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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姓名: 陳嘉建 

 班別: 3B 

 學號: 2 

 強項: 思考能力和判斷能力較高，基 

          本知識較充裕 

 弱項: 電腦技術極低，拖慢了組員的 

             進度 

 

 由於電腦技術過低，無法為組員整
理圖像，只能在打字方面著手，例
如標誌簡介，問卷資料分析等。其
次，我的基本知識較充裕，能為組
員提供意見和改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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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姓名: 陳栢嫻 

 班別: 3B 

 學號: 4 

 強項: 手機打字、實地考察、分析 

 弱項: 電腦技術 

 

 由於我較擅長於手機打字，所以
我負責的文件都多於手機送出，
其次我較擅長分析，所以甜品店
的訪問和問卷調查結果的分析都
是由我負責的。我希望能改進弱
點，更方便幫助專題的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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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姓名: 陳寶如 

 班別: 3B 

 學號: 5 

 強項: 構思，整理，說話 

 弱項: 製作統計圖 

 

 因為我說話方面比較好，所以在
店舖和問卷訪問方面也很運用得
很好，而構思方面，我可以籍此
來想出更多的經營手法。最後整
理方面，我可以將組員的工作整
合好。製作統計圖因為是我的弱
項，所以我會盡力改善這方面的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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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姓名: 馮曉東 

 班別: 3B 

 學號: 14 

 強項: 打字快，電腦技術較高,不 

             怕陌生，積極邀請陌生人 

             做問卷 

 弱項: 英文，遇到外國人不知如 

             何是好 

 

 由於本人英文不好，所以遇到
外國人的時候，只好用上手語
及簡單的英文來交談去做問卷;

因為上述原因，所以我會向電
腦當年補救，所以有關室內設
計及表格都是我負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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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 姓名: 梁瑞君 

• 班別: 3B 

• 學號: 29 

• 強項:編輯、運算方面、和構思 

• 弱項：英文、設計方面 

 

• 因此，我會在這專題研習中負責
一些編輯的工作，例如簡介，總
結等等。而且負責一些簡單的計
數工作，還有構思問卷的問題。
此外，一些對於我來說的弱項工
作，會交給壇長這工作的組員負
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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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 
 姓名: 曾曉盈 

 班別: 3A 

 學號: 30 

 強項: 統計數據，設計宣傳傳單 

             和搜集資料 

 弱項: 分析資料 

 

 我的強項是統計數據，所以我是
負責統計問卷調查結果的數據。
還有是設計宣傳傳單，利用了
photoshop來設計。而且進行搜
集資料，搜集了品款式等。我不
太懂分析資料，可能未夠完善，
所以我會加強關於分析資料的方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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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這次專題研習，我們是以創業為主題，目的是想更了解現時的社會創業。而我

們這次選擇開一間甜品店，是因為我們認為甜品深受大眾喜愛，會較受歡迎，而且我
們也認為會較容易創業，所以我們決定開一間甜品店。 

 

          我們決定這間甜品店是屬於較為高級，而主要服務對象是遊客，次為本地人，
因為我們想賺得更多，我們相信遊客往往會花費較多，所以我們會專門針對遊客的喜
好而開店。 

 

          首先，我們先會起稿問卷，因為我們並不清楚開一間怎樣的甜品店和不清楚遊
客的喜好，所以主要透過問卷調查去了解清楚。然而，我們原定開店的位置是定在銅
鑼灣，但因銅鑼灣不夠多遊客,因此改為在尖沙咀開店,而它也屬於香港旅遊景點，而且
也較為高級和消費力高的地區，所以我們先設定在這裡開店。 

 

         此外，甜品種類、份量、價格和商鋪設計等，我們都是會透過問卷調查的結果才
決定，因為我們不想妄下判斷去開一間沒有吸引力的甜品店，所以要了解清楚客人口
味和喜好才決定這間甜品店的一切。 

 

         還有，甜品店的各種宣傳手法，因我們是主打遊客生意的，所以我們會在多方面
作宣傳，令他們不但只能在香港才知道這間甜品店，還可在海外、內地也能認識。  

 

         最後，我們希望可以開一間人人也認識的甜品店，但我們先會等問卷調查結果才
作一切開甜品店所需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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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舖訪問照片 

 

我們組員在五代同糖內進
行訪問時的合照。 

這是我們完成店舖訪問
後與店內職員拍的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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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舖訪問背景 
 五代同糖是尖沙咀中較有名氣的甜品店之

