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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屆獎項現正展開 CRE Awards Official Launch

敦豪國際航空快件有限公司第二度榮獲最佳顧客關
係服務 - 傑出獎，也是首次二度獲得最高榮譽傑出
獎的企業。在疫情之下快遞物流業工作量大大提升
至以往的3倍，工作量繁重且風險大。為了減少人
員聚集，客戶聯絡中心必須準備隔離班次和災備安
全，在技術平台上做了迅速調整，讓部分員工實行
在家工作模式，為員工預備培訓、工作的硬件和軟
件、培訓手冊指南，確保信息資料安全等。進一步
引進AI服務和人工服務緊密整合，提升轉換順暢和
工作效率，令客戶滿意度提升。敦豪國際速遞（香
港）有限公司（DHL香港）連續10年榮獲企業大
獎，包括最佳全球支援服務、最佳顧客體驗管理、
最佳客戶聯絡中心、最佳人力發展計劃。在去年面
對香港疫情和社會動蕩的情況下能夠超標達到顧客
滿意度和企業目標，更加凸顯全體同仁的團隊能
力，以及DHL香港使命必達的毅力和文化精神！

雲端聯絡中心在家工作 大數據縮短理賠時間
  AXA安盛今年連續6年獲獎，更榮獲了5個企
業大獎。在過去已投資於雲端的客户聯絡中心平
台，在面對疫情中發揮優勢，在疫情之下可以實施
在家工作(Work at/from Home)，也成為全球大趨
勢的應變措施。既能夠為客戶提供周到服務，又靈
活分隔班次社交距離，保障員工安全，提高了員工

滿意度和各方面的好評。而面對疫情下理賠個案增
加，該司在理賠中創新使用大數據來初步評估醫生
報價和客戶索賠是否合理合規，從而大大的提高了
理賠的時效性、顧客體驗和滿意度。

共享服務經濟方便住戶 手機APP物業管理服務
  恆基兆業地產集團物業管理部（恒益/偉邦）
連續18年獲獎和尊家管業共榮獲3個大獎：最佳企
業環保領袖獎、最佳企業服務兩大殊榮和最佳技術
運用。他們在物業管理持續創新發展手機APP擴大
數字化管理，提供方便住客需要、住戶預訂服務可
以直接在手機APP上進行預訂，並用八達通收費，
在疫情之下減少顧客和物管人員面對面的接觸，也
更為安全。他們還在部分屋苑提供共享服務經濟
（Sharing Economy）理念，提供免費借用服務，
例如裝修工具、電鑽、吸塵機、燙斗、旅行箱、燒
烤場等，為住客提供便利提升滿意度。

大數據分析提升全球服務 提高網路透明度
  中國電信國際採用大數據創新服務。該司全球
客服中心網路要支撐全球服務，通過大數據分析網
絡資料，可以提早預知客戶的網路情況，預測提前
排查。高級VIP還可以通過手機APP報修。技術中
心還為客服部門提高網路透明度，客服能夠及時了
解網路的情況，提高處理問題的時效。

疫情顛覆傳統模式 加速數字體驗經濟
  據朱剛岑主席介紹，有類似創新的企業數不勝
數，疫情成了服務創新的最大的推動力，企業原先
一些停留在初步階段多年的想法加速落地變成現
實。在第18屆CRE評選中，非常欣喜地看到很多
公司的技術、服務標準、平台都得到了全面的大幅
提升。通過5G、大數據、手機APP、雲端技術、
AI、智能語音和面部識別等等，使服務水準有了更
大的飛躍。疫情之下看到更多創新企業參加這場服
務界的盛事！作為國際認可的CRE大獎，得到了廣
泛公眾認可，CRE標誌性品牌獲得大眾消費者、媒
體、品牌追蹤者和全球投資分析師的關注。

參獎企業品牌國際化CRE標誌性品牌獲得關注
  本屆CRE獲獎企業來自包括恆基兆業、港
燈、AXA安盛、CSL、DHL香港、中外運敦豪、
中國電信、賽馬會、宏利柬埔寨、互聯企信TP、
中信國際電訊CPC、新加坡SBS Transit、中企
網路通信、M&S 、南豐、復旦大學、中國電信集
團上海等。有這麼多國際企業參加也反映了業界
對APCSC提倡CRE領導力的認可！朱剛岑主席指
出，在新的一年，評獎標準CSQS標準綜合了不同
國家和跨行業的最佳實踐，有助開闊企業視野，取
得更豐富的收穫。

