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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Hardy、受訪者提供

面對業內激烈競爭所帶來的挑戰，銷售人員一直在其工作崗位努力不懈，憑着專業的產品知識及

銷售技巧、親切真誠的待客態度，提供卓越顧客服務。為嘉許這班來自各行各業的傑出銷售人員，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市場推銷研究社再度舉辦「傑出推銷員獎」。賽事今年已踏入第四十九屆，於3月11

日進行面試，「傑出推銷員獎」及「傑出青年推銷員獎」兩個組別的得獎名單亦已順利

誕生。在今天舉行的頒獎典禮，將分別在兩個得獎組別的最後五強中，

各選出「最佳表現大獎」的得獎者，為整場賽事畫上完美句號。

堪稱為銷售界「奧斯卡」的「傑出推銷員獎」，已成為備受社會各界重視的年度盛事，舉辦至今近乎半
個世紀，每年均吸引不少銷售人員參加比賽，讓銷售人員在這個嘉許業界精英的耀眼舞台上，透過良性
競爭和互相交流下，提升其銷售水平。今年共有二百一十二位銷售人員參賽。 市場推銷研究社主席、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

籌委會成員梁俊傑稱，現時市場上的產品及服務的同一
性高，「我們希望推銷員可以獨特的個人特色及風格，向
顧客推銷公司的產品或服務，為他們帶來不同的體驗。
如何連繫個人、產品或服務、客戶三者的特色及需要是
當中的關鍵。」他指，只有為客戶帶來與眾不同的感覺，
才能從芸芸推銷員中突圍而出，獲消費者青睞。

近幾屆「傑出推銷員獎」的參與人數均超過二百人，
梁俊傑表示，今年參賽者來自的行業及地域比以前更
廣。他說：「除了一般B to C（business to custumer）的
零售業推銷員，亦有B to B（business to business），如
建築業界推銷員；近年來自中國、台灣、澳門、馬來西
亞、新加坡等亞太區的參賽者亦有上升，反映獎項的認

受性高，並有助相關行業提升專業性。」

他指，「傑出推銷員獎」能為參與企業、銷售從業員
及消費者帶來三贏局面，「不少企業以該獎項作為內部獎
勵計畫（incentive program），希望員工透過參與比賽及
公司的內部培訓，提升個人銷售技巧的水平，表現優秀
者更有機會獲得晉升。提高員工的專業水平，更有助提
升企業的品牌形象和商譽。對銷售從業員而言，他們在
比賽中可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從事各行各業的同行，
透過觀摩對方的銷售方法和互相交流，及學習不同的處
事態度，藉此擴闊視野，有利其事業發展。」從消費者的
角度而言，梁俊傑認為，現時消費者的要求愈來愈高，
銷售從業員質素提高，亦令他們加強信心，以及獲取更
優質的服務。

銷售行業競爭激烈，從業員人數愈來愈多，加上科技
的日新月異令產品種類更多元化，梁俊傑說：「科技、經

濟、人口結構等的改變，考驗銷售從業員面對困難
的態度及能力。」他認為，成功的銷售從業員須具
備多元特質，但最重要的是具備積極解決問題的
態度，「這就像汽車的引擎，是向前進的動力。」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銷售從業員有機會
接觸到不同國家的人，梁俊傑稱，香港的銷售
從業員以靈活變通、高效率、勤力見稱，一直
備受國際好評。為了保持競爭力，梁俊傑認為
銷售從業員要隨時緊貼市場的最新資訊，他們

應快人一步，了解及掌握市場的趨勢及產品的特色，方可
向客戶提供全面的意見，選擇適合的產品或服務，助他們
增值，「如果客戶比他們更熟悉和了解該產品或服務，銷售
從業員的價值便會下降。因此，從業員須具備良好的自我
學習能力，才能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站穩住腳。」

他直言，透過面對不同的客戶，聆聽他們對服務或產
品的正、反意見，對改善自己的服務十分重要，「最重要是
有為客戶服務的心。」他續指，銷售從業員擔當一個重要角
色，除了作為客戶及公司之間的溝通媒介，更可向公司反
映顧客對產品及服務的意見，幫助公司提升產品及服務質
素，滿足市場需求，令銷售過程更順暢。

作為「傑出推銷員獎」的媒體合作夥伴，《JobMarket》將全力支持今屆盛事，一方面詳盡報道
「傑出推銷員獎」相關新聞，另一方面不斷提供銷售行業的最新求職資訊，協助業界網羅人才。

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籌委會主席唐曉
君表示，籌委會委員環顧以往的主題後，決定以

「與眾不同」為本屆主題。她認為，香港的市場瞬
息萬變，客戶的要求愈來愈多，作為一個傑出銷
售員，除了基本的產品資料準備外，必須發掘自
己的優點，建立與眾不同的特質，再因應客戶各
式各樣的需求，制訂個人化的服務，讓顧客留下

深刻印象，從而脫穎而出，「吸引顧客選擇向你
購買產品、服務，並建立長遠的合作關係，同時
與其朋友分享、推薦，有助擴大客戶網絡。」

她續指，「每位傑出銷售員定必有與眾不同
的過人之處，我們期望參賽者能透過比賽更了解
自己的長處，並將其發揮到極致。」

 要在比賽中取得「傑出推銷員獎」，參賽的
銷售人員必須在佔百分之二十的撰寫短文及佔百
分之八十的面試中，取得百分之六十五的成績。
唐曉君稱：「每位參賽者均需要提交一篇短文，
內容包括從事銷售行業的原因、個人事業的傑出
成就、對主題的見解等。至於面試部分，參賽者
需在三位來自不同界別的評審面前，進行三個環
節，分別在三分鐘內向評判推銷自己公司的產品

或服務，透過在短時間與顧客建立互信關係並
遊說對方考慮購買，然後在緊接下來的三分鐘
問答環節，評審不但會根據剛剛推銷的產品
或服務，提出相關的提問，更可能要求參賽
者分享自己的銷售事業歷程；最後的兩分鐘
有效銷售（Effective Selling）環節中，參賽者
須即時抽出銷售物件及對象，在毫無準備下
即時進行銷售，考驗他們的臨場表現。」

唐曉君表示，「傑出推銷員獎」來年將踏入
五十周年，「這個獎項能得到銷售業界的不斷支
持，證明它獲行內認可。」她續指，企業推薦員工
參賽，不但有助提升他們的銷售技巧，被公司提
名參賽的員工亦會感到備受重視，使他們更有動
力和熱誠工作，以回饋公司的賞識，「員工士氣
提升，有助帶動公司上下努力奮鬥，從而推動本
港銷售業界的良性競爭及發展。」

推銷員是客戶與產品之間的重要橋
梁，亦是市場上不可或缺的角色。推銷員
以專業知識及豐富經驗，將公司推出的服
務和產品，為合適的顧客作配對。她稱：

「要成為一個成功的推銷員，絕非易事。正
如古代歷史上功績顯赫的說客，他們將兩國
或兩個陣營的處境及需要作深入的了解、分
析，然後制訂一個雙贏的方案，促使兩國達成協
議，這正正就是出色的推銷員！」

與眾不同　成就致勝之道

比賽認受性高　吸亞太區參賽單位

緊貼市場資訊　用心服務客戶

參賽者過三關　考驗應變力

提升員工士氣　推動良性競爭

《JobMarket》擔任媒體合作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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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眾不同 值得推崇
業界奧斯卡 傑出推銷員獎

●去年大會以
「修為致勝」為

主題，嘉許逾
二百名表現優
秀的推銷員。

唐曉君
  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
  籌委會主席

梁俊傑
  市場推銷研究社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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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仕權博士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總裁

