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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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項⽬名稱:  

 

HiBirds!HiBirds!

(iii)項⽬摘要:（ 請⽤不多於500字簡介）

《 項⽬主題：樂齡科技GERNOTECH 》《 項⽬主題：樂齡科技GERNOTECH 》
  

「HiBirds! 」旨在為 60 - 75歲樂齡⼈⼠建⽴仿效元宇宙(Metaverse)式⼤型社區互動平台。

 
透過 HiBirds! 科技模型及互動平台，每位⻑者會員都配有專屬的虛擬形象及虛擬雀⿃進⾏社交

活動。HiBirds! 以利⽤其強⼤的⽤戶社交屬性，使玩家可查看附近玩家、舉⾏線上聚會，並提醒

⽤家⽇常鎖碎事項。

 

HiBirds!專為⻑者⽽設。

(1) ⼈⼝⾼齡化問題嚴重，針對⻑者所開發產品的市場需求殷切。

(2) 做到在不加重照顧者的經濟壓⼒和負擔下，透過HiBirds!為⻑者提供家居性娛樂社交平台。

(3) 產品以元宇宙科技為藍本，為處⾝不同地區的⻑者以虛擬⽅式進⾏實時社交活動。

(4) HiBirds!能成為⻑者的陪伴者，透過語⾳識別及⼈⼯智能技術(Artificial Intelligence)，

⻑者可以與HiBirds! 互動，分享⼼事。

(5) 透過對話和社交解開⻑者⼼結，保持正⾯思維，減低⽼⼈抑鬱及⾃殺的機會，從⽽適度減輕

⽼⼈對社會造成的負擔，盡⼒達致⻑者在⾜不出戶的情況下也能透過HiBirds! 與朋友社交，與

朋友保持聯繫。

(6) 在虛擬世界打造⻑者專屬社區，讓⻑者結交社群新朋友之外，HiBirds!具有運動功能，能以

遊戲活動型式減慢⻑者腦退化速度，既可以達到更真實養寵物的體驗，⼜可以達到讓⻑者保持適

量的運動。

(7) 考慮到⼤部分⻑者記憶⼒下降，所以產品均設置提⽰系統，可以提醒⻑者⼤⼤⼩⼩的事務。

(8) HiBirds!便利社交⽣活，令⻑者⽣活更充實，我們會以社企公司形式營運，盡量平衡⽀出與

收⼊的同時，亦提升形象同時關顧社會責任。

(ii) 項⽬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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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份:社會效益

(i) 社會需要 （例：社會問題及其嚴重性）（約300字） 

 

社會問題

1.⼈⼝⾼齡化問題嚴重

根據⾹港政府經濟顧問辦公室的統計數據， 預計在2050年，⾹港65歲或以上的⼈⼝

將會佔總⼈⼝的40%，成為全球最⼤⻑者百分⽐城市中的第五位，漸漸邁向「⾼齡化社

會」，⻑者⾝⼼問題⽇漸引起關注。

2.⻑者的社會需要被忽略

⼤部份⻑者的⼈⽣路上⼀直以照顧者⻆⾊⾃居，直到年紀漸邁卻被社會忽略被照顧的需

要。社會⽣活步伐急速，⻑者家⼈經常因忙碌⽽忽略⻑者的需要。同時，⻑者為免為家

⼈增加負擔，也習慣隱藏⾃⼰的需求。在此惡性循環下，⻑者的社會需要往往變成被⻑

期漠視。

⽣理問題

 

3.⾯對患上認知障礙症的⾵險

有研究發現，在六⼗歲或以上的⼈⼠當中，患上認知障礙症的⽐率隨年齡遞增。認知障

礙症患者的記憶、理解、語⾔、學習、計算和判斷能⼒都會受影響，部分且會有情緒、⾏

為及感覺等⽅⾯的變化。【1】

4.部分⻑者可能缺少⾃理能⼒

     ⻑者會因為疾病，⾝體機能退化或⼿術等原因，失去⾃理能⼒，⽽隨著社會上⽼齡⼈

⼝數量的不斷攀升，這就導致全社會的失能⽼⼈的⽐例在逐年上升，受到社會關注。 

5.⻑者⾃由活動的安全性

邁⼊年⽼⽣活，很多活動對⻑者⽽⾔都具有潛在的危險性，因此⼀⽅⾯⻑者的活動範圍

會受到各種限制，另⼀⽅⾯會導致⻑者失去參與活動的興趣。⻑者的安全問題極為重

要，但隨著年紀增⻑，⾝體機能逐漸退化，致使年⻑者難以⽴即做出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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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份:社會效益