  一 如 既 往 ， 亞 太 顧 客 服 務 協 會
（APCSC）在2020年Covid-19新冠疫情之

下，仍堅持成功舉辦第18屆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
務獎（CRE Awards）評選。由於受到新冠疫情的
巨大衝擊影響，很多行業已經運行多年的傳統服務
模式難以為續。許多企業紛紛採用新科技、電子商
務平台和大數據創新服務模式，為顧客帶來了全新
的服務體驗。因此在本屆評選中，企業服務方面湧
現特別多表現可圈可點的創新舉措，是本屆評選中
的最大亮點，服務創新帶來體驗大飛躍。

科技應用協助評獎 社會各界鼎力支持舉行
  APCSC協會主席朱剛岑介紹，新冠肺炎疫情
給評獎帶來很大的挑戰。受疫情影響，原來的商業
案例匯報、現場CSQS考察等都無法舉辦，但透過
各種線上會議、在線直播等技術平台的支持，這些
環節都改為在線舉行，順利完成評審考察。而頒獎
典禮原定為6月舉行，但由於疫情不斷反復，頒獎
典禮推延了2次，最終在11月圓滿舉行。該活動得
到了香港政府有關部門和大學的支持，香港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副局長陳百里博士、投資推廣署助理署
長吳國才、香港科技大學宗福季教授等都出席了頒
獎典禮並出任頒獎嘉賓，也給獲獎企業與個人帶來
了鼓舞。

人機服務緊密配合 AI提升工作效率
  在本屆CRE評選中，來自中國內地的中外運-

亞太顧客服務協會成功舉行第18屆CRE評選表彰國際服務領袖重塑商業領袖未來願景
APCSC Successfully Organized the 18th CRE Awards Recognize Int'l Service Leaders Reshape Future Vision of Business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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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助力領袖高峰會 線上線下相結合 吸引各界精英 提升影響力
Technology Aid Leadership Summit O2O Integration Attract Industry Elites & Raise Influence

    卓越顧客關係服務（CRE）與優質顧客服務國際標準
（CSQS）國際領袖高峰會在去年11月13日在香港成功舉
行。以「遊戲規則改變者：CX數碼領袖、5G、傑出顧客

關係服務指數、大數據、A.I.oT生態系統」為主題，APCSC邀請了
來自政府部門、知名大學以及服务領袖，在線上線下異地同步分享
CRE最佳實踐。
InvestHK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長吳國才在Covid-19疫情下的投資促進計劃

  InvestHK致力於幫助企業發展的政府機構，以鞏固香
港作為亞洲領先國際商業據點的地位為宗旨，協助海內外
公司在香港開展業務活動，促進和吸引外國投資香港，提

供免費諮詢和服務。在全球31個地區建立業務聯繫，和重要機構建
立生態系統合作夥伴關係。以4個主要支柱：人工智慧/機器人、生
物醫學/健康衰老、智慧城市、金融科技，為世界各地的初創企業、
投資者、行業領袖、學術界及政府機構提供一個強大平台，交流想
法、建立聯繫，一起打造未來藍圖。
香港科技大學工業工程與決策分析系講座教授宗福季
基於情緒分析和數據融合 大數據驅動的顧客滿意度指數

  宗教授分享了HKCRE指數的建立和技術平台。其中舉
例在保險業的調研和大數據相關評論中，消費者們主要還
會討論和比較保單的紅利、關心現金價值是否划算，以及

保險相關的費用和保險資訊的查詢方式等。此外保險的覆蓋範圍，
例如私家醫院、某些特定疾病（肝癌，腸鏡）是否包含等。危疾相
關的保險計畫也是香港消費者們關心的重點。各個行業的消費者們

對於該行業在應對疫情過程中表現打分情況，得分最高的是電子商
務，最低的是移動， 但得分差異不大。若這間公司應對疫情的表現
欠佳，消費者有多少不再選擇這公司？景點行業的消費者中不再選
擇的比例最高，而付費電視、寬頻和移動這3個行業的影響都相對較
低。此外，消費者們在疫情期間，消費增加最多的是線上外賣，其
次是線上購物，而線下娛樂和戶外娛樂活動的消費則大幅下降。
香港科技大學計算機科學與工程系及港科大大數據研究所主任陳雷
教授使用大數據提高顧客滿意度指數

