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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 特
刊

2018 International CRE Awards Ceremony
新 一 屆 獎 項 現 正 展 開 CRE Awards Official Launch

APCSC協會的國際CRE Awards含金量高，
在亞太地區具有權威性，因此吸引了眾多企業參
加，影響力不斷擴大。本屆評獎有來自香港、中
國內地、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柬埔寨和泰國
等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優秀企業參與角逐。而所有
獲獎者都須通過多重關卡，極不容易，猶如參與
世界盃，經過小組出綫、半決賽和決賽，終於站
在領獎的國際舞台上。而且本屆評獎再創新高，
申請的個人和企業總數都比往年有明顯增長，競
爭非常激烈。

傑出CEO獎鼓勵企業領袖 貢獻國家行業發展
柬埔寨宏利保險行政總裁及總經理Robert 

Elliott和泰國Advanced Contact Center董事總經
理Jaiporn Srisakul榮膺本屆的傑出行政總裁。
Elliott透過他的閱歷填補了柬埔寨這個保險業空
白的新興市場，不僅為當地的家庭和居民提供保
障，還建立管理層當地本地化的戰略，發展了本
地的保險行業專業人才，甚至讓政府能夠認清楚
保險業對柬埔寨的正面幫助，從而締造了一個三
方多贏的局面。Jaiporn Srisakul多年以來堅持創
新發展，通過數字化轉型戰略、新技術和流程創
新服務和高度重視培訓高素質的員工，引導ACC
創造了與競爭對手截然不同的服務差異和顧客忠

誠。APCSC協會評委們對他們給予了高度讚揚，
對整個企業乃至行業甚至國家的發展都起到了很
大的貢獻，獲獎可謂實至名歸。

AI創新科技體驗升級  互聯網客群體現全球化趨勢
  本屆世界盃首度創新引入 影像輔助裁判
（Video Assistant Referee，VAR）技術，此項
技術應用，有效幫助裁判判斷一些有關進球、點
球與越位的判罰，能夠減少誤判和爭議性，也間
接影響球員的比賽行為和足球攻防戰略。而今年
的獲獎企業也積極重視大數據及AI等創新科技的
投入。AI的投入領域包括如何輔助員工更加快速
有效的滿足客戶的諮詢，提供有效的解決或行銷
方案，從而提高了員工的工作效率，更提升了顧
客的滿意度，讓顧客有更好的體驗。ACC、AIA 
Bhd.、星展銀行台灣等公司在這方面通過AI社交
媒體，結合人工智能和互聯網的發展就有成功表
現。朱剛岑指出：「目前，很多企業透過移動互聯
網和社交媒體開拓他們的互聯網顧客群體，而這
個群體不斷在增長擴大國際化，企業的未來將會
面對一個全球化的市場。這需要企業有相應的技
術能力和創新服務，來保持在全球化發展趨勢中
的市場競爭能力。」顧客體驗中心以及客戶服務
中心等獎項中，創新科技應用起到很大的貢獻和
服務升級。

聯絡中心走向全渠道 業內航母參與角逐
  最佳聯絡中心獎項歷來是兵家必爭之重地，
今年的競爭更是達到白熱化。在本屆評選中，最佳
聯絡中心是申請企業最多的獎項，有來自中港台、
星馬和泰國等不同區域的企業參與角逐。今年還有
一個新的亮點，就是有超級大型規模的聯絡中心加
入評比，如泰國的Advanced Contact Center、中
國電信廣州分公司等。其中泰國ACC擁有近3,000
座席、4,000名員工；中國電信廣州分公司擁有過
6,500座席，都堪稱為聯絡中心的航空母艦。這些

聯絡中心以優秀的運營管理和服務質素受到了評委
的認可。朱剛岑指出：「現代化的聯絡中心是綜合
運用多種先進科技的顧客關係運營和戰略部門，從
單一渠道走向全渠道的整合。而要實現真正的全渠
道需要各渠道無差異的提供一致體驗和對顧客信
息的同步更新，因此對CRM的系統及企業部門的整
合度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大數據測評滿意度 即時掌控顧客情緒
  最佳顧客滿意品管系統和最佳顧客體驗管理
也有來自不同地區的企業參與競爭激烈。他們在
顧客滿意度這個質量體系和社交平台的輿情監控
有很大的投入。在關於滿意度測評方面，不僅做
到了採用淨推薦值NPS或者顧客費力度CES，確
保他們掌握對顧客的滿意度評價以及顧客對他們
不滿意的地方，及時發覺並採取及時的措施加以
改善。在創新層面，先進企業更加推出實時的顧
客情緒和滿意度監控和大數據分析，讓主管能夠
及時介入和扭轉客戶的負面情緒成為滿意評價。
最終由DHL台灣、新加坡、香港、中外運敦豪、聯
想服務、恒隆地產、AXA香港和馬來西亞AIA等公
司捧回了獎盃。

新增項目經理和培訓獎項 獎勵專業人才貢獻
  在傑出個人獎項方面，本屆在客戶聯絡中
心、顧客服務中心及技術支援中心類別的基礎上
特別增加了培訓發展中心。成功企業非常重視員
工的敬業度和專業能力的發展，因此培訓在客服
領域尤其重要，APCSC協會設立該獎項類別鼓勵
和認可其培訓貢獻於提升顧客關係服務體驗。今
年還增加了一個新的「傑出項目經理獎」，朱剛
岑指出：「企業需要發展更多優秀項目來做內部
和外部的改革創新，一個好的項目經理能夠為企
業帶來一個更加高效的運營方案，不單節省時間
和成本，也讓顧客能夠享受便捷的服務體驗而更
加提升忠誠度。」

  舉世關注的2018年國際足協
世界盃日前在俄羅斯拉開序幕，
各國精英球隊、教練、明星級運
動員的精采競賽，吸引了全球媒
體 和 公 眾 的 關 注 。 亞 太 顧 客 服

務協會APCSC舉辦的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
獎CRE Awards猶如服務行業的世界盃錦標賽
獎，每年在舉辦期間都會成為全行業的焦點。
6月15日，APCSC協會舉辦隆重而盛大的國際
頒獎典禮，揭曉第16屆國際CRE Awards得獎
名單，褒獎獲獎公司和個人，並讚許他們為推
動行業進步所作出的傑出貢獻。

  在每年CRE Awards頒獎典禮上，APCSC都會給持續5年
或以上參獎的企業頒發特別證書，肯定他們孜孜不倦追求卓
越顧客服務精神。APCSC慶祝成立20周年，協會主席朱剛岑
特別祝賀及感謝這些CRE領袖，無論市場如何動盪，依然攜手
共進，推動亞太地區CRE品牌文化發展。

以CRE為核心的企業文化 連續獲獎提升品牌價值
  持續多年參獎的企業來自各行各業，逐年增加，行業覆
蓋面廣泛，反映出以CRE為核心的品牌戰略和企業文化的重
要性。香港電燈連續第10年獲選為「最佳公共服務」的公用
事業行業模範。恒基兆業集團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今年連續
第16年獲獎。DHL台灣及大陸均連續9年獲獎與香港連續8年

獲獎。連續6年獲獎的還有恆隆地產、DHL新加坡、中國電信
國際和友邦保險中國區等。持續多年獲獎反映出企業重視顧
客關係的服務文化，堅持保持CSQS國際標準，增進公眾對
企業的信心，從而提升了企業的品牌價值。而今年的聯想服
務、新加坡宏利保險等公司也連續第5年獲獎。

CSQS標準提升國際標杆 延續企業可持續發展創新
  CRE Awards具有專業的國際評審團隊，審查行業創新和
有效的CRE最佳實踐，採取科學化的國際評審標準CSQS。該
標準每年更新版本，提升國際標杆，對參獎企業的要求也在升
級。這也推動參獎企業不斷參加學習，使得獎企業的成功優秀
經驗不斷累積升級，延續每年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創新活力。

慶祝20週年  CRE領袖是創新、慶賀、團隊合作之旅！（連續獎）！
20 Years CRE Leadership，a Journey of Innovation, Celebration, and Teamwork! 

互聯網+AI智能科技 引領創新時代
Internet+ AI Technology Lead New Era

國際&亞太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流程
Overview of CRE Awards Process

2018-2019 首輪亞太獎報名 次輪國際獎報名
報名、提名Open for Application & Nomination Jun 2018年6月 Nov 2018年11月

截止報名 Application Deadline Aug 31 2018年8月底 Jan 31 2019年1月底
自我表現評審Self-Assessment Questionnaire Sep 30 2018年9月底 Jan 31 2019年1月底

商業方案滙報 Business Case Presentation Sep 2018年9月 Feb 2019年2月
第一階段篩選 Stage One Screening Sep-Oct 2018年9-10月 Feb-Mar 2019年2-3月

神秘電話/探訪 Mystery Call/Visit
Sep-Oct 2018年9-10月 Mar-Apr 2019年3-4月CSQS & CSKM審查

CSQS and CSKM On-Site Assessment
第二階段篩選 Stage Two Screening Oct-Nov 2018年10-11月 Apr-May 2019年4-5月

網上投票 Public Web Voting Oct-Nov 2018年10-11月 Apr-May 2019年4-5月
選出優勝隊伍

Final Assessment by Judging Panel Nov 2018年11月 May 2019年5月

頒授獎座及證書
CRE Awards Dinner Ceremony Dec 2018年12月 Jun 2019年6月

發放新聞稿及刊載新聞特刊
Press Release & Publication of Newspaper Jan  2019年1月 Jul 2019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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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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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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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錦標賽
International CRE Awards Championship

  最佳互聯網+是CRE Awards中非常熱門的科技應用類獎項。在第16屆
CRE Awards評選中，該獎項體現出了和往屆不同的新亮點，成為科技服務應
用的風向標。

輿情監控掌握動向  技術應用有效管理服務
  通過本屆的評選，創新技術含量很高的行業逐漸體現出人類和AI機器人進一
步融合的發展趨勢。比如，聯想服務在本屆獲得了最佳互聯網+（智慧輿情AI提效
應用）。聯想在即時的客服中採用大數據演算法來評估顧客滿意度和情緒。通過智
能化、大數據、關鍵字模型監控客戶感情，及時發現客戶負面情緒，進而避免無法
及時疏導而產生的投訴。通過創新科技，管理團隊能及時掌握顧客評價，有效介入
處理，提升顧客滿意度和體驗管理分析，創造口碑推薦度維持在較高的水準。

