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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眼內地市場 服務上線對應到人
創業是時下不少年輕人的夢想。
創業是時下不少年輕人的夢想
。 然而
然而，
， 生活在香港這個金融
大都市，
大都市
， 創業成本高
創業成本高、
、科技型人才稀少
科技型人才稀少、
、 創業氛圍不濃厚
創業氛圍不濃厚，
，讓
不少躍躍欲試的大學生都漸漸失去信心。
不少躍躍欲試的大學生都漸漸失去信心
。 當然
當然，
，也有些鍥而不
捨搞創業，
捨搞創業
， 並走向成功的個案
並走向成功的個案，
，譬如畢業自香港城市大學的谷
鷹 。 他從大二就開始嘗試創業
他從大二就開始嘗試創業，
， 有過多次失敗
有過多次失敗。
。 他的夢想家
人 、 好友曾一致不看好
好友曾一致不看好，
， 然而
然而，
， 堅持
堅持，
， 讓他看到了希望的曙
光—由他創建的 APP
APP「
「TT 快車
快車」
」上線不到一年
上線不到一年，
，就獲得 A 輪
融資，
融資
，全國的用戶數量超過 330 萬，商家數量超過 6,000 個，每
天仍在高速增長中。
天仍在高速增長中
。目前
目前，「
，「TT
TT 快車
快車」
」正在進行 B 輪融資
輪融資，
，估
值已達 1 億美元
億美元。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

港90後團隊北上
書寫 洗車傳奇
起步遭「斷糧」
「紅杉資本」解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在「TT
快車」剛剛起步的時候，谷鷹的父母反對他創
業，沒有提供太多的資金支持，為此，他多次拜
訪認可自己創業的前輩，並獲得了無條件的資金
支持，後期這名70後的前輩更加入了他的公司。
在創業的初期，公司只有幾人，但隨着規模的
擴大，資金很快消耗殆盡，中間更經歷幾度斷
糧。幸運的是，通過和風投公司的溝通，他們迎
來了「紅杉資本」A 輪幾百萬美金的投資。「看
到有風投來投資，家裡才開始支持我們創業。」
谷鷹說，目前公司正在進行 B 輪融資，公司估值
已達1億美元。

■谷鷹
谷鷹、
、張福基
張福基、
、張詩南組成的
張詩南組成的90
90後創業團隊
後創業團隊。
。 受訪者供圖

畢

業於香港城市大學的谷鷹是典型的90後，對新事物
充滿熱情，有自己的主見。他出生在湖南，父母都希
望他做公務員，但他從高中開始就想着自己創業，大學來
到香港後，更和同為90後的香港浸會大學張福基、香港理
工大學張詩南成立創業團隊，摸索創業途徑。

「『放棄』這個詞離我很遠」
谷鷹說，在湖南老家，做生意相當於沒出息，因此家
人強烈反對他創業，甚至拒絕提供前期的資金。但這些
反對並沒有影響他們創業的慾望，儘管中間經歷了多次
的失敗。
「喬布斯（蘋果公司創始人）對我影響很大，『活着
就是為了改變世界』。」谷鷹說，「『放棄』這個詞離
我很遠」。
去年是谷鷹和他的團隊命運改變的一年。這一年，他決
定全面轉型做汽車「後市場」服務。谷鷹說，在前期的考
察中，他發現內地停車場的弊病，進出常常要排隊 30 分
鐘至 40 分鐘，非常不人性化。「我曾找到百度和谷歌地
圖，想在地圖上準確定位停車場入口，並實現實時支付。
但後來發現這個想法不適合創業公司，因為支付解決方案
要和各個物業停車場的數據對接，這需要非常廣泛的人脈
和行業資源。」再後來，谷鷹又嘗試了類似分眾模式的汽
車服務店廣告，但這些嘗試都以失敗告終。
天生的創業者，並不懼怕面對失敗。他們又將目光投
向了洗車市場，並成立「TT 快車」。去年 7 月，「TT
快車」1.0.1 版本在百度、360、應用寶、豌豆莢、小米
等應用市場首次上線。

理順思路 毋須低價吸客
谷鷹介紹，「TT 快車」雖然做的是洗車，但和目前
市 面 上 的 養 車 點 點 、 車 點 點 等 O2O （Online To

■谷鷹等人的90後創業團隊把洗車服務着眼內地市場。

Offline）營銷模式洗車產品不同的是，「TT 快車」除了
收款、結算系統，還包括會員管理、文件管理等功能，
商家可以通過這套系統向自有會員推送活動信息。
「我們的系統不止擁有這個門店洗車的數據，還有門
店有多少員工、員工的身份證信息、個人照片等信
息。」谷鷹指，通過這套系統，車主在「TT快車」上的
每一次洗車，評價是可以對應到人的，而不是一個簡單
的門店評價，所以除了帶來業務外，「TT快車」也在幫
助商家做門店的經營管理。
此外，與其他 O2O 洗車不同的是，「TT 快車」不是
直接補貼用戶低價洗車，而是以銷售門店洗車卡為主。
在谷鷹看來，洗車消費有兩個特點：就近消費和固定化
消費，「90%的車主都是選擇自己家附近的一個店，習
慣後每次都去這一家店洗車。車主是不會頻繁換店的，
因此靠補貼，低價讓消費者去洗車是不能長久的，這個
思路必須理順。」

