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P Customer Experience

徹底改革企業服務方式的
SAP® Service Cloud 解決方案
數位經濟時代下，客戶預期能有比以往更多的方式來與各單位互動，並能更快地解
決他們的服務要求。
現在的客戶甚至在銷售程序開始前就提出服務要求。客戶服務早已不再是銷售後才有的互動。隨著時代變遷
及新通訊管道和接觸點的出現，客戶服務技術生態系統已演變地更為複雜。
對公司而言，適應並提供點對點服務平台變得前所未有的重要。服務平台要能支援低接觸的互動 ( 例如社群
支援 )，到高度複雜的互動，有時候還需要現場服務。利用 SAP Service Cloud 解決方案可以讓您的組織涵
蓋 客戶服務互動中的每一個接觸點，並提供傑出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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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P Service Cloud 解決方案的好處有：

在對的時間提供正確的洞察

提供各種客戶想要的通路

提供客⼾服務專員對於客⼾和解決⽅案所需的詳細資料，讓

讓客戶在所選的通路之中與您連絡。客戶預期依自己喜好，透

他 們能輕⽽易舉成功地提供互動服務。了解在任何指定時

過習慣的通訊管道來取得服務。 讓客戶透過習慣的社群或傳

間，有哪 些現場服務資源可以使⽤，來解決客⼾需求並提⾼

統通路，流暢地與您的企業連繫並 得到問題的答覆。

使⽤率。利⽤ 協同合作⼯具和知識庫，服務專員可以即時利
⽤對應的公司知識，並更迅速地解決客⼾問題。

無時無刻的提供個人化服務

提供絕佳的企業整合

透過高度攸關決策和即時的優惠、回饋、折扣及客製化的服務，

您的服務團隊必須與整個企業緊密連接。如今，潛在客戶在做

讓客戶備感尊榮。藉由員工與顧客互動時取得的顧客個人資

出第一個購買決定前，便已經透過服務平台尋求公司資訊。在

料、訂單紀錄、服務歷程記錄、意見和偏好設定等，使員工能明

所有的通路以單一品牌運作，並精心安排銷售前和後所有接觸

智地在每一次服務給予顧客個人化的互動體驗。

點的客戶體驗。

提供隨時隨地的服務
服務經理和現場服務技術人員需要完整的行動執行力。現場
服務技術人員應該具備所需的工具，以快速有效地解決客戶問
題。賦予現場專員能力，讓他們在工作中便可直接從智慧型裝
置查閱庫存資訊並訂購備用零件。行動裝置上直覺的使用者介
面可以有效提高生產力並解決服務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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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 SAP Service Cloud 解決方案

→ 讓客戶能自己解決服務要求

→ 運用全通路客戶支援以進行案例和問題單管理

提供客戶能夠輕鬆尋找答案所需的工具。建立可提高使用者滿意

利用 SAP C/4HANA 雲端服務可以手動建立事件，或由主動

度並降低支援成本的自助服務體驗。

寄來的電子郵件訊息、交談、簡訊和社群媒體訊息 ( 包含

讓客戶搜尋社群、檢視最近採購、註冊產品、建立事件，或以他
們便利的方式透過所選的通路與服務專員互動來解決疑問。

→ 透過支援社群提高參與度
利用 SAP Jam 社群解決方案建立互動社群，以促進解決服務問

Twitter、Facebook 和 YouTube ) 來觸發事件。
所有通路皆可透過個人的社群媒體資料、電子郵件地址或電話號
碼，來識別客戶。系統會自動建立新問題單及更新現有問題單。
利用 SAP Jam Collaboration 與生俱來的整合功能，專員可以