傳統行業開闢新領域 線上銷售納入戰略版圖
  最佳互聯網+獎項本來是科技企業的優勢領域，獲獎者歷來以IT類企業居
多。但在本屆也有傳統保險業的AXA安盛及汽車行業的瑪莎拉蒂（中國）參評獲
獎。瑪莎拉蒂是本屆新獲獎企業，在2016該品牌在中國內地推出首款SUV Levante
之際攜手阿里巴巴入駐天貓電商平台。瑪莎拉蒂天貓旗艦店的正式上綫，成為了
為中國45家授權經銷商提供品牌專屬的綫上銷售平台，同時也為中國內地顧客提
供了一鍵式輕鬆選購、零距離體驗產品與服務的渠道，開創O2O汽車銷售的互聯
網+新模式。由於服務和行銷定位精準到位，符合內地高端車主市場需求，其綫上
銷售獲得巨大成功，旗艦店在阿里天貓創下18秒內銷售100輛SUV的驚人紀錄。據
了解，綫上銷售還將成為未來全球的發展重心。

Mobile Internet+ InnoTech Enable Corporate Transformation AI Intelligence Era Empower Personalized Experience Economy 
移動互聯網+創新科技助力企業轉型升級 AI智能時代賦能個性化體驗經濟



2018年7月18日  星期三 SA2

    CSQS國際標準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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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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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
APCSC在2018年卓越顧客
關係服務（CRE）與優質
顧客服務標準（CSQS）
國際領袖高峰會中頒發
優質顧客服務國際標準
（CSQS）證書予恒基兆業
地產集團和恒隆地產，以
認可他們的卓越成就，於
2018年符合了優質顧客服

務國際標準15.0。房地產、物業管理行業的顧客將會體驗到
更優質及專業的顧客服務標準。

以人為本 以客為尊  恒基連續10年榮獲策略性商業單位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執行董事孫國林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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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剛岑進一步強調：「獲認證的CSQS領袖透過顧客服
務管理證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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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務領先地位。他們不但在產品組合及人才、顧客、企業品
牌投資上，創造了傑出的投資回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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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培訓鼓勵追求更佳表現  持續保持市場競爭力
恒隆地產主管（培訓及發展）盧建華表示：「恒隆地產

十分榮幸今年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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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的努力。恒隆地產於2012年
設立培訓及發展部Academy 66，根據優質顧客服務國際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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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隆一直十分重視人
才，所以我們投放大量資
源，為我們每一位員工提
供持續培訓及發展機會，
鼓勵他們不斷追求更佳表
現，員工個人事業能有長足發展之餘，亦為公司持續發展的
業務，提供最優秀的人才。」

Normalization of Cross Industry Competition  CSQS 15.0 New Business Models to Stay Competitive 
現代企業跨界競爭常態化 CSQS 15.0推動新商業模式保競爭力 企業實踐CSQS國際服務標桿  建立世界級至尊顧客管理系統

Implement Int'l CSQS Build World Class Supreme CRM

    APCSC主席朱剛岑指出：「現代企業往往面對跨界的競爭，CSQS 15.0加入商業生態系統，幫助企業決策人可視化
挖掘所屬的生態圈裏有哪些客戶群和供應商，檢視發覺商機和戰略合作，或甚至察覺潛在的跨界競爭對手，提前作出相
應創新對策和商業模式調整。」

■恒隆地產Academy  66經理邱寶恩
（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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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代表接受CSQS獎座及亞
太CSQS委員會證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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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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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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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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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siness KP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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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trit 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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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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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SQS實地考察—新加坡興業銀行由服務質量及公
關主管Luke Diep（左2）陪同。

■CSQS實地考察—中外運-敦豪由區域客户聯
絡中心高級經理朱秀娟（右2）陪同。

■CSQS實地考察—柬埔寨宏利保險公司由首席顧客官Nara 
Kann（左1）陪同。

■CSQS實地考察—DHL Express台灣由顧客服務資深總
監洪春美（右3）陪同。

■CSQS實地考察—廣州12345政府
服務熱線。

■CSQS實地考察—泰國ACC行政總裁Jaiporn 
Srisakul（左）陪同。

2018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 特
刊

2018 International CRE Awards Ceremony
新 一 屆 獎 項 現 正 展 開 CRE Awards Official 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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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
隆總經理——人力資源潘舜雅表示︰「追
求卓越的服務水平，是恒隆企業文化的重
中之重。對公司的每一位員工，我們亦秉

持最高標準，從招聘、培訓及發展、嘉許與肯定、
員工福祉、僱員身心健康等全方位範疇，制定合適
的策略及措施。」憑着這個信念，恒隆矢志成為市
場上的「最佳僱主」。

全面的人才管理策略
　　恒隆視員工為公司的重要資源，亦是推動公司
業務不斷發展的動力。因此，恒隆在人力資源規
劃、關顧員工措施、員工培訓及發展方面都有周詳
的計劃。同時會因應員工的崗位及職級，按各自的
需要，制定全面的人力資源措施，打造最貼心的員
工體驗。
　　在人力資源規劃方面，恒隆由人才招聘、員工
培訓及發展、員工薪酬和福利等範疇都花了不少心
思，針對在面試、入職、在職等不同階段的需要。
除了對外物色人才，恒隆亦會發掘內部員工的才
能，擴闊人才庫。潘舜雅表示︰「恒隆已於今年推
出員工個人發展計劃，讓員工在主管協助下，以更有系統的方式為
其職業發展作規劃。」措施讓公司識別員工的個人期望，有助公司
的傳承。另外，恒隆亦設有崗位轉換制度，以培訓人才迎接未來的
挑戰，例如每年都有不少同事調到內地不同城市或不同部門工作，
擴闊眼界及豐富管理經驗。

深化員工培訓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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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提升公司的培訓設計，並將培訓
功能系統化，包括提供網上學習平台（eAcademy 66），為同事提
供客戶服務以至領導、管理及專業各方面的知識和技巧，讓員工按
照自己的節奏彈性學習，並同時制定發展路徑，加深他們對於公司
要求的了解。
　　Academy 66定期舉辦不同種類
的培訓課程，豐富員工的行業知識，
並協助他們保持對市場的觸覺，當中

包括有關牌照及法例的酒牌及臨時公眾娛樂牌照講座、認識辦公室
內常見的職業危害的辦公室職安健訓練證書課程、有關樓宇消防安
全的課程，以及一系列的顧客服務培訓等。恒隆持續增加員工學習
與發展的資源，促進企業文化和價值，並保持其競爭力。

星級客戶服務計劃 確保顧客服務水平
　　前員工每日均面對顧客和租戶不同的訴求，為贏取他們的信
任，並為業界建立最佳的榜樣，恒隆制定「星級客戶服務計劃」CS 
1-4，涵蓋儀容外表的要求、至進階的顧客服務技巧，透過學習，進
一步掌握公司對他們的各方面要求，達致一個更有效益的培訓。
　　「恒隆星級客戶服務」以個人儀容、服務語言、服務知識、服
務行為4個範疇為重點，制定了合共60項的服務標準，清晰地說明如
何執行星級的顧客服務工作。公司亦設計了一系列全新的宣傳及培
訓教材，當中包括海報、文件夾，以及詳列了60項服務標準的《恒
隆服務標準書冊》，方便前同事隨時溫習。
　　為了能提供更符合員工實際工作需要的課程，Academy 66在設
計課程時會聆聽員工的意見。每次培訓結束後亦會收集員工對課程
內容的建議，並持續跟進員工表現，評估培訓的成效。公司亦會定
期進行顧客滿意度調查及進行神秘顧客計劃，確保各場地的員工對
儀容、服務語言、知識及行為均符合公司的標準。

「多做一點 前瞻一里」
　　恒隆於2014年推出「綠寶石客戶服務獎」，旨在嘉許用心服
務客戶的前員工，以彰顯服務元素在恒隆企業文化中的重要性。
2016至2017年度，評審委員會共收到超過220份來自香港及內地各
項目的提名表格，經嚴格
評選後，選出5個得獎個
案。得獎者雖然擔任不同
崗 位 ， 由 收 銀 員 、 客 服
員、保安員至賓客服務主
管，但他們均表現出以客
為先，用「心」思考和感
受顧客需要的服務態度。
　 　 潘 舜 雅 相 信 同 事 能
做到「多做一點 前瞻一
里」，全因為被公司對員
工的重視所感染。她說︰
「由於我們重視員工的體
驗，時刻關顧他們在不同

階段的需要。他們被感染了便會用心考慮客人需要，提供出色的服
務。」

最佳企業僱主 照顧同事身心健康
　　除了提供具競爭力的薪酬和福利，也推出多項家庭友善措施，
致力為員工建立一個工作與生活平衡的環境。「僱員身心健康計
劃」為香港及內地員工提供身體檢查、健康講座、中醫問診、脊柱
檢查等服務，全面照顧同事的身心健康，並為所有員工提供安全而
舒適的工作環境。公司亦於2011年成立「恒隆康體會」，不同部
門員工組織不同的興趣小組，如足球隊、龍舟隊、攝影會、長跑隊
等，推動彼此聯繫，為員工及其家人帶來有益身心的活動。自2012
年起，恒隆亦於香港及內地多個營運所在城市成立了恒隆一心義工
隊，讓員工可以和家人一起發揮所長，回饋社會。

恒隆地產培育優秀團隊 提供優質顧客關係服務
　　作為香港及中國內地的頂尖發展商，恒隆地產（下稱恒隆）將優質的顧客服務帶到香港及內地的多元化物業組合。今年，恒隆再次
在亞太顧客服務協會主辦的「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物業管理類別中勇奪多項殊榮，包括「最佳企業僱主」、「最佳社交媒體計
劃」、「最佳知識管理」、「最佳技術運用」、「最佳企業社會責任領袖獎」、「最佳顧客滿意品管系統」、「最佳員工敬業計劃」及
「最佳人力發展計劃」共8個大獎，並連續第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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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特別為「客戶服務標
準執行工作坊」而設計的海
報、書冊和文件夾。

