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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個案介紹 

第一節 個案描述－建華證券 

建華證券是台灣第一家上櫃券商，於 1988 年由著名的國際電化

集團（National）結合國內大企業所組成，資本額 152.69 億元，營業

據點至 2004 年底已達 49 處。近期積極朝國際化、電子化與金融百貨

化的目標邁進，以成為泛太平洋區華人領導券商為發展目標。 

建華証券經紀業務市佔率在國內排名第四，電子下單（e-broker）
業務市佔率則居業界龍頭地位。《財資》雜誌「證券商指標」（The Asset 
Equities Index）曾評選建華証券為台灣第二大證券商，2004 年更榮獲

《亞元》（Asiamoney）及《亞洲金融》（FinanceAsia）雜誌評選為「台

灣最佳證券公司」。 

一、 業務內容 

建華證券為一綜合性券商，業務內容如下： 

（一） 證券經紀：在證券交易市場接受投資人委託買賣上市（櫃）

有價證券（含買賣有價證券融資融券之信用交易業務）。 

（二） 電子交易：PC 網路下單、電話語音下單、手機 688、WAP 下

單等，以及即時報價、即時新聞、研究報告、期貨及基金等

各項綜合資訊服務。 

（三） 期貨交易輔助人：提供投資大眾期貨、選擇權交易服務，並

於 2004 年研發適合台灣市場特性及國人投資習性的 e-Leader
易利得交易系統平台。 

（四） 國際業務： 

1. 外國機構投資人（FINI）經紀業務－接受國外投資機構委託買

賣上市（櫃）有價證券。 

2. 複委託業務－國內第一家開辦複委託業務之綜合券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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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日、港股經紀業務。 

（五） 證券承銷：輔導公開發行公司上市、上櫃或推薦登錄興櫃股

票，並協助公司於國內外資本市場籌募資金。 

（六） 股務代理：為公開發行公司承辦股務事項之代理與諮詢顧問。 

（七） 證券自營：自行在證券市場買賣有價證券，以促進交易活絡、

降低市場行情波動，擔負起調節市場供需及穩定股價的功能。 

（八） 期貨自營：進行國內證券相關期貨契約、及選擇權契約之自

行買賣與造市，並研究及建立結構性、避險性之交易策略。 

（九） 債券業務：自營及受託買賣各類公債、公司債、金融債券、

轉債、票券及資產證券化商品初級市場之承銷業務。 

（十） 衍生金融商品業務：集中市場認購（售）權證之發行及避險、

選擇權套利、利率交換、資產交換、結構型商品等業務。 

二、 證券市場概況 

（一） 證券經紀商家數 

 

圖 3.1 證券經紀商家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 

家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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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市場日均值 

 

圖 3.2 證券市場日均值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 

（三） 證券電子交易日均量 

 

圖 3.3 證券電子交易日均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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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證券電子交易市佔率 

 

圖 3.4 證券電子交易市佔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 

（五） 建華證券電子交易佔全公司交易比率 

 

圖 3.5 建華證券電子交易佔全公司交易比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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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期貨市場概況 

（一） 期貨 IB 家數 

 

圖 3.6 期貨 IB 家數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期貨交易所 

（二） 期權市場日均量 

 

圖 3.7 期權市場日均量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期貨交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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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市場地位 

（一） 建華證券經紀市佔率及市場排名 

 

圖 3.8 建華證券經紀市佔率及市場排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 

（二） 建華證券電子交易市佔率及市場排名 

 

圖 3.9 建華證券電子交易市佔率及市場排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證券交易所 



 

45 

（三） 建華證券期/權市佔率及市場排名 

 

圖 3.10 建華證券期/權市佔率及市場排名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期貨交易所  

（四） 建華證券期/權電子交易佔全公司比率 

 

圖 3.11 建華證券期/權電子交易佔全公司比率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台灣期貨交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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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業務單位對 IT 服務的期待 

