef%bc%9f-
%e7%b5%82%e6%a5%b5%e7%b6%b2%e4%b8%8a%e5%bb%a3/

https://www.workeroom.com.hk/zh-
HK/blog/%E5%BD%B1%E7%89%87%E8%A3%BD%E4%BD%9C%E5%
A0%B1%E5%83%B9%E6%94%BB%E7%95%A5

3.
搜尋引擎優化(SEO)
參考資料中的公司，「適食」作為初創企業，每月的SEO成本不多於
$10,000。因此我們會以$10,000作為每月的SEO成本。
https://www.2easy.io/price-guide/seo

https://www.androidauthority.com/publishing-first-app-play-store-need-know-383572/amp/
https://developer.apple.com/forums/thread/76587
https://freehunter.hk/news/%e3%80%90%e6%95%b8%e7%a2%bc%e7%87%9f%e9%8a%b7%e3%80%91kol%e3%80%81%e7%b6%b2%e7%b4%85%e5%ae%a3%e5%82%b3%e5%a6%82%e4%bd%95%e6%94%b6%e8%b2%bb%ef%bc%9f-%e7%b5%82%e6%a5%b5%e7%b6%b2%e4%b8%8a%e5%bb%a3/
https://www.workeroom.com.hk/zh-HK/blog/%E5%BD%B1%E7%89%87%E8%A3%BD%E4%BD%9C%E5%A0%B1%E5%83%B9%E6%94%BB%E7%95%A5
https://www.2easy.io/price-guide/s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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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巴士車身廣告
我們將會在巴士的椅背放設廣告。
每年費用：$5800/4x52=$75,400
https://roadshow.hk/home/uploads/docs/hotspot_17a34346b5.pdf
https://hkbus.fandom.com/wiki/%E5%B7%B4%E5%A3%AB%E8%BB
%8A%E8%BA%AB%E5%BB%A3%E5%91%8A

5.
化驗
經批量交易折扣後，最貴的單次食物分析價格約1000元，所以我們會使用
1000元作為計算。
第一年：為節省成本，首年將不會進行化驗。
第二和三年：為確保現有食譜的可信性，我們會為每間現有餐廳進行兩次
食物分析，並為每間新餐廳進行一次食物分析

6.
版權
參考工作表2A
https://www.ipd.gov.hk/chi/forms_fees/design.htm

7.
配件
由於內地遊戲設計產業發達，且薪金較低，因此我們會交由內地公司辦理
設計配件。根據灣流遊戲公司資料，平均一個設計價錢大約為3600港元，
而本公司決每年推出10個配件，因此成本為36,000港元。
https://m.zbj.com/fuwu/yxjssjzbj/

8.
軟件維修
軟件的發展費用約為232000港元。我們會定期維修伺服器和應用程式以確
保適食正常運作，而每年的維修費用約為15%，因此每年的維修開支為
34800港元。
https://www.netguru.com/blog/mobile-app-maintenance-cost

9.
伺服器
根據部份伺服器租借公司的數據，每年租借成本約為54600元。
https://www.servermania.com/kb/articles/cloud-server-prices/

10.
審核及會計
會計每月費用為$1000，而審核每年費用為$3500。
總計：1000*12+3500=$15500
https://countaudit.hk/

https://roadshow.hk/home/uploads/docs/hotspot_17a34346b5.pdf
https://hkbus.fandom.com/wiki/%E5%B7%B4%E5%A3%AB%E8%BB%8A%E8%BA%AB%E5%BB%A3%E5%91%8A
https://www.ipd.gov.hk/chi/forms_fees/design.htm
https://m.zbj.com/fuwu/yxjssjzbj/
https://www.netguru.com/blog/mobile-app-maintenance-cost
https://www.servermania.com/kb/articles/cloud-server-prices/
https://countaudit.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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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登記費及徵費
根據稅務局資料，一年證的登記費為$2000，徵費為$250，總數預計成本
為$2500。雖然在2019年4月1日後豁免了登記費，但過往的豁免亦只是暫
時性，為了估計額外的開支，故亦以$2000登記費計算在內。
https://www.ird.gov.hk/eng/pdf/brfee_table.pdf

