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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oup No. :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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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名稱  Name of Business

Q-(rack)tion

第⼀部份：項⽬基本資料

Section I: Basic Information of Business

項⽬類別  Type of products/services

⼿機應⽤程式

項⽬摘要  Executive Summary

疫情肆虐，改變學⽣的學習模式。然⽽，實際上有多少⼈滿意網上學習的安排？⼀項調查發
現，六成受訪者認為網上學習的效果不及課堂教學。除了擔⼼網絡的穩定性，缺乏課堂互動及

課後答疑和咨詢亦是影響網上學習效果的主要因素。可⾒網上學習⼤幅減低了學⽣的學習效

率，更為他們徒添不少煩惱。

Q-(rack)tion，為「問題」英語；「Question」諧⾳，為本公司所奉⾏，幫助⽤戶Kill the Rack
(脫離痛苦) 的理念。我們⾝為學⽣，深切了解到同⾏的同學們切⾝的學業需要，希望雪中送
炭，將Q-(rack)tion締造成為陪伴⼀眾同學渡過每⼀次挑燈夜讀，每⼀個考試前⼣，解疑釋惑的
必需品。

Q-(rack)tion分為三項主要功能，蓋以虛擬代幣Q-(rack)Coins進⾏交易。⼀，直搗根源。學⽣通
過問答廣場，將不會的問題以輸⼊或掃描⽅式上載，再輸⼊題⽬關鍵字及獎勵⾦額。留待其他

學⽣幫助後，選出最佳答案後完成交易。⼆，額外補充。同學可以Q-(rack)Coins 換取⽼師們上
載的精讀筆記之電⼦版。精讀筆記以考試為本，主要內容為答題技巧和框架。學⽣學會答題技

巧，配合⾃⾝知識內容，便可以避免因不懂得融匯貫通或重點失焦⽽失去分數，幫助學⽣巧妙

地避過容易墮⼊陷阱的地⽅。三，提升教育質素。除了問答廣場外，教師交流區亦是本公司另

⼀主要元素。教師可以將⾃⼰編寫歸納的筆記上載到平台上，從⽽賺取Q-(rack) coins，⽤以下
載其他⽼師所上載的筆記。⽼師亦可通過公共聊天平台與其他⽼師互相交流教學⼼得，以增值

⾃⼰，將來便可為同學帶來更好的教育。

由於平台⼀切互動和資源都源⾃於⽼師和同學本⾝，雙⽅的學習便能夠達到零⾦錢輸送，不違

背學習純樸的本質。

有別於學校統⼀性的教學，Q-(rack)tion以針對性解決每個學⽣的困難為宗旨，希望佔⽤學⽣最
短的時間，為他們帶來最⾼效率的有質量進步。多管⿑下，為同學們學習上的多⽅⾯需要帶來

幫助，帶領他們邁過⼈⽣最決定性的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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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創業計劃書
Part B – Business Proposal



社會需要  Social Needs

第⼆部份：社會效益

Section II: Soci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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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費⽤⾼昂

⼆零⼆⼀年的兩項調查發現，⾹港物價持續⾼企，成為全球數⼀數⼆的「最貴城市」。在無可

避免的情況下，學⽣的學習開⽀不斷上升。除了購買教科書之外，普遍中學⽣需另外購⼊參考

書或報讀補習班，以鞏固他們的知識。可是，市⾯上的問功課應⽤程式和補習價錢不合化算，

令不少基層家庭無法應付。以補習為例，現時專科補習班的價錢為⼀⼩時  $200-$400 不等，實
在過於昂貴，難免會對家⻑構成極⼤的經濟負擔。⽼師在課餘時間亦無暇逐⼀解答學⽣的疑

難。若學⽣求學無⾨，把錯誤的概念累積起來，便會阻礙學⽣的學習進度。

⼄部 − 創業計劃書
Part B – Business Proposal

學⽣⾯對課業難題無從⼊⼿

近年來，學⽣傾向參與過多課外活動，令課餘時間⼤⼤減少。鑑於其時間管理能⼒較弱，他們

難以好好分配和善⽤時間，導致在平衡溫習與歇息中進退失據。他們無法把所有事情處理得井

井有條，⾃⾃然然無法培養每天複習的習慣，容易把新學會的知識拋諸腦後。隨着中學課程不

斷加深，⾯對⼤量功課和測驗時往往變得無從⼊⼿，⻑時間的拖延更釀成「臨急抱佛腳」的壞

習慣。

學習氛圍⼤⼤減少

近年來不斷受疫情影響，學⽣的學習模式⼤受改變。網上課堂變得乏味，往往令不少學⽣失去

對學習的興趣。獨⾃在家中對着螢幕上課，⽋缺了同學之間的良性競爭作為學習的推動⼒。當

遇到難題時，他們無法⽴即問⾝邊的同學，得到即時的答案。再者，上網課沒有⽼師在旁督

促，令他們難以保持⾃主學習。



第⼆部份：社會效益

Section II: Social Imp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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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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輕家庭經濟負擔

每當同學於課業上遇上難題，可在應⽤程式上提出疑問以得到課題上的解答和指引，⽽整個過

程費⽤全免。另外，同學亦可以⽤Q-(rack)Coins 換取不同的學習所需，例如換取書卷⽤以購買
出版社練習、換取各校⽼師的精讀筆記以取代補習名師筆記等等。這樣能⼤⼤節省不必要的開

