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15屆顧客關係服務的世界
盃錦標賽——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
務獎CRE Awards得獎名單終於出
爐！適逢主辦方APCSC亞太顧客
服務協會成立20週年，APCSC舉
辦了隆重而盛大的頒獎典禮，正式
揭曉2016年度獲獎公司和個人獎項
的得獎名單。

　　國際CRE Awards自2002年舉辦，國際影響力不斷擴大，
參與的地域越來越廣，參賽的公司也日益增多，今年的公司
獎項更是創下了歷史新高，達到69個。APCSC主席朱剛岑指
出：「隨著經濟形態的轉變，傑出顧客關係服務CRE得到了企
業的高度重視。評審過程中看到各獲獎單位在顧客關係和服務
方面的突破和創新表現卓越，推動了亞太地區乃至世界服務品
質的提升。」

顧客體驗差異制勝  口碑提升品牌價值
　　當前市場競爭中，產品的差異化越來越小，優質的服務增
值才是企業的制勝之道。在今年的評選中，最佳顧客體驗管理
成為市場競爭制勝的投資策略。除了電訊、保險、物流這些主
流的服務行業外，還增加了醫療保健等行業。朱剛岑欣見顧客
體驗管理慢慢覆蓋到更多行業：「顧客體驗在每一個行業都有
它的特色，每個企業都致力於建立一個好的口碑來提升品牌知
名度和價值。」尚健維佳今年第一次闖入該項獎項的角逐，透
過服務和長期支援睡眠窒息症患者，並協助改善患者生活質素

和醫療體驗，尚健維佳將簡單的患者顧客關係升華為忠誠的朋
友關係，備受好評，因此也贏得了該獎項在醫療保健業榮譽。

科技發展日新月異  技術應用提升顧客體驗
　　隨著科技進步，很多企業不斷應用新技術來改善顧客體
驗，做了不少努力，得到國際機構鑒定。和技術相關的獎項，
包括最佳技術運用、最佳在線顧客服務和最佳互聯網+等獎項
也都大熱。聯想服務連續4年參加國際CRE Awards評選，國
際影響力逐漸擴大。近年重視互聯網+時代的顧客體驗，客制
化服務細分市場，媒體社交的口碑傳播，服務模式也有了巨大
的突破創新。聯想的付出得到了廣泛的肯定，最近兩年還連續
入選全球百大品牌排行榜，今年捧回最佳互聯網+（最佳細分
用戶服務）和最佳在線顧客服務兩個大獎，實至名歸，得到了
全球性的認可。

全方位員工發展敬業  最佳企業僱主傾心服務
　　員工的滿意度是企業成功的重要指標。從顧客滿意到員工
發展和敬業然後到顧客的體驗，已成為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發展
中的主軸之一。因此，CRE獎項重點關注企業和員工之間的關
係和培育，包括最佳企業僱主、員工敬業和人力發展計劃。
台灣和新加坡DHL以及恒隆地產得到最佳人力發展計劃獎。
AIA馬來西亞、中外運-敦豪、新加坡DHL、恒隆地產、香港賽
馬會均榮獲最佳員工敬業計劃獎。恒隆地產和AXA 安盛更加
榮膺最佳企業僱主大獎。恒隆地產在各方面重視員工的投入
和成果成為該系列獎項的大滿貫，其培訓及發展部更加獲得
APCSC頒發「CSQS國際標準第三級策略性商業單位」的認

證。綜合這些獎項，可見獲獎公司專業的員工培訓，使員工認
可公司使命和文化全情投入，提供讓顧客高度滿意的服務，更
加令顧客願意建立長久忠誠關係。 

主動承擔社會責任  贏得國際品牌形象
　　當企業發展到成熟階段時，會將關注點從商業利潤，員工滿
意度等進一步升華到對社會責任的承擔。而一個有勇於社會責
任的企業通常也容易贏得外界的好感，符合顧客更高層次的期
待。逐最佳企業社會責任領袖獎。朱剛岑指出：「企業社會責任
獎項展示了企業核心價值，在企業持續發展戰略中具有重要的
意義。」AXA安盛、花旗（台灣）銀行、恒隆地產、宏利柬埔寨
等企業主動關懷社會，投入很大，做了非常多的募捐、義工等工
作，成為該獎項的贏家。恒隆地產作為建築業地產發展商，具有
強烈的環保意識，在環保方面作出了較大貢獻。他們的建築物都
達到了最高級別環保要求，實現逐年降低耗損用量。
 新增分析師獎項  鼓勵引導市場發展
　　在個人獎項方面競爭非常激烈。個人獎涵蓋客戶聯絡中
心、顧客服務中心及技術支援中心等。隨著大數據在企業的發
展應用，今年還新增了顧客服務分析師獎項。朱剛岑指出：
「從趨勢來看，服務業有越來越多的分析工作要做。透過大數
據，企業能夠收集很多有關顧客數據，對顧客有深度洞察，從
而能夠設計出更好的服務和產品，以及制訂更為準確有效的推
廣和營銷策略。」通過評選，行業相互交流，推動了香港和亞
太國際服務素質的提升，同時見證了國際服務行業趨勢，持續
發展的新方向，期待明年有更新的突破。

2017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特
刊

新一屆獎項現正展開 CRE Awards Official Launch

大數據時代創新商業服務模式 體驗經濟重塑企業品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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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流程
Overview of CRE Awards Process

2017-2018 首輪報名 次輪報名
報名、提名 Open for Application & Nomination Jun-Dec  2017年6月至12月
截止報名 Application Deadline Sep 2017年9月 Dec 2017年12月
自我表現評審 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Jan 31 2018年1月31日
商業方案滙報 Business Case Presentation Feb 2018年2月
第一階段篩選 Stage One Screening Feb-Mar 2018年2月至3月
神秘電話/探訪 Mystery Call/Visit

Mar-Apr 2018年3月至4月CSQS & CSKM審查
CSQS and CSKM On-Site Assessment
第二階段篩選 Stage Two Screening Apr-Mar 2018年4月至5月
網上投票 Public Web Voting Apr-Mar 2018年4月至5月
選出優勝隊伍 Final Assessment by Judging Panel May 2018年5月
頒授獎座及證書 CRE Awards Dinner Ceremony Jun 15 2018年6月15日
發放新聞稿及刊載新聞專題特輯
Press Release &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 Jul 2018年7月

邁向20週年 CRE領袖 是永恆之旅！（連續獎）
CRE Leadership, an Everlasting Journey for 20 Years!

全媒體發展的
環球新趨勢

Omni-channel 
Global Development Trend

全媒體服務模式下
聯絡中心地位鞏固

　　隨著科技的發展，顧客服務進入了全媒
體模式，但是聯絡中心在服務體系中仍扮演
重要的角色。今年參評並榮膺聯絡中心獎項
的企業高達8家，包括遠傳電信、中外運-敦
豪、和記電訊、AIA馬來西亞、DHL Express
香港、新加坡、台灣、和宏利新加坡等。他
們來自不同國家等多個行業。朱剛岑指出：
「互聯網+的發展並不會導致聯絡中心的重
要性降低。反之，互聯網+的服務模式必須
要透過聯絡中心去有效的支持它。聯絡中心
依然還是企業顧客服務體系中最有效率的服
務運營團隊，科技含量非常高，地位依然鞏
固。」

有效管理知識體系
借力社交化平臺華麗轉身

　　今年最佳知識管理獎也受到了很多企業
的追捧。其中，海爾海外電器拿到了電器業
的該項大獎。作為一個全球化的企業，海爾
的產品在全球很多國家生產銷售，但各個國
家產品的型號、使用習慣、氣候甚至文化背
景會影響到後期的故障維修。產品改善，支
援的過程維修乃至上門維修的質量監控也都
需要不同的解決方案。透過社交化，維基百
科和知識雲端等多媒體的創新平臺實現了成
功的轉型和可持續發展的新標杆。

　　正值協會20週年， APCSC特意在今年的頒獎典禮，給多家連年競逐獎項的公司頒發特別
證書，讚揚他們持續參與、堅持發展CRE文化的決心。

持續優化服務文化  企業核心價值發展
　　多家企業連續參與CRE Awards 的國際評選，持續優化服務文化和顧客為先的價值。其中
恒基兆業集團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今年已是連續第15年獲獎，香港電燈連續9年獲選為「最佳
公共服務」的公用事業機構。DHL Express台灣及大陸均連續8年獲獎及香港連續7年獲獎。連
續5年參賽的公司還有恒隆地產、DHL新加坡、中國電信國際和友邦保險中國區等。

評審標準逐年升級  國際化獎項廣受推崇
　　評獎要求採用CSQS國際標準每年都在升級。因此評審標準的升級等於對企業的要求也在
升級。每年獲獎也意味著企業本身必須不斷成長學習、創新和推動國際化的持續發展之旅。也
表明企業對於追求卓越的積極態度，不會因為某一年成為贏家就沾沾自喜，固步自封，獲獎企
業認為參與CRE Awards評選對他們的可持續發展有很大幫助。

