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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行政摘要 

很多人有足夠的金錢，但卻無法得到健康。本企業以改善現今社會浪

費和不健康飲食問題（據 2006 年的一個研究，顯示大學生中 20%屬於過重或過

輕，他們蔬果攝取量未達建議量，攝取過多油炸食物及含糖飲料）1為目標，致力推

動健康和有機食物的潮流文化，改變大眾的消費習慣，實踐環保。主要經

營創意創新、簡單環保和美味的健康和有機食物，希望打破「健康食物就

是不好吃的食物」的說法，令人們感到眼前一亮。同時在菜單、桌子上印

上一些有關健康和有機食物的資訊，提倡環保和關注環保問題，令市民提

高環保意識。本企業會在各社交平台、報章上發佈有關健康和有機食物

的，大眾可以透過互聯網了解有關健康、有機食物的資訊和了解本公司。

在聘請人員方面，可外判給無業人士、傷殘人士、更新人士等等，為社會

出一份力。現今失業率越來越高，推動環保和健康的同時，本企業絕對有

需要為香港社會整體的利益為先決條件，本企業正是因此而成立。 

                                                      

1 楊裕隆, 張宏亮, 陳美燕, 王傑賢, 林建勳, & 李俞麟. (2012). 大專校院學生體適能, 飲食與

睡眠之研究. 臺大體育學報, (22), 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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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簡介 

公司名稱： Geasylife 佳健鬆活有限公司 

➢ Geasylife 的「G」代表「Good」。而後面的「佳健鬆活」代表好

的、健康的、輕鬆的生活。整個名字意指健康又快樂的生活，希

望他們在健康又快樂的環境下生活，「Geasylife 佳健鬆活有限公

司」從此衍生出來。 

成立目的： 

➢ 減少現時及未來社會身體受食物影響而變差的問題 

主要針對對象： 

➢ 不健康人士（例如過重或過輕人士） 

~提供各種健康和有機食物供他們消費，令大家（特別是常外出吃

飯的香港人）吃得健康一點，同時減少浪費問題。 

選址範圍： 

➢ 在上班族和富有人士較多的地方去經營生意。 

~現今很多香港人都是有足夠金錢，卻無法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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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生活節奏快，所以吃飯也會多選擇到快餐店吃，而快餐店里

的往往是不健康的食品。 

聘請： 

➢ 無業人士、傷殘人士、更新人士...... 

~幫助他們重歸社會。 

推銷： 

➢ 在售出健康和有機食物時，我們會在各社交平台、報章上加以宣

傳環保。 

~使更多人認識本公司及環保知識。 

➢ 將實體店設置在⼈流較多的地⽅，⽅便客户購買。 

➢ 於社交網站加以宣傳及售賣（例如：Instagram 及 Faceboo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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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公司運作流程圖 

種植從本地及其他國家引入品質優良可信的幼苗，無添加

任何農藥，純天然。 

↓ 

由本地及外國農業部⾨中主管種苗檢查及植物保護⼯作，

部⾨在種苗⽣長期不定期檢查，確保沒有害蟲疾病，以確

保食材品質。 

↓ 

餐廳採用有機肥料種植，確保沒有添加化學成份，防⽌食

材品質變壞。 

↓ 

食材只供當天使用 

↓ 

下單(可以選擇分量) 

➢ 在櫃檯下單。 

（可選擇堂食/外賣） 

➢ 透過網上商店進行電子貨幣下單。 

（透過網絡賣出的食物，顧客需親自到餐廳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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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裝部） 

廚房即場製作， 

處理食材，把它們包裝成色美俱全的一道菜去吸引消費

者。 

↓ 

送達食物 

↓ 

付款 (若顧客人沒廚餘則可減$10，外賣不設此優惠。) 

➢ 可⽤高科技付費軟件（例如：Visa，Applepay，

Mastercard，⽀付寶）。 

➢ 現⾦皆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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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社會責任 