⽀，減輕家⻑的經濟負擔。因程式的免費⽤戶也能享⽤上述功能，基層家庭的學⽣也能從中受

惠，令他們得到平等的學習資源和機會。

提供合適學術資源

現今市⾯上不少參考書都不屬考評局的考核範圍，同學有機會把錯誤知識吸納。本應⽤程式有

助促進同學學習，亦能確保學習資源的準確性。同學能⽤ Q-(rack)Coins 換取經過各校⽼師悉⼼
打量的精讀筆記，幫助他們整理和學習課題重點。除了課題重點外，筆記亦包含有該常⾒考核
題型及建議答題框架，使同學能於最短的時間吸納各科的知識點和應試技巧，協助他們應付校

內外各種考試測驗。

營造⾃主學習的氛圍

本應⽤程式為同學提供⼀個討論的空間。當遇到學業上的難題時，他們能在討論區發問，絕不

受時間和地點所限制。各校的學⽣亦能就題⽬發表個⼈⾒解，發揮守望相助的精神。此外，同

學們透過回答問題換取到  Q-(rack)Coins, 作為學習的推動⼒。

增加⽼師互相交流的機會

⽼師版本的應⽤程式將設有「⽼師互助中⼼」。通過平台，⽼師能上傳⾃⼰準備的筆記以作交

換各校⽼師交換學習筆記及資源，⽤以擴闊視野，從⽽提升專業⽔平。此外，⽼師可以在平台

分享教學⼼得 ,  做到互補⻑短、互相啟發之⽤。再者，他們能夠學習和參考其教學模式，例如
增加堂上互動，寓學習於娛樂等，以提升教效能，培育更多⼈才，回饋社會。

⼄部 − 創業計劃書
Part B – Business Proposal

社會需要(續)  Social Needs(Cont.)

缺乏⽼師交流平台
⽼師之間互相學習的現有網上渠道屈指可數。⼆零⼀七年的⼀項調查發現，近四成教師認為現
時⽋缺⽼師交流平台。受疫情影響，普遍⽼師未能與其他學校的教師作網上學術交流。他們的
資源未能有效共享，使各校的教學進程有差異。⽼師之間亦失去良性競爭、 互相學習的⾵氣，
導致他們難以增值⾃⼰，故步⾃封。



產品/服務簡介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

第三部份：項⽬資料

Section III: Details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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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創業計劃書
Part B – Business Proposal

Q-(rack)tion 商標

商標的設計由鴨⼦和問號兩個部分組成。把鴨⼦融⼊商標的設計是由

於Q-(rack)tion 中的 「Q-(rack)」的發⾳與鴨⼦的擬聲詞 「Quack」相
似，這也是本公司所⼀直秉持要幫助⽤戶Kill the Rack (脫離痛苦) 的理
念的諧⾳。⽽且，在古代時，「鴨」為「甲」的諧⾳，因此「鴨」寓

意科舉的「甲」，有祝福學⽣學業有成、前程似錦的意思。本公司希

望能透過Q-(rack)tion所提供的服務，盡⼒幫助學⽣，使他們在逆境中
也能展現他們的天賦，在學習的過程中不斷超越⾃⼰和進步，繼⽽在

公開試中勇創佳績。問號的部分則是與本程式的名稱Q-(rack)tion，亦
即「問題」英語；「Question」的諧⾳所呼應。

營運理念

作爲學⽣，我們深切體驗到當學⽣在學習有困難時，卻沒有⼈伸出援⼿、幫助⾃⼰解決困惑的徬徨

和無助。這不但使學習的進度停滯不前，更會使學⽣不知所措，繼⽽降低學⽣繼續學習的興趣。特

殊是在疫情期間，學⽣無法經常與⽼師接觸，這個問題更甚。坊間雖然有許多幫助學⽣學習的平

台，但⼤多收費昂貴，未必是每個家庭都有閑餘的錢負擔這些平台的收費，對出⾝草根家庭的學⽣

的學習必定有所影響。我們有幸在社會之中獲得不少的資源，作爲社會的⼀員，我們希望能盡綿⼒

回報社會，並藉助社會上各界⼈⼠的⼒量，以解答學⽣們學術上的疑惑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學⽣，

履⾏我們的社會責任，驅使社會進步。

在疫情肆虐期間，社會氣氛低迷，我們更希望藉著此平台發揮⾹港⼈的「獅⼦⼭精神」，秉持⾹港

⼈患難與共的理念，為⾹港⼈帶來⼀些⿎勵與期盼。我們亦希望藉著此平台讓基層市⺠也能受惠於

此服務之中，讓學⽣不會被⾃⼰的家庭背景規限⾃⼰的潛能，影響到⾃⼰未來的發展，從⽽縮短貧

富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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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I: Details of Business

 ⾴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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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界⾯與功能

學⽣版

產品/服務簡介(續)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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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創業計劃書
Part B – Business Proposal

⽤戶界⾯與功能

⽼師版

產品/服務簡介(續)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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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II: Details of 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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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 − 創業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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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界⾯與功能 (續)

注冊及登⼊版⾯

爲了吸納更多不同種類的⽤戶，⽤戶可以⾃由選擇以社交媒

體或電郵注冊並登⼊本平台。

注冊⽤戶⾴⾯

⽤戶注冊後需要選取⾃⼰所屬的「學⽣」或「⽼師」⾝份，

繼⽽在本平台中享⽤所選取⾝份相對應的服務。

會員登記⾴⾯

⽤戶注冊後需要填寫⾃⼰的個⼈資料，並上傳相相關的⾝份

證明⽂件，以便核實其⾝份，確保注冊⽤戶的可信性，以便

維持平台服務的信譽與質素。

產品/服務簡介(續)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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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界⾯與功能 (續)

學⽣⽤戶線上討論區⾴⾯

學⽣⽤戶可以輸⼊或掃描的⽅式上載想發問的問題，⾃定

問題的難度、關鍵字以及願意給予答題者的獎勵。給予答

題者的獎勵需要根據⾃⼰所擁有的 Q-(rack)Coins 數量擬定
獎勵，若擬定的Q-(rack)Coins 獎勵⽐⽤戶當刻所擁有的Q-
(rack)Coins 數量多，⽤戶的提問將不被接納。