(i) 社會需要 （例：社會問題及其嚴重性）（約300字） 
 

8.社交孤⽴
退休後的⻑者剛離開⼯作場所，通常會頓失⼀部分的⼈際接觸，也會對突然空⽩的時間安排感到不

適應或失去⽣活重⼼。⽽家庭也隨著社會經濟型態的改變，⼦⼥離家⼯作或移⺠外地令⻑者在孤獨

中融⼊了思念親⼈、無助等複雜的情感，因⽽⼼情抑鬱，對⽣活失去活⼒。⾹港城市⼤學管理科學

系⼀項調查發現，在新冠病毒疫情影響下，⾹港⻑者社交孤⽴⾵險⾼，不單損害⾝⼼健康，增加患

病⾵險，還會加重醫療服務的壓⼒。

9.⻑者難以掌控當今科技⽽感到與社會脫節
驟然的環境改變、社交網絡的散失，使⻑者與社會步伐脫節。據調查顯⼤部分⽰⻑者未曾接觸智能

⼿機，更有接近⼀半的⻑者害怕不懂操作智能⼿機，因⽽影響到⽼⼈的情緒、⾏為及健康，使他們

⽣活質量受到重⼤衝擊。【4】 

⼼理問題：

 
6.獨居⻑者⼼理問題尤為嚴重
對於獨居⻑者⽽⾔，基於他們的家⼈，朋友較為忙碌或伴侶離世等原因，久⽽久之會失去社

交機會。從臨床表現上觀察到，許多「獨活」是迫不得已，例如⻑者本⾝不善⼈際社交，或因

年⽼⾝體出現種種問題，漸漸便會與社會脫節，引發獨活症候群或抑鬱症等的⼼理病發⽣。

【2】

 

7.⻑者⼼理及精神健康容易出現問題  

邁⼊年⽼⾯臨的⼼理與調適會因個⼈差異⽽有不同，個⼈性格、態度、家庭狀況及⼈際關係

等因素都會隨著年齡的增⻑產⽣影響，⽼⼈會⾯臨⾝⼼狀況的改變與⽣活的轉變，這些無法

避免的落差會對⻑者⼼理構成重⼤影響。甚⾄有⻑者因擔⼼⾃⼰時⽇無多⽽感到焦慮。這些

問題都會引伸⾄抑鬱症，焦慮症等⼼理及精神問題。【3】

https://www.epochtimes.com/b5/tag/%e7%94%9f%e6%b4%bb%e8%b3%aa%e9%87%8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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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部份:社會效益

1.電⼦寵物能成為⻑者的永遠陪伴者 
不少⻑者會擔⼼寵物的⽣病或離世問題，從⽽選擇不養寵物。HiBirds!將設定遊戲中的電⼦

寵物設定為出⽣⾄成年，使⻑者玩家能夠在體驗寵物成⻑的過程同時，亦無需擔⼼電⼦寵物

的死亡問題，達致陪伴與解憂的⽬的。【5】

2.透過對話解開⻑者⼼結
透過AI⼈⼯智能設定，寵物亦可擔當治療師和聆聽者的⻆⾊，協助⻑者抒發情緒。同時，

HiBirds! 亦考慮到⻑者的性格差異，遇到⽐較被動的⻑者時，寵物會較主動⿎勵或引導⻑者

表達⾃⼰的想法，協助他們⾛出負⾯情緒。

3.同時於虛擬與現實世界打造⻑者專屬社區
透過產品伺服器的線上聊天室，HiBirds! 將為⻑者匹配有相同興趣的⽤戶，除了HiBirds!

