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innie表示，「本身好鍾意諗計仔氹身邊的朋友」，大學剛畢業時已閃
過創業這個念頭，但最後無付諸實行，後來找
到一份市場推廣的工作，過着平凡的OL生活。
由於對婚嫁行業一直很感興趣，Tinnie就利用
公餘時間修讀了半年有關婚禮統籌的課程，有
鑑於婚禮統籌這行業在本港已發展得很蓬勃，
競爭很激烈，故亦未有投入該行業。直至年前
供職的公司大裁員，令Tinnie再次燃起創業的
念頭，於是與一位舊同事Estella（張雅芝）成立
求婚公司「The Tailored Moment」。

修讀課程看好婚嫁行業
「一開始想幫人追女仔，後來問了身邊男性
朋友的意見，發現原來好多男士在向女朋友求
婚時都不知從何入手，同時男生女生想有一個
浪漫難忘的求婚經歷，甚至想將這甜蜜重要的
一刻，拍攝記錄下來，即使有意念，自己一個
人實行時也有很大難度。男仔通常都怕麻煩，
而講到浪漫及設計等始終都是女仔較在行。」
她指出，其實求婚公司在外國很流行，而且求
婚這個概念是由西方傳入，東方傳統是提親。
香港近年亦多了一些很特別的求婚例子，戀人
都想有個特別的求婚經歷，令求婚在香港具備
成為一門生意的條件。

大型求婚聘臨時演員製作
「試過安排個男仔同女仔在屋企睇電影，睇睇
吓個情節是男主角向女主角求婚，而鏡頭一轉電
影中的男主角就變成個男仔個樣……」，Tinnie
興奮地訴說着如何透過自己的主意帶給情侶難忘
的求婚經歷。她透露，自己平時的靈感多是取自
外國的求婚例子，以及多看愛情電影，她希望每
個求婚意念都盡量不重複。
Tinnie說，求婚服務豐儉由人，通常都由客人
先提出自己的預算，然後Tinnie會以問卷形式去

了解女方的性格及喜好，再設計幾個合適的求婚
計劃，供客人選擇，共同商討細節及作出改良
等，並視乎情況安排客人及其親友、臨時演員進
行練習、綵排。她認為，年輕人都很流行拍片，
所以公司都會為客人拍一條求婚的影片，可在結
婚日播出或在facebook上與朋友分享喜悅。
她表示，一般小型的求婚就只涉及佈置；

中型的就會加入朋友、路人（或需要聘請臨時
演員）；大型的則可能需要聘請超過20名臨
時演員，以配合客人的劇情要求或載歌載舞
等。她做過的個案中，最平的僅8,000元，而
最貴的是20,000元。除了本地求婚，該公司
亦提供海外求婚服務，客人需要負責Tinnie及
攝影師的機票及酒店費用，Tinnie透露，目前
正接洽一單希望於明年情人節在北海道求婚的
生意。

曾有女生悔婚只收成本價
Tinnie現時以做求婚服務為主，但公司亦會

提供生日驚喜、周年紀念日驚喜、婚前派對
（Bridal Shower）、BB滿月派對等服務，
總之就是喜慶場合及需要有驚喜及佈置的
活動都可找她。
公司自4月成立至今，已接到7至8宗

生意，預計年尾才是求婚旺季。雖然收
入仍不及之前打工，但Tinnie認為始終
是做自己喜愛的事，會付出更多心機及
時間，她相信用心經營下去可以愈做愈
好。
被問到如果求婚失敗怎麼辦，Tinnie指

幸好暫時還未出現過，只試過有人當場答
應，後來悔婚。「都無辦法喇，這些情況
只會收回成本價，因為客人自己都已經
好慘。」讓天下有情人終成眷属，是
Tinnie的最大心願，也是她的最大動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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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你的女朋友喜歡童話，你可以帶她
到香港迪士尼樂園求婚。樂園每晚都會
在睡公主城堡上放煙花，你可以在放煙
花前一剎那向她求婚，一起欣賞浪漫美
麗的煙花匯演。

愉景灣大白灣沙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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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白灣沙灘人流不算多，是一個遠離繁囂
的好地方。你可以帶女友到沙灘，在日落時
求婚，一起欣賞夕陽的餘暉及感受浪潮的節
奏。

馬灣公園地方寬敞，你可以與女友
在那裡來一場尋寶之旅，而你拿着戒
指在終點站等她；或是邀請好友預先
在公園某處佈置成夢幻的場景，你帶
她到那裡求婚。

在傍晚時
分與女友坐
直升機翱翔
維港上空，
在半空中欣
賞 維 港 夜
景，實在是
非常難忘的
經驗。你可
以在有情調
的餐廳向她
求婚。

香港有很多美麗的海峽，你可以在
夏天時分租一隻遊艇，邀請好朋友一
起出海遊玩。在享受一天的水上活動
後，換上簇新西裝在海中心向她求
婚，並有小提琴伴奏，與一班好友一
起見證這個浪漫的時刻。

雖然求婚公司在香港未流行，但Tinnie透露
市場上原來已有競爭者，「試過有客人去第二
度攞咗個求婚plan，話人哋出呢個價，要我哋平
過佢，我最後都無接到那單生意，因為不想同
人鬥平，這樣只會做壞個品牌，始終都想以服
務同質量去取勝。」

Tinnie指出，公司投入的資金不多，僅約1萬
元，主要是用於網頁設計方面，及在Google及
facebook賣廣告，目前並沒有請員工，主要是自
己「一腳踢」。

