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冀夥銀行合作
望兩年後賺錢

放 眼 未 來 目前用
戶下載使
用 App 是

完全免費，冼璞鏞坦言公司仍未有盈
利，目前收入主要來自在萬事達預付卡
商戶繳付的部分服務費，以及與一些實
體公司的B2B合作，例如與新世界的
Donut Kids Club 合作，下載Mellow
App可獲得Donut store的禮品。他預
計，由於產品與理財有關，未來亦可能
與銀行、保險公司有一些合作，希望1
至2年後可以有盈利產生。

每周近百人下載
在新冠肺炎疫情下，很多學生都「停
課不停學」，對於Mellow這類虛擬業

務實際影響不大。冼璞鏞指出，雖然公
司沒有投放太大資金於市場推廣上，但
今年用戶增長多於去年6倍，每星期都
有約100人下載，算是相當不錯。
至於未來發展，陳枳橋指出，未來
都會尋找更多融資，壯大團隊及發展
產品。「早前都加入了台北、東京的
加速器，如果有資金都希望能開拓一
下這些市場。」App方面，未來亦希
望增加其教育性，例如將一些理財的
理論透過App去實踐。她笑言，「收
到一些家長的回應，話小朋友終於知
道八達通和櫃員機的錢不是無窮無
盡，並睇緊自己App內的結餘。另有
小朋友將辛苦賺到的錢買返杯咖啡予
媽媽，以表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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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初期
一度陷入迷惘

萬事起頭難，Mellow
創辦人之一冼璞鏞透
露，剛開始創業時都感
到有點迷惘，因沒有一
條清晰的道路，所有東
西都由自己發掘，沒有
人指導，幸好後來都有
些顧問給予他們意見。
另一創辦人陳枳橋亦

指，剛推出App時會很想盡善
盡美，加入很多不同功能，但
實際操作時才會發現用戶未必
需要某些功能，學會以用戶需
要為先。
陳枳橋解釋說，「例如是借

貸的功能，小朋友可以問家長
借錢，再還利息，但原來這概
念對小朋友有點太複雜，家長
亦不想教小朋友先使未來錢這
個概念，所以後來就移走
了。」另外，App開發初期未有
預付卡的功能，要自己到處找
儲值支付工具持牌人（SVF公
司）查詢，而公司在去年初成
為JUMPSTARTER初創企業香
港組別的12強之一，在過程成
功連接到相關人脈，令開發實
體預付卡的計劃得以落實。

各地續正視理財教育
由於初創企業資金有限，

Mellow都會盡量降低開支，例
如在市場推廣方面，會研究哪
個渠道最有效才投放資源。不
過，冼璞鏞認為，各地政府近
年開始正視理財這方面的教
育，如港府推出的「持家有
道」，2019年內地亦規定所有
中小學都要有金融知識的課
程，日本0歲小朋友都可以開設
投資戶口等，加上電子錢包、
銀行業開放應用程式介面
（API）等趨勢下，相信Mellow
仍有很大的發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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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你不理財，財不理你」，現時年輕一代多為「月光

族」，與父母寵溺有莫大關係。自幼便飯來張口，以為銀紙

會由提款機無限量供應，正確的金錢概念薄弱。新冠疫情令

「月光」問題表露無遺，也令家長醒覺是「教育」的時候，

造就出小朋友理財App的需求，也令初創企業Mellow成功在

市場突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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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內可自定任務，如
小朋友幫手做家務，即可
賺取虛擬鑽石。 手機截圖

◀家長可實時追蹤小朋友的
消費，過後教育他們必要和
想要的分別。 手機截圖

■冼璞鏞(右)與陳枳橋發現很
多人都不懂得去理財，便有了
Mellow的意念。

■陳枳橋指，理財概念早在小朋友7歲時便應開始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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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港的培育公司Mellow於去年3月推出
一個手機應用程式（App）Mellow，讓

家長可從小向小朋友灌輸正確理財觀念，目前
下載率達約4,500次，兩位創辦人冼璞鏞及陳
枳橋最近便因而登上福布斯亞洲年輕領袖榜
（Forbes 30 Under 30 Asia 2020）。冼璞鏞表
示，「可能這類App在亞洲算是創新，而且是
希望解決一個現時很常見的問題。」

連接預付卡實時追蹤消費
談到創業由來，冼璞鏞指出，與陳枳橋在中
學時已認識，大學又讀同一科，在大學時眼見
身邊的朋友開始做實習、畢業開始返工有收
入，但發現很多人都不懂得去理財，於是初步
有了Mellow的意念，後來更特地訪問了二百多
個家庭，研究出一些基本的功能。2017年兩人
參加「數碼港．大學合作夥伴計劃」
（CUPP），並獲得「數碼港創意微型基金」
（CCMF）約10萬元的資助，2018年7月正式
成立Mellow，後來加入數碼港的培育計劃亦獲
得50萬元的資助，2019年3月正式推出App。
陳枳橋介紹指，理財概念早在小朋友7歲時
便應開始建立。透過Mellow App，可以連接
一張萬事達預付卡，家長將可透過轉數快
（FPS）或者銀行eBanking為預付卡增值，而
小朋友則可利用這張卡，於任何接受
Mastercard的商戶或網店消費。家長可以實時
追蹤小朋友的消費，過後可以教育他們什麼是
必要和想要的分別。