■�康體會定期舉辦不同的親子
活動，例如「南丫島親子一
天遊」，讓員工與親友一起
享受戶外郊遊的樂趣。

■�「恒隆康體會」的龍舟隊由一班充滿活力的員工組成，他們每周進行訓練，
並定期參與不同機構舉辦的賽事。

■�自2014年起，恒隆推出「綠寶石客戶服務獎」，表揚前員工在顧客服務範疇的卓越表現，並鼓勵
公司員工追求更高的服務水平。

■�恒隆地產總經理—人力資源潘舜雅（中）與團隊一起接受由亞太顧客服務協會頒發的「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8項殊榮。

■恒隆會因應員工的崗位制定全面的培訓計劃。

CRE & 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2018香港國際CRE創新博覽獎 特
刊

2018 Int'l CRE & CSQS Leadership Summit Int'l CRE Awards Ceremony & HK Int'l CRE Innovation Expo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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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l CRE & CSQS Roundtables & CXO Forums Int'l Community Teamwork Empower Creative Thinking 
國際CRE & CSQS圓桌和總裁論壇 國際社群共同合作 賦能創意思維

    為了廣泛傳播顧傑出顧客關係CRE服務領袖文化，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每年舉辦傑出
顧客關係（CRE）及優質顧客服務國際標準（CSQS）圓桌會議」（圓桌）及CEO和CXO論壇，
為企業建立國際交流平台，提供難得的交流機會。從去年8月至今，APCSC於亞太地區舉辦超過
25場圓桌、論壇、工作坊，邀請諸多業界精英，共同分享在顧客服務體驗、關係管理及創新科技

等多方面的心得和成功案例。

兩岸三地巡迴圓桌 剖析大數據、顧客體驗創新及顧客忠誠度
    去年8至12月，協會在香港、台北、北京、無錫、廣州、深
圳等城市，圍繞大數據、顧客體驗創新和忠誠度等方面的議
題，吸引了國際許多管理精英領袖參加進行分享。香港圓桌率
先由香港賽馬會協辦，由香港賽馬會電話投注經理阮家華、
佳能香港總監及總經理陳志剛等資深人士演講。還在會後特

意安排參觀位於沙田通訊及科技中心，新一代的高科技的賽
馬會電話投注中心，通過面孔識別廳為數以千計的客服員工
和日益增長的需求帶來舒適和效率的提升。因此報名者眾多，
人氣火爆。本次會議首開先河，開創了圓桌會議與協辦方現
場參觀的新形式。

新服務觀點 體驗經濟時代 雲端上的圓桌

亞太都會系列新圓桌  探討新零售 O2O購物消費體驗創新

天津圓桌+合辦方現場參觀  創新轉型大數據應用的客服

東南亞圓桌 新零售、大數據和新科技

中國CRE總裁論壇  一帶一路戰略的國際化發展機遇和挑戰

廣州圓桌+ AI和大數據的華麗盛宴

深圳圓桌+ 燃氣科學館  走進大型公共事業

    在台北圓桌，遠傳電信個人用戶業務副總經理袁興在「新
服務觀點，大數據應用」的報告中指出隨着大數據的深入發展，
能夠解決實際核心業務問題的深入分析與相關應用，開始受到企
業的真正重視。在繼續為現有企業客戶提供專業服務的同時，也
將自身優勢能力擴展到更多行業中，借助大數據的深度分析，為
更多客戶創造更大價值。在無錫圓桌，聯想中國區線上服務交付
高級經理李冠一在「體驗經濟時代下的聯想服務」的主題分享

中重點介紹智能自助服務以及如何經營使用者，包括服務點評體
系、細分使用者經營和視頻服務等內容。聯想BPO業務經理宋倩
瑩在「聯想BPO項目介紹」的主題分享中介紹BPO承接里程碑，
運營與管理以及現有項目等創新內容。這些內容具有一定的機密
性，在大型會議都不會分享，具有非常高的價值。年終的深圳圓
桌由雷格斯商務服務（深圳）協辦，在深圳地標—平安金融中心
85層舉行，史稱一場雲端上的圓桌之約。

去年11月下旬至今年1月，隨着新零售經濟的風起雲湧，
協會組織了O2O購物消費體驗創新方面的議題，先後在上
海、香港、台灣等城市舉辦了多場圓桌會議。在去年11月的上
海圓桌，恒隆地產人力資源總經理潘舜雅致歡迎辭說：「大數
據分析是現今的發展趨勢，為客戶服務帶來新的機遇，使業
界能更迅速精準了解顧客所需，從而提升他們的服務體驗。
恒隆地產致力提升優質服務文化，配合『綠寶石客戶服務
獎』及內部星級客戶服務課程嘉許及培育前綫同事，亦應用

科技於客戶體驗，力求創新，與業界交流心得，分享創新思維
及寶貴經驗。」在去年12月的香港圓桌，恒隆地產優質服務管
理副總經理梁偉霖在他的演講「始於服務，終於體驗」中分
享了顧客體驗為企業和顧客互動的產物，需要合適公司本身
及企業文化的創新思維，打造獨特的顧客歷程，包括服務品
牌接觸點和環境，綫上綫下環境創造優質顧客體驗的概念和
方法，客戶旅程等方面來創造偉大的顧客體驗。會議討論中
嘉賓還分享了許多成功策略和實際案例。

    在各地舉辦圓桌過程中，APCSC積極思考探索圓桌舉辦
形式的變革，力求將會議推向更深更高的層次，取得更好的效
果。去年11月14日，APCSC首次前往天津和國家電網公司客戶
服務中心舉辦圓桌會議。本次會議有國家電網客服中心董事
長、黨組書記吳杏平等高級領導參加，並邀得天津大學教授
等多位資深人士，還有20多位從北京專程參加。國網客服中
心副總經濟師高慶輝代表國網客服中心，對各位專家的到來
表示熱烈的歡迎。國網客服中心北方分中心業務支持部主任

何學東在「創新、轉型—積極探索基於大數據技術應用的客
戶服務」的主題分享了大數據在客戶聯絡中心的應用的經驗，
探討用大數據「讀懂」客戶需求、用大數據「回饋」客戶期望、
用大數據「延伸」服務價值的有效途徑。圓桌會前還安排了與
會人員參觀國家電網客服中心，從而加深對大型客服中心運
營狀況的了解。本次會議在中國內地第一次採用了圓桌會議
與協辦方現場參觀的新形式。

    今年3-5月，協會在新加坡、吉隆坡、柬埔寨和泰國等東
南亞大都市舉辦了一系列圓桌會議。3月1日新加坡圓桌會議
和DHL新加坡協辦。新加坡IBM雲亞洲亞太區IBM系統公司董
事兼行業領袖Anne Phey在「準備與認知和人工智能接洽未
來的客戶」演講中指出，近期IBM的CEO研究報告指出CEO們
最大的擔憂是行業之間的界限模糊，以及非傳統競爭形式的
威脅。她分享了IBM的零售前景、明天的客戶、趨勢和迫切需
要。她還介紹了使用認知計算和AI來創造能力來為未來提供
動力的方法。渣打銀行全球數位銀行經理Nabendu Misra在

「利用大數據說明零售增加銷售和降低庫存攜帶成本」的演
講中，分享了零售商需要清楚地認識到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
並理解解決它們的價值所在。在今年4月24日吉隆玻會議上，
馬來西亞友邦保險創新服務總監Arnold Aranez在「AIA客
戶體驗創新」報告中介紹其人工智能客服SARA在臉書提供
24小時的簡捷問答，也是馬來西亞第一個保險業的聊天機器
人。通過客戶反饋系統和創新訓練營Bootcamps，組成功因
素有效實驗、靈活開發專案改善顧客體驗。讓公司的員工和
領導人關注客戶的情緒，通過實驗和證據來改善顧客體驗。

    一帶一路給服務行業提供了難得的國際化發展機遇。今
年3月23日，APCSC聯同卡斯柯信號有限公司在上海聯合舉
辦了中國傑出顧客關係服務（CRE）總裁論壇，邀請了多位業
內資深領袖進行精彩分享。卡斯柯客戶服務總監晏子峰致歡
迎詞，在「一帶一路的高鐵戰略服務」的報告中分享中國高鐵在
「一帶一路」國際戰略中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卡斯柯緊跟「一帶
一路」發展戰略，因地制宜，結合沿綫國家環境和政策，制定科學
服務策略，實現共建共用共贏，助力中國高鐵「走出去」。Gartner
高管合夥人李長華在「技術創新點亮一帶一路」的報告中指出：
以平台和生態圈為主要特徵的數位化時代已經到來，深入理解這
些特徵和支援數位化的主要技術，將為中國企業投入一帶一路
建設帶來新的思路和不同的業務機會。哥倫比亞醫療集團嘉興
凱宜醫院首席執行官黃文碧在「新時代，新醫療，新服務」的

報告中指出：醫療服務正在巨變之中。如何可以實現精準化，
個性化和最重要的人性化醫療服務，如何植入現在和未來的
醫療服務過程中，將是我們需要不斷實踐，探索和改進的新
醫療服務最重要的模式。上海歐電首席執行官韓軍在「新零
售的彼岸」的報告中指出：「新零售」是以消費者為中心，用數
據驅動的社會資源協同形態，其表現形式主要包括大零售、
小零售、智慧零售、智慧商業，並分析了特點和新零售在未來
大數據共用經濟的商業模式。優服邦創始人李文香在『新時
代，服務「心」體系』的報告中指出，未來只有那些能夠真正
解決用戶痛點、向使用者提供增值服務的平台才更有發展和
想像空間。應通過新的體系建設達成和客戶之間更緊密的連
接，從而打造新的共享服務生態圈。

