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已是第十四屆舉辦「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
（CRE Awards），APCSC協會主席朱剛岑指出，該服務獎
獲得國際及亞太區企業的參與，一同見證各獲獎企業的最
新動向及發展、互相切磋學習、共同邁向突破、全球推動
企業創新，同心更上一層樓。

企業成功生存之道  讓顧客對公司更忠誠、更滿意
　　香港擁有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經濟及營商環境均具備
優厚競爭力，吸引外國或本地商家一同發展業務。為了在
行業中突圍而出，顧客服務體驗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環。
如朱剛岑於是次選舉中發現，國際企業開拓亞洲市場時，
察覺亞洲人士十分着重顧客體驗，其中參賽的保險公司在
這方面就有不少着墨包括：友邦北京和馬來西亞、AXA安
盛香港、宏利新加坡、中國太平保險、蘇黎世香港、保誠
保險等等。朱剛岑續指：「市場競爭愈趨激烈，企業必須
透過優質服務及卓越顧客關係管理，爭取每位顧客的支
持，維持他們對公司的忠誠度。香港航空，近幾年來積極
聆聽及收集客戶意見，短時間內得以迅速發展，成功吸引
不同年齡群的顧客，讓他們對公司更忠誠、更滿意，才是
市場成功生存之道。」

積極收集客戶意見  航空旅遊業創新服務
　　除了金融、銀行和保險機構鼎力參與外，今年更有航空

企業參與在其中，而香港航空和香港航空地面服務有限公
司更分別獲得3個企業大獎。香港航空獲頒「最佳顧客滿
意品管系統」、「最佳顧客參與計劃」及「最佳員工敬業
計劃」三個航空業的企業獎項，而香港航空地面服務則獲
得最佳顧客體驗中心、最佳人力發展計劃、最佳顧客體驗
管理（優異獎），成績令人喜出望外，有助香港的國際旅
遊業發展。

拓展服務模式範圍  積極提升旅客體驗
　　今年香港旅遊發展局首次獲得最佳顧客服務中心（旅
遊業）大獎，總幹事劉鎮漢先生強調非常榮幸能首次奪得
此殊榮，肯定了旅發局對旅客服務的理念與堅持，透過不
同渠道為旅客提供優質服務；除了五間旅客諮詢中心外，
旅發局的禮賓熱線亦為超過100間酒店及商場提供旅客服
務支援。這次獲獎鼓勵我們更積極提升旅客服務的範圍和
質素，服務拓展至手機聊天應用程式，為旅客締造更美好
的旅遊體驗。

建立卓越領袖文化  幕前幕後用心配合
　　在個人獎項方面，今年的參賽人數亦創新高。朱剛岑
特別強調，CRE Awards涵蓋了不同範疇，如客戶聯絡中
心、顧客服務中心及技術支援中心等。在眾多項目之中，
顧客服務中心的參賽人數增加尤甚，反映業界十分重視與

客戶有良好的溝通，明白、了解他們真正所需。同時亦顯
示企業的卓越顧客關係服務，除了要有前綫人員的努力，
更需幕後的跨部門的支援服務部門互相配合，擁有無比的
關心、愛心、耐心，才可共同達成公司目標，提供全方位
的優質服務。今年的「傑出顧客關係管理董事」則分別由
香港航空的服務總監簡浩賢及AIA馬來西亞的顧客體驗總
裁TROY BARNES奪得。能夠成功當選，朱剛岑形容他們
二人均是卓越領袖，對外能夠勇於承擔，落實卓越顧客關
係；對內亦可致力團結各個部門，打破彼此隔閡，因而得
到不少員工的支持與敬佩。

以CSQS國際服務標準 客觀專業選出最佳僱主
　　事實上，企業要提供優質服務，必先有卓越顧客關係
的文化和理念，而企業更要塑造一個合適環境，讓員工得
以全情投入，發展所長，從而轉化為敬業的優質服務。今
年的「最佳企業僱主（物業管理）及（物業發展）」獎
項，分別由恒隆地產及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奪得。朱剛岑
指︰「得獎者經全面平衡集分卡選出。當中包括自我表現
基準評審、提名企業的商業方案匯報、神秘探訪、以優質
顧客服務國際標準（CSQS）為評估準則的實地考察、公
眾投票，最後由多位傑出顧客關係國際專家共同議定得獎
者，整個過程均保持客觀、專業，達致公平、公正，因此
得獎者位位皆實至名歸。」

作為成功企業，除了擁有周詳的市場策略、優秀的團隊、高質素的產品和準確對焦客戶的宣傳渠道，最核心的正是留住每一位顧客的
「心」，爭取他們對品牌的擁戴、滿意及信心，才可維持忠誠度，增強競爭力。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主辦的「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
獎」（CRE Awards），旨在提升主要國際城市的服務質量及顧客關係管理水平，表揚為客戶提供卓越服務的政府部門、企業、團體及提升服
務專業標準。協會早前舉行國際頒獎典禮，共頒發60個公司獎項及77個個人獎項。

　　有競爭才有進步！CRE Awards為國際及亞太區機構締造相
互砥礪、彼此學習的平台，從而開創新意念，提升國際顧客服
務水平。故參與CRE Awards為企業提升價值和回報。
‧全面評估Comprehensive Assessment︰參賽企業可深入檢
察CRE願景、使命、戰略，優化服務流程、管理、制度，有效
改善顧客關係服務。
‧顧客體驗文化Customer Centricity︰參賽有助員工深入了解
公司運作，鞏固公司的優質顧客體驗文化，並提升工作效率。
‧員工激勵敬業Employee Engagement︰提名和獲獎均可提
升員工士氣及敬業度，推動企業發展核心價值，加強企業的團
隊精神。
‧國際標杆平台Benchmark Learning︰參賽公司及會員有機
會與優秀的海內外行業領袖企業互相借鑑、分享最佳實踐、學
習成功案例、交流經驗及討論顧客服務管理心得。
‧國際發展視野Global Perspective︰企業領袖可藉此認識世
界級的全球客戶服務最佳範例，從而訂定完善的企業願景和策
略，長遠規劃「以客為先」的國際企業發展藍圖。
‧國際品牌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企業獲獎令國際CRE
品牌價值提升，提升和肯定海內外客戶對企業知名度，進一步
加強企業形象。
‧國際標準International Standard︰獲獎機構成為行業的國際品
牌領導者，為行業樹立領先顧客關係服務，成為國際標準。
‧可持續發展Sustainability︰持續參賽讓企業不斷學習改善，
持續提升顧客關係至國際卓越水平，可持續深化優質顧客服務
文化。

　　歷屆CRE Awards得獎機構均是世界級的市場領導企
業和著名品牌，獲獎無數。加上國際化的評審團及評審標
準，令獎項更添國際品牌價值優勢。
‧國際評審標準科學化Scientific Assessment：得獎者經
全面評審，採用四維的國際CSQS評審標準，包括管理責
任、資源管理、流程管理和表現管理。有關標準每年還會
加入最新得獎者的最佳實踐，與時並進。
‧國際專業評審團Professional Judges：評審標準獲國
際認可，結果由亞太顧客服務協會代表和各大國際傑出顧
問專家共同擬定，以確保得獎者達至國際級數。多年來的
評審團成員分別來自國際顧客服務組織委員會、日本Help 
Desk Institute、香港大學及香港科技大學等。
‧國際行業涵蓋廣泛Diverse Industries Coverage：涵
蓋國際多個地區和行業的服務範疇，歷年參賽的行業多不
勝數，包括：零售、保險、金融、醫療、飲食、電訊、運
輸、物流、航空、公共服務、政府部門、娛樂、公關、物
業管理等。
‧ 國 際 公 信 力 強 S t r o n g  C r e d i b i l i t y ︰
獎項是國際和亞太區最具公信力和影響力的顧客關係服務
選舉，亦是唯一同類型獎項。透過全面、公開、國際化和
科學化的評審過程，讓來自不同地區、行業的市場領導者
參與。
‧國際標準統一Unified Standard：獎項提供一套達國際
卓越水平的顧客關係和服務標準模式，讓評審以劃一制度
和標準，客觀評審來自不同行業和地區的參賽企業。

國際參賽價值投資
CRE Awards Values & ROICRE Awards Values & ROI

國際品牌價值提升  
International Brand Value International Brand Value 

　　多間公司連年競逐獎項，顯示他們持續發展CRE領導力的決
心，亦反映他們積極創新、努力、堅持CRE企業文化和重視顧客
和員工的意見。

企業連年獲獎  員工成為國際品牌代言人
　　DHL Express台灣及大陸均連續7年獲獎，而香港亦連續6年
獲獎，還包括新加坡連續4年參賽。新加坡敦豪高級副總裁兼常
務董事Frank-Uwe Ungerer先生表示今年贏得五項榮譽，見證了

2015/16年的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CRE發展趨勢共
分成三大主題，細分五個主軸：顧客滿意、顧客參
與、員工發展、員工敬業及顧客體驗。朱剛岑認為，
該等範疇是企業成功的核心條件，彼此互相配合才可
達致成功。
‧顧客滿意度和參與度（Customer Satisfaction 
Index and Engagement Scores）：有效和及時收
集顧客的聲音（VOC）對服務和產品的評價和意見，
針對VOC進行分析，持續改善創新。針對顧客需要，
透過矚目新穎的O2O(線上到線下)活動推廣，吸引粉
絲和建立忠誠顧客關係，進一步了解他們對公司的要
求及想法，意見不論是好與壞，亦可從中加以改善和
檢討公司內部。
‧員工發展和敬業度（Employee Development 
and Engagement Score）：企業亦要在各方面滿
足員工發展上的需求，配以適當的培訓提升員工的專
業能力、服務技能、知識，才能夠成功贏得客戶滿
意。如何讓員工成為公司忠誠的團隊，首要條件是令
員工認同公司的企業文化，有效和及時收集員工的聲
音（VOE）對所熟悉的工作及客戶提出的建議改善，
認可其領導層的理念和領導模式，雙方擁有一致的目
標，對其崗位和顧客充滿敬業態度；同時，上司與下
屬彼此建立良好的關係，才可成功留住優秀團隊。
‧顧客體驗（Customer Experience）：當員工從
公司層面體驗企業文化和滿意的待遇，才能夠真誠地
以敬業樂業的正向態度，服務顧客，為顧客帶來發自
內心、主動、個性化、和深刻的服務體驗，為顧客帶
來最優質的服務和難忘的服務體驗，迎接和建立全球
忠誠的消費者。