詹康信先生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主席

唐曉君小姐 

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籌委會主席

梁俊傑先生 
市場推銷研究社主席

黎棟國
 GBS IDSM 太平紳士

香港特別行政區保安局局長

陳偉能先生  MH JP 會長 香港房地產協會

陳利華先生 副總裁(政策及商務發展) 香港總商會

巢國明先生 會長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

周家賢博士 主席 香港品質管理協會

張淑儀博士 榮譽顧問 英國特許市務學會(香港)

張裕棠博士 書記 香港電子業商會

何偉中先生 主席 香港通訊業聯會

何國鈞測量師 會長 香港測量師學會

何紹忠先生 會長 香港化妝品同業協會

何玉慧小姐 副主席 香港菁英會

孔令文律師 副秘書長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

關德仁先生 2016年總會會長 國際青年商會香港總會 

劉超沛先生 會長 創匯商會

劉家輝先生 副會長 香港汽車商會

梁綺蓮女士 執行委員會會長 香港公共關係專業人員協會

盧柏昌工程師 執行委員會委員 香港工程師學會

馬志權先生 司庫 香港優質顧客服務協會

莫裕生先生 副主席 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慈善基金會

吳傑莊博士 主席 香港青年聯會

蘇立夫先生 主席 香港貨運物流業協會

黃麗嫦女士 當然顧問 香港鐘表業總會

胡景豪先生 執行委員會委員 香港旅行社協會

楊悰傑博士 副主席 香港工業總會

余嫿女士 副主席 傑出青年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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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俊傑 主席 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

唐曉君 第49屆傑出推銷員獎
籌委會主席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慧婷 籌委會成員 法國巴黎銀行香港

陳令因 籌委會成員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玲 籌委會成員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鄭凱謙 籌委會成員 中原(工商舖)

莊小慧 籌委會成員 中國建設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

馮思哲 籌委會成員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何思遠 籌委會成員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何朗文 籌委會成員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林潤通 籌委會成員 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

廖奕智 籌委會成員 數碼通電訊集團有限公司

羅淑儀 籌委會成員 亞洲國際博覽館管理有限公司

吳志立 籌委會成員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曾嘉恩 籌委會成員 Groupon

黃皓欣 籌委會成員 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黃杏妍 籌委會成員 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

楊浚昇 籌委會成員 Luxottica Hong Kong Wholesale Limited

袁建偉 籌委會成員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周可儀 前主席 渣打銀行(香港)

陳燕茹 執行秘書 香港管理專業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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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非常榮幸擔任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籌委會
主席。這個國際性的獎項旨在讓公眾對各出色的銷售員
給予充分的嘉許。

今年，籌委會以「與眾不同」為獎項主題，讓銷售員
進一步地展示他們 「與眾不同」的一面。在競爭激烈的市
場中，一成不變的服務方式已不合時宜，能夠從競爭對
手中分別出來的，正正是傑出的推銷員的獨特性。

今年是令人鼓舞的一年，參賽公司有64間，共有
185位傑出推銷員及27位傑出青年推銷員獲得提名。本人藉此機會衷心感謝所有參
賽公司，以及本屆首席贊助機構美聯集團及保誠保險有限公司，主要贊助機構權威
物業廣告有限公司及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及贊助機構中國建設銀行(亞洲)的鼎力
支持。

本人亦非常感謝所有評判團成員百忙中抽空參與評審工作。同時，本人亦很高
興邀請到富利堡集團主席黃毅力先生擔任「表達技巧訓練講座」之演講嘉賓，分享其
精采及寶貴的經驗。

本人謹藉此機會向各位四十九屆獎項籌委會員的付出、貢獻及全情投入致以衷
心的感謝，令獎項取得圓滿成功。

最後，衷心祝賀各位得獎者，期望你們事業更進一步，再創佳績！

過去四十九年來，傑出推銷員獎見證着香港不同行
業的持續發展。銷售行業更成為香港經濟的重要基礎，
優秀的銷售人員更是當中不可或缺的元素。傑出推銷
員獎一直致力推動專業銷售，更被譽為「銷售界的奧斯
卡」。獎項培育了許多銷售精英，鼓勵他們繼續其出色的
表現，促使他們再創高峰。毋庸置疑，傑出推銷員獎將
繼續加許一眾優秀的銷售員，並為銷售行業進一步確立
專業的形象。

本人在此熱烈祝賀今屆所有得獎者，他們成功的典範為同儕立下傑出的榜樣。我
相信他們能夠繼續保持傑出銷售員應有的水平，並向前邁進，取得空前的成功。

最後，本人謹代表市場推銷研究社衷心感謝香港特別行政區保安局局長黎棟國 
GBS IDSM太平紳士擔任頒獎典禮的主禮嘉賓。同時，感謝各評判團成員為本獎項
付出的寶貴時間。特別感謝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籌委會主席唐曉君小姐及其團
隊的無私付出，令今屆的獎項得以圓滿舉行。

謹此衷心祝賀由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屬下的市場推
銷研究社成功舉辦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以及一眾
獲獎的傑出推銷員。

獎項於1968年首次舉辦以來，得到社會及各界廣
泛認可，不斷提升銷售員的專業服務水平。時至今日，
獎項已成為業界一年一度的盛事。憑着銷售員的貢獻、
創新及優秀的銷售，香港的銷售行業將會日趨成功。我
相信，在未來的日子裏，銷售行業將會繼續人才輩出，百花齊放。

銷售和營銷對一間機構成功與否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要在今天競爭激烈的
市場中脫穎而出，關鍵在於「與眾不同」。經過今屆比賽， 得獎者更能夠進一步裝備
自己，透過他們的專業精神，商業頭腦和努力工作，以應付不斷變化的需求。  

最後，我衷心的祝賀今屆得獎者和香港管理專業協百尺竿頭，更上一層樓。

為要適應急速變化的市場和客戶日益增長的需

求，銷售員必須有足夠的靈活性來應付挑戰。科技的進

步亦同時擴大了銷售員與客戶溝通的方式，而當中成功

的關鍵是銷售員需要在銷售過程中為產品增值。銷售員

應該掌握所需的技能和知識，而終身學習將是幫助他們

從同儕中脫穎而出的最有效的工具之一。  

自1968年以來，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屬下的市場推

銷研究社成立以來首次舉辦傑出推銷員獎。獎項一直致力嘉許各行各業的銷售精英

所作出的貢獻，致力提升和促進卓越的銷售。獎項被譽為「銷售界的奧斯卡」，旨在

表彰各界最優秀的銷售員，為銷售行業進一步制定高水平的指標，並對他們的卓越

成就作出肯定。

在此，本人很高興能見證今年得獎者取得的卓越表現，他們充分展示出傑出

銷售員應有的「與眾不同」的特質。我相信他們將繼續茁壯成長，在未來會取得更高

的成就！

電子商貿是現今商業社會一個不可改變的大趨
勢，並為銷售員帶來巨大挑戰。顧客可透過網上平台
獲得產品訊息，並且輕鬆地進行交易，過程中亦沒有
地域限制。隨着電子產品包括智能手機和平板電腦的
廣泛使用，顧客可以隨時隨地購買任何產品，而產品
亦會依時送遞，換而言之，前綫銷售員發揮的作用亦
相對下降。然而，各行各業對傑出的推銷員仍有殷切
的需求。

在這個競爭激烈和變化萬千的社會中，銷售員應該為客戶提供獨一無二的購
物體驗。與客戶溝通，為他們提供最佳解決方案，成為銷售員和客戶之間最獨特
的互動環節。長遠而言，銷售精英應該忠誠地為客戶提供優質的服務。第四十九
屆傑出推銷員獎的主題是「與眾不同」，提醒一眾傑出推銷員要創新，並多行一
步，想顧客所想，締造雙贏的局面。 