的投影虛擬空間外，同時打造專屬樂齡⼈⼠的另⼀度實體空間 HiPark！（將於第⼆階段推

出），使⻑者能透過實體⾒⾯作即時互動，為⻑者提供⾜夠的社交機會，發展興趣與愛好，

增進與⼈際關係，凝造作為社區⼀分⼦的歸屬感。

 

4. 以遊戲減慢⻑者⽼化速度
⻑者可以透過完成簡單的任務，包括耍太極，步⾏，來換取遊戲⾦幣，並透過代幣兌換物

資，為寵物提供需要的⽇常⽤品。任務旨在透過多感官體驗訓練⻑者的反應⼒、注意⼒ 、判

斷⼒、執⾏能⼒等，減低其記憶⼒及⾝體機能衰退的速度。

 

5. 設置提⽰系統 
鑑於⻑者記憶⼒逐漸衰退，寵物內置的提⽰系統  (prompt system) 便能為⻑者提供⽣活

輔助，其中包括服藥，覆診提⽰，⾒⾯⾏程等，減輕⻑者和照顧者的負擔。此提⽰系統能⼤

⼤提供多元化、便利、即時的醫療和⽀援服務，對⻑者維持健康、獨⽴和積極的⽣活尤其重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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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產品/服務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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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項⽬資料

 

HiBirds!產品外觀

APPUI設計

創作理念

HiBirds! 創作團隊深刻了解現今樂齡⼈⼠⽣活的困難之處，特別是被社交孤⽴及認知障礙症的問題尤

其嚴重。現今世代科技盛⾏，與⼀般電⼦寵物不同，我們的產品啟發⾃元宇宙設計，在顧及⻑者的使

⽤能⼒下⼤幅省略元宇宙的複雜理論及運作      模式。HiBirds! 冀望改善⻑者⾝⼼理健康及⼈際關係，提

升⻑者⽣活質素外，亦能讓⻑者同步體驗新科技，追隨社會發展腳步。

HiBirds! 亦旨在利⽤元宇宙式虚擬空間建⽴⻑者社區平台，促進⻑者之間互相學習及交流，分享⽣活

智慧，使⻑者更健康地享受退休⽣活。同時，HiBirds! 亦希望⻑者能透過互動遊戲促進與同輩友⼈之

間的相互信任，為⽤戶建⽴正⾯思想 。除遊戲體驗及社交⽣活之外，HiBirds!亦顧及到⻑者的⽇常⽣

活需要，故遊戲應⽤程式亦增設提⽰系統，為⻑者提供⽣活輔助。⽤戶⾴⾯亦專為年⻑⼈⼠設計，⽤

戶介⾯簡單易明，易於操控。

 

圖⽚來源：Google Image



產品功能
 

 1.透過同時開發APP及實體產品以吸納不同層⾯⻑者⽤戶。

 2. Hibrds!以雀⿃型態展⽰，以第三⽅強⼤語⾳功能及⼈⼯智能和⽤家溝通。

 3. HiBirds!以投影形式取代VR 眼鏡之虚擬實景，雖真實體驗與元宇宙有別，但減低

⻑者因配戴眼鏡⽽忽略周遭環境增加的危險性。

 4.HiBirds!已內置多重雀⿃習性，如喜怒哀樂之反應、聲調、技能、⻑者護養知識

等，亦可由主⼈訓練HiBirds!不同的技能例如唱歌、跳舞等。

 5.⻑者可透過做不同級別任務來獲取遊戲代幣，因此能達到⿎勵⻑者每天運動，從⽽

減慢⻑者⽼化速度。

 6.HiBirds!亦具有社群功能，⻑者可以和其他⽤戶於虚擬空間聊天交流，令⻑者不需

出⾨也能結交朋友。

 7.產品的⽤戶介⾯設計專為⻑者設計，畫⾯按鈕較⼤，每個畫⾯亦不多於五個按鈕，

⽅便⻑者使⽤。

 8.產品可以提醒⻑者⽇常鎖碎事項，如⻝藥、做運動、複診、甚⾄兒孫⽣⽇等。

 9.HiBirds!內置⽣活紀錄功能，以⼈⼯智能分辦⽇常⻑者與HiBirds! 互動之⽚段，

可作⽇後重溫。

10.HiBirds!以主⼈制度運作，在⻑者主⼈百年歸⽼後，HiBirds!將會被回收，翻新

並還原出廠設定，以達致物盡其⽤。內存之數據可根據⻑者⽣前同意後，製⼊成⻑者

回憶錄送交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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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項⽬資料