一，而在全港也設有14間分店，是一間很
成功的甜品店，所以我們便決定到尖沙咀
的五代同糖進行訪問。在到店舖訪問的前
一天，我們打電話到五代同糖相約訪問的
時間，當時職員很快便答應了我們。到店
舖訪問當天，我們兩時半便到達店舖，原
本我們只打算訪問職員，但當訪問完一些
問題後，店員告訴我們老闆會在晚上七時
到店舖，問我們會不會訪問老闆。聽到消
息後我們都感到十分興奮。經過討論後，
我們便決定晚上七時的時候再到五代同糖
與老闆進行訪問。 

 

 晚上七時，我們再次到五代同糖與老闆進
行訪問。我們向老闆問了一些有關開業的
問題和困難，而老闆也很樂意解答我們的
問題。訪問結束後，老闆也向我們提議可
以到廚房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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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舖訪問 
1) 開業的困難？ 

       最大的困難有三方面，第一是資金方面的 

       問題，第二是牌照，第三是人手方面。 

       資金方面是因為尖沙咀是屬於旺局，租金 

       自然會比較高，而且食物成本也會上漲。 

       牌照是因為食店有大細牌之分，而甜品店 

       則是需要申請細牌。人手方面是因為老闆 

       們需要到不同的地方找一些酒店級的師父 

       來擔任顧問，監督工場的運作。 

 

2) 一星期中最繁忙的日子是？ 

     一般來說，星期五的晚市和星期六、日較 

       繁忙。 

 

3) 每天那一個時段較為繁忙？ 

     每天下午八時至十二時較為繁忙。   

 

 

 

 

4) 那一個節日的客流量比平常多？ 

      聖誕節和情人節會比平常有更多的客人。  

 

5) 光顧貴店的顧客主要是本地人還 

    是遊客？ 

     光顧本店的主要是遊客。 

 

6) 貴店的平均消費金額大約是多少？ 
      大約是五十至一百元不等。 

 

 7) 顧客較喜歡怎樣款式的甜品？ 

     他們較喜歡平凡的款式，例如西米露等。 

 

 8) 顧客會否提出特別的要求？ 

     顧客會提出特別的要求，例如加多點醬汁、除 

      去甜味和把椰汁改成煉奶等。 

 

  

       P.10 



             店舖訪問結論 
 根據我們的訪問，得出以下結論 : 

 

 我們得知租金、人手、入貨都是開甜品店主要的困難。租金。香港地少
人多，每一米就住了五人，可見香港的人口密度，地也就貴了。尤其是
人流多的地方，如尖沙咀，因此選址是較重要的問題，預算要夠大。不
但店員需要金錢聘請，大師傅也是。我們都需要較高的預算。至於入貨，
我們要確保貨源的稱定性，可靠性及品質。要選取可靠的供應商。(見
題一) 

 

 星期五晚及週六週日人流較多，我們會多預備材料，以避免供不應求的
情況。(見題二) 

 

 人流較多的時間是下午8至12時，因此我們會在此時段多安排人手，且
於其他較清閑的時間裁減人生，以達不超支出的效果，又能於第一時間
提供快捷的服務。(見題三) 

 

 聖誕節及情人節是人流較多的節日，我們也製定了節日宣傳單張及套餐，
作噱頭及吸引客人。(見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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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我們所料，遊客居客人數目的第一，因此我們僱用人手要員工懂基本
的英語及國語。(見題五) 

 

 而客人消費金額多於$50-$100，此能令我們好好的預算收入。(見題六) 

 

 一般客人較喜歡平凡的甜品，如西米露等. 遊客也許想多嘗地道的甜品，
我們能多預備這類甜品的材料。(見題七) 

 

 客人亦會時有特別要求，如“加醬”,“走甜”及“椰汁轉煉奶”等，我們會盡
量滿足客人的要求，準備好配料。(見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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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舖訪問廚房擺設 

          我們在五代同堂進
行訪問時，拍下了店舖內
的廚房擺放及設計,他們的
廚房是屬開放式，可供客
人在外看到入面的狀況，
而且廚房外有一櫃檯，用
於容易拿取食物，因而我
們的甜品店也可參照這樣
的格局，以及還可參照他
們廚房內用具的擺放，因
為他們的廚房顯得十分整
潔，能令客人食得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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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訪問背景 
    

           因為我們店舖的服務對象以遊客為主,也希望可以從遊客當中
知道更加有關不同地方的遊客對甜品的看法，所以我們便決定到遊
客較多的銅鑼灣進行訪問。 
      

           二零一三年二月三日當天，我們相約下午兩時到達銅鑼灣進行
問卷訪問。但當我們開始訪問後半小時發現這裡並沒有太多遊客，
訪問過程並不太順利，所以便決定前往遊客較多的尖沙咀，並決定
將開店地點由銅鑼灣改變為尖沙咀。 
        