自成立49年以來，獎項旨在表彰各界優秀的銷售員，為銷售行業進一步，並
對他們的卓越成就作出肯定。本人衷心祝賀今年的得獎者，他們證明了他們的獨
特性和實力，在同儕中脫穎而出，並為銷售業界的下一代奠定良好的基礎。本人
祝願他們前程似錦！

本人謹代表國際市場推銷研究社及全球各地的會
員衷心祝賀香港市場推銷研究社成功舉辦第四十九屆傑
出推銷售員獎頒獎典禮。 

在此，要特別祝賀每位「傑出銷售員獎」及「傑出青
年銷售員獎」的得獎者。透過他們的專業精神，成功的
決心及追求卓越的承諾，每位獲獎者都展現了優勝者的
素質。要在當今競爭激烈的市場中突圍而出，銷售員必
須具備全球化的視野。藉着今年的頒獎典禮表揚優秀的
傑出推銷員，進一步確認他們對銷售行業的貢獻和支持，並獲得世界性的認同。

透過專業的培訓及憑着良心爭取佳績，各位得獎者均成為銷售界的翹楚。同
時，他們亦充分展現出優秀推銷員必須具備的素質，包括與客戶建立關係，以客為
本，高道德水平及對銷售專業的熱誠。

國際市場推銷研究社是一個專業協會，全球成員數以千計，堅持市場營銷的
道德標準及知識分享，並致力推廣持續進修，對全球經濟產生積極而正面的影響。

我鼓勵各得獎者繼續秉持傑出推銷員必須具備的素質，平衡商業利益及道德
的標準，並且終身學習，將銷售界的專業發光發亮！

本人感謝香港管理協會及香港市場推銷研究社致力協助國際市場推銷研究
社，通過更理想的銷售為所有人爭取更好的生活水準。

賀辭
獻辭

第49屆傑出推銷員獎評審團名單

2017年市場推銷研究社籌委會成員名單

Mr. Willis Turner  
CAE CME CSE

國際市場推銷研究社主席兼行政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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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李凱燕