“HiBirds! 著重樂齡⼈⼠的社交⽣活及⽇常需求，並深信

電⼦寵物的陪伴可以為樂齡⼈⼠提供精神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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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項⽬資料

 (ii) 產品/服務特⾊

HiBirds!除為⻑者提供遙控器外，HiBirds!團隊亦考慮到⾏動不便的⻑者需要，因

此產品亦會配有AI聲控技術，使 HiBirds! 能對⻑者的指令作出回應，⽅便⻑者

HiBirds!可實時投影元宇宙式社區影像，增加⽤家參予度

HiBirds!在虛擬世界設⽴⻑者專屬社區，⻑者能以線上形式參予聚會，⾃由交談

HiBirds!除實體產品外，同時提供Apps供⾮購買產品之⻑者加⼊社群

⻑者在購買產品後將有專⼈上⾨設置，並教導⻑者如何使⽤產品

以遙距控制形式監察裝置情況，以提供適時維修保養

提供24⼩時客戶服務中⼼，隨時解答⽤戶問題

⽤戶可在購買時簽署內容儲存同意書，在⽤戶百年歸⽼後，公司會回收產品，並將

內容資料儲存於硬碟中，送予⻑者家⼈留為紀念。其後會銷毀產品內所有儲存內

容。

APP⽤戶能使⽤⼤部份功能，但未能透過實體虚擬(Virtual Reality) 空間與其他

⽤戶互動

購買實體HiBirds! 產品後，⽤戶需登記成為HiBirds! APP ⽤戶，以體驗

HiBirds! 為⽤戶帶來的樂趣

1. 設置投影及聲控技術，⽅便⻑者操控

2. 加⼊線上虛擬社群功能，令⽤戶在家中也能體驗社交⽣活

3.以⼈為本，為⻑者提供最貼切快捷的服務

4. APP 開發以滿⾜不同⽤戶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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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項⽬資料

 (iii) 可行性 

1.樂齡市場龐⼤
根據統計處數字，⼈⼝⽼化⼝益嚴重，【7】，樂齡市場龐⼤。HiBirds!迎合社會需要，並擁有

巨⼤的潛在⽤戶客群，業務的可延展性亦得以提升

2.市場競爭優勢
HiBirds!作為⾏業發展先驅，將要⾯對的市場競爭較為緩和，較易佔據市場份額。

3.政府⽀持科創企業
 HiBirds!將申請由政府提供的科創企業津貼計劃，為我們提供全⾯性⽀援，加上以社企形式

營運，較易得到多⽅⾯⽀援收⼊，相對⾵險較少。

4.技術發展成熟
科技發展已然成熟，第三⽅技術或產品合作選擇較多。同時⾃⾏開發技術⽐例較少，易於控

制成本。

HiBirds! 預計在第⼆階段開設實體HiPark，與各社福機構合作，定期舉辦HiBirds! ⽤戶

聚會，體現O2O (Online to Offline)的⽅針，讓⻑者透過遊戲重新投⼊實體社會，接觸社

群朋友

提供更多有趣功能，增加⽤戶黏貼度，如⽤戶獎賞計劃、⾦幣排⾏榜等。同時⽤戶亦可透過

推薦朋友加⼊或根據⽤戶使⽤活躍度等獲得獎賞，獎賞可⽤於豁免會員⽉費或在 HiBirds!

