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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E & CSQS 國際領袖高峰會 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 2019香港國際CRE創新博覽獎

2019 Int’l CRE& CSQS Leadership Summit Int’l CRE Awards Ceremony & HK Int’l Innovation Expo Awards

消費者滿意度 融合計量經濟模型

發揮全面優越服務精神 服務提升更高層次
成功的員工發展、授權和敬業度是傑出顧客關係服務（CRE）顧客體驗的基礎。
成功的CRE領袖會加強對員工的承諾和職業發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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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亞太顧客服
務協會APC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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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持續教育基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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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構凡有9成以上服務
部門、聯絡中心的職員能達
到亞太顧客服務協會全球性
認可培訓證書課程的認証標
準，均可獲頒發「優質客服專
員中心證書」（People Site
Certification, PSC），藉此表
揚他們的員工專業持續發展計
劃，並提供世界級服務。證書
課 程 包 括 聯 絡 中 心 專 員 證 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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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CCP）、聯絡中心主管證
書（CCCS）、聯絡中心經理證書（CCCM）， 導者，卓健醫療會繼續投放資源，透過培訓、認
顧客服務分析及審查員證書（CCSA）和國際顧 證課程以及知識管理，致力裝備同事，讓他們發
揮全面且優越的服務精神。」
客服務管理證書（CCSM）等。

連續14年致力培訓員工 發揮全面優越服務精神

扎根香港逾50載 與顧客成為親密夥伴

已連續14年獲頒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書的卓
健醫療，十分認同證書是對客戶服務部同事一直
追求卓越表現的認可和推動力，該公司總經理朱
怡菁指出：「我們的客戶服務部的24小時醫療熱
綫擔當起首個與客戶接觸的橋樑，部門每月處理
逾70,000個來電、7,000封電郵，包括查詢醫生
網絡診所資料、預約、緊急求助以及住院安排。
我們積極聆聽客戶的意見，並視為持續改進及衡
量表現的指標。作為醫療客戶服務中心的市場領

同樣已多年獲頒優質客服專員中心證書的美
贊臣營養品（香港），其香港及台灣總經理安凱
捷也認同證書不單對他們為顧客提供的優質服務
作出肯定，更鼓勵他們繼續向前，務求將服務水
平提升到更高層次。他指出：「美贊臣於過去
50年一直陪伴香港家庭成長，提供創新、高質
素及以科研為本的優質嬰幼兒營養品。我們將繼
續作為父母的親密夥伴，給孩子一生中最好的開
始。」

消費者滿意度成核心經濟指標 提升香港全球戰略地位

港科技大學（科大）組成香港傑出顧客關係服務
服務行業在香港的經濟中承擔着 （CRE）指數研究聯盟計劃。聯盟計劃會由以下
舉足輕重的角色，近年更是貢獻了超 人士領導：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決策分析系
過90%香港的GDP。消費者滿意度的 宗福季教授及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及大數據研究
衡量作為服務行業業績表現和商業潛 所代理主任陳雷教授與APCSC主席朱剛岑正着
力的核心指標，對於香港在未來提升其在全球的 手進行基於統計建模和大數據分析技術的香港消費
戰略地位有着至關重要的作用。早前在香港舉辦
者指數，「香港傑出顧客關係服務指數（HK CRE
的國際傑出顧客關係領袖高峰會CXO論壇，香港
Index）」的建構。其中，指數內嵌的計量經濟模
科技大學（科大）宗福季教授提出了一種融合了
計量經濟模型和多種自然語言處理（NLP）方法 型，有豐富的市場及消費者領域學術研究作為理論
的綜合模型，將使用精確採集終端消費者的調研 支撐，保證了指數評分的有效性。以自然語言處理
數據和大規模的綫上和社交網路數據，提供更為 技術則能夠從大量的公開綫上數據中提取出極具價
準確的消費者滿意度指標。而在當前社交網絡日 值的消費者反饋信息，與模型互補。所採用的創新
漸發達，迅速影響潮流、輿論、政治、經濟的時 研究將可用於香港企業各行業板塊，更提供跨行業
代，香港急需建立一個可靠、綜合、可追蹤的消
指數的可比較性，包括香港整體的消費者導向，成
費者滿意度及可衡量的經濟指標，此創新發展變
為香港地區和其他國際經濟產品與服務質量衡量的
得尤為重要，並且極具挑戰性。
標杆。
科大和APCSC研發 首個香港消費者經濟指數 作跨行業衡量標準
國際消費者經濟指標已被證明是未來商業成功
在香港特區政府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ITF） 的領先指標。準確的指數衡量對行業的戰略和决
的支持下，亞太顧客服務協會（APCSC）及香 策改進計劃至關重要。科大和APCSC正與各界市
場先驅合作納入成為指數成員，參
與首期18個月的指數發展計劃，獲
得行業企業報告，合作改善提升香
港國際品牌地位和競爭優勢。有意
請聯絡潘先生，電話：（852）2174
1428 電郵：enquiry@apcsc.com。
所有科學研究調查和大數據分析報
■ 第一日國際領袖高峰會演講嘉賓及市場領導合照。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決策分析
告將由科大和APCSC聯合進行。
系宗福季教授（前右7）於峰會的CXO午餐論壇中分享「大數據驅動的香港顧客滿意度
指數和在線 + 調查數據融合的未來」，參與領導來自各界服務企業，包括港鐵、國泰航
空、CSL Mobile、友邦保險、保誠香港、港燈、香港賽馬會等。