          下午三時左右，我們到達尖沙咀星光大道時發現遊客比銅鑼灣
多很多。到達後，我們便立即開始進行訪問。在訪問當中，我們訪
問了不同國籍的遊客,當中包括有：中國，美國，韓國，歐洲，東南
亞等地方的遊客。我們也希望能訪問更多不同的遊客，籍此能令我
們在問卷調查中可以更清楚不同國家的遊客對甜品的看法，也令我
們能從更多方面進行思考，製作一些適合不同國籍人士口味的甜品。
晚上七時，我們完成所有問卷並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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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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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訪問照片簡介 

我們在尖沙咀訪問了很
多不同國家的遊客，而
不同國家的遊客對甜品
也會有不同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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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或女? 

52人 

53人 男性 

女性 

受訪者(性別) 男 女 

人數(人) 52 53 

總人數: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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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甚麼地區的人? 

30% 

70% 

歐洲

地區  

亞洲

地區 

地區 歐洲 亞洲 

百分比(%) 30 %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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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齡? 

58% 18% 

13% 

3% 8% 10歲或以下 

11-20歲 

21-30歲 

31-40歲 

41-50歲 

51歲或以上 

年齡(歲) 10或以下 11-20 21-30 31-40 41-50 51或以上 

百分比(%) 0 58 18 13 3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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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食甜品嗎? 

0% 

6% 

21% 

30% 

43% 
程度1 

程度2 

程度3 

程度4 

程度5 

1為不喜歡, 

5為喜歡 

喜歡程度 非常不喜歡 不喜歡 

 

一般 喜歡 

 

非常不喜歡 

 

百分比(%) 0 6 21 30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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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歡吃甚麼份量的甜品? 

22% 

71% 

7% 份量較少 

適中 

份量較大 

份量 較少 適中 較大 

百分比(%) 22 7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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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吃甚麼程度的甜品? 

21% 

62% 

17% 
多甜 

中等 

少甜 

甜的程度 多甜 中等 少甜 

百分比(%) 21 6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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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喜歡吃甚麼類型的甜品？ 

7% 

49% 

44% 中式 

西式  

中西合壁 

類型 中式 西式 中西合璧 

百分比(%) 7 49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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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個月內會吃甜品多少
次？ 

4% 

60% 

36% 0次 

1-3次 

4次或以上 

次數(次) 0 1-3 4或以上 

百分比(%) 4 60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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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通常會購買多少價錢的甜
品？ 

25% 

58% 

17% 20元以下 

20-50元 

50元以上 

價錢(港幣) 20或以下 20-50 50或以上 

百分比(%) 25 58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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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會在店舖內吃甜品，還是外
賣？ 

62% 

38% 
在店舖內 

外賣 

方式 在店鋪內 外賣 

百分比(%) 6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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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會以甚麼條件而選擇到那一間甜品店吃或買甜品? 

15% 

12% 

31% 15% 

21% 
6% 

店舖外觀 

有優惠 

口碑好 

別人推介 

甜品外觀吸引力 

其它 

條件: 外觀 優惠 口碑好 別人推介 甜品外觀 其它 

百分比(%) 15 12 31 15 2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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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購買甜品時首先考慮的因素？ 

22% 

23% 

55% 

外觀 

價錢 

味道 

考慮因素 外觀 價錢 味道 

百分比(%) 22 23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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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喜歡華麗的店舖，還是簡單樸素的店舖？ 

35% 

65% 

華麗 

簡單樸素 

店鋪外觀 華麗 簡樸 

百分比(%) 35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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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通常因為甚麼原因去甜品店舖？ 

12% 

12% 

27% 24% 

9% 

9% 

7% 不開心 

慶祝節日 

與人閒聊 

消磨時間 

派對 

情侶約會 

其他 

原因: 不開心 慶祝節日 閒聊 消磨時間 排隊 情侶約會 其他 

百分比(%) 12 12 27 24 9 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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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和甚麽人一起去甜品店舖？ 

45% 

30% 

3% 

12% 

10% 朋友 

家人 

同事 

情人 

自己一人 

類別: 朋友 家人 同事 情人 自己一人 

百分比(%) 45 30 3 1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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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認為一間好的甜品店舖最主要具備什麼條件？ 

10% 

10% 

15% 

27% 

16% 

10% 

11% 1% 店舖外觀 

舖內環境 

口碑 

美味程度 

價格 

服務態度 

衛生 

其他 

條件: 外觀 鋪內環境 口碑 美味程度 價格 服務態度 衛生 衛生 

百分比(%) 10 10 15 27 16 10 1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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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卷分析 
        我們一共收集了105份問卷(見附件一)。當中由52男，53女所提

