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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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樂環 (CARE@BAND) 

(ii)  項目類別 

 Type of Products/ Services 

樂齡科技 

(ii)  項目摘要 

 Executive Summary 

自 2019 年起，「2019 冠狀病毒」席捲全球，香港也不例外地受到疫情的影響。香港政府為了防疫

亦推出了一些防疫措施，例如要求港人在指定地方使用安心出行紀錄自己的行蹤。在此情況下社會

上，也有不同的人遇到困難，如老人，小孩，視障人士等，他們會使用安心出行有阻礙。 

 

本項目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推出多功能應用程式加上額外智能手環裝置，手環內配置自行硏發的系

統，主要為老人，亦同時能為社會上有需要人士提供協助，解決了市民在疫情上遇到的問題。 

 

每個手環有一個獨特的二維碼，可以在進入食肆或其他場所的過程中只需讓場地的工作人員輕輕觸

碰手環便可顯示並掃描二維碼，簡化安心出行的掃描過程。此外，產品具有 GPS 定位功能，顧客的

位置顧客的位置和行動能透過衛星即時定位，傳送即時訊息給予擁有我們應用程式的顧客的家人，

以便顧客在迷路時方便求救，減少顧客遇害的可能性。再者，產品具有高風險地區提醒功能，當顧

客到達高風險地區，手環便會發出聲響提示，同時亦會透過應用程式通知顧客家人，避免顧客不知

情地進入高風險地區，而因此減少他們患病的機會。 

 

本產品亦會不斷進步和改進，無論是疫情下或疫情後，我們承諾伴隨香港人面對任何困境，讓我們

一起邁向更美好的社會。 

  



   

 

第二部份： 社會效益 

Section II:  Social Impact 

(i)  社會需要 

 Social Needs 

自 2019 年起，「2019 冠狀病毒」席捲全球，香港也受到疫情的影響。政府因而推出了一些防疫措

施，例如要求港人在指定地方使用安心出行紀錄行蹤及顯示新冠疫苗針卡。對老人、小孩、視障人

士等而言，有機會遇上以下問題: 

 

1. 使用安心出行有阻礙 

老人、小孩、視障人士等會有不懂得使用智能手機等問題。他們日常出行會因為無法使用安心出

行而受到阻礙，無法前往部分地區。這對他們在日常生活、出行等產生很多問題。 

 

2. 無法保障他們的安全 

老人家記性差，不清楚自己是否去過高風險地區，不會主動前往檢測，無法保障安全。 

 

3. 沒有智能手機 

不少老人和小孩都沒有可掃描安心出行的智能手機。每次出示紙本針卡或醫生證明、填寫紙本個人

資料，都對他們進入指定場所造成不便。 

(ii)  社會需要及社會效益  

 Social Needs and Positive Social Impacts 

就以上的社會問題，為幫助市民解決問題，我們研發出手環這產品。這次所研發出的産品，具備

各種不同的功能，針對以上社會需要: 

 

手環內置安心出行的代碼 

每個手環內置了安心出行的代碼，同時也會聯繫不同的店家及需要掃描的地方，為他們安裝一部

掃描器，由店家掃描使用者的代碼，幫助他們順利出入這些受政府條例規管的地方，從而解決他

們因為不懂得使用智能手機而未能進入指定場所的這個問題。 

  



   

 

第三部份： 項目資料 

Section III: Details of Business 

(i)  產品/服務簡介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 

產品是一個多功能應用程式加上額外智能手環裝置，為社會上有需要人士提供協助。除了以上已說

明的內置安心出行代碼外還有以下的設計及功能: 

 

1. 獨立於智能電話 

• 手環有 NFC 和二維碼實體打印設計，經過參考例如電話公司等的設計，手環內設有 SIM 卡，

以進行裝置之間的溝通。設計有助簡化長者或有需要人士掃描安心出行（包括顯示客戶針卡

二維碼）時所需的程序，不需智能電話也能掃描安心出行，減少掃描時間。 

 

2. GPS 定位、平安鐘功能還有高風險地區提醒通知 

• 產品具有 GPS 定位功能、平安鐘功能及高風險地區提醒通知（詳細在以下另一部份說明）。 

 

