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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月「香港人撐香港品牌」的各位幹事一直像

根兩頭蠟燭忙個不停，在此說一聲：「大家辛苦

了。」但他們忙來忙去所謂何事？—正正是在為

「香港人撐香港品牌」的一眾會員和貓貓狗狗們

奔波勞碌。這兩個服務對象看似南轅北轍，但是

正正因為有第一批正式會員的加入，「香港人撐

香港品牌」的慈善工作才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

 

2017年4月26日由本會會員事務部幹事牽頭，

為48位新會員組織了本年度的會員迎新日，不

過最後卻變成了容納了超過100人的大聚會，

只因為我們希望，尚未加入或申請有待批核的

會 員 能 夠 多 多 認 識 彼 此 ， 拓 寬 自 己 的 社 交 圈

子，亦可以和我們一眾幹事、主席團打個照面

互 相 認 識 。 即 使 是 這 樣 簡 單 的 一 個 飯 聚 ， 卻

集合了來自各行各業的香港企業家、創業者，

我們的幹事們也是利用自己各自的專長搞好一

個活動，未來「香港人撐香港品牌」會舉辦各

種定期聚會，即使是在晚飯時間，一樣都可以

香港人撐香港品牌 主席
Founder of Sunrise Advertising Media, PhotoStationHK

胡建東 Edward Wu

一邊享受美食，一邊交朋友，想像各種合作機

會。對了，重點忘了說：餐廳是每月一換，不

用擔心沒新鮮感，也可以發掘一下香港的飯聚

好去處，各位會員萬勿錯過！

 

而得到了會員的幫助，「香港人撐香港品牌」的

慈善活動便可以發揮更大的效果，比方說4月6

日至7日全城關懷學生行動日「屹立不倒装置展

暨色彩繽紛減壓夜」我們一眾幹事從各位有會的

會員裡召集了一些香港創業家去幫忙做義工，5

月7日的「香港人撐香港品牌」x「果園社企」

之動物「友」情人慈善義賣活動更是特地找來了

各位正式會員幫忙，大家可以帶同自己的「友」

情人一起做慈善是再好不過了，是次活動也證明

了「香港人撐香港品牌」的不只是香港企業家的

幫手，同樣是香港社會的幫手，有大家的支持，

「香港人撐香港品牌」才能走得更遠，多謝！

CHAIRMAN'S

MESSAGE
主席有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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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en Monday 社企創辦人之一，曾入選 Asia 100 Pioneers 及2015
年香港十大傑出青年。2010年成立 Green Monday，所宣揚的低碳
素食運動，已推廣至 31 個國家，及後開設 Green Common 綠色食
材百貨。3 年前又成立創投基金 Green Ventures，主要投資與綠色
及食品科技相關的初企。

楊大偉



INTERVIEW & TEXT 曹文 | Photo Joey Kwok

「做生意，都可以講社會責任，從而改變社會！」

今時今日食素，沒法不提楊大偉。5年間，這位綠活大推手，由社企Green Monday的星期一素食運動作

起點，擴展至Green Common綠色百貨與餐飲事業。看到未來食品的趨勢，又染指投資綠色初創。從心

態到消費，一站式照顧綠活者需求，讓綠活成為潮流。今期請他來，解構他的素食王國成功之道。

食素，為何要從地球暖化談起？

楊大偉覺得，食素，不如先談食「肉」，

大家食咗先講。

年初首次登陸本港的未來漢堡 Beyond Burger，

正是他攪創效投資的第一波攻勢。「植物肉」以

全素製作卻有食肉的滋味，瞬即成為全港熱話，

人人排隊爭住食。

要說推廣素食最難的，David 認為是如何讓食物

美味。「香港人都好簡單，價錢合理加上美味才

是王道。要讓素食美味，而且要比你本身正在吃

的更好吃，才是突破位。」

「Beyond Burger 一出，袁詠儀首星期便吃了三

次！好些素食者，不是不享受吃肉，紛紛說很感

激有這個令人吃得感動的選擇。重要的是，很多

本身不吃素的朋友，覺得很好吃的，更會在他們

的生活圈子傳開去。」以往，無論 David 怎樣講

素食的好，事不關己，始終讓人欠缺動力。現在

連這些人也有興趣去吃這漢堡，正正已是改變了

行為。「知得再多而不去做，還是做了不知道更

好？我寧願是後者，最終你是否理解全球暖化 、

食物鏈崩壞等禍害也好，改變了便已是好事。」

David 自言，過去 5 年，始終是要由 Green Monday 

開波，要是連意識也沒有，談何要吃未來漢堡？

來到今天，未來漢堡算是品牌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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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 Beyond Burger 從何而來，楊大偉常說理念推廣、銷售餐飲以至創

效投資，3 大版塊缺一不可。早在開始 Green Monday 時，他就了解到

現今食物鏈是不可持續的，無論對個人健康、以至地球資源通通都是問

題。當年他留意到 Beyond Meat 這個綠色初企，攪科技的 Bill Gates 也

有份投資，要尋求突破的話，他知道未來食物才是大勢。

要在港尋找綠色初創並不容易，楊大偉決定放眼歐美國家。他首次接觸 

Beyond Meat，便是在美國一個美食市場上嚐到，當時他想素肉可以如

此美味還要有營養，實在太驚喜了。「2014年，去到他們的辦工室，便

提議說要是真做到漢堡扒，一個東方人、西方人都喜歡吃的東西，確是

很大的商機！」

David 坦言，這種投資風險很高，但若參與其中，便可以加快推進，分享

經驗，令對方走少一點冤枉路。「如果是外國公司，我肯定能幫他們將

產品引進亞洲。投資只是方法，實際上是在組織一個國際聯盟。」 

要投資成功，重要的是雙方都有很大的協同效應。「綠色初創要去創

造新的突破，讓人覺得 go green 生活更容易。而要賣食物，就要提供 

Distribution Channel，Green Common 的食材店及餐廳，正好成為 

Beyond Burger 的登陸平台。若只把這產品放在普通一間超市的云云貨

架，可能會講都無人講。放在 Green Common 更易接觸大眾，因為它

才是主角。」

綠活新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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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資訊發達時代，論及市場營銷，Soc ia l 