團隊在提供最優質服務上的堅持，以及對職員的重視，深
信並提倡「瘋狂地以客戶為中心」的文化，更意識到人人
都有責任維持客戶的滿意度。所有員工都經過培訓，成為
國際專家及DHL品牌代言人。唯有聆聽客戶的需求並不斷
地改進才能跟得上客戶與日俱增的期望。恒基兆業集團地
產集團物業管理部今年已是連續第14年獲獎，而香港電燈
有限公司則連續8年獲選為「最佳公共服務」的公用事業機
構。

首輪報名 次輪報名
報名、提名 Open for Application & Nomination Jun-Dec 2016年6至12月
截止報名 Application Deadline Sep 2016年9月 Dec 2016年12月
自我表現評審 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Jan 31 2017年1月31日
商業方案滙報 Business Case Presentation Feb 2017年2月
第一階段篩選 Stage One Screening Feb-Mar 2017年2至3月
神秘電話/探訪 Mystery Call/Visit Mar-Apr 2017年3至4月
CSQS & CSQM審查 
CSQS and CSKM On-Site Assessment

Oct-Dec
2016年10至12月

Jan-Apr
2017年1至4月

第二階段篩選 Stage Two Screening Apr-May 2017年4至5月
網上投票 Public Web Voting Apr-May 2017年4至5月
選出優勝隊伍 Final Assessment by Judging Panel Ｍay 2017年5月
頒授獎座及證書 CRE Awards Dinner Ceremony Jun 2017年6月
發放新聞稿及刊載新聞專題特輯 
Press Release &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

Jul 2017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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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流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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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特色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特色
International CRE Awards UniquenessInternational CRE Awards Uniqueness

顧客、顧客、員工、員工、體驗體驗  
三大主題 相互緊扣促成功三大主題 相互緊扣促成功
3 Key CRE Themes: Customer, Employee,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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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獎項現正展開 CRE Awards Official Launch

CRE領袖是啟發、激勵、鼓舞之旅！

員工敬業齊「「心」  建立 領袖文化  傑出關係服務贏得顧客「「心」 迎接全球消費者

CRE Leadership,CRE Leadership,  anan  Inspirational Inspirational Journey!Jour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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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CRE Awards評獎、選舉過程和結果得以科學、客觀、公平、公正態度地選出得獎者，亞太顧客服務協會聯同香港大學研
究員合作，制定了「優質顧客服務國際標準」（CSQS）作為評核，糅合最先進的服務標準及廣泛先進元素，整合了平衡計分卡管理系
統和ISO 9000品質管理系統，並會採納歷屆CRE國際得獎企業的最佳實踐，以保持有關評審標準的世界級標杆、模範及與時並進。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主席朱剛岑指出，「CSQS 13.0」透過CCSM顧客服務
管理認證課程，有效準備不同部門及各行各業學習及有效執行CSQS的最佳實
踐，為企業實現創新、突破瓶頸的理想回報。CSQS有許多顧客關係管理的優
秀指引，可幫助企業提升營運和服務效率，並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提高顧客滿
意度和員工敬業度，領先競爭對手。「作為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的評審標
準，CSQS定立了世界級的顧客關係管理框架，推動企業變革為以客為本的機
構，強化其卓越顧客關係策略。」

　　朱剛岑形容，猶如全球製造業的ISO
標準，CSQS標準建立了世界級顧客關係
管理的國際企業標準，提供全面更完善
的明確要求和優秀準則，以實行顧客關
係管理最佳實踐，相關指引已經在國際
各大城市及各行各業採用。APCSC每年還
會評估市場研究報告和獲獎企業的卓越
典範，來提升CSQS標準，以確保能夠為
國際企業、組織、部門帶來可持續發展
的準則和啟發，提升市場競爭力。

 持續不懈創新求進  連續8年榮獲CSQS第三級
　　而於早前舉行的「卓越顧客關係服務（CRE）與優質顧客服務質量標準
（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中，協會便頒發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證
書予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偉邦物業管理及恒益物業管理、恒隆地產
和Nexusguard，以認可他們的卓越成就，於2016年符合了優質顧客服務國際
標準。房地產、物業管理、互聯網安全服務及信息和通訊技術行業的顧客將會
體驗到更優質及專業的顧客服務標準。

　　能夠連續8年獲得「優質顧客服務
標準第三級—策略性商業單位」恒基
兆業地產集團執行董事孫國林認為：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恒益
物業管理及偉邦物業管理憑藉持續不
懈創新求進的毅力，歷年迭獲APCSC
協會頒發優質顧客服務標準最高殊
榮。此項認證標示我們的服務賡續受
到肯定和認同。未來，我們仍將秉持
『以人為本』的宗旨，上下齊心，發

揮團隊精神，為業主和住戶提供優質專業的物業管理服務。」

優化學習與發展之投資  促進企業文化和價值
　　恒隆地產經理（培訓及發展）盧建華表示：「恒隆地產十分榮幸今
年能獲得APCSC協會頒發『優質顧客服務標準第三級－策略性商業單
位』的殊榮，肯定我們持續為顧客提供優質服務的承諾，和所投放的努
力。 恒隆地產於二零一二年設立培訓及發展部Academy 66，根據國際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模式，持續提升公司的培訓系統，並將培訓功能系統
化，優化學習與發展之投資，促進企業文化和價值。嚴守公司『只選好
的 只做對的』的營運理念，亦為公司持續發展的業務，提供最優秀的人
才。」

專業服務管理團隊   創新求進  提升全球客戶的體驗
　　Nexusguard營運總監賴晉勇強調：「Nexusguard 十分榮幸獲得
APCSC協會頒發優質顧客服務標準
最高殊榮。作為全球網絡安全服務領
導性供應商，此項認證標示我們提供
給企業客戶專屬的服務受到肯定和認
同。我們的專業服務管理團隊將會繼
續發揮團隊精神，持續不懈地創新求
進，致力提升全球客戶的體驗，保護
客戶免受分散式阻斷服務(DDoS)攻
擊及多種網路威脅，確保網路服務不
受干擾。」

發展策略性商業單位  推動CSKM顧客服務知識管理
　　CSQS包含管理責任、資源管理、流程管理、表現管理的四維標準認證。
讓企業循序漸進，透過第一階段：營運服務中心，提供符合標準的服務；然後
第二階段：積極服務中心，提供主動優秀的服務；最後第三階段：策略性商業
單位，提供具策略性市場競爭優勢的價值服務。 
　　在實踐評估過程中，CSQS 同樣採用3個循序漸進的評分階段，由計劃、
實行到整合。除了評估個別企業的顧客服務水平外，還會與行業內其他企業作
基準評價，確認企業提供等於和超越市場平均服務的要求。此外，CSQS亦會
對顧客服務知識管理（CSKM）提供標準規範及評估，推動企業運用CSMK提
升前綫員工為客人提供首次解決率的優秀服務體驗。

‧ 企業管治Corporate Governance：CSQS以全方位的優質顧客服務標準，
引領企業邁向國際化管理和公司管治要求。
‧ 以客為先Customer Centric：CSQS建立以顧客為中心的世界級服務水平
管理架構，提升顧客的信任及品牌忠誠度。
‧ 戰略轉型Strategic Transformation：CSQS協助企業將戰略轉型至以客戶
需求和體驗為主。
‧ 改善企業績效 Business KPI’s Improvement：CSQS有效改善公司政策
及商業服務表現，加強建立顧客與企業之間的夥伴關係。
‧ 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s：CSQS改善公司的產品發展和服務提供的最佳實
踐，持續提升企業發展潛能和效果，提高投資回報及服務品牌效益。
‧ 增強滿意及忠誠度Improve Satisfaction：CSQS能提高公司顧客滿意及忠
誠度，助企業成功增長盈利，為股東爭取理想的投資回報。
‧ 降低再投資成本Reduce Reinvestment：CSQS通過結合國際上最被廣泛
運用的ISO國際質量管理體系和平衡計分卡，降低重新建立或採用不同管
理標準的再投資成本。
‧ 減少顧客投訴Reduce Customer Attrition：CSQS透過提升整體顧客服務
效率和架構，改善顧客服務質量，減低顧客投訴和流失成本。
‧ 建立顧客服務價值CRE Principles：CSQS推動管理層及前綫員工建立支
持傑出顧客服務的系統和流程，使之成為企業的營運核心價值，並營造員
工持續發展增值的企業文化。

1. 最少4名員工取得顧客服務管理證書（CCSM）和顧客服務分析及審查員（CCSA）資格，以及每15
名員工在實際監督範圍內，至少有1名為CSQS內部審查員
Certify staff under the Certificate in Customer Service Management（CCSM）and Certify 
Customer Service Analyst & Auditor（CCSA）program for each service center site
2. 評審機關審閱企業管理、實踐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及顧客服務知識管理（CSKM）基礎
Reviewing CSQS Standard and Customer Service Knowledge Management（CSKM）document
3.進行初步實地評估，以確定關鍵企業的個人及部門之認證角色和職責
　Preliminary site evaluation to identify key personnel, departments, roles & responsibilities
4. 企業準備CSQS審查， 以及CSKM考察的文件
　Prepare CSQS Audit & CSKM assessment
5. 進行最後CSQS實踐審查，以及CSKM審查
 Final CSQS Audit Customer Service Knowledge Management（CSKM）Audit
6. 基準方案之評審，高於市場的服務水平
　Assess Benchmarking Performance above market average
7. CSQS國際認證及滙報
　Organization receives CSQS Report & Certificate

獲取CSQS國際認證的步驟獲取CSQS國際認證的步驟
Steps of CSQS AccreditationSteps of CSQS Accreditation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高級副總經理葉
志明(左)代表接受CSQS證書及獎座。

