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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变联络中心行业的三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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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坐席 外包和离岸 

管理顾客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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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体验管理 
终于把顾客放在了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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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体验管理 

4 

• 首席客户官 

• 经推荐者分数 

• 顾客口碑效应 

• 大数据 

• 关键驱动因素分析 

• 统计测量 

• 指标和奖金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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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体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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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有良好的意愿还不够 

• 需要对关键驱动因素进行统计分析 

– 减少“不满意度因素” 

– 改善“满意度因素” 

– 先把基础打好，再实现飞跃! 

• 要保证优秀的运营， 

   才能带来卓越的 

    顾客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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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体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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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聘足够的人员，从而在合理的时间内接听电话 

2. 招聘态度友善的员工 

3. 合理地进行培训 

4. 为员工配备合理的系统， 

       使他们在合理的时间内 

       解答问题 

5. 为顾客提供多种便捷 

       的方法来解决他们的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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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 
灵活的人员配备和灵活的管理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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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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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办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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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和员工面对面的机会少，所以很
难与员工交流 

 影响培训效果 

 绩效管理– 主管的办公地点, 业务监控, 
绩效改善计划, 等等. 

 安全性 – 不是从技术能力角度而言, 
而是工位在员工家中。会有其他家庭
成员，或者朋友会来拜访 

 

 

 

 灵活的人员配备和排班 

 减少流失 

 降低成本– 不需要实体办公室 

 增加招聘基数 

 业务持续性/灾难恢复 

 劳工成本低（兼职员工、合同工、
计件付费） 

 

Negative Positive 缺点 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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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和外包 
仍然是联络中心行业的一大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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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和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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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根廷 

 墨西哥 

 哥斯达黎加 

拉丁美洲 

亚太 

 菲律宾 

 马来西亚 

 印度 

 中国？ 

非洲 

 南非 

 肯尼亚 

 埃及 

 摩洛哥 

欧洲 

 捷克共和国 

 波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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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和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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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岸和外包趋势 

• 更多合同根据顾客产出，而非劳动力/时间产出来签订 
 
• 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着眼建立内部的中心而非外包给第三方 
 
• 政府财政支持和奖励 
 
• 在多国实施 

 
• 建立内部离岸中心而非外包给第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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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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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程坐席 外包和离岸 

管理顾客体验 

成本 

服务 

质量 

收入 

顾客满意度 

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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