供。由於男女比例較為平均的數值，可見我們得出的資料並無偏向
男或女。(見圖1) 

 

           我們的受訪者中有70%為亞洲人，而其餘30%則為歐洲人。指出
我們的客路除了本地客外，還有亞洲遊客，另外也有來自世界各地
的遊客。而同時因此我們的店員必須操流利廣東話、英語及普通
話。(見圖2)     

         

           我們於這次訪問的對象由青少年至年長者都有，可謂較為全
面。而當中11-20歲的青少年佔58%，其次為21-30歲及31-40的群組，
各佔18和13%。 可見我們主要服務較為年輕的旅客。(見圖3)   

            

            由於眾多受訪者中，有高於48%的人十分愛吃甜品。 可見甜品
受本地旅客歡迎。(見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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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於71%的受訪者都較愛吃份量適中的甜品，本店會控制甜品

份量不過多和過少。(見圖5)     

       

           大部份受訪者愛吃適中甜度的甜品，因此我們會調較甜度到適
合的程度。(見圖6) 

 

           由於受訪者中有49%愛吃西式甜品，44%愛吃中西合壁甜品以及
8%愛吃中式甜品，我們只會推出少量純中式甜品。(見圖7)    

         

           高於96%的受訪者會於一個月內至少一次吃甜品，可見其普及
性。(見圖8) 

 

            有58%的受訪者都會買$20-$50及25%的人會買$50或以上的甜
品，因此本店甜品至低價錢也應取中位數:$35或以上。(見圖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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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62%的受訪者都會選擇於甜品店內享用甜品，亦有38%的人

想外賣，我們亦會提供外賣自取，但會選擇一些能保鮮的，務求令
客人第一時間品嚐甜品，保持原味。(見圖10) 

 

           31%的受訪者認為口碑好是吸引他們惠顧甜品店的先決條件，
因此我們會嚴格監控甜品製作水平，務求達到一貫的口味一貫的水
平，儘量控制其味道。(見圖11) 

 

           足有55%的人選擇甜品的先決條件為該甜品的味道，因此我們會
做好味道，以留住客人。(見圖12) 

 

           62%的受訪者較喜愛樸素的設計，因此我們的甜品店就會以舒
適而不浮誇、華麗，儘量令客人放鬆及有賓至如歸的感覺。(見圖
13) 

           

          與人閒聊及消磨時間是受訪者的到甜品店的主要原因，因此本店
會營造舒適的感覺。(見圖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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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訪者吃甜品的同伴多為朋友、 家人及情人，分別佔45%、

30%及12%，有見及此，我們會於復活節推行"親友套餐"，及於情
人節推出情人優惠套餐，既能方便顧客，更能令他們以最小金錢享
受最多的甜品，更能吸引顧客，一舉三得。(見圖15) 

 

          美味程度及口碑是受訪者認為一間好的甜品店較為重要的，因此
我們會多加鑽研味道，務實為客人。(見圖16) 

  

          經過此次的問卷調查，我們不但更了解遊客們的喜好及大眾的意
見外，我們更能為店內的發展及宣傳制訂完整計劃及改正錯誤概
念，如：太甜及份量太少，在最短時間內取得最大成效，儘量滿足
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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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標 

我們用月亮作店舖的標誌是希望
讓來光顧的客人有種像度蜜月一
樣的感覺，拋開一切的煩惱。 

此外月亮還有團圓的意思，希望
製造一個寧靜的地方，因為我們
主要服務對象是遊客，所以不論
是任可國籍的顧客在我們的店舖
裡都可以和諧地相處，而選用啡
色為字體的底色是因為我們甜品
店的主色是啡色，所以便使用啡
色的字體來配合甜品店的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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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舖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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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舖位置 

        做完問卷後，我們發覺尖沙咀的遊客比銅鑼灣多，因此我們決

定改為在尖沙咀開店。 

 

     經過我們的搜尋，我們選擇了在尖沙咀漆咸道61-65號開店，因
為這地方屬於尖沙咀黃金地段，而且這地方的樓上是百樂酒店，相
信一定有很多遊客集合在這，再加上附近有很多不同的名店及商場，
還有這地方亦是自由行旺區，深信人流一定十分旺盛,能吸引大量顧
客。 

 

         除此之外，店舖面積約150呎，租金為$40000，但這地方人流十
分旺，這呎價已算合適，相信往後也能賺回來。還有在網上找尋的
時候，亦有提及這地段升值潛力極高。 

 

         因此，我們認為這地方十分有優勢，所以決定在這開甜品店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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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店所需文件 