內消費之⽤

引⼊不同機構以植⼊式廣告形式提供實⽤資訊予⽤家，例如醫院教導⻑者⻑壽秘訣、⽼⼈⽤

品公司介紹輪椅正確使⽤⽅式等，從⽽增加公司收⼊

與第三⽅供應商合作，提供⻑者健康產品貨源，並於商城出售

與第三⽅線上購物機構合作，引流⾄ HiBirds!商城

規定第三⽅合作機構透過 HiBirds!商城售出的貨品利潤將需要為 HiBirds! 提供5%⾄

10%分紅

 

 

1.設⽴實體HiPark

2. 新增獎賞計劃和排⾏榜功能

3.以植⼊式廣告增加公司收⼊

4.商城功能

 未來業務拓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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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項⽬資料

 (iv) 業務目標 

短期⽬標

⻑期⽬標

1.在業務發展成熟後，配合已收集的⾹港⽤戶資料庫，開拓海外市埸，建造跨國界⻑者

網上社區平台

2.與外地樂齡公司合作，推廣HiBirds!⾄全球，使HiBirds!在亞太區的使⽤量達 5%

3. 透過巨⼤的⽤戶數令HiBirds!在⻑者之間變為潮流，吸引更多⻑者使⽤HiBirds!，

改善⻑者⾝⼼理健康及⼈際關係，減少醫療負擔，提升⻑者⽣活素質

 

 

 

 

1.開拓本地市場，有5％的⾹港⻑者在使⽤HiBirds!

2.在前期主動邀請與⽼⼈院和社區中⼼合作，推廣HiBirds!⾄全港⻑者

3.三年內註冊⽤戶數達到五千，活躍⽤戶達到兩千，相關瀏覧率達到每⽉15000次以

上

4.吸引全港 30% 的⽼⼈⽤品公司在HiBirds!使⽤廣告宣傳，其中50%的⽼⼈⽤品公

司將透過我們提供優惠券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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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i) 市場定位（約 200 字）

HiBirds!在市場之定位 - ⾼⽤戶黏度及⾼便利性

HiBirds!為⻑者可以信任的陪伴者/提供交友平台，產品以⻑者⽤戶為核⼼，設計從⻑者⽤家

⻆度出發，以⾼科技、專業化、⾼品質、創新的品牌形象，彌補市場上對⻑者⽣理及⼼理上照

顧之不⾜。HiBirds! 之經營理念⿎勵與多⽅合作，除降低成本外，更可將關顧⻑者的使命最

⼤化。

圖⽚來源：google 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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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iii) SWOT分析 (約500字)

1. 信⼼問題

創業團隊為中學⽣，沒有創業經驗，較遜於⼤型技術公司，因此對企業信任度不⾼，導致創

業初期可能會⾯對資⾦短缺及營運策略的問題。

2. 成本⾼

HiBird!需依靠多種⾼科技⽀持，製作成本甚⾼。同時HiBirds!公司也需招聘技術員，確保

產品及伺服器能夠⻑時間運作，以及監察產品安全。

3. 保安問題

HiBird!需處理⼤量數據，保護相關數據之安全尤為重。因此可能導致⼤量資⾦的⻑期投

⼊。

 

1. 產品較新穎

HiBirds!參考元宇宙概念為⻑者打造尊屬的電⼦寵物在市⾯上暫時並未出現過，因此在市

場層⾯上，我們將設定較⾼的市場價格，並根據⽤家的經濟狀況，為有需要的⽤戶提供津

貼，以薄利多銷、服務⽼⼈的社會責任為依歸。

2. 市場拓展性

 HiBirds!⻑遠計劃開展更多相關業務，如建⽴線下聚會，獎勵計劃等等，相⽐其他平

台，有更⼤的發展空間及收⼊來源。

強項 Strengths

弱項 Weak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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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iii) SWOT分析 (約500字)

