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通識教育科  

具規範的探究方法

獨立專題探究報告

 指定封面（適用於文字模式報告和非文字模式報告的短文） 

探究題目：  評估香港現時的初創生態系統多大程度上適合青年創立初創企業

(Startup) 

考試年份： 2019  

報告字數： 4450    非文字模式報告觀看時間 :  

注意事項：

1. 文字模式報告字數不得超過 4500 字；非文字模式報告的觀看時間不得超過 22 分

鐘，所附的短文則不得超過 1100 字。計算文字模式報告和短文字數時，不包括

封面、目錄、標題、圖、表、相片說明、標點、腳註、註釋、參考資料、書目和

附錄。

2. 考生有責任清楚計算其報告或短文的字數，並準確地在本封面註明。

3. 若學生的習作（獨立專題探究報告）被校本評核系統揀選作檢視，學校在繳交習

作予香港考試及評核局前，教師須先行刪去封面上的學生姓名、班別／組別和學

號資料，並確保報告和短文內沒有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非文字模式報告中，

也需要刪去一切能辨識學生身份和學校的資料，包括學生的樣貌。



目錄  

  

A.  題目界定  3 -4 頁  

A1 背景資料  

A2 題目重要性  

A3 研究目的  

A4 焦點問題  

 

 

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5 -6 頁  

B1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  

B2 研究方法  

 

 

C .  深入解釋議題  7 -14 頁  

C1 問卷分析  

C2 訪問分析   

C3 二手資料 (部分 )  

 

 

D.  判斷及論證  15 -18 頁  

D1 研究結果  

D2 建議  

 

 

 

參考資料  

 

附錄  

 

19 -20 頁  

 

21 -30 頁  

 

  



A. 題目界定 

A1 背景資料 

美國研究公司Compass《2015年全球初創生態系統排名》研究1結果，香港初創生態系統

增長率排在全球第5位，並列為首25個新創企業樞紐。 

近年，全球經濟趨向以知識為本。香港政府開始重視Startup對知識型經濟2發展的重要性，

2015年起推行了不少針對Startup的政策。加上商界、非政府組織(NGO)的支持，以及一

些成功Startup的冒起3，都為Startup帶來機遇，令香港形成初創生態系統。 

 

A2 題目重要性 

2.1 創業風氣趨興盛  

2015 年香港有 58.7%青年抱有創業夢4，隨著初創生態系統的形成，初創概念比以往普

及，增加青年對初創的興趣。因此近年的 Startup 數目有上升趨勢5: 2016 年約有 2,000

間 Startup，較 2014 年增加了 80%，商界投資營運的企業孵化器
6
和共用工作空間

7
約 40

間，可見創業風氣趨興盛。 

 

2.2 Startup 推動知識經濟轉型 

香港早在九十年代提出知識經濟轉型，但多年來發展緩慢8，GDP 增長始終依靠傳統

行業9。然而 Startup 的出現為轉型帶來希望，因為 Startup 利用創新優勢改變傳統市場

生態，加快高科技產業、文化創意產業發展，可見 Startup 可推動本港知識經濟和多元

產業的發展，改善香港經濟前景和保持國際地位。 

 

2.3 青年具備成立 startup 的條件 

Startup 創辦人需要快速掌握創新意念及新興科技，或者開發自有技術，才符合 Startup

「創新性」的條件10。而青年則較有創新頭腦和易於掌握新科技，而且青年時間和金錢

成本較低，較願意嘗試和冒險
11
。政府近年亦針對青年創業大力鼓勵，也可見青年對初

創生態系統的發展最為重要，因此本研究側重探究青年。 

                                                 
1 該研究公司量度標準為新創企業的表現、融資、人才、市場及團隊經驗。而本研究則參考美國新英格蘭的著

名企業家養成教育機構 Babson 商學院的 Daniel Isenberg 於 2009 年定義「企業生態系統」出六個面向: 政策、文

化、融資、市場、人力資本、支持作評估初創生態系統的標準。詳見 B 部分定義。 
2 根據信報，知識型經濟着重以知識如創意、科技等元素為主要動力的經濟體系。全球化下資訊和知識的創造、

生產、傳播或應用愈趨蓬勃，發展出高科技產業、文化創意產業或線上經濟等比以往高增長的經濟模式 
3 如大疆創新、GoGoVan、毛記電視、國泰光電、雅士能基因和水中銀 
4 資料來源: 民間智庫政賢力量 2015 年的《青年創業意見調查》結果 
5 資料來源:投資推廣署 2016 年初創企業調查結果 
6 根據維基百科,孵化器是為 Startup 提供所需的基礎設施和支援服務,助其成長為成熟企業的一種新型經濟組織 
7 根據維基百科,共用工作空間亦即共同工作者，如 Startup 創辦人，共同租用的社群平台  
8 韓國、新加坡、深圳等在創科和文化創意方面都走在全球前列, 根據彭博創新指數,三者分別排第 1,第 3 和第

19，較香港(第 35)好 
9 根據香港貿發局 2018 年統計，貿易和物流佔總 GDP 21.6%、金融佔 17.7%、其他如房地產佔 43.5% 
10 定義參見 B 部分 
11 根據美國研究公司 Compass《2015 年全球初創生態系統排名》研究，本港創業者平均歲數為 30.4 歲 



A3 研究目的 

社會近年為 Startup 提供發展條件，令創業風氣比以往更興盛。不過，儘管香港初創生態

系統有較高的增長率12，但仍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 因此，本研究根據 B 部分對初創生

態系統六個層面，評估現時香港初創生態系統在多大程度上適合青年創立 Startup，並提

出完善香港初創生態系統的建議，吸引青年創業和讓更多香港 Startup 得以成長為成熟企

業。 

 

A4 焦點問題 

1. 香港的初創生態系統現況如何? 

2. 香港現時的初創生態系統多大程度上適合青年創立 Startup? 

3. 如何完善香港初創生態系統?  

 

 

 

  

                                                 
12 根據美國研究公司 Compass《2015 年全球初創生態系統排名》研究結果，香港全球初創生態增長率排在全球

第 5 位，並列為首 25 個新創企業樞紐 



圖 1: 企業生態系統 

B. 相關概念和知識／事實／數據  

B1 相關概念和知識 /事實  

初創企業13: 從可擴展性、創新性和顛覆性三個標準可判斷企業是否初創。可擴展性: 有能力

迅速成長和擴展，其產品或服務可推廣至市場。創新性: 憑著創新的意念不斷尋找更佳的做

事方式及產品。顛覆性: 企業的新科技或新商業模式14，突破傳統的商業模式，改變市場生

態。 

 

初創生態系統: 指社會和經濟環境對 Startup 形成的作用和影響

的系統。根據美國新英格蘭的著名企業家養成教育機構 Babson

商學院的 Daniel Isenberg 於 2009 年定義「企業生態系統」15出

六個面向: 政策、文化、融資、市場、人才、支持。 

  

政府政策: 在一個地區為達到經濟目標，政府促進創業活動並保

持均衡創業活動水平的有關政策。港府為了創科發展，2015 年開始在《施政報告》力推各種

創業政策16，旨在鼓勵年輕人創業、培育 Startup 成長，以助本地創科產業發展。 

 

融資: 指企業資金籌集的行為與過程。一般企業融資的目的是擴展規模或還債，但 Startup 融

資則是為了啓動創業計劃，大多透過自己儲蓄、家人/親戚和政府或機構提供的創業資助。 

 

創業文化17: 亦即創業精神。創業精神指社會上的文化規範表現出來對創業行為的思想價值、

態度和行為以及社會、家人和朋輩支持度會影響青年創業者的創業意慾和動力。 

 