    AI技術不斷發展並結合大數據分析，運用在顧客服務之
中，一再刷新了顧客體驗，成為行業中最突出的熱點。針對這
一現象，今年4月11日，APCSC聯同中國電信廣州分公司、廣
州服務貿易與服務外包行業協會呼叫中心與客戶關係管理
專業委員會在廣州聯合舉辦圓桌，與各個行業內的專家大咖
在海珠互聯網+創新基地這裡齊聚一堂，共同探討智能化體
驗經濟的未來走向展開熱烈探討。會議有多名中國電信領導
出席。中國電信廣州分公司號百信息服務中心副總經理陳震
原在主題致辭中指出：「早在2016年，中國電信就啟動了戰略
3.0轉型，開啟了『網路智能化、業務生態化、運營智慧化』的
轉型新進程，向新型綜合智能信息服務運營商的目標前進。目
前，中國電信致力於以大數據智能化引領創新發展，充分挖掘
大數據智能化的商用價值，運用新技術打造更為卓越的顧客
體驗，比如越秀花市大數據項目、珠海航展大數據項目，通過
大數據能力協助相應組織進行大數據客流分析以優化引導人
流，通過智能水錶等技術優化傳統領域的服務過程，堅信在

未來智能化體驗經濟能夠引領潮流。」
網易杭州研究院行業高級顧問梁文靜會上分享「用服務

+數據啟動組織，賦能企業」指出客服作為企業和用戶之間接
觸的價值愈來愈大，反向驅動內部組織的能力升級，創造增量
價值。服務雲的落地模式被更多的企業，包括傳統行業接受，
借助業務創新轉型的契機，推動內部業務支撐能力和傳統IT
的改造，做到業務更加敏捷，降本提效，除了自身第一方的數
據，還有哪些數據能夠更好的說明企業洞察使用者，企業在
服務模式和運營戰略中尋找新的機會。中國電信廣州分公司
號百信息服務中心大數據團隊總監黃琳琳在「大數據時代，
運營商大數據跨行業應用」分享大數據應用案例，如商圈大
數據Smart Pin、「雲圖」交通大數據、智慧旅遊、金融風控和
政務大數據等等。會議中，中國電信廣州海珠分公司副總經
理孫凱揚、才博（中國）學習管理機構總裁吳岩松、誠伯信息
有限公司首席技術官曾斌等也參與了討論。

    公共事業關係到民生，其服務品質也受到社會廣泛關
注。近年來，一些傳統公共事業也紛紛採用新的資訊技術創
新，提供更為便利和快捷的服務。深圳燃氣就是這個方面的
典範。今年4月9日，APCSC聯同深圳市燃氣集團聯合舉辦圓
桌。深燃信息中心副經理江龑會上發表了名為「智慧服務助
力傳統燃氣行業轉型升級」的演講，利用移動互聯網等資訊
技術，在便民利民、增強效率、降低成本等方面展現出顯著效
果，從而打造智慧服務助力傳統燃氣行業轉型升級。TCL共
享電器項目負責人付永強也到會，結合目前方興未已的共享經
濟發表了「共享電器，共贏未來」演講，介紹了共享電器市場

背景、物聯網促進共享化和共享校園化趨勢，分析了共享產
品及共享服務，並指出共享大數據化如何增值運營和攜手共
用，共享未來。會後，與會人員還參觀了深燃呼叫中心和調度
中心，加深了對現代燃氣行業智能化服務的了解。此外，大家
還饒有興致地參觀了深圳燃氣科學館，是全國第一個以燃氣
為主題的互動式體驗科學館。有別於傳統的博物館，除了專
業的展示展項外，還設有豐富的互動體驗展項，面向多層次人
群普及燃氣知識，是深圳市主要的安全教育基地、科普教育
基地和學術交流基地。

圓桌主要議題系列

    每次主題都會結合行業發展的最新趨勢，邀請來自不同國家地區和行業的資深領袖及專家進行分享。出席分享的行
業代表和知名企業演講討論嘉賓更加踴躍，話題涉及領域擴大，觀點也在不斷往縱深處延伸。APCSC積極創新會議形
式，與合辦方聯合推出現場參觀等活動，讓參會代表有更大的收穫，促進國際服務行業發展。

CRE & 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2018香港國際CRE創新博覽獎 特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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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CSC協會設有一系列精品課程，其中國際顧客
服務管理證書（CCSM）和顧客服務分析及審查員證書
（CCSA）等課程在業內都是久負盛名，具有國際較高的
學員口碑和享有企業管理層美譽。國際顧客服務管理證
書（CCSM）還得到了香港政府的認可，為持續進修基金
（CEF）「可獲發還款項課程」之一。從去年下半年到今
年6月，APCSC協會在馬爾代夫、台北、香港和中國南京
等多個城市舉辦了多場國際顧客服務管理證書培訓，取得
了很好的國際反響。為了提升培訓成效，協會不斷尋求學
習模式上的創新，希望能讓學員透過這些課程取得更多收
穫及賦能美好職業發展。

遠赴馬爾代夫 客制化最佳顧客體驗專員國際證書
    去年12月，
APCSC協會應邀
遠赴位於印度洋
的馬爾代夫，為
當地電信龍頭企業
Dhi raagu電信進
行國際認證培訓。
協會主席朱剛岑
和認證培訓團隊共舉辦了4場實地顧客服務專員國際證書
（CCSP）及聯絡中心專員國際證書（CCCP）課程，共
超過50名主管及專員受惠。據了解，Dhiraagu也是在全球
範圍進行了比較和甄選後，認定APCSC國際標準符合未
來顧客體驗發展戰略，為Dhiraagu顧客體驗中心和客戶聯
絡中心量身定制本次培訓，針對當地的消費文化和市場競
爭，定制化最佳顧客體驗實踐。受訓學員們對本次認證都
給予了高度評價。Dhiraagu認為獲得國際先進服務體驗、
知識和技能，能夠更好面對現代客戶訴求，超越顧客期
望，擴大市場份額。學員反映導師知識淵博又幽默風趣，
非常啟發及鼓勵創新思維，希望能夠參加更多國際培訓認
證。

遠傳電信體驗中心 CCSA認證結合理論和實踐
    APCSC協會在今
年1月在台北舉辦了為
期2天的顧 客 服 務 分
析 及 審 查 員 國 際 證 書 
（CCSA）培訓。參與
者包括來自台灣DHL 
Express、遠傳電信、
遠東國際商銀及顯榮國
際等企業管理人。此次
CCSA認證培訓與台灣通訊與數位應用服務先驅企業，遠
傳電信協同舉辦。遠傳電信追求極致服務體驗，曾以卓越

的服務創新和顧客體驗獲得第15屆國際CRE全場大獎─傑
出獎，及額外6個企業獎項。在台北兩天緊湊豐富的國際創
新案例、商業案例分析及豐富的CSQS國際標準和管理標
杆，交流學習最佳實踐之後，協會組織學員對遠傳電信的
門市零售體驗中心進行了現場參觀和考察，並進行調研，
深入學習該公司的精緻及有溫度的優秀服務模式，非常受
用，成為未來指導工作的借鑒。本次台北CCSA培訓首次
引入現場考察，將理論和實踐相結合，效果良好，受到了
學員的一致好評。

香港國際認證 知名企業持續提名推薦員工參加
    協 會 在 去
年 1 2 月和今年
3月在香港舉辦
了兩場CCSM國
際證書，包括來
自恒基兆業地產
集團、恒益物業
管 理 、 偉 邦 物
業 管 理 、 恒 隆
地產、香港電燈、香港賽馬會、AXA安盛、惠普、佳能、
DHL Express、卓健醫療、馬爾代夫Dhiraagu及Global 
Payments等知名企業管理人。這些企業之前也提名和推薦
許多員工參加CCSM獲得國際資格認證，讚賞課程的質量
和持續更新，有效提升企業整體的服務能力和國際標杆。

國家電網客服中心 CCSM深度現場管理學習
    今年 3
月APCSC協
會於南京在
擁有2,340
個座席、集
合 綠 色 建
設、複合型
能源網和智
慧服務型創
新 園 區 於
一體的國家電網公司南方客戶服務中心，首次舉辦國際顧
客服務管理證書（CCSM）培訓。本期課程開創了CCSM
認證課程深度現場管理人交流學習的新模式。CCSM學員
們不僅在國網客服中心這個良好國家先進示範園區環境裏
學習，還對中心的環保、可持續發展的運營及客服品質管
理，大數據和人工智能的應用，員工管理、培訓和發展，
都進行了深度交流和全面的實地參觀，深入學習大型客服
中心的運營、人才、技術和管理。所有學員都讚不絕口，
對協會的創新和前沿客服現代化理論實踐予以高度肯定。

近
年，由注意力缺陷和多動障礙（ADHD）對兒童帶來的學習障
礙備受關注，在全球已經造成廣泛的困擾。根據世組織估
計，2013年在全球大約有3,900萬人受到影響。而2013年開展

的全球疾病負擔研究也顯示，自閉症在全球範圍內估計影響了2,170萬
人。

技術創新填補市場缺口 智能化學習改善學習模式
　　對於這些特殊群體，傳統教學並不能完全適用於他們，許多父母們
亟迫切尋求更好的教學模式，以創新的方法和科技來提升培訓成效。其
中，AI技術的介入就是一個突破性的發展方向，幫助改善學習模式。而
4LittleTrees（4LT）就是基於這樣的背景於2017推出市場。

CRE創新AI應用 鼓勵和個性化學習體驗
　　4LittleTrees是一項利用人工智能驅動的教學應用程式，提供鼓勵性和
個性化的學習體驗，根據學習者在各課題之表現來確定他們的需求，監察學
習進度，提供預測，將學習效率從3%提升至10%。現時已在合作學校提供
近100,000條數學題目，以便在課堂或課後學習。4LittleTrees推出市場後口
碑載道，不僅運用於特殊群體，還被廣泛應用於教學、企業培訓等行業。
目前已經有17家香港公立學校認購這學習軟件。
　　2018年，該公司首次參加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舉辦的香港
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CRE）創新博覽獎評選，就以出色的產品性能和
顧客服務體驗口碑獲得了「CRE創新AI增強在線學習服務」大獎，書寫了
一段不尋常的傳奇。香港富成人工智能公司創辦人和行政總裁林苑莉分
享︰「我們的團隊透過提供創新的人工智能技術來檢測學生的情緒狀態，
從而分析他們在某些主題上的強弱項，並提高他們的學習過程質量。」