門店覆蓋 90 城市 標準化護理
從上線至今，「TT 快車」已經積累了超過 330 萬的用
戶量，合作的洗車門店超過 6,000 家，覆蓋了 90 個城
市。按照谷鷹的計劃，到今年年底為止，「TT快車」的
用戶量將超過 1,000 萬，商家達到 2 萬家，而合作開通汽
車保養的門店也將達到2,000家。
另外，他們還打算開展屬於自己品牌的直營店 100
家，讓顧客享受標準化洗車服務和保養。「做『TT 快
車』這個平台的最終目的，是銷售我們的標準化汽車護
理產品，讓客戶在普通門店就能體驗到 4S 店的極致服
務，目前的汽車保養市場太混亂。」
谷鷹說，目前在深圳的福田和龍崗區，「TT 快車」
已經成立兩家直營店，這兩家店預計通過提供優質服務
和產品月入30萬元。

受訪者供圖

■谷鷹的創業過程並沒有「放
棄」這個詞
這個詞。
。
受訪者供圖

市場力量較政府扶持重要
在谷鷹看來，企業創立初期，要站得穩和政府
的扶持關係不大，更多是依靠市場力量發展。但
今年市場明顯不太好，以去年風投市場為例，拿
到 A 輪投資的企業有 4,000 多家，但到 B 輪剩下
200 多家，C 輪僅剩下 20 家。「市場篩選的漏斗
是非常陡的，大批的科技公司死掉，只能說明競
爭非常殘酷，能生存下來，就必須經歷考驗。」
谷鷹指出，A 輪看模式，B 輪看數據，C 輪看收
入，在來自資本市場的資金大量減少的情況下，
「TT 快車」可以迎來 B 輪，讓他更確定這個模式
的前景。

香港創業空間不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在創業期
間，谷鷹、張福基、張詩南想過在香港成立公司，招
募人才，但在幾個商業中心區問了辦公樓租金以後，
高額的費用直接打消了他們在港啟動創業基地的念
頭。
「在香港讀書，讓我們的理念、視野比同齡學生
更開闊，讓我們對新事物有更敏銳的觸感，這與香港
學校的自由度有關。在內地讀書，學生就是單純的讀
書，學校很少給創業的鼓勵，而學生也很本分，大部
分只想着考研和考公務員。但在香港，讀書和工作是
一起進行的，學生很重視實踐，理財意識也比較強，
這些經歷對我們創業的幫助很大。」張福基說，若非
在香港讀大學，自己不會那麼早的想要創業，但這份
想法想要在香港實踐，卻比登天還難，最終他們只能

將目光投向內地。

港生內地創業難享幫扶
張福基坦言，「因為我們在香港讀的本科，學籍
在香港，所以內地的教育系統中，找不到我們的個人
信息，而香港的創業基地，也不認可香港的學生在內
地創業。因此，我們把創業定位在內地市場的特殊情
況，使我們不能享受到任何政策福利。」
在張福基看來，香港本地創業空間明顯不足，市
場太小，要找到契合度高的業務非常難，且香港學生
對內地的了解太少，無論是內地人的消費習慣，還是
內地的政策環境，都不能很好適應。因此，即使有香
港本地學生想要到內地創業，也下不了決心去探索。
「這些都是香港學生創業的瓶頸。」

港督導員見證穗社工業突飛猛進

內地硬件設施與國際接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剛從會議室結束社工督導工作，梁
秋莎又趕忙走進一間資訊室，裡面是等
候多時的穗港跨境家庭一家三口。每個
月要從香港到廣州兩三次，每次都要去
三個社工組織進行督導，工作時間總是
安排得很滿，幾乎不容喘息。逢源跨境
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是梁秋莎這次內地督
導工作的最後一站，結束工作後便要馬
不停蹄地趕火車回香港。
百忙之中，梁秋莎終於空出半小時接
受採訪，在逢源家庭綜合服務中心一間
不足 5 平米的小型資訊室裡，神情疲憊
的梁秋莎將自己近 20 年的社工經驗娓娓
道來。香港素來與國際接軌，社工也早