市場: 企業開發和形成新市場以推銷產品和服務的行為與過程。對 Startup 而言，尋找第一個

客戶是很重要的，因這代表公司的發展潛力，亦代表它能否向更多公司提供成功例子以爭取

認同及合作機會。 

 

人力資本18: 範指人的知識、經驗、制度與習慣，可以透過教育等投資手段來增長。在本研究

所指的是具有創業精神、創新能力以及能綜合能力(專業、管理和創新能力)的創業人才以及

與該 Startup 相關的技術人才。 
 

創業支持: 是指社會提供的基礎建設(資訊及通訊科技、法制、創業空間)、專業知識支援(法

律、會計、投資、技術)、以及商界及 NGO 的支援(比賽、基金、孵化器等)

                                                 
13
 參考 2017 年香港貿發局的經貿研究「香港的初創環境」對初創企業的定義 

14
 即是以新的有效方式賺錢，是更著重從客戶的角度和企業的創立目的所產生的商業行為，因此更為獨特，令

它難以被競爭者模仿，為企業帶來競爭優勢。如網飛(Netflix)、優步(Uber)、臉書(Facebook)、阿里巴巴(Alibaba)

和 Airbnb，它們顛覆傳統商業模式，大大改變了視頻租賃、出租車、媒體、零售和酒店業的市場生態。 
15
 Source: Babson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Project in 2015 

16 詳見 C 部分 C3.1 
17
 參考 MBA 智庫百科「創業文化」的定義 

18
 參考維基百科「人力資本」的定義 



B2 研究方法 

2.1 訪問 

a. Startup 創辦人: 了解 Startup 現在有什麼機遇和困難、他們對於社會上包括政府、商界

和 NGO 對 Startup 的支援以及對創業文化和人力資本的看法。以分析 Startup 六個層面的情

況。 

 

b. 企業家網絡Cocoon19高級經理: 了解Startup現在有什麼機遇和困難、Cocoon的宗旨、

對於社會上包括政府、商界和 NGO 對 Startup 的支援以及對創業文化和人力資本的看法。以

分析 Startup 六個層面的情況。 

 

2.2 問卷 

青年: 透過向 18-39 歲香港青年20進行問卷調查，了解現時香港青年對創業/Startup 的興

趣、認知以及他們和他們的家人、朋友對創業的觀感，以分析香港的創業文化和人力資本兩

個層面的情況。 

 

2.3 二手資料 

透過時事節目、媒體、報導、網上研究報告等作參考, 整合和分析青年創業時擁有什麼優

勢和面對的困難、社會對創業的支援和創業文化，分析香港的 Startup 六個層面上的表現。 

                                                 
19 CoCoon 是香港一個企業家的網絡和孵化器，專注於初創企業的早期投資 
20 根據美國研究公司 Compass 的《2015 全球新創企業生態系統排名》研究分析, 舊金山、紐約、新加坡等頭

20 名的新創企業生態系統和香港的平均創業者年齡是 30 至 36。因此本研究向 18-39 歲有潛力創業的青年進行

問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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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11%

青年對創業的感觀

[比起創業，我更希望打工]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17%

52%

20%

11%

青年對創業的觀感

[比起創業，家人/朋友更鼓

勵打工]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33%

53%

7%
7%

青年對創業行為的觀感

[家人/朋友希望我有一份穩

定的工作]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不知道

28%

67%

5%

青年對創業的觀感

[創業風險高,令我的生活和

經濟狀況不穩定]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C. 深入解釋議題  
此部分透過整合訪問、問卷和部分二手資料所得資料, 分析香港初創生態系統六個層面的現況，

以回應焦點問題 1。 

C1 問卷分析 

本研究透過問卷了解香港青年21對 Startup/創業的興趣、認知以及他們和他們身邊的人對創業的

觀感，分析香港創業文化和人力資本兩個層面的現況。收回共 82 份有效回應 

 

1.1 創業文化 

, 

 

 

 

 

 

 

 

 

 

 

 

 

 

 

 

 

 

 

                                                 
21 有三成半受訪青年為 18-24 歲、25-29 歲、30-34 歲和 35-39 歲各佔約兩成。有近六成受訪青年擁有專上教育程

度、近四成為高中程度 

圖 4: 青年的家人或朋友更鼓勵創業還是打工 

 

圖 3 青年更希望創業還是打工 

 

根據圖 4-5，有 69%青年的父母或朋友都不願青年創業，而是更希望(86%)青年追求穩定的

工作 

圖 5: 青年的家人或朋友是否希望我有一份穩定的工作 

 

圖 2 青年認為創業風險是否高 

根據圖 2-3, 95%青年創業是風險性極高的事業，會令他們生活和經濟情況不穩定。 

因此可能令 54%青年都因為不願冒險而更想打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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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結: 從問卷可見，大部分青年都因為覺得創業風險過高、容易失敗而寧願選擇打工，放

棄創業的念頭。此外，社會對創業的觀感不佳，青年認為由於社會對創業支援不足，創

業非常艱難 (例如難以融資、尋找投資者、建立初創人際網絡和尋找專業支援等)，前路

迷惘，父母和朋友對青年創業者支持度不高，令青年卻步。可見香港未有良好創業文化。 

22%

55%

17%

1% 5%

青年對創業的觀感

[創業前景迷茫，難以成功]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青年 

圖 8: 青年認為創業前景是否迷茫，難以成功 

 

 

圖 6: 青年認為社會對初創企業支援是否不足 

 

圖 7: 青年認為創業的過程是否艱難和複雜 

 

 根據圖 6, 可見有 75%的青年認為社

會對初創企業支援不足 

根據圖 7，令近乎所有青年都覺得在

香港創業艱難和複雜 

根據圖 8, 大部分青年(77%)都認為

創業前景迷茫，難以成功 

 

55% 

50% 

71% 

84% 

34% 

 

其他:3% 

圖 9: 青年認為導致青年創立 Startup 失敗的原因 

33% 

39% 

根據圖 9，青年認為融資和尋找投資者為最大困難(分別為 84%和 71%)，也有約 50%青年

認為建立初創人際網絡和尋找專業支援為 Startup 失敗主因，至於招聘人才、工作空間、

創作思維上的困難則較次要(分別是 39%、33%和 34%)。 



9%

39%
43%

7%
2%

有考慮創業的青年對創業

興趣程度

非常大

很大/頗大

一般

很少/頗少

非常少

54%
46%

青年有沒有考慮過創業

有

沒有

15%

45%

32%

7%
1%

青年對創業的觀感

[我的夢想能靠創業完成]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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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性高，不受拘束]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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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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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

1.2 人力資本 

 

 

 

 

 

 

 

 

 

 

 

 

 

 

 

 

 

 

 

 

 

 

 

27% 

根據圖 10-11 

有 54%青年都有考慮過創業，而且有考慮過創業的青年在一定程度上對創業是有興趣的

(一般、很大/頗大和非常大佔了超過九成) 

圖 10: 青年有沒有考慮過創業 圖 11: 考慮過創業的青年對創業興趣程度 

 

圖 12: 青年認為其夢想能否靠創業完

成 

 

圖 13: 青年認為創業有否自主

性 

 

根據圖 12-13, 大多青年對創業有興趣是喜歡自主 (同意或以上佔 78%)，並能追尋個

人夢想 (同意或以上佔 60%)。 

圖 15: 青年認為創業能否賺大

錢 

 

10%

49%
19%

2%

20%

青年對初創企業的觀感

[初創企業能改善社會問題]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圖 14: 青年認為 Startup 能否幫助解決社會問