為了更進一步讓產品可行性提高，將主動與不同其他行業或公司進行溝通並給予合作機會，方便整

個服務的運作，為受眾提供更多使用和接觸該產品的機會。 

 

  



   

 

(ii)  產品/服務特色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 Service 

特色如下： 

 

1. GPS 定位功能 

• 透過電訊公司網絡或 GPS 傳送即時定位給予顧客。顧客能分享位置以求救，家人亦能通過

APP 查看。 

 

2. 高風險地區提醒功能 

• 當顧客到達高風險地區，手環便會發出聲響提示，也透過 APP 通知顧客家人。 

 

3. 平安鐘增階功能 

• 不像平安鐘般只限於家中使用，通過電訊公司網絡，長者自覺遇到危險，可以按下手環上的

的求救鍵，通知家人或報警。 

 

4. 手環顯示屏及 Audio 

裝置考慮到有不同需要的人士 

• 顯示屏 - 通知顧客高風險地區的信息 

• 音訊功能 - 適合視障人士 

 

次要功能： 

1. 設有新冠疫苗針卡二維碼實體打印在裝置表面，方便用家展示 

2. 設有消毒裝置 

3. 無線充電 

4. 防水 

 

公司亦會隨着社會及疫情發展而不斷優化和增加新功能。 

 

 

 

 

 

 

 

 

 

 

 

 

 



   

 

(iii) 業務目標 

 Business Goals 

兩個主要目標： 

 

1. 造福有需要的人群 

自 2019 年冠狀病毒出現，市民的外出和行動受到大大的阻滯，尤其對老人家來說，每天困在家裏

悶悶不樂更是問題。 

→ 在設計新的產品製造盈利的同時，為解決老人家和有需要人士出行所遇到的問題而出一分

力，減少他們受到感染和迷路的風險，保障人身安全。有產品的幫忙，顧客能方便進出各個

指定場所，讓顧客在疫情間也能如往常一樣外出散步，享受大自然，呼吸外面的新鮮空氣。

考慮到在疫情後的情況，GPS 和平安鐘等功能亦能在疫情完結後有用途，保護顧客安全，讓

顧客在疫情完結後也能更安心地出行。 

 

2. 製造盈利 

目標在疫情 2 年內製造約 3000 萬元利潤。 

 

 

  



   

 

第四部份： 營銷及市場策略 

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i) 市場定位 

 Market Positioning 

1. 高便利 

利用簡單快捷的方式協助用家。因為產品功能少，所以價格也會控制在較低的價錢，從而强調產品

使用的舒適度和便利度 

 

2. 高彈性 

產品的銷售方式爲租借形式，買家可以按自己的需要選擇合適自己的方案，用理想的價錢購買產品，

令其變得更高彈性。同時，產品有不同的尺寸，不論成年人或小孩都可以使用本產品 

 

3. 高保護性 

產品具高保護性，可以在疫情下避免用家誤闖高風險地區 

(ii)  主要顧客對象 

 Target Customers 

1. 長者 

• 對現時的科技不熟悉，可能不懂得使用智能手機。同時，因疫情下大多數地方都需要掃描安心

出行，從而針對他們在使用安心出行時遇到的困難，例如手抖而不能快捷掃描 

→ 產品則可以讓老人家更方便快捷地完成掃描 

• 針對長者獨自外出時可能遇到的種種困難，如迷路 

→ 產品內置的 GPS 功能可以爲他們帶來保障 

 

2. 小孩 

• 有些父母雙方均須工作，未能親自照顧小孩。 

→ 產品可以讓他們知道小孩的所在位置和周遭環境，也可以協助他們照顧小孩，遠程了解小孩

的情況，遇上情況時家長可以直接解決，例如小孩跟家人失散時可以利用 GPS 功能及時找到

小孩 

 

3. 視障人士 

• 未能順利使用安心出行 

→ 產品所提供的功能內置安心出行的代碼以及配合店家，由店家掃使用者的代碼，助他們出入 

 

 

 

 

 

 

 

 



   

 