環保 

在環保方面，香港人常外出吃飯，但外面餐廳的食物很多都是不健

康、不環保的，令大家容易變得不健康，而浪費問題也會越漸加劇，因此

我們會提供各種健康和有機食物供他們消費。本公司會避免在運送過程浪

費大量資源的有機食品，再透過弄成精美的一餐後再售賣，這樣不但可以

成為環保分子，又可以吸引顧客消費，讓他們認識食物環保，避免浪費更

多的食物。 

上班族及不健康人士 

經過挑選的食物會根據上班族及不健康人士的健康需求，銷售給他

們，照顧他們的需要，盡量減輕他們在外出吃飯的身體負擔。 

照顧弱勢社群 

本公司針對照顧弱勢社群,我們會聘請社會上的無業人士、傷殘人士、

更新人士作成為我們的一分子,他們可負責當廚師、服務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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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司產品

(A) 百搭餐 

提供套餐建議的同時，讓顧客可自己選擇食物的配搭方式。在飲料中

也可自己選擇各種配料。在菜單、桌子上印一些有關健康和有機食物

的資訊。 

 

(B) 精選健康餐 

以無農藥蔬果及無激素肉類組合而成，既能讓顧客吃飽也能滿足他們

想健康的心態。 

菜式：平均$99 

1) 煙三文魚薯仔沙律 

 

2) 蔬菜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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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凱撒雞肉蔬菜捲 

 

4) 五色沙律 

 

5) 青椒鱈魚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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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烤鮭魚排附馬鈴薯泥 

 

7) 煙肉薯仔沙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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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鮮蝦雙果沙律 

 

9) 焗薯沙律 

 

10) 金槍魚沙律 

 

11) 蘋果核桃萵苣沙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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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菠蘿莎莎醬 

 

13) 日式雞蛋薯仔沙律 

 

14) 炒柑橘沙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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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汁：平均$30 

15) 番茄蘋果汁 

 

16) 胡蘿蔔蘋果汁 

 

17) 牛奶蘋果汁 

 

18) 熱帶綜合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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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夏日繽紛果汁 

 

20) 雙奇異果汁 

 

21) 黑木耳香蕉奇異果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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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魚 

三文鱼肉质细嫩、颜色鲜艳、口感爽滑，近年来成了家庭餐桌

上的美味佳肴。不仅如此，三文鱼还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三文

鱼除了是高蛋白、低热量的健康食品外，还含有多种维生素以及

钙、铁、锌、镁、磷等矿物质，并且还含有丰富的不饱和脂肪

酸。在所有鱼类中，三文鱼所含的 omega—3 不饱和脂肪酸最多

(每 100 克三文鱼约含 27 克)，营养学研究证明，omega—3 不

饱和脂肪酸能有效地降低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发病率，还对关节

炎、乳腺癌等慢性病有益处，对胎儿和儿童的生长发育有促进作

用。 

另外，本店採用新鮮的挪威產三文魚，以及無添加的薯仔，令

顧客可以享受無添加食物的新鮮，同時可以以低卡路里進食。 

薯仔 

富含鉀元素，維他命 C 比香蕉更豐富，富含大多人所容易缺

乏的維他命 B1，維他命 B2 含量也比大米高，還含有膳食纖維和

多酚類物質。在不放油鹽的時候，薯仔的澱粉含量及升血糖速度

不如白米飯白饅頭快，而且飽腹感非常強。同樣吃 300 千卡能量

的食物，薯仔比米飯饅頭面包更容易讓人吃飽，而且飽腹感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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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湯： 

蔬菜湯的材料中，有加入澱粉質、肉類，如薯仔加瘦肉及適當的

分量，可相等於一餐飯的營養和分量。蔬菜中的植化素具有抗氧

化作用，有助預防癌症。2 

雞肉 

營養價值：每百公克含有水分 74%、蛋白質 22%、蛋白質

2.2%、鈣 13 毫克、磷 190 毫克、鐵 1.5 毫克等，雞肉也含有豐

富的維生素 A，尤其小雞雞肉特別多，另還含有維生素 C、E 等。 

不但含脂肪量低，而且所含的脂肪多為不飽和脂肪酸，為小

兒、中老年人、心血管疾病患者、病中病後虛弱者理想的蛋白質

食品。  

雞肉性味甘溫，主治功用十分廣泛，效益亦很顯著。例如：溫

中益氣、補精添髓、強筋健骨、活血調經，對虛勞、消瘦、水

腫、病後虛弱、久病體虛、健康調理、產婦補養...... 

