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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份：項目基本資料
項目名稱 ： EMO (Emotional Mental Overcome)
項目類別  

Health & Fitness

項目摘要

「情緒病」 是常見的都市病。在香港，每５個人當中，就１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情緒病困。在疫

情期間，不少人即使假日亦會留在家中，減少社交聚會，疫情改變大部分人的生活習慣，

在家工作、學生停課等等。都市人有既定的生活模式，如今因疫情打亂生活規律，或會造

成一定壓力，巨大的壓力可引起焦慮症或抑鬱症。中六考生更面對DSE（中學文憑試）突如

其來的改變。DSE將如期在4月22日開考，但考期將由1個月壓縮至3周，令許多考生的計畫

大亂，令人感到焦慮，甚至有機會患上情緒病 。

現今社會中有許多青少年都受到情緒困擾但一些不敢找人傾訴或求助未能及時以及得到

適切嘅協助， 市場上有許多不同的情緒支援服務但這些都不是以「青少年」為目標客群，

而大多都只是以成人或長者為主要服務對象。因此（EMO）以青少年用戶為中心，希望能藉

着「EMO」來改善青少年受到情緒困擾的問題。

 

首先，青少年多於網上求救（例如在Instagram發放貼文但回覆卻沒有提供適當的解決方

法），少向家庭求助，更有些選擇不求助，但長期積累壓力對學生而言並非好事。EMO希望

（1）改善青少年受到情緒困擾的問題，提供切合用戶狀況的健康資訊。以人工智能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進行聲音分折情緒，透過與EMO 仔談話後，感測裝置收集的訊號進

行分析與處理，得出對方正處於的情感狀態，從而分析出最合適的幫助。

在網絡上常常聽到不理解憂鬱症的網友評論，某某人會得憂鬱症，一定是因為老是愛胡思

亂想、心思太細膩、想太多的關係，平常放寬心，單純一點過生活就不會發病了。人們常常

會受到網絡上的影響，認為自己是「不正常」才得憂鬱症，但這都是對精神病的誤解(EMO)

希望能（2）糾正青少年對情緒病的誤解，令青少年明白正視問題的重要，並不會諱疾忌醫。



第二部份：社會效益

社會需要
現時社會上大數人都關注社會的經濟，未來發展，卻甚少提及青少年的精神健康問題。在

2020年「精神健康月」的籌委會呼籲各界就各項社會議題展開真誠對話，共同尋求出路。鑑

於超過四成學生受訪者指學業對其精神健康有非常或頗負面的影響，籌委會亦建議加強

對識別需要情緒支援的學生，並協助他們提高抗逆力、學習減壓技巧。香港青年協會公布

「學生情緒及健康狀況」調查結果。在3,669名受訪學生中，愈四成八（48.6%）壓力指數屬偏

高水平。香港撒瑪利亞防止自殺會在今年7至8月訪問了1624名中四至中六學生，了解青少

年的煩惱與壓力。調查顯示，76%青少年指最大煩惱來源是學業，其次分別是佔6%的人際

關係及經濟。

我們亦向約100名青少年進行問卷調查 結果請查閱：📎附件一

(1)抗拒向專業人士求助

年輕人通常覺得最容易是向朋友求助，而學校缺乏精神健康教育，令他們不了解自己的情

緒，又怕被標籤，令他們不願意直接向專業支援服務單位，例如社工，精神科醫生等求助。

(2)大眾對情緒病標籤

社會大眾習慣把不接受的行為歸咎於精神、心理問題，坊間的討論、報章的報道，往往追

溯事主是否患有精神病。例如：「因為他有思覺失調，所以才有暴力傾向」

(3)心理健康需求急升

大眾因近年所發的不同事情因而有部分青少年選擇抑壓情緒，不懂如何處理情緒問題，最

後更有可能過度抑壓引致不良後果。然而心理及精神嘅服務在香港供應量則不多，因此有

部份人未能夠得到適切的輔導及協助。

(4)市面上的心理咨詢費用昂貴

青少年他們沒有一份穩定的收入來源，因此他們無法去負擔昂貴的諮詢費用。

青少年正是社會未來發展的關鍵因此青少年有一個健康的身心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項目如何回應上述社會需要及產生社會效益 