國際領袖峰會暨CEO論壇 改變行業未來遊戲規則
每年，「卓越顧客關係（CRE）與優質顧客服務標準（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均以全球
發展新趨勢為主題，邀請國際精英領袖及行業專家進行主題演講及討論。今年，峰會以「遊戲規
則改變者：大數據、CRE指數、創新科技、A.I.生態系統、共享體驗經濟」及「抓住大灣區和一
帶一路戰略的增長機遇」為主題，展開為期兩天的精彩分享。
本次峰會分設6個主題、3場CXO論壇及2場CEO午
餐論壇，主題以遊戲規則改變者為中心，涵蓋創新科
技、人工智能系統和顧客服務體驗品牌價值；大數據，
CRE指數和忠誠度生態系統；數字化領導力，轉型與流
動性；人工智能及全渠道新體驗經濟 - 一帶一路戰略增
長機遇；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領導力，新世代參與；
移動5G、人工智能、物聯網、業務流程外包和共享經
濟 - 大灣區的戰略增長機會等。

利用科技增進顧客旅程體驗 智能移動提高顧客滿意度
在首日峰會中，國泰航空品牌、洞察及營銷傳播總
經理Edward Bell在演講中重點分享了國泰航空不斷通
過新技術關注顧客卓越服務的發展歷史。在73年的歷
史中，該公司有一系列穩定的創新，不斷推動顧客服務
的進步。通過資料驅動的模型以及機器學習來分析顧客

購買的習性來挖掘轉換率的關鍵因素。國泰也推動很多
創新科技的發展，採用區塊鏈，並且採用社交媒體平台
進行推廣，如Asia Miles亞洲萬里通的推廣。在行銷方
面也提出很多方法來降低顧客費力度，讓旅客在整個旅
程當中能夠舒暢地到達他們的目的地。港鐵客戶體驗拓
展總經理梁靜雯以「智能移動以提高客戶滿意度」為主
題，分享港鐵「鐵路2.0」推廣智能移動，以提供更個
性化及數碼的顧客體驗，功能包括聊天機器人、上車
等候時間預測、點對點大堂互動地圖、顧客忠誠消費積
分、到站提示和接駁交通資訊等。

積極推動CSR及顧客參與 建立新興市場長綫發展
第二天峰會及CEO午餐論壇中，有來自多個地區
包括泰國、越南、柬埔寨、日本、中國內地及香港的
CEO及CMO就一帶一路及大灣區的戰略增長機遇、

A.I.及全渠道新體驗經濟，以及移動5G、IoT、共享經
濟等主題，分享了獨特見解及致勝之道。其中於去年獲
得國際CRE最佳行政總裁的柬埔寨宏利保險CEO及總
經理Robert Elliott，以「建立新興市場的長線發展」為
主題，分享如何在新興市場透過企業社會責任、顧客參
與及品牌建立信任，柬埔寨宏利積極幫助當地學校、兒
童醫院、馬拉松籌款，並捐助安全帽和推廣安全教育。
該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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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府和顧客三方共贏的局面。

實時AI聊天機器人 體驗全方位數碼服務
今年獲得國際CRE獎項最高殊榮CRE傑出大獎的泰
國Advanced Contact Center (ACC) 行政總裁Jaiporn
Srisakul，分享該公司是首家泰國電訊企業，採用實時
AI聊天機器人提供24小時全天候、全方位的數碼服務，
在任何時候任何地點，都有虛擬助理為顧客服務，更有
效以智能服務提供點對點自助服務解決方案，營合新生
代顧客的生活方式，提升顧客滿意度，並增加數碼服務
自助渠道的成本效益，成功創造新收益。