題 

 

根據圖 14，69%青年也認為 Startup 能改善

社會問題。 

根據圖 15，有 61%青年認為創業未能讓他

們賺大錢，可見青年創業主因並非賺大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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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青年有沒有接觸過有關創業/Startup 的

知識和資訊 

 
圖 17: 青年曾在哪裡接觸過有關創業/Startup 的知識和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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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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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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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56% 

29% 

60% 

4% 

56% 

有接觸過相關知識和資訊的青年裹，根據圖 17，分別為

56%, 64%和 60%青年在中學、大學的商科或其餘地方和

傳媒中得知有關資訊。不過則較少青年在政府(27%)或

支援創業的 NGO(29%)的網站或活動中得知有關資訊。 

64% 

根據圖 16，本港有 55%青年有接觸

過有關創業/Startup 的知識和資訊，

相反有 45%的青年從來未接觸過 

26% 

小結: 從問卷可見，確實有一部分青年對 Startup 有興趣，希望靠創業完成夢想、獲得自

主生活或改善社會問題，可見本港在創業方面有一定潛力的青年人才。 

不過青年頗少接觸有關 Startup 和創業的資訊，其中創業精神更是甚少青年接觸。主要原

因是 NGO 和政府的宣傳較為不足，特別是創業精神。青年對 Startup/創業認知不足，令

青年對創業產生懷疑或負面感觀，有可能令創業人才流失。 

有接觸過相關知識和資訊的青年裹， 

根據圖 18， 近 67%青年都會留意成功的 Startup 例子，也有約 50%青年會關注 Startup 面

對的困難及政府相對應的政策。另外，有 40%青年獲得的商業和有關法律知識和知道創

業過程/步驟/方式，但只有 18%的青年曾接觸過有關創業/企業家精神的資訊。 

圖 18: 青年接觸過哪類有關創業/Startup 的知識和資訊 

 



C2 訪問分析 

了解兩位 Startup 創辦人和支援 Startup 的企業(Cocoon)，以分析他們對初創生態系統六個層

面的看法。 

 

表一: 

 Harris22 (Startup founder)  Sunnie23(Startup founder) Nancy (Cocoon24 manager) 

融

資 

- 商界重視短期回報，不

願/不懂如何投資

Startup。尋找投資者失

敗率高 

- 政府資助申請繁複、審

批過長(1 年)，而且管理

混亂，失去意義 

- Start 容易起步，因為政

府比賽/基金或 NGO 的

孵化器支援足夠 

- 政府審批資助時保守

和短視，不支援蝕錢或

賺大錢的 Startup 

- 基金範圍狹窄、重覆 

- 資助審批緩慢(9 個月) 

- 多數成功的 Startup 都

是私人集資 

- 政府資助的申請手續

繁複、審批過長 

- 大企業投資 Startup 要

複雜的投資審批決

定較慢，增加 Startup

找投資者的難度 

市

場 

- 若產品不能切合市場需

要 (例如價錢高昂、物超

所值)，買家卻步。 

- 若市場過細難找投資

者願意，使融資困難 

- 需滿足投資者期望的

銷售額 

- 產品要做市場定位和

估價 

- Startup 低估市場推銷

的支出和重要性 

- Startup 缺乏資源與大

企業競爭 

- 難以建立品牌知名度

和形象 

--- 

政

府

政

策 

- 足夠但不夠針對性 

- 活動申請繁複 

- 政府基本支持不完善(如

銀行的監管系統、過時

的法例和複雜的交稅/申

請程序等) 

- 資助和提供空間短視做

法，如創業教育 

- 增加了 

- 如比賽/基金 

- Startup 從中獲得資金

和建立了初創人際網

絡、共享資源，亦獲得

導師的幫助。 

- 很多創業空間(如科技

園、數碼港) 

- 有資助，但申請繁複和

慢 

- 有活動(如貿發局的創

業日)，可幫助建立初

創網絡，推廣創業精神

和一些實用知識如大

數據、比特幣。 

                                                 
22 初創企業 Freehunter 的青年創辦人，創意合作網上平台, 為創意行業工作者進行配對的 Startup 
23 初創企業 NOMADS 的青年創辦人，是一間以創新方式為中小企業、非牟利機構、社會企業和初創企業提

供資源，市場渠道和戰略的 Startup 
24 CoCoon 是香港一個企業家的網絡和孵化器，專注於初創企業的早期投資 

被訪者 



創

業

支

持 

- 有一定數量的共享空間 

- 創業氣氛更好 

- 更廣闊的初創人際網絡 

- 不過商界、NGO 提供的

援助與政府一樣: 申請

繁複、針對性不足、短

視等 

- 香港稅制和法律自由

度有保障。 

- 在不少 NGO，如中大/

社聯/科學園等，提供

孵化器支援中(如比賽) 

獲得資金/資源和建立

網絡。但資助審批緩慢 

- 大學不鼓勵創業，甚少

企業家精神教育 

- Cocoon 有 Startup 工作

體驗、工作坊、業務對

接、Pitchnight、

Co-working pass、孵化

器計劃、導師計劃等多

元服務 

- 目的: 推廣創業精

神、培養初創人才和協

助 Startup 

- 初創社區裏一些 NGO

專注於社區發展，多數

幫助能服務社會的

Startup。 

創

業

文

化 

- 可參考美國矽谷(是

Airbnb、Uber、

Facebook、Google 等世

界知名的公司初創基地) 

- 內地孵化器和加速器等

概念興起 

- 香港創業文化發展較人

遲起步了至少 4-5 年 

- 香港生活成本太高 

- 在香港創業，朋友和家

人支持度不足 

- 最差 

- 投資者視野不遠大 

- 無創業精神教育培養

創業精神、學征無機會

嘗試創業 

- 社會不鼓吹青年創

業，不願失敗 

- 對金融機構或專才趨

之若鶩 

- 令青年創業意慾低 

- 差 

- 香港教育制度只著重

文理商，從不教授企業

家精神 

- 商科內容主要是管

理、金融、會計、經濟

等而非科技、創新思維

和創業精神，如解難、

面對失敗 

- 不少學生認為理想職

業只會是金融和專業

如律師、醫生，而不會

考慮創業成為出路之

一。 

人

力

資

本 

--- - 香港教育制度無法培

養大量創業人才 

- 創業文化差人才流

失 

- 人才供不應求 

- 香港很少同學修讀電

腦科學和工程設計 

- 創業文化差人才流

失 



C3 二手資料(部分) 

由於社會上，包括政府、商界和 NGO，為 Startup 提供支援眾多，現列出各方的主要支援，

可作 D 部分分析焦點問題 2 時的一個參考。 

 

3.1  政府政策  

3 .1 .1  執行機構(表二)

 角色  工作範圍  成果  

香港科技園公司 - 政府全資擁有 

- 以高科技及應用科技為

主題的研究基地 

 e.g.生物醫療、資訊、

電子、綠色科技等 

- 創業培育計劃 

- 提供辦公室空間

及設施 

- 各類支援，如市場

推廣、技術及管理、

業務發展 

- 470 家科技 Startup 畢

業(2017) 

- 其中 348 家仍在營運

存活率達 74% 

- 現正接受培育的

Startup 共有 267 家 

數碼港 - 政府全資擁有 

- 超過 1000 間數碼科技

公司, 包括 

金融科技、電子商貿、

物聯網、可穿戴科技、大

數據、人工智能 

- 創業計劃 

- 數碼港培育計劃 

- 人才交流活動 

- 數碼港投資創業

基金 

- 技術、商業配對服

務 

- 市場推廣支援  

- 經營虧損為 1.35 億元

(2012) 