機會 Opportunities

威脅 Threats

1. 隱私問題

⽤戶可能不願意揭露私隱，如電話號碼，醫療紀錄，家庭收⼊等，使系統無法根據個⼈情

況提醒⽤藥時間，派發津貼。

2. 慣性⽤戶不⾜

⻑者有可能認為科技對他們來說很難使⽤，在使⽤第⼀次後便⼤⼤減低活躍度，導致

HiBirds!的使⽤率下降，品牌信譽可能因⽽減低。

3. 中央管理系統的維護

當中央管理系統出現問題，伺服器有可能會停⽌服務，所有HiBirds!⽤戶在HiBirds!的活

動會被停⽌，包括提⽰系統也會失效。HiBirds!停⽌運作對⽤戶可能會產⽣巨⼤影響。

1. 元宇宙市場

元宇宙逐漸受⼤眾認可和接受。隨著元宇宙的歡迎程度上升，HiBirds!的歡迎程度也期望

受到關注。

2. 科技發展成熟

隨著科技發展，AI⼈⼯智能和⼤數據繼續演進，令HiBirds!的功能和準確度⼤⼤提升，讓

每⼀位客⼈得到個⼈化的服務，享受優質的⽤戶體驗。

3.⻑者社會問題嚴重

 全球社會⼈⼝⽼化，社會上衍⽣出各種涉及⻑者問題，如⽼⼈院的供應不⾜、⻑者不能得

到全⾯照顧等等。HiBirds!的出現某程度上能協助解決部份⻑者的社會需求，亦為社會減

輕壓⼒。 



Mep22_Team021_HiBirds !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iv)營銷渠道 (約200字)

1.線上渠道

我們會設置網站提供網上購買服務，⽅便⻑者或他們的⼦⼥購買HiBir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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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優化搜尋引擎，提升HiBirds!的曝

光率和品牌信⽤度。

2.線下渠道

為針對主要⽬標客群（⻑者），我們會在他們經常出現的地⽅，如社區中⼼和交通⼯具，設

放實體廣告。 同時我們亦會參與各種的展覽會、演講和⻑者電視節⽬，提⾼HiBirds!的知名

度和曝光度。

3.接受傳媒採訪

我們將會接受傳媒的採訪，得以受眾精準化，並提⾼曝光率，提升品牌信⽤度。

4.參加創業⼤賽

作為初創企業，我們將積極參加不同初創⽐賽，既可吸收經驗，聆聽不同意⾒外，更有機會

透過項⽬曝光吸引投資者注意。

5.與⽼⼈院舍或機構合作

HiBirds!⾸階段將與⽼⼈院舍或機構合作，進⾏推廣活動，進⼀步宣傳HiBirds!的產品優

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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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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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銷

我們將以社群貼⽂、影⽚、⽂章等不同形式的媒介，吸引對養寵物有興趣的顧客，並針對⻑者

的需求介紹HiBirds!，解決他們的需求問題，增加⻑者對品牌的信任感和忠誠度。

感性⾏銷

以⻑者家⼈作為推銷對象，HiBirds!可以代為照顧⾄愛⻑者的⼀份⼼意。

社交媒體

我們將開設Facebook 和Instagram帳戶，針對⻑者或⻑者的⼦⼥進⾏推廣，定期發佈貼

⽂如有關寵物的新設計，新發布的任務，最新優惠等，增加品牌爆光率和與顧客的互動，提

升品牌可信度。

網購服務

我們會設置網站提供網上購買服務，⽅便⻑者及其⼦⼥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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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產品專櫃

我們將會在⽼⼈⼈⼝⾼企地區設放產品專櫃，讓⽼⼈免費試⽤HiBirds!，並提供免費即場登

記購買服務，⽅便⻑者購買HiBirds!。

廣告燈箱

我們會在電⾞，巴⼠等交通⼯具落廣告， 吸引⻑者及其⼦⼥注意HiBirds!

明星宣傳

我們會邀請⽼⼀代的明星使⽤HiBirds!並在社交平台上宣傳，提升曝光率，吸引⻑者注意。

1 .宣傳⽅向

2.線上推廣

3. 線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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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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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其他宣傳⽅法

參加展覽會

我們會參加有關樂齡科技和樂齡⽤品的展覽會，以提⾼HiBirds!的曝光率和知名度，增加

⻑者對HiBirds!的認識。

流動推廣⾞

我們會現⾝社區中⼼或社會企業中⼼向⻑者推廣，介紹HiBirds!的功能並提供免費試⽤服

務。

植⼊式廣告 
我們將會在公園，社區中⼼，超級市場等⻑者經常出⼊的地⽅設放產品專櫃，派發傳單，並

讓⽼⼈免費體驗HiBirds!的功能。

 
 

刊物落廣告

考慮到⻑者還習慣閱讀實體報刊，我們仍將在報刊，雜誌，報紙投放廣告，以⽂章形式提⾼

HiBird!的爆光率。

舉辦路演(Roadshow)
我們會舉辦路演, 介紹HiBirds!的功能和⽤法，並⿎勵⻑者使⽤HiBi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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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v) 銷售預測 (首三年) (約200字)