　　CRE Awards以「五最」國際優勢為不少企業締造良
機、打造品牌形象。令獎項變得更具有國際優勢和價值。
‧最具國際公信力Strong Credibility
所頒發獎項是亞太區內最具公信力和影響力的顧客關係服
務評選。透過以全面性、公開性、國際化以及科學化的評
審過程，讓來自不同行業、不同專業範疇的全球領導者參
與其中。
‧最科學化國際評審標準Scientific Assessment
獲獎者需經過全面的評審過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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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其標準會與時並進，每年加入得獎企業的最佳實
踐。
‧最統一國際標準Unified Standard
評獎準則參照一套達國際卓越水平的顧客服務標準模式，
讓評審以公平、公正的統一原則和制度，評選來自不同國
家、不同行業的參評企業。
‧最專業國際評審團隊Professional Judges
評審標準獲國際認可，結果由專業國際顧問專家共同擬
定，確保得獎者達到國際級別。屹立至今評選成員眾多，
分別來自澳洲顧客服務協會、日本HDI、香港大學和香港
科技大學等專業機構和高等學府。
‧最廣泛覆蓋的國際行業Cross Industry Coverage
每年皆有各行各業參與評獎，當中極多是跨國企業，行業
覆蓋廣泛，包括零售、保險、銀行、醫療、電訊、運輸、
物流、航空、公共服務、政府部門、娛樂、物業發展和管
理、移動通訊、電子商貿、資訊科技及委外服務等。

全球獎項 國際標準 企業重視
Global Awards Participation

國際化發展 企業得益 有利回報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 Investment

　　敢於面對競爭，才能充分展現實力。CRE Awards是一個專業的顧
客服務學習和促進創新發展的平台，讓不同的企業在面對市場迅速轉
變的發展中取得最優勢的案例，故參與CRE Awards和CSQS國際標準
認證，更是企業邁向新里程的重要一步。
‧360度視野 打造全方位評估360 Degree Assessment
參與評獎的企業能夠以一個全方位角度深入檢視顧客服務流程、制度
和策略，藉以提升顧客關係服務。
‧專業培訓 員工得益Staff Professionalism
參評企業能夠在一個專業的顧客服務培訓和認證平台中，加深員工對
國際標準和案例的了解，鞏固企業文化，提升顧客服務質素，並提高
工作效率。
‧國際視野 品牌建立Branding Ascension
企業領袖能夠認識和觀摩學習國際級水平的顧客關係服務實踐和最佳
範例，有利企業的改進提升，透過相互交流認識，有助日後業務發
展。
‧國際標準 全球認證International Standard
企業膺受以國際標準的獎項既有助其品牌的提升，更有利企業的品牌
在全球的流動和價值推廣，讓更多的海外企業認知和認可。
‧榮膺獎項 員工喜悅Employee Engagement
獲獎不但可提升企業的品牌形象，更有利提升員工對企業的敬業度和
優越感，有助推動企業發展，團結企業精神。
‧標桿平台 機會難得Benchmark Learning
參與公司及會員能夠有機會與傑出企業領袖互相切磋學習，過程中分
享交流顧客服務心得。
‧持續發展 不斷進步Sustainability
持續參與評獎的企業在不斷學習和改善中，有助提升達致國際級水
平，進一步推動和優化顧客服務的水平和價值。

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錦標賽
 International CRE Awards Champion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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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QS與時並進全球標桿 系統性建立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管理
Global CSQS Benchmark Systematically Establish Outstanding CRE

■CSQS實地考察–遠傳電信由業務經理袁紹清（左
1）陪同。

■CSQS實地考察–聯想服務由消費和中小企業線上服務
高級經理賀靜（右2）陪同。

■CSQS實地考察–DHL Express台灣由顧
客服務資深總監洪春美（中）陪同。

■CSQS實地考察–DHL Express南非
由行政總裁John Lucas（右）陪同。

■CSQS實地考察—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由
助理總經理阮國雄（右3）陪同。

企業實踐CSQS國際服務 建立世界級服務
Implement Int'l CSQS Build World Class Services

　　於早前舉行的「卓越顧客關係服務（CRE）與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中，APCSC頒發優質顧客服務國際標準
（CSQS）證書予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偉邦物業管理/恒益物業管理/尊家管業、恒隆地產、尚健維佳和Nexusguard，以認可他們的卓越
成就，於2017年符合了CSQS國際標準。令房地產、物業管理、醫療保健和互聯網安全服務及資訊和通訊技術行業的顧客體驗更優質及專業。

　　今天的市場競爭正從產品轉移到服務體驗，而在服務業的競爭中，公司
把更多的注意力投放在傑出顧客關係的建立。APCSC審時度勢，策略性的為
國際商業界推出了國際標準CSQS，幫助企業建立世界級服務管理系統及設計
全面的清單審查及實行，更確切的提升企業卓越水平。
　　CSQS 是由 APCSC 與香港大學，HKU研究團隊合作制定，整合了平衡
計分卡管理系統，結合顧客體驗與生命周期管理及員工敬業度，並採納歷屆
得獎企業的最佳實踐，以確保有關標準及與時並進的世界標桿，幫助企業提
升營運效率和品牌忠誠，在激烈的商業競爭中領先同儕。作為「國際CRE 
Awards」的評審標準，CSQS定立了世界級管理框架，推動企業變革創新，
強化以客為本的卓越顧客關係戰略，提供更清晰的國際準則來系統性發展顧
客關係管理，適用於跨行業和部門。」

上下齊心精益求精  連續9年榮獲CSQS最高殊榮
　　能夠連續9年獲得「CSQS國際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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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S,MH,JP
表示：「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
轄下『恒益』、『偉邦』及『尊家』，
憑藉持續不懈創新求進的毅力，歷年迭
獲亞太顧客服務協會頒發優質顧客服務
國際標準最高殊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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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客為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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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選好的只做對的  以持續培訓帶動發展
　　恒隆地產高級經理（培訓及發展）盧建華表示十分榮幸再次獲得CSQS
國際標準第三級－策略性商業單位的
殊榮，肯定恒隆地產持續為顧客提供
優質服務的承諾，和所投放的努力。
恒隆地產於2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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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保持
公司在市場上的競爭力。嚴守公司「只
選好的 只做對的」的營運理念，為公司
持續發展的業務，提供最優秀的人才。

透過評估提升服務  達至「優質生活」最終目標
　　尚健維佳服務總監鄧慶麟表示尚
健維佳很高興獲得APCSC頒發CSQS
國際標準二級認證。整個評核是一個
富有挑戰性的過程，從中我們獲益良
多。標準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準則來
評估我們的服務組織，使我們能夠在
這個充滿變化的市場重點提升我們的
服務水平。這些獎項肯定了我們以客
為 中 心 的 服 務 承 諾 ， 和 見 證 我 們 同
事為此作出的努力，以達至提升客戶
「優質生活」的最終目標。
　　

連續5年成功認證  高度客製化解決方案   
　　Nexusguard 首席策略官陳
琪琪表示Nexusguard 第五年獲
得 CSQS Award，是市場對我
們公司稱心可靠顧客服務的持
續認同。配合區內業務增長，
我們將繼續擴展中國大陸、台
灣和香港的顧客服務和雲端平
台 開 發 團 隊 ， 進 而 提 供 更 完
善、更安全的 DDoS 全方位防
禦平台，提供高度客製化的解
決方案，讓客戶網路活動持續
不間斷。

階梯形認證穩健進步  助企業鞏固服務優勢贏得回報
　　CSQS四維標準認證包含管理責任、資源管理、流程管理和績效管理等
標準。為了便於企業循序漸進，逐步提升服務水平，CSQS分為3個階段的認
證。其中，第一階段：營運服務中心，提供符合標準的運營服務；然後第二
階段：積極服務中心，提供主動優秀的整合服務；最後第三階段：策略性商
業單位，提供具市場競爭策略性優勢的價值服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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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剛岑先生強調：「獲認證的CSQS領袖透過顧客服務管理國際證書
(CCSM)及CSQS改善項目，大大提升了他們在創新、顧客體驗管理、員工敬
業和流程改善整合，各方面的服務領先市場。他們不但在產品組合及人才、
顧客、企業品牌投資上，創造了更加優異的投資回報，更在亞太地區樹立卓
越行業基準。恭賀他們對品質的貢獻及卓越的商業成就﹗」

■尚健維佳總經理Bertrand Gonnet（左
2）代表接受CSQS證書及獎座。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執行董事孫國林，
BBS，MH，JP（右）代表接受CSQS獎
座及亞太CSQS 委員會會員證書。 ■Nexusguard首席戰略官陳淇淇（左2）代表接受

CSQS證書及獎座。

■恒隆地產培訓及發展經理吳敏珊（中）
代表接受CSQS證書及獎座。

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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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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QS實地考察—香港電燈由高級經理（客
戶供電服務）陳順同（左1）陪同。

■ CSQS建立了一套協助企業制定最佳實踐及
承諾的通用傑出顧客關係指南，授權幫助顧
客服務及運作大大提升改進顧客服務的整體
成功、顧客聲音品質系統和績效的能力。