- (正面成果不詳) 

 

投資推廣署 - StartmeupHK 創業計劃 

- 由 2013 年起，每年一

次，為期一周 

- 年度主題 

 金融科技、互聯城

市、零售科技、健康科技

和生活聯網等 

- 交流活動 

- 比賽  

-以計劃中的

Fintech2018 總決賽為例 

約 2 000 名參加者 

(包括 500 位創辦人和行

政總裁) 

共 24 間初創公司獲

獎 

政府資訊科技總

監辦公室

(OGCIO) 

建立專門服務初創企業

的一站式網站:  

iS tar t -up@HK  

- 交流平台 

- 商業配對 

- 提供實用資訊及

資源(如培育計劃或

資助計劃的資料、商

業及法律文件的範

本及樣本) 

- 網站現有逾 900 名註

冊用戶 

http://www.cyberport.com.hk/zh_tw/about_cyberport/our_5_centres/entrepreneurship_centre/about_ec_incubation_programme


3 .1 .2  支援形式(表三) 

形式  Star tup 範

疇   

例子  

基
金 

所有 - 3 億元青年發展基金(2015): 以資金配對的形式，支持非政府機構協

助青年人創業 

-  專利申請資助計劃 (2018) :  協助 Startup 為其發明作專利申

請，建立「知創空間」，協助創新意念變工業產品 

基
金/

計
劃 

創新 

科技 

- 20 億元創投基金(2016) :以公私營 1:2 比例，配對投資本地初創企業 

- 5 億元創科生活基金(2016) : 資助應用科技創業項目 

-  共 150億元創新及科技基金(2015&2017) : 協助企業提升其科技水平

及相關研發 

-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  資助 6 間本地大學，望能培育

超過 120 間科技初創企業 

-  新科技培訓計劃 :  資助企業為其員工提供各類新科技的培訓 

計劃  創意 

產業 

- 共 14 億元「創意智優計劃」(2016&2018)  

3 .2  創業支持 (表四) 

大學、青協、專門支援 Startup 的中小企、大企業、天使投資者25、民間倡導團體都提供以下

各類支援 

範疇 目的/作用 例子 

工作空間

(全港有

60 多個) 

- 提升 Startup 工作效率 

- 降低 Startup 的租地成本 

- 拓寬 Startup 的人際網絡 

- 中小企如 Cocoon、Blueprint、

WeWork、Campfire 和 the Wave 等

提供 

- 大學包括中大、科大、理大、城大 

專業顧問

服務/指導 

- 助有志青年獲取所需的技能 

- 實行創業計劃 

- 青協香港青年創業計劃 

基金 - 協助 Startup 融資 

- 實行創業計劃 

- 天使投資者平台如 Angels Den、營

商天使計劃、香港商業天使網絡 

- 大學科技初創企業資助計劃 

- 太古地產 Blueprint 

培訓/ 

比賽 

- 提升 Startup 的創新精神/商業知識 

- 培養初創人才 

- 可能有獎勵資金協助 Startup 融資 

- 各間大學 

- 中小企 

交流活動

/平台 

- 拓寬 Startup 的人際網絡 

- 幫助 Startup 獲得所需資訊 

- 網上平台如 StartupsHK、青年創業軍 

 

孵化器 5/

加速器26 

- 拓寬 Startup 的人際網絡 

- 學習創業技能 

- 埃森哲金融技術創新實驗室 

- 星展銀行創投計劃工作室 

- Infiniti Accelerator 

                                                 
25 一般在初創企業技術開發的最後階段和投放市場的早期階段對其作出投資，提供創業資金，如 500 Startups、

BigBloom、Fresco Capital、Nest、Bright Success Capital、Vectr Ventures 和 Bigcolors 等。 
26 根據維基, 加速器指在短期內幫助 Startup 的市場、資金和人脈, 使 Startup 得以升級為成熟的商業模式 



D. 判斷及論證  

D1 研究結果 

綜觀所有資料，從融資、市場、政府政策、人力資本和創業支持及文化六方面，可以判斷出

香港現時的初創生態系統很小程度上適合青年創立 Startup，以回應焦點問題 2。  

 

1.1 融資 

1.1.1 政府資金支援成效低 

根據表三，政府近兩年大力推了不少基金和資助予 Startup，不過根據訪問，三位被訪

者皆認為基金申請程序繁複和審批很久，審批時間在 9 個月甚或 1 年以上。根據網上

報告27，2016 年有近 50%青年創業者表示申請手續過於繁複，可見兩年內情況沒有改

善。根據訪問，資金管理和運用不善以及範圍狹窄(偏重資訊科技)和重覆28。以上問題

導致受資助 Startup 不夠廣泛和不足夠，據網上報告 23，2016 年高達 95%創業者未申請

過，可見難改善 Startup 融資困難，政府資助成效不彰。 

 

1.1.2 本地投資者保守 

Startup 初始階段常找天使投資者，但根據研究報告29，香港缺乏活躍的天使投資者。

根據訪問，至於商界重視短期回報，以其當下業績判斷而非將來潛力，也不看好技術

投資，所以很少投資處於初始階段的 Startup，而且商界在風險投資上審慎，即使肯投

資，也有複雜的投資審批、決定較慢，不適合要迅速開拓業務和拓展市場的 Startup30。 

 

1.2 市場 

1.2.1 難以與大企業競爭 

根據訪問，Startup 需要為產品做市場定位、估價和制訂營銷策略以切合市場需要，如

針對性廣告、銷售線索挖掘及銷售配送等全盤策劃。根據訪問和貿發局
31
，因此 Startup

將產品推出市場所要的資源(網絡、資金和時間)極大，但 Startup 資源有限，難以像大

企業一樣廣泛推銷產品、建立品牌知名度和形象，令 Startup 難吸引或滿足投資者，導

致資源更有限，Startup 難以擴展市場 25。 

 

小結: Startup 難以找到初始投資者，政府資助又有種種弊病，令不少青年創業者的啟動資金

都是靠自己或親友32。Startup 資源不足，而市場競爭大，難以實行創業計劃和拓寬產品市場，

因此以上兩點小程度上適合青年創立 Startup。 

                                                 
27 根據「青年創業軍」的青年創業政策關注組於 2016 年的調查 
28 從表四可見之 
29 根據美國研究公司 Compass 在 2015 年公布的《全球新創企業生態系統排名》研究結果的分析 
30 根據 B 部分「初創企業」的定義，初創企業必須具備可擴展性的條件 
31 2017 年研究文章「香港初創企業面對的挑戰：開拓市場」 
32 民間智庫政賢力量 2015 年發表《青年創業意見調查》，青年創業啓動資金主要來源是「自己儲蓄」（44.4%）

和「家人、親戚」（10.8%）。根據表一受訪 Startup 創辦人的看法，多數成功的初創企業都是私人集資 



1.3 政府政策 

1.3.1 政府近年提供很多不同支援 

根據訪問，三位被訪者都有頗正面回應。他們皆認為政府提供多了不少創業支援。從

表二、三亦可見到政府確實在近兩年有很多不同的資助、基金和計劃以向青年創業者

提供資金和知識上的支援。從表二亦可見政府機構如科學園、數碼港為 Startup/有志創

業青年提供創業空間、培訓、教育、比賽、業務配對、交流活動等支援，以助建立初

創人際網絡、推廣創業精神和一些實用的科技和商業知識。 

 

1.3.2 政府資金支援成效低 (同 1.1.1) 