要有plan B應付突發情況
她認為，創業與打工很不同的地方是

需要高度的自律性，盡量不要讓自己過
日夜顛倒的生活。另外，在營運方面亦
會經常面對很多突發情況，如安排在室
外求婚的話，天氣可能未如理想，所以
往往都要有plan B。
訪問當日，她表示，萬聖節將到，她

正籌備拍一條以驚嚇為主題的求婚片
段，找來自己讀演藝的朋友幫忙，希望
片段可以在社交平台等引起回響，以收
宣傳之效。
訪問結束後，Tinnie又急急腳要去見

客，反映市場對於求婚服務需求真的不
少，只要找對市場缺口，低成本創業亦
可以很成功。

工作一腳踢 須高度自律創業心聲創業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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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特 攻攻 隊隊
去年有港男豪花40萬租直升機向女朋友求婚，成為「港男

公敵」，反映出不少人求婚都可以好「揼本」。其實，男士想精心

炮製求婚驚喜給另一半，不一定要用40萬，因坊間已有求婚公司助你

完成這人生大事中的重要一步。性格愛思考，「計仔多多」的80後女

生劉天兒（Tinnie）今年初遇上公司裁員，決定與舊同事

張雅芝（Estella）創立求婚公司，全力幫人爭取一句

「Yes，I do！」，將自己的興趣變成事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婚嫁創商機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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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無錫報
道）由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科學技術
部、江蘇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的2016世
界物聯網博覽會於日前在無錫開幕。此為
內地物聯網領域規格最高、規模最大的國
家級博覽會。工業和信息化部科技司巡視
員盧希日前在新聞發佈會上披露，物聯網
被納入中國國家高新技術企業認定和支持

範圍，工信部制定和實施了10個物聯網
發展專項行動計劃，中央財政連續4年安
排物聯網發展專項資金共20億元人民
幣。

龍頭企業成物聯網新興力量
盧希重點介紹了內地物聯網產業發展

的最新進展。他表示，內地在芯片、傳感
器、智能終端、中間件、架構、標準制定
等領域取得一大批研究成果。光纖傳感
器、紅外傳感器技術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超高頻智能卡、微波無源無線射頻識別
（RFID）、北斗芯片技術水平大幅提
升，微機電系統（MEMS）傳感器實現
批量生產，物聯網中間件平台、多功能便
捷式智能終端研發取得突破。內地加快建
立物聯網標準體系，從基礎共性和行業應
用兩個方面推進物聯網標準化工作，梳理
標準項目共計900餘項，推動「物聯網概
覽」等成為首個國際物聯網總體標準，國

際標準制定話語權明顯提升。
內地先後在無錫、重慶、杭州、福建

等地建設國家級物聯網產業基地，形成環
渤海、長三角、泛珠三角以及中西部地區
等區域物聯網產業集聚發展的格局，打造
了包括芯片、元器件、設備、軟件、系統
集成、運營、應用服務在內的較為完整的
物聯網產業鏈。目前，一大批具備較強實
力的物聯網領軍企業、互聯網龍頭企業成
為物聯網發展的重要新興力量。物聯網產
業規模達到7,500億元人民幣。
在物聯網應用領域，在工業、農業、

能源、物流等行業的提質增效、轉型升級
中作用明顯，與移動互聯網的融合發展推
動了家居、健康、養老、娛樂等民生應用
創新空前活躍，在公共安全、城市交通、
設施管理、管網監測等智慧城市領域的應
用顯著提升了城市管理智能化水平。在智
能交通、車聯網、醫療健康等領域已形成
一批成熟的運營服務平台和商業模式。

中國物聯網產業規模達7500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

道）在日前的2016中國管理．全球論壇
上，金蝶軟件（中國）總裁孫雁飛表示，
金蝶正有利用大數據和雲計算等創新技
術，大力發展雲ERP等業務。他透露，金
蝶研發的材料成本大數據幫助中車株機一
年節省600萬元人民幣成本。未來企業利
用雲端ERP市場規模將逾千億，這對金蝶
無疑是個大機遇。
孫雁飛表示，全球500強企業有超過

86%已經建成和正在建設財務或人力資源
服務共享中心。今年，中國已有超過
1,000家大型企業集團建立了財務共享中
心，金蝶自身也在湖南長沙建立了財務共
享中心，為集團子公司和全國超過50家機
構提供財務共享服務。
他透露，正是基於基金開發的大數據和雲

計算等雲ERP技術，中車株機基於金蝶
ERP材料成本大數據，對材料替換成本作分
析，並成功基於大數據分析的結果節省材料

使用，一年成本節省了600萬人民幣。他表
示，將雲ERP等技術應用到企業創新管理
中，這一市場規模高達千億元，金蝶將通過
創新的雲ERP等技術優勢進行全力爭奪。
金蝶CEO徐少春表示，ERP業務是金

蝶的核心業務，金蝶已連續12年是中小企
業ERP市場的第一名，正在由傳統的ERP
向雲端ERP轉型當中，今年公司雲ERP
業務增長逾400%，目前雲ERP有客戶
3,000多，雲的業務在上半年佔金蝶業務
收入約21%。

金蝶大數據助中車株機省600萬
■■圖為金蝶智能工廠應用技術圖為金蝶智能工廠應用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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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為2016世界物聯網博覽會新聞發佈
會現場。 記者陳旻 攝

浪漫浪漫

迪士尼樂園迪士尼樂園22

馬灣公園馬灣公園33

半島酒店搭直升機半島酒店搭直升機44

遊艇遊艇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