■ CSQS的另一目的在於增強對顧客服務最佳
實踐的共識，鼓勵企業以客為主，改善商業
表現，聯合企業及業界，並促進公司間的合
作。CSQS是界定世界級機構的參考，亦是
國際CRE Awards重要評審準則。

■ CSQS每年揉合獲獎公司業個案彙報中策略
及商務上的最佳實踐逐步提升服務標準。

■ 評委將採用CSQS對參賽者進行評估。評委
會審核，並根據該標準來衡量參賽者是否在
相應的領域和成功因素方面符合大獎的要
求。

■ 企業應該在參賽前實施，遵從並將CSQS結
合內部服務品質管制體系，以提高客戶滿意
度、經營、業績和市場認受度。

實踐優質顧客服務國際標準的必要性
The Imperative to Implement CSQS

■ 企業提名內部審查員參加顧客服務管理國際
證書（CCSM）課程，以及每15名員工或實際
監督範圍內至少提名1名CSQS內部審查員

■ 內部審查員完成CCSM課程和CSQS自我評
估，並針對差距透過CSQS項目進行改善升級

■ 評審團審閱企業管理，實踐CSQS和 全面提
升顧客服務知識管理（CSKM）系統的資訊和
基礎

■ 評審團進行初步實地評估，以確定關鍵企業
個人及部門的認證角色和職責

■ 企業準備CSQS審查，以及CSKM考察的文件
■ 評審團進行最後CSQS審查，以及CSKM審查
■ 企業通過服務基準方案之評審高於市場的平

均服務水平
■ APCSC 頒發CSQS國際認證證書和獎杯

如何實施CSQS國際標準和認證?
How to implement CSQS and get Certifi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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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化管理和企業管治要求。

■ 以客為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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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助企業有效的戰略轉型至以客戶需求和體
驗為方向的成功發展，吸引保留顧客。

■ 改 善 企 業 績 效 B u s i n e s s  K P I ' s 
Improvement：CSQS通過平衡計分卡有效
改善企業政策和績效，加強建立顧客與企業
之間的夥伴關係。

■ 國際最佳實踐Best Practices：CSQS改善企
業產品發展和服務交付的最佳實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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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高顧客滿意及忠誠度，助企業盈
利增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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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改善顧客服務質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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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係
服務的系統和流程，使之成為企業的核心價
值，並營造員工持續增值的企業文化。

CSQS國際標準的優勢和貢獻
Benefits & Advantages of CSQ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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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變是創新的契機   
　　恒隆地產深信「轉變」為公司創造革新和完善的機
會。隨着科技發展日新月異，顧客對於服務的要求也在
不斷更新。近年，隨着社交媒體的應用愈趨普及，恒隆
地產不斷善用科技，提升顧客的整體體驗，力求以最快
的速度為顧客提供最準確、最合適以及最切合個人需
要的個性化資訊。在內地營運的多個項目中，恒隆通過
微信等社交媒體和商場顧客VIC計劃。與客戶溝通。商
場會預先瞭解和掌握顧客各方面的興趣及希望接收的訊
息，然後發送個人化及適切的資訊給他們。「『轉變』
給予我們創新的機遇和一個提升的機會，促使我們不斷
進步，提升服務質素。」潘舜雅續說。

客戶服務和品牌策略
　　恒隆地產認為，優質服務的關鍵是把客戶的利益和
要求放在第一位。潘舜雅說：「恒隆在硬件及服務方面
都以人為本。透過貼心的服務，顧客對我們的服務印象
深刻，更有利於建立和提升我們的品牌。」

「只選好的 只做對的」  最佳人力發展計劃
　　恒隆地產於2012年根據優質顧客服務國際標準
CSQS模式設立了培訓及發展部Academy 66。恒隆地
產高級經理－培訓及發展盧建華表示：「恒隆地產十分
榮幸今年能再度獲得亞太顧客服務協會頒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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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會繼續提升公司的培訓系統，優化學習與發展之投
資，促進企業文化和價值，並保持公司在市場上的競爭
力。」盧建華強調：「嚴守『只選好的　只做對的』的
營運理念，恒隆一直重視人才培訓，持續投放大量資
源，為我們每一位員工提供培訓及發展機會，並且鼓勵
他們不斷追求更佳表現，員工個人事業能有長遠發展之
餘，亦為公司持續發展的業務，提供最優秀的人才。」
　　恒隆地產獲得CSQS第三階段認證，證明公司在各
方面皆取得了一致的認可和高度的讚揚。員工得知公司
採用的是國際性的標準，可以知道他們平時所上的課程

　　恒隆地產為香港及內地的頂尖物業發展商，在香港擁有龐大的投資物業組合，並在1990年代起逐步拓展內地市場，於內地主要城市建造、持有及管理世界級商業綜合項
目。在今年的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International CRE Awards）頒獎晚宴中，恒隆地產在物業管理類別榮獲六項大獎——最佳企業僱主、最佳企業社會責任領袖獎、最佳
員工敬業計劃、最佳技術運用、最佳知識管理及最佳人力發展計劃，並連續第二年榮膺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頒發「優質顧客服務國際標準第三級－策略性商業單位」
的殊榮。恒隆地產總經理－人力資源潘舜雅表示：「我們非常高興連續五年在這個獎項中獲得多項殊榮。這個成就不僅是對恒隆卓越服務的認可，也證明了我們在業務上已經
達到了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並在今年取得更進一步的成果。」

特
刊2017 CRE & CSQS 國際領袖高峰會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香港國際創新博覽會

Supplement特刊 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星期一 G3

2017 Int'l CRE & CSQS Leadership Summit Int'l CRE Awards Ceremony & Hong Kong Int'l CRE Innovation Expo

■恒隆地產總經理─人力資源潘舜雅（右10）及其團隊獲APCSC主席朱剛岑頒發最佳企業僱主証書及獎座，以及連續五年參賽証書。

■恒隆的「恒隆康體會」定期為員工提供不同類型的康體活動，例如龍舟隊，讓同事可以輕鬆一下。

都是符合專業資格的訓練，終生受用。

星級客戶服務計劃  進階性的學習過程  
　　為了順應客戶服務的發展需求，恒隆制定「星級客
戶服務計劃」CS 1-4和於2013年推出全新前線員工制
服，整合了香港與中國內地項目對員工儀容標準的一致
性。恒隆地產經常開展富有特色的培訓課程，CS 1是
一個基礎培訓，主要教授學員溝通技巧和儀容外表的要
求；CS 2則是一個進階培訓，讓學員結合基礎培訓的知
識，學習進階的顧客服務技巧，例如處理投訴的技巧和
應對能力等。盧建華表示：「通過我們的培訓，旨在讓
學員以進階性的學習過程，更清楚掌握公司對他們的要
求，達致一個更有效益的培訓。」
　　為了讓培訓內容更貼近員工實際的工作需要，培訓
及發展部在設計課程時會聆聽前線員工的意見。每次培
訓結束後會收集員工的評估和建議，亦會繼續跟進員工
表現，評估培訓的成效。

最佳企業僱主
　　除了致力提供培訓和發展機會，恒隆也非常重視建
立員工對公司的歸屬感，目標成為優秀人才的最佳僱主
之選。為鼓勵員工在工作與生活之間取得平衡，公司於
2011年成立了「恒隆康體會」，組織多元化的活動，歡
迎員工帶同親友一同參加，亦可與其他部門的同事加強
溝通。近年亦成立了龍舟隊、足球隊、長跑隊等，發揮
員工的運動潛能。

綠寶石客戶服務獎
　　恒隆於2014年推出「綠寶石客戶服務獎」，旨在
嘉許於顧客服務範疇表現優秀的前綫員工，強化恒隆的
卓越服務品牌。今年共有226位同事獲得提名，當中有
六位同事突圍而出，成為本年度的最高榮譽得獎者。他
們會獲邀出席在香港舉行的頒獎典禮，與同事及其他嘉
賓，分享他們的顧客服務心得。公司還會把這些優秀個
案拍攝成短片，用作日後培訓之用。

多年參與評獎  重視持續性進步
　　恒隆地產連續五年參加「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
獎」的評選，潘舜雅說對她個人及公司而言，感受也很
深。潘舜雅分享：「在評選過程中，我們整個團隊確實
承受極大壓力，但當中所得到的經驗令我們獲益良多。
這個獎項亦提供了一個平台，讓我們更瞭解客戶服務行
業的最新趨勢和市場策略。」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這個機構在業界具有
很高的權威性和認可度，在客戶服務方面有很好的根
基。參加評獎的公司來自不同的行業、背景，這為公司
之間提供了很好的機會學習。」

■為了推廣注重健康及可持續發展的生活方式，恒隆康體會舉辦「恒隆樂活日」，讓同事與家人一邊享受愉快的戶外家庭日，一
邊認識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

■恒隆舉辦「綠寶石客戶服務獎」，表揚員工在顧客服務範疇
的卓越表現，鼓勵他們「多做一點　前瞻一里」，追求更高的
服務水平。

恒隆地產
高級經理─培訓及發展

盧建華

恒隆地產
總經理─人力資源

潘舜雅

何謂傑出顧客關係及服務管理？

　　我們一直追求的，是超越顧客本身期望的服務關
係。顧客來自不同的背景，對服務內容及水平，會有
不同的需求和期望。因此，我們鼓勵前線員工在面對
顧客時，最重要是「由心出發」，主動為客人多想一
步，在客人提出要求之前，就能提供貼心的服務與協
助。