1.3.3 缺乏在學校進行創業文化教育 

外國近年除了鼓勵大學生創業，也提早培訓創業意識33，令學生及早知道什麼是企業

家精神。根據問卷和訪問，但教育局暫時仍未推廣企業精神教育34，僅於文憑試商科

中教授商業知識，未有好好裝備有潛力創業的年輕人，亦影響香港的創業文化。 

1.4 創業支持 

1.4.1 有健全法制和國際化的優勢 

根據該研究結果35和訪問，香港的法制開放、有健全的法律體系，尤其是保護知識產

權上的法規成熟，這對於 Startup(尤其在科技領域的 Startup)來說很重要，因為專利是

公司估值最重要的考量之一。此外香港有作為國際物流中心、國際金融中心、國際化

城市，香港 Startup 發展資訊及電腦科技、物流科技、金融科技皆有很大市場和發展

潛力36。 

 

1.4.2 支援甚多而且全面 

隨著創業氛圍日趨活躍，根據表四，社會上有很多機構提供不同種類的支持。以 Cocoon

為例，根據訪問，Cocoon 會透過工作體驗和工作坊等向學生推廣創業精神，也向

Startup 提供很多服務如業務對接、交流活動、共享空間、和導師計劃支援 Startup。

其他機構還有津貼、培訓、比賽、專業顧問等。根據訪問，Startup 可從中建立人際網

絡、培養創新精神和融資。 

 

小結: 政府的資金援助雖有瑕疵，但以近年才開始重視支援 Startup 的表現來說已算不錯。但

仍然有地方需要改善，如申請程序，再加上 NGO 越來越多對 Startup 的不同支援，配合 Startup

所需。因此在以上兩點頗大程度上適合青年創立 Startup。

                                                 
33 根據香港經濟日報「沈帥青：創業無希望？ 前路從小創」，美國要求高中提供創業教育、中小學有創業教

育標準; 新加坡 2004 年於小學以上教育引入創意及企業精神，鼓勵探知、嘗新、創意、行動和自立; 英國 2014

年曾公布報告《Enterprise For All》推動小學至大學的創業精神教育 

34 根據問卷，只有約 10%的青年曾接觸過創業/企業家精神。 
35 參考以美國研究公司 Compass 在 2015 年公布的《全球新創企業生態系統排名》研究結果的分析 
36 根據投資推廣署2016年統計，香港共有1926間Startup，排第一是 401 家的「資訊、電腦及科技行業」Startup，

第二是 249 家「電子商貿、供應鏈管理及物流科技」的 Startup 以及排名第五 138 家「金融科技」的 Startup 



1.5 創業文化 

1.5.1 缺乏創業文化教育 (參見 1.3.3) 

根據網上報告37，有受訪者指出香港教育制度只著重文理商，而極少關於創業精神教

育、創新思維和新科技應用等，令香港 2016 年的全球創業精神指標只有第 40 名38。

根據問卷和訪問，95%青年認為創業是風險性極高的事業，因此大多青年都因為不願

冒險創業，而對大金融機構或專業如律師、醫生趨之若鶩，可見缺乏創業文化教育令

學生多數因為怕失敗、缺乏魄力而不肯嘗試創業。 

 

1.5.2 社會對創業的態度和觀感不佳 

根據問卷，有 75%的青年認為社會對 Startup 支援不足，近乎所有青年都覺得在香港

創業艱難和複雜，以融資和尋找投資者為最難，也有一半受訪青年認為建立初創網絡

和尋找專業支援困難，令創業前路迷惘。根據問卷，父母和朋輩支持度也很低，有 86%

青年的父母和朋友希望他們追求穩定的工作，所以有 70%不想他們創業。可見有潛質

或有志青年因為怕辛苦和受到社會文化規範而降低創業的意欲。 

 

1.6 人力資本 

1.6.1 香港有創業和技術人才 

根據問卷，有一半青年對 Startup 有興趣，而且香港有不少成功的 Startup 如 GoGoVan、

大疆創新、水中銀等，可見香港有一定潛力、具國際視野和創新思維的青年創業人才。

根據表四，社會也有很多機構培養相關知識型技術人才39，如大學。再加上優才計劃

通過簡化的移民手續，鼓勵各地的創業和技術人才來港發展40。可見香港其實是有一

定的人力資本。 

 

1.6.2 本地人才流失嚴重 

根據 1.5.1 和問卷，由於政府和 NGO 在本地學校缺乏創業文化教育，根據問卷，大多

青年從不接觸或對Startup/創業只有淺層認知，特別是創業精神只有10%青年接觸過，

導致社會創業文化欠佳，青年對創業的觀感負面。社會難以擴大創業人才培養量之餘，

根據訪問，難以吸引青年真的創業或在 Startup 打工，令人才流失嚴重，也令技術人

才供不應求，導致資源不足的 Startup 難以聘請合適的人才。 

 

小結: 即使香港一定的人力資本，但在創業文化教育不足下，創業文化欠佳，社會對創業感

觀欠佳，人才流失嚴重，實際上很少欲青年創業人才真的創業。也令 Startup 在聘請相關技

術人才時面對很大的困難。因此以上兩點很少程度上適合青年創立 Startup。 

                                                 
37
 根據民間智庫政賢力量 2015 年發表《青年創業意見調查》結果，，58.7%受訪青年對創業表示「很大興趣／

較大興趣」。根據問卷，有 54%青年都有考慮過創業，而且有 9 成考慮過創業的青年在一定程度上對創業是有

興趣的 
38 美國非營利研究機構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and Development Institute 最近發表的 2016 年全球創業精神指標

（Global Entrepreneurship Index， GEI）顯示，香港從 2012 年的第 30 名跌至 2016 年的第 40 名。 
39 根據 D 部分 1.4.2 創業支援 
40 根據投資推廣署 2016 年統計，香港至少有 2,039 位創業家，其中 65%是本地人，其餘 35%來自世界各地。 



總結 

香港的初創生態系統在過去兩年發展迅速，社會確實對 Startup 多了支援，但香港初創生態

系統仍處於發展的早期階段，在政府政策、融資、市場銷售、創業文化和人才都有做得不足

和可以改善的地方，所以我認為香港現時的初創生態系統很小程度上適合青年創立 Startup。 

 

D2 建議 

由於香港的初創生態系統仍有不足之處，因此我會就政府資助、創業文化教育和建立 Startup

投資社區三方面上提出建議。以回應焦點問題 3。 

 

2.1 政府應提升資助的效率和成效 

根據資料，政府對 Startup 的資金支援效率和成效稍嫌不足。就宣傳不足的問題上，我建

議政府應該利用青年常用的社交媒體，如 Instagram、Facebook 等進行宣傳，宣傳內容應

包括申請方法、條件和所需時間，才能令青年創業者知道和了解政府的資助，增加申請

率。此外，政府應電子化和簡化基金申請和審批程序，避免不必要的複雜程序，如遞表

申請，以切合年青人的需要和加快 Startup 得到資助的時間，增加 Startup 生存機會，改

善初創生態系統。 

 

2.2 政府和相關機構應增加創業文化教育 

從美國、新加坡、英國41的經驗42可見創業文化教育對良好穩定的初創生態系統非常重要。

而根據資料，香港創業文化教育不足的問題為人咎病，因此我建議政府應先嘗試多在中

學和大學做講座及將創業文化列入中學公民教育非正式課程並鼓勵學校教授，培養學生

的創業精神，如勇於嘗試、不怕失敗、著重團隊、謹慎理財等。甚至將之帶到讓家長認

識，慢慢培養社會的創業文化，才能挖掘和留住更多人才，長遠地有利初創生態系統的

發展。 

 