⽼師互助中⼼⾴⾯

⽼師⽤戶在可以上載⾃⼰的筆記以獲取 Q-(rack)Coins，並
在獲得特定數量的 Q-(rack)Coins 後解鎖其他⽼師的筆記。
在使⽤ Q-(rack)Coins 解鎖其他⽼師的筆記前，⽤戶只能預
覽其他⽼師的筆記。⽼師亦可使⽤平台内置的線上討論區

與其他⽼師交流教學的經驗與⼼得。

產品/服務簡介(續)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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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界⾯與功能 (續)

⽤戶評級系統⾴⾯

每個⽤戶都可以根據回答者過往回答問題的質素作出評

分，並給予評語。平台系統亦會綜合各⽤戶給予的評分取

出平均值，並根據該平均值把⽤戶評定為「低」、「中」

及「⾼」三個級別，其他⽤戶便能以此評分作為參考價

值，選出可靠的⽤戶的回答給予⾃⼰的 Q-(rack)Coins。當
平台⽤戶連續三個⽉所獲的評分平均值在4.5分或以上，便
會有⼀個獎章認證在⽤戶的評級旁邊，其他⽤戶亦能以獎

章認證作為參考價值。若⽤戶⻑期被評定為「低」級別，

並累積了10個或以上其他⽤戶給予的負評，平台管理員將
就個別⽤戶做出跟進，不排除禁⽌⽤戶繼續使⽤本平台的

服務隨著⽤戶評分的增加，平台系統會⾃動根據數據為⽤

戶級別作出相應的調整。

Q-(rack) Coins 排⾏榜⾴⾯

Q-(rack)tion 會根據平台⽤戶每⽉所累積的 Q-(rack)Coins，
整合成 Q-(rack)Coins 排⾏榜。每個⽉累積 Q-(rack)Coins 數
量最多的三名⽤戶能榮獲「本⽉之星」的名銜，也能獲取

額外的 Q-(rack)Coins 或書卷等禮品，以⿎勵⽤戶更積極幫
助其他同學，締造⼀個勉勵學⽣互助學習、⿎吹良好學習

⾵氣的學習平台。

產品/服務簡介(續)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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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界⾯與功能 (續)

問卷調查⾴⾯

Q-(rack)tion會定期邀請⽤戶完成問卷調查，收集⽤戶對於此
平台的意⾒，以便適時作出相應的調整，持續改善平台服

務。

Q-(rack)Coins 獎勵⼤計劃⾴⾯

⽤戶可以根據⾃⼰所獲取的 Q-(rack)Coins 數量兌換平台贊助
商所提供的禮品和優惠，如書卷及現⾦卷，⿎勵同學和⽼師

互相幫助以賺取 Q-(rack)Coins 之外，也能吸引更多新⽤戶注
冊。

產品/服務簡介(續)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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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戶界⾯與功能 (續)

學⽣⽣涯規劃服務 – 「Plan2」⾴⾯ (升級版專⽤)

為⾼中⽣提供⼤學學科和收⽣資訊，以及有關未來職業趨勢

的資訊，升級版⽤戶亦能透過 Q-(rack)Coins 換取實習機會，
讓他們能為能在升學前做好兩個「Plans」: ⼤學學科和將來
的職業的規劃。

「Goal Go ⾼」⾴⾯
 

同學能透過搜索其他⽤戶的⽤戶名稱，把志同道合的⽤戶

加為學習夥伴，繼⽽瀏覽他們的學習進度。⽤戶可以⾃由

上傳⾃⼰當天的學習清單，如⾃⼰訂⽴的短期及⻑期學習

⽬標，以及輸⼊⼀些勉勵⾃⼰與其他學⽣的話句，推動學

⽣學習，藉此達到朋輩間互相督促和⿎勵的效果。這個功

能並不會設有任何獎賞。

產品/服務簡介(續)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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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rack)tion 是⼀個⾹港網上免費學習平台，⼀⽅⾯為中學⽣提供更全⾯學習資源，另⼀⽅⾯
促進⽼師之間的交流。

基本版 – 學⽣專⽤

討論區   – 當同學於學術上遇到疑難，只要下載  Q-(rack)tion 的⼿機應⽤程式或瀏覽  Q-
(rack)tion 的網站，就能找到相關答案。同學可在Q-(rack)tion 內置的線上討論區裏輸⼊或掃描
不懂的題⽬，再輸⼊問題所屬年級內容、問題主要字眼，以便其他同學了解問題內容。為了確

保公平性，系統將按題⽬程度設定可交換  Q-(rack)Coins 數量的上限和下限。發問者可⾃由設
定該題的所屬  Q-(rack)Coins, ⽽提供最佳答案的同學  (由發問者決定 ) 將獲取所有  Q-
(rack)Coins。系統亦會定期抽樣檢查，以維持平台質素。

Goal Go ⾼ – 同學把其他⽤戶加為學習夥伴即能瀏覽他們的學習進度。他們能把⾃⼰每天所做
的學習清單上傳，⼀⽅⾯能達到⾃⼰訂⽴的⽬標 (Goal)，另⼀⽅⾯能推動朋友間的學習動⼒，
不停前進 (Go), 更能從不斷溫習中提⾼個⼈⽔平 (⾼)。這功能是希望同學們能互相推動、培養
⾃主學習和良性競爭，並不會設有任何獎賞。