    客戶滿意度指數（CSI）是一個領先指標，而現有的指
標大多數成立於十多年前，調查費用昂貴、響應速度慢。
在線大數據帶來了機會：數據是免費、公開的、成本低、

大容量、經常更新、中等可靠性等。利用大數據技術改善CSI、使
用在線數據增強調查數據、發現新話題、客戶真正關心哪些方面、
如何描述我們公司產品、輿論分析、對服務產品滿意度。大數據應
用可以更深入，發現重要公司產品常用標籤、選擇和拒絕的常見原
因、根據客戶畫像分析的市場策略等。
Teleperformance亞太地區企業數字化綜合服務&流程優化副總裁
Michael Costevec企業在疫情時代的數字化轉型

    疫情是企業轉型的最大動力。公司轉型有兩個支柱，
一是企業需要建立快速識別方法適應轉型機會、遠程評估
敏捷性、不斷跟踪、和不同利益相關者溝通從最初項目收

集數據和KPI、完成和協作演示、進行深入分析奠定基礎，取得更大
影響和更好資源管理。二是獎勵員工參與轉型工作，利用團隊幫助

良好出眾的想法，使員工成為企業的創新引擎。
西九文化區區域設施服務總經理Graham Tier
西九龍文化區–走向世界一流的藝術 文化和公共場所設施的旅程

    持續設計帶來更好的客戶體驗，西九龍文化區已獲得
BEAM Plus社區試點計劃的白金級評級。設施管理包括科
技、設施服務、整合人員、地點和技術，以創造卓越的客

戶體驗。在公園和開放空間方面採取了關鍵措施運輸和連通性，以
高效和有趣方式將公園與人連接起來；在商業性，使所有利益相關
者都參與並提供投資回報的活動。
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互聯網客戶中心專業委員會秘書長米輝波
技術驅動客戶體驗 

    用戶體驗設計重中之重。儘管在VUCA時代，大量的不
確定性改變；技術發展造成消費習慣改變。用戶體驗也需要
設計；覆蓋互動生命週期，從了解、使用、預期、服務、價

位、參與等方面。技術賦能，如何使用最合適的技術滿足未來要求是
決策者需要思考的問題。新技術對人類帶來的科學研究挑戰也不容忍。
上海復旦大學高級顧問歐陽超信通過AI和數據創造顧客價值

    進入科技革命的新紀元，出現的特征包含計算能力的
大幅提高、硬件成本大幅下降、數據的巨大可用性（數量、
種類、速度）、人工智能的突破（以及其他技術：數字化、

API、雲）和以技術為中心推動業務發展。大數據和人工數據促進了數
據科學的發展，包括分析、商業智慧、統計和可視化數據等，產生新
的見解。

▲�　�中國電信國際有限公司、中國電信CTExcel及中國電信集團獲獎同仁合照。

▲�　�AXA安盛獲獎同仁合照。 ▲�　�DHL�Express香港及澳門高級副總裁暨董事總經理吳志忠（左9）與獲獎同仁合照。

▲�　香港賽馬會-電話投注部獲獎同仁合照。 ▲�　M&S亞洲區人力資源總監潘嘉敏（左4）與香港及新加坡獲獎同仁合照。

CRE & CSQS 國際領袖高峰會 2020國際傑出顧客關係服務獎頒獎典禮 香港CRE指數暨獎項與認可計劃
2020 Int’l  CRE& CSQS Leadership Summit Int’l  CRE Awards Ceremony & HK CRE Index & Awards Recognition 特

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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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恒 基 兆 業 地 產 集 團 執 行 董 事 孫 國
林,BBS,MH,JP表示：「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物業
管理部轄下『恒益』及『偉邦』，憑藉持續不
懈創新求進的毅力，歷年迭獲APCS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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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桌會議走上雲端跨越時空區域 國際CEO和CXO論壇打造更深遠傳播