12.公司註冊費
根據公司註冊處，公司註冊費為$1545。
https://www.cr.gov.hk/tc/services/fees.htm

13.應交利得稅

〈1〉 2019/20年度利得稅稅款的100%可獲寬減，每宗個案以20,000元為
上限。
〈2〉 2018/19年度利得稅稅款的100%可獲寬減，每宗個案以20,000元為
上限。
應交利得稅=收入x8.25%-20000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taxes/taxfiling/taxrates/profitsrates.
htm

14.
合約費

1〉作家〈稿費〉
作家負責撰寫健康小貼士
每2000字，我們會支付作家2000元。

https://www.workeroom.com.hk/zh-
HK/blog/%E5%AF%AB%E4%BD%9C%E6%94%B6%E8%B2%BB%E6%
94%BB%E7%95%A5

2〉測試人員
在五個月內，我們將會聘請500位測試人員，成本為700,000港元。
https://www.g2.com/products/beta-testing/pricing

2018/19 起 不超過$2,000,000的應評稅
利潤 – 8.25%; 及應評稅利
潤中超過$2,000,000的部
分 – 16.5%

https://www.ird.gov.hk/eng/pdf/brfee_table.pdf
https://www.cr.gov.hk/tc/services/fees.htm
https://www.gov.hk/tc/residents/taxes/taxfiling/taxrates/profitsrates.htm
https://www.workeroom.com.hk/zh-HK/blog/%E5%AF%AB%E4%BD%9C%E6%94%B6%E8%B2%BB%E6%94%BB%E7%95%A5
https://www.g2.com/products/beta-testing/pric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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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開設公司戶口
在中國銀行開設公司戶口為所有銀行中成本效益最高的，基本費用為
$1200，查冊費則為$150。總成本為$1350。這只是一次性付款，因此會
計算在啟動成本內。

https://transferwise.com/zh-hk/blog/open-business-account-
comparison

16.
八達通費用
每次交易手續費為1元，專業版用戶需每月付費，因此該費用為專業用戶人
數*12，另外加上配件的交易次數。當中只涉及與公司之間交易的基本匯款
，不需要與八達通公司特別合作。

https://www.octopus.com.hk/tc/business/faq/octopus-for-
businesses/become-octopus-merchant.html

17.
合約起草費
起草擬四份合約：三年僱員合約、合作協議、用戶守則、私隱及免責聲明
：$5000x4=$20000
審閱及修訂各類合約：$3800
總計：$3800+$20000=$23800

參考工作表3A
https://www.24legalservice.com/?gclid=Cj0KCQiAs5eCBhCBARIsAEhk
4r6S4UoxtqlsXbJ67FQDUaGJwuHa1V2V3bkiJzv4q-Nx49aEHLsy3-
saAislEALw_wcB

18.
營養師博客費用
每周發行一篇文章，每篇文章邀請入圍專業的自由作家，每篇文章支付
$500，因此每月成本為$2000，每年成本為$24,000。
https://www.sjs.org.hk/tc/project/fee-details.php?id=6

19.折舊
參考MyFitnessPal，我們會跟隨其對無形資產折舊的會計處理手法，即是
沒有折舊會被計算在內。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36917/00013369171500
0018/exhibit991auditedfinancials.htm