■恒隆地產培訓及發展助理經理陳伊汶
(右1) 代表接受CSQS證書及獎座。

■Nexusguard服務管理主管尹頌賢(右
1) 代表接受CSQS證書及獎座。

推動企業變革為以客為本推動企業變革為以客為本    強化卓越顧客關係策略強化卓越顧客關係策略 實踐CSQS助企業提高回報實踐CSQS助企業提高回報  發展國際服務質量品牌發展國際服務質量品牌
CSQS Uplift ROI & AdvantagesCSQS Uplift ROI & Advantages  Develop Global Quality BrandDevelop Global Quality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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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來，卓越顧客關係管理是一項好不容易的工作，要在行業中脫穎而出，更是一項重大
挑戰。為此，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在各國際城市內推廣優質顧客關係及服務質量標準
為目標。協會更協同國際教育夥伴與國際成員機構共同提供全球性認可的培訓證書課程，
包括呼叫中心與服務外包研究院（ACCB）、香港持續教育基金（CEF）、澳洲顧客服務協會
（CSIA）及國際顧客服務組織委員會（ICCSO）的認可，在各行各業推廣全球化服務標準。

顧客是企業最重要的資產之一，沒有顧客就沒有存在價值。為推動香港及國際CRE服務領導力持續發展，建立國際交流平台助企業提升顧客服務
標準，協會每年舉辦傑出顧客關係（CRE）及「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圓桌會議」（圓桌）及CEO和CXO論壇，過去一年舉辦30場圓桌論壇
工作坊，雲集一眾企業家，一同分享在顧客服務、關係管理及客戶服務體驗管理方面，所領略到的心得和成功案例，藉以作為借鏡，彼此學習。

圓桌會議，有助國際行業領袖對相關市場議題作深入
討論，提供讓不同國家和地區的顧客服務專業人士
彼此交流的機會。每年圓桌會議吸引愈來愈多企業

的CEO及總裁等高層一起參與，印證了該會議可有效協助業
界掌握目前最新CRE的發展趨勢，提升亞太區內的顧客服務
水平。

北上深港台新馬圓桌  開創CRE體驗經濟轉型領域 
　　去年7至9月，協會分別在北京、上海、深圳、香港、
台北、新加坡及吉隆坡，圍繞「開創傑出顧客關係服務體
驗經濟的轉型領域」議題舉行圓桌，探討成功企業在各行
各業深化顧客體驗策略的關鍵指標，如何提升顧客參與和
價值，以及在轉型升級所面對的挑戰和成功案例，吸引了
多位跨國管理精英領袖來自資訊科技、保險、金融、電
商、飲食、零售、房地產、娛樂媒體、服務外包及醫療顧
問的客戶關係管理、顧客服務、市場行銷的管理層和相關
專家參加，參與嘉賓提供實際案例和討論獲益良多。

香港海洋公園圓桌  CRE分享體驗經濟 促進三贏合作
　　去年十月份由香港海洋公園共同舉辦的香港圓桌，其
培訓及發展總監符譯文小姐代表致辭歡迎眾多跨行業國際
嘉賓，並以「確保海洋公園最佳僱主」為題目分享心得，
非常榮幸獲得2014年度CRE Awards最佳企業僱主。作為世
界級主題公園，符譯文相信員工是成功關鍵，海洋公園需
要吸引、聘用及保留高質素的員工，這跟提供優質表演、
機動遊戲及景點給顧客同等重要。因此，我們強調員工
價值提倡EVP，吸引人才，並提高員工敬業度，以挽留人
才。只有培養歸屬感，員工才能以真誠態度提供最佳服務
及顧客。而香港航空航空服務總監簡浩賢則以「香港航空
Sweeten You Up服務推廣」分享2015年8月推出的嶄新飛
行服務，提供情侶及夫婦在高空中慶祝週年紀念及生日，
體驗甜密旅程。基於以人為本的原則，香港航空承諾提供
體貼及友善服務，帶給乘客與別不同的航空體驗。透過
‘Sweeten You Up’ 嶄新飛行服務，提升服務質素及提供
乘客及其摯愛一個獨特難忘的旅程。

互聯網+時代下 CRE共享體驗經濟 合作共贏
　　去年11月份至今年1月，協會針對互聯網+及共享經濟
（share economy）的發展，變革，轉型，合作商機等相關
議題舉辦五場圓桌，包括香港、台北、北京、深圳等城市。
　　在台北協辦方中華民國品質學會（CSQ）理事長劉黎宗
先生致辭歡迎：「本人謹代表CSQ熱烈歡迎APCSC及所邀
的貴賓，仍循往例在本會擧辦年度CRE 及CSQS 圓桌會議。
由於科技與雲端資訊交流的發達，使得按顧客需求生產之產
品，已能迅速經由服務過程傳回顧客手上， 並立即產生感受
回應，而其流程已縮短到幾乎可用速差來計，正如2015年9
月剛公佈的ISO-QMSs，產品／服務幾已為同一詞。因此經由
CSQS建立CRE勢必成為企業成功經營的關鍵和必要手段，
今天有幸得以親自參與盛會，想必可獲益良多，也可帶給我
們服務經濟顧客極大的嶄新啟發。」

兩岸三地圓桌 客服營運精進與創新價值
　　在台北協辦方台灣客服中心發展協會(TCCDA)理事長莊
文明先生致辭歡迎嘉賓，並且深度分析「客服營運精進與創
新價值之道」。 他指出：「這兩年來隨着手機與網路的快
速發展，企業對客戶的服務觀念與做法，也應該隨着改變與
提升，很高興這次香港台灣三個協會一起舉辦這個圓桌會
議，讓大家一起交流客戶服務的新趨勢、新技術與新做法，
這對提升兩地服務業的服務品質與服務價值，將會有非常好
的助益，期望未來能擴大到兩岸三地一起來舉辦及參與。全

球客戶服務界的發展已經由傳統的Call Center升級為Contact 
Center，互動的模式也發展為行動化、數字化、自助化、體
驗化與社群化，即變成一個全媒體的Contact Center。而在
經營方面，如何透過流程再優化、系統智慧化、問題治本
化、客戶自助化與人員價值化，幫企業降低成本並且創造營
收，是客服主管最重要的任務。」

香港圓桌 互聯網+時代下  物聯網(IOT)服務新機會
　　在香港協辦方香港大學專業進修教育學院管道推廣總主
管陳斌博士在「物聯網(IOT)服務新機會」的演講中分享物
聯網是現在學術及商業中一個熱門話題，很多討論及看法都
集中在智能硬件及大數據分析，透過創新服務設計思維及基
礎設施可以挖掘更多潛在應用機會。另一位演講嘉賓新電信
香港總經理高德泰先生就分享「新電信WiFi如何提升顧客體
驗」以“Uber 效應”讓顧客體驗發生巨大改變，這些新企
業在其行業中不需擁有任何東西，也可透過科技提供服務，
透過使用WiFi及大數據，提供智能預測及數據分折，達到更
佳的預期效果，幫助企業分析顧客行為提升行業競爭力。

港深廣菲馬圓桌會議 探討未來CRE顧客消費行為
　　今年春季，協會就着「未來傑出顧客關係服務消費者行
為、BPO（業務流程外包）、O2O（綫上到綫下）零售及服
務聯絡中心」等相關議題，分別在香港、廣州、深圳、馬尼
拉和吉隆坡舉行圓桌會議，討論企業在新經濟環境下，CEO
實現可持續增長及成功的社交媒體推廣及未來顧客的購買消
費行為，在進行相應顧客體驗管理的重點、如何創造更多商
業、產品及服務創新機會。當中，更請來了往屆傑出顧客關
係服務獎得主的經驗分享，及帶來了精彩案例分析，來自當
地和亞太區及西方世界的服務創新模範。特別在馬尼拉全球
領先的大規模BPO工廠，分析先進創新的BPO發展趨勢和挑
戰、社交媒體、線上線下聯絡中心整合、顧客體驗及表現管
理，怎樣為現時商業環境創造策略性價值。

上海圓桌 HSE環保安全策略及社會企業責任
　　此外，今年3至4月，協會分別在台北、北京及上海，
就圍繞「創新顧客體驗戰略和CRE領袖如何吸引、保留及
讓顧客參與」議題舉行圓桌會議。為吸引、保留及讓顧客
感受一個安心、放心的企業服務環境安全和體驗，上海圓
桌合辦方上海市健康安全環境（HSE）研究會秘書長蔡東升
提出健康安全環境策略，可有助提升企業形象，爭取客戶
支持和信任。在「我的創業夢」的演講中，他首先講述了神
醫扁鵲的故事，他引申出一個道理：不論健康、安全還是
環保，都必須以預防為主。及後詳細介紹了HSE的管理知識
及宣導健康安全環保理念的心路歷程。深入在討論不同城
市發生的重大環境安全事故，政府，企業及管理領袖如何
在社會企業責任及企業環保方面訂立標準，提供防範教育
和風險管理政策及要求。

台北圓桌 「服務品質」對品牌塑造的貢獻
　　其中在台北的會議中，各企業討論與分享成功的客戶
體驗要具備甚麼重點、如何創新客戶服務技術、及創造績
效管理價值，而中華民國品質學會(CSQ)專案顧問劉觀生
就着「服務」對品牌的貢獻，更分享：「『服務品質』是企業
品牌實力的綜合展現。『服務』承接了企業內部完整業務
流程的籌備結果，因此可說是一切生產規劃的總輸出樞
紐。『服務』的功能必須採取主動，對企業內部提供意見
與建議。亦要在後續中贏得客戶滿意，因為一切的產品與
後續作業流程都是定型的形式，只有服務這項功能才是將
定型的事物活化在客戶面前的關鍵，因此『服務』在企業
品牌塑造中扮演了重要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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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體驗經濟時代 顧客忠誠及口碑  建基專業服務價值  邁向全球服務標準 

場國際場國際 圓桌和論壇圓桌和論壇  匯集企業精英  匯集企業精英分享成功案例分享成功案例

2016 CRE & 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2016 CRE & 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香港國際創新博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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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業領袖可榮獲APCSC協會頒發的「優質客服專員中
心證書」，藉此表揚他們的員工專業發展計畫和持續
堅持提供世界級服務。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書（People 