三分之⼀的合作⽼⼈院將在HiBirds!使⽤廣告宣傳

第三年的⽤戶⼈數是第⼆年的三倍以上

第三年的合作樂齡機構是第⼆年的兩倍以上

第⼀年：
HiBirds!剛成⽴，仍在研發階段。雖還未有⽤戶，但我們仍會在社交平台上宣傳

HiBirds!，並提供預購服務，提⾼HiBirds!知名度。

第⼆年：

HiBirds!開始對外開售，潛在⽤家有待發掘，開始與樂齡機構合作進⾏宣傳，⽤戶⼈⼝逐

漸上升。

第三年：
基於我們投⼊⼤量資源在線上、線下宣傳及第⼀批的⽤戶⼝碑良好，觸及及吸引⽬標客

群，⽤戶⼈⼝繼續⼤幅上升 (⼀次性⽤戶⼈數下降)。

我們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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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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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iii) 預計三年收入(工作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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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iii) 預計三年支出 (工作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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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HiBirds! 投資成本（工作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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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部份:⾵險管理

1.技術產品故障，加重⼈⼒資源負擔

HiBirds!初始階段將着⼒尋找資助或投資，並會積極吸納⼈才發展技術，後期則以利潤補

貼前期虧損。

 

2. ⽤戶私隱問題

HiBirds!需要⽤戶輸⼊個⼈資料，但同時亦會為平台設⽴專屬伺服器，以及利⽤雙加密鏈

技術，確保⽤戶的個⼈資料安全無虞。

 

3. ⽤戶過度沉迷

過度沈迷遊戲有機會使⻑者出現家庭問題，專⼈將設定每天使⽤時限為最多2⼩時，逾時

HiBirds!將⾃動關機。

 

4. 被抄襲的⾵險

HiBirds!將申請相關版權及商標，有利於樹⽴品牌形象，亦便於⽤戶識別公司商品和服

務，避免⾏業中惡性競爭及侵權問題。

 

5. 資⾦鏈斷裂

HiBirds!會同時利⽤線下及線上多種媒介作為流動資產保存，易會申請補貼及社會企業資

助，確保能提供⾜夠現⾦償還即時負債。

 

6. 信任問題

HiBirds!會透過線上及線下活動推廣產品品牌及形象，主動聯絡玩家了解意思及反饋並進

⾏產品改良，以增加⽤家對產品之信⼼。

 

7. 虛假⽤家加⼊社區作出欺詐⾏為

⽤戶使⽤產品前必須登記個⼈資料，並會有專員進⾏即時查核，確保登記者為真實⽤家。

⽇後其他社區成員必須由專員嚴密監察⽤戶的使⽤情況，確保⽤家享有公平、公開的遊戲

體驗。



 【1】⻑者⼼理及精神健康容易出現問題

原⽂網址：

https://www.judiciary.hk/doc/en/publications/coroner_report_july2021.pdf

根據2016⾄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前)死因裁判官報告的資料顯⽰，60歲或以上的⻑者⾃殺⽐例