顧客服務理念分享

成就傑出顧客關係服務！
恒隆地產  多做一點  前瞻一里

業界精英薈萃  圓桌會議促進交流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每年都會在亞太地區的國際都
會舉行多個圓桌會議，讓行業領導互相交流。潘舜雅
說：「我也想藉此機會，感謝亞太顧客服務協會為我們
提供了這個專業的國際平台，讓各行業可以分享其經驗
及優秀個案，共同促進亞太地區顧客服務水平，持續發
展。」

■恒隆地產以轉變為創新的契機，重視員工參與和敬業度，為
顧客打造星級客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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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着時代的發展和經濟形態的轉變，顧客關係服務在企業發展戰略中的地位愈發顯得重要。APCSC協會自成立以
來，一直活躍推廣顧客關係及專業服務質量標準為目標，提升全球化的服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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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證課程，包括呼叫中心與服務外包研究院
（ACCB）、香港持續進修基金（CEF）、澳洲顧客服務協會（CSIA）及國際顧客服務組織委員會（ICCSO）等。這些
課程內容通過大量成功國際案例將理論和實戰結合深入淺出，深受企業和服務行業的歡迎。

服務體驗 企業品牌核心價值 全員培訓共同提升 看齊全球服務標準
Service Experience Brand Core Value P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lign Global Standard

　　協會自創立以來，一直以傑出顧客關係服務（CRE）與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國際圓桌會議（圓桌）
為平臺，堅持不懈地在亞太區內企業間推廣和提升優質顧客服務。在每次圓桌會議上，協會邀請傑出市場領袖企
業通過成功的案例，共同分享市場創新前沿主題的案例、最佳實踐、心得，討論在管理方面出現的問題和解決方
法，達致三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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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參與機構有九成以上的服務部門、顧客聯絡中心的職員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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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便可以向APCSC申請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書
（People	Site	Certification,	PSC）	。APCSC考核後將向合格部門頒
發證書，表揚他們團隊的員工專業發展計畫和持續堅持提供世界級服
務。
	

強化員工發展  以優質服務塑造品牌
　　APCSC主席朱剛岑先生強調：「顧客體驗已成為領導品牌的首要
鑑別標準，顧客忠誠及口碑是建基於企業透過不同的接觸點所提供的
主動及個人化服務及價值，因此，成功員工的發展是傑出顧客關係服
務顧客體驗的基礎，直接影響服務和價值的提供。以高度滿意的顧客
方案，創造忠誠。我謹祝賀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書得獎企業及商業單
位，以確保卓越服務從顧客接觸和顧客體驗管理戰略開始，承諾其專
業發展，引領市場達至顧客滿意度、關係和忠誠管理。」

以考核為挑戰  達至「優質生活」最終目標
　　尚健維佳服務總監鄧慶麟先生表示：「尚健維佳很高興獲得

APCSC頒發『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認證』、『優質顧客服務標準二級
認證』和『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醫療保健）	』。整個評核是
一個富有挑戰性的過程，從中我們獲益良多。優質顧客服務國際標準
（CSQS）為我們提供了良好的準則來評估我們的服務組織，使我們能
夠在這個充滿變化的市場重點提升我們的服務水平。這些獎項肯定了
我們以客為中心的服務承諾，和見證我們同事為此作出的努力，以達
至提升客戶『優質生活』的最終目標。」

整合線上線下渠道  提供多元化通暢溝通
　　美贊臣營養品與香港家庭攜手共度近半世紀，除了提供優質嬰幼
兒營養品，亦相當重視與顧客透過線上及線下渠道保持緊密溝通。到
今年，美贊臣營養品（香港）已經連續9年獲頒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
書。公司副總裁及香港區總經理王月歡女士表示：「我們很榮幸再次
獲得由APCSC所頒發的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書，並承諾會在人力培訓
以及顧客為本方面繼續努力。」

12載持續認證  追求卓越止於至善
　　醫療客戶服務中心的市場領導者——卓健醫療（卓健）連續12
年獲頒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書。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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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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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健客戶
服務部設立24小時醫療熱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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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付近年本
地及訪港旅客的需求，公司還透過培訓、認
證課程以及知識管理裝備員工，致力讓他們
發揮全面且優越的服務精神。
　　運營總監朱怡菁小姐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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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一年的時間，APCSC在中國內地、香港、台灣、新加坡、
馬來西亞、吉隆坡、柬埔寨以及南非等國家和地區舉辦了超過33場圓
桌會議和論壇。議題緊扣時代新鮮熱辣焦點，涉及員工敬業度、電子
商務、人工智能、全媒體、大數據、企業社會責任和消費者權益保護
等多個領域，具有突出的現實指導價值，廣受業界人士好評。
	

港新國際圓桌  領袖效率提升員工敬業度
　　去年7至8月，協會在香港和新加坡，圍繞「國際顧客體驗創新及
員工敬業的領袖效率」議題舉行圓桌，探討成功企業在各行業創新顧
客體驗策略的關鍵指標，各大知名金融科技公司，包括星展銀行、渣
打銀行、IBM、UOB、華為，分享提升員工敬業度等方面的成功案例，
吸引了國際管理領袖。在香港圓桌會議上，協會還和大家一起回顧了
剛剛結束的國際CRE獎的獲獎企業成功之道和獲獎感言的風采。來自
房地產、物流、保險、金融、電信、零售、資訊科技等行業的客戶關係
管理、顧客服務、市場行銷的管理層和相關專家積極參加，提供實際
案例並展開討論，獲益良多。

北上廣深港  互聯網+AR和VR體驗轉型創新
　　去年8月下旬至10月，協會針對互聯網+環境下「AR擴增實境」	
及「VR虛擬現實」等技術的發展，先後在多地舉辦了五場圓桌，包括
香港、北京、上海、深圳和廣州等城市。在上海圓桌會議，恒隆地產助
理董事蔡碧林小姐致辭歡迎：「國際CRE獎項肯定了來自不同行業領
域的商業領袖，本人代表恒隆地產表示很榮幸能再次與APCSC協會合
辦CRE及CSQS圓桌會議。我們衷心希望透過交流研討，企業間的持續
互相學習及啓發，和更新市場訊息，從而進一步提升服務水準，及更
好地從中國經濟未來發展所催生的各種管道中把握商機。」在香港圓
桌，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首席講師陳斌在「透過數字化創新提高顧
客體驗」的報告中分享了一些相關的有趣案例，並指出顧客體驗覆蓋
很多元素。為了抓住顧客的心，我們必須在每個階段都與時俱進，尋
找最優策略組合。
　　

亞太國際大都圓桌  顧客體驗創新技術
　　去年的11-12月，協會馬不停蹄地在上海、北京、香港、深圳、吉
隆玻、新加坡和臺北等國際性大都市舉辦了一系列以「國際CRE領袖
效率提高員工敬業度，顧客體驗技術創新」的圓桌。在上海，友邦中
國區營運戰略及服務管理部總監羅劍青致辭歡迎：「APCSC協會成立
的信念是『優質的顧客關係是增強競爭力的唯一方法』，而建立優質
的客戶服務關係，實現公司可持續發展的內在競爭力，也是我們共同
的目標。很高興有機會與在座各位嘉賓共同分享企業社會責任，顧客
關係服務，顧客體驗管理，知識管理方面的心得，討論在管理方面出
現的問題和解決策略，相信會為大家帶來有價值的訊息和服務理念，
在持續提升客戶服務品質的道路上獲得更多啟發和收穫！」在台北，
APCSC主席朱剛岑先生向國際CRE獎獲獎企業遠傳電信和台灣之星頒
發了協會的企業附屬會員證書，及完成顧客服務管理國際認證CCSM
和CSQS項目專案的遠傳電信的卓佑柏和尤曉雯經理頒發CCSM國際證
書。

新春廣州  移動互聯時代  人才資源效能
　　春節過後，通常是國內員工跳槽頻繁、流失率居高不下的時期。
今年2月，協會特意以「國際領袖提高員工敬業度，降低員工流失率，
顧客體驗技術創新」的主題聯同中國電信21CN在廣州聯合舉辦，吸引
了多位來自電商、資訊科技、保險、金融、銀行、諮詢、物流、零售
及服務外包的客戶關係管理、顧客服務、市場行銷的管理層和相關專
家參加。中國電信21CN人力資源部副總經理馮麗珍發表了「移動互聯
網時代如何提升人才資源效能」的演講，分享該司內部很多務實的處

理方法，為在場的多家企業提供了良好的借鑒思路。其他討論嘉賓也
都結合經驗對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會後各與會人員紛紛表示受益匪
淺。協會還在會議上宣佈展開第5屆的中國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報名的
選舉。