Site Certification, PSC）要求參與機構必須有九成以上的服務部
門、熱綫中心的職員達到全球性認可培訓證書課程的認證標
準，包括客服中心資深專員證書（CCCP）、客服中心主管證書
（CCCS）、聯絡中心經理證書（CCCM），顧客服務分析及審查
員證書（CCSA）和顧客服務管理證書（CCSM）。

以顧客體驗為首  加強員工承諾和發展 
　　APCSC協會主席朱剛岑祝賀PSC證書得獎企業以其堅定
的承諾、參與和顧客體驗管理戰略引領市場達至更卓越、穩
健的顧客滿意度、關係和忠誠管理，同時成功激勵和培養了
他們的員工及顧客。
　　他指出在現今這個顧客體驗經濟時代下，顧客忠誠及口
碑是建基於企業透過每次互動所提供的專業服務及價值，因
此成功員工的參與、激發和奉獻是傑出顧客關係服務（CRE）
顧客體驗的重中之重，將直接影響到工作的執行及價值和服
務的提供。成功僱主會主動加強企業內員工的承諾和發展，
通過積極創新參與，以提供優質並且滿意的顧客方案。

以顧客為本  提供多渠道社交媒體溝通
　　美贊臣營養品（香港）有限公司連續多年獲頒優質客服專員
中心證書。公司副總裁兼香港區總經理王月歡說︰「美贊臣營
養品（香港）有限公司與香港家庭攜手共度超過四十年。除了提
供優質嬰幼兒營養配方產品，我們重視與顧客透過不同渠道保
持緊密溝通，包括美贊臣會、電話熱綫，Facebook及微信等
社交平台。我們很榮幸再次獲得由APCSC協會所頒發的優質
客服專員中心證書，並承諾會在顧客為本方面繼續努力。」

嘉許推動員工追求卓越 超越客戶期望
　　此外，亦連年獲頒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書的卓健醫療有限
公司，其營運總監朱怡菁認為該獎項是對客戶服務部員工一直
追求卓越表現和力求進步的認同，能繼續推動卓健員工以超越
客戶期望為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她指出：「我們很高興能再
次獲得由APCSC協會頒發的優質服務專員中心證書，這獎項是
對客戶服務部員工一直追求卓越表現和力求進步的認同。我相
信是次嘉許能推動卓健員工以超越客戶期望為大家共同努力的
目標。卓健員工一直堅守提供優質服務的承諾，主動聆聽客戶
的意見，並視他們為本集團持續向前的動力及成就的指標。」

重視認證知識管理 發揮優越服務精神
　　朱小姐更表示：「為應付近年本地及訪港
旅客的需求，公司會繼續投放適當資源，透過
培訓、認證課程以及知識管理，裝備我們的員
工，致力讓他們發揮全面且優越的服務精神。
作為醫療客戶服務中心的市場領導者，我們的
目標是繼續提供優質的客戶服務，成功照顧每
一位客戶的需要。」卓健醫療客戶服務部的24小
時醫療熱綫，是首個與客戶接觸的橋樑，解答
有關不同業務的查詢。每個月處理超過七萬個
電話及六千個電郵查詢，包括醫生網絡診所資
料、預約、緊急求助及住院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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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剛岑頒發「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書」予美贊臣營養品(香港)及卓健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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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着以誠待客的服務理念，港燈今年連續第八年榮獲「國際傑出顧客
關係服務獎」公司組別中的「最佳公共服務（公用事業）」獎項，並同時
獲頒五個個人獎項。高級經理（客戶供電服務）陳順同表示，評審從不同
角度作出評核，寶貴的意見有助港燈繼續發掘進步空間；亞太顧客服務協

會舉辦的國際峰會亦為不同企業提供了可貴的交流
平台，了解行業間的最新發展，從而提升服務質
素。

超越客戶期望  服務力臻完善
　　陳順同表示，港燈一直秉承「以客為本、服務
為先及關愛為重」的精神，不但致力滿足客戶需
要，更精益求精，期望透過多元化的溝通渠道，聆
聽客戶的意見，提供超越客戶期望的服務。港燈一
直以為市民提供安全、可靠、環保和價格合理的電
力供應為宗旨，更於過去兩年凍結電費，履行在二
○一三底宣佈，凍結淨電價五年一直到二○一八年
底的承諾。

特別服務  照顧不同客戶需要
　　港燈重視每位客戶的需要，更特別為長者、殘疾人士及少數族裔等有
特別需要的客戶提供貼心服務，旗下的客戶中心已列入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的「無障礙友善企業／機構名單」。為方便長者使用網絡服務，港燈特別推出
「港燈老友網」，採用簡潔清晰的網頁設計，並提供不同大小字體選擇及放
大鏡等功能，方便長者客戶網上查閱賬戶資料及用電資訊。為使殘疾人士
能享有無障礙的優質服務，港燈特別邀請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手語中心的
導師教導客戶中心前線員工學習手語，並為視障人士提供點字印製電費單

及小冊子，更特別推出為視障客戶而設計的電子賬單服務。港燈亦以八種
少數族裔語言印製客戶服務單張及主要表格，方便不同族裔的客戶閱覽。

得獎員工  分享心得
　　客戶服務總經理蔡偉民表示，港燈重視員工的持續發展，提供多項培
訓計劃，希望能讓他們在職場上獲得滿足感，提升為客戶服務的動力，建
立一隊專業的服務團隊。今年五名港燈的前線客戶服務人員獲頒個人服務
獎項，以親切和專業的服務態度，處理客戶的各種疑難。獲獎員工分享了
他們的服務宗旨和難忘的工作經驗，並期望未來能繼續增值，為客戶帶來
更專業和優質的服務。

細心聆聽  彈性處理
　　本年度勇奪「公用事業—傑出顧客服務組長
（客戶聯絡中心）」獎項的梁展碧認為，在處理
任何客戶的查詢時均應保持冷靜及專業的態度。在
處理緊急個案時，客戶或會表現焦躁，作為前線服
務人員必須盡量安撫客戶的情緒，並提供準確清晰
的解答，「大多數客戶不會經常致電中心，對公司
的印象可能只建立於一次對話之上，因此作為公
司的代表，我們在處理每位客戶的個案時均不容
有失。」
　　獲頒「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
心）」獎項的鍾詠潔則感謝港燈積極提供服務培
訓，令前線工作人員能精益求精，為客戶提供更專
業的服務。此外，她認為由於客戶未必了解公司的
各項服務，因此在回應查詢時應細心解釋，並在有

需要時作彈性處理。「曾有客戶對電表的準確度
存疑，經過覆核後，公司確定電表並無異常。為
釋除客戶疑慮，我們再次向客戶詳細解釋並比對
各種電器用電資料，更因此獲得客戶的讚賞。」

沉着應對  對症下藥
　　高級客戶服務代表黃
珍時認為除了需仔細了
解客戶需要，員工亦要熟
悉公司不同部門的運作及
服務，才能對症下藥，提
供最好的解難方案。獲頒
「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
（客戶聯絡中心）」優異獎
的她表示，曾有客戶家中
有依賴電力儀器維持生命
的家人，因停電致電中心
求助，她除了盡快安排工
程師到場協助，亦建議客
戶作特別登記，讓港燈在

計劃暫停供電前提早知會有關客戶，提供相關協
助。
　　同樣獲頒「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
絡中心）」優異獎的巫竹菁認為作為前線服務人
員，如可時刻從客戶立場出發，自然能為客戶提
供滿意的服務。

作為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電力公司之一，香港電燈有限公司（港燈）一直為香港島及
南丫島客戶提供安全、可靠、環保和價格合理的電力服務。自一九九七年來，港燈的
供電可靠度更一直保持超越99.999%的世界級水平。要維持可靠的電力供應，除了先
進的供電系統和專業的技術人員，亦有賴一支優秀的服務團隊，細心了解及處理客戶
需求，才能持續多年為本港市民提供卓越的電力供應服務。

港燈卓越服務
備受肯定

以誠待客 精益求精

■港燈一直致力落實「以客為本、服務為先及關愛為重」的服務理念，今年更連續第八年榮獲「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公司
組別的「最佳公共服務（公用事業）」獎項，並同時獲頒五個個人獎項，亮眼的成績再次肯定港燈在客戶服務上的卓越表現。

■高級經理（客戶供電
服務）陳順同認為「國際
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
有助促進同業交流，提
升客戶服務質素。

■助理客戶服務經理梁展
碧認為，作為公司代表，
每名前線服務人員均需時
刻保持警覺，讓客戶留下
良好印象。

■客戶服務代表鍾詠潔
在處理客戶查詢時會作
彈性處理，務求釋除客
戶的疑慮。

■高級客戶服務代表黃
珍時表示，前線服務人
員需清楚了解公司提供
的各項服務，才能準確
地回應客戶的查詢，並
提供最佳的解決方法。

■客戶服務代表巫竹菁
認為在處理客戶個案時
應易地而處，才能為客
戶帶來滿意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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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麥當勞第二度於亞太顧客服務協會主辦的「國
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中勇奪「傑出行政總裁（飲食
業）」殊榮，成績令人鼓舞。香港麥當勞董事總經理黎
韋詩對再度獲此項殊榮表示感謝，她認為是次獲獎可謂
意義深遠，是對香港麥當勞致力追求卓越創新、提升顧
客體驗的成果肯定及認同，亦有助推動香港麥當勞繼續
為顧客提供更超卓的顧客服務。
　　黎韋詩認為，傑出的顧客服務關係在於掌握顧客心
理及需要，從而提供超越顧客期望的服務體驗。她指
出，顧客關係直接影響顧客購買產品及服務的意欲，以
至品牌形象及市場競爭力，因此香港麥當勞一向重視顧
客體驗，更以「以客為本」作為服務的核心價值，致力
跳出既定的框框與舊有思維，創新求變，從多角度為顧
客提供個人化的服務，滿足顧客不同層面的需要。

專業員工培訓  全面個人化服務
　　香港麥當勞全體同事均秉承以客為先及不斷創新的
共同理念，以致力創新求變為目標，緊貼顧客所需。僱
員培訓是提升服務質素的重要一環，麥當勞致力打造熱
情、好客、自信及投入的餐廳工作服務團隊，為了配合
業務需要更增設Burger Chefs、Specialists及Hosts等新
職位，相關僱員均接受超過七百二十小時的專業訓練，
讓人員培訓與公司的業務發展得以相輔相成，以為顧客
提供更全面及個人化的餐飲服務。
　　黎韋詩指出，隨着時代變遷，顧客的需求亦不斷轉變，
要延續香港麥當勞的成功，公司上下須同步蛻變，推動潛在
發展。現代社會的顧客偏好趨向多樣化及個人化，對品牌的