達⾄總⾃殺率的三成半，平均每天都有⼀名⻑者⾃殺。所以，⻑者的⼼理狀況絕對不容忽視。

【2】⻑者以掌控當今科技⽽感到與社會脫節

原⽂網址：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2642018XXXXB0100.pdf

⾹港統計處發布《主題性住戶統計調查第64號報告書》，在個⼈電腦和互聯網普及程度⽅⾯提到，⻑

者（65歲及以上⼈⼠）使⽤智能電話的⼈數增加，在去年約每兩名⻑者便有⼀名擁有智能⼿機，由

2000年的0.6%升⾄2012年的18%再倍升⾄去年的37.4%。⻑者的使⽤智能⼿機⽐率的確在過

去幾年間升幅顯著，但並不代表⻑者懂得使⽤互聯網，其互聯網滲透率（即互聯網普及程度的指

標）只有24%，與⻑者使⽤智能⼿機的⽐率相差達13.4個百分點；意味着⻑者未必能善⽤智能電

話，他們對科技的認識仍有不⾜。⽴法會研究資料指出，⾹港有⽀持不同科技項⽬的資助計劃，包

括與安⽼服務有關的項⽬，但樂齡科技應⽤未⾒廣泛。原因在於⻑者不認識科技，對新的產品接受

程度較低。

【3】⾯對患上認知障礙症的⾵險

原⽂網址：https://www.dh.gov.hk/textonly/tc_chi/press/2006/061013.html

每年⻑五歲，百分率就會增加⼀倍，由六⼗⾄六⼗五歲年齡組別的1.2%增⾄⼋⼗五歲以上年齡組別

的32%。⾄於患者的嚴重程度，輕度⽼年癡呆症佔總患者⼈數84.6%，中度佔9.8%，⽽嚴重者則

佔5.6%，但當中只有11%的患者已由醫⽣診斷患上⽼年癡呆症。

【4】獨居者⼼理問題尤為嚴重

原⽂網址：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index.html

根據政府2016年中期⼈⼝統計的結果，在2006-2016年全港15歲及以上的獨居⼈⼠⼤幅上升了

24%。同時在研究中，獨居者較常患上精神障礙，很可能是因為孤獨。有34%的獨居者感到孤獨，

⽽⾮獨居者只有18%。⽽過去已經有不少研究指出，孤獨者更易出現認知退化和抑鬱徵狀，死亡⾵

險亦較⾼。

【5】電⼦寵物能成為⻑者的永遠陪伴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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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及資料來源

https://www.judiciary.hk/doc/en/publications/coroner_report_july2021.pdf
https://www.statistics.gov.hk/pub/B11302642018XXXXB0100.pdf
https://www.dh.gov.hk/textonly/tc_chi/press/2006/061013.html
https://www.bycensus2016.gov.hk/t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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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及資料來源

【6】養寵物減少孤獨感

原⽂網址：https://petcatanddogacademy.com/%E5%AF%B5%E7%89%A9/178/

南澳⼤學健康科學學院發現，飼養⽑茸茸的寵物(帶⽑或⽻⽑)有利於⽼年⼈的⼼理健康，甚⾄有助於

防⽌⾃殺。超過三分之⼀參與研究的⽼⼈表⽰，他們有“⾃殺想法”或“遭受了嚴重創傷”，但他們的

寵物給了他們活下去的理由。

【7】⻑壽是福？⾹港貧窮⻑者⼈數逾39萬 為⽣存年逾70仍要⽇捱兩份⼯

原⽂網址：https://www.hk01.com/社會新聞/673131/⻑壽是福-⾹港貧窮⻑者⼈數逾

39萬-為⽣存年逾70仍要⽇捱兩份⼯

【8】集資來源

https://smelab.com.hk/政府資助及私⼈機構資⾦⼀覽表/

申請社企funding $30000

資助：（1）政府資助 50000

（2）數碼港創意微型基⾦ $100000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hkyep )

（3）社創基⾦ $690,350

（4）創新及科技⽀援計劃 (ITSP) $1400000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

programmes/supporting-research/itsp/itsp-platform-seed/index.html )

（5）創業培育計劃 （HKSTP INCUBATION）⾼達1,290,000的資⾦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

and-acceleration/incubation/hkstp-incubation/ )

（6）專利申請資助計劃：最⾼資助額25萬元，或專利申請直接費⽤(包括專利檢索及技術評審費

⽤)的90%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ostering-

culture/pag/index.html )

https://petcatanddogacademy.com/%E5%AF%B5%E7%89%A9/178/
https://smelab.com.hk/%E6%94%BF%E5%BA%9C%E8%B3%87%E5%8A%A9%E5%8F%8A%E7%A7%81%E4%BA%BA%E6%A9%9F%E6%A7%8B%E8%B3%87%E9%87%91%E4%B8%80%E8%A6%BD%E8%A1%A8/
https://www.cyberport.hk/zh_tw/hkyep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supporting-research/itsp/itsp-platform-seed/index.html
https://www.hkstp.org/zh-hk/innovate-with-us/passion-matters/incubation-and-acceleration/incubation/hkstp-incubation/
https://www.itf.gov.hk/tc/funding-programmes/fostering-culture/pag/index.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