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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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倒翁Sano

(ii) 項目類別

Type of products/services

不倒翁Sano為長者於後疫情時代提供多方位支援的平台。透過多功能手機應用程式和各

大宣傳平台，以結合老年學及科技的樂齡科技為宗旨，運用數據庫、通訊技術、專家指導

等，針對疫情下長者面對的各方面難關提供協助，照顧他們的身心健康，陪伴銀髮一族共

度時艱。

(iii) 項目摘要 (請用不多於500字簡介)

Executive Summary (Not more than 500 words)

鑑於長者因疫情肆虐而減少外出，從而產生了一系列的社交、健康或日常生活等問題，為

長者帶來很多負面影響，本程式的研發能夠較大限度地解決這些問題，使長者受疫情的阻

礙下仍然能夠安樂地生活。

因為疫情肆虐而限制外出及會面，導致長者減少了和親朋戚友見面的時間和次數，令他們

無法順暢地進行社交活動，較難保持心境開朗；同時因為在未確診新冠肺炎的情況下到醫



院或診所會增加染疫的風險，長者難以安心地進行實體門診，此外更有種種問題令長者的

日常生活大受影響，甚至令他們的健康狀況下降。

「不倒翁」這個程式旨在透過多元化的程式內容、全新推出的新型視訊通話及各種功能，如

推出全新的視訊麻雀游戲，令長者可以在和朋友家人玩樂同時見到他們的面孔；推出線上

醫療服務，幫助因疫情而令到外出有困難的長者，透過程式提供有效的醫療服務或建議；

使用程式及玩樂的過程中亦可以收集積分，兌換不同的生活所需品，在不同角度照顧長者

的生理和心理健康。同時針對長者未必擅長使用電子產品，本程式的設計對長者使用者十

分友善，畫面、文字及內容都清晰易明，令使用者很快便能熟練掌握程式的使用，配合程

式的功能，能夠更有效地幫助長者適應疫情下外出受阻而帶來的各種問題。

第二部份：社會效益

Section II: Social Impact

(i) 社會需要 (例：社會問題及其嚴重性) (約300字)

Social needs (e.g. social problem and its seriousness) (About 300 words)

1. 疫情導致社交孤獨，身體機能退化，嚴重影響身心健康

● 疫情肆虐令長者社交活動減少，長期困在家中不能外出。嶺南大學一項調查發現有

高達9成和7成受訪長者認為疫情令長者缺少社交生活和增加孤獨感，6成認為會令

長者身體機能退化。香港大學研究更發現有1成受訪者已經因此出現抑鬱、焦慮徵

狀，當中以60歲至79歲長者最為高危。
https://www.ln.edu.hk/sgs/zh/news/the-study-on-the-provision-of-elderly-services-amid-coronavirus-pande

mic

http://www.med.hku.hk/en/about-hkumed/knowledge-exchange/newspaper-columns/2020/nov/caring-about

-the-elderly-during-the-pandemic

● 北市文山區健康服務中心主任魏炆莉亦表示，一旦長者身體活動量下降，會漸進社

交退縮、變得孤獨，身體功能逐漸失去自主，增加心臟病、中風、糖尿病及代謝症候

群的風險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9%E5%88%B0%E6%99%9A%E8%80%81%E5%9D%90%E8%91

%97-%E8%B5%B0%E8%B7%AF%E8%B6%8A%E4%BE%86%E8%B6%8A%E6%85%A2-%E5%8C%97

https://www.ln.edu.hk/sgs/zh/news/the-study-on-the-provision-of-elderly-services-amid-coronavirus-pandemic
https://www.ln.edu.hk/sgs/zh/news/the-study-on-the-provision-of-elderly-services-amid-coronavirus-pandemic
http://www.med.hku.hk/en/about-hkumed/knowledge-exchange/newspaper-columns/2020/nov/caring-about-the-elderly-during-the-pandemic
http://www.med.hku.hk/en/about-hkumed/knowledge-exchange/newspaper-columns/2020/nov/caring-about-the-elderly-during-the-pandemic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9%E5%88%B0%E6%99%9A%E8%80%81%E5%9D%90%E8%91%97-%E8%B5%B0%E8%B7%AF%E8%B6%8A%E4%BE%86%E8%B6%8A%E6%85%A2-%E5%8C%97%E5%B8%82%E8%AA%BF%E6%9F%A515-%E8%80%81%E4%BA%BA%E9%99%B7%E8%A1%B0%E5%BC%B1%E5%89%8D%E6%9C%9F-03361007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9%E5%88%B0%E6%99%9A%E8%80%81%E5%9D%90%E8%91%97-%E8%B5%B0%E8%B7%AF%E8%B6%8A%E4%BE%86%E8%B6%8A%E6%85%A2-%E5%8C%97%E5%B8%82%E8%AA%BF%E6%9F%A515-%E8%80%81%E4%BA%BA%E9%99%B7%E8%A1%B0%E5%BC%B1%E5%89%8D%E6%9C%9F-033610074.html


