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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資訊科技日趨普及的今天，企業有時會運用社交媒體，作為做好顧客
關係管理的橋樑，取其用戶層面廣泛，而且能有效接收意見。但企業

要成功透過社交媒體提升顧客關係管理水平，便要有良好的配套方能事半
功倍。
    近年，企業主要運用社交媒體（如Facebook、微博等）作為市場推
廣的渠道之一，把產品或企業資訊第一時間通知客戶之餘，亦嘗試藉着這
些社交媒體作為客戶溝通或解答問題的渠道。資訊科技界立法會議員莫乃
光（小圖）認為，現時企業對社交媒體的應用，主要集中在市場推廣層
面，較少用作提升顧客關係管理水平。

社交媒體發揮至客服層面 須先做好人力資源分配
　　「社交媒體的最大好處，又或者可以說是挑戰，便是十分互動。而且
跳出朝九晚五的框框，提供24小時的互動交流。但現時企業對社交媒體的
運作，大多流於單向式的市場推廣。若企業要充分利用社交媒體的優點，
便要將之發揮至客戶服務的層面，把社交媒體的優勢擴至最大。」
　　莫乃光提醒，企業若要把社交媒體的應用層面，由市場推廣延伸至客
戶服務的話，便要知道其運用方法有別於透過社交媒體進行市場推廣。
「開宗明義透過社交媒體提供客戶服務，企業便要做好全面的準備。例如
要有足夠的人手，能迅速地回答客戶的提問，同時亦要有效做好保護客戶
私隱的工作。最現實的，還有做好心態調整，有心理準備面對客戶公開的
投訴或意見反映，並確保有信心和能力處理相關個案。」
　　因此，無論做市場推廣或客戶關係服務，人力資源都是成功關鍵。莫

乃光指出，企業透過社交媒體提升顧客關係管理水平前，必須做好人力資
源的分配工作，甚至預留人力資源和時間，應付監察及操作社交媒體。

有效管理客戶數據資料 前綫員工交流更順暢
　　談及資訊科技如何協助企業提供顧客關係時，莫乃光提醒，企業走在
科技尖端的同時，亦不要忘記還原基本，千萬不可忽略一些固有且影響甚
大的數據系統。就以客戶關係管理系統中所記載的數據為例，這些都是紀
錄客戶喜好和消費模式的重要資料。「只要企業有效管理這些數據和資料
庫，並將之交予負責透過社交媒體與客戶溝通的前綫員工，他們便能即時
從數據中掌握客戶資料，令整個交流過程更見暢順。」

港企屬起步階段 借鏡外國須思考可行性
　　莫乃光表示，雖然香港企業對於運用社交媒體
提升顧客關係管理水平仍屬起步階段，但只要有
效運用現有的企業資源，再配合社交媒體的優
勢，便有望藉此建立企業形象，甚至拉近與
客戶之間的距離。目前，美國和澳洲已有電
訊公司在Facebook專頁中，增設專人即時
回答客戶問題，並提供適當支援，藉以提升
顧客關係管理水平。但他提醒，港企要借鏡
外國的話，一定要有詳細部署，思考計劃的可
行性。

善用社交媒體與客戶溝通 增強顧客關係管理水平在服務業主導的年代，政府單位必須了解市民需
求，並思考如何提供更好的服務，以提高市民對

政策的滿意度與施政效能。而隨着資訊與通訊科技日趨
發達，善用資訊科技推動公務機關人事行政全面資訊自
動化，更應該是政府部門目標之一。

整合服務資源 改善系統回饋使用者
　　台灣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下稱總處）以「營造廉
能公正的行政團隊，提供全民第一流的公共服務」為
發展願景，並以「發展公務機關人事行政全面資訊自動
化」為重要施政目標之一。自2003年起，總處陸續推動
完成多項人事行政資訊自動化系統，又成立人事資訊系
統客服中心，充分運用資訊網路科技與服務流程重整技
術，建構出完整的綜合性支援服務，現已成為政府機關
資訊系統整合服務的典範。

善用網路社群 建立知識庫
　　台灣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資訊室主任陳邦正（小
圖）指出，總處透過「人事資訊系統客服網」整合所
有服務資源，讓使用者迅速而簡便地獲取所需服務。
總處在服務過程中蒐集有關使用者經驗的信息，不斷
改善系統，以回饋使用者，並主動發掘使用者的需
求，及時提供最需要的人事系統功能。「我們提供服
務承諾與保證，透過系統化的案件流程管制，整合了
跨單位的服務流程，確保使用者的問題能及時且確實
解決。」

綫上遊戲獎勵 鼓勵會員主動分享
　　陳邦正續道，總處推行創新的知識管理模式，推出
了「人事業務知識分享平台」，以網路社群的運作方
式，透過社群知識經驗的分享交流，形成了具有22,000
多項知識的綫上知識庫。在回應使用者的問題上，總處
容許所有網路社群成員提供解答及綫上評價，並採取有
如綫上遊戲般的成員等級晉升及點數累積機制，在榮譽
感驅使，加上適當的獎勵下，讓成員主動分享知識，並
解決使用者的問題。