    在歐美及先進亞洲國家，包括日韓和新加坡都建立了健
全的國際化顧客滿意度指數（CSI）。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商務、貿易、旅遊等樞紐，卻沒有獨立、健全的CSI平台讓消費者提
供反饋，提供獨立、客觀、可供參考的顧客滿意度和忠誠度，預測上
市公司的可靠性、可信度、未來業務和財務績效的重要指標。為此，
APCSC協會與香港科技大學（港科大）合作推出首個大數據驅動的
香港傑出顧客關係服務指數（HKCRE Index，指數）。

APCSC與港科大推動指數 塑造香港國際標杆品牌
    在過去兩年APCSC和港科大進行合作，共同研發全球首個融合
大數據，及符合國際顧客滿意指數標準的HKCRE指數。該調研已經
收集了18個行業在2020年度和2021第一季的服務表現數據，並綜
合互聯網和社交媒體上顧客和用戶評論的大數據，挖掘分析更多顧
客想法、評價、投訴、推薦和各種的需求。項目得到了香港特區政
府香港創新及科技基金（ITF）的支持。作為一個新的遊戲規則改變

者，幫助促進香港和大灣區成為領先的國際品牌生態系統的發展。 
HKCRE指數是同類中的第一個平台，採用最新的大數據技術、數據
融合技術和人機循環（HITL）集成，以國際基準幫助塑造未來的香
港企業國際品牌格局、行業標準和領先指標。

大數據平台計算技術 涵蓋社交媒體大量顧客評論
    指數是先進具有更全面國際標準框架的CSI，能夠捕捉消費者的
特徵；在大數據時代採用最先進的計算技術支持測量；報告評估更
加準確，針對在香港消費者總體滿意度，涵蓋了大量顧客評論、不
同平台社交媒體的在線數據、服務行業和許多領先企業分析。目前
指數研究成果包括在線數據的處理方法、各行業的在線問卷設計，
包括淨推薦值（NPS）、客戶忠誠、滿意度、價值、價格容忍度等
國際指標；協會已完成了銀行、保險、證券交易服務、信用卡、移
動通訊、寬頻、付費電視、網購平台、快遞、線上訂餐和外賣、咖
啡室、快餐店、鐵路、巴士、景點、商場、超市、藥房等18個行

業，各行業收集了數百個有效問卷回覆，並將調查反饋用於檢查和
調整建議的數據融合方法；對在線大數據進行了情感分析。採用數
據融合方法整合來自不同來源的數據、不斷完善和改進、構建了具
有集成乾淨數據和非冗餘數據的大數據平台，不斷更新。開發用於
執行數據爬網和文本挖掘的在線平台。

推動首屆香港CRE指數獎 全面分析報告新洞察
    據悉今年APCSC將在調查數據的基礎上新增「香港傑出顧客
關係服務指數」及獎項與認可計劃；邀請調查涉及的行業和公司參
加，有助提升企業的顧客滿意度、忠誠度、業務績效、競爭力和盈
利能力。參獎企業還能夠得到HKCRE指數調查的分析報告，並可以
將自身調查需要和HKCRE指數下一階段的調查相結合，採用大數據
和客戶回饋，為香港各大行業提供更加全面的分析報告和新洞察，
將有效幫助改善各大行業的顧客滿意度和推薦度，進一步提升香港
的國際金融、商務、貿易、旅遊等樞紐地位。

香港傑出顧客關係服務指數 鞏固商務、旅遊樞紐 提升香港國際金融、服務 可持續發展地位
HK CRE Index Strengthen Biz & Tourism Hub Enhance HK Int'l Financial Service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osition

CSQS樹立國際新標杆 持續創新求進
    協會在國際領袖高峰會中頒發CSQS國
際證書認可恒基的卓越成就，於2020年符合
了國際標準。協會主席朱剛岑指出：「CSQS 
17.0加入人工智能、整合顧客知識管理及同
理心分析等新標桿。通過顧客服務管理證書
（CCSM）專業資格和CSQS專案管理，獲
得認證的CSQS領導者提升了他們在技術創
新、顧客體驗管理、員工敬業度和流程綜合方
面的市場領導地位。作為國際CRE獎項的標
準，CSQS樹立世界一流的標準和標杆領先地
位。」