生菜 

                                                      

2 前田浩（抗癌藥研究權威、熊本大學名譽教授）  

（ http://www.epochtimes.com/b5/18/11/9/n10841480.htm ） 

http://www.epochtimes.com/b5/tag/%e6%a4%8d%e5%8c%96%e7%b4%a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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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豐富的蛋白質、脂肪、糖類、維生素 B1、維生素 B2、維生

素 C、維生素 E、菸酸、鈣、磷、鐵、鉀、碘、胡蘿蔔素、葉綠

素、有機酸、脢...... 

生菜莖葉中具有重要的抗癌物質，能夠分解食物中的致癌物質

亞硝胺，對於預防肝癌、胃癌等消化系統癌症有一定程度的作

用，因此被視為最佳抗癌蔬菜。亦有鎮靜和安眠的功效。 

鱈魚 

鱈魚有助生長及發育，鱈魚中富含豐富的蛋白質，肉質細滑容

易消化，適合老人小孩食用，能有助於兒童青少年生長發育。 而

且有助提高智力，鱈魚中含有豐富的 DHA，DHA 有促進腦部發

育的作用，所以常吃鱈魚能使人變得聰明，同時又能保護視力。

鱈魚更可以預防心血管疾病，減低患上心臟病的風險。 

另外，日本研究發現，鮭魚富含 Omega-3 脂肪酸，魚油可以

清除多餘的脂肪，魚類當中的 Omega-3 脂肪酸可以將壞脂肪轉

為好脂肪，就能燃燒更多卡路里。研究員表示，Omega-3 脂肪酸

在某些富含油脂的魚類中特別豐富，像是鮭魚。除了幫助減輕體

重，Omega-3 脂肪酸也有助預防高血壓和阿茲海默症。 

鮭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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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發現，鮭魚富含 Omega-3 脂肪酸，魚油可以清除多餘

的脂肪，魚類當中的 Omega-3 脂肪酸可以將壞脂肪轉為好脂

肪，就能燃燒更多卡路里。研究員表示，Omega-3 脂肪酸在某些

富含油脂的魚類中特別豐富，像是鮭魚。除了幫助減輕體重，

Omega-3 脂肪酸也有助預防高血壓和阿茲海默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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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問卷調查結果及分析 

本企業以消費者為先，從他們的角度出發，並聆聽他們的意見，令我

們知道自己的不足之處，並加以改善。我們透過 Google Form，在網上

和街上進行問卷調查。合共獲得 30 封回覆， 當中受訪者主要為成年

人。問卷的目的包括可以協助我們將貨品定價，能夠讓我們從消費者的角

度出發， 令我們針對某些問題而作出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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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調查結果 

 

➢ 受訪者普遍年齡為 18 至 30 歲，其次為 11 至 17 歲，分別是 50%和 36.7%。 

而最少的是 30 歲以上，佔 13.3%, 只有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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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七成 受訪者表示他們平均在一個星期進食 1-3 次快餐，兩成表示 4 次或以

上。 

➢ 可見大多人都在一個星期內吃多次快餐，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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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六成 受訪者購買食物時偶爾會看標籤、原料和來源地，約兩至三成從不看。 

➢ 從題 4,5,6，可見現今很多人都不太注意食物的質素和健康與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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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成 受訪者進食時偶爾跟隨「食物金字塔」的建議分量，36.7% 受訪者從不，

剩下的經常，只有一個人。

 

➢ 受訪者平均進餐時，菜肉平均和多肉的人數 各有 43.3% 。進食多菜的只有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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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購買蔬果時偶爾和從不選擇有機蔬果的受訪者人數各佔 五成。 

➢ 從題 6,7,8，可見現今很多人都不健康飲食。 

 

➢ 約八成半的受訪者認為外面食物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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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半成受訪者曾試過因食物問題而身體出現一些問題。 

➢ 從 9,10 題可見，很多人都認為餐廳食物不太健康，並曾導致顯生身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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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1,12 題可見，七成受訪者願意以較高價錢買健康美味的午餐，而大部分可接

受$50-100 的價格，其次為$101-200，因此我們會把價格定在平均$90 一餐。 

 