 
        我們這次開店舖的是甜品店，開甜品店需申請不同的牌照，首

先要申請的是食物業牌照(見附件一)，因為我們必需要申請這牌照
才可開店及有責任去確保申請食物牌照的經營食物的用途，是符合
環 境衞生署和有關部門。  

  

         此外，我們還會申請符合規定證明書A(衞生規定)(見附件二)，
因為我們是開甜品店，需要製作甜品供給客人品嚐，因此要確保十
分食物衞生，才能令顧客安心享用和食得放心，以取得好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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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品舖的設計概念      

      我們的甜品概念是中西合璧，所以在進門口時第一會看見一張半
圓的木製Bar臺，我們不用四角設計是因為圓形設計可以給人一種團
圓感覺，不用分開為中式或西式。 

 

        大門的設計是採用雙內開門，而所有的餐桌都是採用較中性而合
符概念的黑白餐桌。 

         

        在門口的左手方的是採用雙節磨砂表層廚凳(kitchen stool)和不鏽
鋼磨砂臺(steel shelf ， Bar臺專用)的餐桌，給客人一種隨和的感
覺，不用拘謹於餐廳的氣氛。在門口的右手方，是採用黑色的二人
餐桌，因為有的客人喜歡一些較寧靜的氣氛,所以坐在這邊的就最適
合不過了。在這邊的餐桌旁邊，我們安裝了觀景窗，給人一種開揚
不侷促的感覺，不用面對著四面牆的感覺。 

 

        我們舖內設有圖書櫃提供圖書及雜誌，可以讓客人坐在旁邊的沙
發上閱讀。爲了提升員工的工作效率，我們設有員工休息室(於櫃檯
門後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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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內設計------二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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舖內設計------三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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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店舖內的背景音樂 

     因應我們主要的客路是遊客，其次為本地人，我們會

選擇播放英語歌曲，務求營造舒適的氣氛及放鬆的感
覺。 

         我們會選擇抒情的音樂，既能令客人放鬆，更能配合
本店的風格和鋪內設計，一舉三得。 

        另外我們亦會定時更新歌曲及聆聽客人意見，以達到
有新鮮感及配合流行的效果。 

歌曲列表: 
1) 12:51-Krissy and Erica 

2) Sweet Delight- Girls Generation 

3) lucky-Jason Mraz and Colbie Caillet. 

3) I will be right here waiting for u-Richard Mrax 

4) Thousand years- Christina Perri  

5) Diamond-Rihhana. 

6) Safe and Sound-Taylor Swift. 

 

7) Begin again-Taylor Swift. 

8) Lonely-Akon 

9) Singing in the rain 

10) Over the rainbow-snsd 

11) I wanted u-Ina 

12) That's why u go away- 

Michael learn to wal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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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 

       在宣傳方面，我們不但只在本地作宣傳，還會在海外和內地進行

宣傳，令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認識到我們的店舖。  

 

       首先，我們會在網絡上開屬於我們甜品舖的專頁，包括面書和微
博，因為它們都是十分受歡迎及常用的網絡平台，很多人都會使用及
瀏覽，但是內地是不能使用面書，因而我們會在微博上開專頁，以擴
大範圍作宣傳。  

 

       此外，我們還會在街上派傳單，以吸引更多遊客！而傳單的款式
多姿多彩，會為不同的節日設計不同特色風采的傳單，增加店舖的新
鮮感及吸引力，這樣才能得到顧客喜愛，不會產生厭倦，而且更會推
出不同的優惠，可以從而吸引更多的顧客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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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甜品店專頁 
面書 微博 

 我們會在這兩
個專頁中，不停
地更新甜品店的
消息或產品和擺
放客人在店內的
照片作加密與客
人的關係，能增
加客人對店舖的
親切感，而且供
客人寫下他的評
價，還會解答客
人的各種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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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節 
宣傳單張 

   我們以紅色為

主，襯托情人節
的色調，從而增
加氣氛。  

     此外，還會推
出情侶優惠去吸
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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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宣傳單張 

以復活蛋作為宣傳及可愛的復活蛋甜品作推銷和特別優惠價。 

    61-6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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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誕節 
  宣傳單張 

我們會以不同的優惠
價作吸引不同界別的
顧客,從而令任何人
都感覺得到優惠而去
光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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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品種類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顯示，我們知道了遊客大多數較喜愛

西式甜品，所以我們會推出較多西式甜品以供選擇。 

   

           首先，我們會在每一種類別推出幾個較吸引的甜品作為招
牌甜品。然而因應顧客的喜好，我們會再西式甜品裏選出多個
招牌甜品，以作宣傳，吸引更多的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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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式甜品 

 甜品名稱：印尼椰汁千
層糕 

甜品介紹：香嫩幼滑,入
口即溶, 引出咀嚼的快感! 