https://transferwise.com/zh-hk/blog/open-business-account-comparison
https://www.octopus.com.hk/tc/business/faq/octopus-for-businesses/become-octopus-merchant.html
https://www.24legalservice.com/?gclid=Cj0KCQiAs5eCBhCBARIsAEhk4r6S4UoxtqlsXbJ67FQDUaGJwuHa1V2V3bkiJzv4q-Nx49aEHLsy3-saAislEALw_wcB
https://www.sjs.org.hk/tc/project/fee-details.php?i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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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專業版
根據McGuffin 的統計資料，高達三分二的用戶願意每月付費多於$30在部
份的免費應用程式。因此我們保守估計我們每年的專業版用戶將會是用戶
總人數的十分之一。並參考其他健康程式的專業版本收費，Lifesum和
Fooducate每月收費為30至80港元，因此我們決定每月收費$28。因此我
們三年專業版本的收入分別為$1,008,000，$1,680,000和$3,360,000
〈專業版用戶人數x每月收費x12〉。

https://www.socialmediatoday.com/news/new-study-examines-how-
much-users-would-pay-to-use-the-most-popular-apps/560273/

https://www.mynetdiary.com/

https://lifesum.com/

2.
科學園資助
香港科學園推出的科技創業培育計劃可以資助高達港元129萬以及科技支
援，估計我們可以獲得120萬的資助，以方便研發。

科技創業培育計劃（Incu-Tech） | 香港科學園

3.
政府資助
最少有10%的首年開支和啟動成本可以得到政府資助，因此我們以10%作
為資助數目，確保不會誇大收入，遵守會計審慎性原則。

https://www.itf.gov.hk/l-tc/ITSP.asp

4.
餐廳宣傳費
本公司目標合作餐廳數目在三年分別是90，300和600，假設3%合作餐廳
須要我們宣傳。參考其他平台的廣告策略，我們將會以每100次使用量，
徵收餐廳固定費用$1.3〈參考社交平台上的廣告收費，我們可以更有目標
地宣傳餐廳〉。因此宣傳的收入=免費版的用戶數目x15.4x餐廳數目x3%x
宣傳收費x12100。

https://www.socialmediatoday.com/news/new-study-examines-how-much-users-would-pay-to-use-the-most-popular-apps/560273/
https://www.mynetdiary.com/
https://lifesum.com/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incubation/incu-tech/
https://www.itf.gov.hk/l-tc/ITSP.asp


MEP21_036_Edaptive 55

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資料

營銷及
市場策略

財務

風險管理

附錄

社會效益

附錄七

參考資料 –資產負債表帳戶

1.股本
起始股東將會投資$1,000,000。我們亦希望在第二及第三年共集資
$800,000。當中在第二年集資$300,000，而因第三年已經開始有穩定的收
入 ，因此估計會集資到$500,000。

2.
預支收入
參考 MyFitnessPal，財務狀況表沒有將預支收入保留在帳簿中，因此我們
不會把它們納入帳戶。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36917/00013369171500
0018/exhibit991auditedfinancials.htm

3.
商譽
商譽帳戶不會被保持，因為商譽的估價是主觀的。而且由於新經濟下的巨
大市場波動，商譽與未來經濟效益的關係不容易辨識和測量。

4.
股利
我們會參考MyFitnessPal對於股利會計處理—不宣佈任何股利。此外，在
追求理想的流動性狀況和業務的可持續增長的希望，在頭3年的利潤的50
％將被視為一般儲備金，以作擴大市場所用，及業務的長期增長所需。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36917/00013369171500
0018/exhibit991auditedfinancials.htm

5.
預付費用、拖欠收入
基於會計審慎性原則，我們將不會計算任何預付費用和拖欠收入，以防誇
大淨資產的數目。

6.
應計費用
由於未來應計項難以預測，因此在這階段，我們不會保持應計費用的會計
科目，更客觀地展示企業更準確和真實的一面。

7.
軟件開發
軟件開發產生的成本〈工作表 5〉會被視為軟件無形資產下的資本開支，
因為這是用於生產新的非流動資產〈軟件〉。

8.
資產估價
根據歷史成本原則, 在持續經營的假設下，所有資產將按其歷史成本進行估
值, 包括無形資產和長期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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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36917/000133691715000018/exhibit991auditedfinancials.htm
https://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36917/000133691715000018/exhibit991auditedfinancials.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