M e d i a 絕 對 是 重 要 的 一 環 。 而 訊 息 永 遠 是 透

明的，無論你在賣任何產品也好，David認為

authenticity是很重要的。「若要推廣的訊息能

夠Viral，首先你要有一個跟受眾有關的故事，太

hardsell是不行的，夠真誠又有value added，大

家是會感受到的。」

如 Green Common 常合作的素媽媽，便是個好

例子。「她吃了廿年素，當年在澳洲住，自行研

發各國菜式的醬料，替很多在家煮各國素菜的朋

友解決煩惱。作為廚師和媽媽，真心希望煮好吃

的健康的給家人，即使她不是超級明星，也能

connect到大眾。不用肉也可以煮出層出不窮的

素菜喎，名人也很想去吃吃看！」最近Beyond 

Meat也被她變出肉餅飯、串燒等菜式。吃素，不

再是從你的餐桌拿走食物，而是以創意增加更好

的東西出來。

今日講得輕鬆，Green Monday前的楊大偉，遇
上的挫折不會少。常遇見很多充滿熱誠的年青人
拿著一條「絕世好橋」去攪Startup，說要改變世
界，作為綠活先驅的他又有何建議？「剛畢業的
年青人，會建議先到有vision做大事的小公司吸
收經驗，最好是startup。」改變世界不一定要自
己做founder，畢竟風險和失敗率也是高的。「任
何Startup公司想頭再大，不可以單靠一團火。重
要是實戰力，否則，公司會倒閉的。」

反過來問，何時才算準備好？「其實一世都不會
有完全準備好的一刻吧。就只是當你有多一點經
驗，唔好聽就是failure，面對問題時應付撞板的
經驗值是較高的。不代表你不會撞板，而是你會
鎮定一點，不會動不動就覺得天要塌下來。常常
有人說我們很成功，5年內建立這樣一個素食王
國，唉，我會說我們這些是 10 Year Overnight 
Success，霉了很久有誰明？爆紅那一刻你才知
道吧。」

綠活新思維



Green Common 集合超市、

餐廳、廚藝教室於一身。超市

與餐廳運作環環相扣，食物好

吃，自然多人買回家煮

David說終極目標是希望癲覆全
球人的飲食習慣，亞洲佔全球
人口63%，香港才佔0.1%，這
絕對是長期抗戰。

超市內不乏素食醬料，讓綠活
者輕易煮出美味素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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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FUND一指

投創比賽實錄

創業有夢，但欠一個機會？創投比賽「千Fund一指」正正由此而生。活動由「香港青年協會」及

「香港人撐香港品牌」合辦，總決賽於4月 1日舉行當日，最後10強的初創企業施展渾身解數，向台

下7名 專業評審及超過20位投資者，爭奪總值10萬元的獎金獎品，及合共超過1千萬的投資機會！

決賽當日，互動氣氛濃厚，各初創企都以日常生活出發，推出充滿趣味的智能化產品。而專業評審大

獎評分準則包括審視產品獨特性及其競爭力、市場推廣策略、業務可持續性、團隊能力及具創新科技

元素。以下介紹幾個創意煥發的得獎單位。

守護者科技（R-Guardian），由3位中大本科生創立，嘗試以藍芽科技與手機APP跟蹤遺失物件。

既可防止失物，亦為商業品牌提供售後數據分析和客戶關係管理。兩位80後哈佛生創立的肥美達人

（FeedMe）食評App，為愛出街「食好啲」的港人提供省時方便的升級餐飲體驗，暫時精選了600

間優質餐廳，一站式攪掂訂檯、點餐和埋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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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千 Fund 一指」
創投比賽結果

專業評審大獎（排名不分先後）

Acquaintance Enterprises Limited
R-Guardian Limited

Feedme Limited

創新科技獎
Zunosaki Limited

最受投資者歡迎獎
Lobster Technologies Limited

獲「創新科技獎」的頂尖頭腦（ZUNOSAKI），採用香

港理工大學研發的訓練機器人技術，協助中風患者重

新訓練肢體機能，改善其康復進度。

其餘入圍參賽者包括助人「搵屋」的社交平台「屋

訊」、電子醫療系統「艾草蜂」、眾 籌產品實體店

「Backers」、港鐵攻略手機 App「Pokeguide」及

以社企形式營運的預約上門汽車美容服務「洗車俠」。

參賽單位全都創意十足，令人積極期待下屆活動！



記得年幾前，從凡間打落谷底，因為自己無錢、

無面、無人脈，於地獄邊緣徘徊之間，個個也打

沉你，認為你浪費時間，發白日夢，以為自己還

有機會麻雀變鳳凰？當時，唯有放低「樽鹽」，

周圍去識人尋找機會，去識人尋找機會，誤打誤

撞又認識到一班「損友」，突然有一個奇想，是

否可以借助品牌之間互撑來提升知名度？

當別人認為你明明應該要比別人更勤力的時候，

我卻日日努力來實踐我的奇想，就連我最親的身

邊人、我的好員工都質疑我為何發神經地，不去

做正經事。現在回看，其他人曾以為我這個是好

無聊的 concept，到今天「香港人撐香港品牌」

終於都正式成立了一個 NGO 團體聯盟，得到很

多人的認同，真是感概萬千。

創業要夢

做生意的人，從來都應該是任性的，不理性才能創出一條血路。所
以，真正懂得做生意的人才會明白，從來沒有計算得到的成功方
法，結果亦永遠從碰碰撞撞中製造出來、「剛剛遇著啱啱」製造出
來，我相信緣份，但我更相信結果是靠信念、嘗試、實踐和行動去
創造出來！