CRE創新博覽獎表揚創新解決方案
自2012年始，香港國際
CRE創新博覽獎在以客為本
的經濟中推廣解決商業挑戰
以及改善卓越顧客關係之創
新，表揚行業創新解決方案、產品和服務，以成
功的商業方案幫助支援其顧客，並進一步強化其
在行業內企業品牌，並為亞太區建立可持續的商
業發展策略。今年獎項以「大數據、移動5G、
數碼、社交、雲端、CRM、客戶聯絡中心、
BPO、電子商務和人工智能」為主題。
■ ServiceNow亞太和日本首席創新官
Aps Chikhalikar（右）接受CRE創新博
覽獎證書及獎座。

創新數碼科技 優化企業工作效率
今年由ServiceNow榮獲CRE創新顧客服務

管理博覽獎。ServiceNow致力為企業優化工
作效率，以雲平台和解決方案提供數碼工作流
程，為員工和企業創造出色的體驗，並提高生
產力。ServiceNow亞太和日本首席創新官Aps
Chikhalikar表示：「在過去10年中，科技讓我
們的生活變得更便捷。ServiceNow相信科技的
力量可以為我們在工作中做同樣的事情，創造更
好的方法來完成工作。我們正在開發強大的數字
工作流程，以解決一些最常見的工作問題，並與
顧客合作為世界級顧客服務設立新標準—包括
TAL Apparel、香港浸會大學、SmarTone和Tata
Communications。」

大數據、A.I.和多渠道提升生產力
主辦機構APCSC主席朱剛岑指出：「部署
大數據、人工智能技術和多渠道的顧客服務管理
正在幫助提高企業的能力，以便在我們的日常顧
客體驗中更高效、更準確地為顧客提供更好的支
持，不僅創造便利、個性化和自助服務，還可以
改善員工生產力和職業發展。領先企業不斷識別
創新技術和解決方案，並創造新的產品和服務，
以改變顧客體驗，增強忠誠度和市場地位。」香
港國際CRE創新博覽獎旨在為跨行業機構構建一
個「創新、交流、合作」的平台，對企業拓展海
外市場，達成項目合作、提高國際競爭力、展示
行業內創新解決方案具有重要意義。

第17屆顧客忠誠獎論壇暨CRE商業方案滙報 商界大學翹楚薈萃
第17屆亞太和國際顧客忠誠獎
論壇（論壇）暨商業方案滙報分別在
去年10月31日與香港公開大學以及
今年3月7至8日與香港科技大學及中
國電信國際聯合成功舉辦。商業方案滙報乃國際
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CRE Awards）的評審環
節。APCSC主席朱剛岑感謝各界支持，並鼓勵
參加國際CRE獎的企業家在各行業建立世界級標
準和標杆，透過論壇創新思維，創造價值，不斷
追求卓越。

滙聚行業精英 建立緊密聯繫
香港公開大學李兆基商業管理學院院長區啟

明教授也認同，論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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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
決策分析系宗福季教授表示藉着此項活動，滙聚
行業精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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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不同行業的商業領袖，展示他們的成功之道、
最佳實踐；通過參與大獎的評選，參賽企業可以
從世界級框架CSQS中，最佳實踐及最佳守則中
學習關鍵成功因素，使得企業進一步提升服務水
準，持續保持行業的市場領先地位。通過國際顧
客忠誠獎論壇，介紹最佳實踐、標準，激發參與
者的創新力，啟發他們服務變革理念，並找到適
合自己企業的最佳方案，從而面對不斷出現的新
挑戰。

展示最佳實踐 激發創新理念

傑出顧客關係服務乃世界錦標之旅

呼叫中心及服務外包研究院院長及CRE評
審團評委米輝波分享CRE獎項經過多年在亞太區
的推廣和應用，獲得了業界的廣泛認可。肯定來

參加企業於論壇中展示他們於傑出顧客關
係、體驗、品牌、敬業、社會企業責任領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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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度管理
顧客滿意程度，以及發掘增加收益的機會。國際
CRE獎乃是CRE世界盃錦標賽，標誌着世界級
顧客服務領域的標杆，同時也是企業團隊彼此切
磋，提升品牌國際形象的良機。

■ 第17屆國際顧客忠誠獎論壇於今年3月7-8日由香港科技大學及中
國電信國際協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