%E5%B8%82%E8%AA%BF%E6%9F%A515-%E8%80%81%E4%BA%BA%E9%99%B7%E8%A1%B0%E

5%BC%B1%E5%89%8D%E6%9C%9F-033610074.html

2. 長者缺乏防疫意識

長者免疫系統較弱，在疫情下一直都是高危人士，但研究顯示中老年人對疫情重視

程度不足，日常生活中更出現不少蒸口罩重用、以為染疫必死的謬誤，無形中增加

長者感染等危害的風險。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6%8a%97%e7%96%ab%e5%a4%a7%e6%95%b8%e6%93%9a%ef%bc%9a%e7%9

9%be%e5%ba%a6%e5%a0%b1%e5%91%8a%e6%8c%87%e4%b8%ad%e8%80%81%e5%b9%b4%e4%ba%ba%e9

%98%b2%e7%96%ab%e6%84%8f%e8%ad%98%e4%b8%8d%e8%b6%b3/

3. 長者難以與親朋好友聯絡

疫情下智能電話及視像通話成為與家人聯絡的主要渠道。但調查發現，80歲以上

的長者只有28%使用智能手機，令長者於疫情期間減少和親友接觸、加劇社交孤立

，更令親友無法第一時間知曉長者的情況。

https://www.cityu.edu.hk/zh-hk/media/news/2021/10/05/physical-and-mental-health-socially-isolated-senior

s-higher-risk-during-pandemic

4. 長者缺乏資訊和生活所需物資

● 檢測輪候時間長：在屯門兆麟社區會堂檢測中心，清晨5時許便開始有人排隊，有長

者表示，前一夜已排隊6小時，仍無法做檢測，期間更不敢離隊吃飯、如廁。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723333/%E5%B1%AF%E9%96%80%E

6%AA%A2%E6%B8%AC-%E9%95%B7%E8%80%85%E6%8E%927%E5%B0%8F%E6%99%82-%E4%BB%8D%E6%

9C%AA%E8%83%BD%E5%81%9A%E6%AA%A2%E6%B8%AC-%E5%AF%A7%E5%9D%90%E7%9B%A3%E9%83

%BD%E5%94%94%E5%86%8D%E5%81%9A

● 難以購買生活用品維生：據《CNN》報道，澳洲連鎖超市Woolworths表示由於近期顧

客增加，導致社區中許多老年人和殘障人士買不到需要物品。新冠肺炎令各地民眾

都出現恐慌性搶購生活用品，而行動不便或獨居的長者由於不便與人搶購物資，面

對物資缺乏的問題尤為嚴重。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antonese/zh-hant/woolworths-to-hold-daily-elderly-only-shopping-hour-

