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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分析

更少的人手 更佳的服務
資訊科技一日千里，利用「自助售賣器」 (Kiosk)購物已不再是新鮮事。 例如: 汽水售賣機、鐡路售票
站和戲院裡的預售取票機等，都是Kiosk的一種。時至今日，大型購物商場都會擺放互動商戶指南，
為顧客提供各類資訊。在企業的角度來說，Kiosk像一名員工，為客人提供服務及資訊。很多好處包
括可以省卻前線員工的資源，為企業建立專業和緊貼潮流的形象。雖然它們應用範圍廣泛，但仍然存
有進步空間，為企業發揮更大效益。

聯合科技一直緊貼市場的趨勢，致力為客戶解決業務上的營運問題，協助他們更有效益地穩定發展。今
次，聯合科技與本港流動通訊龍頭企業 — CSL合作，為其旗下品牌one2free的旗艦店編寫一套自助式
銷售服務系統(Kiosk)。

One2free 旺角於二零一一年六月開幕，佔地達六千平方米，分成六個體驗區，以強化創新的品牌形象

和提供一站式流動通訊服務予顧客為目標。透過和Suzuki Café的合作，店內設有全港流動電話店獨有

的優閒充電區，顧客可以一邊為手機充電，一邊免費地享用咖啡美食。除了堅守著建立領先形象的大

前題，one2free還考慮到服務擴展的引伸成本，希望透過一套自助式的銷售系統來達致兩全其美的成

效。

經過三個多月，聯合科技成功編寫了操作簡易的kiosk系統。顧客可以透過系統購買電話充電劵和選擇

贈送的飲品或美食，然後使用信用咭、撥入電話賬單或八達通方式結帳後，贈送資料會立即傳送到飲

品吧，使相關員工可以即時跟進。

「選擇聯合科技(UCR)為該項目的合作伙伴，是因為UCR擁有大比例的市場佔有率和卓越的品牌
聲譽。而且UCR是眾多零售系統提供者中，唯一與八達通有限公司簽訂了洽談伙伴合約，能協

助八達通用戶處理其交易款項，這項市場優勢帶給我們更大信心。」

- CSL資訊科技部 高級經理江河先生

透過使用聯合科技編寫的kiosk系統軟件，one2free成功地達到預期的目標 — 建立時尚的品牌形象和減

省前台的人力資源。

江先生在訪問中表示：「潮流趨勢下，自助服務形式已漸漸成為大眾的習慣。同時，簡單的
操作介面和結合多元化的結帳方式令顧客感到十分便利。在整個合作計劃中，我們對UCR的
服務質素和kiosk系統方案的成效相當滿意。」

關於one2free
one2free於一九九六年推出，是CSL旗下首個以凸顯年輕及活力形象的潮流品牌。為配合品牌屢創先河的特質，由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起，one2free打造

全新品牌，藉此將令人驚喜的產品及服務擴闊至整個家庭。 www.one2f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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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enu乃聯合科技最新自家開發的電子餐牌系統，它利用無線網絡技術及流動電子裝置作為操作平台，可取代缺乏靈活度的傳統餐牌。

擁有四十多年的豐富經驗，聯合科技對餐飲市場的變化非常敏感，深切明白飲食業從業員的實際需要。而新推出的iMenu，擁有比傳統

餐牌優勝的特點，如提供可隨時轉換或變更的實物相片、菜式的詳盡介紹及供顧客填寫的意見書，毫無疑問餐牌電子化為餐廳及顧客帶

來另一番體驗，大大提高企業形象。 

產品特點 

系統穩定，簡易操作

層遞式菜式排列，條理清晰

詳盡菜式介紹

高解像度菜式相片

提供菜式與美酒之配搭建議

方便收集顧客意見

iMenu功能齊全
為使用者帶來不少好處

為顧客帶來嶄新體驗

提升顧客滿意度 

節省傳統餐牌的印刷成本

更有效運用人力資源

增加營業額

加強顧客關係管理的成效

菜式與美酒之配搭建議
                                   增加消費意慾

高解像度實照和詳細介紹

                           使菜式的吸引度大大提升

客戶關係管理 是指與目標顧客建立正面且長遠的關係，令顧客對企業和品牌建立穩固的忠誠度。

在計劃客戶關係活動活動時，企業需要透過最新的業務數據，以了解顧客的偏好和購買行為，因此智快寶銷售系統的報表輸出功能，

有助它們進行客戶關係管理。另外，客戶關係活動進行時，企業可定期查閱系統中的銷售報告並加以分析，可對活動進行適當的

調整。當活動完結後，企業又可利用系統的各類型報表，評估整項活動的成效。

近年，預付卡成為不少企業的推廣工具，其特色是低成本和於短時間內達致最高效益，更能有效地維持顧客的忠誠度。預付卡卡主

可以憑卡於任何分店消費，省卻了現金找續時間，交易過程變得更快捷。為吸引顧客持續地為預付卡增值和提升預付卡計劃的成效，

智快寶銷售系統支援「增值回贈優惠」。例如: 卡主每增值100元，可額外獲得10元的增值額。此外，智快寶銷售系統飾演資料

儲存庫角色，可紀錄大量會員資料，包括聯絡方法、生日日期和購買紀錄等，有助企業跟顧客保持緊密聯繫，推動更多客戶關係活動。

報表分析

預付卡功能

如何有效地透過智快寶銷售系統進行客戶關係管理? 最新客戶

為了答謝員工過去一年來對公司的付出和努力，公司本年的年度旅行選址在沙巴。全體員工盡情享受水上活動和美食，十分盡興。

沙巴之旅

電腦硬件供應商惠普香港公司及怡和科技於農曆新年期間，

携同乳豬，跟我們恭賀新年及寓意來年繼續合作愉快。

周年晚會上演飲啤酒大賽和歌唱比賽，整晚最矚目的不
單有壓軸抽獎，今年更特別安排了魔術表演。籍此我們
再次感激所有禮物贊助商和公司仝人過去一年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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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三個多月，聯合科技成功編寫了操作簡易的kiosk系統。顧客可以透過系統購買電話充電劵和選擇

贈送的飲品或美食，然後使用信用咭、撥入電話賬單或八達通方式結帳後，贈送資料會立即傳送到飲

品吧，使相關員工可以即時跟進。

「選擇聯合科技(UCR)為該項目的合作伙伴，是因為UCR擁有大比例的市場佔有率和卓越的品牌
聲譽。而且UCR是眾多零售系統提供者中，唯一與八達通有限公司簽訂了洽談伙伴合約，能協

助八達通用戶處理其交易款項，這項市場優勢帶給我們更大信心。」

- CSL資訊科技部 高級經理江河先生

透過使用聯合科技編寫的kiosk系統軟件，one2free成功地達到預期的目標 — 建立時尚的品牌形象和減

省前台的人力資源。

江先生在訪問中表示：「潮流趨勢下，自助服務形式已漸漸成為大眾的習慣。同時，簡單的
操作介面和結合多元化的結帳方式令顧客感到十分便利。在整個合作計劃中，我們對UCR的
服務質素和kiosk系統方案的成效相當滿意。」

關於one2free
one2free於一九九六年推出，是CSL旗下首個以凸顯年輕及活力形象的潮流品牌。為配合品牌屢創先河的特質，由二零零八年四月十八日起，one2free打造

全新品牌，藉此將令人驚喜的產品及服務擴闊至整個家庭。 www.one2fre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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