信念•讓夢想成真

e-banner 創辦人
Chris Chan

從生意角度出發，「港撐」一定給予我無限的幫

助同商機，但真正使我興奮的，令不同朋友由懷

疑到認同，再而受惠。「港撐」更強化我創造價

值的意義，讓我有機會集結力量去幫助弱勢社

群，以生命影響生命，用行動去感動人，使大家

對身邊事，從看不見漸漸變成接受與面對。那怕

只是一丁點的改變，也是個好開始！而原來義無

反顧地貢獻時間、資源，共同地達成一件事，生

命，也不一定只用金錢來衡量錯與對。

 

當大家看見「香港人撐香港品牌」的成功，個

個不斷恭喜你，讚揚你的付出，我卻回想曾經

每一個深宵晚上，不斷奇想發夢，如果咁咁

咁，又如果咁咁咁⋯⋯原來每一個人真的需要

有夢想，再從夢想去尋找機會，那怕其他人視

你為廢話。

 

感恩每一位曾經同行的朋友，相信我這個痴人

夢話的狂人，遇到身邊每一位甲乙丙丁都是一

種緣份。「港撐」令我明白別人讚賞你，也不

要太過自傲，別人踩你，也要學會包容，凡事

總不能面面俱圓，唯有默默耕耘，用時間汗水

才能證明別人給予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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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隨時隨地隨手發佈？

談及Facebook使用的高峰期，大家很容易便會想

到午飯及晚飯後的時間。的確，數據上亦明確認

同了以上的分析。唯本人曾試過很多 AB Test，

發現早上6至8時半這段時間，效果也不弱。大部

份香港人的上班時間為 9 點鐘，半小時至1小時

的車程，絕對是打工仔閱覽Facebook最佳時間，

而早上亦是一個很好的時段去吸引消費者決定是

日的行程。例如大家會為每日晚飯選擇，經常絞

盡腦汁，若然他們早上看到 Ocean Three 有生

蠔優惠，很大機會便會即興約好三五知己，當晚

共進盛宴。相反，若這個廣告出現在 lunch Time 

或晚飯後，潛在消費者或會因已吃飽了而無視內

容，下了班或睡了覺便會忘記得一乾二淨。當

然，貴公司的受眾和最佳發佈時間主要取決於其

業務性質。

磨利社交平台的刀，是你擴闊圈子的好工具。以下與給大家分
享兩個使用貼士：

Facebook用得精
營業有得升
Ocean Three 創辦人
Hamish Ho

2. 你發佈的照片吸引嗎？

很多人以為放在Facebook的照片質素很重要，但

經過我多次AB test的經驗，其實不然。Facebook 

用戶年齡層廣泛，一般大於25歲，他們較不抗拒

閱讀發佈的文字內容，相片並不是主要影響觀眾

的因素。若以 Instagram 為例，它是個以發佈照

片為主流的應用程式，相對 Facebook 的多元化

呈現方法，可能較著重相片質素，但只要構圖清

晰，或加少許加工效果及圖案便容易符合主要用

戶 — 年青人的口味。

創業要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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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愛顯承諾 領養責任真
「香港人撐香港品牌」 x 「果園社企」之

動物「友」情人 慈善義賣活動



「香港人撐香港品牌」聯手「果園社企」，於 

2017年5月7日(星期日)在西九龍中心成功舉行

動物慈善義賣活動，為「果園社企」籌集經費。

活動期間，「香港人撐香港品牌」主席胡建東先

生分享了今次和「果園社企」合作的原因和心

得，亦預告了未來的後續活動。「果園社企」創

辦人梅廣亮先生亦分享了果園社企的由來和目

的，并呼籲大家踴躍支持。

果園動物大師及其主人亦上台參與互動，動物大

師的主人與大家分享了如何讓寵物成為動物大

師，以及動物大師的好處。

本次活動更有人氣王「尖東忌廉哥」參與，一眾

擁躉紛紛到場拍照。

當 日 有 多 位 明 星 名 人 出 席 活 動 ， 包 括 ： 陸 詩

韻，Star ies星座少女，傅晋杰，吳雲甫，瑪

姬，何紫綸，Ann，喬寶寶，敖嘉年，黃建東，

杜大偉，BINGO，曹震豪，祖欣及路芙。

嘉賓們上台分享了養寵物的心得，并呼籲大家支

持本次活動。其後更進行了分組遊戲比賽。明星

們分為兩隊，由隊長派出一名成員讓狗狗在30 

秒內做出指定動作。現場亦有狗隻訓練員示範正

確答案。

用愛顯承諾 領養責任真 INTERVIEW Steven Tsoi | Text NGO | Photo 牛仔天台工作室

網址 www.fgs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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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星嘉賓更親力親為到各寵物商戶攤位幫忙義