amid-panic-buying-frenzy

5. 長者因疫情肆虐減少覆診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9%E5%88%B0%E6%99%9A%E8%80%81%E5%9D%90%E8%91%97-%E8%B5%B0%E8%B7%AF%E8%B6%8A%E4%BE%86%E8%B6%8A%E6%85%A2-%E5%8C%97%E5%B8%82%E8%AA%BF%E6%9F%A515-%E8%80%81%E4%BA%BA%E9%99%B7%E8%A1%B0%E5%BC%B1%E5%89%8D%E6%9C%9F-033610074.html
https://tw.news.yahoo.com/%E5%A4%A9%E5%88%B0%E6%99%9A%E8%80%81%E5%9D%90%E8%91%97-%E8%B5%B0%E8%B7%AF%E8%B6%8A%E4%BE%86%E8%B6%8A%E6%85%A2-%E5%8C%97%E5%B8%82%E8%AA%BF%E6%9F%A515-%E8%80%81%E4%BA%BA%E9%99%B7%E8%A1%B0%E5%BC%B1%E5%89%8D%E6%9C%9F-033610074.html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6%8a%97%e7%96%ab%e5%a4%a7%e6%95%b8%e6%93%9a%ef%bc%9a%e7%99%be%e5%ba%a6%e5%a0%b1%e5%91%8a%e6%8c%87%e4%b8%ad%e8%80%81%e5%b9%b4%e4%ba%ba%e9%98%b2%e7%96%ab%e6%84%8f%e8%ad%98%e4%b8%8d%e8%b6%b3/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6%8a%97%e7%96%ab%e5%a4%a7%e6%95%b8%e6%93%9a%ef%bc%9a%e7%99%be%e5%ba%a6%e5%a0%b1%e5%91%8a%e6%8c%87%e4%b8%ad%e8%80%81%e5%b9%b4%e4%ba%ba%e9%98%b2%e7%96%ab%e6%84%8f%e8%ad%98%e4%b8%8d%e8%b6%b3/
https://www.master-insight.com/%e6%8a%97%e7%96%ab%e5%a4%a7%e6%95%b8%e6%93%9a%ef%bc%9a%e7%99%be%e5%ba%a6%e5%a0%b1%e5%91%8a%e6%8c%87%e4%b8%ad%e8%80%81%e5%b9%b4%e4%ba%ba%e9%98%b2%e7%96%ab%e6%84%8f%e8%ad%98%e4%b8%8d%e8%b6%b3/
https://www.cityu.edu.hk/zh-hk/media/news/2021/10/05/physical-and-mental-health-socially-isolated-seniors-higher-risk-during-pandemic
https://www.cityu.edu.hk/zh-hk/media/news/2021/10/05/physical-and-mental-health-socially-isolated-seniors-higher-risk-during-pandemic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723333/%E5%B1%AF%E9%96%80%E6%AA%A2%E6%B8%AC-%E9%95%B7%E8%80%85%E6%8E%927%E5%B0%8F%E6%99%82-%E4%BB%8D%E6%9C%AA%E8%83%BD%E5%81%9A%E6%AA%A2%E6%B8%AC-%E5%AF%A7%E5%9D%90%E7%9B%A3%E9%83%BD%E5%94%94%E5%86%8D%E5%81%9A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723333/%E5%B1%AF%E9%96%80%E6%AA%A2%E6%B8%AC-%E9%95%B7%E8%80%85%E6%8E%927%E5%B0%8F%E6%99%82-%E4%BB%8D%E6%9C%AA%E8%83%BD%E5%81%9A%E6%AA%A2%E6%B8%AC-%E5%AF%A7%E5%9D%90%E7%9B%A3%E9%83%BD%E5%94%94%E5%86%8D%E5%81%9A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723333/%E5%B1%AF%E9%96%80%E6%AA%A2%E6%B8%AC-%E9%95%B7%E8%80%85%E6%8E%927%E5%B0%8F%E6%99%82-%E4%BB%8D%E6%9C%AA%E8%83%BD%E5%81%9A%E6%AA%A2%E6%B8%AC-%E5%AF%A7%E5%9D%90%E7%9B%A3%E9%83%BD%E5%94%94%E5%86%8D%E5%81%9A
https://www.hk01.com/%E7%A4%BE%E6%9C%83%E6%96%B0%E8%81%9E/723333/%E5%B1%AF%E9%96%80%E6%AA%A2%E6%B8%AC-%E9%95%B7%E8%80%85%E6%8E%927%E5%B0%8F%E6%99%82-%E4%BB%8D%E6%9C%AA%E8%83%BD%E5%81%9A%E6%AA%A2%E6%B8%AC-%E5%AF%A7%E5%9D%90%E7%9B%A3%E9%83%BD%E5%94%94%E5%86%8D%E5%81%9A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antonese/zh-hant/woolworths-to-hold-daily-elderly-only-shopping-hour-amid-panic-buying-frenzy
https://www.sbs.com.au/language/cantonese/zh-hant/woolworths-to-hold-daily-elderly-only-shopping-hour-amid-panic-buying-frenzy


感染數字持續高企，不少人擔心疫情期間到醫院和診所易受感染，因而耽誤覆診。

當中，長者更是高危人士，梁萬福醫生指出，80歲或以上群組染疫死亡率為18%，

反之50歲以下則少於1% ，但延遲覆診亦將嚴重危及長者的身體健康，令病患變成

定時炸彈。

https://health.mingpao.com/%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9%95%b7%e8%80%85%e3%80

%81%e9%95%b7%e6%9c%9f%e7%97%85%e6%82%a3%e8%80%85%e5%81%9a%e8%b6%b3%e6%97%a5%e5%b

8%b8%e9%98%b2%e7%96%ab4%e5%bc%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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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w can your business address the above social needs and generate positive social impacts

(e.g. alleviate/solve the problems?) (About 300 words)