108. 新互動媒體有限公司 李雪瑩

109. 昂坪 360 有限公司 沈嘉美

110. 昂坪 360 有限公司 黃騁璋

111. 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 Now TV 劉俊雄

112. 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 Now TV 廖惠琳

113. 電訊盈科媒體有限公司 - Now TV 黃浩勤

114.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詹嘉瑩

115.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葛靚

116.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李家豪

117.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彭嘉璐

118.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陳芳如

119.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李則曦

120.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湯星潔

121.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蔡慧敏

122.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 阮雅穎

123. 利嘉閣 ( 工商舖 ) 地產有限公司 歐少峰

124. 利嘉閣 ( 工商舖 ) 地產有限公司 高文開

125. 利嘉閣 ( 工商舖 ) 地產有限公司 余煥炤

126. 利嘉閣 ( 澳門 ) 地產有限公司 洪梅梅

127.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羅婉婷

128.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盧聖峰

129.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尹皓霆

130.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黃萬盛

131. 利嘉閣地產有限公司 黃萬華

132. 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 羅家希

133. 香港生力啤酒廠有限公司 楊詠芝

134. 四川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黃莅翔

135. 四川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鄭何

136. Skechers Hong Kong Limited 林俊傑

137. 旭逸酒店 陳美儀

138. 陞域 ( 控股 ) 有限公司 - 拉斐特 張韻雯

139. 陞域 ( 控股 ) 有限公司 - 拉斐特 李曉暉

140. 陞域 ( 控股 ) 有限公司 - 拉斐特 蔣曉霖

141. 陞域 ( 控股 ) 有限公司 - 拉斐特 黃詩燕

142. 陞域 ( 控股 ) 有限公司 - 拉斐特 袁美琪

143.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陳倩菁

144.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林美華

145.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岑穎琴

146. 香港永明金融有限公司 湯恩銘

147.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張思泰

148.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黃敏儀

149. 家匠有限公司 袁冠璋

150. 凸版資訊 ( 香港 ) 有限公司 麥欣虹

151. 凸版資訊卡片有限公司 蕭瀟

152. 凸版電腦系統有限公司 茹達成

153. 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 陳詠兒

154. 聯合包裹運送服務公司 林寶姍

155. 香港 W 酒店 陳淑芬

156. 香港 W 酒店 譚倩影

157. 廈門港中原房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張偉亮

158. 廈門港中原房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宗麗華

159. 珠海市港美聯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邱雨

54.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csl. 曾展恒

55. 星展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羅力恒

56. 敦豪國際速遞 ( 香港 ) 有限公司 林芷君

57. 敦豪國際速遞 ( 香港 ) 有限公司 王志成

58. 廣東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梁穗堅

59. 廣東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唐奇東

60. 廣東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鍾祝健

61. 廣州美聯港置房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解應進

62. 喜利得 ( 香港 ) 有限公司 張華義

63. 喜利得 ( 香港 ) 有限公司 黃鴻佳

64.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陳邦智

65.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李僑剛

66.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伍健偉

67.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有限公司 鄭楚霞

68.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有限公司 張浩楎

69.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有限公司 吳嘉龍

70. 香港寬頻企業方案有限公司 譚碧珊

71.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張家耀

72.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梁尚琦

73. 香港寬頻網絡有限公司 陸鈞宇

74. 香港置業 ( 地產代理 ) 有限公司 葉鎮龍

75. 香港置業 ( 地產代理 ) 有限公司 林孝璋

76. 香港置業 ( 地產代理 ) 有限公司 林雪雯

77. 香港置業 ( 工商舖 ) 有限公司 高俊德

78. 香港置業 ( 工商舖 ) 有限公司 劉美施

79. 香港儲物室 張偉光

80. 中原 ( 湖南 ) 房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梁志盛

81. 工銀亞洲 鄭智豐

82. 工銀亞洲 張俊雄

83. 工銀亞洲 鍾佩恆

84. 工銀亞洲 高婉甄

85. 工銀亞洲 林啟智

86. IPP Financial Advisers Holdings Limited 林麗嫦

87. IPP Financial Advisers Holdings Limited 曾嘉裕

88. IPP Financial Advisers Holdings Limited 張婧雯

89. 江森自控香港有限公司 柯愛麗

90. 美聯物業 ( 商舖 II) 有限公司 陳淑敏

91. 美聯物業 ( 商舖 II) 有限公司 鄭鎵浠

92. 美聯物業 ( 商舖 II) 有限公司 鄭靄瑩

93. 美聯物業 ( 商舖 II) 有限公司 李業嘉

94. 美聯物業 ( 商舖 II) 有限公司 曾海鵬

95.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鄭家榮

96.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周安東

97.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林懋霖

98.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宋康汎

99. 美聯物業代理 ( 商業 ) 有限公司 陳世光

100. 美聯物業代理 ( 商業 ) 有限公司 劉浩林

101. 美聯物業代理 ( 商業 ) 有限公司 劉勵勤

102. 美聯物業 ( 澳門 ) 有限公司 張亮

103. 美聯物業 ( 澳門 ) 有限公司 楊嘉豪

104. 美聯物業 ( 澳門 ) 有限公司 司徒志遠

105. 美聯物業 ( 深圳 ) 有限公司 唐巢南

106. 經絡按揭轉介 黎玉婷

1. 友邦保險 ( 國際 ) 有限公司 趙穎芝 

2. 友邦保險 ( 國際 ) 有限公司 吳敍蓮

3. 友邦保險 ( 國際 ) 有限公司 徐非

4.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陳宏

5.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鄭啟謙

6. 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潘閩峯

7.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彭紹豪

8.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謝文浦

9.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 余焯威

10. 中原 ( 澳門 ) 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陳永城

11. 中原 ( 澳門 ) 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鄭文正

12. 中原 ( 澳門 ) 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岑嘉耀

13. 中原 ( 工商舖 ) 朱文英

14. 中原 ( 工商舖 ) 何芳

15. 中原 ( 工商舖 ) 羅智健

16. 中原金融集團有限公司 張莉歡

17. 中原地產代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陳學豐

18. 中原地產代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黃嬌

19. 中原地產代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榮旗

20. 中原地產代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肖娜

21.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蔡煒基

22.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黃智斌

23.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楊家豪

24.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余煥銳

25. 世紀 21 奇豐物業顧問行 胡國強

26. 中國建設銀行 ( 亞洲 ) 股份有限公司 林壯欣

27. 中國建設銀行 ( 亞洲 ) 股份有限公司 林潔楹

28. 中國建設銀行 ( 亞洲 ) 股份有限公司 劉耀暘

29. 中企網絡通訊技術有限公司 傅郁毅

30. 中企網絡通訊技術有限公司 王曉莉

31. 中企網絡通訊技術有限公司 張原源

32. 中企網絡通訊技術有限公司 張澤彬

33. 重慶 ( 香港 ) 中原行銷策劃顧問有限公司 高小媛

34. 重慶 ( 香港 ) 中原行銷策劃顧問有限公司 吳川梅

35. 重慶 ( 香港 ) 中原行銷策劃顧問有限公司 余賈

36.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金偉恩

37.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賴嘉希

38.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王少傑

39. 花旗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陳彧君

40. 花旗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張家雄

41. 花旗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曾嘉威

42. 花旗銀行 ( 香港 ) 有限公司 黃頴邦

43. 中信國際電訊 ( 信息技術 ) 有限公司 陳熙朗

44. 中信國際電訊 ( 信息技術 ) 有限公司 周皓霆

45. 中信國際電訊 ( 信息技術 ) 有限公司 李詠琪

46. 中信國際電訊 ( 信息技術 ) 有限公司 嚴志峰

47.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1O1O 韓英揚

48.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1O1O 林雅雄

49.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1O1O 吳海濱

50.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1O1O 黃振傑

51.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1O1O 黃健忠

52.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csl. 鄭振傑

53. 香港移動通訊有限公司 - csl. 鄧偉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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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YSA得獎者 ── 傑出青年推銷員獎

1. 友邦保險 ( 國際 ) 有限公司 安蘭

2. 友邦保險 ( 國際 ) 有限公司 梁奇璧

3. 中原 ( 澳門 ) 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詹寶儀

4. 中原 ( 澳門 ) 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吳鳳至

5. 中原地產代理 ( 深圳 ) 有限公司 龍子穎

6. 中原地產代理有限公司 羅健強

7. 中國建設銀行 ( 亞洲 ) 股份有限公司 勞兆祖

8. 中國建設銀行 ( 亞洲 ) 股份有限公司 曾振杰

9. 周大福珠寶集團有限公司 陳彤暉

10. 香港電訊有限公司 李雋穎

11. 香港置業 ( 地產代理 ) 有限公司 尹劍秋

12. 香港置業 ( 地產代理 ) 有限公司 楊康廉

13. 美聯物業代理有限公司 羅定康

14. 美聯物業 ( 深圳 ) 有限公司 劉敏

15, 美聯物業 ( 深圳 ) 有限公司 羅剛

16. 美聯物業 ( 深圳 ) 有限公司 王科

17. 實惠家居有限公司 李嘉謙

18.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劉錦英

19. 保誠財險有限公司 李名鎧

20. 利嘉閣 ( 澳門 ) 地產有限公司 梁家傑

21. 四川中原物業顧問有限公司 何豔梅

22. Skechers Hong Kong Limited 陳兆龍

23. 珠海市港美聯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洪萌

24. 珠海市港美聯投資顧問有限公司 吳俊宏

 DSA得獎者 ── 傑出推銷員獎 第49屆傑出推銷員獎得獎名單    主題：與眾不同

一
位成功的推銷員，應不斷接收社會資訊，了解

市場動向，將自己代入客戶角色了解其所需，

以心待客，並以專業的知識向客戶介紹其適合的產品

及服務。當中曾遇過的挫折以及前人的經驗分享更是

銷售員的寶典，有助成為日後成功的重要基石。

作為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籌委會主席，唐

曉君認為業界整體的銷售服務表現水平很高，因應

香港的急速節奏，銷售員都能隨機應變來配合顧客

所需。「傑出推銷員獎是給予顧客一個專業及信心

的保證，因為不少客戶對這個銷售界的奧斯卡都有

所認識，相信有關銷售從業員能獲公司提名參賽，

並能夠脫穎而出獲得獎項，代表他們具備專業能

力，這促使客戶放心與他們合作。」唐曉君又認

為，保持不斷吸取新資訊，銷售員才能夠緊貼

社會步伐，懂得作出自我調整，以迎合瞬

息萬變的市場趨勢。

洞悉市場趨勢
	 	 	 與時並進

唐曉君
第四十九屆傑出推銷員獎籌委會主席

	 	 	傑出推銷員獎　
	 	 	 求進‧共贏

被
譽為「銷售界奧斯卡」的傑出推銷員獎，於

1968年首度於香港舉辦，近年參加人數相當

踴躍。以今年為例，一共吸引了二百一十二位銷

售人員參賽，其中一百八十五位參賽者榮獲傑出

推銷員獎，佔整體參賽人數約87%。連續九年擔

任傑出推銷員獎的籌委會成員，市場推銷研究社

主席梁俊傑指，比賽不但可以銷售從業員讓接觸

到來自世界各地、從輕事各行各業的同行，擴闊

視野，同時更能夠為參與企業、銷售從業員及消

費者帶來三贏局面。

他又認為，銷售從業員要隨時緊貼市場的最

新資訊，掌握市場的趨勢及產品的特色，方可向

客戶提供全面的意見，選擇適合的產品或服務，

助他們增值。他強調，如果客戶比銷售從業員對

該產品或服務更為熟悉的話，從業員的價值

便會下降。故此，從業員要在瞬息萬變的

市場中站穩住腳，便必須具備良好的

自我學習能力。
梁俊傑

市場推銷研究社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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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內地來港修畢碩士學位後、加入保誠的分行經理葛靚說，保險是生老