賣，市民亦積極參與，現場氣氛熱烈。

本次慈善義賣活動圓滿結束，多謝社會各界支持！

關於「果園社企」

香 港 註 冊 非 牟 利 社 會 企 業 慈 善 團 體 （ 編 號

91/13384），由愛護動物志願人士成立，目的

是救助被遺棄動物，提供暫時居所，安排領養，

讓他們最終能有一個真正而温暖的家。除此，成

為果園動物大師的狗狗，會到不同地 方作生命

教育，團體亦提供果園復康專車，協助行動不便

的人士免費往返覆診。 果園社企的場地更可租

用作寵物派對等用途，所得收益扣除開支後，將

用作救助被遺棄動物之用。 



創業要管

摩西只欠一步

人生很多時，都會出現很多只欠那一步。其實那

一步不是我們計算以內，更不是可以預期的。以

為種瓜必得瓜，種豆應得豆？其實，生命中，總

會有例外，有出乎意料之外的不完美。 

 

風雨過後，未必一定有彩虹出現。努力付出未必

得到相應的報酬。那份失落除了是未能完成的缺

陷，也是不完整的遺憾。

 

每個人心裡，也許都經歷過遙遠的愛，或許又是

只欠一步才能達到。這一步，可能一輩子也無法

行近些，欠的這一步，可能是南轅北轍的價值

觀，又可能是不能共融的文化差異。只好留下一

個遙遠的影像、片段的回憶，燦爛地活在心底，

偶然泛起回心的微笑，反而是支撑着自己過活的

動力。

 

每一條路，沒有對與錯，錯的只是選擇。選擇錯

了，或許也是欠缺那一步的成功因素。選擇錯

了，我會重新選擇。我相信，無論何地，一路風

光仍然無限，無論何時，年華總不至虛度，我

選擇相信自己的心、自己的靈，不必過份追求

兩年前曾踏上聖經摩西的埋葬地，約旦的尼波山上。當時的確感受到摩西領以色列
人走出紅海時，眼看著流奶與蜜之地，而不能踏上迦南地那一份壯志未酬的心境。

回望他辛苦完成了四十年礦野之路，仿佛就只欠那一步就可以完成功業。

草姬 (Herb Generation) 創辦人 
Gammy Kwok

完美，但求盡情享受每一個過程。走在人生的路

上，自己能做的事，自己解决，不能做的事，找

多些人一起解决。

創業也是一樣，當所有的事情都安排得很妥貼，

也計準了一切，滿以為創業一定能賺到錢，但面

對事與願違的時候，我們絕對不可以亂了陣腳，

安靜下來，想一想，走下一步的選擇會出現甚麼

情況？

 

經驗告訴我，別把自己的能力看得太高，也別把

自己看得太重。

再說摩西所欠的那一步，原來他已經竭盡全力，

成事與否，原來都是上帝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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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人撐香港品牌 －副主席
奧地利史懷哲獎金徽得主 (2017)

Anson Tong (DBA, MH)

創業要美

多少有一定藝術、設計或音樂成就的年青人，被定為「廢

青」；在內地或以前的香港，從事學校老師，是被受尊敬的

工作，如今則「搵錢唔多升職又難」。多少夢想被埋沒，已

不是新聞了。 

然而，國際社會又怎樣界定？各位看看獲得諾貝爾獎物理學

獎的光纖之父高錕！他所獲得的諾貝爾獎主要分為和平、文

學、醫學、化學、物理和經濟學範疇；而邵逸夫獎則分為天

文、數學和生命科學這三大項目，去彌補諾貝爾獎因時代進

步而增設的獎項。其它國際性獎項，得獎者不是因為金錢財

富豐厚，而是對科學、藝術、人道和人文精神有貢獻。正如

奧斯卡金像獎的最佳電影，亦不是因為高票房而得獎，而是

因其藝術內容而獲獎，因而一鳴驚人。

所以當別人批評你「都唔知你為咩？」、「不如正正經經打

份工吧」，各位記住，無忘初衷，不宜妄自誹薄。為自己

的夢想奮鬥，已是了不起的事，如能在創業時，於科學、藝

術、人道和人文精神對社會有貢獻，歷史會記得您！

在中國人的社會，時常聽到「創業」二字。新年
的祝福語和願望，多以金錢為主，如「生意興
隆」、「一本萬利」、「財源廣進」等等⋯⋯去
創業，去做生意，是被社會普遍認為較容易致富
的方法，而在價值觀被嚴重扭曲的香港社會，幾
乎只要不是從事賺錢的工作，便沒有社會地位。

創意不只談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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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活動統籌及製作
  EVENT PROJECT AND PRODUCTION

 專業攝影及錄影製作
 PHOTOGRAPHY AND VIDEO PRODUCTION

即時派相及分享服務
 PHOTO PRINT AND INSTANT SHARE

   3D 打印及燈箱製作
3D PRINTING AND LED LIGHT BOX MAKING

度身塑造專業設計 
    BECOME YOUR OWN DESIGN

您的最佳

檔

www.photostationhk.com     info@photostationhk.com     @PhotoStationHK

STANDARD
PHOTO 
BOOTH

47" TOUCH 
SCREEN
PHOTO
BOOTH

INSTAGRAM
BOOTH

即影
即 SHARE

NEW即拍、即印
及即分享服務

9609 3100 Photo Station Hong Kong

ALL RIGHT RESERVED BY SUNRISE ADVERTISING MEDIA & PHOTOSTATIONHK.
www.sunriseadvertisingmedia.com          info@sunriseadvertisingmedia.com           Hotline: 2997 2588

 

大型品牌合作伙伴
  BIG BRAND WITH BIG PROMISE

   照相亭租借服務
PHOTO BOOTH SERVICE & PACKAGE

   網上商店
     E-SHOP SERVICE



創業要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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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企業及品牌，都會藉著市場推廣計劃，以增加公司服務和產品在市場上的佔有
率及銷售額。惟在這個資訊爆炸的年代，要將產品和服務的資訊傳送到最正確的消
費群之中，就必須使用最正確的方法。一擊即中，比漁翁撒網來得更有效率。