針對社交孤獨的問題：

程式推出視訊促進長者與人交流，舒緩疫情下無法面對面溝通造成的社交孤獨 ，並在視

訊通話期間顯示頭像，便於識別身分。程式安裝時亦會連接通訊錄，方便使用者使用。遊

戲專區更提供多元化的益智娛樂遊戲，舒緩用戶疫情獨自在家的沉悶之餘，亦能鍛煉用戶

的腦力。

針對缺乏資訊和生活所需物資的問題：

在輪侯檢測方面，程式將會與政府防疫檢測站合作，實時顯示各檢測站的人數，令使用者

可以即時查看檢測人數的數據，適當分配時間，減少排隊時間。在日常用品方面，程式透

過小遊戲等任務讓長者透過收集印花，換領日常用品以解決生活需求。

針對健康問題：

使用者防疫意識可能較低，如口罩配戴不符合規範或忘記配戴，用戶可透過小遊戲或任務

獲得印花，換取日常用品，同時能夠提醒用戶出門戴口罩，提高防疫意識。而因長期居家

令用戶長期久坐甚少出門，運動量大大減少，簡單標準的健康操能夠提高使用者的運動

量。

https://health.mingpao.com/%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9%95%b7%e8%80%85%e3%80%81%e9%95%b7%e6%9c%9f%e7%97%85%e6%82%a3%e8%80%85%e5%81%9a%e8%b6%b3%e6%97%a5%e5%b8%b8%e9%98%b2%e7%96%ab4%e5%bc%8f/
https://health.mingpao.com/%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9%95%b7%e8%80%85%e3%80%81%e9%95%b7%e6%9c%9f%e7%97%85%e6%82%a3%e8%80%85%e5%81%9a%e8%b6%b3%e6%97%a5%e5%b8%b8%e9%98%b2%e7%96%ab4%e5%bc%8f/
https://health.mingpao.com/%e7%b2%be%e7%a5%9e%e5%81%a5%e5%ba%b7-%e9%95%b7%e8%80%85%e3%80%81%e9%95%b7%e6%9c%9f%e7%97%85%e6%82%a3%e8%80%85%e5%81%9a%e8%b6%b3%e6%97%a5%e5%b8%b8%e9%98%b2%e7%96%ab4%e5%bc%8f/


第三部份：項目資料

Section III: Details of Business

(i) 產品/服務簡介 (約300字)

Introduction of Product / Service (About 300 words)

設計理念

不倒翁Sano以「翁」字象徵長者，而不倒翁亦正代表堅毅不屈的意志，寄意

長者即使面對著疫情嘅嚴峻和困境，仍能藉著我們的支援屹立不倒，戰勝疫

情。Sano則是西班牙語「健康」的意思，讀音琅琅上口令產品更具傳播度，中

英合名亦有助吸引來自不同地方的用戶。

除此之外，商標特從多種不倒翁形象中選擇以達摩不倒翁作主要形，以紅色

為主色，金色為字體顏色，取其吉祥、長壽之意。

用戶功能簡述

普通用戶 星級用戶（$300/月）

● 4人視訊與其他用戶連線遊戲

● 實時顯示疫情資訊 (如檢測站預約

情況、確診人數及高風險地區等

● 簡單醫療建議及病徵分析

● 完成任務獲取印花，換領生活用品

● 多元化的線上益智遊戲，部分須付

費解鎖

● 免除廣告干擾

● 享有所有免費用戶之功能

● 視訊無人數及遊戲種類限制

● 醫生面診及專家轉介服務

● 生活用品種類較多，並可以較少

印花數量換領

● 15款線上益智遊戲均無須付費解

鎖



程式版面設計

登入頁面

● 以清晰指引引導用家設定頭像，以便後續使用「社交」系列功能

● 登入步驟簡易，只需輸入用戶名稱及密碼，並提供自動登入功能，

無須重複輸入密碼，使用更加方便快捷

● 提供多個第三方登入平台，進一步免去登入的步驟，提高用戶體

驗

首頁

● 程式分為「社區」、「社交」、「健康」、「印花換領」及「遊戲專區」五大

板塊，以鮮明的顏色和圖案區分說明，更簡單易上手

● 特設「熱線」板塊，令用戶可以更方便聯絡我們，以作查詢及提供

意見

● 設定一欄則包含語言、用戶指南、私隱設定及免責聲明（詳見附件

一）等功能，進一步提高用戶體驗，保障雙方權益

社區 為長者提供了解防疫資訊的平台，提高防疫意識

主頁

● 將檢測站、感染人數及強檢名單分為三類，使用指引更加清晰

● 版面以紅色作為主色，延續首頁的分類，協助用戶區分板塊

● 「強檢地區名單」一欄將跳轉至衛生署強檢大廈名單 ，而「各區檢1

測站」、「各區感染人數」功能如下

1 https://chp-dashboard.geodata.gov.hk/covid-19/zh.html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2991.html%EF%BC%88%E6%88%91%E8%A9%A6%E4%B8%8B%E6%95%B4%E5%9C%96%EF%BC%89%EF%BC%8C%E3%80%8C%E5%90%84%E5%8D%80%E6%AA%A2%E6%B8%AC%E7%AB%99%E3%80%8D%E3%80%81%E3%80%8C%E5%90%84%E5%8D%80%E6%84%9F%E6%9F%93%E4%BA%BA%E6%95%B8%E3%80%8D%E5%8A%9F%E8%83%BD%E5%A6%82%E4%B8%8B
https://www.chp.gov.hk/tc/features/102991.html%EF%BC%88%E6%88%91%E8%A9%A6%E4%B8%8B%E6%95%B4%E5%9C%96%EF%BC%89%EF%BC%8C%E3%80%8C%E5%90%84%E5%8D%80%E6%AA%A2%E6%B8%AC%E7%AB%99%E3%80%8D%E3%80%81%E3%80%8C%E5%90%84%E5%8D%80%E6%84%9F%E6%9F%93%E4%BA%BA%E6%95%B8%E3%80%8D%E5%8A%9F%E8%83%BD%E5%A6%82%E4%B8%8B


