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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SQS為「亞太傑出顧客關係服務
獎」（CRE Awards）訂定評審框
架和準則，每年參加該獎項的企

業，都會按照該標準接受評審，審查在
有關顧客關係服務的不同範疇中，是否
符合CSQS的嚴謹準則。
　　另一方面，協會每年會把「亞太傑
出顧客關係服務獎」得獎企業的顧客關
係服務最佳守則，融入CSQS標準中，
令這套標準的準則，可配合顧客關係服
務的最新要求和發展，與時並進。有興
趣參與該獎的企業，最好先透過參加顧
客服務分析及審查員證書（CCSA）課
程以了解最新版本的CSQS標準，並把
CSQS與本身的服務質量管理系統融合
起來。

協會港大合作制定
　　CSQS是由協會和香港大學一組研
究人員合作制定的，目的是為企業評定
顧客關係服務質素、與最佳守則的一致
性和顧客關係服務運作的整體表現。這
是建立世界級顧客關係服務水準架構的
全面認證標準，並可授予具備優秀顧客
關係服務水平的機構之證書。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主席朱剛岑說：
「很多企業於卓越品牌建立上，都遇上
不少困難。雖然她們都不斷努力地追求
創新及有效的顧客互動模式，但現有的
質量標準並不能滿足顧客的需求。」有
見及此，協會便與港大制定CSQS，為
服務業提供一個完善的標準，以提高顧
客的滿意度。

融合兩大管理系統
　　CSQS的目的是設立1套以從業人
員為基礎，並以顧客為推動的最佳守
則指南，有系統和有效率地管理顧客
服務的營運工作，從而提供一致的傑
出顧客服務，以達到或超越顧客的要
求和期望，這些指南為顧客服務中心
或熱綫服務中心等服務機構，定立全
面的服務標準。
　　糅合最先進和全面元素的CSQS，
為企業提供最佳服務定立清晰的標準。
CSQS包含和整合了平衡計分卡管理系
統和ISO 9000品質管理系統，為希望
改革成以顧客為中心的企業，提供世界
級的標準框架。

企業實踐效益眾多
　　朱剛岑表示，CSQS能幫助市場領
導企業鞏固她們的領先地位，協助她們
整合以平衡計分卡量度的關鍵商業指標

（KPI），並結合ISO國際標準監控日常商
業營運。企業可分3階段實踐CSQS，循
序漸進，使企業的發展更上層樓，邁向
卓越。CSQS認證的企業透過有效的基
準評核，來確定企業顧客關係服務優於
市場水平。
　　CSQS有助鼓勵企業以客為主、改
善商業表現，並使業界聯合起來，增進
顧客與公司之間的合作。透過參與及實
踐該標準，企業可有以下得益：

• 向顧客、管理人員和股東提供不斷
改善的服務價值，提高公司利潤和
邁向市場成功

• 不斷提升整體機構效率、能力和表現
• 建立顧客忠誠度和滿意度
• 減低成本、精簡架構
• 提高投資回報及品牌效益
• 透過顧客服務知識管理（CSKM），

建立員工的學習文化
• 推動傑出顧客關係服務成為整個企

業的核心價值，讓此理念獲得管理
層以至前綫員工的支持

• 改善公司表現最佳守則、潛能和果效
• 作為分析和管理商業表現、員工指

導和學習的工具
• 加強對顧客關係服務最佳守則的了解
• 表揚公司在遵守最佳守則，以達致

卓越顧客關係服務的傑出表現

分段模式具靈活性
　　CSQS分成多個單元，主要為以下4
方面作出評核：管理責任、資源管理、
流程管理、表現管理。CSQS會根據不
同規模、複雜度和性質的機構之需要，
來修訂或擴展。CSQS是1個分為3階段
的評分制度，第1階段：外包服務中心

（Outsourcing Service Center）；第2階
段：積極服務中心（Proactive Service 
Center）；第3階段：策略性商業單位