大數據和AI緊密融合 持續創新提升服務
　　對於技術型企業來說，創新對於打造傑出顧客關
係服務非常重要。人工智能技術在香港教育界的應用
並不常見。特別在現代化企業重視學習、培訓和員工
職業發展的時代，該公司的人工智能技術發明正好能
夠符合廣大政府、企業、機構和學校提升和改善學習
和培訓的戰略需求，因此得以脫穎而出。而單有好的
產品並不足夠。該公司自成立以後就非常重視顧客服
務，努力加深與客戶互相理解，確保分享準確的資
訊，追求溝通的有效性，同時通過使用技術來收集資
料，並且進一步分析數據，為顧客提供獨特的應用程
式學習報告，並為他們提供更加度身訂造的課程和練
習，從而進一步提供增值服務。
　　林苑莉認為是次獲獎意義重大︰「我們想藉此機
會感謝APCSC為不同組織提供一個專業平台，向各界
分享最優秀的實踐經驗和市場營銷趨勢。該獎項代表
公眾對我們努力支持教育界的認可，同時進一步鼓勵
我們不斷改善下一代的學習環境。我們承諾會繼續全
力以赴，不斷超越客戶對我們的期望。」
　　林苑莉續說︰「創新科技企業時常面對各種挑戰，包括香港在人才、
資金、技術各方面資源的不足，希望未來透過招聘海外人才，與其他公
司合作，來克服瓶頸，保持增長前景。今次獲獎是對公司理念與方法的
認可，同時也肯定了員工的辛勤工作，在精神上給予了很大的支援和提
升。」據了解，該公司計劃在未來將推出合規培訓、顧客關係管理等應用

措施，並加強與不同的大
學協作，力求為顧客提供
更好的服務，不斷提升顧
客服務的價值和教育投資
回報。

　　香港富成人工智能公司（Find Solution Ai，FSAI）是一家年輕的香港本土化科技企業，致力於為全世界的學生提供一種適
應性和個性化的學習體驗。雖然創立的時間不長，但是旗下的產品4LittleTrees廣受歡迎，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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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苑莉（中）於2018國際領
袖高峰會CXO論壇中與各市場
領導就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大數
據、人工智能和社交媒體戰略
的主題發表意見。

■匯卓科技市場部經理吳汝靜（右）及Find Solution Ai創始人及CEO林苑莉（中）接受
CRE創新博覽獎證書及獎座。

■4LittleTrees推出市場後口碑載道，
不僅運用於特殊群體，還被廣泛應用於
教學、企業培訓等行業。目前已經有
17家香港公立學校認購這學習軟件。

Customer Experience Economy, Loyalty & WOM based on Professional Service Value & Global Servic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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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CSC協會頒發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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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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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國
際顧客服務管理證書（CCSM）。服務業領
袖榮獲「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書」，可激勵
員工志氣，表揚他們的員工專業發展計劃和
持續堅持提供世界級服務。

口碑服務從首接觸開始 全渠道個性化服務
    APCSC協會主席朱剛岑強調：「顧客
體驗已成為領先品牌的首要區分。因此，
成功員工的發展、授權和敬業度是傑出顧
客關係服務（CRE）顧客體驗的基礎，並
將直接影響到工作的執行及價值和服務的
提供。我謹祝賀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書得
獎企業及商業單位，承諾其專業發展引領
市場達至更卓越以確保卓越服務從與顧客
的首次接觸開始，發展顧客體驗管理戰
略，以及建立三贏更加强大的顧客滿意
度、關係和忠誠度。顧客忠誠及口碑是建
基於企業透過全渠道的接觸點所提供的主
動及個性化服務及價值。」

推動產品創新 提供貼心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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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贊臣
營養品從1960年代起，一直陪伴香港家
庭成長，提供以科研為本的優質嬰幼兒營

養品及專業顧客服務。美贊臣香港及台灣
總經理安凱捷表示很榮幸其CRM部門再次
獲得由亞太顧客服務協會頒發的優質客服
專員中心證書。承諾會繼續努力推動產品
創新及提供卓越貼心的服務，成為父母的
信心夥伴，給孩子一生最好的開始。朱剛
岑指出顧客忠誠及口碑是建基於企業透過
全渠道的接觸所提供的主動及個性化服務
及價值。成功的CRE領袖會加強對員工的
承諾和發展，通過以顧客為中心的舉措行
動、文化及團隊建設敬業度，從而提供高
度滿意的顧客方案以創造忠誠，鼓勵企業
領袖積極推動CRE文化。

堅守優質服務承諾 重視認證知識管理
卓健醫療有限公司客戶服務部連續逾

10年獲得由APCSC頒發的優質服務專員
中心證書。總經理朱怡菁表示這獎項是對
客戶服務部同事一直追求卓越表現和力求
進步的認同，能推動卓健醫療以超越客戶
期望為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標。客戶服務部
的24小時醫療熱綫，是首個與客戶接觸
的重要橋樑，解答有關不同服務的查詢，
每月處理超過70,000個來電、7,000封電
郵，包括查詢一般醫生網絡診所資料、預
約、緊急求助以及住院安排。此外，卓健
醫療一直堅守提供優質服務的承諾，主動
聆聽客戶的意見，並視他們為集團持續向
前的動力及成就的指標。我們為此感到驕
傲。」朱怡菁指出透過培訓、國際認證課
程以及知識管理，持續裝備員工，致力讓
他們發揮全面且優越的服務精神，提供優
質服務照顧每一位客戶的需要。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自成立以來，一直致力於在各國際城市內推
廣優質顧客關係及服務質量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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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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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認可，在各行各業推廣全球化服務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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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創新培訓 國際認證享譽海內外 賦能職業發展 
Continuously Innovate Training Renowned Int'l Certification Empower Career Growth

■2018年1月24-25日，台北CCSA培訓。

■2017年12月18-21日，2018年3月16-17日，香港
CCSM及CCSA培訓。

■ 2018年3月19-22日，南京CCSM培訓。

CRE & 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2018香港國際CRE創新博覽獎 特
刊

2018 Int'l CRE & CSQS Leadership Summit Int'l CRE Awards Ceremony & HK Int'l CRE Innovation Expo Awards

人工智能拓展學習培訓成效
香港富成人工智能榮獲CRE創新大獎



CRE & 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2018香港國際CRE創新博覽獎 特
刊

2018 Int'l CRE & CSQS Leadership Summit Int'l CRE Awards Ceremony & HK Int'l CRE Innovation Expo Aw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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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渠道時代的服務策略  AI Chatbot提升體驗
AXA香港在近年來一直非常重視客戶體驗

的變革。2016年度該公司已經推出一系列舉
措，並贏得亞太顧客服務協會2016年度最佳顧
客體驗管理等獎項。2017年，AXA香港更是推
進全渠道服務策略，並認為透過全渠道提升客
戶體驗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顧客關懷管理總監Sudesh Thevasenabath（圖7）分析了
大部分企業在邁進全渠道策略時通常會遇到哪些常見的陷阱，
並介紹如何分析和利用實時數據把客戶參與個人化並提供高素
質的互動。他還指出聊天機器人的應用有效地提高了全渠道性
能，由一般運營式的顧客服務提升至客戶接洽並給予顧客驚
喜。AXA香港在今年獲得了7個公司獎、10個個人獎。Sudesh
本人獲得了傑出顧客關係管理董事獎。

以客為尊積極創新 打造智能AI客服新體驗
    星展銀行於1983年進入台灣，耕耘台灣市
場已經超過30年。近年來該行不斷創新服務，
將人工智能和社交媒體有效結合，從而受到了
企業和個人客戶的廣泛好評，在今年的評選中，
獲得了最佳顧客服務中心獎。星展銀行（台灣）
客戶服務中心資深副總裁郭碧惠（圖8）在峰會上深入剖析他
們的服務理念PRIDE，包括目標驅動Purpose-driven、關係導
向Relationship-led、創新Innovative、果斷Decisive和萬事愉悅
Everything Fun等。她還重點介紹該行的創新服務，比如使用
智能聊天機器人，並結合社交媒體Line賬戶從而打造「星展i客
服」提供全方位的服務，幫助客戶Live more, Bank less。

第一平台創造卓越體驗 全程服務為企業助攻
    Genesys作為世界第一的客戶體驗平台，每年在全球提供
250億次的最佳客戶體驗，致力於為客戶創造卓越的全渠道體

驗、旅程和關係。目前客戶超過10,000家企業和
政府機構，分佈在100多個國家。Genesys亞太
地區銷售運營部高級總監Brad Moore（圖9）在
峰會上分享「客戶體驗趨勢與Genesys簡化轉
換」指出，目前聯絡中心湧現出一些新趨勢，如
AI、聊天機器人、手機短信等，而到了2020年，AI將改變我們所
知的一切。目前企業正準備如何進行變革。而在這個變革的途
中，企業需要有成功經驗的合作夥伴能夠全程幫助企業達到具
有可驗證的、可測量的並產生業務結果的轉換目標。

智能聯想智能轉型 打造服務基因團隊
    聯想是全球領先的高科技公司，持續不斷
在用戶關鍵應用領域進行投入，最近兩年還連
續入選全球百大品牌排行榜。聯想參與評獎多
年，今年捧回最佳互聯網+（智能輿情AI提效應
用）及最佳顧客體驗中心（顧客體驗）兩個大
獎。在本次峰會上，聯想（北京）在線服務交付高級經理郁丹
丹（圖10）分享「智能聯想 服務中國—以用戶體驗為中心的服
務轉型與智能化實踐」。據其介紹，聯想的智能服務系統應用
與發展主要包括智能化交付系統、智•雲運營管控中心、智能服
務機器人、智能情緒識別、智能圖像識別及智能輿情系統。他
們的服務理念實現了從面向設備的服務到面向人的服務轉變，
並推出一些新舉措，包括細分人群特色服務、成功打造具備服
務基因的顧客體驗中心團隊。