「各區檢測站」

● 此頁面於全港地圖上標示各區檢測站的所在地，

並提供360度街景圖片、前往路線及搜索功能，協助用家

尋找檢測站

● 為用家提供地理名稱、地址、查詢熱線及預約情

況等資料，方便用家查詢和依據實時情況預約。預約情

況以顏色及圖案分辨，亦有助用家區分情況

● 使用「港」、「九」、「新」按鍵，地圖則會放大至相應

範圍（如九龍半島），地理位置更為清晰

「各區感染人數」

● 選擇「所有地區」一欄，程式會於地圖上以顏色方

塊表達染疫情況，綠色代表正常，黃色代表中等，紅色代

表嚴重，直觀顯示各區疫情嚴重性

● 提供全港十八區的選項，惠及各區的用戶

● 選擇各區選項（如黃大仙區），則會顯示該區確診

及死亡人數，並以地圖紅點表示該區14天內有確診個案

的建築物，用家可藉此避免前往高危地區

社交 為用戶提供便於與人交流聯絡的平台，舒緩疫情下的社交孤獨

普通用戶頁面

● 提供4人視訊功能，用戶可與親朋好友互訴情衷

● 可與其他用戶實時聯機，遊玩專區中的免費遊戲

● 提供聊天、分享屏幕和虛擬背景等多個功能，滿足

用戶不同需要

● 以鮮明顏色區分視頻、語音及遊戲等功能

● 提供便捷的升級途徑，輕鬆提高使用體驗



星級用戶頁面

● 享有普通用戶的所有功能

● 視訊功能無人數限制，大家族及跨家庭聚會更加方便

● 聯機遊戲無種類限制

● 增設免費虛擬禮物贈送平台，即使身處疫情之下，亦能令歡度佳

節更具儀式感

健康 為用戶提供醫療建議及諮詢面診的平台，注重用戶身心健康

簡單醫療建議

● 為用戶提供簡單醫療建議，如傷風感冒的症狀，並提供舒緩病症

的辦法，以應付突發情況

● 事前向醫生等專業人士諮詢，確保資訊及建議的準確度及可信賴

度，保障用戶的健康

專家轉介(星級用戶專用)
● 程式為用戶提供專家轉介服務，分為醫生、營養師及社工三大板

塊，使用指引更加清晰

● 醫生：程式與約30名具專業資格的醫生合作，為用戶提供每週一

次的線上面診，定期為用戶(如長期病患長者）監督身體狀況，保障用戶

的健康。如出現特殊個案，將會為用戶轉介至醫院或診所治療。

● 營養師及社工：協助用戶聯絡營養師及專家等專業人士，進行一

對一輔導查詢，滿足不同用戶的需要，並提供方便簡約的預約表格（詳

見附件二），協助專家了解用戶狀況，提高行政效率。



印花專區 為用戶提供換領日常用品的平台，解決物資短缺的困境

收集印花

● 印花展示使用者當時擁有的印花數量，並有直接途徑連接換領印

花及獎勵

● 版面清晰，直接易明，方便操作

換領奬品

● 印花換領獎品區展示各項獎品換領所需的印花，令使用者可以快

速瀏覽，方便用戶

● 與各區社區中心合作，將其設為物資換領站，方便來自不同地區

的用戶進行兌換

印花收集

● 頁面清楚易明，每項換取印花的任務都橫列在頁面中，使用者完

成任務後便能自動收集印花

● 任務簡單快捷，滿足廣告商需求的同時，也保證了用戶收集印花

的可行性及動力



遊戲專區 為用戶提供多元化的益智娛樂平台，解悶之餘鍛煉腦力

遊戲列表

戴好口罩小遊戲 麻將 撲克牌 象棋 健康操

益智配對 七巧板 拼圖 成語接龍 動物之森

Candy Crush 水果忍者 找不同 換裝小遊戲 釣魚游戲

普通用戶頁面

● 版面以紫色為主色，一共有普通用戶及專業用戶

兩個不同版本。此版面高達十五款遊戲給用家遊玩，其中

包括我們重點推廣的口罩配戴遊戲和健康操。

● 普通用戶擁有五款免費遊戲，若要解鎖更多經典

遊戲需額外支付。

星級用戶頁面

● 星級用戶則享有免費解鎖所有遊戲的權利。

(ii) 產品/服務特色 (約300字)

