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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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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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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