面對經濟不景氣，其實是做營銷推廣的最佳時

機。商業模式的自然演進期間，市場會自會汰弱

留強，只有具獨特性的企業品牌，才有機會搶攻

市場，成為行業中的強者。

要充分利用網絡平台，是一門高深的學問，有時

人做我又做，結果只是浪費了真正接觸目標客群

的機會。隨著現今消費者更加聰明及更願意消

費，只有高質量的服務與產品才可引起他們的興

趣和消費意欲，在制定營銷策略時，就要擺脫過

去漁翁撒網的方式，改為選用更具針對性的宣傳

方案，即是為服務與產品配對最合適的市場。

目前市場上有一些平台，可以讓企業選用最節省

時間和最低成本的方式，跟目標客戶做配對及合

作進行更精準的推廣方案，從而達到最佳宣傳成

效，開拓和增加生意機會；如企業或品牌可藉著

與目標的行業合作一同舉辦營銷計劃，集中資源

一同針對與開拓客源，為客戶真正做到Go For 

Target、Go For Change！下一期我將會和大家

講解如果做好市場定位和目標客群的市場配對方

法，並透過網絡平台達致最佳宣傳成效。

一擊
即中

GC Communications - Account 
Director
Christy Chau





創業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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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在創業階段，企業都會先注重

知名度，這個是產品能夠佔領市場的先決

條件。「酒香不怕巷子深」說的是那種傳

統的經營之道，而現代企業最需要的品牌

戰略恰恰卻是宣傳為重。為了短期發展的

利益，追求迅速膨脹的效果，往往專注於

用巨額廣告打知名度。這就是初創企業經

常會犯的錯誤。

 

品牌絕不是一個單獨存在於市場之中的東

西。它是在許多市場之外的基礎上建立起來

的一種信念，這種信念一旦形成，最終會在

潛在消費群體中產生類似宗教信仰的結果。

而這樣的結果，關鍵不是知名度，而是美譽

度。它代表的是企業的文化、產品的質量、

員工的質素、發展的前景等等。

品牌─這裡我們所指的是真正意義上的品牌，不包括那些所謂的
「知名」但名聲並不好的品牌。為什麼這樣講？因為我們在打造品

牌時，一定要記得構成品牌的兩個要素：知名度+美譽度！

Huyi Global Group
中國高級法律顧問

徐威

知名度要有，美譽亦並重 

創業要牌，其實就是告訴我們，在注重知

名度的時候，沉下氣去打造企業的文化和

提升產品的真正競爭力，才是成功之路。

 

品牌戰略最關鍵的成功路徑其實就是：在

消費者大腦刻下品牌的深刻印記，提煉差

異化、個性化的品牌核心價值，規劃觸動

消費者內心世界的品牌識別，提供品牌所

帶來的真正的增值服務。



Verity Consulting
Kelvin Ko

創業要識

假若有僱員因為傷病而導致長期未能返回工作

崗位，對於人手緊絀的中小企來說，調動職員

來填補空缺實在令管理層的職務百上加斤。作

為僱主，我們希望員工能夠在充分休息後，盡

快重新投入工作。然而，有少部分僱員卻可能

濫用病假福利，甚至詐傷扮病申索保險賠償，

而令到僱主蒙受不必要的損失。

 

過去，我們曾經協助一家保險公司調查一位

因工傷而申請索償的員工。這位員工於受僱約

八個月後，在工作時不慎傷及頭、頸及背，住

院不過一星期，但所申請之病假達至差不多兩

年；後來更以該次工傷引致頭痛、腰背痛及抑

鬱為由，興訟向僱主索取高達一百四十多萬的

賠償。據了解，這位僱員原來曾經有十八次工

傷紀錄。翻查其遞交之醫療紀錄及醫生報告，

對於一家企業來說，最重要的資產便是其員工。每一位員工都肩負
著公司業務的重要組成部分，絕對是一個都不能少。

傷病：詐傷扮病

內容均顯示該僱員並未有骨裂等嚴重的病情。

而為了更真確了解此僱員的傷勢，保險公司委

託了我們的顧問公司對此僱員作出偵查。結果

發現，此僱員往醫院求診時攜上拐杖，平時卻

行動自如，與友人共聚時談笑風生，似乎絲毫

未有受到傷痛或精神上的困擾。

 

事實上，誇大傷勢以獲取更大補償金額的案例

屢見不鮮。就如上述例子，不單僱主要準備跟

僱 員 對 簿 公 堂 ， 保 險 公 司 亦 因 風 險 管 理 而 要

把日後的保費提高，可見一個人的不誠實對於

不同的持份者都會帶來影響。我們對員工固然

要真誠信賴，但當對僱員的情況抱有合理的懷

疑，我們也要有對策能夠釐清事實，公平合理

地處理局面，同時把損失減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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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為了提高營業額，使用略誇張的字眼「最

抵」、「最平」、「最好」，在所難免。當消費

者問推銷員：「你講嘅係唔係真㗎？」有趣的

是，當推銷員回答對方：「真㗎！」通常客人都

不會盡信，商戶只能用證據來說服對方，數字也

好，名人效應也好，只要有證據就沒問題。假若

筆者要證明「香港人很擔心自己被騙」，那就要

收集一定數目的問卷調查結果，才有足夠底氣去

證明這句話的真確性。但一些無法用證據說明的

虛字，例如「最好」、「最抵」等，一些用來刺

激消費者購物慾的字句，倒是沒什麼規範問題。

因此，筆者也不必證明香港人的「精明度」。

 