建立全面性系統服務 符合國際性標準要求
　　總處建立了完整的人事系統訓練網絡，透過全面
的使用者系統操作訓練，有效減少客服案量，並提高
系統的使用率及使用者的滿意度。總處的「e學中心」
讓使用者不受時間和地點的限制進行
學習，全面建立人事資訊系統的
數位學習教材。陳邦正分享，
參加APCSC舉辦的「亞太傑
出顧客關係服務獎」，希望
藉由此次參賽機會導入國
際性的優質顧客服務標準
（CSQS），讓服務更能符
合國際性標準的要求，以建構
更優質的全面性系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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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亞太峰會的主題為「發掘傑出顧客關係創新整合今日滿足超
越顧客未來需要」。大會邀請多位來自香港、內地、台灣、馬
來西亞、泰國、日本和印尼的講者前來，分享他們在顧客服務

質素及顧客關係管理方面的成功國際經驗。會議以互動形式進行，與會
者都有機會分享見解和心得，藉以建立一個與其他傑出顧客關係服務機
構更緊密的國際網絡。

CEO午餐論壇 國際主講嘉賓分量十足
　　兩天的峰會均設有CEO
午餐論壇，海洋公園行政總裁
苗樂文（Tom Mehrmann）、
日本Help  Desk  Inst i tu te行
政總裁山下辰已（Ta t s um i 
Yamashita），以及來自台灣的
中華電信總公司客戶服務處副
總經理陳義清，都是今年午餐
論壇的主講嘉賓。亞太顧客服
務協會主席朱剛岑指出，本港
的服務業佔生產總值達90%，
是亞太區重要的服務中心，故
能吸引區內從事服務行業的高
管滙聚一堂。

數碼、社交及移動媒體卓越創新
　　在亞太峰會舉行期間，APCSC會再接再厲舉辦第二屆「香港國際
卓越顧客關係服務及創新博覽會」，希望為與會者建構一個環繞顧客關
係服務的創意展示、交流及合作平台。來自內地和海外的企業，將就數
碼、社交、移動、Apps & Ads、雲端、CRM、客戶聯絡中心、BPO及
電子商務等主題進行展示及交流，除為參展商帶來洽談及合作商機外，
也為參觀者帶來更多啟發。

透過創新實時動態內容 加強與客戶互動
　　朱剛岑指出，現時客戶追求更創新和方便的顧客經驗。其中一家來
自荷蘭的參展商Tripolis Solutions，將會展示一套自動更新電郵系統，
系統會按郵件接收者打開郵件的時間，實時動態更新郵件內容，大大提
升企業藉電郵推廣的成效。許多企業會透過不同渠道與客戶聯繫，其中
一家來自美國的展商將展出能把不同渠道集中管理的方案，加強企業與

客戶的互動接觸。此外，博覽會將設立香港國際博覽創新科技獎，以嘉
許創新的服務和科技。

新增國際獎項 配合社交媒體服務文化發展
　　一如往年，APCSC將於6月14日晚上舉行「2013亞太傑出顧客關係
服務獎（CRE Awards）」頒獎典禮，為連串活動掀起高潮。獎項設立
之目的，是希望藉表揚提供卓越客戶關係服務的公、商機構、團體及個
人，以提升亞太區的顧客服務質量和顧客關係水平。為配合市場發展及
客戶對服務的需求，今年大會增設「最佳社交媒體計劃」、「最佳在線
顧客服務」，以及「最佳會所服務」數個新獎項。朱剛岑表示，今年有
不少來自亞太區的海外參賽者，令獎項愈趨國際化。而參賽者的質素亦
逐年提升，當中不少海外參賽者根據當地文化發展出獨特的顧客關係服
務方案，值得本地企業和機構參考及借鏡。

吸納得獎企業最佳實踐 優化途徑達到世界級
　　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是根據嚴謹
的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來評
審，協會每年都會吸納得獎企業的
最佳實踐以優化CSQS，令這套標準
與時並進，精益求精。成立15年的
APCSC，歷年致力提升亞太區的顧客
服務質量和優質顧客關係。朱剛岑透
露，協會未來將會加強與大學和國際
教育夥伴合作，合辦針對客戶關係管
理的課程和研討會，協助本地企業，
特別是中小企，以最有效和最具策略
性的途徑達到世界級的顧客服務水
平。

亞太峰會2013主題及演講嘉賓
6月13日上午 未來領袖的國際卓越顧客關係服務的創新及整合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主席 朱剛岑
馬來西亞Astro大馬控股有限公司信息系統高級副總裁 PHUAH, Aik Chong
Interactive Intelligence Inc.亞洲區總監 Simon Lee
6月13日下午 數碼、社交及移動媒體卓越創新
荷蘭Tripolis Solutions國際業務發展及董事會成員 Sebastian Kuntz
香港賽馬會天水圍聯絡中心電話投注部經理 戴德銓
QNet Limited首席信息官 Malcolm Chiu
盛世瑞智國際文化傳媒總裁 趙黎
6月14日上午 優質顧客關係服務中的社交影響、顧客參以及合作關係
香港立法會議員（資訊科技界） 莫乃光
埃森哲香港區管理諮詢服務主管董事總經理 黃雪明
印尼PT XL Axiata Tbk. 高級總經理 Cut Noosy Keumalafajri
6月14日下午 擁抱顧客多樣性及以客為尊的領袖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顧客服務總監 楊翠雲
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顧客服務副總監 Peter Leong
IBM中國深圳全球服務執行中心技術服務經理 劉濤