題。透過問答論壇和討論，您的社群成員可以隨時隨地取得所需

從 工作區搜尋和共用內容，並能隨時在線上查看最新的服務要

的答案。

求、

將社群與 SAP Service Engagement Center及 SAP Commerce

備註、討論和決策。

產品兩者結合，提供符合客戶需求和興趣的洞

SAP C/4HANA 雲端服務會自動根據相關屬性將工作指派給問題

察。並藉由設計出能加速客戶採購決策的內容，進而將客戶從

單，來協助引導專員輕鬆完成複雜的程序，並建立工作流程規則

詢問服務導向至店面採購。

以根據內容和時間產生通知、更新欄位並觸發多層次核准。

透過社群激發低接觸的服務互動，提升客戶參與和滿意度，並降
低客戶支援總成本。

→ 充分利用結合知識庫
透過 SAP Jam Collaboration 內建的解決方案查詢功能，服務專

→ 總能在對的時間提供適當的資源。
利用 SAP C/4HANA 雲端服務，可管理全方位現場服務參與，
從工作訂單和服務層級協議 ( SLA )，到合約、保固和維修零
件，以 及電話語音整合和單一路徑 ( universal routing )。

員和客戶可以從知識庫搜尋相關文章。知識庫包含主題、種類，

讓現場工程師可以和後勤部門即時通訊，快速存取相關資訊，並

或洐生自關鍵字和情緒指標的文字分析。

自動追蹤時間和資源，準確且即時報價。

藉由使用內容排序功能和強大分析工具，並透過多種通路快速地

最佳化工作訂單的排程，以符合 SLA 並提高初次修復率，同時

提供相關、專業的產品資訊給客戶和業務人員，以加速各種通路

將成本降到最低。提供單一、全方位的客戶相關資料來源，包含

上的查詢時間 - 可改善客戶滿意度及保留率。

→ 推出新一代的專員桌面
使用 SAP Service Engagement Center，無論通路或裝
置，服務團隊皆可讓客戶在整體過程中擁有一致的體驗，並有情
境式的相關服務。透過 SAP Contact Center，商務應用程式中

連絡人、銷售訂單和商機、服務連絡人，安裝基準和設備、先前
的工作訂單，以及之前互動時蒐集的客戶洞察。
運用手機應用程式，可以蒐集、儲存、追蹤、並提供知識，以供
現場工程師及後勤部門加以使用，可隨時隨地且快速地解決問
題。

直接內嵌的客服中心功能，改善客戶體驗。依照客戶喜好透過其
習慣的通訊管道來服務客戶，並提供專家指引來簡化客戶使用流
程。
透過線上交談、視訊通話、社群通路、簡訊和傳統電話對談，提
供客戶服務和支援。
允許專員保留客戶在不同管道上的內容，包含與 SAP 商務店面
整合，讓專員得以更有效地與客戶互動，並能在第一次接
觸時就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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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 ( IoT ) 帶來連結、轉型、再造
SAP 物聯網解決方案以資料導向的商業智慧，將連結的事物、人員和裝置所產生的資料轉化。將企業與 新
一代雲端中的網際網路裝置連結，轉型現有的企業程序並再造企業和客戶體驗，帶領您的服務組織邁向另
一個層級。

SAP Service Cloud 解決方案的延伸方案
→ SAP Knowledge Central ( 由 Mindtouch

提供 )

→ SAP Real Time Communicator
由 Genband 提供：

使用高科技的自然語言搜尋、內容排名技術和強大分析功

SAP Real-Time Communicator ( 由 GENBAND 提供 )

能，提供最相關資訊給客戶和專員。加速各種通路上的查

可讓銷售、服務和商務專業人員與客戶及同事即時交

詢時間 - 可改善客戶滿意度及保留率。即時由內部和外部

談、視訊會議與即時協同合作，進而改善各種規模企業的

專家提供相關產品資訊。持續加強知識庫品質和範疇 – 並

工作流程和通訊程序。

改善各種通路上的一致性。在網路自助服務入口網站中內
嵌 SAP Knowledge Central，減少開立支援問題單的機
會。

SAP Service Cloud 解決方案重新定義客戶參與
超越傳統服務為客戶提供絕佳體驗，並為您的產業樹立新的標竿。SAP Service Cloud 和 SAP Sales
Cloud，在數位世界中帶領您的客戶服務組織創新執行業務的方式， 並簡化技術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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