已發展成熟，梁秋莎讀的社會工作專
業，從本科到碩士畢業，年年都有參與
社工的實踐工作，可以說一畢業就是一
名合格的社工了。
1997 年香港回歸，也是梁秋莎最初到
內地做社工的日子，然而初次到內地，
內地對社工概念的缺乏仍然讓她大吃一
驚。「來內地工作住旅店，當時需要填
寫工作職位，我寫下社工的時候，服務
員卻說完全不知道社工是什麼，要求我
改成常見一些的工作。」無奈之下，梁
秋莎把自己寫成了家庭主婦。
如果說早年內地社工行業的貧乏讓人
出乎意料，之後短短 9 年間，社工行業
的突飛猛進，也同樣讓梁秋莎感到驚

隨着政府對社工行業的逐漸重視，財
政投入的不斷增加，加上社工環境、標
準的寬鬆，讓社工體系很快搭建起來，
硬件設施上也完全做到了與國際接軌，
「香港人多地少，社工組織往往在擁擠
的環境下辦公，內地許多小型家綜條件
都比香港好」。但社工經驗豐富的梁秋
莎，很快也發現了蓬勃發展下的現實問
題。
梁秋莎表示，在香港，一名合格的社
工，不僅大學是社工專業，每年都有大
量時間進行社會工作的實習，畢業後還
要進行嚴格的考核，通過後才能成為一
名註冊社工。而內地社工往往是畢業後
就直接去到社會組織工作，期間沒有實
習經驗，到崗後也無人手把手教授。
「新來的社工全無經驗，老社工只會用
企業管理的那一套來指導，並不符合社
工組織的運轉方式」。
發現內地社工組織的「軟件」嚴重不

足後，梁秋莎在督導工作中更加不遺餘
力。在給新社工們做培訓時，她先從社
工自己的特長入手，引導他們完成最適
合自己的工作，許多跨境家庭的矛盾糾
紛往往涉及心理問題，在向社工傾訴時
情緒波動很大，什麼時候該遞紙巾，什
麼時候該給出建議，未經過專業心理培
訓的內地社工們常常束手無措，有時甚
至因為不合時宜的勸解效果適得其反，
久而久之，社工們也產生了畏難情緒，
「變成了醫生怕見病人」。

港社工赴內地督導較可行
當被問到香港社工普遍經驗豐富，是
否有意向來內地成立更專業的社工機構
時，梁秋莎表示，按照步驟流程，港人
需要購買內地的家綜服務，才能進一步
發展，但由於涉及到境外資金流向等複
雜問題，加上香港社工對內地的生活習
慣、文化體制差異均不了解，這條路往
往行不通。相比之下，直接邀請經驗豐
富的香港社工來給內地社工做督導，是
目前最為快捷的方法。
梁秋莎還特別強調，社工經驗上的不
足可以通過督導慢慢改變，但一些社工
組織存在的掛名不做事等「吃空餉」的
情況，則需要相關部門的嚴格監督。談
到內地社工的未來發展趨勢，梁秋莎還
是充滿信心的，她也希望更多的香港社
工來內地擔任督導工作，幫助內地社工
組織更快的成熟發展。

■逢源家庭綜合服務中
心。
記者帥誠 攝

跨境學童易生心理障礙

訝。隨着內地對社會工作的重視程度不
斷提高，廣東越來越多的城市成立了社
工委， 2005年廣州成立穗港青少年服務
中心，梁秋莎正式開始在廣州多個社工
組織擔任社工督導的工作。談到內地社
工行業的發展，她不禁用到突飛猛進這
個詞，2005 年督導至今，廣州從最初的
20 個試點到 156 個家庭綜合服務中心，
彷彿轉瞬之間。

■ 梁秋莎在諮詢室
內講述督導經歷。
內講述督導經歷
。
記者帥誠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雖
然已經擔任社工督導十年，但梁秋莎並沒有
停止一線服務工作。在接觸的個案中，問題
最多的要數跨境家庭中的學童心理問題。
梁秋莎接觸的跨境家庭主要分為兩類，一
類是父母均為內地人，為了讓下一代享受更
好的教育和福利，選擇赴港生子；另一類則
是父母一方為港人一方為內地人，生活方式
基本上兩地奔波。第一類家庭佔了問題諮詢
的大多數，由於赴港生子的家庭普遍認為香
港的教育優於內地，將來就業機會和生活福
利也會更好，他們常常選擇讓孩子去香港上
學，放學後再過關回內地，這樣兩地奔波的
求學生活會給孩子很大的心理壓力，更加無
法融入當地學生的文化中，久而久之就會產
生心理障礙。
梁秋莎表示，「其實現在內地一線城市的
教育並不比香港差，就業機會更是比香港要
多，與其讓孩子冒險奔波求學，不如留在更
適合自己的環境中學習」。
在梁秋莎剛剛結束的一次諮詢中，前來求
助的一家三口，便是因 15 歲的女兒徹底放
棄學習，甚至在外與人同居，家人勸阻無效
後只得求助於家綜。「等孩子長到這麼大年
紀，也不願意繼續學習，這時候再來想辦
法，已經非常難了。」梁秋莎無奈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