甜品名稱：朱古力醬西多
士 

甜品介紹：實能滿足你嘴
巴的欲望 

 

甜品名稱：朱古力心太軟 

甜品介紹：極盡口感, 回味
無窮 

 

甜品名稱：木糠布甸 

甜品介紹：一啖入口即溶, 

快來感受下吧 

 

甜品名稱：雙重朱古力
雪糕 

甜品介紹：實能滿足你
嘴巴的欲望 

 

甜品名稱：綠茶慕絲杯 

甜品介紹： 香嫩幼滑 

 

甜品名稱：焦糖布甸 

甜品介紹：甜而不膩 

 

 

甜品名稱：香橙梳乎厘 

甜品介紹：香嫩幼滑引
出咀嚼的快感 

  P.51 



  中式甜品 

甜品名稱：海帶香草綠豆沙 

甜品介紹：具有清熱作用的綠豆，配合海中之藻海帶，絕對適
合燥熱人士食用 

 

甜品名稱：鮮雜果豆腐花 (芒果汁底) 

甜品介紹：鮮雜果加上清香幼滑的豆腐花,鮮果的香甜加豆腐花的
香嫩, 配上香濃芒果汁,絕對超乎想像. 

 

甜品名稱：糖不甩 (無餡六粒) 配花生白芝麻粒粒 

甜品介紹：即點即做，甜而不膩，入口鬆軟又彈牙，粘上細膩的
花生及白芝麻椰絲，團團圓圓大家親，好意頭又甜蜜 

 

甜品名稱：椰汁紫米軟糕 

甜品介紹：香醇的椰汁配香軟的紫米,香嫩幼滑,入口即溶 

 

    P.52 



中西式甜品 

甜品名稱：焗荔茸西米布甸 (熱) 

甜品介紹：小小的焗盅裏藏著大大的學問，濃郁的芋頭茸與粒
粒西米藏身于蛋黃之下，焦焦的烘焙, 令人口水亂流 

甜品名稱：雪山孖寶 

甜品介紹：雪山兩球,好意頭同時又甜蜜 

 

甜品名稱：草莓千層酥 

甜品介紹：女仕至愛 

 

甜品名稱：朱古力慕絲奇脆杯 

甜品介紹： 香嫩幼滑引出咀嚼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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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圖樣 

工具方面我們會到不同買甜品
工具的地方價格，盡量選出最
便宜的工具才買，因為我們要
節省一些非必要的支出，所以
以上的圖中的工具是經過我們
價格才決定這些甜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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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店支出表 

 店舖最大的支出便是裝修和傢俬，目的是為了提供舒適的場所。工具方
面也使用了十五萬元來購買一些方便耐用的廚具。其次就是預繳租金。
而在訂購食物方面，我們預備了十萬元的開資，確保有優質的食材和穩
定的供應量。在廣告方面用三萬元來製作宣傳單張，希望吸引大眾注
意。最後，在招聘方面只用了十五萬元來聘請多個廚師，只為了保持食
物的質素，讓顧客品嘗到一流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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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預計每月支出和收入 
                

 

           

預計完每月收入和支出表後，我們可得知甜品店舖大概每月可盈
利$6200，但這不是理想的盈利，因為食物成本所花的費用與盈
利相近，這是雖要再檢討的地方，務求令我們得到最大的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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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論 
   經過一連串的問卷調查、店舖訪問和搜集資料，令我們得出了總結論。 

       

      首先，根據搜集資料，我們選好在尖沙咀內，而且遊客流量多的地方，
亦是尖沙咀的中心地帶開甜品店舖名HoneyMoon蜜悅，這就是尖沙咀漆咸道
61-65號。 
 

      接着，我們會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在尖沙咀開一間設計簡單舒適，而
且主要對象為遊客的中西合壁甜品店舖，而因應遊客的喜好，當中已西式甜
品較為多，而且甜品的大小和甜味會適中,還有在價錢方面,會為每一個甜品作
出一個合適的價格, 還有在不同地方和網絡上宣傳店舖和推出不同優惠作吸引
客人。 
      

      最後，根據訪問了五代同糖的老闆和職員的結論，我們決定營業時間為
下午2:00-凌晨2:00，其間會在8:00-10:00人流量多的時候，增添人手，以解決
繁忙時間容易人手不足的問題，還有會找一些五星級中的甜品廚師作指導，
去製造不同花款的甜品，以吸引客人。以上就是我們對開甜品店舖的最終決
定。 
      

