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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第一節 研究背景 

IT 治理為金融機構實現業務目標的基本要素，而且也是獲取客

戶信任不可或缺的元素。隨著金融商品規定鬆綁之後，業務型態變化

越來越多，量也越來越大，導致對資訊的依賴度越來越強。但事實上，

IT 資源有限，一所公司不可能因為追求效率上的完美而不斷的花錢

投入 IT 資源。但是隨著問題的複雜度更加提高，系統的穩定性卻必

須更高。在資源有限的狀況下，IT 必須對以上問題，進行更有效的

管理及回應。 

其中，證券公司業務的執行及對客戶的服務，高度依賴 IT 服務

的可用性、可靠性、安全性和性能。在證券業，每天都有數以萬計的

交易在執行與流動。由於證券公司內絕大多數皆屬電子化資訊，所以

提供資訊服務的 IT 部門便扮演了極為重要的角色。但資訊部門以往

在企業中，大多都被定位在支援性角色，而非業務核心。資訊部門對

自身的認知與期許，也多僅限於將主機管好、讓系統運作正常。如果

其他部門在業務的執行上有了資訊方面的問題，也會等到對方來詢問

後再去處理。如此日復一日、年復一年，資訊部門只知道四處奔波，

忙著處理不知道何時會發生的問題。雖然事情很多，也總是有忙不

完、處理不完的問題；但事實上都只是重複性質居多的惡性循環。一

旦沒有針對問題的癥結去根本解決。只會讓這樣的狀況不斷發生。 

筆者身處資訊部門之中，深深體會到 IT 部門與業務部門之間的

認知落差，卻又無力解決。縱使 IT 部門認為提供的服務已經足夠，

但業務部門又始終表現出所要求的，與 IT 部門所給與的有所差異。

而且由於需求上的落差，經常會出現責任不明的狀況。不但業務部門

覺得頭痛，IT 部門也老是會覺得業務部門及上司總是在找自己的麻

煩。事實上，最有可能引起這種狀況的原因，只是由於 IT 部門對自

己在企業內所扮演的角色具有不適切的認知以及不當的管理方式。IT
部門雖有相關的問題處理流程和制度，但相關人員是否按照該流程操

作？操作的過程如何？在哪個步驟出現問題？…等等，這些都難以回

答。因此，希望透過導入已行之有年的 ITIL 管理方法，解決證券公

司內 IT 部門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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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動機 

一般而言，大多數的 IT 部門都不曉得如何讓自己所管理的資源

與公司的業務產生關連。問題發生時，IT 部門沒有將問題處理的重

心放在對公司業務有重大影響的事件上。加上缺乏有效的衡量標準，

導致 IT 部門無法將資源擺在關鍵的 IT 服務上，來協助業務部門在所

提供的營業服務上產生應有的競爭力，共同追求水準之上的表現。反

而經常在業務表現不如預期的時候，變成客戶不滿的主因，成為營業

單位的藉口。 

目前，多數的 IT 部門對於故障處理的過程缺乏全程監控的能力， 
很難提升問題處理的水準和效率。無法對發生的故障做到及時、自動、 
準確的響應。對於故障的處理，也缺乏有效的控制手段。大量重複性

地呼叫，導致工作效率的降低，更影響客戶的滿意度。除此之外，缺

乏監控內部運作、考核員工績效的依據及系統化的溝通途徑，也造成

服務期望值上的落差。 

由於 IT 部門在企業內部所遭受到的困境。因此，須設法對 IT 部

門的角色加以重新定位。透過有效管理方法的導入與實施，協助 IT
部門在有限的資源情況下，仍能夠配合營業單位的需要，提供最好、

最有效率的 IT 服務。如此，才能夠根本解決問題。 

目前在 IT治理方面，主要有 IT服務管理（IT Service Management， 
ITSM）學說在發展。內容主要談論如何讓 IT 部門從過去支援部門的

角色轉化服務部門，業務部門則是被服務的顧客。希望透過增加顧客

滿意度的觀念，讓 IT 部門與業務部門簽訂服務合約。如此一來，IT
部門知道業務部門的需求，也可以知道哪裡該被注意。透過不斷地溝

通、協調與回匱，讓有限的 IT 資源能夠被部署在最好、最有價值的

位置，進而解決 IT 部門現有的困境。 

ITSM 實做的守則稱為 IT 基礎結構程式庫（IT Infrastructure 
Library，ITIL）。此守則源自於英國，內容整理了許多最佳典範的 IT
治理方式，編成手冊以供參考。而 ITIL 已為一些《Fortune》500 強