 

2.3 政府應積極鼓勵企業作技術和長遠投資 

針對本港企業群不屑技術和長遠技資的風氣，我建議政府應該多鼓勵企業參加政府的活

動如 HKTDC 創業日、StartmeupHK 創業節等，接觸和認識有潛力 Startup。政府亦應提

供網上平台收集並整合大數據，包括商界和天使投資者的投資取向以及 Startup 的發展方

向及業績，增加兩者互動、交流，可有效增加 Startup 的資金來源和節省尋找投資者的時

間。此外，政府應向商界宣傳創業精神及鼓勵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多關注和向 Startup 作

技術投資，放長遠眼光，因為長遠來說投資 Startup 成功，企業能從中獲得創新營利模式

或產品，可雙雙獲利。從而增加 Startup 找到投資者的機會，改善初創生態系統。

                                                 
41 根據美國研究公司 Compass 的《2015 全球新創企業生態系統排名》研究結果，這三個國家皆擁有高排名的

城市，分別為美國第一和二位的舊金山和紐約、第六位的倫敦和第十位的新加坡 
42 參考註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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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a) 問卷樣本 

您好，本人是中五學生，現正為香港青年對 Startup(初創)的認知及觀感作出探究。希望你能

幫忙抽空完成以下問卷。你所提供的資料只作學術性用途，並且會絕對保密，研究完畢後即

會全部銷毀請放心填寫。  

除另有指引之題目外，請於方格內。  

1. 你有沒有考慮過創業?  

□ 有（請回答第2題）         □ 沒有（請跳至第3題） 

 

2. 你對創業的興趣程度有多大?  

□ 非常大      □ 很大/頗大      □ 一般      □ 很少/頗少   □非常少 

 

3. 你認為可能導致青年創立Startup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可選多項) 

□ 沒有足夠資金實行計劃 

□ 難以尋找合適投資者 

□ 難以招聘人才 

□ 創作/辨公地方不足 

□ 缺乏專業知識支援 

□ 缺乏創新思維 

□ 缺乏平台建立初創人際網絡 

□ 其他：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你有沒有接觸過有關創業的知識和資訊? 

□ 有 （請回答第6和第7題）        □ 沒有（請跳至第8題） 

 

5. 你曾在哪裡接觸過有關創業/初創企業的知識和資訊? (可選多項) 

□ 中學/大學的商科課程 

□ 中學/大學其餘地方(如生涯規劃課、講座) 

□ 政府的網站/舉辦的活動     

□ 支援初創企業的NGO網站/舉辦的活動 

□ 傳媒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你接觸過哪一類有關創業/初創企業的知識和資訊? (可選多項) 

□ 商業和有關法律知識 

□ 政府創業政策   

□ 創業過程/步驟/方式 

□ 初創企業的種類/產品/服務 

□ 初創企業面對的困難 

□ 成功的初創企業例子 

□ 創業精神/企業家精神 

□ 政府或支援初創企業的NGO對有關創業的活動的宣傳 

□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你對創業行為和初創企業有什麼觀感?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同意 不知道 

創業可以讓我賺大錢      

我的夢想/理想能靠創業完成      

比起創業，我更希望打工      

創業的自主性高，不受拘束      

創業風險高，會令我的生活和

經濟狀況不穩定 

     

創業的過程艱難和複雜      

創業前景迷茫，難以成功      

比起創業，家人/朋友更鼓勵

打工 

     

家人/朋友希望我有一份穩定

的工作 

     

初創企業能改善社會問題      

社會對初創企業支援不足      

 

問卷已完成，謝謝您寶貴的意見 

被訪者資料： 

性別：□男        □ 女 

年齡：□18-24歲       □25-29歲       □30-34歲       □35-39歲 

教育程度：□初中或以下   □高中   □專上(學位課程)    □專上(非學位課程) 

 



(1b) 問卷實際結果 

總人數: 82 人 

1. 你有沒有考慮過創業? 

選項 有（請回答第 2 題） 沒有（請跳至第 3 題） 

人數 44 38 

百分比 53.7% 46.3% 

 

2. 你對創業的興趣程度有多大?  

選項 非常大 很大/頗大 一般 很少/頗少 非常少 

人數 4 16 19 3 1 

百分比 9.1% 38.6% 43.2% 6.8% 2.3% 

 

3. 你認為可能導致青年創立 Startup 失敗的原因是什麼? (可選多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沒有足夠資金實行計劃 69 84.1% 

難以尋找合適投資者 58 70.7% 

難以招聘人才 32 39% 

創作/辨公地方不足 27 32.9% 

缺乏專業知識支援 41 50% 

缺乏創新思維 28 34.1% 

缺乏平台建立初創人際網絡 45 54.9% 

其他 3 3.6% 

 

4. 你有沒有接觸過有關創業的知識和資訊? 

選項 有（請回答第 6 和第 7 題） 沒有（請跳至第 8 題） 

人數 45 37 

百分比 54.9% 45.1% 

 

5. 你曾在哪裡接觸過有關創業/初創企業的知識和資訊? (可選多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中學/大學的商科課程 25 55.6% 

中學/大學其餘地方(如生涯規劃課、講座)  29 64.4% 

政府的網站/舉辦的活動 12 26.7% 

支援初創企業的 NGO 網站/舉辦的活動 13 28.9% 

傳媒 27 60% 

其他 1 4.4% 

 

6. 你接觸過哪一類有關創業/初創企業的知識和資訊? (可選多項) 

選項 人數 百分比 

商業和有關法律知識 18 40% 



政府創業政策 22 48.9% 

創業過程/步驟/方式 17 37.8% 

初創企業的種類/產品/服務 16 35.6% 

初創企業面對的困難 25 55.6% 

成功的初創企業例子 30 66.7% 

創業精神/企業家精神 8 18% 

政府或支援初創企業的NGO對有關創業的活動的宣傳 19 42.2% 

其他 2 4.4% 

 

7. 你對創業行為和初創企業有什麼觀感? 

 選項 十分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十分不

同意 

不知道 

人
數 (

百
分
比) 

創業可以讓我賺大錢 5 (6.1%) 26(31.7%) 43(52.4%) 7(8.5%) 1(1.2%) 

我的夢想/理想能靠創業完

成 

12(14.6%) 37(45.1%) 26(31.7%) 6(7.3%) 1(1.2%) 

比起創業，我更希望打工 12(14.6%) 32(39.0%) 29(35.4%) 0 (0%) 9(11.0%) 

創業的自主性高，不受拘束 14(17.1%) 50(61.0%) 15(18.3%) 2(2.4%) 1(1.2%) 

創業風險高，會令我的生活

和經濟狀況不穩定 

23(28.0%) 55(67.1%) 4(4.9%) 0(0%) 0(0%) 

創業的過程艱難和複雜 38(46.3%) 42(51.2%) 1(1.2%) 0(0%) 1(1.2%) 

創業前景迷茫，難以成功 18(22.0%) 45(54.9%) 14(17.1) 1(1.2%) 4(4.9%) 

比起創業，家人/朋友更鼓勵

打工 

14(17.1%) 43(52.4%) 16(19.5%) 0(0%) 9(11.0%) 

家人/朋友希望我有一份穩

定的工作 

27(32.9%) 43(52.4%) 6(7.3%) 0(0%) 6(7.3%) 

初創企業能改善社會問題 8(9.8%) 40(48.8%) 16(19.5%) 2(2.4%) 16(19.5%) 

社會對初創企業支援不足 16(19.5%) 46(56.1%) 13(15.9%) 0(0%) 7(8.5%) 

 

個人資料 

你的性別 

選項 男 女 

人數 31 51 

百分比 37.8% 62.2% 

你的年齡 

選項 18-24 歲 25-29 歲 30-34 歲] 35-39 歲 

人數 29 17 17 18 

百分比 35% 22% 22% 21% 

你的教育程度 

選項 初中或以下 高中 專上(非學位課程) 專上(學位課程) 

人數 5 30 16 31 

百分比 6% 37% 38% 19% 



(2a) 訪談謄錄(1) 

日期: 2018 年 5 月 1 日 (星期二) 

時間: 15:15-16:00 

地點: 香港大學, iDendron 

訪談對象: Harris Cheung (初創企業 Freehunter43的青年創辦人)  

訪談形式: 面談 

 

訪談內容(節錄引用的部分):  

M: Me   H: Harris 

 

M: 你為什麼會創業呢? 

