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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 
实时发布 

 

「中信国际电讯CPC X TutorABC 」 

共创全球数字化教育科技新里程 

 
 TutorABC荣获 IDC 2018信息与数据转型领导者大奖，持续采用中信国际电讯 CPC世界级

的信息及通讯科技(ICT),共创科技互动教育新里程 

  

 

香港，2018 年 9 月 20 日 — 中信国际电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香港交易所股份代号：1883)

全资拥有的中信国际电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信国际电讯 CPC) 与全球在线教育领导

品牌 TutorABC 共同宣布，未来将持续合作，㩗手创造全球数字教育科技新里程。TutorABC

以 AI 人工智能与大数据导入的「AI 动态课程系统 DCGS (Dynamic Course Generation 

System)」，与香港信息及通讯科技(ICT)服务领导供应商中信国际电讯 CPC 合作，将教育结

合云端、大数据、网络连接，根据学习者喜好、程度，自动配对条件相符的顾问与教材，提

供量身打造的个性化教学服务，颠覆传统教学模式，优化在线学习体验。 

 

中信国际电讯 CPC 更推荐此项目参加国际知名研究机构 IDC 2018 数字化转型大奖，并于刚

举行的 IDC DX Transformation Awards 颁奖典礼上脱颖而出，荣获「IDC 2018 数字化转型

大奖 – 信息与数据转型领导者」。得奖项目不仅彰显了 TutorABC 在教育产业敢于创新，

率先透过教育科技成功转型成为在线教育领导品牌，其融合先进技术及创新理念开发的 AI

动态课程系统受到大会肯定外，其 ICT 伙伴中信国际电讯 CPC 以广泛覆盖的网络与云基建，

快速拓展全球数字教育平台的投入，亦获得国际 ICT业界的高度认同。 

 

TutorABC 于 2006 年在英语教学市场投下一颗震撼弹，摒弃传统「补教业」模式，从「科技

服务业」的定位出发，结合中信国际电讯 CPC 的全球资通讯服务实力，以网络云端科技结

合教育，突破传统学习时间、空间的限制，塑造全新在线语言学习体验。独家开发的

「DCGS 动态课程系统」，以前瞻的脸部追踪 AI 技术结合原生在线教学的大数据，透过先进

科技，为每堂课提供最适合的学员、老师及教材三方配合，提升课程体验及学习质量。此

先进的人工智能配课系统，需凭借强大的系统运算力；实时互动在线教学平台，更依赖稳

定的网络服务及可靠的云端服务。TutorABC 营运长沈沛鸿表示：「中信国际电讯 CPC 专业

的行业经验，结合全球实时的技术服务团队，持续提供丰沛的网络资源、云端资源结合教

学平台、高运算力的数据中心，支持我们每一阶段的发展，协助 TutorABC 快速落实对新时

代教育的理想，携手将创新的教学服务内容传递到世界各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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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际电讯 CPC行政总裁何伟中表示，「 “创新‧不断”是我们一直埾持的服务理念。

面对全球数字化转型的竞赛，具备卓越的商业模式还不够，能迅速将创新想法导入全球市场

的能力，将是决定企业成败之关键！与 TutorABC合作，落实创新的教育理念，我们倍感荣

幸，透过中信国际电讯 CPC专业团队，以及全方位的 ICT解决方案，携手建立全球数字化教

育新里程，项目荣获 IDC信息与数据转型领导者殊荣，我们也深受鼓舞。」中信国际电讯

CPC将其遍布全球云端服务，导入 TutorABC的跨国互动教学平台，启动无边界的全球化在

线教学服务；雄厚的国际专用网络资源，提供顺畅的网络传输，确保流畅影音教学质量；而

优于国际 Tier 3+ 规格管理的数据中心，则部署 TutorABC的「DCGS动态教学系统」，以强

大的 ICT能力实践 TutorABC所传递的「因材施教」个性化教学理念！ 

 

中信国际电讯 CPC 台湾区总经理朱哲生指出：「作为国际性的 ICT 服务伙伴，客户的商业模

式与策略是我们规划其基础架构所需资源的重要参考。我们相信，成功的数字转型基于严格

的信息基础建设。多年来我们与 TutorABC 共同成长，跟着他们紧凑的步伐走向世界，不但

从亚太横跨欧美，更伸延至俄罗斯，南非等地，可说是颠覆产业的经典范例。」中信国际电

讯 CPC 主张，在现今 IT 人员、预算、时间皆有限的情况下，企业应该寻求具备『IT 服务

力』的伙伴，除了考虑合作伙伴必须具备全球性的 ICT 服务涵盖能力，更需考虑其行业经验

及客户专业、7x24 全球在地化人力支持,以及技术及规划能力。如此一来，将信息管理化繁

为简，协助客户将营运重心放在核心业务的推广上，以信息力串联起全球商机，取得领先优

势。朱哲生表示：「此次 TutorABC 荣获 IDC 的信息与数据转型领导者大奖，也肯定了中信

国际电讯 CPC一直以来坚信的信念，『服务，即为客户展现独一无二的商业价值』。」 

 

TutorABC 营运长沈沛鸿表示：「TutorABC 致力于科技与教育的结合， 于 2010 年首创业界

24 小时全年无休的学习平台，那时我们已经与中信国际电讯 CPC 开始合作，中信国际电讯

CPC 是我们实现在线教育理想的好伙伴，先进的 ICT 技术，支持我们快速达成每个阶段的营

运目标，我们的市场在哪里，他们的信息服务就在哪里，帮助 TutorABC 打造最好的教学质

量。」TutorABC 独家开发的 AI 人工智能 DCGS 动态课程系统，深度发掘学习者的行为数

据，将 AI 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环境中，实现「因材施教」的理念；中信国际电讯 CPC 完整的

