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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花好幾年慢慢改採數位化， 
現在就立刻行動。
2020 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徹底改變了客戶體驗及工作
形態，企業運作方式也歷經
劇烈動盪。數位化不但成了
優先考量，很多時候也是唯
一考量。為了維繫客戶關係
並整合遠距工作的團隊，企
業必須加快腳步採行新技術
及系統。

早在疫情前以客戶體驗為優先的公司，已經取得優勢。客戶體
驗發展成熟的企業成功留住客戶的可能性高出一般六倍以
上。雖說企業採用新技術與程序時必須考量能否負擔，但是隨
著客戶的期望提高，無力改進的企業可能會被表現較佳的對
手超越。

好消息是，大多數公司編列 2021 年預算時，會增加彈性空間。

投資客服體驗能帶來的好處無可限量，但是該優先考量哪些
面向，卻不太容易決定。為了提供您實用建議，我們的專家團
隊檢視了使用 Zendesk 產品的企業資料。以下為您整理出成
功客戶體驗的 8 項最佳實務，現在正是採行致勝之道的良機！

根據 Zendesk 2021 年客戶體驗趨勢報告

數位化引爆點

98%
中至大型企業採行新工
具或程序

89%
的中型企業 (員工人數為 100-
999 人) 主管表示，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加快了企業採用新技術
的速度

91%
的大型企業 (員工人數 1000 人以
上) 主管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疫情
加快了企業採用新技術的速度

57%
中型企業預計 2021 
年在客戶體驗方面投
入更多資源

65%
大型企業預計 2021 
年在客戶體驗方面投
入更多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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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讓客戶省時省力
優先順序 #

疫情並沒使客戶降低期望；80% 的人只要歷經一次以上不好的客戶服務，就會改換其他家產品/服務。

2021 年，客戶期望省時省力的線上體驗，最好能比得上 (甚至超越) 面對面的服
務品質。而企業也聽見客戶心聲了。大多數公司計劃在 2021 年新增客服管道，
其中不少投資在自助服務上，好讓客戶即使不跟專員對話也能快速得到答案。

客戶同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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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的中型企業計
劃在 2021 年新
增客服管道

76%
的大型企業計劃在 
2021 年新增客服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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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服務觸手可及
最佳實務 #1：

傳訊功能不僅方便迅速，又能保障個人隱私與安全，且客戶尋求支援時，只需使用平常和親友溝通的管道就能得到答案。
此外，傳訊對客戶和企業雙方而言，都是較有彈性的溝通管道，因為既可即時對話，也可非同步對話。換言之，客戶可以在
他們方便的時候開始、停止和繼續對話，因為對話記錄一直存留著。也就是說，客戶可在尋求支援的同時處理其他事務，像
是遛狗或是開 Zoom 視訊會議，而客服人員也可同時服務多位顧客。

2020 年以傳訊尋求企業客服數量成長 2 倍

客戶體驗表現出色
的團隊使用傳訊的
可能性，高出一般
至少 1.5 倍。

WhatsApp SMS/簡訊

Facebook Messenger/Twitter 私人訊息

+1
36
%

+7
2%

大型企業中型企業

+1
6%

+2
26
%

大型企業中型企業

+3
3%

+2
84
%

大型企業中型企業

客戶認為品牌服務應是觸手可及才對，他們並不想大
費周章來尋求客戶支援。傳訊是對客戶而言最簡便的
管道，例如 Facebook Messenger 和 Whats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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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服務讓客戶更快得到答案
最佳實務 #02：

客戶想連絡客服支援時，會選擇使用最簡便的方式。至於一些簡單的
問題，他們只想快點得到答案。因此，在進入數位化的現在，客戶較想
利用企業提供的線上資源來自己解決問題。