要求並不僅就產品本身，同時亦着重整體餐飲體驗。香港麥
當勞相信掌握顧客個人化的需求去創造獨特的顧客體驗，與
時並進，便能進一步鞏固品牌價值，建立顧客忠誠度。

香港首間概念餐廳  全新餐飲體驗
　　去年年底於金鐘海富中心開幕的麥當勞概念餐廳，
正正展現了品牌致力求進的成果。概念餐廳打破舊有框
框，為顧客提供全新的餐飲體驗，不但獲得顧客的正面
評價，同時亦幫助提升了麥當勞的整個品牌形象。無論
在設計、餐牌及服務等各方面，麥當勞概念餐廳均從顧
客的每個接觸點出發，為顧客帶來個人化的餐飲體驗。

今時今日，顧客到餐廳用餐早已不單單講求食物的質素，餐飲業者需深
入了解顧客不同層面上的需要，為顧客提供全方位的個人化服務，才能
為顧客帶來滿意的餐飲體驗。麥當勞於香港植根四十一年，一直秉承
「以客為先」及「不斷創新」的服務宗旨，每日為香港二百三十多間餐
廳共一百萬位顧客提供專業優質的顧客服務。今年香港麥當勞董事總經
理黎韋詩小姐第二度榮獲亞太顧客服務協會頒發「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
務獎」殊榮，其所帶領的餐廳之超卓顧客服務再次獲得肯定。

麥當勞演繹
新世代飲食文化

以客為先 力求創新

■香港麥當勞概念店團隊均經過逾七百二十小時培訓，除了着重全新的產品製作模式，更特別加強顧客服務技巧的培訓。

■香港麥當勞董事總經理黎韋詩小姐表示再次獲頒「國際傑出
顧客關係服務獎」獎項，是對麥當勞上下僱員的一大肯定。

■首間香港麥當勞概念店去年於金鐘海富中心投入服務，餐廳採
用開放式設計，透明感十足，帶來嶄新的麥當勞風格，為顧客帶
來不一樣的用餐體驗。

■概念店每晚六時後為所有顧客提供送餐服務，務求令顧客
有更舒適的用餐體驗。

在餐廳設計方面，概念店採用創新的開放式設計，以
簡潔、透明為設計主調，透視優質餐飲製作過程，讓
顧客一目了然。在產品方面，全新餐牌增設店內限定
食品如CYT沙律，為顧客提供多達十九款食材選擇，
讓其創作自己最愛的沙律組合，滿足香港人對自主及
優質選擇的追求。在服務方面，概念店除了為顧客提
供嶄新的免費無線充電服務、自動洗手機及飲水機等
外，更於晚上六時後提供貼心的送餐服務，全面營造
輕鬆愜意的用餐氣氛。麥當勞概念餐廳多方面的革新
為顧客提供更個人化及更便捷的現代飲食潮流體驗，
進一步建立忠誠顧客，有助增強品牌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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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逾百年歷史的屈臣氏蒸餾水一直秉承屈臣氏集團的
「Bring More to Customers」理念，多年來以關注每一
位顧客的需要及感受為依歸，致力為客戶提供優質產品
及卓越的客戶服務，並深信以「We Care」服務使命可
令客戶服務團隊變得充滿熱誠及優秀。品牌之所以成功
做到優質服務，全因為公司為團隊設立鮮明簡單的獎勵
機制，同時亦會頒贈年度大獎予當中優異的員工以示鼓
勵。此外，同事們亦會透過日常的團隊會議、各部門之
間的簡訊及同事間的交流，促進彼此的服務表現。

服務承諾從心出發  重視客戶反饋意見
　　已為屈臣氏蒸餾水服務超過二十年的客戶關係部組
長王小靜(Angel)，榮獲2015年度傑出顧客服務組長(客
戶聯絡中心-零售服務)。Angel認為：「要達致服務承諾

並不容易，不同顧客有不同的需要，優質的客戶服務應
從心及同理心出發。因此，我會細心聆聽客戶聲音，設
身處地從客戶的角度思考，進一步了解客戶的實際需
要，務求提供超卓滿意的服務。」

成功竅門在於令產品融入顧客生活
　　另一名同樣為屈臣氏蒸餾水服務達十年以上的高級客
戶主任曹思麗(Eva)，獲得2015年度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
(客戶聯絡中心-零售服務)。原來早在獲獎前，她已是身邊
同事的模範對象，因為Eva是電話銷售部的最高銷售營業
員，負責與現有客戶續約電子水券及飲水機服務計劃。她
與Angel同樣認為聆聽、了解客人需要、釋除客人疑慮，
是優質服務的基本因素。她亦指出成為最高銷售營業員的
竅門，「必須了解客人需要，推介合適產品及服務，還

要適時作出跟進，令產
品成為客人生活的一部
分。」
　　對於這次比賽奪得
佳績，她衷心感謝上司
教導及公司給予的機
會。「在整個比賽過程
中，讓我更了解其他公
司的服務精神並汲取其
他行業的長處，擴闊眼
界。我希望透過是次獎
項與同事分享參賽過
程，並用各種方式向他
們傳遞正能量，加強合
作及團隊精神。

工作與生活的平衡  創建快樂的服務團隊
　　屈臣氏蒸餾水客戶服務主管Bonnie表示：「現今
社會，高薪並不足以留得住人才，因為員工更傾重於工
作與生活的上平衡。公司一向為員工提供各種專業在職
訓練、晉升機會及職業健康講座，亦為員工及其家屬舉
辦休閒和慈善活動，以及提供良好的配套設備如健身
室、哺乳室等，務求令員工能在最佳的身心環境下工
作。」

服務緊貼創新科技
　　屈臣氏蒸餾水一直視優質的客戶服務和創新策略為
公司的重大優勢，同時緊貼市場脈搏，廣納客戶寶貴的
意見，期望為客戶帶來更佳的產品體驗及客戶服務。在
產品研發方面，其中最佳例子便是屈臣氏蒸餾水今年推
出的Wats-Touch冷熱水機，除具備時尚獨特的外型之
餘，更是公司首部輕觸式屏幕配備即熱式系統之桶裝水
冷熱水機。
　　客戶服務平台發展方面，今年五月屈臣氏蒸餾水為
家居客戶推出「個人訂水二維碼」服務，一scan三秒即
可訂水，而公司計劃於二○一七年第一季推出全新網上
在綫服務，可以即時透過網上平台解答客戶的查詢，帶
來更方便快捷的服務體驗。

「至清至純」廣告標語，大家一定想起綠色樽蓋的屈臣氏蒸餾水，品牌不知不覺已紥根香港113年。今年，品牌已經連續第二年
榮獲由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 頒發的「傑出顧客服務組長（客戶聯絡中心）」及「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
心）」兩項殊榮，標誌着屈臣氏蒸餾水的顧客服務廣獲認同，並充分肯定同事努力的成果。

優質服務 創新科技
不斷為顧客帶來更多

屈臣氏蒸餾水

■兩位獲獎員工王小靜Angel(右)及曹思麗Eva(左)。

■客戶服務部優秀員工今年一月前往國內另一客戶服務中心作交流。
■一眾客戶服務部同事積極參與今年屈臣氏集團175周年的紀
念活動及義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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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認證  服務具認可
　　理大護眼一直以提供專業及全面的眼科視光檢查服務見稱，範疇包括
青光眼檢查、糖尿眼檢查、角膜矯形、兒童視覺訓練、眼鏡及隱形眼鏡

驗配等一站式服務，更能在檢查完畢後即時為
應診者提供報告。理大護眼董事胡志城教授指
出，中心是全港首間獲得ISO 9001認證的眼科
視光中心，至今已連續六年獲得認證，服務質
素備受肯定。專業的眼科視光團隊亦是理大護
眼另一信心保證，中心的眼科視光師均屬第一
部分註冊，具備使用診斷性藥物的資格，能為
應診者進行放瞳及睫狀肌麻醉等深入檢查。此
外，中心並不只聘用理工大學的畢業生，更有
來自美國、新西蘭及
澳洲等地的眼科視光
師；中心亦經常與海
外眼科權威進行學術

交流，與時並進，確保能為應診者提供最合適的
眼科視光檢查服務。

推廣正確護眼知識
　　今屆榮獲「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獎項的
江志成便是理大護眼專業團隊的一員，作為資深
顧客形象顧問，江志成認為中心為市民提供專業
眼鏡驗配服務以顧客的真正需要為先，絕非以產
品銷售作招徠。由於每位顧客的眼睛狀況及生活

習慣不同，因此團隊必須備有深入且專門的光學知識，並清楚了解顧客的
要求，再根據詳細的驗眼報告，為顧客提供最適合的鏡框及鏡片選擇。另
外，「不少顧客缺乏護眼的正確知識，甚至存在不少謬誤，我在為顧客驗
配眼鏡之餘，亦會向他解釋一些光學知識，釋除一些普遍的誤解，如鏡片
是否愈貴愈好﹖藍光鏡可減近視﹖希望藉此幫助顧客建立正確的護眼習
慣。」

全力滿足顧客需要
　　除了專業的眼科視光檢查，優質的顧客服務亦可提升顧客的驗眼體
驗，獲頒「傑出顧客服務組長」的資深顧客
服務主任古少屏認為對待客人最重要的是細
心聆聽、耐心對應。古少屏表示，中心的顧
客服務團隊在處理客人的查詢及預約時會仔
細了解顧客的需要，並詳細解答應診者的問
題，讓即使是第一次接受全面眼科視光檢查
的市民亦能以輕鬆的心情檢查眼睛。此外，
中心亦會盡量配合顧客的特別需要，作出彈
性處理，務求為應診者提供滿意的服務。古
少屏分享，「一般而言，中心建議提早預約
所需的檢查服務，但因應個別應診者的緊急
需要，我們會盡量安排最快、甚至即日的應
診檢查，以顧客之便為先。」