京滬港新圓桌  備戰3.15及顧客戰略前景
　　今年的2-3月，協會以「顧客體驗、品牌及顧客關係管理戰略前
景」為主要議題，前往新加坡、上海、北京和香港等地舉辦國際圓桌
會議。其中在上海和北京的兩場會議，還結合「3.15消費者權益保護
日」的主題「網絡誠信	消費無憂」進行討論、備戰、預測、分析，探
討在電子商務高速發展的今天，如何以誠信為本做好顧客服務。在北
京圓桌會議上，聯想服務消費和中小企業在線服務高級經理賀靜分享
小新特色服務這個案例：「以使用者體驗為中心，是聯想服務在體驗
經濟新時代下的服務理念。以此，聯想服務在各方面服務能力上做出
了很多探索，其中很重要的思路是以設備為中心向以使用者為中心的
轉變。」深入分析，總結如何設計細分用戶服務模式，實現用戶從交
易型向關係型轉變的思路。

中港臺圓桌  品牌及CRM創新最佳實踐
　　今年4-5月，協會在臺北、香港和深圳等地，舉辦了「顧客體驗、
品牌及CRM創新最佳實踐」的圓桌，反響熱烈。在臺北，中華民國品
質學會項目顧問劉觀生分析了服務在品牌型塑中的功能與挑戰：「品
牌是企業經營的總體呈現，從市場需求開發、創新研發、安全與品
質、產品與服務適應性、後勤支援、市場行銷、系統整合、售後服務，
每一個環節都影響品牌形象與營業績效。服務在整個經營流程中位居
最末端，應該如何將前面所有環節的努力最有效的發揮出來，使得品
牌效益最大化。」5月香港圓桌對全球化多管道電子商務環境下的客戶
服務模式進行探討。會議還邀請香港行政特區立法會資訊科技界議員
莫乃光做分享，他認為政府的傳統服務模式，在數字化時代應採用多
種便捷移動互聯網渠道的發展和民眾加強互動提升效率。

青島圓桌  全媒體交互時代  探索服務新模式  
　　在社交媒體高速發展，如何在全媒體時代下更好的為使用者提供
服務是每個企業面臨的挑戰。今年5月，在由海爾海外電器產業有限公
司共同舉辦的青島圓桌，其海外服務總監王岩致辭：「海爾是一個以
『創新』為核心的企業。但是縱觀海爾的企業文化，從最初的『真誠
到永遠』到今天的『人單合一』都是圍繞用戶需求來的，而正是以顧
客為中心的這種理念帶領海爾在顧客服務的道路上不斷創新。希望我
們的圓桌會議上的討論能夠給大家帶來啟發。」海爾中國區家電客服
運營經理鄭曉慶在「互聯網時代的用戶交互體驗」的演講中：「隨著
『互聯網+』概念在客服行業的應用，眾多企業也在不遺餘力的打造帶
有品牌特點的『互聯網+服務』。借助技術層面的變革帶來全新的『互
聯網+』模式，以滿足用戶的體驗需求、展示互聯網特色、展示客服
的情感溫度為基礎，積極的重塑客服體驗。」參會代表來自中外運敦
豪、國美電器、滴滴出行等知名企業。

金邊圓桌  承擔社會企業責任  提升品牌知名度
　　今年5月，協會第一次遠赴柬埔寨金邊召開圓桌會議。柬埔寨宏利
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良好典範。該司行政總裁及總經理Robert	Elliott
先生具體分享在發展中國家如何成功跨文化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包
括透過交通安全項目捐贈安全帽給貧困學生家長和老師，降低車禍傷
亡數字，得以成為當地家喻戶曉的品牌，品牌知名度高達95%。其社
交媒體上的粉絲高達30餘萬，受歡迎程度由此可見一斑。本次圓桌還
邀請了當地一些知名企業的高級管理人員參與，在柬埔寨的對於CRE
領袖文化和最佳實踐的傳播和推廣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亞太巡演CRE & CSQS圓桌論壇 精英薈萃搭建國際交流平台
APEC CRE & CSQS Roundtables & Forums for Elite Int'l Exchange Platform

■朱剛岑頒發「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書」予卓健醫療運營總監朱怡菁（左2）、尚健維
佳服務總監鄧慶麟（中）及美贊臣營養品顧客關係管理經理李美儀（右2）。



　　中信國際電訊CPC連續十年參與國際傑出顧客關
係服務獎（International CRE Awards）評選，連創佳
績，每年都有所收穫。而在2016的評選中，中信國際電
訊CPC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部服務經理曾文健先生也不
負眾望，脫穎而出，被評為年度傑出顧客服務經理（技
術支援中心–網絡傳訊），延續佳績。
　　 創新•不斷 創造十年佳績
　　中信國際電訊CPC一直致力為企業提供完備嶄新的
解決方案，包括虛擬專用網絡服務、信息安全管理服務、
雲端運算方案及雲數據中心解決方案。除了專業的技術
產品之外，公司的另一優勢就是優質的客戶服務團隊。
　　中信國際電訊CPC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部總經理徐
美雲小姐表示：「我們十分榮幸中信國際電訊CPC連續
十年獲取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項。今年，我們很高
興公司員工獲取『傑出顧客服務經理（技術中心）』獎

項。能夠連續十年榮獲此殊榮對
公司是一個很大的鼓舞，而且
充分地肯定了所有同事的努力
和付出。我們很感激擁有出色
專業的服務團隊，一直用心為
企業客戶提供創新的產品及服
務。『創新•不斷』一直是我
們的核心價值，我們每一位員
工將會繼續不懈追求更卓越的
服務水平及解決方案。憑著我
們專注及專業的服務團隊，配
合公司以客為專的服務策略，
矢志為客戶提供世界級優質服務及創新的解決方案。」
　　專業服務 打造夥伴型客戶服務關係
　　在中信國際電訊CPC的企業理念裡，傑出的顧客服
務關係是當客戶一旦遇上問題或新的業務方向，會立刻
尋求我們的協助及商討。而要達到這一點，需要建立在
熟悉和信任的基礎上。「顧客最看重的是服務質素，而
不單是價格。只有對我們的服務滿意，才會長期使用我
們的產品。所以我們主張和客戶一起成長，建立夥伴型
的長期關係，彼此瞭解，相互信任，從而更能夠滿足他
們的需求。」徐美雲指出。
　　因此公司要求客服團隊必須要非常瞭解客戶的情
況，包括客戶擁有的設備和具體需要等，以便隨時作出
更好的建議，而不是被動地等客戶發現問題後才作出應
對。同時，公司也要求客服團隊定期約見客戶，主動去
瞭解客戶最新企業情況，提出更適合他們的方案。
　　無縫溝通 提供多元化貼心服務
　　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部服務經理曾文健先生是公司
優秀服務團隊中的一員。他在公司服務多年，擁有精湛
的技術知識和豐富的服務經驗，反應迅速，處事靈活，
為客戶處理了很多疑難問題，得到了客戶的一致讚賞。
　　他指出，目前公司給客戶提供多種溝通渠道及形式
的貼心服務。除了最常用的電子郵件外，也會提供其他

　　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下稱「中信國際電訊CPC」）是亞太地區領
先的資訊及通訊科技服務供應商，業務版圖覆蓋全球，為全球跨國企業提供創新的ICT
解決方案。多年來，公司抓緊科技發展的步伐，創新不斷，以卓越的服務品質贏得了廣
大客戶的好評和業內權威機構的認可。

中信國際電訊CPC
積極創新優化顧客體驗
專業服務贏得顧客信賴

特
刊2017 CRE & CSQS 國際領袖高峰會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香港國際創新博覽會

Supplement特刊 二○一七年八月十四日 星期一 G5

2017 Int'l CRE & CSQS Leadership Summit Int'l CRE Awards Ceremony & Hong Kong Int'l CRE Innovation Expo

■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
部 總 經 理 徐 美 雲 指 出
『創新•不斷』一直是公
司核心價值，用心為客戶
提供創新產品及服務。

聯絡方法給客戶。曾文健分享：「一旦遇到突發事件，
不管深夜還是凌晨時分，客戶都可以致電給我，尋求解
決辦法。」
　　積極主動  贏得客戶信任和支持
　　公司還會主動和客戶進行全面的回顧評估，不但
關心客戶對他們產品的使用情況，而
且還會嚴密監察客戶網絡的使用
量、使用穩定性等。曾文健說：
「基於我們對客戶的熟悉度，我
們能夠提前發現客戶在網絡上
的潛在問題，然後主動作出建
議。我們會貼心地提供一套既
全面又符合該公司需要的解決
方案，以供他們參考。如果客
戶有什麼需要，客服團隊會與
客戶進行深入探討。」正是這
種積極主動的服務精神，使得
服務團隊獲得了客戶由衷的信
任。

全面培訓  提升客戶服務水平
　　為了能夠給客戶提供專業的優質服務，成為值得客
戶信賴的業務夥伴，中信國際電訊CPC高度重視員工培
訓。公司為每個員工提供全面的培訓計劃，包括入職時
的技術培訓、新產品培訓及積極鼓勵員工修讀專業認證
課程以獲取相關資格等。公司還非常重視員工的客戶服
務技巧，「除了態度外，如何讓客戶安心，在有事故發
生時安撫他們情緒，並放心信任我們的服務，都是員工
們必備的技巧。」徐美雲說。
　　 整合平台  持續完善客戶體驗
　　當前科技行業發展一日千里，客戶要求越來越高，