人工智能技術檢測情緒  提高培訓學習效益
    傳統的企業培訓存在着成本高等問題。而
香港富成人工智能有限公司將AI引進教育培訓
之中，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峰會上，該公司
創始人及行政總裁林苑莉（圖11）發表演講，
介紹傳統的企業培訓和AI公司培訓的區別。據
介紹，該公司用人工智能驅動的企業AI培訓IT解決方案有諸多

優點，比如可以有效跟蹤培訓內容的有效性、評估不同個人、
部門和層次的參與程度、向下挖掘以發現個別實例的不符合
性、採用激勵模式提高培訓效率、縮短培訓時間、評估個人學
習曲綫等，並且提升成本效益，是未來AI應用和發展的重要領
域。該公司在今年獲得了香港國際CRE創新博覽獎—CRE創
新AI增強在線學習服務獎。

一切以客戶為中心 DHL發展極致客戶服務文化
中 外 運 - 敦 豪 國 際 航 空 快 件 有 限 公 司

（DHL）全國客戶服務部客戶發展支持經理徐
冉（圖12）在其演講中指出，一切以客戶為
中心是DHL的DNA，是指引我們每個人改變
Mindset和行為習慣的長明燈。同時，作為一家
高速運轉的YELLOW MACHINE，由眾多部門和成員組成，各
部門的通力協作並WORK AS ONE是最終向客戶傳遞卓越服務
表現的基石，一切以客戶為中心的企業文化將大家凝聚在一起
向着共同目標而努力。正如其全球CEO Ken Allen所講，客戶
是企業投資的基礎和最終目標，傾聽客戶心聲、貼近客戶和市
場需求、積極採取行動、與客戶產生情感鏈接是幫助我們處於
市場領先的有效手段。該公司今年獲得了CRE最佳員工敬業計
劃、最佳客戶聯絡中心和最佳顧客滿意品管系統等獎項，徐冉
也獲得了傑出項目經理獎。

智能服務助公共行業轉型 深圳燃氣問鼎全場大獎
深圳燃氣集團一直以來高度重視信息化的

建設工作，該公司信息中心IT技術副經理江龑
（圖13）介紹自2013年正式啟動信息化戰略，
依託基礎骨幹信息系統，在2014年和2015年
先後建成或升級了微信公眾服務號、網上營業
廳、支付寶生活繳費平台，對外逐漸構建起具有深圳燃氣特
色的互聯網客戶服務平台體系；在2016年建成客服移動作業
APP，對內將抄表、安檢、點火、改管、搶修、維修等上門作

業由傳統紙質模式變革為移動作業模式。積極利用移動互聯網
等信息技術，準確定位客戶的服務訴求和企業的經營要求，在
便民利民、增強效率、降低成本等方面展現出顯著效果，成功
打造智能服務助力傳統燃氣行業轉型升級。該公司今年也獲
得4個大獎，包括CRE最高榮譽的年度最佳顧客關係服務傑出
獎–中國。

AI 助力團隊升級卓越服務 打造全渠道客戶體驗
    Teleperformance是目前全球最大的服務
外包呼叫中心服務運營商。資深副總裁Susan 
Pollock親臨現場（圖14），發表「採用AI 助力
員工提供卓越服務」演講。 Pollock認為，隨着
技術的發展以及人們之間交流方式的改變，客戶
行為以及客戶期望變得更加複雜。現在的消費者更重視便捷、
服務參與以及個人定制化。但是大多數的組織用分散跟孤立的
方式來管理用戶體驗。通過引進AI技術和平台，從而使客戶能
夠實現真正的Omnichannel全媒體顧客體驗。還特別為中國市
場定制了微信的AI整合服務平台，分享該公司的優秀經驗。中國
Teleperformance 今年也榮獲了CRE最佳委外服務獎。

科技創新高度共享 城市發展趨向智能化
    來自台灣的中國科技大學行銷與流通管理
系助理教授兼副主任蕭亞洲博士（圖15）在峰
會上分享智能城市的創新科技，並從智能城市
的物聯網、智能城市的基礎建設—路燈控制、
智能安防管理系統和深度學習影像辨識技術等
方面進行精彩案例分析。智能城市是信息化發展的新階段創新
模式，充分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體現了大整合、
大集中、高共享的建設思想。智能城市涉及智能政務應用、智
能產業應用、智能民生應用等眾多領域，需要實現各領域軟件
應用、硬體基礎設施資源的高度共享。

CEO Forum: The Belt & Road International Strategic Develop Opportunities & CRE Corporate Brand Engagement Best Practices
CEO論壇：一帶一路國際戰略發展機遇及CRE企業品牌參與最佳實踐

HK Int'l CRE Innovation Expo Awards Accelerate InnoTech Intelligent Service AI Apps Multiple Wins
香港國際CRE創新博覽獎 促進新科技智能服務 AI應用多面獲獎

CRE Leadership Summit: Big Data, InnoTech, A.I. Accelerate Sharing & Experience Economy
CRE國際領袖峰會：大數據 新科技A.I. 加速共享和體驗經濟

  「卓越顧客關係（CRE）與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於今年6月14-15日在香港成功舉行。以「大數據 新科技A.I. 加速共享和體驗經濟」及 「一帶一路的國際戰略發展機遇和挑
戰」為主題，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邀請了來自亞太區域一帶一路國家的CEO、顧客體驗官、總裁、教授、服務行業專家和資深人士，分享卓越顧客關係服務的最佳實踐。

  自2012年，香港國際卓越顧客關係服務（CRE）及創新博覽獎的目的是
為表揚在今日競爭激烈及以客為本的市場經濟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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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獎企業以成功的商業解
決方案幫助支援其顧客，不僅進一步強化國際企業品牌，並能夠為亞太區
建立可持續的商業發展策略。

香港顧客服務協會及亞太顧客服務協會（HKCSC & APCSC）為香港
國際CRE創新博覽獎在其主題︰大數據、移動、數碼、社交、雲端、CRM、客
戶聯絡中心、BPO、電子商務和人工智能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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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CRE創新博覽獎）。國際主
題發言人通過他們的企業創新案例，為大數據、人工智能、數字、移動、互聯
網+ 經濟的前沿發展作出了貢獻。今年獲獎的優秀企業及頒發的獎項包括
匯卓科技有限公司榮獲「CRE創新AI機器人禮賓服務」，以及Find Solution 

Ai榮獲「CRE創新AI增強在線學習服務」。

AI發展一日千里  結合需求和科技應用
APCSC主席朱剛岑表示：「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廣泛應用於日常生

活體驗中，以創造便利、個性化和新業務服務。企業需要採用創新技術和解
決方案，以創造新的產品和服務，提升整體顧客體驗和忠誠度。恭喜獲獎者
憑藉其創新的AI解決方案贏得香港國際CRE創新博覽獎！」匯卓科技CEO王
志仁表示非常榮幸獲得CRE創新博覽獎，這是對公司在人工智能機器人技
術開發，及結合客戶需求和創新科技應用的肯定。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將是
一日千里，亦將對企業在市場上競爭力有着絕對性的影響，但是將科研的發
展有效地應用於實際業務上將會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王志仁說：「我們匯卓
科技深深明白箇中微妙的差異及難以體察的利弊，但會堅持着『緊貼科技，

務實應用』的宗旨，將確實地為客戶提供既創新而亦具成本效益的解決方
案，幫助顧客達到最理想的投資回報。」

AIaaS成未來趨勢  幫助企業提高投資回報
Find Solution Ai CEO林苑莉表示很榮幸獲得本年度的CRE創新大獎，團隊

透過提供創新的人工智能技術來檢測學生的情緒狀態，從而分析他們在某些主
題上的強弱項，並提高他們的學習過程質量。林苑莉藉此機會感謝APCSC為不
同組織提供一個專業平台，向各界分享最優秀的實踐經驗和市場營銷趨勢。獎項
進一步鼓勵我們不斷改善下一代的學習環境並承諾會不斷超越客戶的期望。朱
剛岑指出隨着更多人工智能平台和應用程式，AIaaS（人工智能即服務）整合雲
計算和大數據，這些解決方案可幫助企業為顧客提供更加個性化的體驗，提高
生產力，更好的投資回報率，更高的滿意度和參與度。

    本次峰會分設6個主題、兩場CXO論壇及兩場CEO午餐論壇，
主題涵蓋在全媒體時代下發展未來新零售的體驗和競爭優勢；一
帶一路的國際服務、貿易、文化和顧客體驗創新；企業可持續發展
的大數據、人工智能和社交媒體戰略；透過互聯網+共享和體驗經
濟打造顧客品牌忠誠度；CRE領導力和企業品牌參與最佳實踐；人
工智能、服務外包和創新科技提升大眾公共服務等。

數字化轉型策略 卓越O2O高端顧客忠誠管理
泰國Advanced Contact Center Co., Ltd. 