Q-(rack)Coins獎勵⼤計劃 –同學們透過回答問題能賺取  Q-(rack)Coins。累積下來的 Q-
(rack)Coins有幾⼤⽤途：⼀，換取書券以節省開⽀；⼆，換取贊助者所提供的禮品；三，換取
完整版精讀筆記，沒有使⽤  Q-(rack)Coins 的同學則只能預覽筆記的第⼀⾴。此外，每⽉亦會
按累積Q-(rack)Coins數量選出最⾼的三位，成為 「本⽉之星」，將獲取額外Q-(rack)Coins 或
書卷等禮品。

⽤戶評級系統   – 所有⽤戶皆能根據同學過往回答問題的質素作出評分，以展⽰其可靠性。若
⽤家所得的評分能連續三個⽉達到平均值4.5/5分或以上，便會有獎章認證在⽤戶的評級旁邊，
其他⽤戶亦能以獎章認證作為參考價值。反之，若其評分的平均值連續三個⽉維持在2.5/5分或
以下，該帳戶將被⾃動停⽤。

限制 – 系統將限制同學每⽇發問和回答問題的次數，上限為合共⼗條。另外，系統將定期播放
廣告以穩定收⼊。

產品/服務簡介(續)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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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級版 – 學⽣專⽤

升級版Q-(rack)tion的每⽉收費為$40，同學可以隨時取消訂閱，更可享⽤到以下的額外功能。

不限次數 – 同學可以享有無限次發⽂和回答問題，從⽽換取更多Q-(rack)Coins, 亦能加快學習
進度。

免除廣告⼲擾 –  同學能享⽤無廣告版本程式，盡情享受系統的功能。

贊助商每⽉精選購物優惠  – 同學會⾃動成爲全部贊助商的會員，到商店購物時能享有折扣優
惠，⻑遠⽽⾔減低開⽀和家庭的經濟負擔。

學⽣⽣涯規劃服務 “Plan2” –  為⾼中⽣提供⼤學學科和收⽣資訊，以及有關未來職業趨勢的資
訊，讓他們能為升學做好兩個“Plan”: ⼤學學科和將來的職業。此外，他們也能優先報名參加相
關活動，如⽐賽、講座等，好讓他們得到更多讀書以外的經驗。他們亦有機會到贊助公司進⾏

為期數天的實習，以開闊視野。

由⽼師解答疑問 – 與基本版討論區的做法⼤致相同 同學可以在討論區指定由⽼師 (升級版⽤戶)
回答問題，以達到信⼼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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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版 – ⽼師專⽤

⽼師互助中⼼  – ⽼師⽤戶可以上載⾃⼰的筆記以獲取  Q-(rack)Coins，並在獲得特定數量的  Q-
(rack)Coins 後解鎖其他⽼師的筆記。⽼師亦可使⽤平台内置的線上討論區與其他⽼師交流教學
的經驗與⼼得，達致⽼師互助的效果。

Q-(rack)Coins獎勵⼤計劃  – ⽼師們能透過上載筆記賺取  Q-(rack)Coins。累積下來的Q-
(rack)Coins有幾⼤⽤途：⼀，換取書券以節省開⽀；⼆，換取贊助者所提供的禮品；三，換取
其他⽼師的⾃備筆記。

⽤戶評級系統 – 所有⽤戶皆能根據⽼師過往上傳筆記的質素作出評分，以展⽰其可靠性。若⽤
家所得的評分能連續三個⽉達到平均值在4.5/5分或以上，便會有獎章認證在⽤戶的評級旁邊，
其他⽤戶亦能以獎章認證作為參考價值。反之，若其評分的平均值連續三個⽉維持在2.5/5分或
以下，該帳戶將被⾃動停⽤。

限制 – 系統將定期播放廣告以穩定收⼊。

升級版 – ⽼師專⽤

升級版Q-(rack)tion的每⽉收費為$30，⽼師可以隨時取消訂閱，更可享⽤到以下的額外功能。

免除廣告⼲擾 – ⽼師能享⽤無廣告版本程式，盡情享受系統的功能。

贊助商每⽉精選購物優惠  – ⽼師會⾃動成為全部贊助商的會員，到商店購物時能享有折扣優
惠。

討論區  –  ⽼師（升級版⽤戶）能透過回答同學（升級版⽤戶）的問題賺取  Q-(rack)Coins，以
解鎖更多其他⽼師的筆記及換領更多贊助商所提供的禮品。爲了避免⽼師只以回答同學問題作

爲賺取 Q-(rack)Coins 的主要途徑，⽼師（升級版⽤戶）每⽉必須上載最少兩份筆記到⽼師互助
中⼼，否則⽤戶將被禁⽌使⽤此功能。



秉持⾹港⼈患難與共的理念

疫情持續已兩年有多，線上學習早已與學⽣密不可分。基於⾹港的貧富懸殊問題，我們希望缺

乏經濟能⼒的學⽣也能與其他⼈⼀樣能得到同樣的學習便利。有別於⾯授課堂，現在學⽣未必

能得到⽼師的及時回答，對於網上的學習解答平台的需求越漸增⼤。我們平台⼀律免費的特⾊

能解答學⽣們學術上的疑惑。

擁有⼤量的準確資訊，幫助⽼師和學⽣

針對⽼師教學資源的豐富性，平台的“⽼師互助中⼼”能讓已註冊的⽼師分享彼此的教學資料，讓
⽼師們能多參考，多豐富，多更新教學資料。針對學⽣學業進度的壓⼒，平台能解答同學的課

業問題，提供最準確的答案，盡⼒解答疑惑。本平台的評級信⽤和積分系統能保障所有分享資

源和答案的質素。

⼒求建⽴未來社會棟樑

平台也為升級版⽤戶提供“學⽣⽣涯規劃”服務，為⾼中同學提供近幾年的⼤學資料，包括各個⼤
學學科的收⽣要求，能讓學⽣及早跟據意願和能⼒規劃未來的教育和⼯作安排。此外，升級版