因此要持續提供優質服務也面臨很多挑戰。對此，中信
國際電訊CPC首要客服團隊具有敏銳的市場觸覺，除熟
悉同業近況，知己知彼外，更要領先對手了解市場上的
最新動態，只有這樣才能和客戶進行有效交流，掌握他
們由此而產生的新需求。
　　未來，中信國際電訊CPC將繼續更積極地發展自
動化系統，並且利用更多的工具來提升靈活性。其中一
個重要舉措是整合和完善客戶線上服務平台。該平台支
援公司的各種旗艦產品，讓客戶可以透過各種電子產品
於平台實時監察各服務的使用情況，瀏覽服務圖表及資
訊，全面管理各項服務，甚至可以線上下單，快捷方
便，滿足客戶需要。中信國際電訊CPC預計今年內將會
推出更多新功能。

持續參與  取長補短促進步
　　中信國際電訊CPC認為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
是一個非常專業的機構，獲得其頒發的獎項是對他們的
努力作出肯定。徐美雲表示：「透過參加APCSC的活
動，我們可以更好地重新檢視自己的優缺點，亦可以發
現自己如何可以做得更好，同時知已知彼，讓我們能進
一步完善服務質素。獲得該獎無疑是對我們的服務質素
表示肯定，以及受到行業內的認同。」。

何謂傑出顧客關係及服務管理？
　　顧客最看重的是服務質素，而不單是價格。
只有對我們的服務滿意，才會長期使用我們的產
品。所以我們主張和客戶一起成長，建立夥伴型
的長期關係，彼此瞭解，相互信任，從而更能夠
滿足他們的需求。

顧客服務理念分享

■中信國際電訊CPC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部服務經理曾文健
(右)榮獲2016年傑出顧客服務經理（技術支援中心 –網絡傳
訊）証書及獎座。

■中信國際電訊（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連續10年獲得國際傑出顧客服務關係獎，足
見其服務水平備受國際認可，積極持續提供世界級優質服務及創新的解決方案。

■客戶服務及技術支援
部服務經理曾文健表示
公司給客戶提供多種溝
通渠道及形式的靈活貼
心服務。



話對答內容作出檢認並確保服務人員符合守則，於是匯卓科技大膽首創以
語音全文轉錄技術為基礎，為其打造一套能分析不同業務對話內容的系
統，除確認服務員符合守則外，分析報告亦可作為了解客戶及培訓員工之
用。整個過程都是自動化，大大節省了他們的時間，不需要每個錄音都聽
一次。客戶通過先進的技術不僅提升了服務水準，還緩解了員工的工作
量，有效地提高整體工作效率及員工工作表現。
　　 數據應用強化分析  預測性服務備受欣賞
　　在採用各種最新科技服務客戶的同時，匯卓科技還積極應用數據分析
幫助客戶進一步改善服務水準。通常客戶服務模式就是客戶詢問，服務人
員接著回答。有了數據進行分析之後，服務人員可以根據顧客之前的行為
數據來推敲顧客將來會問什麼問題，需要怎樣的服務模式。甚至，客戶無
需開口問問題，服務人員就可以預測問題，準備答案。服務人員還可以主
動詢問顧客是否需要其他商品或提供額外的服務，甚至付款日期將近可以
提醒他們轉賬。這些主動服務都是顧客所欣賞的，能提升顧客關係。匯卓
科技認為數據的分析和人工智能會為企業帶來幫助，捉緊這些收益機會，
並且令顧客滿意度提升。
　　 多年持續贊助  亞太專業平臺促進交流
　　匯卓科技持續多年贊助亞太顧客服務協會的活動，對協會舉辦的活動
欣賞不已。認為亞太顧客服務協會舉辦的活動與眾不同，提供了一個國際
交流平臺讓亞洲區從事客戶服務的企業參與。參與者來自着不同層級，包
括董事丶經理和決策者。他們相互之間的交流和學習，讓大家提升服務質
素，而且很多交流的內容是實戰經驗，因此使亞太區企業和顧客各方獲益
良多。

加強知識學習  力求掌握最新科技
　　當今科技市場日新月異，快速轉變。為了迎合市場的需求和變化，匯
卓科技不斷創新和持續學習，希望能夠掌握最新的行內資訊和瞭解顧客服
務需求，從而為顧客提供一套全方位的解決方案。
　　在溝通方面上，匯卓科技認為一個有效的顧客溝通應該以切合時代和
前瞻性兩大方向出發，為顧客打造一個溝通渠道，而且要制定一個相應的
科技解決方案，務求符合和滿足顧客的需要。其次，為了響應前瞻性的要
求，匯卓科技在世界各地持續學習有關新科技的知識及操作，例如人工智
能、大數據分析等，藉此把這些新科技應用在顧客關係服務上。
　　 加深客戶瞭解  量身打造服務方案
　　一個有效的顧客服務不但要迎合顧客的需要，而且要全面關注和掌握
顧客的各種需求，因為不同地區的顧客會有不同的需求，而且他們都是來
自不同文化背景的顧客，所以在解決方案設計和實行上，公司都會結合以
上所考慮的因素，從而設計丶制定和實踐最佳的可行方案。
　　匯卓科技會先對顧客作出目標評估，然後對其作業作出系統性的調
查，務求準確地掌握整個運作流程的特性及其確實需求，然後為他們制定
一個有效的解决方案。
　　 滿足顧客全方位需求  成為顧客事業夥伴
　　匯卓科技深信顧客是一個共同成長的夥伴。能夠在共同成長中一直協
助顧客追求更好，是匯卓科技所期望的目標。佳能是全世界最大的相機及
影印機生產商之一。匯卓科技為他們提供了一個顧客關係管理及互動系

統，不只是在香港運行，在中國大陸丶新加坡、澳洲、南
韓、菲律賓和泰國等地都已投入操作。系統覆蓋所有顧客服
務的範疇，包括外勤服務、收費系统丶顧客資料管理和聯絡
中心等等。正因為他們有那麼多的範疇，所以他們要把以上
的範疇連接為一個有規範的工作流程，同時亦要符合不同國
家的營運的需求。但由於每個國家所使用的語言都不一樣，
而且當地文化背景亦存有差異，在推行方案時，除了要保持
原有的統一性，還要配合當地的需求，所以他們不只是一個
科技解決提供者，更是一個戰略合作夥伴。在這方面，匯卓
科技以優異的解决方案滿足了顧客的需要。
　　構建全方位溝通管道  科技助力豐富顧客經驗
　　傳統的顧客服務模式不能完全滿足當今的顧客需要。匯卓科技洞悉顧
客服務需求的轉變，為提升顧客服務質素，匯卓科技引入了「全方位智能
化客戶互動管理」，利用即時資訊和社交平臺，為顧客提供準確而且即時
的資訊。最近虛擬機械人聊天室「chatbot」成為網上客戶服務新趨勢，例
如八達通的「問問Helen」中的Helen是一個虛擬客戶助理，在八達通網站
「顧客服務」的即時訊息方塊中解答顧客的疑問。面對日新月異的轉變，
匯卓科技用心研發科技產品，希望能夠符合現代顧客服務的要求和變化。
　　 科技應用提升效率  改善員工敬業度
　　為了減輕從事顧客服務員工的工作量，及確保服務成效和質素，匯卓
科技為顧客提供了先進的「全方位智能化客戶互動管理」解決方案。
　　匯卓科技其中一個保險業客戶，其聯絡中心有需要把許多顧客服務電

　　匯卓科技有限公司（下稱匯卓科技）是亞太地區璀璨的科技明星，多年來致力為政府機構和企業構建
創新解決方案，無縫連接和維護顧客利益，並以降低實施風險和成本等大方針為發展策略。在過去二十多
年，匯卓科技取得了超卓的表現，而且其技術執行理念更能夠持續穩定發展。在過去幾年的香港國際卓越
顧客關係服務及創新博覽會創新獎評選中，匯卓科技曾榮獲「CRE 創新移動醫藥服務整合」和「移動應
用系統整合」兩大獎項，他們的付出和成就受到了肯定。

匯卓科技  全方位溝通專家
發展「全方位智能化客戶互動管理」

滿足顧客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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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卓科技向來自各地企業領導講解如何與機械人進行
互動交流。

■匯卓科技業務發展副總裁龔沛基（右）接受博覽會創新獎証書及獎座。

■本年匯卓科技於創新博覽會中展示如何利用機械人的對
答「chat」功能，為顧客提供資訊。

■匯卓科技的機械人能支援多國語言，以迎合不同顧客
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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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年一度的香港國際卓越顧客關係服務及創新博覽會今年的主題為：數碼、社交、移動、大數據、雲端，以及CRM、客戶聯絡中心、BPO、電子商務和保安。主辦
單位香港及亞太顧客服務協會（HKCSC & APC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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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Int'l CRE & CSQS Leadership Summit & Hong Kong Int'l CRE Innovation Expo

　　自2012年，香港國際博覽會創新獎的目的是為表揚在
以客為本的自由經濟中，尋找改善商業及顧客關係的創新方
案、產品和服務。以成功的商業方案幫助其顧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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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可以為顧客提供個性化的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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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互聯企信信息技術有限公司榮獲CRE創新顧客體
驗實驗室外包服務			