➢ 七成受訪者透過上網解健康食物，五成則是雜誌及報張。 

➢ 我們會在網絡雜誌及報張上加以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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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 14,15 題可見，八成半受訪者願意支持社企，當中有五成半受訪者是因為相信

弱勢社群經培訓后也能跟普通民眾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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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願意當中的七成受訪者認為弱勢社群生活習慣跟我們不一樣，怕影響衛生。 

➢ 回應 15,16 題，我們會在培訓方面加以監督，使他們的生活習慣不會影響任何

人。 

 

問卷調查分析 

由以上問卷調查可見, 他們均接受。 我們亦有 五成的受訪者為 18-

30 歲, 至少能確保在未來十年以上資料均有效 及絕大部分消費者會選擇

我們。 與此同時, 絕大部分受訪者會擔心弱勢社群做事效率慢，同時會

引起衛生問題，我們會更加著重訓練他們。本企業會以消費者的安全為

先, 令消費者對我們的信心提高。  

總括而言, 我們估計大部分消費者都會選擇進入本餐廳進食，因為健

康、美味。能夠避免大多的健康問題, 亦都會環保出一分力, 相信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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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都會支持我們。 通過問卷調查, 我們亦都得悉衛生問題和效率為

消費者最大的憂慮, 我們將會致力針對以上問題, 令到消費 者的信心提高

而選購我們的貨品。該問卷調查亦都可以證實到我們企業運作的可行性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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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SWOT-強弱危機分析#1 

强： 

➢ 有機食品： 

餐廳使用有機食品來製造餐點又鼓勵顧客改善自己的生活習慣。 

➢ 沒有地區的限制： 

顧客可在不同地區向我們訂購食物而不受限制。 

 

弱： 

➢ 市場佔有率不大 ： 

有機食品在市場的推廣不大， 沒有多少人清楚有機食品的好處。 

➢ 宣傳效益較低： 

在宣傳廣告上沒有採用明星效應，難以吸引前在的消費者相關注或食

用餐廳的商品。 

➢ 產品吸引力較低： 

餐廳的產品吸引力較低，因為都是有機蔬菜，對於不關注健康的人並

沒有太大賣點。 

 

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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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受政府的利潤管制監管： 

餐廳可自行決定對食品加價或減價，不受政府監管，餐廳可隨著市場

的變化而自行調節價錢以迎合市場的情況。 

➢ 有機食品擁有較多營養： 

顧客食用餐廳的有機食品可以獲得更多種不同營養，而其他普通蔬菜

则不可能做到。 

➢ 傳播媒介上升 ： 

餐廳可在 apps 、facebook 上 發行其餐廳訊息 ，以吸引不同類型

的顧客，使宣傳效益上升。 

 

危： 

➢ 市場佔有率下降 ： 

面對其餘餐廳的威脅， 例如西餐廳快餐店 的產品在市場佔有率上

升。 

➢ 更少人願意購買有機食品： 

有機食品會給予市民較昂貴的負面印象，使他們以後更少買有機食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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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外在環境因素分析#2 

經濟： 

➢ 通脹率上升： 

這會使公眾對餐廳的產品購買力下降，亦會影響公司的資金成本整體

消費或環保等方面的投資。 

➢ 工資水平上升： 

最低工資的上升是市民的購買力增加從而使对餐廳的產品的需求上

升。 

 

科技： 

➢ 技術水平上升： 

有助改善生產力，因為餐廳可以藉此外判決定及分銷有關食物的產品

和服務，提高公司的業務。 

➢ 資訊科技應用： 

餐廳可以透過互聯網去分銷產品例如 apps 、facebook 和公司網頁

等。 

 

政治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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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廳涵蓋對食物購買人的一般保障、與出售不宜食用的食物和攙雜食

物有關的罪行、食物成分組合及標籤、食物衞生，檢取及銷毀不宜食

用的食物， 故此需申請食物牌照及尊重其餘法律，如公眾衞生及市政

條例（第 132 章）第 V 部及食物安全條例（第 612 章）。 

 

自然地理 ： 

➢ 交通網絡： 

完善的交通網絡有助運輸食材到餐廳，藉此保持食材的新鮮，令營運

成本減少。 

 