病死不同階段的必需品，市民購買保險意識提升，令市場不斷有新機遇，她

被行業的光明前景吸引成為當中一份子，「保險有點像救生衣及安全帶，平

時一般不會察覺其重要性，但到有需要時就有其重大用處。」同樣來自內地

的資深區域經理李則曦認同，此行業多勞多得，傑出的從業員自然會得到應

有的回報，與此同時，這行業亦是一項自我挑戰。「銷售過程往往讓顧客覺

得雙方在對立位置，因此從業員最重要是具備同理心，為對方解決煩惱，讓

顧客覺得大家站在同一邊。」

加入保誠八年、曾於銀行工作的營業經理蔡慧敏認為，保險從業員是

公司與顧客間的橋樑，除了須具備行業專業知識，累積經驗亦十分重要。區

域經理李家豪說，成功的從業員應勤力自律、誠實、具親和力，理解顧客背

景，為他們作出適合的建議。「我們的角色如建築師，通過理財規劃，為顧

客建立穩健平台，達到財富目標。」分行經理陳芳如表示，專業知識與耐心

都是成功關鍵，「無論在為客戶分析所面對的危機時，或在了解他們理想中

的未來生活時，我都會盡力引導客戶認清自身需要，從而為他們發掘不同的

可能性。」

用心聆聽　服務貼心
營業經理阮雅穎認為，他們的角色是顧客一生一世的夥伴，「認識一名

顧客，事業上歷盡起跌，我與他風雨同路，為他及他的企業做足保障，他最

終也捱過去，走出谷底。」她認為，作為成功的推銷員，聆聽比任何銷售技

巧更重要，因為行動往往較說話更有力量，善於聆聽能建立可靠的形象。

分行經理彭嘉璐深信保險的重要性，無論是對個人、家庭甚至企業也

一樣不可或缺，平日也經常提醒客戶購買旅遊保險，就如顧客的「生活顧

問」。「曾經有一名年輕的強積金客戶未有購買保險，他在跑步時中風，由

於太太並無工作，小朋友又年紀小，留院期間非常徬徨。他是公司的重要員

工，企業同樣蒙受損失，故我建議該公司購買要員保險，並為他們進行全面

規劃。」她近期更修讀撰寫遺囑的課程，自我增值，希望為顧客提供更多貼

心服務。

不計付出　與客戶同行
今年比賽以「與眾不同」為主題，資深營業經理湯星潔認為，要「與眾

不同」，必須比別人付出更多，故她堅持不斷進修吸收新知識，如修讀經濟學

及管理心理學等課程，公司亦不時提供培訓課程，提升工作效能，今次比賽亦

深感獲益良多。

營業經理劉錦英說，自己與眾不同的地方，是容易憑其親和力與人建

立關係，成為知心好友，當他們的「生命同行者」，「很多顧客與我差不多

年紀，他們結婚產子都會邀請我作客，我已融入顧客的生活當中。」而營業

經理李名鎧則認為，保險從業員工作範疇廣，在不同的場合就猶如顧客的心

理輔導員、醫生助手、甚至是保母及司機等，「我的客戶常常與我分享心底

話，有需要時我又會接送他們到醫院。」他每天早上都會看新聞自我增值，

又愛與不同年齡、背景的人士傾談，從他們身上學習，因為他深信經驗是最

好的老師。

保誠保險有限公司（下稱「保誠」）提供各類保險計畫及理財策劃
方案，秉承「用心聆聽，更知你心」的企業理念，透過聆聽及了解客戶
的需要，給予顧客最大的保障，陪伴客戶走過人生不同階段。保誠的從
業員重視與顧客建立長遠關係，成為顧客一生一世、「與眾不同」的夥
伴，專業的知識與耐心的服務，為他們帶來「傑出推銷員」的殊榮。

保誠保險
以誠保障客戶 無懼環境順逆

緊貼客戶需要 O2O強大支援
推動物業代理升格高端專業

美聯集團近45年來秉持「求才、育才、聚
才」理念，投放豐富資源，為地產代理從業
員打造黃金發展平台，同時成立「美聯大學
堂」，充當業界人才搖籃，配合與時並進的優
質培訓及發展項目，將品牌精益求精的服務精
神薪火相傳，不遺餘力推進行業專業化發展﹗