香港青少年不敢面對情緒健康的問題十分嚴重，有部分青少年不找人傾訴或求助的主要原因主要是認為

無必要或是不想別人知道。這個產品正正能解決這個問題。而香港暫時並沒有此類型的產品，因此這個產

品在市場上沒有太大的競爭性 ,更能幫助一些不敢找人傾訴或求助的青少年。

 （1）提供專業輔導

·邀請「呼蜂喚語」及「青恊」等機構合作透過受訓的年青人為受情緒困擾的青少年提供最適切的輔導

.青少年可以利用匿名模式尋求專業輔導

·提供線上心理測驗讓青少年能夠識別自己的情緒健康狀況

.預防加深輕症情緒患者的病情

（2）改變青少年對情緒病標籤的誤解

·提供不同情緒個案的分析文章

·線上聊天模式可以讓使用者明白有許多同道人，從而明白自己並非異類

（3）給予最簡單的陪伴與聆聽

·用者可以在完全保密的情況下對「EMO」盡訴心中的不滿

（4）提供緊急求助服務

.系統如識別用者提及「自殺」字眼會直接通知中心提供即時協助

（5）青少年可負擔的費用

「EMO」為青少年提供可負擔的心理咨詢服務，以避免他們在有需要的時候，負擔不起昂貴的心理咨詢費

用，而導致心理健康變得更差



產品/服務簡介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免費版本 升級收費版本 

匿名配對次數：每月5次
專業心理咨詢次數：每月1次
廣告：放鬆指南影片播放前10秒

-月費$23 年費：$200
-匿名配對次數：每月無限
-專業心理咨詢次數：每月3
-免除廣告干擾
-獲得本公司吉祥物公仔一隻

用戶介面



產品/服務簡介

在手機應用程式中，本公司會提供

(1)專業求助服務

此服務會跟啟勵扶青會和「Open噏」密切合作，以朋輩支援為本的精神健康提供轉介服務，提供平台

讓有需要的年輕人，經過專業培訓的年輕人傾訴及支援。以朋輩支援為切入點，以不批判的態度聆聽

年青人所需，希望做到與年青人溝通，陪伴他們一起面對來自學業、家庭、朋輩相處、工作等引致的

情緒困擾 ，鼓勵年青人打開心扉，與我們傾訴。

(2)匿名線上聊天 

系統會隨機與不同用家進行連線，（如雙方都認為能繼續下去，即可按下同意連接）讓使用者與同樣

受到情緒困擾問題的人分享自己的經歷，如何舒緩壓力和情緒，藉此能找到同路人。

*有受訓練的青少年為群組管理員以確保一個安全的聊天環境

*如使用者被檢舉3次，我們就會對該使用者進行評估，務求能給所有使用者一個良好的使用

（3）日記

使用者可以在日記中選擇每日的心情，並在日子下輸入使用者想紀錄的東西。寫日記能讓使用者平

靜下來和自己交談。寫日記能抒發或發泄情緒,從而能夠調節情緒；增強自我體驗,提高存在感,從而提

升對人生的意義感；提高自我覺察力,為改變負性認知提供可能。日記最後有一部分是讓使用者紀錄

「每日值得感恩的一件事」。

📎附件二 ：功能的好處



（4）情緒測驗

使用者能透過進行情緒測驗來進行初步自我評估，此部分將於賽馬會情緒

GPS心理支援計劃和香港情緒健康中心合作，由兩個機構提供適合青少年的

情緒測驗，並提供情緒測試結果：               

希望能讓使用者了解自己各種面對什麼程度的情緒困擾，

（5）放鬆指南 

程式會提供一些能舒緩壓力的音樂。程式將提供由英國神經學家統計出一系

列的減壓歌單，而第一名為《Weightless》的音樂，被證實可令焦慮整體減低

65%。

程式亦會提供運動教學影片和禪繞畫的教學影片。

*這些教學影片都是由本公司製作。

(6)時間錦囊

使用者可以錄音給一個月-兩年後的自己，勉勵自己。

（7）尋求協作

使用者如面對嚴重的情緒困擾，認為自己需要即時的協作甚至出現自殺或傷

害自己的念頭，

https://www.google.com/aclk?sa=l&ai=DChcSEwioqtG4jLv2AhXKIWAKHbB0CPUYABAAGgJ0bQ&ae=2&sig=AOD64_2JiI4seXy5lkuFtOWX2PQu6sC5Hg&q&adurl&ved=2ahUKEwiIisu4jLv2AhUaEYgKHcFIBXcQ0Qx6BAgDEAE&dct=1
https://www.google.com/aclk?sa=l&ai=DChcSEwioqtG4jLv2AhXKIWAKHbB0CPUYABAAGgJ0bQ&ae=2&sig=AOD64_2JiI4seXy5lkuFtOWX2PQu6sC5Hg&q&adurl&ved=2ahUKEwiIisu4jLv2AhUaEYgKHcFIBXcQ0Qx6BAgDEAE&dct=1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現今年輕人是emo主要的顧客對象。由於現在社會步伐急促尤其是在香港，中學生們學業繁重，要承

