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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租金貴人工貴，導致創業成本高昂。

想創業賺取第一桶金？可能連起動資金都未

有。「其實一直都想自己搵啲嘢搞(創業)，但

係作為一個90後，又無人際網絡，又無父

幹，又無錢，可以搞咩呢？」陳應揚本來和

很多人一樣，想創業但又無從入手，直到他

發現了低成本創業方法。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吳婉玲／圖：曾慶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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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住希望人人都可以創業的想法，陳應揚
更加在今年出書，聲稱教你用4,000元去

創立一盤年賺百萬元的生意，讓你有機會像他
過着半退休生活。
年紀輕輕便出書教人創業半退休，看似年少
輕狂，不過他一開口便強調自己只是個普通的
香港人。陳應揚高考成績考得「DDDEE」，
幾乎無法升讀大學，最後入讀他口中的「水泡
科」浸會大學物理及電腦科學系。畢業後，成
為普通的打工仔，加入大公司任程式員。
「當時成個人生好苦悶，每日一早起身返
工，返到屋企就瞓一陣，瞓醒起身十點，食完
嘢十一點，之後再瞓唔着。搞到惡性循環咁，
覺得成個人生好冇意思。」陳應揚過着沉悶的
打工仔生活，直到得知一個消息，令他開始過
着驚險的秘撈生活。

程式學校闖港 啟發創業
當時，他得知外國一間非常有名、教寫程式
的學校進軍香港市場，三個月課程收費8萬元
至9萬元。巧合的是，課程的導師正是他的朋
友，「大家都係呢個年紀，咁大家知道大家功
力㗎嘛，其實同我差唔多咋嘛，咁我自己教都
得啦，你收人咁多，不如我諗下搞個生意。」
陳應揚是個說做就做的人，他當晚下班後便
立即建構網站，介紹課程特點及內容等，甚至
申請一個3字頭的公司電話號碼，以顯專業。
他在短時間內已實行創業大計。不過，慎重起
見，英文名叫Jack的他，為免被老闆發現秘
撈，在網站自稱Jackson，以防行跡敗露。為
了進一步降低創業成本，減低風險，他與朋友
協議好，有學生報名才借用場地，避免出現先
交租後收生的情況。

生意上軌道 全職做老闆
「原來整個生意可以好簡單，有個網站，再
推廣，已經有人搵你」，完成網站設計後，他
隨即着手廣告宣傳，利用Google關鍵字搜尋
及SEO(搜尋引擎最優化)，每日只花100元，
令網頁更容易出現在Google較當眼的位置。
兩個星期後，他在上班時間收到屈臣氐集團電
話，請他教授電腦程式。「因為我仲返緊工，
我就好驚，即刻行出去，好鎮定咁回應。」
後來，他陸續收到電話查詢課程內容，第一
個月收到3個學生，每位收費3,980元。成功
開班後，陳應揚對這盤生意更有信心，便辭去
工作，與朋友一齊開設Burdstrom，教班之
餘，同時幫其他公司寫網頁，正式開展他的創
業之路。

「其實我創業的方法唔難，你
有個服務有個產品，做個網站，再
做Google推廣，就係咁簡單！」陳

應揚從小喜歡看書，武俠小說、愛情小說、
財經書及政治書通通都看，一直都想出書分
享自己成功創業的經驗，今年他推出《90後
的半退休生活》。
陳應揚在書中談到創業步驟和方法，作詳
細記錄，理論化成一套適用於任何業務的
「4,000元創業三步（部）曲」。他試過將該
理論應用在數位朋友的業務上，包括按摩
店、公關、室內設計及傢具公司，結果他們
的生意有了兩成或以上的增長。這三步就
是：第一步構思生意/產品/服務；第二步建
立網頁；第三步利用SEO(搜尋引擎優化)/
PPC(點擊廣告)推廣。
記者看過書中的內容，幾乎是手把手教大

家創業，由零開始教大家構思服務或產品，
再如何將服務或產品轉化為合適的賺錢模
式。雖然，陳應揚稱不擔保大家跟住書中的
做法就能成功創業，但至少可以作為年輕人
創業的參考。被問到怕不怕被讀者抄襲他現
時的網頁設計課程業務？「家就開始驚，
會唔會被人抄呢？可能我要再佔更多市佔
率，起碼穩住陣腳先嘛。」