（Strategic Business Unit）。
　　CSQS的評估又分為3個循序漸進的
計分系統，由意圖、實行，以至綜合。
CSQS除了評估有關公司本身達到的表現
水平外，還會與業內其他企業的基準作比
較，讓有關公司了解本身的市場地位。

　　踏入21世紀，市場競爭的焦點
已從產品轉移至服務，市場上處於領
導地位的企業，除要研發創新的產品
外，也要投放許多資源，以提供優質
的顧客關係服務；相反，未能關注顧
客關係服務的企業很快便會遭到淘
汰。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
下 稱 協 會）推 出 優 質 顧 客 服 務 標 準

（CSQS），策略性地幫助企業建立世
界級的服務管理架構，助企業在競爭
激烈的市場中建立優勢。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  釐定獎項評審準則

1 報名 報名與提名表格可透過網上或傳真遞交。 2009年7至11月

2 截止報名 2009年9月15日 2009年11月15日

3 自我表現評審 參加者必須完成一份完整的自我表現評估問卷。 2010年1月31日

4 商業方案滙報 參加者將於顧客忠誠論壇中滙報其商業方案，這論壇專為「亞太傑出顧客
服務獎」參加者與亞太顧客服務協會會員而設。 2010年2月

5 第1階段篩選 公布首階段入圍名單。 2010年2至3月

6 神秘電話/探訪 神秘電話或神秘訪客將致電或親身體驗參選公司的服務，機密的中心將以
現場考核的形式調查。 2010年3至4月

7 第2階段篩選—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
現場考核

進行現場考核，根據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覆核參加者自我表現評估
的資料，確認與CSQS及顧客服務知識管理（CSKM）最佳守則的實踐。評
審並公布第2階段入圍名單。

2009年10至12月 2010年1至4月

8 公眾投票 顧客投出心目中最佳傑出顧客關係服務公司。 2010年4至5月

9 選舉優勝隊伍 由專家評審團綜合以上平衡計分卡考核結果選出優勝隊伍。 2010年5月

10「亞太傑出顧客關係
服務獎」頒獎典禮 獎座和證書將於「亞太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頒授予得獎者。 2010年6月

11 發放新聞稿及
新聞專題特輯刊載 得獎公司將獲邀參與新聞專題特輯製作，接受訪問和刊登專訪。 2010年6至7月

　　「亞太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參加者會收到1份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手冊，讓他們能參照服務標準及在企業內應用。亞太顧客服務協會所提供的國際認可課程中的顧客服務管理證書
（CCSM）課程、顧客服務分析及審查員證書（CCSA）課程，均深入地教授CSQS的知識和案例、顧客知識管理（CSKM）及介紹平衡計分卡審核工具的運用。當中CCSM已納入持續進修基金可發
還款項課程。

亞太傑出顧客服務獎流程

2008年最佳人力發展計劃 信和管業優勢
2008年最佳人力發展計劃（銀行卡） 中國銀聯客戶服務中心
2008年最佳人力發展計劃（網絡供應商） CPCNet Hong Kong Limited
2008年最佳公共服務（政府部門） 香港天文台
2008年最佳公共服務（公用事業） 香港電燈集團
2008年最佳顧客體驗（物業管理） 高衞物業管理有限公司—畢架山一號
2008年最佳知識管理（銀行卡） 中國銀聯客戶服務中心
2008年最佳知識管理（物業管理）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
2008年最佳客戶聯絡中心（銀行卡） 中國銀聯客戶服務中心
2008年最佳客戶聯絡中心（網絡供應商） 北京思博展科科技有限公司
2008年最佳顧客服務中心（保險業） 中國太平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寧波分公司
2008年最佳顧客忠誠計劃（物業管理） 康業服務有限公司
2008年最佳現場支援隊伍（網絡供應商） 北京思博展科科技有限公司
2008年最佳現場支援隊伍（物業管理） 信和管業優勢—藍灣半島
2008年最佳效率顧客服務（業務流程外包） Wharf T&T Outsourcing Services Limited
2008年最佳創意科技（客戶互動） Eptica
2008年最佳創意科技（物業管理）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
2008年最佳綜合支援隊伍（網絡供應商） CPCNet Hong Kong Limited
2008年最佳綜合支援隊伍（物業管理） 港基物業管理有限公司—中環中心
2008年最佳委外服務隊伍（業務流程外包） Wharf  T&T Outsourcing Services Limited