(iii) SWOT 分析 

 SWOT Analysis 

優勢 Strength 劣勢 Weakness 

1. 全港首創 

• 結合了現今不同的技術和科技，打造一個方

便顧客的手環 

• 把 GPS、平安鐘、偵測高風險地區 、掃描安

心出行的功能放進我們的產品，成為市場先

例 

 

2. 高彈性 

• 產品以租借形式來推出。顧客可以按照自己

的需要來選擇不同的服務 

• 爲了讓顧客能放心和有效的使用產品，我們

會嚴格監控產品製作，保障顧客安全 

1. 私隱問題 

• 顧客的資料難免會有洩漏的風險，難以百分

百確保資料一點都不會從公司或顧客方面

洩漏 

 

機會 Opportunity 威脅 Threat 

1. 嚴峻的新冠疫情 

• 按照現階段的情況，疫情相信還會持續至 1-2

年，意味著香港市民還要維持現在的生活模

式，例如規定去公共場所要掃描安心出行 

→ 產品可以幫助和方便他們對抗疫情 

 

2. 持續幫助用家 

• 在疫情過去後，產品的大部分功用依然可以

如常應用，不會因疫情的消退而失去價值 

 

 

 

 

 

 

 

 

1. 知名度和規模的差距 

• 產品推出後，電子產品業界的國際公司也會

推出相關產品，而他們的規模和業界名氣都

較高，甚至發展到全港 

→ 當他們加入市場時，因知名度和規模的差

距而大大提升競爭 

 

2. 系統不統一 

• 日後，政府可能會更新安心出行程式，而不

同的系統會令市民混亂 

 

3. 電訊公司及商戶不配合 

• 由於我們產品科技尚未成熟，電訊公司可能

對我們沒有信心，而不願合作; 同時，現今

社會上有掃描安心出行的機器，店家可能因

為麻煩而不願配合，令產品運作遇上困難 

 

 

 

 

 

 

 

 



   

 

(iv) 營銷渠道 

 Sales Channels 

我們的營銷渠道分為三種： 

1. 在實體方面: 

• 參加不同的線下市集 ，以提升知名度和令市民對產品有基本概念 

• 與電訊商和其他商戶合作，把產品代理權給他們，成功租出手環時，會提供佣金給他們 

 

2. 在線上方面: 

• 設立網上商店，租售我們的產品和提供客戶服務，遇到問題時，能即時得到幫助 

• 在應用商店上架，供顧客下載和定期更新應用程式 

 

3. 在政府方面: 

• 與政府合作，以優惠的價錢租售給有需要的人士，利用產品幫助更多的人，以提升普及性 

 

(v) 宣傳方法 

 Promotion Method 

1.針對主要用家方面: 

• 在電視和電台上投放廣告:  

考慮到老人家常從電視上接觸外界的資訊，他們能藉此對本產品有基本的認識，使用產品

時不會感到陌生。 

• 與政府合作:  

政府更具權威性，較易宣傳給有需要人士 

 

2.針對主要用家的家人方面: 

• 在社交媒體上宣傳: 

與不同的名人和關鍵意見領袖合作，提供產品讓他們試用，他們試用後在社交平台如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分享他們的使用心得，加深市民對本產品的認識 

• 提供優惠碼: 

他們可以用優惠的價錢購買產品，以增加顧客 

(vi) 銷售預測 (首三年) 

 Sales Projection (First 3 years) 

首年，主要推廣顧客為老人家，全港老人家約有 60 萬，而現時有 20 萬人使用平安鐘服務，預計首

年有 20%的老人家和 50%的平安鐘服務使用者使用我們的商品，總計約 220,000 人使用 

 

第二年，通過宣傳和產品的改進，老人家的使用率會上升至 40%，約有 24 萬老人家使用；而小孩

的使用率會上升，佔現時小孩的人數的 30%，約 165,000 人;而在針對視障人士，他們的使用率會上

升至 30%，約 52,500 人，總計約 457,500 人使用 

 

第三年，隨着疫情結束，我們會改良手環，預計有更多的人使用產品，預計全年約 900,000 人使用 

 



   

 