⽤戶亦能透過  Q-(rack)Coins 換取實習機會。他們能選擇到指定的贊助公司進⾏為期數天的實
習，吸取更多經驗。

提供具針對性的服務

平台透過提供⼀個讓同學⾃主發問與學習的平台，讓同學能根據⾃⼰的需求找尋相應的援助與

學習資源，如在内置線上討論區中發⽂及解鎖精讀筆記等，給予學⽣⼀個根據⾃⼰弱點找尋適

合的⼯具改進的空間，同時提供最切合⽤戶所需及具針對性的服務。

產品/服務特⾊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 /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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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ttplay.cc/type/2.html


吸引到五間或以上的⼤企業在程式中選⽤廣告宣傳服務或提供實習機會，以及兩間或以上的

⼤型書店提供書卷贊助。

邀請15位或以上在名校教授不同科⽬的⽼師免費提供前期的學習資源，以及抽樣監測⽤戶回
答質素，以便維持程式的服務質素。

邀請代⾔⼈(知名網路創作者或名⼈) 為程式代⾔，為品牌建⽴信譽，以及在不同的社交媒體
投放廣告以及舉辦不同的⽐賽予學⽣參與，提⾼平台⽬標客群的觸及率⾄40000次以上並提
⾼平台知名度，使注冊⽤戶⼈數在三年内增⾄3 萬⼈。

在程式推出的四年内達到收⽀平衡，并且在之後每年的⽑利持續增加。

短期⽬標

業務⽬標  Business Go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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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到五⼗間或以上的⼤企業因程式的龐⼤影響⼒主動選⽤廣告宣傳服務，以及⼗五間或以

上的⼤型實體書店以及網上書店主動提供書卷贊助及購書折扣。

提供更多元化服務，使程式不僅局限於為學⽣解答學業上的難題，更提供⼀個讓學⽣能得到

如職業規劃等⽅⾯的援助，逐漸發展成⼀個多功能、更全⾯的應⽤程式，吸引更多有不同種

類。

待注冊⽤戶⼈數到達10萬後，推出收費會員制度。在維持基本免費⽤戶享⽤的服務外，增設
額外服務予付費會員，如額外學習資源，除了提供更全⽅⾯及更具針對性的服務給有需要的

學⽣外，更能使業務盈利持續從更多⽅⾯增⻑。

待注冊⽤戶⼈數到達20萬後，拓展⽬標客群⾄鄰近地區(如澳⾨、台灣等)的學⽣，使全球注
冊⼈戶⼈數達到40萬⼈或以上，增進及⿎勵各地年輕⼈之間的⽂化與知識交流。

讓平台能成功實踐到Q-(rack)tion的兩⼤核⼼理念，亦即解決學⽣的學習需求以及提供均等的
教育機會給⾹港的每⼀位學⽣，繼續提供免費且充分的學習資源給學⽣，使基層市⺠也能受

惠，秉持創⽴平台的初⼼繼續服務⼈群。

⻑期⽬標



「Q-(rack)tion」定位為「多元化」「全免費」互助學習廣場

「多元化」意謂「Q-(rack)tion」提供全⽅位學習資源協助，解疑釋惑為主，增潤筆記為副，貼
⾝照顧學⽣學習所需，促進⽼師互相交流，互助互利，提升師⽣教學與學習效率。

「全免費」意味可通過虛擬代幣和評級信⽤系統，配合不同合作社辦所提供優惠卷運作，旨在

為⽼師同學提供以⽤家為本、可信賴的重要學習平台。

「Q-(rack)tion」會以以上定位為宗旨，產品種類、服務功能、品牌形象、營銷渠道、價位、推
廣策略等均針對教育系，期望將來可將市場拓展⾄各考試制度，以⾄各國家。

市場定位  Market Positi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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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本應⽤程式以中學⽣及⽼師為主要服務對象，特別是基層的學⽣。

疫情肆虐底下，網上授課取代了實體課堂，帶來了史無前例的變化。可是，對學⽣⽽⾔，這種

學習模式上的改變弊多於利，嚴重阻礙學⽣的學習進度。學⽣⻑時間在家中上課會容易變得懶

散， 加上⽋缺在旁的⽼師和同學督促， 使他們失去主動學習的推動⼒。再他們亦可能因⼀時的
分⼼⽽錯過課堂重點，未能吸收課堂內容，使進度落後於別⼈。其次，中學課程逐漸加深，教

學進度加快，專⼼上課的學⽣也難免會感到吃⼒。此應⽤程式能為學⽣解決學業問題, 亦能培養
⾃主學習的⾵氣。透過在討論區互相交流， 學⽣能互相解答疑難，定期溫故知新、鞏固基礎。
此外，學⽣亦能累積代幣，⽤來換取書卷，領取更多學習上的資源。

許多基層的家庭因爲疫情的收⼊⼤幅減少，甚⾄因⽽失去⼯作，斷絕了收⼊。家⻑連負擔家庭

⽇常⽣活的開⽀都有困難時，更不可能有多餘的資⾦給⼩孩⼦出外補習。加上許多補習的收費

不菲，當學⽣在不同的學科皆遇到困難時，家⻑可能沒有具備相應的知識解答⼩孩⼦的疑惑，

但⼩孩⼦數個學科的補習費⽤絕對會對家⻑的經濟層⾯上構成很⼤的負擔。特別是在疫情肆虐

期間，基層的學⽣被網上授課影響，卻無法負擔另覓學習資源的費⽤下，對基層學⽣的學習⾃

然會構成嚴重的影響。因此本應⽤程式希望透過提供免費的學習資源與問答平台，讓基層學⽣

能撇除家庭經濟負擔的影響，提⾼學習進度，甚⾄能累積  Q-(rack)Coins 以換取取像書卷等的
獎賞，減輕基層學⽣在購買學習資源所帶來的經濟負擔。

再者，不同學校的⽼師之間平常甚少有交流的機會，繼⽽缺乏溝通橋樑，令他們難以增值⾃

⼰。此應⽤程式設有交流平台，⽼師可以上載⾃備的教學材料，以作記錄。他們亦能參考其他

⽼師的筆記，取⻑補短，使他們在授課前有更充分的準備。這能夠促進各校⽼師的交流，以達

到互相學習之效果。‘

主要顧客對象  Target Customers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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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engths 強項 