光是這樣的話，聽起來很容易，商戶用不著找律

師幫忙，自己把宣傳品過目一遍、過濾敏感字

眼不就好了？可是，商戶作為企業經營者，始終

都是以營業額為優先事項，容易忽略一些具誤導

性的商品說明。比方說，中國產的「富士蘋果」

確實是「富士蘋果」，但一般消費者都會直觀地

以為「富士蘋果」是「日本產」的。若在名牌上

寫「富士蘋果」，後面標籤才補上「中國產」

三字，這樣還是會令消費者合理地作出錯誤的預

測，足以被視為虛假商品說明。

 

不過，一個熟悉商品說明條例的律師自然可以為

客戶堵塞這類型的漏洞，確認宣傳品上沒有可以

被挑毛病的地方，省卻客戶要面對投訴及糾紛的

機會，要不然商戶光是要確認什麼是真，什麼是

假，什麼話可以說，什麼話不能說，便佔去了做

生意的時間，倒不如交給專業人士去判斷。

 

香港人確實是精明的消費者，如果商戶想要賺這

些精明消費者的錢，又要減低被他們投訴的風

險，那麼，選擇一間富有經驗且熟悉條例運作的

律師行，應該也是一個精明的消費選擇。

Yiu ＆ Associates Solicitors
Jimmy Yip

創業有法

上回講到：在「虛假商品說明」條例底下，要求商戶所提
供的貨品或服務資料都必須是真確無誤。如果採用虛假或
誤導性的商品說明，影響了消費者原來的消費決定，那就
是犯法。

  比精明消費者更「精明」
（延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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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有計

怎樣閱讀
財務報表?

這固然是部份公司並沒有一個常規的會計人員， 按時結賬，老闆往往靠「估」，憑銀行存款或日常訂

單得出公司是否正在「賺錢」。問題是，就算有「財務報表」在手，又怎樣才讀懂「財務報表」得知

公司的營運狀況？

財務報表一般包括4大報表 - 「損益表」、「資產負債表」、「權益變動表」及「現金流量表」。

•要看公司有沒有賺錢? 閱讀「損益表」；

•要看賺錢的來源是來自於本業收入還是其他收入? 閱讀「損益表」及「現金流量表」；

•要看賺的錢是現金收入還是賒帳收入？收不收得到? 閱讀「資產負債表」及「現金流量表」；

•身為股東，怎樣知道股東權益回報率？閱讀「損益表」及「權益變動表」。

常遇到一些新客戶初見面時說自己公司今年賺了很多錢，但當我們完

成審計後，提交報告給客戶時，客戶才發覺並不是當初預期的「賺」

了很多錢，有時甚至是「虧」了! 

首要的，是一眼掌握公司的情況。看「資產負債

表」，就知公司有多少存款，應收賬，應付賬及

銀行借款是多少。看「損益表」，就知公司今個

月是「賺」還「虧」。

第二是及時發現營運中存在的問題。通過對不同

報表的簡單分析， 可以看出異常的財務指標，

發現營運中的問題及風險。假設公司經營餐廳，

賣酒及食物，上月酒的銷量大升50萬，那今個

月明顯要考慮倉存是否足夠及要儘快補貨。再比

TANDEM (HK) CPA Limited
Jeffrey Chong

如月底的短期借款100萬，銀行存款才60萬，就

要當心是否存在債務違約風險。

第三點是為決策提供依據。通過有系統及有數據

支持的分析，可以為決策提供依據。這系統分

析，還會幫助你閱讀其他公司的狀況，從而比較

及改善自己公司的經營方式。

 

下期，我們再分享閱讀個別報表要注意的地方

讀懂財務報表有何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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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用戶搜尋APP和網站時的過程類近。網站需

要用戶輸入域名 (Domain Name) 或透過搜尋引

擎，例如 Google、Yahoo 搜尋，才能找到貴公司

的網站。換句話說，如果用戶認識你的公司，會直

接透過搜尋貴公司或品牌名稱，從而到訪你的網

站；相反，如果用戶對你的公司從不認識，則會透

過搜尋與你業務相關的關鍵字 (Keyword Search)

才會找到貴公司網站。這與用戶在應用程式商店

(APPs Store) 搜尋APP的過程大同小異。

 

不過，網站和APP的用戶習慣則大大不同。一般

情況下，用戶透過搜尋引擎搜尋的網站多數以資

訊性為主，而搜尋app主要會以應用或是功能為

主。例如，如果用戶搜尋美容網站，目的可能是

想找美容中心、或美容相關的產品資訊；但如果

用戶在APPs Store 搜尋美容，目的卻可能是想找

和具某種美容相關功能的APPs為主。

「到底我公司需要一個手機應用程式 (APP)，還是一個網站？」

客戶經常向我們查詢這個問題。回答此問題前，大家需要了解APP和網站的分別。

創業有APP

AppOne 創辦人
Penny Yau

Email: penny@appone.hk

要APP還是WEB?