幫助客戶自助的同時，也省去客服人員花時間回答同樣的問題。 
將自助服務結合人工智慧，還能為客服團隊帶來更高價值。舉例來
說，具備人工智慧的 Zendesk 聊天機器人能將客服中心的文章推 
薦給客戶 (例如在結帳頁面)，讓他們從頭到尾都能靠一己之力達 
成目標。此外，人工智慧機器人「永不下線」，全年無休為客戶解答。

儘管人工智慧的採用率在 2020 年一舉提升了 50%，但實際使用率
仍偏低。如此高低差異，表示企業應把握良機讓人工智慧成為客服人
員的得力助手。Zendesk Bot API 能夠讓客服團隊將各家聊天機器人 
(例如 Ada) 整合在其客戶體驗軟體，如此一來，客服專員和聊天機器
人便能更密切地合作。

37%
自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以
來的客戶知識庫檢視數
增加率

儘管更多中大型公司採用人工智慧的， 
使用率仍偏低

績效卓越的中型企業
在 2020 年新增自助
服務資源可能性高
於一般 34%，且使用 
Zendesk Answer Bot 
的可能性高出 4 倍。

績效卓越的大型企業新
增自助服務資源可能性
高於一般 35%，且使用 
Zendesk Answer Bot  
的可能性高出 3 倍。

中型企業 大型企業

2020

36%
40%

20202021 2021

21%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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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endesk.tw/service/answer-bot/?_ga=2.203432467.2002564349.1617798096-906247451.1585666363&_gac=1.160755919.1616791374.Cj0KCQjwjPaCBhDkARIsAISZN7SHEmwOiTeG8WIZ4R7Ak6MiZmGX2ib1N2s5NNjkwmHweM-bAoDov_EaAn7bEALw_wcB
https://www.zendesk.com/apps/support/ada-for-support/


02成為客服團隊的強力後盾
優先順序 #

企業不斷擴充符合客戶需求的線上服務管道， 
卻也面臨客服團隊需改為遠距工作的挑戰。

除了學習新的、更有彈性的工作方式，企業更 
必須將全副心力投注在員工體驗 (EX)。好的 
客戶體驗 (CX) 和員工體驗 (EX) 就像花生果 
醬三明治，二者缺一不可。然而，客服人員往 
往力不從心。

以客戶喜好管道來提供服務，只是完善客戶 
支援的一部分。優秀的客戶服務還必須提供專
員適用工具，幫助他們在工作上更得心應手，
不論客戶從何管道而來都能從容應對。

71% 中型企業客
服人員與 69% 大
型企業客服人員
感覺力不從心

僅 59% 中型企業客服
人員，與 56% 大型企業
客服人員認為有適用工
具來應對改變後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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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endesk.com/blog/employee-experience-is-the-customer-experience/


讓客服人員能夠一目瞭然
最佳實務 #03：

她是否曾向客服提出該台果汁機的問題，即使透過不同管道也算。

她的聯絡資訊，例如電子郵件地址 (寄發票用)

她成為公司客戶的時間 (也許忠實顧客可享免費退貨)

她的付款、送貨與訂單詳情；Cool Kitchen 公司也許已將  Shopify 納入客戶體驗系統， 
客服人員可一目瞭然，能直接在工作區幫 Tara 辦理果汁機退貨事宜

舉例來說，當顧客 Tara 發簡訊給 Cool Kitchen 公司要求辦理果汁機退貨，
客服人員必須掌握以下背景資訊：

績效卓越的中型企業
客服團隊人員以多重
管道工作的可能性高
出一般 93%。

2020 年一整年，各企業 (不論公司規模) 接到的客服申請數量起伏
為歷年之最。客服人員需要一個整合的工作區，結合所有管道、工具
和客戶背景資訊，以大量提供迅速且符合個人需求的客戶支援。

40% 客戶會用多種管道提出同一道問題，因此客服人員在順暢地切
換管道之際，還得注意不遺漏客戶背景資訊。如此一來，客戶才不必
每換一個管道就得重述資料，或等待客服人員把資料調出來。