虛擬鑽石鼓勵子女賺外快
有不少家長會想小朋友太小，不欲以真金白
銀去教子女理財，陳枳橋表示，在設計App內
容時便想到這情況，故設有虛擬鑽石獎勵計
劃，家長可自定任務，例如小朋友幫手拖地，
即可賺取鑽石，亦可分配不同的任務予不同的
小朋友，「例如去海洋公園要100個鑽石，小
朋友便會努力達成。又或者小朋友想在兩個月
內買一輛單車，App就會自動幫他計算每星期
要儲蓄多少，便能實現。」
他續指，雖然大部分用戶都是親子，但都有
情侶會用這個app，例如女朋友可查看男朋友
的消費；僱主又可以透過App查看家傭到超市
的消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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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電訊（6823）與專為
物業管理者提供服務的環球行政商務有限
公司（WEC）合作，為仲量聯行構建物聯
網地產科技項目。為仲量聯行旗下逾200個
遍及全港的管理物業內，安裝超過4,000個
物聯網感應器，涵蓋甲級寫字樓、購物商
場、工業大廈及住宅項目等。安裝工程已
正式展開，預期可於今年6月底前完成其中
100幢大廈的安裝。
物聯網感應器會安裝在物業內的不同位

置，以監控溫度、濕度、空氣質素、保安或
漏水情況，所收集的數據會清晰呈現在一個
中央數碼管理平台上。仲量聯行會進行大數
據分析，取得商業趨勢，從而調整及讓管理
流程自動化，藉以大幅提升營運效率。

香港文匯報訊 電子支付愈趨流行，為
方便乘客和旅客在支付車資上有更多選
擇，龍運巴士提供多元化電子支付系統，
全線車隊已配備新系統並全面推出，成為
全港首間提供多元化電子支付系統的專營
巴士公司。付款過程簡單，乘客只需拍卡
或掃描二維碼「QR Code」。新系統為
乘客帶來更多付款選擇，涵蓋多種電子支
付方式，除了信用卡外，手機和智能手錶
上的電子錢包也可以使用。

龍運巴士啟用電子支付

香港電訊夥仲行
推物聯網地產科技

■李家傑稱，Life-Lab將是年輕人從事科
技創新和創業的試驗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
新冠肺炎疫情趨緩，如何重振經
濟，保持香港的競爭力和優勢成
為焦點。隨着5G網絡建設落地和
人工智能的高速發展，市場看好
創新科技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引
擎。恒基兆業集團主席李家傑昨
表示，集團正籌劃創建一個聚焦
AIoT和芯片、醫療健康、智慧能
源的人工智能科技產品創新實驗
平台Life-Lab，幫助香港年輕人抓
緊科技創新的機遇，並推動香港
快速成長為國際科技創新中心。
李家傑表示，Life-Lab將是年輕

人從事科技創新和創業的試驗場，
希望能吸引全球科學家和科技人才

來到香港，引進全球高端
科技領域的知識產權
（IP），利用香港的人
才、知識產權、法律、經
貿等多方面的優勢，加速
人工智能科技產品的商業
應用，滿足內地巨大需
求，同時推動本港成為大
灣區的創新科技中心。
集 團 計 劃 創 建 的

Life-Lab， 會 集 中 發 展
AIoT和芯片、醫療健康
和智慧能源範疇，向科技團隊提
供開源芯片平台，讓他們設計
AIoT產品和解決方案。此外，又
會以香港中華煤氣在內地3,000萬

名燃氣用戶作為應用場景，推動
智慧能源產品技術的研發，而在
香港則以仁安醫院作為醫療健康
科技創新的應用場景。

恒基籌建Life-Lab研AIoT

香港文匯報訊 匯豐昨表示，
旗下支付App PayMe 推出三年
以來，用戶數目已突破200萬。
同時，PayMe 連續三年成為香
港最受歡迎的社交支付應用程
式，以個人對個人（P2P）交易
金 額 計 算 ， 市 場 份 額 達 到
70%，成為客戶首選的支付方
式。

另外， PayMe 的 商用方案
「PayMe for Business」自去年3
月推出以來，短短一年，已經為
數千家商戶提供收款方案，匯豐
指，期內利用PayMe與商戶進行
交易的用戶量亦大幅上升。隨着
數碼平台愈趨普及，PayMe for
Business於今年第一季度的交易量
錄得顯著增長，按季的月均交易

量倍增。
為答謝用戶及商戶的支持，

PayMe 將推出「#better2gether」
的消費者推廣活動，以及另一商
戶推廣活動。由本周起，用戶只
需在PayMe應用程式上發送2元
給朋友或家人，作為一份小心
意 ， 並 於 付 款 訊 息 上 註 明
「#better2gether」標籤，即有機
會贏取獎品。PayMe將隨機抽出
200名得獎者，答謝用戶支持。

PayMe三年用戶破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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