 換句話說，如果您想開發一個APP，有兩點必需

要考慮。第一，有沒有一些功能可以讓用戶有下

載的意圖；第二，是否可以留住用戶，讓他繼續

使用。由於驅使用戶下載一個APP是需要一些誘

因，而且APP會佔用手機的儲存空間，所以假如

沒有特別用途，用戶會毫不留情地從手機刪除。

相反，如果能讓用戶繼續使用，不但可以宣傳公

司的業務，還可加強品牌形象及提升品牌價值。

 

總括而言，除了網上商店外， 你的公司如果只能

提供資訊性的內容，選擇製作一個網站就已經足

夠。不過，如果貴你想進一步佔據用戶的手機，

接觸客戶多一點，便需要有更多的創意，想一些

用戶需要的功能，讓公司突圍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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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有財

自2007年開始蘋果 (Apple Inc.) 帶動智能手

機產業踏上標準化，所帶來的產業價值大幅成

長。外間保守估計，目前由移動設備帶動的全

球產業價值高達5,500億美元，超過個人電腦產

業產值的2,000多億美元，預期未來物聯網和多

國政府推動的智慧城市 (Smart City) 政策，物

聯網將為企業帶來更大發展機會。

 

事實上，網絡的出現，已經對不少行業帶來一

些顛覆性的改變，更令一些傳統行業在產業鏈

中的角色漸漸淡化。不同規模的企業家或創業

者，確實要貼地想想，如何在新生態中令業務

得以延續。在互聯網的發展歷程中，2000年前

後出現了第一波浪潮，當時個人電腦 (PC) 成為

了不同科技公司必爭之地，不論是硬件或是軟

件的開發，均以PC平台為發展的中心點。之後

十幾年時間，科技公司不斷利用硬件變細變輕，

以及提速提高效能的方向發展，在頻寬愈闊與價

格愈平的環境下，將戰線由PC轉移到手機及移

動設備，讓互聯網第二波在更大更多的客戶群中

發酵起來，更廣泛地影響了消費者及企業的運作

模式。

 

值得企業或創業者思考的，是現時技術提升的速

度，已遠超我們對資訊安全的掌握能力。由於網

絡攻擊的目標已由針對個人電腦，擴展至流動和

互聯網設備和伺服器；隨着「物聯網」概念的興

起，預料這類攻擊將會變得更加頻密，相對地要深

入考慮的是未來的商業保安成本將會愈來愈高。

物聯網中的物競天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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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從零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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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本教的機會成本一定對嗎？
創業從不受年齡限制，但無論任何人想創業，很多時候第一個

問題都是問：「值得嗎？」這個其實是機會成本的問題。

筆者的家境很一般，所以大學時代，我需要一邊

打工，一邊攻讀大學，成績尚算過得去。畢業

後，我找了一份IT工作，返工地點離家只需10

分鐘車程，收入亦很可觀，這不是很多大學生的

理想工作嗎？不過好景不常，我在這間公司只做

了10個月，整個部門就被母公司移除了。年僅

25歲的我已要問加拿大政府拿失業金，這對我

日後回看甚麼是事業出現了轉折。

 

我的父母都是非常保守派，一直以來都是教我俾

心機讀好書、找份好工作，我就應該可以好好的

生活。事實上，隨著時代的改變，成績好未必

可以找到份好工，找到份好工也未必可以做得

長。第一次失業的經驗不禁令我反思甚麼是一份

好工？那時候，我拿著儲蓄及失業金，每天炒股

票，收入跟之前工作無異。當時，我心想錢可以

透過工作以外的方法去賺回來，但我每天怎樣花

我的時間卻是不可以賺回來的，所謂好工應該是

我可以樂在其中的工作。

結果，我花了三個月時間搵工，最後在同一天我

有三個工作選擇：花旗投資銀行年薪5萬加元、

基金公司年薪5.5萬加元、醫療程式開發年薪6萬

加元。就剛才提及「樂在其中」的想法，我知

道自己喜歡分析，所以我選擇了薪金最低的花旗

銀行，加入了企業及投資銀行部做基金資料庫的

程式分析員。「值得嗎？」機會成本的書面解讀

是—假若你只能在眾多選擇之中挑選一個，被放

棄的選擇中最高價值的就是機會成本。就我的例

子，年薪6萬加元就是我當時的機會成本。我只

可以說實戰經驗遠比書本知識更真實！由於我有

了花旗投資銀行的管理經驗，對我在這十年間創

立及管理的三間公司十分寶貴。

從零開始 創業顧問及課程總監
由投行打工到創業的八十後

凌卓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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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富有道

美股隊長
吳瑞麟

面書專頁：usstockcap

今年有幸讀到一本好書，名為《驚人習慣力》。書本要旨，是培養新的正面習慣時，訂立目

標，越低越好。此書於美國流行，頗有名氣。英文書名《 Mini Habits 》所指的「迷你習

慣」，到底是甚麼？有何好處？

個人經歷而言，日日坐寫字樓、用電腦，缺乏運

動，經常腰痛，難以避免。以往有跑步習慣，時

而挑戰十公里賽；後來步行也痛，不能繼續。最

差時，行商場也不行，要半路回家休息。沒有運

動，人也變得頹廢，氣血不通，特別沒有精神。

讀《驚人習慣力》一書，作者 Stephen Guise，

與自己際遇相近 ── 他很想去健身。相信很多

朋友，也曾參加健身，卻少有人能持續，因為忙

碌，而且健身很辛苦。自己便會作出一堆藉口推

搪，漸漸便開始放棄。

 

目標調低 習慣成自然
很多時培養不到習慣，原因在於目標訂得太高。

「每周健身七次、每次三小時」，目標太高，必

然達不到。反之，將目標調低，低到無可再低，

在一定能完成的水平。那Guise最終如何重拾健

身習慣？他告訴自己：「健身很辛苦，不如只做

一下掌上壓吧！」做了一下，情況不錯，不如多

做幾下？目標是做一下，最終一定不只一下。做

着做着，一定附送多幾下，慢慢養成習慣，亦即

將發動門檻下移，是個好方法。例如自己跑不

了，那就告訴自己，每日步行十五分鐘，只要吃

飯時走遠一點、下班時早一個站下車，已能達

成，執行容易。放棄習慣的源頭，是經常做不

到，心灰意冷，自怨自責。目標夠低，內心不用

掙扎，容易做到。然而低目標，不等於低成效。

自己日常不經意的行走，步數竟日均過萬，維持

數月後，腰痛也有改善，還進步到恢復行山。

 全方位改善生活
另一友人，年紀漸大，看書續航力急降。他設定

的迷你習慣，是每天閱讀兩頁。看似不值一晒，

然而有日他告訴我，用此方法，竟然讀完極艱深

的《學習的王道》一書。當然，說是每次兩頁，

通常會讀更多，一發便不可收拾。

 