H: 我嘅原意係想挑戰自己、尋找人生意義和方向，也希望提升和裝備自己。第二就是希望

靠 Startup 能幫助社會，我認為這是一個有遠見和有意義的行為。第三我認為這切合自己的

性格，因為我是一個喜歡組織活動而且喜歡做一些有趣而現在未有存在的東西。 

 

M: 你認為香港有什麼條件可以吸引你或者其他青年創立 start up? 

H: 先說美國矽谷在很早已經有很良好的創業文化，有很多如 Airbnb、Uber、Facebook、Google

等世界知名的公司初創時也是在那裏作為基地。而內地對初創企業嘅投資文化亦是非常良好，

也有孵化器和加速器等概念興起，有很好的條件。相反香港條件很差，主要是創業文化發展

比人遲起步了至少四 4-5 年，而且香港投資文化也是要在短時間內賺大錢，把投資初創企業

看作是買股票。但他們實則不懂得如何投資初創企業、分析其潛力，也不知道投資初創企業

是一個風險投資，卻當作是一個穩定的投資。次因是香港的生活成本太高，青年人要承受昂

貴的樓價，加上創業文化低落，在朋輩和家人所給的壓力下，青年便不會選擇創業。 

 

M: 你認為香港 start up 要成功有什麼條件? 

H: 我認為初創企業的創辦人的心態是最重要的。做初創企業要堅持，特別是在融資時，十

個投資者有九個也是會拒絕你的，並對你公司的意念進行批判，但也要相信自己。此外我認

為勤力和懂得變通也是很重要的。 

另外，青年創辦人不能抱著一種做老闆很型和高高在上的心態，我有朋友就是抱著這種心態

做一些風險性極高的投資，最終失敗。再者，雖然創業有自由，但這是有約束的自由，創辦

人必須要具有目標和知道自己每天要做的事。因此創業要有心理準備，若果把創業想得太美

好，會導致極大的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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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你認為令 start-up 失敗嘅主因是什麼? 

H: 首先，在香港 10 間做初創企業 9 間也是會失敗的，失敗的機率很高。 

我認為主因是 startup 製造出來的產品不能切合市場需要，例如價錢高昂、物超所值，市場

上的人就會因而卻步，導致沒有投資者願意投資你的產品，令融資成為一個很大的問題。次

因是香港的生活成本太高、令到青年企業家不夠專注，做 startup 只作為自己的兼職而非全

職，而我就從未聽過兼職做 start-up 能夠成功。我認為創業支持、政府政策支援不足等不是

一個失敗藉口，因為在商界層面上，做生意本來不應是由別人支持的，其本質應是你有一個

產品具有吸引力，能開拓新的市場，這些支持只能當一個 bonus。 

 

M: 你現在或曾經遇到什困難？你如何解決這些困難？ 

H: 我當時遇到的困難就是沒有拍檔和良好的一個社區。在未與現在的拍檔創立這一間初創

公司之前，我每天埋頭苦幹在家裏做事，是完全沒有方向，甚至有些迷失自我，現在有了好

的拍檔以及在這一個共享工作空間，除了有更好的創業氣氛之外，遇到困難時只要問一問身

邊的人，就會知道發生什麼事。 

 

M: 你認為政府和支持創業的 NGO 分別提供的支援是否足夠和夠針對性?  

H: 第一，我認為政府的支援並非不足夠而是不夠針對。政府提供很多金錢上的支援，但有

些事情例如銀行的監管系統、隨著科技發展而過時的法例和複雜的交稅或申請程序是不用太

多錢也可解決的，但政府不做。 

第二，這些硬件支援例如地方和資金是很短視的做法，而政府和那些機構則沒有遠見的做法，

例如教育，但則不見政府有這一類想法。 

第三，政府機構和 NGO 提供金錢援助，卻沒有人懂得管理這些金錢，不跟進這些錢如何被

運用以及青年創辦人申請這些金錢支援時需要經歷長時間(至少 1 年)的審批過程，令這些支

援不能及時幫助到初創企業，失去其意義。 

 

M: 政府和支持創業的 NGO 應提供什麼支援和如何改善支援? 

H: 第一，政府盡早在中學教育和培養人才，例如將程式編製作為初中的必修科。第二，政

府在銀行的監管系統、法例改革和簡化申請程序應做得更好，不要以為提供了基金、資助或

支援計劃就等於解決了問題。第三，政府和 NGO 可以嘗試數碼化整個申請和審批程序，也

可尋找曾經創業的人做這一些職位，將新思維帶入這些機構。第四，政府應研究提供更多大

平台可以讓青年初創企業家尋找投資者。第五，政府應該教育投資者如何投資初創企業。 



(2b) 訪談謄錄(2) 

日期: 2018 年 5 月 7 日 (星期一) 

時間: 21:30-22:00 

訪談對象: Sunnie Chiu (初創企業 NOMADS44的青年創辦人)  

訪談形式: 電話訪問 

 

訪談內容(節錄引用的部分):  

M: Me   S: Sunnie 

 

M: 為什麼你會創業?  

S: 因為想自我實現，希望實現自己的想法，亦有很多媒體報道成功的創業例子，推動我實

行創業計劃。 

  

M: 香港有什麼條件吸引你或香港青年創立初創企業?  

S: 第一是香港稅制和法律自由度有保障。而近年多了創業政策，如政府的比賽和基金，可

以幫助初創企業容易起步，動輒都有十萬。也有不少中間平台，如中大、社聯、科學園等

等，提供不少比賽作孵化器，青年創業者不只是從中獲得資金，而最重要的是建立了初創

人際網絡，令不少資源可以共享，亦有 mentor 的幫助。 

  

M: 有什麼原因導致多數香港初創企業失敗?  

S: 首先，法律不是最大的原因，只要初創企業不與既得利益者產生衝突， 即使初期踏進

法律灰色地帶，便可以生存到， 即使現在法律未必能接受創新， 但只要整個初創系統夠

大就能改變現在的法律。  

第二，多數創業不成功是人的問題，要視乎創業者能否堅持和創業團隊， 團隊之間需要

溝通，不能有分歧 

第三，創業商業模式也可能有問題， 如果初創企業的產品和服務不能滿足市場需要、 目

標市場太狹窄、宣傳做不好等等。  

 

M: 你的初創企業是幫助其他初創企業做 marketing， 你認為 marketing 對於香港初創企業

是否最大或很大的挑戰?  

S: 初創企業做 marketing 不只是要包裝，很多時最大的挑戰是定銷售額和市場定位，即使

初創企業有多好的產品， 也需要花很多時間去尋找市場和了解產品的市場價格。 再加上

初創企業的預算費不多，甚少花錢做產品發展並推銷至市場，令他們無法與競爭對手競爭， 

最終便會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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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你曾經為現在遇過什麼困難?如何解決? 