社會文化： 

➢ 女性性別上升： 

餐廳根據這個現象去 預計這為市場帶來的影響，並且藉此去更了解顧

客對 有機食物的需求是否有改變，並針對現象推出有關女性的產品。

增加市場的佔有率。 

➢ 生活方式的改變： 

為了迎合顧客的品味和喜好，餐廳應推出有關近年其他國家引入的文

化以迎合港人的品味和喜好，如韓風和日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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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者： 

➢ 進入到市場的障礙較大： 

政府嚴謹的發牌制度令餐廳的數量受到限制。 

➢ 代用品 ： 

該地區其他公司都能代替，因為他們都能滿足顧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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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4C 營銷策略 

隨著市場競爭日趨激烈，媒介傳播速度越來越快，4Ps 理論越來越受

到挑戰。1990 年，美國學者羅伯特·勞特朋（Robert Lauterborn）教授

提出了與傳統營銷的 4P 相對應的 4Cs 營銷理論。4Cs 理論是在 4Ps 理論

的基礎之上提出來的，而新 4Cs 理論又是在 4Cs 理論基礎之上提出來

的。3 

 

Customer（顧客） 

本企業的顧客對象主要為上班族及不健康人士。普遍上班族的生活節

奏較快，而不健康人士不但如此，更缺少豐富健康的營養。因此我們會提

供少量但充足，並營養豐富的一餐。同時，會提供外賣送上門，使他們更

方便和節省時間。 

Cost（成本） 

  不單是企業的生產成本，或者說 4P 中的 Price(價格),它還包括顧客的

購買成本，同時也意味著產品定價的理想情況，應該是既低於顧客的心理

價格，亦能夠讓企業有所盈利。此外，這中間的顧客購買成本不僅包括其

貨幣支出，還包括其為此耗費的時間，體力和精力消耗，以及購買風險。 

                                                      
3 MBA 智庫百科。4Cs 營銷理論。 2018 年 2 月 20 日，取自 

https://wiki.mbalib.com/zh-tw/4Cs%E8%90%A5%E9%94%80%E7%90%86%E8%AE%BA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B8%82%E5%9C%BA%E7%AB%9E%E4%BA%89
https://wiki.mbalib.com/zh-tw/4Ps%E7%90%86%E8%AE%BA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BD%97%E4%BC%AF%E7%89%B9%C2%B7%E5%8A%B3%E7%89%B9%E6%9C%8B
https://wiki.mbalib.com/zh-tw/Robert_Lauterborn
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C%A0%E7%BB%9F%E8%90%A5%E9%94%80
https://wiki.mbalib.com/zh-tw/4P
https://wiki.mbalib.com/zh-tw/4Ps%E7%90%86%E8%AE%BA
https://wiki.mbalib.com/zh-tw/4Ps%E7%90%86%E8%AE%BA
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94%9F%E4%BA%A7%E6%88%90%E6%9C%AC
https://wiki.mbalib.com/zh-tw/%E4%BB%B7%E6%A0%BC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AE%9A%E4%BB%B7
https://wiki.mbalib.com/zh-tw/%E7%9B%88%E5%88%A9
https://wiki.mbalib.com/zh-tw/%E9%A1%BE%E5%AE%A2%E8%B4%AD%E4%B9%B0%E6%88%90%E6%9C%AC
https://wiki.mbalib.com/zh-tw/%E9%A3%8E%E9%99%A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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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venience（方便） 

  本企業會於網上提供問答和訂餐服務，讓顧客足不出戶就可以查有關

健康的食物和下訂單，儘可能減少顧客的出門取餐的時間，使他們感到更

方便。為了保障顧客利益，我們會提供良好的售後服務，如果顧客在上菜

後發現食品有問題，可馬上跟服務生反映，然後服務生會通知廚師重弄該

餐。 

Communication（溝通） 

  本企業希望通過與顧客進行的雙向溝通，瞭解顧客要求並讓他們知道

我們的產品質素。我們除了會向顧客宣揚本企業的理念，讓他們了解我們

餐廳出現的原因以及我們的使命，更會在網上設有解答問題的網站，並每

半年請顧客做一些關於服務及菜式的問卷調查，這樣可瞭解顧客要求，從

而建立共同利益的顧客關係。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94%AE%E5%90%8E%E6%9C%8D%E5%8A%A1
https://wiki.mbalib.com/zh-tw/%E5%8F%8C%E5%90%91%E6%B2%9F%E9%80%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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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財務計劃 