專注外包客服解決方案 提供個性化服務解決方案
　　作為顧客服務管理方面的全球領導者，Teleperformance
已經持續40年為世界各地的顧客提供專業的外包客服解決方
案。2017年，Teleperformance	China互聯企信進入中國市場
也已經有10周年了，該司不斷完善，提供包含語音、郵件、聊
天、視頻、機器人應答與聊天、社交媒體等等的全渠道客戶

服務。該司的CX-lab（客戶服務體驗研發中心）每年通過大
量的研究與調研來瞭解各行各業用戶使用習慣，為顧客提供
個性化的客戶服務解決方案。其行政總裁衛振雄先生表示：
「我們很榮幸能夠獲得博覽會創新獎的『CRE創新顧客體驗
實驗室外包服務獎』！在提供專業顧客服務的領域，我們一
直在力求運用創新，做到更好。同時，我們也相信互聯企信
未來會秉承其一貫的宗旨，為更多的顧客提供更高水準、更
優質的顧客服務。」

CEO論壇：亞洲服務文化和顧客體驗創新  CRE領導力和CSR敬業度基準最佳實踐
　　2017年6月15日及16日，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每年一度的盛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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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如期舉行。本次峰會切合時代熱點，以「大數據創新顧客體驗，挖掘未來顧客關係忠誠度指數」為主題，
內容涵蓋在全媒體時代發展未來的競爭力、亞洲服務文化和顧客體驗創新、大數據和社交媒體策略的持續發展、透過互聯網+和創新提高顧客忠誠度、CRE領導力和CSR敬業度基準最佳實踐以及有效服務提供和大眾公共服務創新方案等多個方面。峰會上還舉行了兩場
CXO論壇及兩場CEO午餐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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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探討亞洲服務文化  需重視顧客全程體驗 
　　來自澳洲的Telstra國際公司認為服務在如今社會已
經成為一個關鍵的區分指標，因此提供一套標準一致的
完善服務能夠使企業贏得顧客，並保持市場佔有率。為
此該公司建立了一個強大的服務文化體系，保證員工理
念相通，凡事把顧客放在中心。
　　在報告中，Telstra首席顧客服務官Michelle女士（圖
2）全面回顧Telstra建立顧客服務文化
的歷程，指出當前在亞太區不同文化
和發展中的商業問題，所以必須要重
視顧客在服務中的全程體驗。同時，
她還分享Telstra服務文化體系是如何
持續，並促使其成為業界標杆。 2

積極承擔企業社會責任  完美打造品牌深入民心
　　遠道而來的柬埔寨宏利保險是今年參賽企業中的一
顆新星。柬埔寨是宏利保險在亞洲最近幾年新進入的市
場，於2012年6月28日開始運作。作為當地第一間全外資
人壽保險公司，提供社會迫切需要的保障和財務前景。
其行政總裁及總經理Robert	Elliott先生在演講中分享在發
展中國家如何成功跨文化的履行企業社會責任，同時帶
動顧客參與。通過企業社會責任和贊助
活動捐贈幫助當地社區的發展，扶持社
區發展，包括捐助兒童醫院，捐贈頭盔
和自行車給弱勢群體和公立學校，贊助
Angkor	Wat國際半程馬拉松等公益項
目。（圖3） 3

以患者為中心式服務  致力改善顧客生活質素
　　尚健維佳總經理Bertrand	Gonnet先生（圖4）在演講
中以睡眠呼吸暫停者患者為例，分享了如何以患者客戶
為中心為他們提供長期優質服務體驗和線上服務創新，
並取得業績。
　　尚健維佳今年獲得亞太顧客服務協會頒發「優質
客服專員中心認證」、「優質顧客服務國際標準二級認
證」和「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最
佳顧客體驗（醫療保健）」Gonnet
認為這些獎項肯定了他們以客為中心
的服務承諾，和見證他們同事為此作
出的努力，以達至提升顧客「優質生
活」的最終目標。 4

　　本次峰會吸引了有眾多資深企業領袖和業內精英參與，群星璀璨。他們來自世界各
地，從事不同行業，具有先進的知識理念和深厚的實踐經驗，為大家帶來了對卓越顧客關
係服務的研究報告、實踐心得及最佳範例。他們的分享使得整個峰會精彩紛呈，高潮迭
起。
　　 大數據創新顧客體驗  挖掘未來顧客關係忠誠度指數
　　當今時代，數據已經滲透到現今每一個行業和業務職能領域，成為重要的生產因素。
人們對於海量數據的挖掘和運用，預示着新一波生產率增長和消費者盈餘浪潮的到來。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主席朱剛岑先生（圖1）在主題演講中舉例分析
了大數據在世界多個行業中的應用狀況以及當前存在的一些問題，指出
必須要加強數據應用來改善顧客在服務中的全程體驗，以進一步培養
顧客的忠誠度。他還介紹了協會和香港科技大學合作開展的關於顧客
滿意和忠誠指數的研究項目，希望未來能夠以忠誠指數來進一步推動
香港這個國際化大都市的服務質素。 1

創新博覽會創新顧客體驗實驗室商業戰略全渠道顧客個性化服務
Innovation Expo Customer Experience Lab Business Strategy &  Omni-Channel Personalized Service

高度重視顧客體驗文化  為企業品牌建設華麗轉身
　　AXA	香港認為顧客體驗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企業的品牌價值
中應當包含美好和值得回味的顧客體驗。前線和後方的工作人員必
須要無縫銜接、密切配合，以保證給顧客提供難忘的服務體驗。顧
客體驗主管Sudesh	Thevasenabath先生（圖5）深入探討成功品牌
的顧客服務和顧客體驗，並針對有效授權給前線員工，進行詳細的
對比分析，讓大家深入理解兩者的關鍵差異。從內部實現以顧客為
導向的文化，使顧客從他們的服務體驗中感知到企業以顧客為中心的文化。

保障未來  全媒體顧客服務時代的生物識別科技
　　數字化時代，網絡世界容易受到攻擊，相關領域的詐騙風險也
是成倍加大。通過先進的生物識別驗證解決方案保障公司安全，
生物識別科技的平臺迅速地成長，被眾多銀行廣泛採用。Nuance	
Communications北亞區域的首席顧問Sasha	Agafonoff先生（圖6）
分享顧客使用後如何減少員工處理時間並顯著減少詐騙的發生。使
用生物識別而免去密碼，改善顧客體驗，提供簡易驗證身份機制，
並可選擇渠道和情境；保障未來的安全；通過聲紋識別來偵查和防止數字化時代的欺
詐風險等最佳實踐。

大數據創新服務舉措  企業積極應對時代新興潮流
　　現在我們生活於充滿數據的世界，大數據已是不可逆轉的趨
勢，亦是推動企業作出決策的重要元素。雖然大數據或能提供取得
競爭優勢的答案，但同時亦有潛在風險。最近有調查更顯示，不少
公司在實行大數據的措施時更是挑戰重重。銀聯集團首席資訊科技
總監盧志鵬先生（圖7）分享當中的挑戰，以及於金融服務行業利用
大數據的最佳實踐，並和大家介紹了大數據的「IMPACT」應用策
略：identify	問題、master資料、provide意義、act	on發現、communicate見解、track
結果、建議和心得。

樹立「零瑕疵」卓越目標  發展激勵國際專業服務
　　敦豪國際速遞(香港)高度重視顧客中心的服務文化。不管國際
網路業務還是本地業務，他們都設立了	「零瑕疵」和「最佳每一
天」等卓越目標。為了實現這些目標，他們認為關鍵是要重視員工
培訓，通過不斷的發展激勵提升他們的服務水準。

　　峰會中，敦豪國際速遞（香港）財務總監鄭毓文先生（圖8）重點分享他們是如何
打造可持續的國際化服務的策略。

互聯網時代借勢而行  零損耗轉化精準用戶
　　在互聯網時代，競爭環境瞬息萬變，資訊日漸扁平透明，媒介
效能逐步遞減，企業越來越認知到顧客體驗在企業生命週期和產品
生命週期中起到的決定性作用。對於企業和品牌的擁有者和創造者
來說，充滿機會，也更具挑戰。如何應對互聯網衝擊借勢而行？如
何減少投入轉化更多精準用戶？如何創造品牌在消費者心目中的心
智模式？
　　互聯網商業諮詢與數位行銷導師、盛世瑞智國際文化傳媒集團行政總裁趙黎女士
（圖9），通過演講，分享互聯網時代企業經營中科學的工作方法、策略、觀點和案
例。以體驗式設計驅動品牌，零損耗轉化精准用戶，驅動企業新的商業效率增長。
　　 用真誠打造品牌  以客為尊迎接各種挑戰
　　隨著「互聯網+」概念在服務行業的應用，眾多企業都不遺餘
力地打造具有自身品牌特色的「互聯網+服務」，刷新顧客的服務
體驗。海爾2016年1月16日青島海爾提出以54億美元現金收購通用
（GE）電氣的家電業務相關資產，成為全球家電行業第一。縱觀
其企業文化，從最初的「真誠到永遠」到今天的「人單合一」都
是圍繞用戶需求而來。海爾海外電器產業有限公司海外服務總監
王岩先生（圖10）在峰會上分享了海爾全新的互聯網+和	社會化知識管理模式，以
滿足使用者的體驗需求、展示互聯網特色、展示客服的情感溫度為基礎，從而積極
重塑顧客的服務體驗。正是以顧客為中心的這種理念帶領海爾在顧客服務的道路上
不斷創新。