績效卓越的大型企業客服
團隊以多重管道工作的人
員數高於一般 3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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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endesk.com/apps/support/shopify-for-zendesk/?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digital_tipping_point
https://www.zendesk.tw/service/agent-workspace/?_ga=2.183386789.2002564349.1617798096-906247451.1585666363&_gac=1.225450216.1616791374.Cj0KCQjwjPaCBhDkARIsAISZN7SHEmwOiTeG8WIZ4R7Ak6MiZmGX2ib1N2s5NNjkwmHweM-bAoDov_EaAn7bEALw_wcB#unify


提供客服人員能提高效率與
協作的工作流程

最佳實務 #04：

各企業 (尤其是中小型公司) 紛紛投資在客服工具上， 
以期提升工作效率與跨部門各團隊之間的合作。

面對持續的變動，客服人員必須更有效率。因此，公司有
責任提供給他們聰明有效的工具。有助改善客服人員工
作流程的方式如下：

• 提供給客服人員事先準備的答案，這樣他們才不用逐
字輸入公司給付規定

• 自動把問題傳送給能勝任的客服人員

• 利用人工智慧機器人調出客戶基本資料
 
在這個人人永遠上線、永不下線的時代，企業需要效能更
佳的協作工具。績效卓越的客服團隊能善用工作流程，除
提供專員彼此合作的程序，更給予實作時所需的工具和
資料。企業客服可以讓專員們在支援工單中相互對話。 
將 Slack 和 Zoom 等工具納入工作區，並採行完善的授 
權程序，能促進客服專員間的合作，不論是彼此或跨公 
司部門，甚至是和第三方人員。

績效卓越的中型企業在 
2020 年新增或調整工作
流程的可能性高出一般 
35%；績效卓越的大型企
業則高出一般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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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endesk.tw/service/routing-and-intelligence/?_ga=2.212214423.2002564349.1617798096-906247451.1585666363&_gac=1.187627866.1616791374.Cj0KCQjwjPaCBhDkARIsAISZN7SHEmwOiTeG8WIZ4R7Ak6MiZmGX2ib1N2s5NNjkwmHweM-bAoDov_EaAn7bEALw_wcB
https://support.zendesk.com/hc/en-us/articles/115001236988-Creating-macros-for-tickets
https://www.zendesk.com/blog/skills-based-routing-route-way-success/
https://www.zendesk.com/blog/chatbots-for-business/
https://support.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01263308-Using-side-conversations-in-tickets
https://www.zendesk.tw/slack/?_ga=2.212214423.2002564349.1617798096-906247451.1585666363&_gac=1.187627866.1616791374.Cj0KCQjwjPaCBhDkARIsAISZN7SHEmwOiTeG8WIZ4R7Ak6MiZmGX2ib1N2s5NNjkwmHweM-bAoDov_EaAn7bEALw_wcB
https://www.zendesk.com/apps/support/zoom/?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digital_tipping_point


客服人員能為自助 
服務貢獻一己之力

最佳實務 #05：

良好的知識管理不但讓客戶更快找到答案，也讓客服人
員更快找出重要資訊。客服人員是壯大公司知識庫的最
佳資源，隨時更新內容，確保其價值與日俱增。然而，還
是有很多客服人員無法貢獻一己之力。

其實，企業可以將知識管理納入客服專員的工作流程。
知識管理工具讓客服人員在處理案件時撰寫新的文章，
而採用人工智慧技術的建議則能自動維護知識庫，確保
更新內容。

績效卓越的客服團隊
採用方法讓客服人員
貢獻知識庫的可能性
高出一般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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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endesk.com/apps/support/knowledge-capture/
https://support.zendesk.com/hc/en-us/articles/360022827413-Understanding-Content-Cues


