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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易手」是一個二手名牌衣物買賣應用程式，提供方便優質的一站式服務。名稱

取自「容易的二手」，亦聲似廣東話中的「二手」。從搜尋瀏覽到付款購買，從取貨

驗證再到送貨上門，步驟都方便簡易。「易手」全面專業的驗貨和運送服務可以確保

商品質量。我們還提供快速搜索和虛擬試穿的功能，解決二手衣物網上交易的不便之

處。

						

						香港二手名牌衣物市場逐年擴大，且「易手」針對	20	到	40	歲中產女性的目標客

戶設計的質量保證和亮點功能切中用戶需求。我們相信「易手」能在香港二手名牌衣

物買賣市場中佔有一席之地。

						「易手科技公司」秉持著「環保、科技」的理念，致力於開發高科技的應用程

式，為顧客引領環保綠色的生活。我們公司架構精簡，且有由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帶領

的科技團隊。我們也贏得了「青年創業計劃比賽」並獲得了政府資助。

						財務方面，預計我們的首年利潤為	25	萬元港幣，並將逐步提升。

						希望			貴公司能夠積極考慮本公司的商業計劃，讓我們將環保和科技送進更多人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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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司簡介

						「易手科技公司」為初創企業，由不同學科的大學畢業生創立，共有10名員工。

決策層之下有資訊科技部、市場部、物流部、行政部、財務部，和銷售及客戶服務

部。

2.1	人才架構

						目前，本公司已成功入選政府推出的「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每年可獲

上限為	120	萬元港幣的資助。本公司也在「青年創業計劃比賽」中勝出，獲得一筆創

業獎勵資金。

						團隊方面，我們的科技團隊由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帶領，團隊成員具有多年開發

經驗。市場團隊曾獲「成衣市場分析大獎」，深諳香港商業環境及衣物交易市場。

2.2	公司資源

2.3	公司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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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市場分析
						為明確市場需求，對產品進行精確定位，本公司通過問卷調查、諮詢官方部門等

途徑收集了大量相關資料。以下是對二手名牌衣物買賣的市場份額及客戶需求的資料

分析。

						根據以上關於成衣市場營業

額的比重資料，可以看出自2013

年以來，二手名牌衣物及網購衣

物在香港成衣市場中的份額逐年

上升。2016年香港二手衣物的總

營業額已佔據成衣市場營業額的

近三成。網購衣物和二手名牌衣

物市場前景樂觀。然而，目前主

要的二手交易平台定位都比較廣

泛，二手名牌衣物交易應用程式

的市場還有待開拓。

數據來源：香港經濟發展局

數據來源：香港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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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目標客戶
						根據一份來自香港經濟發展局的數據，我們發現絕大多數網購二手名牌衣物的香

港消費者都是女性，年齡介於	20	到	40	歲，而且收入在一萬到三萬元港幣之間。據

此，我們將「易手」的主要目標客戶定位為：	20	到	40	歲的中產階級女性消費者。

網購二手名牌衣物的香港消費者比重分佈

3.3	市場需求
						為了更準確地了解香港消費者對於網上交易二手名牌衣物的需求，我們設計了調

查問卷（詳見附錄一）並在街頭及網上進行了共一千份的隨機抽樣調查。	以下是調查

結果：

數據來源：香港經濟發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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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我們的調查結果，目前網上購買二手名牌衣物最大的問題就是質量沒有保

證。同時，不能試穿、找不到想要的衣服也是痛點。

網上交易二手名牌衣物的需求調查	（可多選）

網購二手名牌
衣物難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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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產品介紹
4.1	交易模式

						「易手」在二手名牌衣物買賣中的角色是買賣雙方的中介。賣家可為衣物定價並

發佈商品，而買家亦可在平台上瀏覽商品並與賣家溝通。「易手」提供免費送貨服

務。在交易達成後，「易手」的工作人員將前往賣家一方上門取貨，並檢驗商品質

量。隨後我們將為買家送貨，他們可以在家門口檢驗並簽收。當交易成功後，我們將

會向賣家收取其貨品價格的5%作為佣金。

賣家 買家

						網購二手名牌衣物時，由於不是在專賣店直接購買，消費者最擔心的就是貨不對

辦。而我們的市場需求調查亦體現了這點。爲了消除他們的顧慮，本公司在發佈商品

及下單、取貨、運輸以及送貨等各個流程提供了全方位的服務，盡力確保買家所購衣

物是優質正品。

易手

定價並發佈商品 瀏覽或搜尋

上門取貨驗證 上門送貨

4.2	質量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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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佈商品及下單
						我們要求賣家對每件商品