理念俱社會意義

⾹港活在貧窮線下的學⽣不在少數，許多⼤公司皆有幫助他們以回饋社會的意向，卻缺乏⼼⼒途

徑。⾹港少有以慈善為本，⾮牟利學習資源。本程式著重師⽣的雙線發展和進步，以提⾼整體教

育質素。因此，憑藉我們純樸的理念和完善的營運⽅式，相信能夠吸納⼀眾已發展成熟的⼤公司

投資或合夥，⻑遠⽽⾔，會成為穩定、可持續的項⽬。

具競爭⼒，吸引到不同的客群

許多市⾯上相似的平台也必須收費才讓學⽣享⽤服務，「Q-(rack)tion」不僅讓學⽣在不⽤付款
的情況下享⽤有質素保證的學習平台，甚⾄提供以積分換禮品、解鎖精讀的機會，以及讓⽼師交

換筆記的平台，⽐同類平台更具競爭⼒，繼⽽能吸引⼤量不同的客群

市場擴張性

現今受網上教學模式拖累學習進度屬全球學⽣的普遍問題。「元宇宙」概念⼤受資本家歡迎，同

時為⼈類帶來極⼤的便利。因此即使疫情好轉，⾜不出戶在家學習亦會是未來⼤趨勢。

「Q-(rack)tion」以提供不同的學習資源以提⾼學⽣的學習質素為⽬標，理念成熟，運作體系⾯
⾯俱到，未來可望繼續研發並把資源擴展⾄能涵蓋不同考試制度的學⽣，把市場拓展⾄鄰近國

家，可⾒平台有⻑遠的發展空間

同學的可靠⻑期學習伴侶

程式問答區域的內容和已上載筆記將被永久保存，⼀旦解鎖，學⽣可無限次查閱該資源。

師⽣將⻑期活躍於平台，所以資訊將持續更新，⼀些已被列⼊公開試考核範圍外的內容會被更

新，達致汰舊迎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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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續)   SWOT Analysis(Cont.)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

Opportunities 機會

社會需求⾼ 
許多同學只依靠學校課堂學習，有些同學雖然有去⼤型補習社，但他們都因在家溫習遇到難題時

沒法及時問⽼師以解決疑難⽽感到困擾。現時市⾯上需要付款的問答平台或提供精讀的平台都極

受歡迎，可⾒許多學⽣也渴求從這些平台⾝上獲取更多有利學習的資源。「Q-(rack)tion」不但免
費提供這些學習資源給學⽣，讓未能負擔補習費⽤以及這些昂貴學習資源的學⽣也能享⽤這項服

務。「Q-(rack)tion」更把問答以及獲取精讀的功能合⼆爲⼀，更⽅便同學之餘，也更能切合社會
的需求，⾃然能吸引到更多的⽬標客戶

科技發展成熟

過去互聯網、⼈⼯智能等技術均不成熟，⼈們只能依賴綫下補習社或到書局購買參考書尋找課外

學習渠道。然⽽，中間需花費不少⼼⼒時間去搜羅合適的資源，不符合經濟效益。近年科技急速

進步，互聯網體系發達，⼈⼯智能技術漸趨成熟，容許我們締造⼀個完善的網上程式系統。同

時，演算法能夠準確地分析⼤數據，根據使⽤紀錄將適合⽤戶的解答或筆記預覽推廣到⽤家的⾸

⾴介⾯，提供個⼈化⾴⾯，⽅便他們查找類近資訊。

與⼤型補習社⻑遠合作的可能性

⼤型補習社的新晉⽼師需要⼀個宣傳的渠道以提⾼知名度，並建⽴信譽，以吸引同學報讀他們的

課程，⽽「Q-(rack)tion」作爲⼀個初創平台則需要資⾦以及能接觸⽬標客群的渠道。「Q-
(rack)tion」若能與⼤型補習社合作，則能成爲⻑期合作的夥伴，締造雙贏的局⾯。這樣不僅能⼤
減「Q-(rack)tion」宣傳的成本，亦能確保注冊⽤戶⼈數⻑期的增⻑，更能為「Q-(rack)tion」提
供⼀個穩定的收⼊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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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 分析(續)   SWOT Analysis(Cont.)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

Threat 威脅 

低年級⽤戶被動性強

年齡較低的⽤戶雖然希望有良好的學習成績，但因為初步⼊中學階段，⼼態普遍較懶散，無⼼向

學，因此少有主動為⾃⼰設⽴⽬標或主動發問以釐清⾃⼰感到混淆的概念，對⾃⼰未來亦未有清

晰⽅向。另⼀⽅⾯，初中內容較顯淺，⼀般課業問題尚能⾃⼰應付。「Q-(rack)tion」對於他們
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不⾼，可能影響下載⼈數、導致⽤戶平均年齡不均或斷層。

競爭對⼿

市⾯上已經有同類型的應⽤程式，他們的平台也已經發展得甚具規模。在由初創企業研發的「Q-
(rack)tion」普及化前，可能無法與這些同類平台匹敵，以致注冊⽤戶⼈數的增⻑緩慢。