的企業所採用，並取得了預期的效果。在全球，尤其是歐美地區。已

被 20,000 多家不同領域和行業領先的企業所使用。惠普與康柏的合

併中節省了 10 億美元基礎設施成本，其中三分之一的貢獻就來自於

ITSM 的應用。另外，寶僑家品（Procter & Gamble，P&G）在採用 ITIL
標準的四年裡，節省超過 5 億美金的預算。P&G 內部財務和 IT 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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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調查顯示，運作費用降低 6％～8％，而技術人員的人數減少 15％
～20％。 

Gartner 的調查發現，企業透過在 IT 部門實施 ITIL，因重複呼叫、

不當變更等引起的延誤時間減少了 79%，每年每個終端用戶平均節約

800 美元的成本，每項新服務推出的時間也縮短一半。所以 ITIL 在導

入 IT 部門後，目前所見之成效都十分良好。 

目前全球進行 ITSM 學界研究的主要集中在歐美以及中國大陸。

ITIL 實踐的部份也多由 IBM、Microsoft、HP、BMC 等大廠所遵循並

開發成個別的導入模型及支援軟體。如果這樣的制度，能夠試著導入

目前台灣的證券業 IT 部門，或許有機會能夠讓 IT 部門目前的處境有

良好的轉變。因此，本研究試圖透過國外的研究與實際案例，加上國

內某證券業之實際狀況，對 ITIL 的導入做一次實地的研究。 

第三節 研究目的與範圍 

以目前 IT 部門與一般業務部門互動的狀況而言，業務部門往往

認為他們不清楚 IT 部門所提供的服務到底是什麼。兩者之間的不了

解，以致於無法產生良好的互動。更無法讓業務服務達到良好的表

現。而且就算公司內已經有訂定類似 IT 部門與業務部門之間的相關

協定，但大部分的規範可能都僅依照公司內既有的 IT 基礎設施所提

供的可用狀況訂定，而非依照實際業務服務的需要訂定。導致縱使服

務符合協定中的規範，但是依然無法達到實際業務所需要的標準。更

糟的是，或許公司裡面甚至沒有任何相關的規範，等到問題發生時，

才讓 IT 部門與業務部門去做爭執。爭執的中間，IT 部門可能也只懂

得以技術眼光去看待事情，對業務部門的需求完全無法理解。溝通的

困難讓 IT 部門無法看清問題的癥結究竟在哪裡，只能任由問題不斷

重複的發生。 

為了達到良好的 IT 服務治理，所以本研究希望能夠針對 IT 部門

提供服務給業務部門中所發生的上述狀況，透過 ITIL 中的服務級別

管理流程（Service Level Management，SLM）來解決。希望能夠以

ITIL 中的四階段流程改善模型，參考營業服務管理（Business Service 
Management，BSM）的觀念與做法，讓 IT 部門與業務部門間能有更

好的溝通。之後，再產出實際可行之服務水準協議。由於營業服務

管理，為依據業務部門的需求去找出所需達到的服務標準，而非只

是 IT 本身能提供的能力。由此，可以畫出營業服務與 IT 服務元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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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的關係，並明確彼此的責任。而 SLM 中主要產出文件為服務水準

協定（Service Level Agreements，SLAs），操作水準協定（Operational 
Level Agreements，OLAs）以及支持合約（Underpinning Contract，
UC）。 

文件中，須明確說明所須提供的服務內容、標準、衡量方法、

及與 IT 設施間的關係等服務協定相關事項，以供未來評量，及做為

問題發生後的處理準則。最後透過重複不斷的回饋，讓 IT 服務能夠

越來越符合實際業務的需要。營業服務也能夠因有適切的 IT 支援而

有相乘的效果。 

分點而論，透過本研究，希望能夠達到以下的目的： 

1. 利用 ITIL 服務管理標準進行 IT 營運管理： 
依據客戶的需要提供 IT 服務（客戶導向與滿意度）；確保 IT
流程支援業務流程（IT 服務提供）; 適當的能力建設支援 IT
服務流程（IT 支援能力）量化的績效衡量依據（IT 價值）。 

2. 實際推導出 IT 服務架構中 IT 資源以及業務服務的對應關係

以及資源配置圖。 
3. 導入 IT 服務管理架構的實施方法。 
4. 推導出 ITIL 對證券業 IT 部門的應用分析。 
5. 說明 SLM 導入後可能面對的問題以及考量。 

本研究主要以追求服務之可用性為首要目標。效能問題由於涉及

投入資源之配置等級與效能輸出之對應關係（配置管理），故暫不列

入論述之範疇。而依營業單位之服務提供資訊，著眼在 To Be 與 
Should Be 改善機會點項目之推導。對於組織分工與人力素質所造成

之效度問題，暫不列入論述之範圍。另外對於支援營業服務的 IT 服

務支持流程，如事件管理，問題管理，變更管理，發佈管理配置管理

等流程構面相關問題，亦暫不列入論述之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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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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