Characteristics of Product / Service (About 300 words)



有別於市面上同類型多功能產品，不倒翁Sano針對長者而設，加設了一系列設計及功能，

有效避免程序太複雜長者難以使用的情況，真正關注長者需要。

1. 採用User-friendly的設計

版面設計簡約 字體大

運用顏色和圖案以便於理解 設使用指南及清晰的指令

2. 「不倒翁手機學習」工作坊

應用程式推出時，我們將開辦工作坊，招募志願者及義工團體，一對一向長者介紹

及教授使用程式的功能，確保長者能熟練運用。工作坊結束後，義工更會與長者保

持聯絡，持續關注長者的需要，減少疫情造成的孤獨感。

3. 電話熱線及電郵查詢

設立24小時電話熱線及電郵cs@sano.com.hk供用戶點對點查詢，隨時隨地解答用

戶的迷津，更能向用戶提供最及時的支援。除此之外，熱線更為廣東話、英語、普通

話三語通行，方便來自不同國家的用戶。

4. 專家轉介服務

應用程序將與具良好口碑的醫院診所、營養師和社工團體保持合作關係，針對各個

用家的訴求，轉介至上述專業團體，全方面關心用家身心健康。

(iii) 業務目標 (約300字)

Business Goals (About 300 words)



短期目標：

根據「人口分布推算2021－2029」報告書，觀塘區將有19萬名長者居住，為長者人口最多

的分區，短期推算約本程式將會有觀塘區20%長者，即大約38000人使用，而全港將有

10%長者使用，其他17區共100000人使用。在財政方面，我們期望在應用程式推出的三年

內達到收支平衡，而程式可與手機聯絡人進行視訊通話。

長期目標：

程式將在觀塘區全面推行，而屆時將有全港50%以上的長者使用；用戶可與使用此app的

用戶進行視訊通話，不只局限於手機聯絡人。

第四部份：營銷及市場策略

Section IV: Sales & Marketing Strategy

(i) 市場定位 (約200字)

Market Positioning (About 200 words)

1. 專業級

程式的專家轉介服務線上診症由專業醫生、營養師及社工負責並診治，診症有保障及專業

效果。醫生更會為程式提供簡單醫療建議及專業的病徵分析，令使用者可以安心使用服

務。

2. 可信賴的

程式提供實時顯示各檢測站的人數，頁面會顯示社區確診人數和高風險地區的準確數據，

並提供標準的健康健身操的教學，使用者可以完全依賴本程式的數據和功能教學。

(ii) 主要顧客對象 (約200字)

Target Customers (About 200 words)



長者人口分為不同的年齡分組，一般以 60-64 為邁向老年人士、65-74 為年輕長者、75-84

為中老長者、85 以上為老老長者等，60-75歲的長者相較其他長者較為年輕，對使用電子

產品的熟悉程度較高，因此，我們將主要顧客對象定於這個年齡跨度。

獨居老人：

因為疫情關係無法子女/親戚朋友見面，此app可以提供一個簡易的平台讓他們能夠遙距

聊天，彌補無法見面的遺憾。娛樂中心更設有近20個益智遊戲，棋牌類、解難類、休閒類應

有盡有，解悶之餘更能鍛鍊腦力。

長期病患及擔心自身健康的長者：

疫情肆虐令外出求醫和覆診變得高危，此app提供的簡單醫療建議及專家轉介，如網上醫

生診治、社工輔導等，讓他們可以安在家中覆診看病，保障他們的身心健康。

不能輕易接收外界訊息（如家中沒有電視）的老人：

此app提供的實時顯示各檢測站的人數等資料能使他們更快捷、集中了解疫情情況。程式

中的健康資訊能提高他們的防疫意識。

(iii) SWOT分析 (約500字)

SWOT Analysis (About 500 words)

強項 Strengths

本程式適合疫情後這階段，程式內的各項功能能夠有效解決疫情帶來的各種問題並提供

額外幫助；而程式的內容較全面，集各方面的數據、醫療服務、社區協助等多功能於一體，

帶來方便及全面的效果；此外，程式推出的內容年輕化，提供的小遊戲令程式更新奇有趣，

更吸引使用者。

弱項 Weaknesses

程式發展初期可能會面對用戶信賴度不足的問題，程式普遍度不高，用戶未必會盡信醫療



分析，令程式部分功能未能完全發揮作用；程式亦可能出現功能使用率失衡，用家可能因

為使用習慣，而傾向使用某一種功能或服務，令程式對用戶的全面性作用減低。

機會 Opportunities

社會日益關注長者的生理及心理問題，現時疫情肆虐，長者及其周遭親戚朋友獨自居留在

自己家中的時間大增，缺少社交活動支撐會增加長者獨居的精神壓力，長時間下去對長者

的生理及心理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此外，科技發展迅速，大數據的功能和準確度大大提