被質疑可⾏性

本程式雖與綫下補習社無直接利益交涉或衝突，亦並⾮同類性質，⼆者並⾏，反⽽可達相輔相成

效果。然⽽，網上學習輔助⼯具近年才崛起，再加上本程式費⽤全免，難免被⼈質疑其可⾏性。

⼄部 − 創業計劃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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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kness 弱項

團隊⽋缺⼝碑積累

「Q-(rack)tion」為初創企業，背後沒有⼤集團作後盾，正是需要建⽴起⾃⼰⼝碑的時刻，因此
容錯率較低。訂⽴市場策略時需要⼗分謹慎，不能採取過於創新冒險的⼿法，否則⼀⼦錯，滿

盤皆落索。

集資困難

「Q-(rack)tion」由初創企業研發，初期平台的關注度不⾼，注冊⽤戶也不多，未必能吸引到⼤
型企業選⽤廣告宣傳的⽅式提供贊助以及注資在此程式之中，使創業初期難以達到收⽀平衡

⻑遠的收⼊來源狹窄

「Q-(rack)tion」本著⾹港⼈同⾈共濟的概念提供免費的學習資源平台予⼤眾，因此⻑遠的收⼊
來源僅限於廣告收益、合夥⼈資⾦以及收費會員制度，以⻑遠發展的⻆度分析，要成為⾼盈利

回報項⽬有⼀定難度



營銷渠道   Sales Channels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三

廣告收益

我們會使⽤  Google AdMob 賺取廣告收益。Google 將從全球超過  100 個聯播網中，根據程式
類型找到最合適放的廣告，再把廣告放置到我們的應⽤程式內。這服務⽅便快捷，⼜因廣告供

應源源不絕，能賺取更多收益。

會員費收益

此程式設有基本版及升級版版本。升級版包括移除廣告服務和無限次發問，⽤戶需付款才能享

⽤以上服務。這能滿⾜到草根階層和富裕家庭各⾃的需要，從⽽賺取收益。

舉辦慈善活動

我們將舉辦年度籌款活動，並參照渣打⾹港⾺拉松的做法。籌款活動將以⽐賽形式進⾏，在鞏

固品牌以履⾏社會責任、以服務⼈為主為初⼼的發展⽅針外，更能吸引市⺠⼤眾報名參加，從

⽽擴⼤客羣。此外，我們能夠吸引更多贊助商慕名⽽來，在⽐賽中宣傳他們的商標及品牌，藉

此機會賺取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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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法   Promotion Method

網上推銷

我們將會善⽤社交媒體以作宣傳。我們會在 Instagram 平台上開設商業帳戶，定期開帖⽂和作
出更新。透過將帳戶連接到⾯書的廣告帳號，能加強推廣帖⽂，從⽽增加觸及率。我們亦可以

累積追蹤⼈數，提⾼程式和本公司的知名度，並且擴⼤客群。

舉辦⽐賽

在程式推出的初期，我們將會定期舉辦⽐賽，並寄電郵到學校，⿎勵同學參加。例如，我們會

舉辦標誌設計⽐賽，勝出者將免費得到為期⼀個⽉的升級版程式，⽽其標誌則能⽤在程式介

⾯。這樣能令更多學⽣能得知此程式，提⾼知名度。

合夥公司現有的宣傳渠道

合夥公司現有的宣傳渠道有助宣傳此應⽤程式，能有效擴⼤客群。



銷售預測 (⾸三年)   Sales Projection (First 3 years)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四

⾸年: 由於我們投放⼤量資源於宣傳⽅⾯，亦廣於在不同社交平台運作專⾴推廣，因此⾸年亦相
信能錄得可觀的⽤戶⼈數。

次年: 通過⾸年積累穩固的客源，次年將繼續廣泛活躍於不同平台上，相信數字會平穩上升。

第三年: 在學⽣之間有⼀定知名度，打開市場潛⼒，客源⼤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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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成⽴成本  Startup Cost

第五部份：財務

Section V: Finance

 ⾴⼆⼗五

辦⼯⽤品   
電腦 （Asus Laptop 15X515- $4498/部 ) x 8：$35984 ¹
滑⿏ （Havit USB Optical Mouse MS80- $30/隻）X 8：$240 ² 
電話 （Panasonic 樂聲 KX-TG1611HK）：$198 ³

辦公室       
租賃 (We work-專屬辦公桌) :  $8000/ ⽉X 12⽉：$96000 ⁵ 

註冊     
商標 （撿索+申請）：$2400 ⁶
專利 （請求批予原授標準專利）：$345 ⁷
公司⼾⼝（星展銀⾏）：$1200 ⁸
商業登記費：$2250

員⼯薪⾦

電腦技術員 （$15000/位）X 5 X 12⽉：$75000X12 ：$900000
客戶服務主任 X 1 X 10⽉：$14000 X 10 ：$140000

應⽤程式開發成本 （$2000/⾴ x 8） : $16000 ⁹

保險

商務綜合保障 （中銀集團保險 - $2000/年）: $2000 ¹⁰

總和= (1. 39171 + 2. 31500 + 3. 6195 + 4. 1040000 + 5. 16000 + 6. 2000)  
        = $1134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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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每⽉⽀出  Expected Monthly Expenditure

第五部份：財務

Section V: Finance

 ⾴⼆⼗六

電腦 （Asus Laptop 15X515- $4498/部 ) x 8：$35984 X 20% X 1/12 ≈ $600
滑⿏ （Havit USB Optical Mouse MS80- $30/隻）X 8：$240 X 20% X 1/12 = $4
電話 （Panasonic 樂聲 KX-TG1611HK）：$198 X 20% X 1/12 = $3.3