       此外，透過這次專題研習，我們清楚地了解到現時社會創業是十分困
難，因為原來現時社會租金貴、成本高，而且地方少，難揾適合的舖位，還
有要全合府政府所規定的開店條件才能開店舖，再加上要顧及各種費用和顧
客的消費模式,導致創業的人要受一定的辛苦才能成功，並非容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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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感想---陳嘉建 3B (2) 
 完成這次專題後，我了解到創業並非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考慮 

    很多因素，例如:服務對像、資金周轉等問題。 

 

 在這個專題中令我感到十分困難的便是訪問。我們本希望 

    收集到旅客的意見，並用作店舖設計的參考，因此而去了 

    星光大道進行訪問，但途中有很多遊客因語言不通的問題 

    而浪費了不小時間，加上有很多遊客都不接受訪問，導致 

    我們花了一整天才完成訪問。 

 

 在這一組別中，讓我最欣賞的就是懂得團結、分工合作，然後 

    作出補救。此外，還要感謝我們的導師，她不論有多忙也會抽 

    出時間來和我們開會，指出我們的不出，為我們提供義見。當 

    然，我們也曾有因意見不合而產生不少爭論，但因互相體諒， 

    盡量把大家的意見整合一起，讓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經過此 

    事後，組員之間的關係也加深了很多，希望能再參於這類型的 

    專題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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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感想---陳栢嫻 3B (4) 
 我們於是次專題研習的題目是創業。而我們選擇了甜品店。為了了解客人的口味、喜好

的店鋪風格、到甜品店吃甜品的原因，我們做了一份問卷。而經過統計和分析，得出的
結果能讓我們把專題研習做得更仔細。 

 

 其後我也到了各種傢俱店及用品店實地考察，更拿回了介紹產品的本子以便組員
及老師參考。我搜集的本子多為木材，以配合我們的店內設計。 

其後更到了尖沙咀訪問甜品店的老闆，了解人流、開店概念、及創業遇到的困
難，我們能更深入了解有關甜品店創業，更能避免創業不必要的困難，及更好的
預算一日所需的材料，更好的預算入貨量及所需金錢。 

 

 基於我的電腦技術及家中軟件的缺乏，我在電腦應用等方面沒有太大的幫助，在此亦想
向組員們道歉及感謝他們所付出的。我也有盡力為這報告付出的，希望你們見諒。 
我們於報告中段，分工及意向也有不少的爭執，但最後我們都能化解困難，一起努力做
好，更團結及有團隊精神，雖然是次專題較為趕急，但後來我們也努力趕起，希望下次
能把時間分配得更好。 

 

 在這次的專題研習中，我也獲益良多，不但了解及學到了一些基本甜品的知識，如:廚
具、材料來源、某些甜品的制造方法、中西甜品的種類外;更加深了對尖沙咀的人流、世
界各地遊客、學生及本地人的口味等的了解;且更了解在港創業所須的東西、會遇到的困
難、以及現時不少甜品店陸續冒起的熱潮，背後的辛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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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感想---陳寶如 3B (5) 
• 在完成整份專題報告後，令我獲益良多。因為在之前我對開店舖的認識可以算是

零，但在做專題時我發現我們需要兼顧很多方面的事情，例如我們要拿取什麼牌
照後才可以開舖。在店舖訪問時，我才知道原本開食店也有分大牌或細牌，我們
開甜品店則是需要申請細牌，大牌是給一些需要明火煮食的食店。另一個困難是
我們開舖的地方應開在那裡，也要顧及開店地方的人流。而店舖的室內設計也是
一個很重要的思考地方，我們要考慮應如何設計才會給客人有一種舒適的感覺。
當中我們組員需要互相交流，也需要整合不同組員的意見，籍此也加強了我們交
流方面的能力。 

 

 在進行問卷訪問時，因為我們需要訪問遊客，所以有時候會遇到一些言語不通的
問題，也可能需要用上動作來表達意思，但最終都能夠完成訪問。而店舖訪問方
面，我們約出來的時候也考慮了很久，因為我們不但要顧及哪段時間我們訪問的
甜品店客人會較少而組員也會有空閒的時間，為此我們也爭吵了很多次，但最终
也能達成一致的共識。店舖訪問的時候，我一開始覺得訪問應該不會太成功，因
為始終也是第一次，但沒想到整個過程都很順利而且老闆也很友善。 

 

 但要說整份專題令我最深刻的便是組長一職。因為在過往的分組活動中，很小會
擔任組長，而這次的專題佔的比重也很大，所以會做一樣事情也需要多分面的思
考。而且有很多事情也需要組長來決定，例如:開會日期，訪問日期，分工等等。
所以在整個專題的過程中，也訓練了我的領導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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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感想---馮曉東 3B (14) 
 是次的專題研習，是關於創業，而我們的主題是開設甜品鋪。 