 

三年預算損益表 

項目 Year 1 Year 2 Year 3 

(HKD $) (HKD $) (HKD $) 

開業費用：  

店舖按金 248000 / / 

出牌 20000 / / 

保險 8880 / / 

裝修 200000 / / 

營運設備 

（冷氣機，冰箱，

燈，收銀機和閉路

電視、枱，椅子，

煮食用品和安全設

備等） 

50000 / / 

雜項 

（印製費，宣傳

5000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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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制服和其他支

出） 

 

其他按金 

（電費和水費等） 

15000 / / 

開業總費用 591880 / / 

 

營運費用：  

租金 550000 550000 550000 

薪金 967200 972036 976896 

雜費 

（水費、電費、運

費和消耗品費等） 

90000 90000 90000 

營運總費用    

 

總費用 (2370680) (1784494) (1790216.5) 

 

成本/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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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銷貨成本 

(食材費、取貨運

費、 包裝等) 

(3055000) (3061110) (3067232) 

 

收入：  

總銷售額 3465000 3534300 3604986 

 

淨利/淨損 (1960680) (1311304) (1252462.5) 

純利率 -0.566% -0.371% -0.347% 

 

 

開業成本：大約$1143370 

開業成本包括： 

店舖按金 620000*3+620000=$248000 

出牌 $20000 

保險 1480*6=$8880 

裝修 $200000 

營運設備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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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氣機，冰箱，燈，收銀機和閉路電

視、枱，椅子，煮食用品和安全設備

等） 

雜項 

（印製費，宣傳費，制服和其他支出） 

$50000 

其他按金 

（電費和水費等） 

$15000 

 

 

營運成本：大約 $5174800（第一年） 

  大約 $6572020（第二年） 

  大約 $7557823（第三年） 

第一年： 

租金 55000*12=$660000 

薪金 

~侍應約$50 一小時（3 人） 

   廚師約$80 一小時（3 人） 

工時為 8 小時（每年+0.5%薪金） 

1st 年： 

80*8*310*3+50*8*310*3 

=$967200 

食材費 1st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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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物價每年+0.2% (60+10)*100*365=$2555000 

雜費（包括水費、電費、運費和消

耗品費等） 

$90000 

 

預期收入: 

~菜式平均$80 一味 

   果汁平均$30 一杯 

預計一日賣 100 个餐 

設物價每年+5% 

總銷售額 

 

第一年： (80+30）*100*315 

=$3465000 

第二年： (80+30）*100*315 *(1+2%) 

=$3534300 

第三年： (80+30）*100*315 *(1+2%)2 

=$3604986 

本公司在前三年都虧損，但我們會更努力，相信不出 10 年能掙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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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人力資源 

 

公司組織架構圖： 

 

門市會由 柳凱元 姜宛伶 李卓穎 王欣 鄧尔奇 輪流工作 

 

 

 

 

 

 

招聘員工 

招聘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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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請社會上的傷健，弱智，更新人士作成為我們的一分子, 負責篩選

舊衣物和整理衣物的工序， 為他們提供就業機會，並提高他們的生活質

素，履行社會責任，塑造良好形象。  

招聘方法 

透過在網上或報紙發出招聘廣告， 讓社會上的傷健，弱智，更新人士

能得知我們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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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營運管理 

 

生產程序: 

1. 親自到農場採購蔬果 

2. 將蔬果帶回餐廳 

3. 由廚師付責煮 

4. 將食物送到客人裏 

 

品質管理： 

1. 食物会經食環處檢驗 

2. 自己會測試有沒有農藥 

3. 加以監測員工的工作，以確保食物安全和衛生 

 

環境管理： 

1. 定期檢查*設備配置，以確保環境安全和衛生。 

*設備配置: 7 盞燈 1 個收銀機 8 張枱 20 張櫈  200 副餐具 

+廚具（3 个鍋 3 个煲 3 塊針板 200 碟 3 個抽油煙机 3 個廚櫃） 

 