員⼯薪⾦

電腦技術員 （$15000/每位）X 5：$75000 
客戶服務主任 X 1：$14000

辦公室  
租賃 (We work-專屬辦公桌) : $8000/ ⽉

應⽤程式維護成本 （年繳$7,200）：$600/ ⽉ ¹

宣傳費⽤

Instagram：$900 ²
Facebook （臉書）：$900

⾏政費⽤ ：$3000

折舊 （直線折舊：成本 X 20% / 每年）

總和= (1. 89000 + 2. 8000 + 3. 600 + 4. 1800 + 5. 3000 + 6. 607.3) 
       = $103007.3

集資來源  Funding Sources

廣告收益: 於應⽤程式內定期售賣廣告，賺取收益 
合夥⼈資⾦： 每位合夥⼈會在公司時⾄少注⼊50000元
⽐賽獎⾦：⾹港善導會 社創社 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 創新計劃，3i企業家培訓計劃
政府資助：專利申請資助計劃

收費會員制度

贊助商

銀⾏借貸: 富邦｢先享錢｣信⽤卡商戶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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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收⼊   Expected Income

第五部份：財務

Section V: Finance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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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損益表 Income statement in 3 years

第五部份：財務

Section V: Financ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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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財務

Section V: Finance

 ⾴⼆⼗九

三年財務預測  Financial Projection in 3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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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財務

Section V: Finance

 ⾴三⼗

三年財務預測(續)  Financial Projection in 3 years(C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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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份：⾵險管理

Section VI: Risks Management

 ⾴三⼗⼀

⽤戶資料外洩

此應⽤程式收集⼤量個⼈資料，如電郵地址、電話號碼、相⽚等等。程式⼀旦被⿊客⼊侵，⽤

戶的私隱便會外洩。

應變計劃：在設計程式時，我們會安裝防⽕牆，⽤以防⽌攻擊者進⼊系統，能有效保護⽤戶資

料。此外，我們也會安裝防毒軟體，⽤以攔截外來的勒索程式、⽊⾺程式等，能夠保障客戶的

安全和隱私。

競爭對⼿

市⾯上有同類型的應⽤程式。在此程式未普及化之前，有未能突出的可能性。

應變計劃：我們本著履⾏社會責任、以服務⼈為主的初⼼。此程式的基本版⽤戶能得到⼤量免

費學習資源，能夠切合低收⼊家庭的需求。可⾒此程式有別於市⾯上商業化的程式， 有不同的
市場定位。

被收購

若此程式被視為有發展的潛⼒，便會有被⼤型公司收購的機會。雖被收購會帶來不少利處，但

此程式的發展⽅針或會迎來轉變。

應變計劃：我們將會與收購公司擬定契約，表明發展⽅針，應提供免費服務平台。⼀旦契約⽣

效，若收購公司未能履⾏承諾，便要負上法律責任。

遭⿊客洗版/惡意攻擊
⿊客或受競爭對⼿委託，於本應⽤程式下惡意攻擊或留⾔洗版，意圖敗壞本平台名譽。

應變計劃：本平台⽤戶⼀律需登記電郵地址及電話號碼，以便確認⾝份，防⽌不知名⼈企 圖以
匿名⾝份胡亂詆毀平台，或對其他⽤家造成騷擾或不便。若對外散播不實訊息或謠⾔，本公司

會先於社交平台發佈聲明，如惡⾏加劇，不排除採取法律⼿段。

資⾦不⾜

程式在初階段時未能⼀時三刻建⽴知名度，恐怕未能找到合夥公司，導致資⾦不⾜。

應變計劃：我們將考慮申請政府資助，如創科創投基⾦，亦會參與企業⽀援計劃等，⽤以增加

資⾦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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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份：參考資料

Section VII: Reference Sources

 ⾴三⼗⼆

公司成⽴成本  Startup Cost

https://www.fortress.com.hk/zt/product/laptop-15-x515-notebook/p/12455011¹
https://www.price.com.hk/product.php?p=469871 ²
https://www.price.com.hk/product.php?p=167548 ³
https://wework.hk/zh-HK/locations/9-Queens-Road-Central  ⁵
https://www.ipd.gov.hk/chi/applicants/trademarks/applying_for_registration.htm ⁶
https://www.ipd.gov.hk/chi/forms_fees/patents.htm ⁷
https://wise.com/zh-hk/blog/dbs-business-account#dbs-
%E5%85%AC%E5%8F%B8%E6%88%B6%E5%8F%A3%E9%96%8B%E6%88%B6%E6%94%
B6%E8%B2%BB ⁸
https://ryancheung.me/blog/%E6%89%8B%E6%A9%9Fapp%E9%96%8B%E7%99%BC%E5%
8F%8A%E6%89%8B%E6%A9%9F%E6%87%89%E7%94%A8%E7%A8%8B%E5%BC%8F%E
8%A3%BD%E4%BD%9C%E7%9A%84%E9%A0%90%E7%AE%97 ⁹
https://www.ncb.com.hk/nanyang_bank/html/12202_11.html ¹⁰

預計每⽉⽀出  Expected Monthly Expenditure

https://ryancheung.me/blog/%E6%89%8B%E6%A9%9Fapp%E9%96%8B%E7%99%BC%E5%
8F%8A%E6%89%8B%E6%A9%9F%E6%87%89%E7%94%A8%E7%A8%8B%E5%BC%8F%E
8%A3%BD%E4%BD%9C%E7%9A%84%E9%A0%90%E7%AE%97 ¹
https://defrostmarketing.com/zh-
hant/blog/ig%e5%bb%a3%e5%91%8a%e6%94%b6%e8%b2%bb/ ²

預計收⼊   Expected Income

https://ryancheung.me/blog/%E6%89%8B%E6%A9%9Fapp%E9%96%8B%E7%99%BC%E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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