美聯集團副主席黃靜怡指，地產代理是人才企業，而講

求溝通、自主性、被肯定的「Y世代」員工逐漸成職場主流，

集團針對新一代員工的發展需要，以「凝人勵人」為原則，

透過橫向架構、「3D管理」等基建革新措施提升人才管理，

輔以全面性指標制度(Key Performance Indicator)，如「美聯里

數」(Midland Miles)等，客觀評核員工表現，同時推行員工獎

勵計劃「美勵行動」，透過「激勵」、「鼓勵」、「獎勵」，

建立優秀企業文化。黃靜怡預視代理新時代將會是人才、數據

與科技跨領域之競賽，集團將繼續緊貼巿場與技術變化，積極

拓展O2O服務平台，同步提升員工培訓與發展配套，為其建構

實現夢想的階梯，彰展年青化專業團隊的競爭優勢。

美聯集團支持員工接受挑戰，為事業、為夢想勇往直

前，今年已是第十五年推薦旗下各策略業務單位的潛質精英

參與傑出推銷員獎(DSA)比賽，配合全方位培訓，啟發精英的

潛能，助其提升實力，盡展所長。「美聯大學堂」因應員工

能力及業務性質，度身訂造連串重點培訓，當中包括口才、

戲劇、銷售技巧、專業態度及臨場發揮等，並邀請不同範

疇的專家及名師，配合由歷屆DSA得獎者組成的「DSA戰友

會」全力支援，傳授突圍錦囊，讓精英以最佳狀態出賽。

美聯集團歷年來於DSA比賽上戰績彪炳，參賽團隊屢屢

凱旋而歸，今屆勇奪殊榮的精英更達32位，得獎人數乃歷年

之冠，分別來自美聯物業、美聯工商舖、美聯中國、美聯澳

門、香港置業、美聯金融及經絡按揭轉介6大策略業務單位。

當中高級客戶經理羅定康(Dennis Law)、高級客戶經理鄭家榮

(Kelvin Cheng)、客戶經理林懋霖(Jacko Lam)、客戶主任宋康

汎(Daniel Sung)及高級物業顧問周安東(Anton Chow)同為美聯

物業旗下前線精英，其服務的地區與資歷各異，但爭勝目標一

致，談到待客之道，五人異口同聲指耐心及聆聽乃箇中關鍵。

「Need-Based Selling是所有銷售服務行業的王道，掌握客戶

需要由溝通開始，尤其對於物業這類銷售周期長、價格高的產

品，客戶在剛性及投資需求以外，往往講究物業之附帶價值，

如居住模式、生活格調等。」從事地產代理三年的Dennis說。

「單純的人肉Catalogue已不合時宜，客戶的工作、學歷、家庭

狀況、嗜好習慣等，都是代理認清客戶需要的線索，以助我們

更準確地為其配對合適物業及提供貼身專業意見。」

入行七年、服務豪宅區的分行主管Kelvin見證代理專業

的蛻變，強調今時今日從業員的服務範疇經已由置業延伸至

全方位生活領域，客人往往會向代理諮詢地區校網、裝修、

家居服務等資訊，「曾經有客人家裏的洗衣機壞了，問我應

找誰修理呢！」Kelvin指公司針對有關需要，為前線代理度身

訂造法律、風水等配套課程，配合線上線下平台提供更全面

的置業資訊服務，如美聯物業網站的豪宅專頁、「360度VR

睇樓」、《Deluxe Home》專刊等，成就代理職能上的昇華。

同樣入行七年、專屬豪宅組的Jacko寄語新一代從業

員：「機會不留人，代理要好好裝備自己迎接商機，感謝公

司提供強大支援，推動團隊於心態、視野及思維與時並進，

緊貼巿場及客戶需要，為我們締造競爭優勢。」而曾經從事

保險經紀的Daniel認為代理是助人自助的職業，一位稱職的

代理往往是客人置業、投資的好夥伴。「跳出中介角色，由

心出發，將客人視為朋友，切身處地體會其需要，如新婚夫

婦置業考慮校網，年青業主往往講究運動及消閒配套，配對

物業自然事半功倍。」至於服務荃灣區的Anton接觸最多的客

戶為首置人士，「自己都是過來人，理解年青人上車過程要

面對的種種困難及壓力，透過循序漸進跟進，與客人並肩作

戰，助其一步步實現置業目標。」

無論從事哪一行業，自我挑戰是邁向成功的不二法則，

哪五名得獎者又會如何規劃增值藍圖？眾精英認為代理要走

在巿場最前線，除報章、新聞網站、業界交流以外，公司特

別為員工設計流動通訊程式「開單易」，內含豐富一、二手

樓盤資訊，配合訊息廣播功能，助其全天候掌握巿場動態與

樓巿走勢，造就專業優勢；Jacko形容代理角色是「樓市的

紅娘」，為買賣雙方需求作合理配對，因此在增值專業知

識之餘，宜同時鍛鍊軟技巧，如提升思考力、協調力等。而

Anton同步修讀地產代理監管局及「美聯大學堂」的課程，進

修溝通、驗樓等實戰技巧。談及是次參與DSA比賽的得着，

Dennis表示：「過程中學習自省，提升銷售技巧之餘，亦強

化自信心，同時認識了不少志同道合的戰友，是成長路上的

一大得著。」Kelvin亦從比賽中獲得啟發，發現自己過去的銷

售模式流於平面，學懂調節心態，按步就班，因時、因地制

宜，為客戶提供更立體的置業配套服務。Jacko指比賽過程有

機會接觸各行各業的銷售人才，拓闊人際網絡。Daniel指集

團旗下來自不同部門的同事目標一致，齊心作戰，期間互相

鼓勵、支持，體現銷售精英必備的團隊精神；而Anton則稱，

比賽壯大了他的膽量，「我負責藍籌屋苑，見大客時略為信

心不足，是次獲公司提拔參賽，同時摘下這個有『業界奧斯

卡』美譽的殊榮，讓個人事業發展又邁進一步。」

展望將來，五位精英意志堅定，表示將繼續專心、專

注，以物業代理為終身事業，並繼續實現自我增值，向下一

個高峰進發。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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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權威物業廣告有限公司的執行董事，余澤銘（Terrance）
深諳與時並進十分重要，時刻提醒自己要保持敏銳的市場觸角，不
能與時代脫節。畢竟，從事廣告行業的推銷工作，不能閉門造車，
故步自封。因此Terrance強調要多跟不同的人接觸，了解不同客
戶的心理。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本年度有兩位得獎者，分別是黃
敏儀（Canice）及張思泰（Oliver），二人都是營業代表。
對於從事與銷售有關的工作，二人都異口同聲表示十分有挑 
戰性。

要成為一位推銷員或許並不困難，但要成為一位成功的推銷員絕非易事，尤其是

從事競爭激烈的廣告行業，要突圍而出，必定有其與眾不同之處。Terrance 認為，廣

告行業從業員要懂得解讀客人的心理，「有時候客人未必知道自己所想，或未能清楚

用言語表達自己的意向，廣告行業從業員要從旁協助，透過經驗及溝通過程而為客人

提供最合適的選擇。」

推銷始終是一項與人接觸的前綫工作，有一些條件是不可或缺的。Terrance指，

成功的廣告行業推銷員必須擁有敏銳的市場觸角，洞悉現行新興的事物，更要具有多

元化的知識及時事資訊。「另外，推銷員當然要對產品熟悉，了解顧客所需。在推銷

過程中，亦要表現出良好溝通技巧。還有一點，就是要抱着將心比己的態度，並時刻

以禮待客，這才是良好的服務態度。」

一顆親切心　顧客另眼相看
假使客戶經常接觸來自不同公司的推銷員，而這些推銷員都是千篇一律，機

械式向他硬推硬銷，自然無法令人留下深刻印象，而生意能否談得攏也成了疑問。

Terrance認為親切是「與眾不同」的關鍵，「如果你問我怎樣才能令顧客留下深刻印

象，我會覺得除要去認真去了解每位顧客所需外，必須以親切的態度、用真誠的心服

務客人。」

「 傑出銷售員獎」被譽為業界奧斯卡，Terrance勉勵是次的得獎者繼續保持自己的

觸角，緊貼時代的步伐，多接觸外面的世界，「 跟不同的人溝通，不斷學習，增加自己

的內涵，才可以做到與眾不同。」  

Canice在加入煤氣公司之前是從事文職工作，但覺得並不太適合自己，便毅然選擇

從事銷售行業，因為「挑戰性大很多，不太悶」。Oliver則表示，從事銷售行業是他的興

趣，他加入煤氣公司的原因，是因為煤氣公司是一家大企業，在行內屬於大哥大，「在

這裏工作可以有長遠及穩定的發展，亦可學到專業知識，對自己事業有幫助。」

今年大會的主題是「與眾不同」，二人在多年的銷售經驗中，又有沒有任何「與眾不

同」的經歷？「我記得有一個客來了門市很多次，每次都會待上一至兩小時，他是想買熱

水爐的，但似乎很難做決定，我便耐心聆聽他的要求，盡量解答他的疑問，最後他也成功

選購一個熱水爐，更向公司寫了一封信表揚我的服務呢。」Canice說。

Oliver則表示，有一次有位客人來到門市，當時他正忙着招呼其他客人，故這名客

人只是靜靜的坐在一旁。當他有時間招呼這位客人時，這名客人第一句跟他說的就是

「辛苦你了」。「聽到客人這樣對他說真的很意外，因為這代表客人也的確留意到我

的付出！」客人的一句「辛苦你了」，對Oliver來說無疑是莫大的鼓勵，令他工作時更

加起勁。

對於每一位對自己有要求，又希望事業更上一層樓的打工仔來說，增值自己是必然的

事，二人在公餘時又會怎樣增值自己？Canice謂，「我在公餘Shopping的時候，都會特別

留意售貨員的銷售技巧，並思考能否將這些技巧應用到自己身上。」Oliver則表示，他閒時

喜愛上網瀏覽各公關大員及企業對所謂的災難事件的應對技巧，並留意他們的用詞，以便

當自己一旦遇到類似情況，在應對時就可更加得心應手。

展望將來，二人都表示會繼續在銷售行業發展。「因為銷售行業講求的是面對面溝

通，可以即時看到顧客的反應，這是從事文職的永不能領略到的。」Oliver說，Canice也

補充，「不能用同一套銷售技巧應用到每一位顧客身上，要因應不同顧客的需要作出調

節，這可以測試我的反應。」基於這些原因，令二人無減對銷售行業的熱愛，將來仍會

繼續留在這行業發光發熱。

嚮往挑戰性工作
穩中求進 發熱發亮

緊貼時代步伐
保持敏銳觸角 成廣告界權威　

以心待客
設身處地 覓心水單位

近年港人的置業需求殷切，帶動樓市氣氛持續向好。為幫助準
買家覓得心水單位，地產代理擔當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剛勇奪今屆
「傑出推銷員獎」、世紀21奇豐物業顧問行高級客戶經理胡國強
指，一個專業的地產代理，必須熟悉自己的產品，同時需要了解客
戶的心理。

「試過有跨區客戶跑來物色單位，卻對本區地理環境不熟，兼有按揭隱憂，無法調出

大量現金。我對有關資料進行分析後，最終成功為他覓得條件合宜的物業。後來，他不但為

我介紹新客戶，更添置多個物業，表示有意搬入本區居住。」回想與不同客戶相處的種種，

胡國強直言，要取得其信任，首要是代入他們的狀態及想法，做一個「有心人」。

       參賽即獲獎 
       歸功公司培訓

從事地產代理行業十二年，胡國強的銷售業

績日見增長，獲推薦參加「傑出推銷員」大賽。

對於首次參賽便獲得大獎，他感謝公司提供專業

培訓，「每星期都有兩、三次培訓，讓我有機會

溫故知新，連說話技巧也改善了不少。」故他有

意繼續自我增值，期望為事業帶來更大突破。

XXXX
XXXX

銀行服務首重專業和誠信，從業員不但要掌握專業的理財知識，更
要處處為客戶着想，為其提供最適切的服務及產品，才稱得上「傑出」。
今年，四位來自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的推銷員，包括陳彧君、張家
雄、曾嘉威和黃頴邦，憑着誠信及優質服務，勇奪「傑出推銷員獎」。