經過多年的努力，建華證券為使各項業務均能位居領先地位，採

取『創新、均衡』的經營策略，持續朝大型化、國際化等方向發展。

在業務的推動上，更利用架構完整且高效率的 IT 系統來與業務進行

整合，從內部作業的標準化與自動化，到外部產品與服務的整合，期

盼提供客戶一個安全、穩定且功能完善的電子交易平台來提供全方位

的電子金融服務。 

從各項統計數字看來，由於券商家數與期貨 IB 家數在券商急速

擴充下已漸趨飽和；在營業據點難尋的情形下，開發其他的通路，舉

凡從語音、手機、WAP 到電子下單市場，一直都是券商業務單位汲

汲營營的經營重點。 

而在高效率的理財時代裡，功能齊全且速率高的電子交易平台更

為一不可或缺的理財介面。建華證券也一直在積極進行整合並不斷推

出安全、穩定、效率高的電子交易平台，提供投資人基本理財工具。 

相較於股市的低迷，期貨、選擇權市場近年來蓬勃發展，儼然已

成為券商另一增加獲利的來源。在此認知下，業務單位認為期權為未

來經紀業務發展的重點，除更積極規劃期權經營策略及各種促銷方

案，電子交易平台更是深耕期權業務不可缺少的一項利器。 

數字上也證實，証券市場近四年呈現低迷，日均量較 1997~2000
減少許多，但電子交易的日均量卻是逐年成長，連帶電子交易的交易

比率也逐年走高。業務單位對於總量沒有增加，電子交易佔整個交易

量的比率卻逐年增加的現象更抱持密切的注意，除加緊佈局這塊市

場，另一方面更不斷向其他先進國家市場學習，在 2004 年斥資引進

韓國的 STS 交易系統，即可見一般。 

由於建華證券在經紀及期權兩個市場的市佔率皆居同業的領先

群地位，而電子交易市佔率更是連續幾年市場排名都在前三名，現貨

及期貨電子交易佔交易量的比重更分別高達 37%與 70%，在在顯示

業務單位對電子交易市場深耕的程度。 

電子交易業務的拓展，電子平台的穩定性與效能扮演舉足輕重的

角色。從各種研究電子交易投資者行為的報告中也指出，這類投資人

的自主意識較高；因此，在投資過程中，對於電子交易網站所帶給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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類投資人 "使用者經驗" 好壞的感受也特別容易影響個人對於電子

交易平台的選擇。事實上，建華證券的電子商務部門對 IT 部門所提

供的維護服務的確是有些怨言，而這些怨言同時也發生在其他的同

業，形成這些怨言的主要原因常來自於： 

（一） 系統的可用性與穩定性不足：經常發生人為或無法掌控的系

統問題，造成客戶的報怨與滿意度的下降，而營業收入及錯

帳引起的營業損失是讓營業單位引發怨言的主要原因。 

（二） 網路所提供的效能：不論是報價或交易，在委託前後與成交

之間，常造成客戶期望與實際上的落差，引起不必要的抱怨，

嚴重者，更會引起營業糾紛。 

（三） 系統服務中斷造成的交易失敗，而這類意外損失的責任歸咎

問題，最易造成客戶與券商間的糾紛。 

（四） 業務單位對於 IT 部門的系統管理及維護品質無法信賴：對於

發生過之系統維運問題，無法從過去的經驗中記取教訓；類

似的案例三番兩次的發生。 

（五） 對於營業尖峰時段交易量大的環境變化，IT 部門無法提供完

整的數據分析資料來研擬因應方案，總是以擴充硬體容量做

為對策；而對於擴充後的處理容量又經常與當初的預期有落

差。 

從民國 93 年底的統計數據上看來，建華證對經紀市場及電子交

易市佔率及排名下滑的情況，有很大的因素認為是來自於電子交易平

台的不穩定所造成；認為客戶由於使用上的不愉快經驗很容易在彈指

之間，就轉移至另一家券商。對於一直有客戶忠誠度困擾的電子商務

部門而言，IT 部門在系統維運品質及系統管理上問題的改善寄予高

度的期盼，認為這是業務拓展的基礎工作，唯有提供一個穩定、可信

賴的系統平台，資訊內容及功能上的加強、促銷方案的推廣才會有意

義；穩定現有客戶是現階段的工作重點，推廣與擴大市佔率則為下階

段之工作目標。 

六、 IT 部門組織與系統 

建弘證券在民國 91 年與華信銀行共組建華金控，並更名為建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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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將銀行、證券、信用卡的作業及 IT 部門整併為 O&T 資訊作業

中心，支援金控集團內的各個子公司進行 IT 系統的建置與維護工

作。主要劃分為 CIO 資訊服務與 CTO 技術服務兩個系統： 

 
圖 3.12 建華證券資訊服務組織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建華證券 

 
圖 3.13 建華證券資訊技術組織圖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建華證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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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IT 部門組織上的劃分來看，建華證主要是以功能來做為組織