ICT 基础建设及完善的顾问服务，助力 TutorABC 成为第一个开创共享经济，且应用人工智

能的在线教育品牌，加速整体商业策略管理的流程、并缩短新服务进入目标市场的准备期。

他说，「与中信国际电讯 CPC 合作，实现了我们将优质教育深入偏乡的理想，全球学员不论

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享有世界级的学习体验，这个『有教无类』的教学平台，也奠定了

TutorABC日后成为在线教学领导品牌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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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国际电讯 CPC 企业解决方案特色： 

• DataHOUSE™ 云数据中心建基于世界级设施及技术平台，以及电讯级网络基建，无缝

连接至分布全球 30 个云数据中心，并配合中信国际电讯 CPC 全球多个 SmartCLOUD™

云服务中心，为企业提供一个环球的运作网络。DataHOUSETM 协助快速部署「AI 动态

课程系统(DCGS)」，确保大数据演算分析结合精准度，持续提供最佳教学质量。 

 

• SmartCLOUDTM 全球云端平台是 TutorABC 外师的教学平台的根基，IaaS 云端服务的特

质提供方便弹性调配资源、精准掌握服务成本、实时调整，并快速拓展海外业务，同

时维持企业级的信息安全保护﹑保密性及可用性。 

 

• TrustCSITM 提供企业级的信息安全保护、保密性及可用性。资安与各种法规性要求，

让信息安全成为大家最关切的优先处理事项。中信国际电讯 CPC TrustCSI™ 托管式

安全服务，通过多个安全运作中心(SOCs)，具有高效性及灾难复原功能，为企业有效

地应对不断上升的信息安全要求。 

 

• TrueCONNECTTM Premium 提供企业专用网络服务，采用精密先进的多协议标签交换

(MPLS)技术，把分布于不同地点的办事处及设施连接一起。确保全球在线教学质量，

安全可靠及高效率的网络，传送话音、视像及数据，并提供服务质量(QoS)，确保流

畅影音教学质量，沟通零距离，学习无时差。中信国际电讯 CPC 全球网络及 ICT 服务

布局遍布五大洲 130 个国家地区，共有超过 140 以上的网络据点，逾 18 个云端服务

平台及 30 个云数据中心，服务全球跨国企业。 

 

 

 

 

 

 

 

 

 

 

 

 

 

 

                

中信国际电讯 CPC协助 TutorABC以覆盖绵密的

国际网络及云端服务，快速拓展全球数字化教育

平台，获得国际 ICT业界的高度认同，获颁

「IDC 2018数字化转型大奖 – 讯息与数据转型

领导者」奖项。 

 

图为中信国际电讯ＣＰＣ台湾区总经理朱哲生

(左)及ＴutorABC 营运长沈沛鸿(右) 

 

                

中信国际电讯 CPC台湾区总经理朱哲生(左)与

TutorABC 营运长沈沛鸿(右)共同以世界级资通讯

服务与 AI动态课程系统，启动全球数字化教育新

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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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信国际电讯 CPC  

中信国际电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中信国际电讯 CPC」) 是中信国际电讯集团有限公司

的全资附属公司(香港交易所股份代号：1883)，公司一直矢志透过先进技术及旗舰解决方

案，包括 TrueCONNECT™ 专用网络服务、TrustCSI™ 信息安全解决方案、DataHOUSE™ 全球

统一云数据中心解决方案及 SmartCLOUD™ 云端运算解决方案，为全球跨国企业提供可高度

扩展的客制化方案，以满足他们特定的 ICT需求。 

 

作为香港首个获得 ISO 9001、14001、20000、27001 及 27017 ICT 服务相关认证的服务供应

商之一，中信国际电讯 CPC 业务版图覆盖全球，包括部份亚洲、欧洲及美国高增长市场的地

区；超过 140 个网络服务据点、18 个云服务中心、30 个以上的数据中心及 2 个全天候的安

全运作中心，承诺给予客户最优质的服务。 

 

「创新‧不断」就是中信国际电讯 CPC一直秉持的服务理念。 

 

请浏览 www.citictel-cpc.com 获取更多信息。 

 

 

http://www.citictel-cp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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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TutorABC 

TutorABC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在线教育集团 iTutorGroup 旗下平台，由美国硅谷技术团队研

发创立，服务对象从青少年到企业专业人士，凭借独创、获得专利的「动态课程系统」

（DCGS，Dynamic Course Generation System），媒合学习者与全球外籍顾问，精准打造定

制化课程和教材，开创独有的在线真人互动及实境教学模式。在全球 80 个国家、100 个城

市，拥有 5,000 多位员工及超过 20,000 名外籍顾问，每年提供超过 3,000 万堂在线教育课

程，客户遍及全球 135 个国家和地区。TutorABC 企业品牌精神—以科技创新，重新定义教

育产业。TutorABC 的出现印证了科技的发明，始终来自于人性的创造全球化学习需求，运

用科技的辅助，让英语学习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纪元，改变了人类学习的方法，塑造出未来

教育。 

 

 

 

中信国际电讯 CPC 传媒查询：  

Rowena Leung 

(+852) 2170 7536  

电邮：rowena.leung@citictel-cpc.com 

 

mailto:rowena.leung@citictel-cpc.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