其它應用例子：如每餐吃素，難度很高，有時與

朋友應酬，也不方便。改為一周一次，計劃清

楚，反而易於啟動；家長常常說，沒時間陪小朋

友，也可用此法解決。每日抽10分鐘。要找10

分鐘，其實只需放下智能電話便可。至於想提升

投資分析力，每天抽空10分鐘，研讀好書如費雪

（Ken Fisher）的《擊敗群眾的逆向思維》，聚

沙成塔，功力自能提升。

誠意推薦《驚人習慣力》一書，非常易讀、有用。

《驚人習慣力》

作者：Stephen Guise

出版社：三采文化

聚沙成塔
投資功力自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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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企業家

Kim Tse
woment飾品主理人,力賣簡約時尚的 

Affordable Fine Jewelry。期望女生

日常配襯戴上woment飾品，能輕易

成為焦點，活出自信。

網址：www.woment.co



woment 珍珠二代
讓女生自信返埋嚟!

還以為珍珠等於老氣？「女人戴珍珠，也可時尚有型。」
30歲的Kim，來自珍珠批發家族，自小愛以首飾配襯日常穿戴，身邊的女生卻投訴，
市面缺乏設計簡約的選擇。為了實現心中的型格珍珠飾品，她踏上設計師之路，因她
相信，任何女生戴珍珠都可以很美，就如做女人一樣，重點是找對自己想要的東西，
活出自信。

所謂「輕首飾」，做工精美、材質優良之餘，設計低調柔美，細

細件，完全不貴，配襯日常衣衫卻又毫不失禮，woment飾品就以

25-35女性為目標顧客群，平均定價約六百至八百元，只選優質淡

水珍珠，又平又靚，女生們聽到這樣的介紹，很難不心動。

「輕首飾」當道 讓女生更多樣化

Kim覺得，女性不只得豪華這一面。有見市場上大多是隆重款式，

要不就是昂貴的大品牌，再來就是淘寶假貨，woment質量卻不輸

大品牌，讓OL上班或平日都適合戴，而且價位不高，很易就能擁

有，不用動輒幾千或上萬才可。

「浮誇的首飾，只用得上一兩次，我寧願你買幾件woment日日戴，

戴厭了再買，也不會肉赤，不用等男人去買給你。而且我們不賣假珍

珠，算是對自己一個肯定，知道自己是值得更好的。」品牌起初以珍

珠與純銀作主打，及後也加入真皮及礦石等天然物料，簡單線條配一

點玩味設計，引來很多有要求的女生幫襯。「女生戴大品牌的東西，

很多時會被喧賓奪主，我更希望戴woment讓你突出自己的個性，增

強你的光茫，重拾女人的自信。比如一條頸鏈，我會加個活扣，讓

它成為能陪伴你做任何事也可。穿牛仔褲OK、上班做presentation都

得、去飲亦夠照，像是說女生形象是可以多樣化的。」

「Classic with a twist」正是woment設計
的主軸，帶點玩味和優雅。

INTERVIEW & TEXT 曹文 | Photo 曹文、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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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手湊大品牌的woment，以市集與網站為起點，

於尖東的家族生意僻出一角販售，又聯同本地時

裝品牌 HEAVEN PLEASE+ 合作。她亦曾舉辦

珍珠頸鏈工作坊，包括DIY製作與45分鐘珍珠學

堂。今年10月，woment剛剛在美麗華商場開設

Popup Store。「品牌由小變中、中變大，實在很多

困難。香港來說，昂貴租金外，還要面對管理、

貨源穩定性、網上宣傳、跟商場傾合約等難關，

這些一切我還在努力平衡中。」

說Kim跟著品牌成長，其實woment一班熟客

也同樣在長大。「未來會出一系列用料更靚更

premium的，以日本珍珠為主，全因熟客們都在

要求更精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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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市集能接觸顧客，Kim也同時結識了很多珠寶

二代。傳統珠寶經營，往往只愛獨大模式，Kim

則覺得香港的中小企品牌若能拍住上，會成就更

大的發展空間。

女人創業難 決心慢慢學

創業家這名銜，好像很厲害，Kim卻好謙虛，強

調自己還在學習中，說到女士搞生意，她覺得要

思考的東西特別多。

以她自己為例，現年30歲，畢業後稍有一些的工

作經驗，好些事合不合適自己，都試過了，決意

全副心機投放去建立品牌，根本沒什私人時間，

很多身邊人卻問她，為何不去settle。「點解要？

我才剛剛開始！宏觀看前人經驗，每種expertise

至少也要投資十年，才算爐火純青吧。男士到40

歲叫盛年，會很吃香，女士40歲卻被看作是個剩

女？但競爭如此大，不決心投入又如何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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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女性的路不好走，與主流價值的步伐沒有對

上，所獲得的「關心」不會少，也製造了不少

無形壓力，讓Kim一直在反思與爭扎。「對我來

說，創業家不一定是強悍的，尤其是女士，更不

用逞強。」

或者就如她所宣揚的珍珠理念一樣，女人要自信

地走下去，與其盲從大方向，知道自己的需要來

得更重要。

woment
地址:尖沙咀彌敦道132號 Mira Place 1

地面Kiosk A ( Agnés B 對面)
網址:www.woment.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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