「所謂傑出，就是要照顧不同類型客戶的理財需要。」分行網絡業務營業顧問曾嘉威

善用其觀察力及健談性格，積極與客戶打開話題，建立朋友關係，最終目的是要了解其真正

需要。銷售代表黃頴邦補充，「更重要的是，把產品的特徵、優勢連結到客人需求，做到

Perfect match。」

業務客戶經理陳彧君則深信「沒有最

好的產品，只有最好的銷售員」，故即使在

比賽前夕，仍堅持花旗「Never Sleeps」的精

神，深夜為客戶提供服務。

     公司提供培訓 
     改善演講技巧

對於獲公司推薦參賽，四人都感到十分榮

幸，更感謝公司所提供的培訓。Citigold客戶經

理張家雄指，「除分享參賽經驗外，導師更指導

我們注意聲綫控制、面部表情等演講技巧。」

銀行服務首重專業和誠信，從業員不但要掌握專業的理財知識，更
要處處為客戶着想，為其提供最適切的服務及產品，才稱得上「傑出」。
今年，四位來自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的推銷員，包括陳彧君、張家
雄、曾嘉威和黃頴邦，憑着誠信及優質服務，勇奪「傑出推銷員獎」。

「所謂傑出，就是要照顧不同類型客戶的理財需要。」分行網絡業務營業顧問曾嘉威

善用其觀察力及健談性格，積極與客戶打開話題，建立朋友關係，最終目的是要了解其真正

需要。銷售代表黃頴邦補充，「更重要的是，把產品的特徵、優勢連結到客人需求，做到

Perfect match。」

業務客戶經理陳彧君則深信「沒有最

好的產品，只有最好的銷售員」，故即使在

比賽前夕，仍堅持花旗「Never Sleeps」的精

神，深夜為客戶提供服務。

     XXXX 
     XXXXX

對於獲公司推薦參賽，四人都感到十分榮

幸，更感謝公司所提供的培訓。Citigold客戶經

理張家雄指，「除分享參賽經驗外，導師更指導

我們注意聲綫控制、面部表情等演講技巧。」

視客人為朋友
花旗銀行以真誠取勝

服務至上
超出客戶期待

一直以「客戶服務體驗」為設計服務核心的香港儲物室，憑藉強
調持續專業發展（CPD），成功建立一支提供超出客戶期待的專業銷
售團隊，其銷售主管張偉光更在今年贏得傑出推銷員獎，以優秀的
表現贏得業界認同。

對於銷售團隊在首次參賽即獲獎，董事總經理宗立政不諱言與公司的企業文化有

關。「公司在97年創立時，已抱著以服務為本的營商理念，因此致力建立『專業工作態

度』、『積極裝備』的企業文化，務求讓顧客享受到殷切熱誠的款待。以裝備員工為例，公

司規定員工每年需進行最少十五至五十的持續專業發展時數，視乎他們的職級而定。」

加入銷售業已有四年時間的銷售主管張

偉光認為，要做到與眾不同的服務體驗，必

須超出顧客的期待。「記得有一次，顧客想

將自己儲存在其他服務供應商的物品搬至我

們公司，但因工作繁忙而未能抽出時間處

理。於是我便直接與該服務供應商聯絡，同

時在舊倉庫搬至新倉庫的過程，親身為顧

客點齊儲物箱的數目，並拍下照片，讓客

戶即使不在現場也能安心。客戶後來對我

說，『從沒想過能享有如此細心的服務。』」 

首席贊助機構：主辦機構：

www.hkma.org.hk/sme-dsa
主要贊助機構： 贊助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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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傑出推銷員獎以「與眾不同」為主題，而美國運通的三位
得獎推銷員憑着無比的熱誠和幹勁，事事以客為先，真的做到跟別
人不一樣，絕對值得嘉許。

鄭啟謙（Kelvin）加入美國運通已有七年多，他認為一個成功的金融行業銷售員必

須有誠懇的服務態度，對工作充滿熱忱。「我曾向一對準新人介紹如何憑簽帳賺取飛行里

數換取免費機票作蜜月旅行之用。但信用卡批核需時，我便為他們奔走多個部門，終於及

時把信用卡送到他們手中。他們喜悅的表情，至今仍歷歷在目。」另一位得獎者潘閩峯

（Herman），亦抱着以客為先的態度工作。「有一位身在廣州的客人急於使用信用卡，當

卡批核成功後，我馬上把卡親自送到廣州。看到客人的喜悅，自己也無限欣慰。」

    自我提升　 
  達至與眾不同

陳宏（Max）加入美國運通僅兩年多

便獲得殊榮，他表示在參賽過程中獲得到

很多寶貴的學習經驗，個人能力得以提

升。「公司和上司都非常支持我參加這項

比賽，更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全面、針對性

的培訓，訓練我們有關的技巧。」

香港寬頻 帶給客戶
與眾不同的服務體驗

周大福的四位得獎者分別是金偉恩、陳彤暉、王少傑及賴嘉希。當中，
王少傑年資最深，在周大福工作已八年，是高級營業員，他強調待客以心，視
客為朋友，才能令陌生客變成熟客，建立長久的關係。

「笑容，是否從心出發，客人也能夠感受得到。」金偉恩認為，自己的笑容是獨特的 

推銷技巧。她之前因病而出現臉癱，期後慢慢康復，很高興可以再次向客人展示親切的笑

容。而只有二十五歲的陳彤暉，則說年紀輕對他來說也是個優勢，「我在周大福任職已三

年，曾經有客人跟我說，我介紹的產品好適合他們，因為他們想送禮給子女，我的年紀和喜

好，正好跟他們的孩子相若。」

最 資 深 的 王 少 傑 說 他 們 待 客 

的確是從心出發，視客人為朋友。

「 我 會 在 大 時 大 節 ， 向 客 人 送 上 

祝福，例如『中秋節快樂』，這令 

他 們 感 到 溫 暖 ， 也 會 容 易 成 為 熟

客。」另一位得獎者賴嘉希也附和道，

通常他也會多行一步，而不是單單完成

一單交易而已。「試過有一名內地客人

來到，在他購物後，我問他訂好酒店沒

有，更拿出手機，向他介紹香港值得一

遊的地方，以盡地主之誼。」

電訊市場競爭激烈，銷售人
員若要成功，「與眾不同」便成為
突圍而出的關鍵。三位在今屆獲頒
「傑出推銷員獎」的香港寬頻銷售
人員，在業界累積逾十年的豐富工
作經驗，深深認同與眾不同的重要
性，並堅持為客戶帶來不一樣的服
務體驗。