每日教3班 每班約6人
現時，陳應揚通常一星期有五日用作講

課，一天教3班，每班6至7人，每位收費
2,980元。對於公司未來的發展目標？他說暫
時未想到，去個旅行回來再作打算，「我個
人目標set得好短，好少話一諗就要上市，我
唔係話太大野心，我又唔夠膽冒風險，我寧
願唔賺咁多，慢慢做。」

到底半退休生活是怎樣
過？答案是旅行。
陳應揚表示，生意初起步

時，公司沒有租用辦公室，只是聘請了
一位遠在印尼的全職程式員。每當接到
新生意時，便會交予這位程式員處理。
陳應揚每天的工作就是早上安排工作給
他。只要旅行目的地有WiFi，他就早
上處理工作下午出去遊玩，一個旅程平
均兩至三星期。當時，教班的次數亦比
現時少，每兩個月開一次班，所以經常
有時間去旅行。
陳應揚表示，雖然現時留港時間較

多，但彈性的工作安排仍容許他隨時去
旅行。作為老闆，他可以決定停止開班
一個月，去他喜歡旅行的地方，喜愛的
地方包括日本、菲律賓、泰國、羅馬尼
亞、希臘及意大利等。
他稱，未來更希望可以逗留南美三個

月，為此他更積極學習西班牙文。

4000元創業
年賺百萬
90後半退休

創業心得

享受人生創業三部曲 網上推廣唔少得

大減工作量
冀行遍天下

如何4,000蚊創業？
網頁 400元

網頁寄存 250元

網址寄存 100元

SEO(搜尋引擎優化)/ 3,000元

PPC(點擊廣告)

生意成本 0元

總計 3,750元

資料來源：《90後的半退休生活》

■生意上軌道後，陳應揚與朋友一齊開
設Burdstrom。

■■9090後的陳應揚本來是個苦悶的打後的陳應揚本來是個苦悶的打
工仔工仔，，一次機會激發創業計劃一次機會激發創業計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招聘公司
Robert Half委託進行的最新獨立研究發現，本
港金融服務行業內有23%的CFO（首席財務官）
已把區塊鏈納入其特定投資計劃中。超過半數
（52%）受訪者計劃日後投資於區塊鏈；20%受
訪者雖然目前還未有相關投資計劃，但表示會
考慮這方面的投資。Robert Half香港執行總裁
Adam Johnston認為，區塊鏈具有龐大潛力，
有望推動本港金融服務行業提供更多元化的服
務，協助許多金融服務機構在市場中獲取競爭
優勢。

提升市場競爭優勢
Adam Johnston續指，金融服務行業是否可

以完全發揮這種新技術的效益，取決於這些公
司能否順利招攬具有合適技能的員工。香港金
融服務業領袖正在物色交易（40%）、交易科技
（36%）、分析（35%）及數據庫管理（34%）方面
的專業人才。為了預備迎接區塊鏈等新興科
技，解決欠缺技能的問題是最重要的，這成為
了本港金融服務行業要克服的挑戰。64%香港
CFO表示，技能短缺是現時難以物色金融服務
專業人才的主要原因；超過半數（52%）受訪者
表示，現時合資格專家是求過於供。
研究指出，絕大部分（80%）金融服務行業的

CFO相信區塊鏈將於未來5年內對金融服務行業
帶來實際影響，事實上香港早已體現了其中一些
正面的影響。52%表示已在公司部署區塊鏈的
CFO表示，該技術加快了交易及為用戶帶來了
更大效能；35%則表示區塊鏈減低了交易成本；
30%表示提升了透明度和服務水平。
這項年度報告為全球職場調查報告的一部分，

由Robert Half制定，並於2017年1月由獨立調
查機構訪問香港100位財務總監及財務主管。全
球職場調查報告就職場的就業趨勢以及人才管理
和發展趨勢進行問卷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阿里巴
巴近日動作頻頻，昨宣佈升級操作系統
戰略，發佈了全新的品牌─AliOS，
AliOS的口號為「驅動萬物智能」。
新的阿里巴巴操作系統事業部將在IoT
（物聯網）領域持續增加投入，面向汽
車、IoT終端、IoT芯片和工業領域研發
物聯網操作系統，並整合原YunOS移動
端業務。

續深耕汽車操作系統
阿里巴巴資深副總裁兼AliOS總裁胡曉

明指，集團將持續深耕汽車操作系統領
域，攜手斑馬網絡和更多汽車全產業鏈

的合作夥伴，共同推動汽車行業的智能
化轉型。「今天，不智能的手機已經成
了古董。未來，不智能的汽車也將成為
古董。汽車是AliOS驅動萬物智能的開
始。」
阿里巴巴自2010年開始投入核心操作