探索以用戶為中心的體驗模式  積極打造個性化特色服務
　　以使用者體驗為中心，是聯想服務在體驗經濟新時代下的服務
理念。為此，聯想服務在各方面服務能力上做出了很多探索，其中
很重要的思路是從「以設備為中心	」向「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轉
變。「小新」是一款定位年輕人的互聯網筆記本產品。聯想服務消
費和中小企業在線服務高級經理賀靜女士（圖11）圍繞小新特色服
務的設計背景、理念思路和體驗差異進行深入的案例分享。小新特
色服務圍繞產品使用者特性，深挖用戶需求和場景，在交付體驗、流程設計等方面進
行了特色化升級，進而收到用戶的高度好評。

公共服務行業創新服務體驗  主動承擔企業社會責任
　　香港電燈於1890年開始運作，是世界上建立歷史最悠久的公
用事業公司之一，為香港島和南丫島超過575000個商業和居民用
戶提供電力服務。該司一直重視顧客服務素質，已經連續9年參
加CRE-Award評獎。高級經理（客戶供電服務）陳順同先生（圖
12）在演講中介紹了近年的服務創新舉措，包括改進櫃檯服務照
顧到特殊群體的需求、在線支付方面推陳出新，採取QR	Code等
多種措施方便用戶繳費。同時，為了支持環保，該司還致力於推廣電力能源減少環
境污染。正由於這一系列的出色表現得到公眾的認可，香港電燈今年再次蟬聯最佳
公共服務（公用事業）獎項。
			 細分市場創新服務  以極致體驗提升顧客忠誠度
　　來自臺灣的遠傳電信股份有限公司高度重視顧客體驗。該司個
人用戶業務暨行銷事業群通路管理暨匯流產品處副總經理袁興（圖
13）在演講中分享了如何創新服務，給顧客帶來精緻的體驗。他們
重視顧客群體的細分，設計很多具有特色的體驗店，風格各異，比
如女性風、科技未來風、潮店、火車站附近7-11營業店等，並推出
一系列服務創新舉措，比如：給手機做清潔消毒SPA，給顧客提供
高端飲用水等。他們的渠道管理也做得非常到位，Call	Center、門店等各個渠道資訊
打通，不會出現服務脫節。同時他們非常重視人員培訓，對企業員工持續培訓，從這
些方面都可以看出該企業在顧客體驗方面的追求。
　　正是因為他們為顧客提供了非常精緻的服務方式，受到了顧客的認可。今年遠傳
電信第二次參加「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評選，更拿下了「最佳顧客關係服務傑
出獎」最高大獎。
　　服務品質創造產品差異  企業持續提升市場行業地位
　　如今製造業的產品質量差異已經越來越小，在日本競爭比較激
烈的市場，服務品質變得比以前更為重要。
　　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評審委員、日本HDI公司行政總裁山
下辰巳先生（圖14）在演講中指出，管理層需要理解自家顧客中心
和競爭對手相比的服務水準如何，以及他們在行業中的地位，而基
準能夠幫助企業管理層和顧客中心持續不斷地進行提高市場行業地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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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互聯企信信息科技運營總監劉秋妮接受博覽
會創新獎—CRE創新顧客體驗實驗室外包服務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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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客服務協會 歲月崢嶸  屹立二十載
推動世界CRE錦標運動

Customer Service Consortium Momentous Times of 20 Years Promote World CRE Championships
不忘初心  砥礪前行

　　協會在1997年開始籌備，並於1998年在香港大學成
立的跨行業會員的顧客服務研究項目。時值九七金融風暴
前夕，各行各業生意火爆繁忙，因此企業關注的重心放在
銷售業績，對顧客服務的質量和需求相對較低，導致消費
者在各行業服務中處於比較被動的地位。
　　協會會員來自18個行業的國際先進，成立初期透過與
香港大學合作研究項目，以及與國際客服專業機構合作推
廣與顧客服務相關的國際認證培訓課程為主，提升會員的
服務質量。為了進一步提升改善整體業界重視服務，並加
強企業動力去持續關注顧客服務的提升，協會逐漸萌生了
開展國際性認證和設立獎項的想法。由於希望給予顧客服
務一個更深刻和更全面的含義，而非單單交易形式的顧客
服務，協會更多著重於顧客關係的服務願景來命名。終於
在2002年與國際機構合作組織正式設立了「傑出顧客關
係服務獎」（CRE	Awards）選舉活動。
　　	 獎項創新  與時並進
　　「獎項的出現是為了表揚在專注建立良好顧客關係和
提供傑出顧客服務的企業和個人。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專注
傑出顧客關係和服務的平台，推動企業不斷成長和創新，
鼓勵他們向更優質、更專業的顧客服務方向邁進。」協會
主席朱剛岑指出。
			 	 	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CRE	Awards）設立了15
年，但它並不是一成不變的。為了跟上社會步伐，反映顧
客服務的變化趨勢，協會每年都會研究加入不同的新獎
項，回應全球發展趨勢。從初期的單一效率到綜合體驗，
從顧客滿意到員工敬業到社會企業責任領袖的發展脈絡
來體現出卓越企業在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的進步。
			 	 	香港是一個追求高效率的地方，各行各業都以爭分奪
秒的態度工作。因此獎項設立初期主要講求以最快速度為
顧客提供服務，相應設立「高效率」和「關鍵服務」之類
的獎項。之後隨著經濟形態的轉變，協會敏銳地看到顧客
服務不僅追求效率，還應該關注顧客的綜合體驗感受，因
此特設了「最佳顧客體驗管理」和「最佳顧客體驗中心」
等獎項。

建立僱主員工社會關係  邁向卓越
　　當整體社會的服務品質有所改善，顧客滿意度隨之
大幅上揚之後，協會進一步地關注到企業和員工之間的關
係。因為顧客滿意的服務體驗都是由企業的員工帶來的。
如果員工沒有接受到合適和專業的訓練的培訓，很難代表

企業將企業的願景、獨有文化以及價值向外擴展。為此協
會因時制宜又推出了「最佳企業僱主」和「最佳員工敬業
計劃」等獎項，肯定並推動企業領袖對員工發展投入。近
年來，一些成熟企業擴大視野，從商業利潤、顧客服務等
企業內部的追求進一步提升到對外部社會責任的主動承
擔，主動關注環境保護、貧富分化等問題，體現出品牌的
核心價值。為了肯定並推動更多企業共同關注社會發展進
步，協會還特別設立了「最佳企業社會責任領袖獎項」，
得到了業界的積極響應。
　　 評審過程  一絲不苟
　　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現已得到業界的高度認可，
成為一個廣受重視的全面獎項。為此，每個獎項每年都會
收到來自不同國家的大量申請。無論是公司還是個人的獎
項評審，協會都堅持以嚴格的國際標準進行評選。
　　據悉，亞太顧客服務協會是以國際性的優質顧客服務
標準（下稱CSQS）為獎項評審。猶如全球製造業的ISO
標準，CSQS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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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顧客關係管理的最佳實踐，相關指引已經在國際各大城
市及各行各業採用。
					提升國際標準  供企業可持續發展目標
　　協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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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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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協會主席朱剛岑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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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企業變革成為以客為心的機構，強化其卓越顧客
關係戰略。評審過程是一個有意義的學習機會。無論得獎
與否，能夠參與整個嚴格評審的過程，足以證明無論對於
個人的成長還是公司的發展，都是一個相當重要而且充滿
意義的活動。」
　　推動未來發展  世界性的錦標運動
　　放眼未來，亞太顧客服務協會充滿了美好的憧憬和
信心。協會希望在未來繼續推廣和完善國際傑出顧客關係
服務獎，並且在更多的地區舉辦國際圓桌會議，分享和傳
播優秀顧客關係服務經驗。此外，據朱剛岑透露，今年協
會還計劃籌備商業領袖遊學團，到中國內地、日本、新加
坡、台灣以及韓國等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考察交流和持續
學習，使傑出顧客關係服務成為一個世界性的錦標運動。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轉眼間香港顧客服務協會（HKCSC）和亞太顧客服務協會
（APCSC）已走過二十個寒暑。二十年來，協會一直以致力提升和推動香港和亞太地
區的顧客服務專業化和服務品質為宗旨，致力研究發展和推廣優質的顧客關係服務和
國際標準，在不同業界中膺受高度的國際讚揚和肯定。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2008年成立十週年，協會主席朱剛岑（前左6）於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上與來自各國獲獎企業合照。

■香港顧客服務協會於1998年1月成立時與18家跨行業創會成員及香港大學榮譽副教授許志超博士（2排左1）和朱剛岑（2排右1）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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