S: 其實最大問題是團隊溝通，因為要說服別人一起做很花時間。第一個情況是公司賺不到

錢，團隊間對公司發展方向有分期，便要花時間去溝通和達成共識， 第二是如果公司賺

到錢，要面對背叛，即使沒有，也要未來規劃作溝通。我認為如何解決是要一開始不要找

錯創業同伴和而且要時常溝通。  

第二是要與競爭對手競爭，我這一行有很多競爭對手，最難的是建立口碑和證明自己有經

驗，要令人相信自己才會找到不同客人和投資者。  

 

M: 你對政府和其他支持創業的 NGO 提供的支援有什麼評價?  

S: 我認為政府非常保守，蝕錢或賺大錢的初創企業也不會投資，相較美國英國等地，不論

政府或投資者都是根據初創企業的創新度而去投資。 而且雖然政府有不少基金，但是範

圍太過狹窄，沒有新意，多數成功的初創企業都是私人集資。 而且申請政府或 NGO 資助

審批緩慢的情況依然持續，最快是九個月。 

  

M: 你認為香港初創生態系統最不足和急需改善的是什麼?  

S: 創業文化是最差的。  

第一，商界或政府視野不夠遠大，只要你的目標市場不是香港就很難有投資者和資助， 這

是限制了初創企業的發展。  

第二， 香港教育制度不會培養創業精神而且也沒有機會會讓青少年接觸創業行為， 因此

也無法培養創業人才， 事實亦是如此，香港有十個大學生有九個也不會創業，因為香港

創業文化不鼓吹青年創業，不願意失敗，而是想入大的金融機構做或者做專才。相反外國

的教育制度則很早於中小學便培養創業精神，讓學生嘗試失敗，而香港在近兩年才在大學

有這些創業精神教育。有志創業的青年也因為了滿足父母老師的期望而不去提早創業，而

是等到很遲才嘗試創業，卻要面對種種的阻礙。 即使香港能夠培養創業人才，也不能吸

引青年創業。  

因此培養社會創意文化是很重要的， 例如透過幫助更多初創企業成功，營造更良好的創

業風氣，才能吸引下一代去創業。而且父母應該 給予空間和機會給他們的子女去嘗試創

業。 



(2c) 訪談謄錄(3) 

日期: 2018 年 5 月 14 日 (星期一) 

時間: 17:00-17:30 

訪談對象: Nancy (支援 Startup 的商業機構 Cocoon 的高級經理)  

訪談形式: 電話訪問 

 

訪談內容(節錄引用的部分):  

M: Me   N: Nancy 

 

M: 香港現在的初創企業普遍遇到甚麼困難?為什麼?  

N: 他們需要人才、 技術團隊、 資金、 初創網絡。 人才方面是供不應求的， 可能是很

少同學修讀電腦科學和工程設計， 而且畢業後會選擇到大公司而不會去初創企業做。 資

金方面，申請的手續很繁複。  

 

M: Cocoon 會為初創企業提供什麼方面的支援?  

N: 我們有很多服務， 例如業務對接、Pitchnight、co-working pass， 我們也有一些孵化器

計劃培養初創人才， 亦有一些導師計劃去提供建議給初創企業。 此外我們還有實習計劃， 

來幫助不夠資金請全職的初創企業請學生人手。  

 

M: 你認為你們的計劃成效如何以及有什麼困難? 你們將來打算如何向 Startup 提供更多支

援? 

N: 成效很大， 我們的社區裏已有多過 2 萬個人， 已經做了 55 場 Pitchnight， 當中累計

共有 200 多個團體參加過，也有 160 多個評判來給意見那些團隊， 而這些團隊一共籌集

了 17 億的港元資金， 行內人也很欣賞我們的成果。 由於我們每個月都會舉辦 Pitchnight， 

所以在尋找團隊和觀眾上有一定的困難。 我剛剛提及的孵化器計劃就是一個新的計劃， 

我們將會做更多業務對接或者幫助初創企業尋找人才。  

 

M: 社會各界如政府、商界、NGO 等近年提供了支援，你覺得他們在推動 startup 發展的角

色有什麼不同?  

N: Cocoon 是屬於商界去為初創企業提供支援。就政府來說，他們的推動力度不如我們，

因為他們的政策需要向納稅人交代。 我認為政府可以做一個教育者的角色， 只告訴別人

香港並非只有金融和專業如律師、醫生，而在創業上也有好的出路。不過商界也要積極配

合，大企業和大機構應該嘗試用初創企業的想法和產品，幫助他們的業務發展，不過大企

業內部需要複雜的投資風險審批，令他們的選擇決定比較慢，增加初創企業找投資者的難

度。至於 ngo，在初創社區裏有一些 NGO，他們專注於社區發展，多數幫助能夠服務社會

的初創企業。 



 

M: 你認為政府對初創企業的硬件支援(如資金、空間和初創網絡)有什麼評價?  

N: 其實空間是有很多的，例如科技園、數碼港。資助也有，但正如剛才所說，申請程序繁

複而且審批過長。 初創網絡是不錯的， 政府有不少活動例如貿發局的創業日、團結香港基

金提供給初創企業參加，其實是可以識到不少人的， 推廣創業精神和一些實用知識如科技、

互聯網、大數據、比特幣。 

 

M: Cocoon 在大學和中學都有推廣創業教育，你們的目標是什麼?  

N: 我們想給學生多一個出路，在香港教育制度以下，只著重文科理科和商科，從來不會接

觸什麼叫企業家精神，創業文化和氣氛較差。 也許讀商科的同學會接觸到少許，但商科的

內容主要是管理、金融、會計、經濟等而不會建立創業的精神，例如解難能力、面對失敗的

能力，和創新思維，如何用科技來創造新產品。 而香港的大學其實並不鼓勵創業，也沒有

企業家精神教育。因此我們才會透過實習、初創企業工作體驗和工作坊等推廣創業精神，讓

學生明白畢業後不一定要入大公司做，反而去初創企業做可以學得更加多。  

 

M: 你認為香港初創生態系統最不足和需要改善的是什麼?  

N: 在香港現有的政策和支援，有很多已經有包含到。如果有一些事情可以加快會更好，如

商界的支援，如果沒有商界的支持，初創企業在製造產品和服務時便沒有數據可用來支援產

品的技術，然後就更加找不到投資者 



題目  分數 *  評語  

S7 

 

評估香港現時的

初創生態系統多

大程度上適合青

年創立初創企業  

 

AB 5   尚能根據探究題目訂定相關的焦點問題，有關研究方法的解說也明確。  

  A 部的背景資料可更仔細。  

  B 部尚能指出與探究題目相關的概念，惟較少提及與探究題目之間的關

係。  

  C 部能根據初創生態的六個層面展示出多方面的數據，並加以整理。  

  D 部能按數據結果並引用文獻配合，對探究題目進行評論，如能就初創

生態的六個層面逐一加以總結，成績將更理想。  

  表達及組織方面，註釋明確，圖表指示清晰，C 和 D 部之間的連接流暢。 

  不過，  A 和 B 部的部分內容組織欠清晰，未能具體說明「 Star tup」與

初創和初創生態系統三者之間的關係。此外， C 部有關數據描述和小結

的內容以表格方式展示，並不恰當。  

CD 7 

PO 7 

 

* AB: 題目界定和概念∕知識辨識（A 及 B 部分 )  

 CD: 解釋和論證（C 及 D 部分 )  

 PO: 表達與組識（整份報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