系統的研發，2014年正式進入汽車操作
系統領域。2016年7月，上汽攜手阿里巴
巴發佈了全球首款量產互聯網汽車。一
年來，上汽陸續推出了榮威RX5、榮威
eRX5、榮威 ERX5、榮威 e950、榮威
i6、榮威ei6、名爵ZS、名爵3、名爵6，
以及大通D90等多款搭載阿里巴巴操作
系統的互聯網汽車。

入股新華都10% 組合營
另外，新華都購物廣場股份有限公司

昨發公告指，控股股東新華都集團與阿
里巴巴旗下公司簽訂協議，轉讓持有的
上市公司10%股權；並將與相關關聯方
共同設立子公司，投資開設和經營創新
門店。新華都表示，是次交易有助於雙
方互補資源，公司將合理借助阿里巴巴
集團的品牌效應、先進的經營理念及管
理模式，幫助公司零售業務轉型。受讓
新華都股權的兩家公司為阿里巴巴（成
都）軟件技術公司，及其一致行動人杭
州瀚雲新領股權投資基金合夥企業。本

次受讓價格為每股8元人民幣，總額約
5.48億元人民幣。設立子公司方面，出資
方為新華都和杭州阿里巴巴澤泰信息技
術有限公司，出資額總計2億元，二者各
佔50%股權。
阿里巴巴日前宣佈加碼投資53億元人

民幣於菜鳥網絡，令其菜鳥智能物流網
絡持股從47%提升至51%，並承諾在未
來5年投資1,000億元人民幣（150億美
元），塑造全球物流網絡，開發其數據
技術，並改善其倉儲和配送業務。此舉
暗示菜鳥網絡的估值大約為200億美元。
據接近阿里巴巴人士稱，菜鳥網絡目前
並未考慮首次公開發行（IPO）。

阿里創業基金再投資6港企
香港文匯報訊 阿里巴巴旗下香港創業者
基金昨公佈最新6家獲投資的初創企業名
單，領域涵蓋物聯網、金融科技、共享經濟
和數碼醫療，今年以來總投資額約1,000萬
美元（約7,800萬港元）。自基金於2015年
11月成立至今，合共投資12間香港初創企
業，總投資額約2,000萬美元。

今年以來總投資額7800萬
阿里香港創業者基金總幹事周駱美琪表
示，很滿意基金目前的投資進度，投資亦涵
蓋了多個領域。在獲基金注資的12間初企
中，四分之三處於種子輪（Seed）至A輪融
資階段，平均成立時間約為兩年。創辦人平
均年齡為32歲，當中六成創辦人為香港本
地企業家。
周駱美琪續說，通過與阿里生態系統的

互動及協同，投資企業積極發展並獲得令人
鼓舞的成績。例如GOGOVAN在基金支持
下與內地最大的同城貨運平台58到家旗下
的58速運合併，成為亞洲最大的同城貨運
服務平台。她指基金會繼續通過投資項目、
JUMPSTARTER創業比賽及為市民提供免
費創業諮詢的「創業時刻」，致力發掘更多
具潛力的初創企業，積極推動香港的長遠創
新創業發展。
到目前為止，基金共審核逾1,400份來自

不同發展階段的初創企業商業方案，僅今年
以來已收到逾900份。其中近90%申請者為
香港本地的企業家，其他為來自美加地區、
中國內地和新加坡等有意來港創業的申請
者。從行業分佈來看，申請企業主要從事消
費、企業方案、金融科技、智慧城市及物聯
網等。

逾半港金融企業
擬投資區塊鏈

阿里推AliOS拓物聯網

阿里創業基金最新投資
Origami Labs

結合身體傳導技術及語音助手功能，通過智能語音戒指，為人與人的互動方式帶來新的

想像。

Qupital

為香港首創B2B（商業對商業）網上發票融資交易平台，通過平台連接專業投資者，

為中小企進行應收賬款融資交易。

AQUMON

為智能投顧引擎，為金融機構及其客戶提供以算法為基礎的全球資產配置服務。

Compare Asia Group

為網上財務管理平台，提供獨立的網上金融產品比較和管理工具，以輔助財務決策。

gobee.bike

透過單車共享系統改變城市的流動性，提高生活質量。

Prenetics

為基因測試醫療保健公司，旨在利用簡單的基因樣本，主動預防疾病並改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