升，較易收集多方面的資料並進行分析，能有效提升用戶的使用體驗及作長遠規劃。而現

時遠程醫療服務的平台不足，在市場推出全新線上遠程醫療服務，能夠吸引用戶使用。社

會長期居家的現況亦促使電子產品的廣泛普及，有利應用程式發展。

威脅 Threats

用戶重視私隱問題，令用戶未必想披露自己的個人資料，導致某功能的準確度大大降低，

如定位服務等。此外，同行競爭激烈，現時社會上已有功能相似的程式，用戶未必嘗試新

產品，導致用戶使用率未如理想。

(iv) 營銷渠道 (約200字)

Sales Channels (About 200 words)

1. 線上渠道

● 不倒翁Sano將設立網上平台，網址為www.sano.com.hk

● 不倒翁將設立Instagram賬號_mep_sano_(詳見附件三)

2. 線下渠道

安老院舍爆發嚴重，我們將與更安老院舍通力合作，率先於幾間安老院舍投入使用

，保證產品的實際收入來源，為產品積攢口碑和用戶數量，提高宣傳效益。

3. 與政府合作

我們將會和政府合作，獲得政府公共部門相關的網站或機構裏增設廣告的機會，增



加程式的線上及線下宣傳，同時能夠增加一定的公信力，讓使用者更信任我們的程

式。

4. 接受媒體採訪

我們會接受媒體採訪，展示程式的多功能及全面性優勢，突顯出程式的可信賴程度

，媒體的多方面推廣能夠令程式得到廣泛的宣傳，增加曝光率，吸引更多使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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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motion Method (e.g. Facebook/Instagram/ Listing Fee) (About 200 words)

1. 應用商店上架

程式將會在各大手機應用商店平台上架，而註冊費內容為於Play Store作單次註冊需支付

25美元；於Apple Store則需支付99美元的年費。

2. 網上平台

程式將會於以下網上平台投放廣告，以增加程式在線上的宣傳。

○ Facebook (7.19美元/1000次)

○ Instagram (5美元/1000次廣告)

○ YouTube (0.01美元/1次廣告)

○ MyTV Super (200港元/100次)

3. 老人院、社區中心派宣傳單張

我們將會於老人院、社區中心等地派發宣傳單張，由於上述地區皆為長者集中區，有較多

的長者會逗留或經過該地，所以我們將會為程式印製宣傳單張並派發，藉此讓長者接觸有

關程式的資訊並增加使用者數量。

4. 報紙

報紙為較多長者會閱讀的刊物，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將會接觸到更多長者，令他們了解更多

有關程式的好處和資料，從而對程式產生興趣。



5. 收音機

收音機為老一輩常用的日常用品，我們將會在電台為程式投放廣告，讓長者在收聽的過程

中接觸到程式的資訊，進而對程式有進一步了解，了解並貼合需要後進行下載。

6. 社區講座

我們會安排專人和程式創造者進行社區講座，邀請社區中的長者到場參與，透過講座分享

介紹更多有關程式的資訊，讓聽眾更了解程式的全面性和多元化，增加使用者數量。

(vi) 銷售預測 (首三年) (約200字)

Sales Projection (First 3 years) (About 200 words)

普通用戶人數 星級用戶人數

第一年 30000 1000

第二年 50000 2000

第三年 75000 3500

合作的老人院 合作的專家 廣告商 贊助商

第一年 5 40 2 2

第二年 8 60 4 4

第三年 10 80 8 6

第一年

應用程式推出初期，我們將大量資源用於宣傳，在各大線上線下平台投放廣告，吸引用戶

，因此在首年的用戶人數會有顯著上升的趨勢。

第二年



由於我們提供優質的服務，應用程式深得用戶喜愛。在用戶的互相宣傳下，更多人開始認

識並下載我們的應用程式，用戶人數持續上升。

第三年

隨著程式的營運步上軌道，口碑和關注度逐漸累積，接觸到更多地方的用戶，市場滲透率

大大提升，吸引更多贊助商、投資商以及合作的老人院。

第五部份：財務 (請列明各項明細)

Section V: Finance (with Cost Breakdown)

(i) 公司成立成本

Startup Cost

● 註冊商標和版權 （$2000）

● 三年期商業登記證（$3980）

● 平台程式開發成本($500,000)

(ii) 預計每月支出

Expected Monthly Expenditure

● 維修或更新應用程式 ($10000/月）

● 程序員的薪金（$20000/月）

● 宣傳($10000/月）

● 專業醫療意見的醫生（$60000/月）

(iii) 預計收入

Expected Income

● 廣告商（點擊次數 x$1）($6000/月)