受不少壓力而受到情緒困擾。平時日常校內考試加上過多的功課量會令學生減少自己的私人時間、

課外活動等，沒有令他們放鬆的渠道。再者在香港讀書的都會面對文憑試，每晚捱夜入讀夜讀也未

必能夠取得好成績。亦有大學生剛升上大學不適應，又有莊務等。還有剛踏進社會的年輕人，人生第

一次工作難免會有不少的壓力。除了他們外，社會上所有孤獨內向的人也是我們的目標之一，他們

沒有可以傾訴的對象也不敢和其他人說出他們的問題。

市場定位 

第一階段的主要顧客對象

我們希望初期能與本地年機構合作，透過少年機構的數據能夠貼切的研發有

助減少本土青少年情緒問題的功能，在應用程式逐漸普及後會根據不同青少

年所需而作調節。令青少年能夠真實感受到該應用程式與他們的所需完全吻

合並認同該產品的實用程度。

第二階段的主要顧客對象

從青少年的層面進一步發展到社會大眾，不論是青少年或成人，大家都會因

壓力而情緒受到影響，在青少年方面的應用程式達到穩定後，有助研發針對

其他年齡層的功能，更能普及該應用程式。

第三階段的主要顧客對象

在達到本地青少年普及到一定程度後，希望能夠擴展到其他國家的青少年去

使用該產品，當顧客對象人數上升，使用率增加，市場銷售及利潤亦會上升。

主要顧客對象



SWOT 分析

strength (S) :

-應用程式操作簡單，介面功能清晰

-方便使用，只需要一機在手

- 一個程式可以有多重功能

-可以匿名資詢心理輔導員

weakness (W) :

- 需要龐大的宣傳量，讓更多青少年認識

這項新服務。

--由於語言不通 ，難以打入外地市場

-系統應用暫時只提供輔導青少年有關的

功能, 而專家只能倚靠外部供應, 長遠需

要自己設立自己的輔導老師, 及擴展新功

能令青少年能夠長些時間留喺此平台。

opportunities (O) :

-提供市場缺少的情緒輔助應用程式

在現今本港社會上並沒有線上提供情緒

支援的應用程式，用家能在應用程式提供

多元化的功能又能於線上減少情緒問題

下，感受到既快捷又新穎的體驗

-在21世紀，基本上每個人都有一部電子

產品，能夠安裝我們的應用程式

threats (T) :

-市面上有同類型產品

-有些家長有機會誤認為這會是網上交友

程式

-有些青少年會因為要付費而不選擇此應

用程式

-我們是新推出的應用程式，顧客可能沒

有信心而選擇其他相關的程式



直接營銷:

-與學校聯繫、洽商，並以大批量發售的形式售賣帳戶

-以各大平台(eg.Play Store , apple store 和Microsoft Store)讓用戶下載，只

要有一部電子產品，不同手機用戶(android/iOS/Window)都能夠安裝我

們的應用程式

營銷渠道 

政府：

-本公司將主動聯絡政府的部門加以推銷，我們會踴躍參加政府舉辦的創業比賽，從而增

加曝光率讓更多的人認識我們。

-接受傳媒採訪 「EMO」作為香港本土第一個以青少年為主要目標的情緒管理程式，我們將

會接受本地傳媒的採訪，如「東方日報」和「香港01」等，得以受眾精準化，並提高曝光率，

提升品牌信用度。



宣傳方法
EMO設計了兩隻吉祥物，希望能以親切印象

吸引青少年的目光和注意。

第一步：增加曝光率

-「EMO」會在各個有關情緒病的非牟利團體網站進行推

廣

-「EMO」的應用程式版本會上架程式商店

- 與學校/扶輪會/情緒相關機構合作

第二步：線上置入性廣告

與各大社交平台進行推廣

-設立IG/facebook帳戶，與大眾分享關於我們的資訊

IG 內主要有2個廣告版位可以投放廣告：

原生廣告 (Wall Post ads)

限時動態廣告 (Stories ads)

-與KOL合作

-在Youtube 下廣告

-開通本公司的Youtube頻道，上傳產品的簡介影片、操

作影片

第三步：線下置入性廣告

-透過合作機構邀請KOL合作以及在機構內進行宣

傳

-巴士和醫院透放實體廣告，針對主要目標客群



銷售預測

根據香港統計處， 在2021年香港共有約61萬青少年(15-24歲）

我們預測在香港首半年有10%青少年會下載我們的應用程式，並會有5%的青少年成為
我們的付費會員。而每半年預計會多12%青少年下載，亦會多5%的青少年成為我們的
付費會員，第三年即可達到約70%青少年使用我們的應用程式，30%青少年成為我們的
付費會員。

我們會拓展除本地外的鄰近地區（如台灣，中國）的青年人下載我們的應用程式，預計半年
能達到約7萬下載數量。

第二年

第三年

我們將再拓展海外市場（如一些較多香港人的地區，如英國、加拿大等），希望從這些海外港人中獲得
支持，並得以宣傳給其他年青人，預計半年能達到約10萬下載數量。



第五部份：財務 

公司成立成本 

公司成立成本 金額($)