03保持公司各環節同步
優先順序 #

受疫情影響，人們使用數位工具比率攀升， 
要保持公司業務同步並非一蹴可幾的成就。

要維持各環節同步運行，表示必須整合各項人際
資料、工具和軟體，不能任其散落脫節。正因如此，
舊版 CRM 系統已不適用，今日企業需要的是開放
而靈活的 CRM 平台，能有效連結起不同來源的資
料。如此一來，公司才能靈活變通，不再只是被動地
收集資料，而是積極地去了解狀況並作出回應。靈
活變通正是各企業今年必須優先達成的目標。

超過半數企業想做
到更加靈活變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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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endesk.tw/platform/?_ga=2.183969317.2002564349.1617798096-906247451.1585666363&_gac=1.217068004.1616791374.Cj0KCQjwjPaCBhDkARIsAISZN7SHEmwOiTeG8WIZ4R7Ak6MiZmGX2ib1N2s5NNjkwmHweM-bAoDov_EaAn7bEALw_w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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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全方位客戶視圖 
達成個人化體驗

最佳實務 #06：

面對疫情衝擊，維護客戶關係變得更為重要。大型企業固然
有龐大客戶群，但重要的是深入了解客戶。客戶資料庫雜亂
無序的大公司，往往讓客戶感覺自己只是排隊等候處理的申
請單。最主要的原因是客服人員無法取得客戶資料，因此在
與客戶互動時無法提供個人化體驗。

為了能夠在前台提供個人化體驗、贏得客戶信賴，企業必須在後台妥善管理並充分了解客戶資料。也就是必須建立全方
位的客戶視圖，能整合儲存於各處的客戶資料，不論是第一方或第三方資料。

可想而知，企業能使用的資料越來越多，且會繼續實行遠距工作，個資安全成了重要考量。80% 技術問題決策者表示在 
2021 年會將安全管理列為優先考量。今日公司需要的客戶體驗平台，必須具備企業等級的安全功能與完善資訊系統稽
核，並且遵守符合產業標準的安全隱私規章。

75%
客戶期望個人化的
體驗

各型企業的大多數客服人員無法取得客戶資料

客服人員調查結果百分比

您通常能跨系統取得何種類型的客戶資料，用以回應客戶需求？

0%

客戶以往的訂單及與客服互動記錄

個人詳細資料 (地址、出生日期、性別等)

客戶最新一筆訂單狀態 (包括運送、寄貨等)

客戶使用產品/服務的方式

客戶聯絡客服時使用的裝置資料

計劃或訂閱詳情 (例如：計劃類別 / 帳戶類別或狀態)

根據客戶購買或搜尋記錄而推薦的品項

上一筆交易使用的信用卡資料

個人醫療記錄或資料

以上皆非。我們無法看到不同系統的客戶資料

10%

43%

20% 30% 40%

43%

36%

34%

26%

24%

23%

18%

16%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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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endesk.tw/platform/?_ga=2.213262999.2002564349.1617798096-906247451.1585666363&_gac=1.187019610.1616791374.Cj0KCQjwjPaCBhDkARIsAISZN7SHEmwOiTeG8WIZ4R7Ak6MiZmGX2ib1N2s5NNjkwmHweM-bAoDov_EaAn7bEALw_w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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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endesk.tw/product/zendesk-security/?_ga=2.209153937.2002564349.1617798096-906247451.1585666363&_gac=1.57020504.1616791374.Cj0KCQjwjPaCBhDkARIsAISZN7SHEmwOiTeG8WIZ4R7Ak6MiZmGX2ib1N2s5NNjkwmHweM-bAoDov_EaAn7bEALw_wcB


使用 App、整合功能與自行運行 
程式擴充客戶體驗解決方案

最佳實務 #07：

最理想的企業客戶體驗系統，是能與客服團隊所使用的
工具及應用程式同步，如此一來，客服人員有需要時便
能找到最新的資料。今非昔比，公司不再需要執著於單
一平台，也能完整掌握客戶使用記錄與資料。例如使用 
Workato 等工具來同步公司各部雲端應用程式的資料，
除了享受最佳工具所帶來的好處，還能避免產生脫節、 
妨礙合作。