    為了廣泛傳播傑出顧客關係CRE服務
領袖文化，APCSC（協會）每年都在不
同國家和地區舉辦傑出顧客關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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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0年受疫情的影響，
會議改為線上舉行，突破了時空和地域的限制，邀
請跨國業界精英進行對話、分享、提升國際化交
流、創造更多豐富收穫和價值。
    線上會議安全便捷，足不出戶就能夠聆聽到
各國專家的精采分享，新鮮又實用的資訊和經驗，
對當前服務業的痛點和熱點及時展開交流，倍受好
評。對於提升服務質素，推動企業可持續發展得到
有效的幫助！線上會議與港科大合作創造了美好在
線交流體驗。

傑出顧客關係服務指數 企業可持續發展
    去年協會和港科大、中國國際投資促進會，
聯合舉辦「中國CRE指數總裁論壇」分別在4月28
日和5月21日舉行英語和普通話兩場論壇主題關於
「傑出顧客關係服務（CRE）指數，企業可持續發
展，大數據及AI經濟價值」。港科大宗福季講座教
授在主題演講「基於情緒分析和數據融合的大數據
驅動的顧客滿意度指數」中介紹香港CRE指數將計
量經濟學模型與最新的計算技術相結合，並結合了
行業研究、專家知識和經過改進的現代調查問卷，
這些問卷獲市場和顧客研究支持，針對不同行業進
行了精心定制。對每個重要部門、個人、公司的服

務質量和業務進行近實時評估和預測。提供有價值
的信息幫助提升香港的服務業

新冠疫情下的創新 大數据及顧客體驗
  中國電信廣州分公司副總經理馬曉亮在「突發
疫情時的政務熱線應對」演講中分享了在新冠疫情
的壓力下，作為外包運營商如何運用大數據、智能
化等手段幫助廣州政府熱線積極應對突增的話務情
況，成為廣州民眾的堅實後盾。
    去年9月協會和港科大聯合舉辦了線上CRE指
數CXO論壇，分別在17日和25日以英語和普通話舉
行。會議圍繞「新冠疫情下的創新顧客參與、大數
據及顧客體驗數碼領袖」的主題。APCSC主席朱
剛岑主題演講中指出：「在這段抗擊疫情的特殊時
期，很多企業及時調整傳統服務模式，積極採取新
技術，線上線下相結合，有效改善服務流程，從而
為顧客提供更為優質的服務，為企業延續經營拓寬
思路。」 港科大大數據研究所主任陳雷教授在「持
續在線文本挖掘」指出，線上文本數據時時刻刻都
在不斷生成。分析這些新數據涉及定期執行的算
法及人力資源。處理英語數據的方法已是精心研究
的。在香港是大多數人說廣東話或英語。處理廣東
話數據仍具有挑戰性，需要進一步的研發運用於社
交媒體、在線評論不同領域。

科技在新冠疫情 銀行業新常態
  Ci t i花旗銀行亞太區投資銷售首席運營官
Rajeev Chib博士在「科技在新冠疫情下對銀行業

的工作和未來的勞動力的作用」分享包括人工智
能、機器人技術、機器學習等、數字化轉型的日益
增長的應用，將對我們的工作方式產生影響，而其
全面程度難以預測，尤其是在新冠疫情後世界中
的影響將會是潛在的失業、或轉型、持續的法規要
求、技能再培訓、勞動力不平等以及數據隱私等方
面的考慮。麥迪遜全球資產管理總監暨中山大學教
授方明治在「新的常態和超越」指出不斷發展的第
5次工業革命及技術被整合到各行業中，隨着工業
5.0公司不斷發展，從消費者行為中獲得了各種針對
客戶的特定數據、消費者支出、甚至數字貨幣的主
權應用。探索新業務組織和產品到服務、新產品和
服務及經濟和文明本身的未來，因為我們將進入1
類文明和工業6.0時代，並且不斷超越。

三無經濟概念 互聯網和傳統醫療結合
  廣東省肇慶學院副教授蕭亞洲在「利用精準
數據分析的餐點代工」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引發全
球恐慌，帶動「三無經濟概念股」：無接觸經濟+
無人化生產+無極限應用的特點，並進行案例分享 
: 利用精準數據分析的餐點代工。真予健康諮詢高
級顧問黃文碧在「醫療健康服務升級正當時」中指
出新冠疫情讓健康和醫療成為最熱最被關注的領域
和熱議話題。新冠傳播的能力、免疫及治療的不確
定，對醫療健康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分析互聯網
醫療和傳統醫療的結合和互補如何更好地服務社會
大眾。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 連續12年最高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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