亞太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公司獎項類別
2008年傑出行政總裁
苗樂文　海洋公園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經理（客戶聯絡中心 - 娛樂業）
陳嘉麗　香港賽馬會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經理（客戶聯絡中心 - 委外服務業） 
李淑儀　Wharf T&T Outsourcing Services Limited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經理（客戶聯絡中心 - 辦公室用品業）
黃淑文　利來客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經理（顧客服務中心 - 零售服務業）
蘇塋娟　實惠傢居廣場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組長（客戶聯絡中心 - 娛樂業）
雷慧詩， 香港賽馬會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組長（客戶聯絡中心 - 網絡供應商）
孫吉明　北京思博展科科技有限公司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組長（客戶聯絡中心 - 公共服務業）
陳舜華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組長（客戶聯絡中心 - 電訊業）
單道和　新世界電訊有限公司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組長（顧客服務中心 - 零售服務業）
黎超然　實惠傢居廣場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心 - 娛樂業）
江家強　香港賽馬會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心 - 辦公室用品業）
陳潔芳　利來客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心 - 公共服務業）
鍾學琳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心 - 電訊業） 
譚準娣　新世界電訊有限公司
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顧客服務中心 - 零售服務業）
康耀強　實惠傢居廣場
優異獎－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組長（客戶聯絡中心）
劉綺琳　九倉電訊有限公司
優異獎－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組長（客戶聯絡中心）
葉藹瑩　香港賽馬會
優異獎－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組長（客戶聯絡中心） 
盧暉榕　香港賽馬會
優異獎－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心） 
陳敏姿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優異獎－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心）
鮑潔盈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優異獎－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心）
凌煥翹　香港電燈有限公司
優異獎－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心）
陳榮達　九倉電訊有限公司
優異獎－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心）
鄧彩虹　新世界電訊有限公司
優異獎－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心）
林月娥　利來客
優異獎－2008年傑出顧客服務專業人員（客戶聯絡中心）
馮家輝　香港賽馬會

個人獎項類別

　　要取得CSQS認證，須經過以下數個步驟：
1 最少2名員工取得顧客服務分析及審查員證書

（CCSA）或顧客服務管理證書（CCSM），以
及每15名員工或實際監督範圍內，至少有1名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內部審查員

2 審閱優質顧客服務標準及顧客服務知識管理
（CSKM）的基礎，為下一步作好準備

3 初步實地評估，以確定關鍵個人、部門及相
關的角色和職責

4 準備優質顧客服務標準審查，以及顧客服務
知識管理考察的文獻

5 進行最後優質顧客服務標準審查，以及顧客
服務知識管理審查

6 基準方案評審高於市場服務水平
7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認證和滙報

機構按部就班可取認證

CSQS 3個階段認證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
第1階段

外包服務中心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
第2階段

積極服務中心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
第3階段

策略性商業單位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

1.0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ies 
      (管理責任)
2.0 Resource Management
      (資源管理)

3.0 Process Management
      (流程管理)
4.0 Performance Management
      (表現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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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質顧客服務標準框架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

卓越典範基準方案
及報告

質量評估及
實行工具

顧客服務手冊
顧客服務知識管理

公司按照CSQS發展
顧客服務知識管理
平台

優質顧客服務標準是
整個架構的最高層

CSQS的計分卡

顧客服務管理證書 (CCSM) 
觀察 分數

3 級別
Intention 意圖 0-2
Implementation 實行 3-5
Integration 綜合 6-10

CSQS聯絡中心認證商標2009 CSQS服務中心認證商標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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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傑出顧客關係成營運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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