 

13.風險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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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受的風險： 

 

1.市埸風險 

有可能遭遇到競爭對手的惡意中傷。本項目模式易於被其他

公司複製，如果不能保持網站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將有可能遭遇

失敗。 通貨膨脹，物價上漲，會導致成本預測與實際情況不

符，出現利潤虛 增，資本流失。改動價格，也會影響新老顧客

的購買情緒。物價上漲 代表原材料價格上漲，員工工資也會有

一定上漲，對企業的損失會比較大。  

2.技術風險 

主要是網站安全性風險，以及是清潔技術的風險。  

3.成本控制風險 

營銷費用和人力資源費用有可能大大超過預算。  

4.財務風險（虧損/壞帳） 

如果採用網上直接付款的方式和門巿付款的方式，應收賬款

應能正常 收回。如果是支付寶等第三方交易平台，有可能導致

長期糾紛。 虧損風險，營銷方案失誤等導致銷售流量不夠，生

意清淡，會大大延 長投資回收期。 昂貴的前期成本，會使企業

初期負債纍纍。 



   Geasylife 

佳健鬆活有限公司  51 
2019 Geasylife Limited 

 

5.經營風險 

管理員工責任：員工的服務不妥當，或者遭到店內顧客的投

訴，也將會影響到企業的銷售。  

6.破產風險 

如有危機事件發生，有可能導致破產風險。  

風險管理策略/解決方法： 

1.多類型的產品 

✓ 產品多元化 

~多元化戰略通過同時採用多條產品線 

2.風險減低  

✓ 市場回報較少的產品將會減少其生產 

~避免高成本 低利潤 

✓ 通過客服及問卷維繫與客戶的密切關係及確保滿意度 

✓ 監督品質保證 

✓ 規劃良好的員工訓練  

3.風險轉移  

✓ 聘請專業網絡管理人員  

✓ 為員工購買保險 



   Geasylife 

佳健鬆活有限公司  52 
2019 Geasylife Limited 

 

4.風險自保 

✓ 提早定立風險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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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個人反思及感想 

 

柳凱元： 

這次專題令我獲益良多。我們在做這份專題時因為是第一次開公司，

經驗不多，在很多地方都不清楚。能不能回本和有沒有人願意購買有機食

品這些問題都令我煩惱了很久，幸好我們的顧問老師和組員都給了我不少

方法去將成本和收入達到平衡。在這次專題中，我學到了一些有關營業的

技巧， 例如 有關僱用員工的事， 在僱用員工的時候，我們不僅要想要

僱用多少名員工以及他們的工資，還要想好保險的問題。 起初我以為只

是僱傭他們就可以了，但經過多番的資料搜集， 我知道了不僅要幫他們

想保險的問題，還要製定員工發生意外後要如何處理、還有一些關於食材

的費用等等這些事都令我了解到，人做事不能只空想必需要實行， 你不

實行永遠不知道你的計劃是否成功，與其在這裏紙上談兵倒不如去試驗一

下。我也學到了團隊合作，因為我是不能獨自完成整個專题，而是需要有

組員的幫助和合作，互相彌補不足，才能完成這一份專題，如果沒有他們

幫助，我相信這份專題也不會有一個完整的樣子， 因為如果只有我一個

的話， 是絕對想不了這麼多方案對應對不同的情況。 

 

姜宛伶： 



   Geasylife 

佳健鬆活有限公司  54 
2019 Geasylife Limited 

 

經過這次專題研習使我知道了開一間社企、一間店舖是一件多困難的

事情了。社企的宗旨是要達致特定的社會目的，例如提供社會所需的服務

(如長者支援服務)或產品、為弱勢社羣創造就業和培訓機會、保護環境、

運用本身賺取的利潤資助轄下的其他社會服務。一開始我們只想了要有社

會目的，沒想到其他因素，所以連開怎麼樣的社企也決定不了。幸好我們

的顧問老師給了我們一個明確的方向終於決定了。接著，我們需要考慮營

運社企時不同方面的要素，例如能否回本、能否持續下去、如何吸引客人

光顧之類的，賣得太貴又沒人光臨，賣得太便宜又不能回本，為了解決這

些問題我們想盡了不少腦筋。做這次專題研習的同時，亦使我明白了團體

合作的重要性。經營社企、店舖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只有一個人是難以

完成的。雖然我們並不是真的去開辦一間社企，只是模擬開辦，但這已經

難倒了我，幸好有顧問老師的協助和提點以及組員之間的互相幫助和合

作，才能完成這次的專題研習。總而言之，今次的專題研習使我獲益良

多。 

 