作為靈魂之窗，眼睛是人們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定期為雙眼作詳細檢查，可確保雙眼的健
康，一旦出現問題亦能及時作出跟進。前身為香港理工大學附屬機構的理大護眼於二○○
五年成立，是香港少有為市民提供一站式專業眼科視光檢查的護眼中心，服務達國際水
平。憑藉專業、全面及細心的服務，今年理大護眼兩名前線服務人員於「國際傑出顧客關
係服務獎」中獲頒「傑出顧客服務組長」及「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獎項，服務水平備
受肯定。

11年專業經驗
宣揚非一般護眼之道

理 大 護 眼

■憑藉專業的知識及親切的服務，理大護眼於本年度「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中榮獲「傑出顧客服務組長」及「傑
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兩項殊榮。

■理大護眼董事胡志城教授
表示理大護眼致力與國際接
軌，經常與海外眼科權威進
行交流活動。

■獲頒「傑出顧客服務組
長」的古少屏經常以燦爛的
笑容迎接顧客，令人留下親
切的印象。

■資深顧客形象顧問江志
成在為顧客驗配眼鏡的同
時，亦會向他們講解一些
護眼資訊。

■理大護眼的資深顧客形象顧問根據顧客的切身需要，為不同年紀及背景的顧客提
供個人化的配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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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中信國際電訊CPC提名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部高級服務經理林
昭暉及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部服務經理黃思賢參與「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
務獎」的個人獎項，結果兩位不負所望，憑藉專業的知識及豐富的服務經
驗，且主動進取，不斷提出優化公司服務的新方案及流程，為客戶提供更
貼心、更創新的支援服務，成功為公司連續第九年贏得獎項。

尋求突破  表現突出
　　黃思賢於二○一○年投身客戶服務行業，並於二○一三年加入中信國
際電訊CPC，現時任職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部服務經理，主要負責為公司
的重要客戶及全球性的網絡運營商伙伴提供個人化的技術支援服務及優質
的服務解決方案。黃思賢認為，為客戶主動提供可信的服務是維持良好客
戶關係的根本，要做到這點，黃思賢除了透徹了解客戶的業務外，亦時常
向公司建議提升服務水平的新方案。

　　黃思賢憶述2015年曾向公司提出及實行
一項服務優化項目。以往當公司向世界級的
網絡運營商伙伴開通網絡後，其客戶要求開
通個別網絡連接時，需聯絡公司的24小時服
務熱線預約，隨後黃思賢便要與運營商伙伴
跟進及核對有關客戶資料及細節，才能正式
展開網絡開通程序。為加快及讓整個程序更
為直接，黃思賢與公司內部的信息科技部合
作創設了一個網上平台，網絡運營商伙伴登
入後，只需輸入其客戶的資料，系統便即時
安排專屬現場工程師跟進，大大縮短開通時
間，讓如期開通網絡的成功率由八成提升至
九成半以上。此項目不但提升我們給予網絡
運營商伙伴的服務水平，亦間接讓其客戶享

有更快的網絡連接服務，令網絡運營商伙伴
大為讚賞。

利用創新科技  優化服務流程
　　同樣得獎的林昭暉在信息技術業界有
逾十五年經驗，現時任職中信國際電訊
CPC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部高級服務經
理，主要職責為實施一系列CRM方案，包
括建立客戶熱線中心，成立服務管理團隊
及提升客戶關係管理系統等，顯著提升公
司的服務水平及與客戶之間的溝通。林昭
暉勇於接受挑戰，在剛入職中信國際電訊
CPC時，便接受被委派到廣州設立客戶熱
線中心，由監察軟硬件配套，以至人事招
聘均全權負責。他認為那段工作經歷令他
獲益良多，不但了解到不同地域員工的工
作模式，亦加強了個人的領導能力，使他
在管理人事方面更有自信。
　　林昭暉的另一亮眼成績是其一手創立
及開拓的CRM系統，有別於傳統的CRM
系統，林昭暉與MIS部門合作開發的系統
是以公司的整體服務流程而設，雖然開發系統的主要原因是為了支援客戶
服務團隊，讓服務人員可以輕易地找尋詳細的客戶資料及過往通話記錄，
但為了令其他公司的團隊，如項目及網絡管理和現場工程部等，亦能向客
戶提供一致及高水平的服務，林昭暉早於二○○六年起，便與這些部門合
作，不斷優化及提升系統效能，從售前及專業技術層面出發，豐富客戶的
檔案，讓客戶服務團隊能對不同個案具備更深入及全面的了解，更有效地

監控網絡的建設進度和恢復狀態，並定期為客戶作出更新。於今年，公司
更會進一步將系統與銷售及市場部的客戶管理系統優化及整合，實現單一
綜合客戶管理系統。

致力求進　創新不斷
　　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部總經理徐美雲表示，建立緊密的客戶關係非
朝夕之事，尤其在瞬息萬變的信息技術業，面對市場上眾多對手，要突
圍而出，贏得客戶信賴，除了需具備敏銳
的市場觸覺及與時並進的產品，主動及熱
心的客戶服務團隊亦是不可或缺的一環。
因此中信國際電訊CPC每年均鼓勵員工參
與「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從中了
解不同行業的客戶服務流程，讓員工得以
在良性競爭下，與一眾客戶服務精英砥礪
互進，全面提升專業水平。透過創新的科
技，如CRM系統的優化及整合，結合客
戶服務團隊的努力，中信國際電訊CPC
的客戶服務並不單單止於滿足客戶需要，
而是以超越客戶期望，不斷創新為目標，
全面實現公司今年的「Innovation Never 
Stops」服務理念，期望為客戶帶來更多領
先市場的破格創新的服務。

作為亞太區領先的信息技術服務供應商，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
（下稱中信國際電訊CPC）全天侯為本地及跨國客戶提供全面及專業的ICT方
案服務。今時今日要滿足客戶需求，客戶服務及技術人員必須具備專業的行業
知識，並秉持「以客為先，不斷創新」的服務宗旨，致力求進，才能快速解決
客戶疑難，成為客戶值得信賴的合作伙伴。

不斷破格創新
超越客戶期望

中信國際電訊CPC

■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部總經理
徐美雲表示，今年客戶服務團隊
以「Innovation Never Stops」
為口號，期望為客戶帶來更多領
先市場的破格創新的服務。

■憑藉不斷創新求進的服務精神，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今年連續第九年奪得「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
獎」殊榮，可見努力備受認可。

■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部服務經
理黃思賢認為前線服務人員的主
動性是影響服務質素的關鍵。

■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部高級服
務經理林昭暉創立的CRM有別
於傳統系統，詳細記錄客戶的各
項及過往通話資料，使服務人員
在處理客戶個案時能有更全面的
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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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信任打造品牌  以客為尊迎接各種挑戰
　　信任，是一個品牌價值的根基。DHL中外運—敦豪國際航
空快件有限公司已成立三十年，是一個值得顧客信任與信賴的
合作夥伴。身為全球貿易推動者，中外運敦豪認為物流不僅在
於提供顧客基本服務，還需要以「辦得到（Can-Do）」的精神
及豐富的當地知識增強顧客信心。公司展開「狂熱的以客為尊
（Insanely Customer Centric Culture, ICCC）」計畫，培訓全體

員工掌握正確的知識技能，確保顧客皆能獲得高品質的服務。中外運敦豪全國客
戶服務副總裁王珺盈（圖5）表示：「DHL聚焦策略，以『客戶至上的文化』、
『客戶首選』的工具、方法，他們優秀的人才實現了DHL經營的成功，中外運敦
豪從優秀走到卓越。公司將一如既往的重視我們的客戶，繼續尋求機會為客戶創
造更大價值，迎接未來的各項挑戰，繼續取得成功。」

推動員工敬業樂業  保險業大膽變革帶來新體驗
　　在全球各行各業日趨競爭激烈的環境中，馬來西亞AIA相信
顧客體驗是在保險企業中脫穎而出的重要因素，因此馬來西亞
AIA已展開顧客體驗策略轉型的旅程，以迎合不斷改變的市場需
要。AIA Bhd.首席顧客體驗官Troy Barnes（圖6）就AIA在創造
及提供個人化的體驗項目和心得，這不但能提升顧客忠誠，更能
得到顧客和員工的擁護。
　　2015年，友邦保險北京分公司迎來新一輪戰略變革，提出「以服務為驅
動」的變革與轉型，秉承「客戶第一，服務至上」的宗旨，不斷深入挖掘「優
質服務」的真諦，成為客戶心目中的「首選保險公司」。其總監張維（圖7）在
CXO論壇中以「關愛創造價值」為主題，分成三部分：「客戶服務悅體驗」、
「業務發展易支援」和「員工關愛暖人心」，通過投保、一站式服務、金裝理
賠（Golden Claim）等項目，勇於嘗試推動嶄新服務模式，全面提升客戶服務體
驗。此外，友邦保險北京分公司企業號平台的搭建，理賠、核保專家陪同銷售人
員展業等多項前置服務的推出，為一綫業務夥伴提供了強有力的服務支援，並得

到高度肯定。友邦亦深知，優秀、敬業的員工是企業獲得成
功不可或缺的寶貴財富。及後，友邦北京通過舉辦「請您全
家看電影」、「女王特權日」等一系列「暖心活動」，不斷
提升員工凝聚力和歸屬感，還通過各種形式的培訓，提高員
工專業水準，提升他們的市場價值。

醫療界了解顧客訴求  提供貼心服務體驗
　　「傑出顧客關係服務能提升病患滿意度、防止安全隱患嗎？」銀紫荊星章太

平紳士及衞生服務界立法會議員李國麟教授（圖8）分享對優質
服務在客戶關係管理上，設立良好的根基，首先要清楚了解不
同顧客的特質和需求，當中資料搜集正是重要的一環。「數據
分析能有助公司收集不同顧客的個人病歷背景資料，為他們帶
來更貼心的服務體驗。透過員工和顧客之間互相溝通，員工聆
聽顧客不同所求時，可慢慢尋找出最佳的溝通方法，和顧客建