客戶專員（商業銷售）－ 企業方案吳

嘉龍坦言，每次向企業銷售寬頻服務方案

時，都希望為對方度身訂造喜出望外的客戶

服務體驗：「例如早前去一間中小企預約安

裝寬頻時，發現對方未有設定上網及無綫打

印機，便額外附送相關服務。」另一位得獎

者高級銷售專員－住宅服務張嘉耀則認為，

反省自己過往的銷售失敗個案，讓他更了解

住宅客戶在購買寬頻服務的憂慮，令他能預

先想定相關方案，「例如當客戶是家長時，

他便會在客戶未開口前已說出設置哪些軟件

可管理孩子上網等，為客戶提供與眾不同的

體驗。」至於助理區域經理－企業方案譚碧

姍則指出，「要為企業客戶提供不一樣的體

驗，最重要是站在對方角度思考。例如有

一次向一家中港跨境企業的老闆娘，銷售

供本地連接或與海外連繫的專綫寬頻服務

（DIA），我便站在管理人角度思考，讓她

明白高速可靠的互聯網服務，能有效提升企

業的生意額，最終完成交易。」

從心出發
以誠待客

用心溝通聆聽
了解顧客需要

中原地產寫字樓部副聯席董事羅智健（Jimmy）從事地產推銷行業
十二年。他認為，地產推銷員就如紅娘一樣，配對適合的買家和業主，
「盡量滿足到雙方的需求！」

一買一賣的關係常出現買家和業主持相反意見的情況，Jimmy指，推銷員須以無限

的耐性、靭力、不怕輸的精神，積極與客人溝通，了解雙方的需要，透過提供過往成交

及市場指標等數據，協助他們以合理價錢覓得心頭好。他笑言，善於與人溝通是他「與眾

不同」的地方，「任何事都是由溝通開始，所以讓客人感覺舒服傾到偈，打開他們的話匣

子，非常重要。」

他回想起一次為一位從事證券

業的客人找寫字樓，但每次相約對

方睇盤時，對方都十分忙碌，要到

下午五、六點的時間才方便，「經過

溝通後，才知道她是單親媽媽，所

以下班後要先帶孩子到補習班，故

我便幾次幫她帶孩子補習，方便她

下班後可先去睇盤，最後她亦成功

找到理想的寫字樓，令我非常有滿

足感，最後更與她成為朋友。」

努力不懈
美國運通用心贏取客戶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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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細心
顧客稱心

近年香港居住空間愈來愈細， 時惠環球（CRMG）卻深信「空間有
限 ‧ 創意無限」，旗下的 「家匠TMF」家居設計服務，就為顧客度身訂
造精緻合心的蝸居。訂造傢俬銷售顧問袁冠璋（John）憑着讓顧客「動
心」的服務，獲得「傑出推銷員」殊榮。

推銷工作達六年的袁冠璋深信，成功的推銷員須具備快速與顧客建立關係的能力，

「耐心聆聽、細心的服務能打動顧客的心，有興趣進一步了解產品。」他說，本港「蚊型

樓」湧現，推銷員的角色是利用公司產品，提升顧客的生活質素。

他認為，推銷員要「與眾不同」，就必須與時並進，不斷吸收日新月異的行業知識，「我

曾進修設計課程，亦經常參考設計書籍，並瀏

覽外國設計師的網站。」曾有年輕夫婦顧客為新

居空間細小而煩惱，John便利用大膽設計，如

翻牀及地台收納設計，滿足他們需求，大家更成

為好朋友，「一年後他們回來找我，原來他們即將

迎接新成員，找我設計BB房。」

「今次比賽給我深刻體驗，顛覆我對推銷

的想法，推銷不僅是令顧客購買產品，而是為

他們解決問題。」他說比賽亦讓他認識不少同

業，互相交流，得益良多。

以心待客
設身處地 覓心水單位

近年港人的置業需求殷切，帶動樓市氣氛持續向好。為幫助準
買家覓得心水單位，地產代理擔當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剛勇奪今屆
「傑出推銷員獎」、世紀21奇豐物業顧問行高級客戶經理胡國強
指，一個專業的地產代理，必須熟悉自己的產品，同時需要了解客
戶的心理。

「試過有跨區客戶跑來物色單位，卻對本區地理環境不熟，兼有按揭隱憂，無法調出

大量現金。我對有關資料進行分析後，最終成功為他覓得條件合宜的物業。後來，他不但為

我介紹新客戶，更添置多個物業，表示有意搬入本區居住。」回想與不同客戶相處的種種，

胡國強直言，要取得其信任，首要是代入他們的狀態及想法，做一個「有心人」。

       參賽即獲獎 
       歸功公司培訓

從事地產代理行業十二年，胡國強的銷售業

績日見增長，獲推薦參加「傑出推銷員」大賽。

對於首次參賽便獲得大獎，他感謝公司提供專業

培訓，「每星期都有兩、三次培訓，讓我有機會

溫故知新，連說話技巧也改善了不少。」故他有

意繼續自我增值，期望為事業帶來更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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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業+細心
為客戶解困

銀行服務首重專業和誠信，從業員不但要掌握專業的理財知識，更
要處處為客戶着想，為其提供最適切的服務及產品，才稱得上「傑出」。
今年，四位來自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的推銷員，包括陳彧君、張家
雄、曾嘉威和黃頴邦，憑着誠信及優質服務，勇奪「傑出推銷員獎」。

「所謂傑出，就是要照顧不同類型客戶的理財需要。」分行網絡業務營業顧問曾嘉威

善用其觀察力及健談性格，與客戶打開話題，並建立朋友關係，從而是了解其真正需要。銷

售代表黃頴邦補充，「更重要的是，把產品的特式、優勢連結到客人需求，務求為客人提供

最合適的理財服務。」

業務客戶經理陳彧君則深信「沒有最好的產品，只有最好的銷售員」，故即使在比賽

前夕，仍堅持花旗銀行「Never Sleeps」

的精神，深夜為客戶提供服務。

     公司提供培訓 
     改善演講技巧

對於獲公司推薦參賽，四人都感到

十分榮幸，更感謝公司所提供的培訓。

Citigold客戶經理張家雄指，「除分享參賽

經驗外，導師更指導我們留意聲綫控制、面

部表情等演講技巧。」

據統計，全港約九成耗電量用於建築物，因此重視環保節能效益的
綠色建築，近年在港成為新趨勢。江森自控香港有限公的銷售工程師柯
愛麗，以其專業知識，加上女性善於溝通及細心的特質，為顧客提供最
合適的解決方案，讓她獲得「傑出推銷員」殊榮。

畢業於科技大學工業工程及物流管理學系的柯愛麗，加入江森自控近五年，她說：

「本港建築業發展蓬勃，公司大力推廣環保建築，我覺得這行好有前景而加入。」柯愛麗

說，自己與「與眾不同」這比賽主題好配合，「工程界男性主導，銷售崗位男女比例約八

比二，我善用細心及重視溝通女性的獨有特質，更容易站在顧客的角度，理解他們的需

要，因此服務也更能切合他們。」

她憶述，有一次代表公司到地盤視察了

解，客戶對她這名女生到地盤感到驚訝；然

而，最後她的細心服務獲得顧客信任及極高

滿意度。「這行的競爭對手常以低價競投工

程，我實地視察後，卻提議客戶用最新、最

節能的機組，開始時工程費或會高一點，但

幾年後節省的電費便會賺回來。此外，我亦

留意到天台冷氣機組吊運困難，故提議從旁

邊建築物吊運到天台才裝嵌，這問題最初顧

客本身也留意不到。」

視客人為朋友
花旗銀行以真誠取勝

服務至上
超出客戶期待

一直以「客戶服務體驗」為設計服務核心的香港儲物室，憑藉強
調持續專業發展（CPD），成功建立一支提供超出客戶期待的專業銷
售團隊，其銷售主管張偉光更在今年贏得傑出推銷員獎，以優秀的
表現贏得業界認同。

對於銷售團隊在首次參賽即獲獎，董事總經理宗立政不諱言與公司的企業文化有

關。「公司在97年創立時，已抱着以服務為本的營商理念，因此致力建立『專業工作態

度』、『積極裝備』的企業文化，務求讓顧客享受到殷切熱誠的款待。以裝備員工為例，公

司規定員工每年需進行最少十五至五十的持續專業發展時數，視乎他們的職級而定。」

加入銷售業已有四年時間的銷售主管張

偉光認為，要做到與眾不同的服務體驗，必

須超出顧客的期待。「記得有一次，顧客想

將自己儲存在其他服務供應商的物品搬至我

們公司，但因工作繁忙而未能抽出時間處

理。於是我便直接與該服務供應商聯絡，同

時在舊倉庫搬至新倉庫的過程，親身為顧

客點齊儲物箱的數目，並拍下照片，讓客

戶即使不在現場也能安心。客戶後來對我

說，『從沒想過能享有如此細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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