第五部份： 財務 

Section V:  Finance 

(i)  公司成立成本 

 Startup Cost 

商業登記費（3 年） $3,950 

研究及開發 $1,500,000 

PCT 國際專利權 $23,000 

辦公室 $470,000 

小結 $1,996,950 
 

(ii)  預計每月支出 

 Expected Monthly Expenditure 

薪金 

IT 人員(20 位) $500,000 

文員(10 位) $150,000 

客戶服務人員(10 位) $150,000 

小結 $800,000 

10%佣金(給電訊公司) 

首年 $30×220,000×10%=$660,000 

第二年 $30×457,500×10%=$1,372,500 

第三年 $30×900,000×10%=$2,700,000 

宣傳費（1 年） $5,000,000 

雜費 $315,0 

系統更新+網頁更新 $100,000 
 

(iii) 預計收入 

 Expected Income 

月費計劃：每位每月$30 

首年 30×220,000×6=$3,960,000 

第二年 30×457,500×12=$164,700,000 

第三年 30×900,000×12=$3,240,000,000 

*裝置按金：$200（按金並不會計算在收入中） 

 

 

 

 

 

 

 

 

 



   

 

(iv) 集資來源 

 Funding Sources 

申請政府/其他機構的補貼 

樂齡及康復創科基金(社會福利署) $5,000,000 

科技企業家夥伴計劃(香港科學院) $100,000 

數碼港投資創業基金(數碼港) $1,000,000 

創意微型基金（數碼港） $100,000 

數碼港大灣區青年創業計劃(數碼港) $1,000,000 

阿里巴巴創業者基金 $1,000,000 

青年發展基金(青年發展委員會) $600,000 

創新及科技基金(創新科技署) $150,000 

小結 $8,950,000 
 

(v) 三年財務預測 

 Financial Projection in 3 years 

盈利（資金-成立成本-每月支出-佣金+收入） 

第一年 $8,950,000-1,996,950-23,757,800+3,960,000 =$-12,844,750 

第二年 $-12,844,750-32,307,800+164,700,000 =$119,547,450 

第三年 $119,547,450-48,237,800+3,240,000,000 =$3,311,309,650 
 

 

  



   

 

第六部份： 風險管理 

Section VII:  Risks Management 

就著本產品，我們預測到在營運過程中會有若干的問題。 

 

1.資料洩漏: 

由於我們的產品含有定位功能以及用戶個人資料，因此顧客的實時位置將傳送到我們的伺服

器中。這意味著，本公司的伺服器將儲存著大量用家資料。我們承諾會妥善保存顧客資料，

但仍未能絕對保證顧客資料不會洩漏出去，當系統出現問題的時候，顧客資料便容易洩漏出

去。對此，市民或會因此而害怕自己的資料被洩漏出去，對其私隱造成影響，因此不願使用

本產品的安心出行或定位功能，甚或會選擇不使用本產品，使本公司流失部分客群。 

因此，本公司承諾使用最高級別的保安系統，定期維護系統並加設保安密碼。任何員工在未

經許可的情況下都不能打開存放顧客資料的檔案，在本公司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小心處理資

料，並在 30 天後全數刪除，保證資料只會用於紀錄，並沒有其他用途。另外，本公司同樣

會在合約內詳細列明存在的風險以及相關處理方法，列出產品需要注意的地方，釋除顧客的

疑慮，加強他們的信心。 

 

2.老人家對科技的抗拒: 

由於老人家對科技並不熟悉，也會覺得自己不懂使用科技產物，同時認為高科技產品的準確

度不足。因此他們可能不會被廣告所吸引，也未必會接受家人為他們所購買的手環。因此，

本公司將會流失部分對科技抗拒的客群。 

對此，本公司將保證手環的使用方法簡單易用，功能操作簡單快捷，簡單一按就能完成操作，

切合老人家的需求。同時，我們將在老人家會接觸的平台上宣傳手環和其他手機的分別，加

強宣傳其簡單易用的特色，釋除老人家潛意識上認為手環複雜難用的固有想法。同時，通過

宣傳，長者亦能明白到產品能惠及他們的日常生活，更願意使用本產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