立起互信、友好關係。」一旦顧客對公司有不滿或意見時，一段良好的關係正可
有效、快捷地了解他們的訴求，收集好各方不同意見，公司管
理層才可商討出針對性的方案，即時處理，為顧客爭取最佳的
保障和權利，提升滿意度。
　　此外，專科醫療有限公司總經理陳耀基先生（圖9）在分
享，「流暢的遙距醫療服務」時，介紹了最新的中國及香港的
高端遙距醫療服務技術，在各種醫療及健康護理領域上提升顧
客體驗及服務效率。

親切周到服務  給顧客一個難忘之旅
　　香港航空秉持「以人為本」的管治理念，致力為旅客提供
親切周到的服務，亦十分重視員工關係的維護及團隊精神的培
養，相信良好溝通能令服務質素持續提升。於二○一五年八月
推出嶄新的航空服務計畫「Sweeten You Up」，為顧客、情
人和夫婦於航空中慶祝週年紀念日和生日，體驗一個甜蜜難忘

的旅程。香港航空航空服務總監簡浩賢（圖10）表示期望透過「Sweeten You 
Up」服務，提高服務質素及為所有乘客及其摯愛締造一個獨特體驗及難忘的旅
程。

科技增進雙方溝通  零距離提升顧客對話體驗
　　能透過科技，將愛廣傳至身邊至親，達致零距離的溫暖，這正是台灣的遠傳
電信的待客之道。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通路管理暨匯流產品處副總經理袁興
（圖11）認為：「『以人為本、客戶優先』是遠傳的待客哲學，一路走來，遠傳
從『僕人式』的貼心服務，進化到『顧問式』的專業諮詢；讓消費者持續驚艷，

是我們始終不變的堅持！遠傳首次參加『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
務獎』便獲頒『最佳顧客體驗管理』、『最佳顧客體驗中心』
與『最佳顧客滿意品管系統』三項殊榮，也展現了我們綿密完
整的服務價值鏈，深受消費者與各方肯定。感謝『亞太顧客服
務協會』的交流平台，未來遠傳也將持續自我突破，落實『只
有遠傳，沒有距離』的品牌精神！」

互聯網+時代  全媒體服務的轉型
　　科技的發達，同時亦可推動企業繼續向前進。聯想服務
中國區個人及家庭用户服務管理事業部交付總監劉峰（圖
12）在演講「用户點評機制在聯想服務中的深化應用」中，
分享在「互聯網+」時代聯想面臨的機遇及挑戰，並介紹移動
互聯路上的『聯想服務點評』和打賞等互聯網產品，讓使用
者感受到了更互聯網式的服務體驗。顧客可以選擇在線技術支持專員，並根據其
服務質量現場進行點評、留言和打賞，且所有點評網頁都是開放透明的。系統更
加人性化的設計極大提升了顧客參與度，而且由於這是顧客給予員工的真實反饋
和評分，員工也願意接受，他們會更加重視自身表現及顧客評價。這項創新舉措
的推出對企業薪酬機制和升遷也產生了很大影響，最高和最低薪酬差距現在達到
兩至三倍，升遷不再局限於年資，這也是在和顧客互動、點評以及企業的績效提
升方面的創新和改變之處

發揮創意思維  推動企業持續發展
　　為顧客帶來不同創新服務，可有助企業得到持續發展。
海洋公園屹立於香港三十八年，一直提供教育、保育和娛樂
的綜合體驗，讓客人得到難忘的經歷。二○○八年國際傑出
顧客關係服務獎最佳行政總裁得主苗樂文（圖1）先生擔任
海洋公園行政總裁至今達十二年，以可持續領導的信念帶領
海洋公園發展。過去十二年，公園在年度入場人次、整體收
入、利潤、盈利、現金儲備均持續增長，並屢刷紀錄。苗樂

文分享他對領導工作的見解，包括如何善用創意思維、鼓勵員工敬業及解決糾
紛管理等，剖析海洋公園的成功之道。

迎合現代飲食潮流  個人化服務煥然一新
　　同樣深得港人喜愛，麥當勞透過以客為先及不斷創新的服務宗旨，於香港
二百三十多間餐廳每日服務一百萬位顧客。隨着時代進步，麥當勞致力創新求
變，緊貼顧客所需，提供專業優質的顧客服務。麥當勞香港董事總經理黎韋詩
（圖2）表示，去年年底全新開幕的金鐘海富中心麥當勞概念餐廳進一步提供更

個人化、更便捷的現代飲食潮流體驗，建立忠誠顧客，增強
品牌競爭力。在設計、餐牌及服務等各方面，均從顧客每個
接觸點出發，全店創新採用開放式設計，以簡潔、透明為設
計主調，透視優質餐飲製作過程，讓顧客一目了然。服務方
面，除了嶄新的免費無綫充電服務、自動洗手機及飲水機等
外，更於晚上六時後提供貼心的送餐服務，全面營造輕鬆愜
意的用餐氣氛，讓客戶體驗不一樣的經歷。

科技增進雙方溝通  零距離提升顧客對話體驗
　　來自法國的跨國科技公司Eptica一向致力幫助客戶與商
業夥伴開展有意義的對話。Eptica的主席及行政總裁Olivier 
Njamfa（圖3）先生分享Eptica現有的成功商業案例和技術
來幫助企業有效運用此項科技，提升顧客對話體驗並發展
未來。作為顧客服務科技的領導企業，提供行業認可的語意
分析解決方案。帶來科技如何運用語言動力實現顧客參與
的服務與對話。語意分析技術幫助企業更好地管理及了解
的企業的重要客戶群，提高聯絡中心效率以及削減服務成本。Eptica今年更獲

得創新博覽會創新獎－CRE創新數碼語意服務引擎，Njamfa同時更加獲得CRE 
Awards「傑出創業家行政總裁」的殊榮，他分享：「在如今的『顧客時代』，
每一個人希望參與企業的要求越來越高。Eptica的目標是幫助全球企業將顧客
滿意度成為他們戰略的核心，從而創造全球業務價值。」

員工成為推動者  為顧客帶來更高質素的服務
　　作為航空公司，顧客體驗服務當然不容有失。菲律賓
亞洲航空至今已為超過五千萬位旅客服務。其行政總裁Joy 

Cañeba（圖4）小姐就着「航空業傑出顧客關係服務領袖及
服務創新」主題作分享，她認為，公司全體員工需共同對航
空服務擁有一股熱誠，方可在航空市場中脫穎而出。員工之
間互相鼓勵，各自成為對方的『enabler』（推動者），發
揮團隊精神。面對來自各方各族的顧客，均以人人平等的態度對待他們，以誠
相待，相信定可讓每位顧客可感受到他們的專業服務。另一方面，公司亦加緊
在資訊科技上的發展，希望以先進技術，降低成本，為顧客帶來更高質素的服
務。」現時，已有多達三十八千萬位顧客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上，表示關注及支
持菲律賓亞洲航空，希望在未來的日子繼續為更多旅客帶來更多新體驗。

國際領袖峰會: 員工參與  以客為尊  改變企業管理模式

香港及亞太顧客服務協會（HKCSC & APCSC）為香港國際卓越顧客關係服務及創新博覽會在主題：數碼、社交、移動、大數據、雲端、CRM、客
戶聯絡中心、BPO、電子商務和保安中，向表現優秀的創新企業隆重頒發「香港國際卓越顧客關係服務及創新博覽會創新獎」（博覽會創新獎）。

打造品牌 以客為尊迎接各種挑戰 到高度肯定。友邦亦深知，優秀、敬業的員工是企業獲得成 的旅程。香港航空航空服務總監簡浩賢（圖10）表示期望透過

創新博覽會  開創  可持續發展策略    個性化產品服務

　　自2012年，香港國際博覽會創新獎的目的是為表揚以客為
本的經濟中，推廣解決商業挑戰及改善卓越顧客關係的創新解決
方案、產品和服務。以成功的商業方案幫助支援其顧客，並進一
步強化國際企業品牌，並為亞太區建立可持續的商業發展策略。
APCSC主席朱剛岑先生聲明：「顧客體驗、參與、便捷、個性化
已成為忠誠度的關鍵驅動因素。企業需要創新及擁抱有創意的方
案，以提升整體顧客體驗和忠誠度。進一步整合雲端計算和大數
據，企業可以為客戶提供個性化的產品和服務，提高顧客的滿意
度及有效參與。」今年獲獎企業及獎項有：
‧ Eptica Asia Pte—CRE創新數碼語意服務引擎
‧ 匯卓科技有限公司—CRE 創新移動醫藥服務整合。

全方位的醫療移動應用平台   顧客不再受地區界限
　　匯卓科技有限公司，開發了一個全方位的醫療應用平台，
從後台的客戶關係管理到前端的用戶使用界面，把科技和醫療
全面結合，能令顧客不再受地區的界限，可隨時隨地得到醫療
服務。換言之，客戶可透過網上或手機應用程式介面預約和建
立即時的互動醫療服務。醫療應用平台同時提供了ＩＭ、語音
及遙距視頻的互動模式，有效地提升諮詢過程的效率，提供更
完善的客戶服務體驗。

先進語言處理技術  更快速、更準確為顧客提供解決方案
　　Eptica為品牌提供智能合作的顧客參與數碼平台，以推動顧

客滿意度，從而提高競爭力。讓品牌企業擁
有先進的自然語言處理流程，能自動分析傳
入的對話並檢測出其中的關鍵信息元素、語
言和情緒，使詢問和回覆建議可以一起快速
傳達到正確的專員。通過了解提問的場景，
Eptica的語意搜索功能更可為顧客提供更快
速、更準確的回覆，並為顧客聲音VOC項
目，提供顧客行為洞察力，進一步為他們提
供更優質的解決方案。Eptica開發的智能和協作的數碼顧客參與
平台，幫助全球上百萬的個人與企業之間進行重要的、高質量
的商務洽談。

論壇：顧客體驗服務創新及科技改變顧客參與模式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已於六月二日及三日舉行「卓越顧客關係（CRE）與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峰會），以「創新顧客體驗加強未來CRE顧客忠誠度」為主題，邀請了
多名來自世界各地的資深CEO和政商界企業領袖們，分享對企業領袖和卓越顧客關係服務的研究報告、實踐心得及最佳範例。分設6個主題、兩場CXO論壇及兩場CEO午餐論壇，主題涵蓋服務設計創
新及科技讓顧客參與模式的轉型、企業與社會可持續發展、環境和科技的新趨勢，還有員工敬業、以客為本的文化改變企業管理模式等。

