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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由於存在於產品與服務之間的界線越來越模糊，間接地造成以服務為導

向的客服中心成為企業營運時的一個重點，但往往決策者在支配客服中

心內的各項資源時，時常會受限於客服中心所必須提供的服務品質以及

所能夠利用的人力資源成本；雖然決策者可憑藉著過去長期累積的經驗

與模式來作預估，但也不免在未來流量變動或企業環境改變時有誤差的



產生。 因此，為了幫助決策者在所設定的預期服務水準之下，能於客服

中心內配置一個符合人力資源成本與服務品質的適當人員數，本研究提

出了一個人員配置演算法，主要是藉由客服中心內過去的歷史電話流量

來預測且模擬出未來的可能流量後，再搭配本研究之人員配置演算法來

估計未來可能需求的最大人員數；接著再依決策者所設定的允許電話掛

掉率與期望精確度去刪除某一比例的多餘人員，最後則可估計出適用於

此客服中心環境內的未來人員需求。  

摘要

(英) 

The line between products and services is more indistinct so that it makes the 

service-oriented call center become a key point of business operations indirectly. 

However, executives of call centers often feel restricted by the service quality and 

the available human resources when they are trying to allocate the resources of 

their call centers. Executives also could make decisions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s 

and knowledge, but it would not avoid prediction errors when the traffic flows of 

call centers vary or the industry environment changes in the future. This paper aims 

to support business executives to determine the appropriate staffing based on the 

expected service level of their call centers and appropriate human assets cost by 

proposing a staffing algorithm. First, this algorithm predicts the future human 

demands of a call center based on the historic call center traffic data and the 

weights that are learned. Furthermore, this research tries to reduce the unnecessary 

staffs depending on the renege rate decided by business executives. The final 

results of this research show that the human demand of a call center is appropr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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