(ACC) 是領先泰國第一移動市場企業AIS的全資
擁有大型聯絡中心，它通過數字化轉型全媒體
戰略、創新服務、技術和流程，以及培訓高素質
的員工，提供全渠道的整合服務，創造了與競爭
對手截然不同的服務差異。泰國ACC行政總裁Jaiporn Srisakul
（圖1）分享其數字化轉型策略。通過社交媒體渠道和輿情監控搜
尋，主動迅速聯絡及了解客戶需求，其數字聯絡中心成功提供解
決方案，並獲得泰國社交媒體最高效回應客戶的服務品牌。並且

考慮到客戶群中年輕一代的特點，將社交渠道列為和他們聯繫的
首選。通過回應能力、活力和創新服務，通過和實現了領先2017
年全球通信行業KPI的基準測試。除了聯絡中心，還提供最高端
的24小時個人助理服務、禮賓服務、現場服務及各種貴賓預定服
務，實現了卓越的O2O高端顧客忠誠和體驗管理，擁有泰國高端
顧客市場最高佔有率。 Srisakul也獲得年度傑出行政總裁獎，同
時帶領ACC榮獲CRE最佳客戶聯絡中心。

AI助力全媒體服務創新 智能改善人類互動
    AI發展正因應時代的變化不斷進行優化和
改善。同時，各行各業也愈來愈依賴人工智能提
供他們方向、提供公共服務，甚至幫助他們進行
銀行查詢，讓他們安全無憂。小i機器人港澳台
事業部總監範正亞（圖2）會議上分享了人工智
能改善人類互動、人工智能與機器學習一體化的操作環境、AI
解決方案以及不同應用領域。他表示人工智能可以有效地提升
人與人之間的互動，通過分析人機對話，我們可以優化互動，並

提供對操作信息的全面訪問和調查。AI+客戶服務解決方案既能
滿足客戶的定期服務需求，又能滿足客戶的內部需求。通過互聯
網、熱綫、甚至營業廳等提供多渠道的綜合服務。客戶可以通過
全方位的通路訪問AI的業務服務，如應用程式、微信、網頁等。

積極承擔企業社會責任  樹立國際CRE企業品牌
    作為柬埔寨第一家外資獨資壽險公司，柬埔
寨宏利不僅為客戶提供優質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還積極致力於改善當地環境。該公司今年再次獲
得最佳企業社會責任領袖獎和最佳顧客參與計畫
獎項，並且得到CRE最佳企業品牌大獎，其CEO 
Robert Elliot（圖3）更獲得年度傑出行政總裁大獎。柬埔寨宏利
首席代理官Rotha Chan（圖4）和首席客戶官Nara Kann（圖5）
分享如何在新興國家建立服務品牌和信任以及為
當地作出社會貢獻於學校、兒童醫院、馬拉松籌
款和捐助安全帽和成功安全教育推廣的社會影響
的成功經驗。該公司的使命是幫助人們更容易地

作出決定，使他們的生活更美好。為了實現這一
目標，他們採取了多種措施幫助柬埔寨家庭建立
更美好的金融前景，並提升其所在社區，從而在
當地實現企業、政府和客戶三方共贏的局面。

知識支持成為服務 質量滿意關鍵要素
    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評審、日本HDI公司
行政總裁山下辰巳（圖6）在高峰會分享了日本的
2017年度顧客支持服務標杆報告，12個行業包括
電器零售、飲料、視頻點播、事故保險、證券、銀
行、人壽保險、除毛行業等等。報告分析提供電話
和綫上服務的服務差異化、市場排名、質量和績效的標杆評比，
對客服中心帶來啟發。他指出，隨着時代的轉變，知識逐漸成為支
持新時代服務質量的關鍵因素，如人工智能、機器人和大數據分
析。以知識為中心的服務（KCS）是一項服務交付將知識實施的
關鍵方法。將知識庫整合到工作流程中，及時找到相關知識的重
要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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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卓科技市場部經理吳汝靜（右）及Find 
Solution Ai 創始人及CEO林苑莉（中）接受
CRE創新博覽獎證書及獎座。

5

CRE & 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2018香港國際CRE創新博覽獎 特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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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考察團到日產全球總部參觀學習。■考察富士思樂聯絡中心，與該公司總經理小出雅實
（左3）合照。

20th Anniversary of CRE Leadership Journey of Inspiration Create Superior Brands & Advocates & Shared CRE World Vision
慶賀20周年CRE領袖啟發之旅 創建卓越品牌和倡導者 共享CRE世界願景

    香港顧客服務協會HKCSC和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自1998
年成立以來，二十年如一日，持

之以恆執着於亞太地區的傑出顧客關係服務
領域發展。協會堅持不懈地推廣國際傑出顧
客關係服務獎（CRE Awards）、優質顧客
服務國際標準（CSQS）和相關國際資格認
可培訓，帶領優秀企業創建並持續更新卓越
的服務品牌。與眾多國際CRE獲獎企業、會
員、協會組織共同合作，通過每年數十場的
國際圓桌會議和CXO論壇，足跡走遍了亞
太、歐美、澳洲甚至南非等地區。20年來協
會為傑出顧客關係服務標杆、品牌和領導力
的提升和建立交流平台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科學化的國際標準 成國際亞太卓越典範
    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CR E 
Awards）每年都會收到來自海內外企業和個
人大量的諮詢和申請。無論是公司還是個人
的獎項評審，APCSC都堅持以最科學的國際
評審標準——優質顧客服務國際標準（下稱
CSQS）為獎項評審。如同歐洲品質管制標準和
大獎（EFQM Excellence Award）和美國的波
多裡奇國家質量標準和大獎（Baldrige National 
Quality Award），CSQS國際標準和CRE大獎
在亞太區建立了世界級的企業標準，提供戰略
和最佳實踐。協會每年評估市場研究和獲獎企
業卓越典範提升標準，確保可持續發展準則和
啟發，提升競爭力。朱剛岑指出：「作為國際
CRE獎項的評審標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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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的機構，強化其卓越顧客關係策略。」 

設立新獎項及提升地區標準 激勵CRE領袖文化發展
    為了提升企業對顧客關係服務的重視改

善服務質素，APCSC於2002年正式設立了
國際CRE Awards受到業界廣泛認可。為了
跟上國際步伐，反映顧客服務的變化趨勢，
協會還會每年都加入不同的新獎項，體現出
從單一效率到綜合體驗，從顧客滿意到員工
滿意到社會滿意的發展脈絡。公司類獎項
設立初期講求以快速提供服務，設立「高效
率」獎項。隨着經濟形態轉變，服務不只追
求效率，應關注顧客的綜合體驗而設立「最
佳顧客體驗管理」和「顧客體驗中心」等獎
項。協會進一步地關注到企業和員工之間的
關係，又推出了「最佳企業僱主」、員工敬
業和人力發展等獎項，推動企業對員工發展
上的投入。為了推動關注企業發展社會責任
設立了「企業社會責任領袖獎」、及今年最
新的「最佳企業品牌」。在個人獎項方面，
協會也根據專業能力和資格發展，增加了傑
出顧客服務分析師、傑出項目經理獎等，在
子類別裏也增加了培訓發展中心。

首創聯絡中心認證 填補新興行業發展需求 成效受稱譽
    作為全球首發建立國際客戶聯絡中心培
訓認證的顧客服務協會，早在1999年協會便
率先與領先美國技術支持行業結盟亞太區合
作夥伴和總代理。看見亞洲地區的客戶熱綫
中心行業發展非常迅速，卻缺少相關的研究
報告、標杆管理和專業培訓。為此協會和創
始會員展開了一系列研究項目，於1998年發
表首個亞太區標杆熱綫中心研究報告，以及
1999年首份顧客服務專業資格研究報告，
與香港大學研究團隊發展CSQS國際標準，
並且與培訓研發團隊及時推出了聯絡中心專
員、經理證書等資格培訓，填補了這個新興
密集服務市場上的空白。之後又相繼推出了

顧客服務分析及審查員證書、客戶關係管理
總監證書等，充實了課程體系。

課程設置和國際接軌 認證要求與美國一致
    值得一提的是，協會培訓課程設置和國
際接軌，採取和美國認證一致的要求：培訓
後進行網上考試，檢測知識掌握度；前綫人
員要經電話能力評估，檢測技能掌握；管理
學員還要提交相關服務中心項目報告，反映
對所學習的知識應用和綜合能力。由於課程
內容豐富實用，教學和理論嚴謹，業界反映
良好，協會的顧客服務管理證書（CCSM）、
傑出服務領導證書（CSEL）和專業顧客服務
證書（CPCS）課程還得到了香港特區政府
的認可，納入政府持續進修基金「可獲發還
款項課程」範圍。每年在中港台及東南亞地
區舉辦培訓，也遠赴斯里蘭卡、馬爾代夫等
地提供公開課和定制化培訓，得到了學員和
企業的一致好評。此外，還與許多國際支持
組織和大學建立了長期夥伴關係開展調研，
吸收新知識提升國際資格培認證課程的含金
量。

CRE領袖互利雙贏 攜手共用世界願景
    在第16屆國際CRE獎頒獎典禮暨APCSC
和HKCSC成立20周年慶典上，主席朱剛岑
總結協會20年來專注於CRE領袖文化的發
展，指出：「CRE領袖是創新之旅、是團隊
合作之旅、更是慶賀之旅！CRE領袖不斷創
造雙贏，CRE創新者積極發掘機會，連同員
工敬業和顧客參與取得傑出成就。」放眼未
來，協會將繼往開來和全球更多領袖分享共
同的CRE世界願景，改善個性化顧客體驗旅
程，從而創建卓越的CRE品牌和倡導者。

■NTT通訊東京全球聯絡中心，與該公司質量管理助理
副總裁原田誠（前右2）合照。

■APCSC主席朱
剛岑於HDI國際
會議中演講。

■ A P C S C主席朱剛岑
（左）於2011年國際領袖
高峰會中獲澳洲顧客服務
協會CEO Brett Whitford
頒授「終身資深會員」證
書。

首發國際遊學之旅  開闊視野豐富歷練
    為了促進服務業的國際性交流，進一步開闊視野，
APCSC在2017年10月18-20日和國際合作支持機構日本HDI共
同組織了一趟日本遊學考察之旅。在日本的3天，協會帶領中
國電信國際及新加坡人力部的資深管理人深入考察日本知名企
業，富士施樂服務創新（FXSC）及NTT通訊分享服務創新模
式和員工管理成功案例，及帶領考察團參觀其位於東京的全球
聯絡中心。另外，考察團也參觀了日產全球總部、軟銀、優衣
庫、索尼、市民、尼康等知名品牌的旗艦店，進行神秘顧客購
物體驗及學習跨行業的服務創新。

日本年度國際會議交流  分享新世代CRE服務
    第三天參加了HDI日本的年度國際會議，與來自日本及亞
太國際領袖社群進行深度交流學習，分享新世代CRE服務、成
熟服務經濟市場的新發展、技術支援創新及最佳實踐。協會主
席朱剛岑也獲邀請在會議中就「亞太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的創新
發展」進行主題分享，吸引日本服務業界領袖的關注和提問。
首次國際遊學之旅豐富和成功，考察團對本次活動給予高度讚
揚。通過國際考察學習，能夠了解不同經濟區域在人才開發、
客戶服務和顧客體驗管理方面的最佳實踐，日企在進行轉型升
級面臨的關鍵問題和挑戰，如何克服這些挑戰。通過和跨地區
同行的交流，學員們還能夠建立國際視野和更廣泛的人脈網
絡，有利於日後的長遠合作。