協會APCSC已於六月二日及三日舉行「卓越顧客關係（CRE）與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峰會） 以「創新顧客體驗加強未來CRE顧客忠誠度」為主題 邀請了

2016 CRE & 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2016 CRE & 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香港國際創新博覽會

■英國Eptica主席及行政總裁Olivier Njamfa（左1）及匯卓科技技術
服務副總裁黃世豪（右1）接受博覽會創新獎證書及獎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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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於六月三日舉行的頒獎典禮晚宴一共頒發
了六十個公司獎項及七十七個個人獎項，包括
中港台及海外跨國企業及政府部門代表出席，

場面盛大而隆重。朱剛岑指出：「我們的團隊都渴望成
為CRE領袖，如同運動員渴成為奧運獎牌得主。CRE
領導力啟發員工敬業，轉型為以顧客為中心的文化。
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計劃已幫助激發行業CRE最
佳實踐，傳播從不同文化中衍生的創新，推廣企業社
會環境領袖，主張數碼、社交、移動、參與，跨區域
的持續堅持，以實現CRE領袖及消費者所渴望的未來
願景。」為提高跨區域的國際城市服務品質，推廣傑
出顧客關係， APCSC多年來致力表揚一眾被認可為顧
客和機構作出貢獻的企業，商業單位，部門和個人。

恒隆連續四年獲獎  星級客戶服務文化
　　已連續四年獲頒「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
的恒隆地產，今年囊括了「最佳企業社會責任領袖
獎」、「最佳企業僱主」、「最佳員工敬業計劃」及
「最佳知識管理」四大物業管理殊榮。恒隆地產董事
總經理陳南祿表示：「非常榮幸連續4年獲得國際傑
出顧客關係服務的4項獎項，這些獎項足證本公司實
踐優質顧客服務之成效，並得到社會肯定與認同。一
直以來，恒隆的『星級客戶服務』植根於我們的文化
當中。我們致力為業務夥伴提供卓越服務，衷誠回應
每個細節需求。去年恒隆更特意設立『綠寶石客戶服
務獎』，以表揚在服務方面有出色表現的同事，並鼓
勵團隊再創高峰。今後，我們將繼續為客戶帶來更為
廣泛、優質的服務。」

CEO感謝團隊  提供超卓服務  創造全球價值
　　今年的CEO個人大獎頒發給飲食業、公共事業
及電腦軟件行業。麥當勞董事總經理黎韋詩小姐第二
度獲得「傑出行政總裁（飲食業）」殊榮。她表示：
「對於能再次獲頒此項榮譽，我謹此向APCSC協會及
評判表示衷心感謝。此獎項意義深遠，有助推動香港
麥當勞繼續提供更超卓的顧客服務。我特別要感謝我
的專業團隊，此獎項是對他們追求卓越創新以提升顧
客體驗的成果之肯定及認同。」而來自法國的科技公
司Eptica主席及行政總裁Olivier Njamfa先生首次獲得
「傑出創業家行政總裁（電腦軟件）」的殊榮，肯定

他過去15年領導團隊開發的智能數
碼顧客參與平台，有效地幫助全球
上百萬的個人與企業之間進行重要
的、高質量的商務洽談。他強調：
「在Eptica，我們的目標是幫助全球
企業將顧客滿意度成為他們戰略的
核心，從而創造全球業務價值。」

中國內地企業首次得  「最佳公共服務」
　　除了本地企業外，深圳市燃氣集
團股份有限公司呼叫中心（深燃），首
次獲頒「最佳公共服務（公用事業 – 
聯絡中心）」。深燃副總裁王文杰先生
表示：「十分榮幸首次獲頒『最佳公共
服務』，衷心感謝客戶、感謝主辦方
APCSC協會，對深圳燃氣呼叫中心多
年來力求完美、追求創新，不斷為客

戶提供高質素服務的鼓勵和肯定，將繼續秉持『尊於心、
專於行、成於信、暖於情』的服務理念，持續提升服務
水準，為客戶提供更優質服務。」王文杰同時獲得「傑出
行政總裁（公共事業）」殊榮，肯定其多年建立的服務文
化、領導團隊及顧客滿意的成果。

台灣遠傳首次參賽 榮獲三項顧客大獎
　　來自台灣的遠傳電信初次參加CRE Awards便贏得
「最佳顧客體驗管理」、「最佳顧客體驗中心」與「最佳顧客
滿意品管系統」三項深度耕耘顧客關係管理的獎項，反映
企業以人為本、客戶優先的顧客核心價值。遠傳電信總
經理李彬小姐表示：「一路走來，遠傳從『僕人式』的貼
心服務，進化到『顧問式』的專業諮詢；讓消費者持續驚
艷，是我們始終不變的堅持！三項殊榮，也展現了我們
綿密完整的服務價值鍊，深受消費者與各方肯定。感謝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的交流平台，未來遠傳也將持續自
我突破，落實『只有遠傳，沒有距離』的品牌精神！」

互聯網+服務體驗 開拓創新專業服務
　　連續三年參與獲獎的聯想服務，今年再度榮獲
「最佳在線顧客服務（資訊科技）」，並且獲得首
次頒發的新獎項「最佳互聯網+（互聯網服務模式創
新）」。聯想服務消費市場服務總經理張健先生表
示：「非常榮幸，在此要感謝我們的用戶，獲此殊榮
是對聯想服務長久以來為用戶提供優質服務的肯定和
鼓勵。近幾年，我們持續在互聯網模式中發力創新，
推出『聯想服務點評』等互聯網產品，讓使用者感受
到了更互聯網式的服務體驗。未來，我們將繼續努
力、開拓創新、為用戶提供更優質、專業的服務！」

電信業傾聽市場需求 打造臻善的服務體驗
　　國際電信業競爭激烈，保留顧客，提升服務體驗和
科技應用成為未來服務和品牌競爭優勢。台灣之星電信
股份有限公司連續第二年入圍並獲得最佳顧客滿意品管
系統、最佳顧客關係推廣服務及最佳技術運用三大獎
項。總經理賴弦五先生表示：「台灣之星自進入電信市
場以來，傾聽用戶需求，致力提供優質服務，創造美好
的顧客體驗，在客戶服務獲得國際肯定。未來將持續落
實『最高CP值、服務好、專業佳』價值主張，推出符
合消費者期待、領先市場的創新服務，追求更卓越的顧
客服務關係。」和記電訊香港首次獲獎最佳人力發展計
劃（電訊業）及最佳客戶聯絡中心（電訊業 – 500席
位以下）殊榮。營運總裁陳婉真小姐表示：「我們秉承
『Making Better』精益求精的理念，透過建立細心備至
及與時並進的服務團隊，因應客戶喜好而設計及優化電
子客戶服務平台，做到『全Team一心，服務更冧』。
繼續在網絡質素、創新服務等不同範疇，全方位提升服
務水平，為客戶打造臻善的服務體驗。」

祝賀國際CRE領袖 奉獻勵志的贏家﹗
　　朱剛岑總結祝賀：「CRE領袖是鼓舞之旅！作為
有責任感的全球領袖，CRE領袖開導及鼓舞員工提出
具創意和創新的解決方案。為各國多元文化及跨行業
CRE 領袖共同搭建及擴展國際專業平台。CRE領袖
是激勵之旅！我們共同慶祝我們在CRE體驗經濟裏的
卓越成就和奉獻，邁向個性化顧客體驗、顧客情感連
繫、激勵及忠誠。祝賀所有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的勵
志贏家﹗」

第十四際顧客忠誠獎論壇（論壇）暨商業方案滙報，讓亞太區商業團體及公司會員參加，匯聚行業一眾精英，通過分享業界的最佳案例、意
見分享和討論，加強與客戶忠誠程度相關的知識和理解，與商界建立更緊密聯繫，從而有效提升客戶忠誠程度與穩健客源，推動行業發展。

　　能夠成功舉辦該活動，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主席朱剛岑先生十分感謝香
港科技大學宗福季教授及評審團們一直以來的支持，並藉此機會鼓勵所有參加國際
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的企業，在他們的行業訂立世界級標準和標杆，在其他不同行
業國際領導者及演講者中吸收創新思維，並且不斷追求卓越和激勵全球專業人才。

傑出顧客關係服務  助企業提升品牌國際形象
　　第十四CRE Awards商業方案滙報中，一眾參加機構需展示他們於傑出顧客
關係和卓越顧客服務的成就、管理上的領導才能、策略性商業單位、顧客體驗及
服務中心的表現、吸引及保留客戶的成功策略、創新方法、科技、服務及支援基
建、服務水平協議及顧客體驗管理、量度管理成功及顧客滿意程度，以及發掘增
加收益的機會等。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乃是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的世界盃錦

標賽，標誌着世界級顧客服務領域的標杆，同時也是企業團隊提升品牌國際形象
的良機。

商業方案滙報  評審階段重要環節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是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的評審標準。參加公
司將會在下一評審階段的實地考察中以CSQS框架來評審其有關管理責任、資源
管理、過程管理和表現管理的表現及成就。CSQS標準實地考察是繼商業方案滙
報後，在評審階段中最重要的一環。得獎者經全面平衡集分卡選出。這包括自
我表現基準評審、提名企業的商業方案匯報、神秘探訪、以優質顧客服務標準
(CSQS)為評估準則的實地考察、公眾投票，最後由多位傑出顧客關係專家共同
議定得獎者。

優秀國際「 奧運團隊」勝出「世界級 奧運錦標賽」

第十四屆國際顧客忠誠獎論壇暨暨商業滙報    商界建立緊密關係    國際會員推動促進步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主席朱剛岑在典禮上向再次於「世界級的CRE奧運錦標賽中 達標勝出」 表示祝賀，感謝一眾領袖同為卓越
顧客關係而努力。在第十四屆的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中，聚集了最多優秀的國際「CRE奧運團隊和運動員」。

2016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

新一屆獎項現正展開 CRE Awards Official 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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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傑出顧客服務專員得獎者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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