Zendesk Marketplace 提供客服團隊超過 1000 種隨
插即用 app 及預建整合功能，包括人力管理技術，如 
Playvox WFM 以及專案管理 app，如 Atlassian，另外還
有翻譯軟體，像是 Unbabel，以及可客製化的意見調查工
具，如 SurveyMonkey。開放且靈活的技術，甚至能讓企業
客服人員在其工作區安裝自訂 app。根據報告資料，68% 
中型企業與 73% 大型企業與開發者合作自訂客服系統。

一旦擁有寶貴的客戶資料分析，客服人員便能更準確地
預測客戶需求，並提供個人化服務。能從一個定點取得不
同工具上的資料，工作效率自然跟著提升。利用資料讓程
序自動化，原本瑣碎費時的程序變成只要按一下就好，著
實簡化了工作流程。對中大型企業而言，採用自行運行程
式勢在必行。

績效卓越的客服團
隊使用改善工作流
程與自動作業工具
的數目多出一般公
司兩倍以上。

績效卓越的客服團
隊擴充客服系統以
使用 App 與整合功
能的可能性高出一
般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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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endesk.com/apps/support/workato/
https://www.zendesk.com/apps/?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digital_tipping_point
https://www.zendesk.com/apps/support/agyle-time-workforce-management/?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digital_tipping_point
https://www.zendesk.com/apps/support/atlassian-statuspage-for-support/?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digital_tipping_point
https://www.zendesk.com/apps/support/unbabel-for-zendesk-support/?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digital_tipping_point
https://www.zendesk.com/apps/support/surveymonkey/?utm_source=whitepaper&utm_medium=pdf&utm_campaign=digital_tipping_point


學會利用分析資料 
來提升服務品質

最佳實務 #08：

38%
中型企業主管沒有適當的
分析工具來評估遠距團隊
的工作表現。

1/3
的大型企業主管沒有適
當的分析工具可評估遠
距團隊的工作表現。

想保持公司各環節同步，必須整合各個管道上的分析資
料，以便測量並全面改善客戶體驗，從找出團隊該進一
步發展之處，到了解客戶與專員的互動方式。然而，38% 
中型企業和三分之一大型企業沒有適當的分析工具來
評估遠距團隊的工作表現。

為了跟上迅速變遷的世界，負責客戶體驗的
部門需要好的分析軟體，以便立即獲得有用
的資料並採取行動。內建分析功能的客戶體
驗系統能分析即時和記錄上的資料，讓客服
團隊針對現況做出回應，同時了解以往趨
勢；就算沒有統計學學位的人也做得到。

績效卓越的團隊將
分析報告功能納入
客服系統的可能性
高出一般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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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zendesk.tw/service/analytics/?_ga=2.183386789.2002564349.1617798096-906247451.1585666363&_gac=1.225450216.1616791374.Cj0KCQjwjPaCBhDkARIsAISZN7SHEmwOiTeG8WIZ4R7Ak6MiZmGX2ib1N2s5NNjkwmHweM-bAoDov_EaAn7bEALw_wcB


您的企業想站在數位化
引爆點的哪一邊？
讓客戶省時省力、成為客服團隊的強力後盾，以及保持公司各環節同 
步，是新常態下各企業致力提升客戶體驗的三大重點。這三項缺一不 
可，只專注在某一項而暫緩其他項，也是行不通的。優先做好這三項 
至關重要；事實上，想做好任何一項，都不能忽略其他項。

The Zendesk Suite 提供完善的客戶服務功能，不僅操作簡便，而且 
各種公司規模都適用。進一步了解 Zendesk 如何協助您選對方向， 
迎戰客服體驗數位化引爆點。

按這裡開始：
立即註冊免費試用

https://www.zendesk.tw/register/?variant=283a#step-1
https://www.zendesk.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