 

 在完成了這個專題研習夠，我對中西式甜品的認識加深了;在做問卷的過程中，訪問
過不少內地遊客及外國遊客，發現大多數人都是喜歡西式甜品，而大家對鋪內感覺都
是以簡單為主，所以我在設計鋪內界面的時候,多數採用了比較中性的餐桌及顏色，

以符合對中西合璧的甜品鋪。 

 

 在做研習的過程中，難免發生一些爭執，例如去訪問甜品鋪的時間，因時間不合群而
和組員發生一些小爭執，不過最後還是分紅合作地完成了。 

 

 記得在做專題的過程中遇到了兩個難題:第一個是原本所選擇的地方(銅鑼灣),在
這地方的甜品鋪和食店實在太少，所以我們很果斷地改變了目的地-改往尖沙
咀。 

 

 第二個難題就是室內設計:因為組員在這方面的電腦認知並不足夠，所以整個過
程都是我設計，當然，組員們也有積極地給我意見，所以最後用了10小時左右
便設計好2D及3D設計圖。 

由於當初分工時忘記了網頁設計圖樣，最後跟趕地草草完成,誰知道截至日期還
未到，所以重新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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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感想---粱瑞君 3B (29) 
    完成整個專題研習後，我明白到現時創業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經過訪問店舖老  

         闆和職員後，他們都說開一間店舖所面對的困難是十分多，例如成本上漲、租金昂 

         貴、等等，還有其他不同程度的問題都困擾着他們開店舖，無論是細小的問題，還 

         是大的問題，因要成功開店舖，因而要一一解決，但當中的過程是十分辛苦，所以 

         我經過這次訪問，也令我深深感受到他們開舖的辛酸，亦明白到成功地開店舖並非 

         想開就能開，要經過各方面的深思屬慮及問題。 

 

     接着，這次專題研習也令我明白到創業除了要面對店舖的問題，還要面對客人的問 

         題，因為現時的競爭十分多，沒有多花款式，是很難吸引，而且若不知道客人的口 

         味和喜好，便會很難推出一些合適他們的產品，因此就如我們這次開甜品店舖前亦 

         要做一係列的問卷調查，才能得出結論，因而創業前不但只付出金錢，還要出力， 

         所以令我感覺創業是難上加難。 

          

     此外，我也明白到創業除了要出心出力，還要有身旁的人支持和幫助，因為若開店 

         舖只靠一人的力量，那就會有很多事都難以做得到，就例如買工具方面需要買大量 

         工具，又要找最便宜的工具，更是難上加難，這便很容易想放棄創業，但若有人給 

         予支持，就能提高創業的人力量，繼續向前邁進，所以創業有人在身旁支持和幫助 

         是十分重要。 

 

     最後做完這份專題研習，我感到我明白了不少有關創業，更令我深深感受到創業那  

         種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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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組員感想---曾曉盈  3A (30) 
 經過這次的專題研習後,我學習到很多關於創業的事情,而我們在這一次的專題研習的

題目是甜品店創業,所以我也知道了很多關於甜品的知識,如:甜品的款式,甜品的款式
有很多,有中式,西式和中西合壁等.最後當我完成這份專題研習後,我發覺原來創業真
的是一件很困難和很複雜的事,因為在創業的過程是要準備很多東西的,例如:要準備
鋪面設計,銷售方法,logo,制服,開店文件等.所以令我知道若在長大的時候,想開店的話,

要想清楚才創業,雖然創業可能會賺取到很多金錢,但在創業的過程中是十分辛苦的,

而且會浪費很多時間的。 

 

 而我在這次的專題研習覺得最困難的地方,是要統計問卷調查的結果,因為在統計問卷
調查的結果會有很多問題出現,如:會在統計的時候出錯,便要重新統計過.因此在統計
問卷調查的結果花費了很多時間.還有由於要設計傳單,我便使用了photoshop,,雖然在
之前的電腦課是學過,可是都忘記了,幸好最後還是記得,而且還設計到很美的傳單,令
我很有滿足感。 

    

 最後也在這次的專題研習後學到創業的事情,雖然曾經很辛苦,在第一次訪問的時候甜品店的老
闆娘不在,最終需要第二次再到甜品店訪問.但也學到和組 員的團結性和分工合作,因為其實一
份專題研習的成功背後,一定會有某程度的辛苦和付出的努力,也有和組員一起的回憶,但是現在
得來的是更大的成功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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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來源 
 店舖資料 :http://www.28hse.com/utf8/property72569.html 

 食物牌照 :http://www.fehd.gov.hk/tc_chi/licensing/guide.html 

    P.64 



附件一 

  P.65 



                  附件二 

P.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