● 專業版用戶月費

第一年=1000x$200=$200,000/月



第二年=2000x$200=$400,000/月

第三年=3500x$200=$700,000/月

(iv) 集資來源

Funding Sources

● 老人院及義工團體

● 社區中心

● 公營醫院及診所

● 遊戲公司

● 補貼

○ EMF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100,000

○ CCMF 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 $45,000

○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 私人慈善基金

(v) 三年財務預測

Financial Projection in 3 years



第一年收入

贊助商 $20,000 x 2 $40,000

專業版用戶 $200  x 1000 x 12 $2,400,000

廣告收益 $2 x 30,000 x 12 $720,000

收入總額 $3,160,000

第一年支出

廣告投放(1000次) Youtube: $80
Instagram: $39
星島日報(1個月): $9.5 x 30= $285
電臺(30秒): $10200
傳單海報:$80

$10,684

產品研發 $500,000 $500,000

應用程序上架 Play Store: $195
App store: $772

$967

應用程式維護 $10,000 x 12 $120,000

醫生診治薪金 $60,000x2 x12 $1,440,000

日常開支 （奬品換
領）

$10,000 $10,000

支出總額 $2,081,651

利潤/虧損= $1,078,349

第二年收入

贊助商 $20,000 x 4 $80,000

專業版用戶 $200 x 2,000 x 12 $4,800,000

廣告收益 $2 x 60,000 x12 $1,440,000

收入總額 $6,320,000



第二年支出

廣告投放(1000次) Youtube: $80
Instagram: $39
星島日報(1個月): $9.5 x 30=285
電臺(30秒): $10200
傳單海報:$80

$10,684

應用程式維護 $12,000 x 12 $144,000

醫生診治薪金 $60,000 x 4 x12 $2,880,000

日常開支 （奬品換領） $20,000 $20,000

支出總額 $3,054,684

利潤/虧損= $3,265,316

第三年收入

贊助商 $20,000 x 6 $80,000

專業版用戶 $200 x 3500 x 12 $8,400,000

廣告收益 $2 x 120,000 x 12 $2,880,000

收入總額 $11,360,000

第三年支出

廣告投放(1000次) Youtube: $80
Instagram: $39
星島日報(1個月): $9.5 x 30=285
電臺(30秒): $10200
傳單海報:$80

$10,684

應用程式維護 $15000 x 12 $180,000

醫生診治薪金 $60,000 x 9 x12 $6,480,000

日常開支 （奬品換領） $35,000 $35,000

支出總額 $6,705,684

利潤/虧損= $4,654,316



收支總覽

收入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贊助商 $40,000 $80,000 $80,000

專業版用戶/月 $2,400,000 $4,800,000 $8,400,000

廣告收益/月 $720,000 $1,440,000 $2,880,000

年收入 $3,160,000 $6,320,000 $11,360,000

支出 第一年 第二年 第三年

廣告投放 $10,684 $10,684 $10,684

產品研發 $500,000 / /

應用程序上架 $967 / /

應用程式維護 $120,000 $144,000 $180,000

醫生診治薪金 $1,440,000 $2,880,000 $6,480,000

日常開支 （奬品換
領）

$10,000 $20,000 $35,000

年支出 $2,081,651 $3,054,684 $6,705,684



第六部份：風險管理 （請列舉營運期間可能面對的風險及相關應變計劃）

Section VII: Risks Management (Predicted risks and respective contingency plans)

1. 被抄襲的風險：

產品上架前將註冊專利和商標，並會持續物色專業的法律團隊，注重產品後續的法

律維權，保障產品的版權和競爭力。

2. 被同類型產品取代：

相較其他同類型產品，不倒翁Sano增設了更多針對主要用戶（長者）的功能和設計

，提高產品獨特性。並會為用家提供24小時熱線、Instagram賬戶等平台表達訴求和

意見，適時、持續地改善及優化程式內容，務求盡最大程度滿足用家的需要，提高

用戶粘性。

3. 資金鏈斷裂：

我們將提前做好規劃，量入為出，持續關注產品的財務狀況，並會確保有足夠的營

運基金應付，避免出現資金鏈斷裂的極端情況。如遇突發情況，如供應商及投資者

突然撤資或社會性金融危機，將及時調配營運基金，並開源節流，儘快擴寬資金流

入量和節省產品不必要的開支。

4. 資料洩漏問題：

為免用戶的個人資料遭到洩漏，保障用戶的隱私和產品的信譽，我們將加強產品保

安系統，並聘請專業人士定期更新維護程式，提高產品的安全性，讓用戶可以安心

使用。

5. 用戶糾紛（例：以醫療建議不準確等為由要求索償）：

產品推出前我們將做好充足的資料搜集，確保產品內含資訊的準確性和專家的可

信賴性，務求給予用戶最優質的使用體驗，並預先制定免責聲明，保障雙方權益。

附件一  免責聲明







附件二  專家轉介預約表格







附件三  Instagram賬號 @_mep_sano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