上的劃分依據；資訊服務的規劃重心主要在策略規劃與企業架構兩單

位；應用系統開發的重心則在專屬與開放兩個單位；專案的執行控制

則由專案管理小組負責。在已建設的系統上，主要區分為三類： 

第一類為核心系統，諸如證券、期貨、債券、股務代理…等系統

主要以自行開發為主；除期貨系統外，以 IBM AS/400 為主要系統平

台，應用 RPG 語言進行開發，幾個開發小組個自對業務單位負責，

統籌所有的設計、開發、測試和應用軟體的維護，以配合營業單位的

需要。期貨系統為近兩年才引進的第二代系統，乃資訊廠商以 IBM R6
主機，使用 Acu Cobol 所開發之應用系統，主要的維護工作也由廠商

負責。 

第二類為搭配核心產品之電子交易系統，以電子商務及自營部門

為主要使用者；此類系統通常以 VB、PowerBuilder、ASP 等語言進

行開發，並建立在不同的系統平台，主要以 IBM R6（含 SUN machine）
及微軟之 NT 平台。 

第三類則以傳統的 MIS/Acct 及 OA 系統類為主，財務/會計總帳

/人事為主要代表；絕大部份為自行開發，也是以 IBM AS400 及 RPG
為主要之開發平台及語言；OA 類則以 Notes 為郵件系統及表單流程

管理上之應用為主。 

除電子交易系統基於系統穩定性及技術的考量，絕大多數採取外

包或購買現成的套裝軟體外，其餘核心系統與 MIS 系統仍以自行開

發為主；因此開發單位經常處於高度壓力的情況來提供新的商業應用

服務及功能的擴充。電子交易平台在歷經幾次的合併與購併（2000
年與萬盛證券、2002 年與金華信銀證券合併），由於政策上採取"電子

通路並存"的策略，資料庫與中介程式的應用在缺乏標準指引的情形

下，讓前端交易平台與中、後台的連結，架構上顯得沒有秩序；隨著

業務的發展與擴充，運用不同外包軟體元件進行的應用程式開發散佈

在各個角落，也讓整個系統維護的工作難度升高；在人力資源的佈署

上，外包與自主的掙扎更是始終困擾著 IT 部門的決策單位。 

資訊技術在基礎設施的維護支持，基本上以基礎架構小組為主

體，再區分為機房、使用者服務窗口（User Help Desk，UHD）、主機

/伺服器等小組；基礎建設的規劃則由架構規劃小組負責。IT 人員主

要分散在松山、台開兩大樓的資訊中心就近提供服務支援；UHD 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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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以現貨問題的排除為主（期貨與電子商務的問題則委由電子商務

部門的技術客服負責）。 

七、 系統管理現況 

（一） 工具：目前已佈署利用 IBM Tivoli、WebTrend 及 Hostmonitor
等工具軟體分別就不同的設備與用途進行系統的監控與管

理。 

（二） 對象：以 on production 的高風險、重要性設備為主要對象；

除非業務單位特別提出，否則仍是以 IT 人員的主觀認定為主

要之依據。 

（三） 目的：偏重於系統可用性的管理；系統效能的衡量由於涉及

設備本身的規格（Spec.）與負載（Loading），且經常會涉及

應用軟體的架構調整，對於系統容量與能力這方面的管理，

仍以被動滿足為前提，亦即是除非效能問題已讓業務單位無

法接受，在提出效能問題後，才會配合予以列入觀察對象及

協助解決。 

（四） 範圍：主要區分為基本監控與業務監控兩部份；基本監控以

AP Server 及 D.B Server 為主，隨著系統或設備的上線主動進

行建置；業務監控則配合系統負責人的需求，依據應用系統

的特性而有不同的佈署，著重在 AP 行為模式或 Business Rule
的監控。項目通常不外乎： 

1. 伺服器、主機：Resource 使用率 （CPU, HD, Memory）、
Hardware Fail、Check NT Events Log、Unix System Log、SNMP 
Monitor、SPAM MailQ、Notes MailQ…等。 

2. 資料庫主機：DB Active （Oracle、MS-SQL、DB2、Sybase）、
Tablespace（DB Space）空間使用率、DB Transaction Log Size
成長、D.B Events（Error） Log、DB2 long running transaction、
SAN （EMC Storage）、異地備援資料同步…等。 