軟件設計 $20000

開發應用程式
$100000

宣傳費用 $30000-40000

 三年商業登記費連同公司註冊費 $5670

申請專利費 $2500

預計每月支出

預計每月支出 金額($)

宣傳費用 $3500

軟件持續研究支出 $5000

軟件維修費用 $5000

員工薪金 
- 客服人員 x 1  ：$12000
- 美術人員 x 1  ：$15000
- 管理員     x 1  ：$15000
- 公關         x 1  ：$12000

$54000

行政費 $2000



1)資助

我們估計可以申請，獲得大約$650,000為我們首年開支及開發成本

政府數碼創意微型基金

科技園科技企業家計劃

青年發展委員會 青年發展基金

2)銀行代款

3)廣告收益

預計收入

預計收入 金額($)

用戶訂閱收入 首年：70150

廣告收入 每月：100000

集資來源



三年財務預測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收入 用戶訂閱收入 $154330 $645380 $2946300

廣告收入 $120000 $150000 $300000

政府資助 $650000 $450000 $100000

總收入 $924330 $1245380 $3346300

支出
開發應用程式

$100000 - -

三年商業登記費連同公司
註冊費

$5670 - -

廣告費用 $30000 $20000 $10000

行政費用 $24000 $24000 $24000

雲端平台租用費用 $90000 $90000 $90000

員工薪金 $648000 $1272000 $1272000

軟件持續研究支出及維修
費用

$60000 $60000 $200000

總支出 $1605670 $1466000 $1596000

利潤/虧損 （-$681340） （-$220620） (+$1750300)



第六部份:
風險管理 

1）原生訊號

應用程式使用高科技系統控制，能夠掌握世界各地的資料。系統能聯系使用者的地域和時間，在

為不同對象提供資料時能就其地理、生活作出不同評價。

2）廣泛溝通

應用程式會與不同大眾流行的社交/熱門平台，如Instagram、Google等。他們能通過這些平台來發

放不同資料，為客戶提供不同服務。此外，若顧客遇到問題時，可迅速聯繫以解決不同問題，而

網上也會有不同資料設定，客戶有另一個途徑以解決問題。

3）資金

為避免資金不足問題，我們會設定一個資金後備庫，用以不時之需。當遇到資金不足的問題，能

有後備的資金以即時應急。

4）個人資料

許多顧客都不願意透露個人資料，以致填寫資料時有機會刪減其資料/有些不屬實的資料。但這

個應用程使用加密軟件，一般只會選取聯絡方法來向客戶提供相關資料，如資訊、提示等。應用

程式背後有強大的伺服器以確保客戶資料的私隱和保密。

5）被抄襲風險

「EMO」為在香港這個產業的先驅者，而「EMO」很可能會面臨被抄襲的風險。使用我們會為

「EMO」申請專利權。



附件一



附件一

不向別人求助的原因
● 自己可以消化情緒

● 認為自己可以解決

● 麻煩

● 唔想人哋因為自己而擔憂

● 不信任

● Didn’t want to bother other people

● 自己沈澱完就得

● 沒必要

● 尷尬 我覺得自己解決都冇咩問題

● 歡自己一個沈澱

● 無用

● Shy

● 冇需要

● 不想使人擔心

● 怕被人取笑

● 沒有人明白



附件二

日記

香港心理學會教育心理學部主席兼港大心理學系講師張溢明指，可透過感恩練習，將思想慢
慢變得正面，從而脫除「有色眼鏡」，擺脫主觀想法，如可寫感恩日記，寫下每日感到開心和
值得感恩的事，可以是一些小事情，例如吃了美味食物，回憶正面事情，可加深對正面事情
的印象，使心情變得較愉快。

放鬆指南

根據美國心理學會研究，聽音樂有效減低壓力賀爾蒙皮質醇的濃度，令大腦釋出多巴胺，讓

你有開心快樂的感覺。而有研究證實，音樂的旋律及節奏會影響我們的大腦活動。

經常運動有助釋放您身體所應承受的壓力，令身體產生更多使人心情愉快及放鬆的荷爾蒙。

在疫情下，大部分運動場所都關閉，所以程式主要會提供在家也可以輕易完成的運動。

在禪繞畫的創作過程中利用靜心畫畫來解開纏繞的思緒，與自我對話。雖然只需短短十數分

鐘的時間，但在創作簡單重複的線條和圖形時，繪畫者因為專注而不知不覺地進入冥想狀態

，產生愉悅和沉澱，從而為情緒鬆綁，獲得當下困境的解答和心靈的平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