李卓穎： 

這次專題研習使我獲益良多。市面上有很多成功企業，卻很少成功社

企，甚至很少人知道社企的存在。可見經營一家企業雖然已有些難度，但

經營一家社企卻更難。我們需要像一般企業那樣保持可持續發展，同時需



   Geasylife 

佳健鬆活有限公司  55 
2019 Geasylife Limited 

 

幫助社會上的弱勢社群。在做是次專題的過程中，我發覺把兩者融合是很

大挑戰性的，因為我們都難以兩者兼併。 

同時，我亦因這次專題留意到最近有關社企的宣傳越來越多，政府資

助的也越來越多，相信政府已開始行動，致力推動社企。 

這次專題亦讓我體會到顧問老師的協助和提點以及組員之間的幫助和

合作有多麼的重要。大家的合作想出了更多的想法以及節省了大量時間，

若只是一個人做，一定會很辛苦。因此，這次專題研習使我獲益良多。 

 

鄧尔奇： 

今次透過專題研習令我學會做社企的困難，還學會如何策劃整間公

司。從中發現只要有恆心一定能做到。雖然第一次接觸這些東西但我相信

我們一定能做得很好。好感謝黃 sir 可以幫助我們，他給了我們很多意

見。當中我們的專題有很多錯誤的地方，是黃 sir 教導我們如何修改錯誤

的地方。雖然當中有很多很困難的事情，但我都會仍然努力去做好這件

事。 其中一項我負責的工作是計算預算收入，發現真的很困難，要和成

本達至平衡。還有營運管理，要思考很久。第一次接觸這些事情，對這些

事都很陌生。 

 

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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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專題研習讓我了解到非常豐富的社企的知識。社企和一般企業最

大的不同是社會企業還要包含社會責任。不單只要考慮全公司流程、營

銷、財務等這些必要的，還要考慮到怎樣才可以最大範圍的照顧到社會各

種的需要，例如幫助殘障人士、更新人士、智障人士等有需要人士提供工

作機會，又或者盡最大能力保護環境，令人們環保意識提高。就算決定好

所有公司的營銷、支出、有沒有幫助到社會，還要考慮到能否有收入，使

公司持續營業下去。頭一回讓我驚覺原來建立企業是那麼困難。不過全靠

著顧問老師的協助，以及組員們一起的合作才可以完成這次報告，讓報告

可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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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附錄 

 

潘樂蓉。2017-09-13 21:39，取自 

https://www.hk01.com/ 

 

由於相片眾多, 未能盡錄, 相片由以下搜尋引擎提供 

https://www.google.com/ 

 

問卷調查, 由 Google 表單提供 

https://docs.google.com/forms/u/0/ 

https://www.hk01.com/%E9%A3%B2%E9%A3%9F/118972/%E6%B8%9B%E8%82%A5%E8%94%AC%E8%8F%9C%E6%B9%AF-%E7%B6%B2%E5%82%B37%E6%97%A5%E9%80%9F%E6%B8%9B17%E7%A3%85-%E7%87%9F%E9%A4%8A%E5%B8%AB%E8%A9%B1%E4%BD%A0%E7%9F%A5%E4%BF%82%E5%92%AA%E7%9C%9F%E4%BF%82%E5%92%81%E7%A5%9E%E5%A5%87
https://www.google.com/
https://docs.google.com/forms/u/0/

	Customer（顧客）
	本企業的顧客對象主要為上班族及不健康人士。普遍上班族的生活節奏較快，而不健康人士不但如此，更缺少豐富健康的營養。因此我們會提供少量但充足，並營養豐富的一餐。同時，會提供外賣送上門，使他們更方便和節省時間。
	Cost（成本）
	Convenience（方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