2018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 特
刊

2018 International CRE Awards Ceremony
新一屆獎項現正展開 CRE Awards Official 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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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SC主席朱剛岑於頒獎晚宴中勉勵各國際獲獎
企業。 

    獲獎企業都經過全面平衡集分卡選出，這包括
自我表現基準評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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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
共同議定得獎者。國際CRE Awards選舉的設立目
的，是提升各國際都會的顧客服務質量和優質顧客
關係，並藉此肯定那些為客戶提供了出色服務的政
府部門、企業、團體及個人。

公共事業參獎熱情高漲 精益求精服務社會
    公共事業今年有來自不同地區多家企業參加，
包括香港電燈、深圳燃氣和新加坡SBS Transit等。
其中香港電燈已連續10年獲獎，但從未鬆懈對服務
方面的要求。該公司供電穩定可靠，優於世界級標
杆99.999%，支付方式也不斷創新，現在還可以採
用支付寶，服務不斷精益求精。港燈客戶服務總經
理蔡偉民表示港燈亦一直支持協會舉辦的國際獎
項。非常榮幸連續第十年獲評選為最佳公共服務的
公用事業機構，更獲頒「最佳關鍵任務支援服務」
獎。港燈將繼續力求卓越，亦預祝APCSC再闖高峰！
深圳燃氣今年獲得了最佳顧客關係服務 - 傑出獎！
深燃客戶服務管理部總經理李書濤也深表榮幸，能

夠榮獲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感謝我們的使用者和
APCSC，對我們優質服務的肯定和鼓勵。借助互聯
網技術，打造智慧燃氣服務。未來將繼續努力開拓創
新，為用戶提供更加親切、專業、優質的服務。

銀行業借力智能服務社交平台 展示各地金融文化
    今年銀行業的參與度較高，包括台灣星展銀行、
遠東國際商業銀行和新加坡RHB Bank等，充分展示了
各地金融界的優秀創新服務，積極進行數字化轉型，
採用人工智能和社交媒體等為顧客打造更愉快的銀行
服務體驗。比如星展銀行使用智能聊天機器人，並結
合社交媒體Line賬戶從而打造「星展i客服」提供全方
位的綫上服務。新加坡RHB Bank結合臉書社交媒體實
現企業內部迅速溝通，各部門有效整合，提高了工作
效率。星展台灣總經理林鑫川表示很榮幸能獲得最佳
顧客服務中心這項年度大獎，這是對於我們長期追求
卓越服務品質的至高肯定。

電訊業追求卓越服務決心 獲獎標誌顧客認同
    技術性行業專業性強，但也非常重視顧客服
務。 CRE獎項在該行業中具有高度認可的權威性，
因此該行業參加的企業很多，包括電訊、移動、科
技、IOT和ICT等各個領域。中國電信集團就有香
港、深圳、廣州、上海和南京等5個地區的分公司
來參獎。香港也有香港移動通訊、香港電訊、中信
國際電訊和國內的中企網絡通信等多家知名企業參
獎。其中大多數企業都連續多年參與評獎並獲得獎
項。香港移動通訊（CSL Mobile）市場營銷總裁林
國誠表示感謝APCSC對我們追求卓越服務決心的肯
定；同時感謝團隊每位成員在過往一直努力不懈，
以客戶為中心，致力提供最優質服務，亦標誌着顧
客對我們的認同。中國電信國際市場部副總裁李青
表示非常榮幸能連續7年在CRE比賽中囊括了多個
獎項。此次獲獎充分的肯定了公司所有同事努力和
付出，以及所取得的成就。展望將來，我們會繼續

全面照顧客戶的需要，致力提供更優質的客戶服
務。最後再次感謝APCSC，這個獎項將繼續加強我
們提升服務方面的重大決心。

房地產生態鏈全線參與 獎項影響力日益凸顯
    房地產行業今年參獎企業數目有新增長，包括恒隆
地產、恒基兆業、鷹君物業管理、香港國際建設投資管理
集團等，涉及物業管理到基礎設施建設等不同領域，可
見CRE獎項在房地產行業生態鏈中的影響力進一步提
升。恒隆地產和恒基兆業都是持續多年參獎的世界級企
業，參評選獎項也多元發展。其中，恒基連續16年獲獎，
今年新獲得最佳顧客關係推廣服務及企業環保領袖獎
兩大殊榮。恒隆地產在去年6個獎項再次獲獎之外，今年
新參加了最佳社交媒體計劃和最佳顧客滿意品管系統兩
個獎項。恒基兆業地產集團執行董事孫國林表示恒基兆
業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連續多年獲得APCSC多項CRE
獎項，得到社會認同。他同時讚揚協會能緊貼社會脈動，
設立各種獎項以驅策企業突破顧客服務之框限，追求多
方面持續發展，值得推崇。香港國際建設董事局副主席
劉軍春也表示很榮幸首次榮獲最佳人力發展計劃獎項的
肯定。自成立以來力求以最先進的技術，最優質的服務和
以人為本的理念，將企業發展與人才培養相結合。在未
來工作中堅持初心，創新發展優質服務典範，為社會可
持續發展貢獻力量。

保險行業重視顧客關係 中港東南亞多家公司齊參加
    保險行業歷來重視顧客關係價值，本屆參獎的保
險公司包括友邦保險、宏利保險和安盛等，來自中港、
星馬和柬埔寨等地。安盛香港今年滿載而歸，總共獲
得7個企業和12個個人獎項。友邦保險今年有中國、馬
來西亞和新加坡等3地分公司參與。其中AIA馬來西亞
今年更創新高，獲得了6個企業獎，其首席顧客體驗官
Ng Jit Seng表示非常榮幸能夠再次獲得APCSC對我
們卓越客戶體驗的認可。這6個獎項證明了我們堅定
不移的客戶關注，AIA不斷強調員工發展和授權，尋求
創新方式為客戶創造難忘體驗的文化，全心全意地以
客戶為中心。感謝APCSC的肯定，並提供了一個平台，
可以盡情分享和展示我們對客戶的熱情。宏利保險來
自新加坡客服團隊連續5年榮獲客戶聯絡中心企業獎
項，和來自柬埔寨團隊的CEO，Robert Elliott榮獲年度
傑出CEO及新增獎項最佳企業品牌的殊榮。

祝賀CRE世界盃大家庭  運動員教練和創新者！
    朱剛岑祝賀國際領袖社群強調CRE領袖是慶賀
之旅！CRE領袖慶賀我們員工和顧客的成功，不斷創
造雙贏，投資於發展我們的工作場所、本地社區和
家庭，連同員工敬業和顧客參與取得傑出成就。他以
近日全球矚目的世界盃錦標賽做出分享和勉勵：「我
們作為CRE世界盃的運動員、教練和創新者的大家
庭，一起慶祝APCSC成立20周年和第16屆國際CRE 
Awards。我們分享共同的CRE世界願景，在共用和
體驗經濟中獲得更美好的全渠道顧客體驗。謹代表
APCSC和CRE獎國際組委會，祝賀你們所有創新者
和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贏家！」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在香港舉辦隆重盛大的國際頒獎典禮晚宴，宣佈第16屆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選舉（CRE 
Awards）得獎名單，再次創下新高，共有87位傑出個人獎項最有價值球員和65個企業獎項傑出隊伍勝出。APCSC主席朱剛岑代表
CRE國際組委會和支持機構，祝賀他們率先進入完成CRE世界盃決賽周。

    第16屆國際顧客忠誠獎論壇（論壇）暨商業方案滙報於今年3月8至9日在香港舉
辦。商業方案滙報乃國際CRE Awards獎項的評審環節。本次論壇由香港公開大學及
中國電信國際協辦。每年評獎期間，APCSC會員都會參加該活動，聽取參獎企業的滙
報，由評審團和會員投票評分，推動國際企業會員加強交流跨行業創新發展的前沿趨
勢。
    香港公開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副院長高志強致歡迎辭，歡迎各國際嘉賓。他
表示香港公開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很榮幸能協辦第十六屆國際顧客忠誠獎論壇。
此活動每年滙聚服務界的精英，分享服務質素提升的最新案例。這正展示了業界在提
供服務、創造獨有的顧客經驗和鞏固顧客關係上，追求卓越的堅持。

會員評審重要環節  吸收國際創新思維
    論壇暨商業方案滙報，讓亞太區商業團體及公司會員參加，滙聚行業一眾精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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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SC主席朱剛岑十分感謝香港公開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
學院副院長高志強，以及評審團的支持，並藉此機會鼓勵所有參加國際CRE Awar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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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發全球專業人才。

服務領域的標杆  助企業提升品牌國際形象
    國際CRE Awards乃是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的C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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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方案滙報是評
審階段重要環節。參獎企業須出席本次商業滙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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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略性商業單位、顧客體驗及服務中心的表現、吸
引及保留客戶的成功策略、創新科技、服務及支援基建、服務水準協議及顧客體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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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CSQS是國際CRE Award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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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繼商業方案滙報後，在評審階段中最重要的一環。

■每年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晚宴堪稱「顧客服務CRE世界盃」，來自各國的獲獎企業領導及團隊
均共赴盛宴，場面盛大，坐無虛席。

第16屆國際顧客忠誠獎論壇暨商業方案滙報 滙聚業界精英 鞏固顧客關係 吸收創新思維
16th Customer Loyalty Awards Forum & Business Case Gather Business Elites Strengthen CRM Absorb Innovative Ideas

2018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 特
刊

2018 International CRE Awards Ceremony
新 一 屆 獎 項 現 正 展 開 CRE Awards Official Launch

Service Industry CRE World Cup Create Memorable CX Culture Dedicate to Outstanding Service Focus
「服務行業CRE世界盃」創造難忘體驗文化 追求卓越服務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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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及亞太顧客服務協會成立20週年誌慶 特
刊

HK & AP CSC 20th Anniversary Congratulations!

20周年感恩慶賀國際CRE創新領袖 合作創建行業標杆 創造標誌性CRE品牌及核心價值！
20th Anniversary Thanksgiving & Celebrate Int’l CRE Innovation Leadership Co-Establish Industry Benchmarks Create Iconic CRE Brands &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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