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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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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