國際精英滙聚分享成功經驗 服務領袖迎合未來顧客需求
    香港是一個競爭激烈的國際城市，各行各業都有不少優秀的
企業和創新的營商手法，要在服務水平甚高，加上成本日益上升
的營商環境中突圍而出，殊不容易。在6月13和14日舉行的「卓
越顧客關係服務（CRE）及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亞太領
袖高峰會」（簡稱亞太峰會）上，相信與會者可從發表演講的行
業國際領袖中吸收新思維，獲得新啟發。

主辦單位：亞太顧客服務協會
日期 2013年6月13至14日 網址 www.apcsc.com
查詢 （852）2174 1428 電郵 enquiry@apcs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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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陸路交通管理局總監黃亞廉（左
2）於4月11日新加坡圓桌會議後帶領嘉
賓進行實地參觀。

朱剛岑指出，本港是亞太區重要的服務中心，故
能吸引區內從事服務行業的高管滙聚一堂。

CEO午餐論壇主題及演講嘉賓
6月13日 服務領袖迎合未來顧客需求
海洋公園行政總裁 苗樂文
印尼PT VADS Tbk. 總裁董事 Wardhani Soedjono
6月14日 探索市場趨勢、見解及VOC基準
台灣中華電信總公司客戶服務處副總經理 陳義清
日本Help Desk Institute行政總裁 山下辰巳

「顧客關係服務」從來都是知易行難，企業要有效掌握箇中竅門，參
考具認受性的調查報告是不二法門。

　　埃森哲大中華區管理諮詢服務董事總經理余凱歌（小圖）認為，企業
要做好「顧客關係服務」，必須了解顧客的需要和期望，再針對性地提供
切合他們期望、個性化而又符合企業承諾的產品和服務。

9成消費者 網上蒐集資料再購物
　　今年，Accenture（埃森哲）進行了一項針對大中華區消費者行為的
全球性調查，結果顯示，逾9成的客戶在購物前，均會先在互聯網上作資
料蒐集，了解產品的性能和口碑，才去店舖查看實物，並作出消費決定。
因此，日後企業要進行市場推廣時，除傳統的實體宣傳渠道外，也不應忽
視新媒體如社交網絡等宣傳渠道。
　　調查亦發現，在成熟市場中，只有27%的受訪人士表示從未接觸社交
網絡如Facebook、微博等；當中大中華地區的只佔11%，「換言之，大
中華地區有近9成的人士會透過社交媒體尋找產品的資訊或口碑，甚至藉
以與企業作進一步的溝通交流。」余凱歌說。

個性化產品 取悅忠誠度高客戶
　　企業要做好顧客服務，必須提供個性化、針對性的客戶體驗，方能
滿足現今消費者的需求。余凱歌續指，大中華顧客對於一些忠誠度項目
（Loyalty Program）的參與度甚高，故企業最好針對顧客的需要而設計
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藉獨特的顧客體驗來取悅這批忠誠度極高的客戶
群。

　　要令顧客喜出望外，其中一個成功之道便是「超越顧客期望」。調查
發現，有67%的受訪者表示，對產品和服務的期望正逐年提高，當中他們
最重視的禮貌和友善，其次便是希望企業能提供一次
過解決問題的方法或方案，省卻轉駁其他部門或等
候回覆的程序和時間。「有趣的是，正當企業用
盡高科技來提升服務質素的時候，顧客看重的
反而是人與人之間的溝通和互動。」余凱歌提
醒，企業在滿足顧客需要時，亦要注意兌現服
務承諾，特別是服務性行業猶其重要。
　　最後，調查發現，大中華區的顧客重視創
新和創意。「他們更喜歡親身參與，對於新產
品推出市面時，他們樂意參與試用，並給予寶貴意
見。」余凱歌建議，企業在新產品未推出市場前，已可透
過社交媒體，蒐羅用家的意見或感受，提升新產品的可用性，令其設計更
貼近用家和市場的需要。

提升質素 跨行業觀察勢在必行
　　面對不斷提升的顧客需要，企業不能只跟同業比較，更要觀察其他
行業的做法，從而獲得發，並改善現有產品和服務質素。余凱歌舉
例，顧客在惠顧A店舖獲得良好而獨特的體驗後，自然希望在B店舖也獲
相同待遇。「即使AB兩店屬於不同行業，但顧客也有同一期望，就是優
質的消費體驗。因此，企業要提升質素，跨行業的觀察和研究是勢在必
行的。」

參考具認受性調查 助掌握顧客期望提升服務

領袖高峰會國際金贊助

領袖高峰會國際銅贊助

頒獎晚宴贊助機構

亞太領袖高峰會2013   香港國際創新博覽會
2013亞太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 前奏特刊

國際支持機構及媒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