都要上傳詳細的資料，包括：

購買時的單據（單據已丟失則

額外説明），還有衣物各個角

度的圖片及視頻等。同時，我

們會針對衣物類型提供一份驗

貨清單（詳見右圖或附錄二）

，賣家需要寫明品牌、尺寸、

材質等相應的信息。買家在下

單前可以仔細核對這些資料。

取貨
						當買賣雙方在「易手」上達成交易後，我們會提供驗貨及送貨服務。經專業培訓

的工作人員從賣方取貨時，將會一一核對衣物的尺寸、品質等是否跟上傳的圖片、單

據及驗貨清單相符。我們有專業的便携儀器來驗證衣物的材質。同時，取貨人員會根

據「易手」的名牌衣物資料庫辨別衣物是否是正品。若有任何資料不符，本公司會取

消相關訂單並對賣家進行信譽懲罰。

運輸
						本公司為客戶提供免費的運送保險，若商品在運送過程中出現任何損壞，交易將

會取消，買家可獲得退款，衣物將被退還給賣方並提供高額賠付。

送貨
						本公司的工作人員在送貨時同樣會要求買家根據驗貨清單核對衣物的信息，並請

買家簽收。



10易手 商業計劃書

						「虛擬試穿」功能採用了最先進

的「增強現實」技術，利用賣家在發

佈商品信息時提交的視頻，讓用戶可

以在家中面對鏡子配合手機攝像頭體

驗試穿的感覺。通過虛擬試穿功能，

用戶可以直觀地感受衣物的風格、顏

色及尺碼是否能滿足自己的期望。

						「隨手拍」功能讓用戶可以拍攝或上載心儀衣物的照片，程式可以通過計算機視

覺算法將匹配衣物的具體信息推薦給用戶。使用「隨口問」功能，用戶可以像與朋友

聊天一樣談論自己的購買目標，程式可以立即為用戶推薦對應的商品。

4.3	亮點功能

						本公司開發了多種功能來解決目標客戶難以找到想要的衣物、不能試穿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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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競品分析

						目前在市場上與我們相似的產品不僅有眾多線上的二手交易平台，比如「阿里巴

巴」旗下的「閑魚」，亦有線下的二手交易店舖，比如「米蘭站」。與他們相比，「

易手」在多個方面有突出的優勢。

						由此可見，「易手」的質量保證可以讓用戶對產品質量有信心。而難以搜尋和無

法有試穿體驗的問題也可以被「隨手拍」、「隨口問」和「虛擬試穿」功能緩解。

						「閑魚」是一個定位廣泛的二手商品

交易平台，品類豐富但是難以快速找到二

手高端衣物。用戶在達成交易後均私下發

貨收貨，品質和運輸安全均難以得到保

證。「易手」的上門取貨驗證及送貨服務

可以確保商品質量及運輸安全，同時「隨

手拍」、「隨口問」搜索功能可以幫助用

戶快速找到商品。

「易手」切中
目標客戶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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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蘭站」是線下二手交易店舖。雖然其有網絡平台，但在其網站使用的是同款

衣物的官方照片，並非實物照片，顧客無法得知二手商品的實況。另外，賣家一定要

前往實體店才可以出售商品，十分不便。此外交易價格由「米蘭站」決定，賣家無法

干預。「易手」的二手衣物不僅有實際圖片和視頻，用戶也可以通過「虛擬試穿」立

體體驗衣物效果。賣家在「易手」上也可以自由定價，同時享受上門取貨服務，無須

出門就可以出售貨品。

						詳細比較請參照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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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市場營銷策略
						本公司將採用價格策略、宣傳策略和促銷策略，來增加客戶數量及交易數量，以

擴展市場。

5.1	價格策略

心裡定價策略

						本公司會將二手貨品的原價和賣價進行比較，

向買家展示兩者所相差的金額和折扣，使顧客心理

上認為價格降低了很多，增加其購買的意慾。

5.2	宣傳策略

5.2.1	廣告

						除了在電視、報章、雜誌等

傳統媒體上刊登廣告外，本公司

將會於不同的社交平台，如在

Facebook、Instagram等投放

廣告，從而增加應用程式的曝光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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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邀請「網絡紅人」宣傳

						本公司會邀請譚杏藍宣傳「易手」。譚杏藍是在YouTube上擁有40萬的訂閱者的

「網絡紅人」，其時尚影片則有30萬的點擊率，是中青年女性的「時尚指標」。若她

在社交媒體上上載有關「易手」的影片，定能增加「易手」的曝光率和知名度。

5.2.3		 街頭宣傳活動

						在宣傳初期，本公司將在人流密

集的地方，例如：旺角、尖沙咀、銅

鑼灣等，擺設宣傳街站，並使用「下

載『易手』應用程式，即送	$50	電

子現金券和飲品」的標語，以現金券

和免費飲品，吸引公眾注意。

5.2.4		 與二手名牌店鋪合作

						本公司將會以「金牌賣家」的名譽和首

兩個月免佣金的方式，與二手名牌店鋪合

作，使他們成為固定賣家，把其貨品放上「

易手」售賣。此外，他們也能在店鋪裏張貼

宣傳海報並向客戶推廣，從而增加賣家、買

家的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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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促销策略

5.3.1		 節日促銷策略

						本公司將會在節日時提供優惠及服務。在優惠方

面，「易手」將會送贈電子現金券，增加消費者的購

買慾望。在服務方面，本公司將會提供節日禮品包裝

服務，吸引顧客購買。

5.3.2		 抽獎活動

						本公司將會不定期舉行抽獎活動，

送贈不同的貨品和電子現金券，只要顧

客完成交易，就能獲得資格參加。這可

引發公眾在消費過程中的「僥倖獲大

利」的心理，吸引消費者以增加銷售

量。

5.3.2		 實行會員制度

						用戶可免費申請成為本公司的會

員，參加「會員積分獎賞計劃」。凡在

「易手」中進行交易，即可獲得與購物

金額相對的積分，來換領禮品或電子現

金券。除了能增加銷售量外，還可培養

忠實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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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預算
						以下是本公司的首年財務預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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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公司的主要收入來源為佣金和廣告。每單交易金額的5%都將作為我們的佣金。

在本應用程式中亦會放置廣告，並從中賺取廣告費。

						根據我們的估計，本公司在業務初期需投放較多的資金於應用程式開發及宣傳。

財務報告表顯示，本公司的主要開支為應用程式開發及宣傳費用，分別佔總支出的約

三成和兩成。扣除支出後，我們預計本公司的首年純利約為25萬港幣。隨著業務的發

展和穩定，投放於應用程式開發及宣傳的費用將會逐漸減少，而利潤亦能隨之增加。

7	風險分析和對策

7.1.1	賣家出售虛假的名牌衣物
						由於「易手」是一個賣家與買家的中介平台，難免會有賣家為賺取更多的利潤，

於平台上銷售假冒名牌衣物，導致本公司的損失。

相應對策：

•	 用戶需進行手機綁定及驗證，認證用戶身份。

•	 若有賣家被發現出售虛假的名牌衣物，該用戶將會被列入黑名單並永久封鎖，

禁止不誠實賣家再次使用平台，保障買家的安全。

7.1.2	貨品運送風險
						貨品有機會在運送過程中出現污染及損壞等情況，破壞交易，損失公司利益。

相應對策：

•	 本公司有購買運送保險來分擔運送中的風險，降低經濟損失。

7.1	 經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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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式創意被抄襲
						由於「易手」在香港市場上前所未有，所以競爭對手可能會抄襲本公司的設計和

服務。

相應對策：

•	 為核心技術申請專利，比如「虛擬試穿」功能及便攜驗貨儀器。

•	 提前搶佔二手名牌衣物市場，培養忠實客戶。

7.2	市場風險

伺服器故障
						隨著平台的用家及交易數量增加，伺服器需要處理的資訊亦隨之增多，可能會出

現技術故障，影響平台運作。	

相應對策：

•	 使用雲端伺服器，可以在需求增加時快速增強伺服器性能。

•	 加設資料備份伺服器，即使發生技術故障，客戶資料及交易記錄等都不會流

失，降低故障對業務的影響。	

7.3	技術風險

7.4	財務風險

資金不足以應付業務的發展
						研發及推出應用程式需要投放大量資金用於開發及宣傳，亦需預留額外的資金用

作持續的功能更新及維護伺服器。因此，應用程式的後續運行將涉及大量資金，可能

會導致公司資金周轉不靈。	

相應對策：

•	 申請「中小企業資助計劃」、「中小企業融資擔保計劃」、「中小企業發展支

援基金」等，以爭取更多的資金，開拓本應用程式的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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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	 調查問卷

您認為在網上購買二手高端衣物最大的缺點/問題是什麼？（多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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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驗貨清單



易手
https://easyhand.hk
易手科技公司

香港中環清潔街	365	號節慶中心	563	室
聯絡電話：(852)	7374	4737
電子郵件：hi@easyhand.hk
聯絡人：市場部主管			顧津山

*	本計劃書中眾多
圖案來自flaticon.
com並已獲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