3. 應用系統（通訊）：Connect TCP Socket Port （Note1352、443、
80）、Ping 主機、URL return code、File size 是否成長、File
是否存在判斷、Business processes 個數判斷、Bus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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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es 是否不正常結束、File 是否含特殊 Keyword 判斷、

Check 服務元件是否 Active、MQ Status（IBM）之判斷…等。 

（五） 方式：又分為自動與人工兩種不同之模式；自動為應用工具

軟體進行佈署，透過自動化的監控，將所收集到的異常訊息

導向至 OP 人員或 UHD 的控制台，再通知相關人員進行了解

與處理；至於人工的方式則表示是由 AP、SP、DBA 或 UHD
人員以人為的方式進行觀察與監控，不透過工具軟體來執

行，對於所掌握到的訊息，也由個人逕行判斷或通知相關人

員協助進行處理。 

目前 IBM AS400 交易主機群尚未進行自動化的監控，雖已撰寫

相關 AP 程式來監控一些作業的進行，但仍未進行訊息的整合，此部

份仍依賴 AP 或 SP 人員以人工的方式進行監控。此外，基本監控由

於與業務的特性較無直接關連，可由系統管理員（SP）或資料庫管理

員（DBA）主動隨著系統或設備的上線主動佈署，但實際的完整性又

是如何？是否已涵蓋所有的硬體設備仍不得而知。而業務監控則是配

合系統負責人的需求進行，在需求未提出前，仍以人工的方式進行管

理，在執行的效率與有效性上也值得探討。 

第二節 IT 部門問題彙整 

隨著公司業務的擴充與發展，建華證券 IT 部門配合整體業務的

需要，分別在不同的資訊平台建置了前、中、後台交易系統；而近年

來電子商務的興起與同業競爭的白熱化，更大量引進及應用不同的新

興技術在系統的建置上。從傳統的 AS400 至各式各樣的開放平台，

從人員的轉型到技術掌握的未趨成熟、在證券產業訊息萬變的環境需

求下，也衍生了許多管理上的問題，連帶影響系統維運的品質，形成

內、外部客戶滿意度下降，業務單位對 IT 部門提升服務品質的期待

更是與日俱增。茲分析建華證 IT 部門在系統維運上的主要問題如下： 

（一） 過去偏向 AS400 技術人力的投資，相對在開放平台的技術支

援人力則明顯不足。 

（二） IT 部門依業務功能來劃分組織，讓 ITIL 所強調的 IT 服務流

程須橫向貫穿整個組織的各個小組，間接影響 IT 服務的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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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系統管理流程與文件上的不足，對於人員的訓練與技術的傳

承形成阻礙；問題發生時，容易造成處理時效與有效性的問

題。 

（四） 文件的缺乏，讓問題的處理及判斷，集中在幾個具關鍵技術

的資深同仁身上，一旦這些同仁離職，對系統的掌控性又將

面臨一次考驗。 

（五） 前端電子交易介面與後端交易系統使用不同的資訊平台與技

術，對於問題處理的溝通與判斷處理上存有技術看法上的差

異，形成立場上的對立。 

（六） 業務單位對於 IT 服務的期望，常著重在可用性與系統效能兩

個部份，但目前的系統管理，仍偏重於可用性的管理，在這

部份的管理上，監控對象涵蓋的完整性與自動化的程度仍存

有許多改善的空間。 

（七） 技術支援小組所使用的系統管理工具，仍偏向於技術性、個

別功能觀點的資訊，無法整合至單一平台或提供相關負責同

仁預先進行問題的研判，讓事件的預防產生折扣。 

（八） 在系統效能的管理上，對於使用者經驗的掌握，缺乏一個直

接、有效的量測方式來進行事先的監控或預警；無法提供即

時有效的訊息來掌握系統的反應是否達到顧客的要求及是否

有足夠的系統資料可供分析，協助判斷問題發生的真正原因。 

第三節 服務水準管理（SLM）現況 

2004 年，建華證在金控資訊作業中心的協調下，已在業務單位

導入了服務水準管理的應用。透過 IT 部門提出的服務指標建議，在

與業務單位進行溝通修訂後，呈請執行長頒布實施。主要內容針對業

務單位目前所使用之正式系統（production systems），選擇具代表性

之重點項目，訂定量化「服務水準指標」（Service Level Indicators）
及「基準值」，作為定期服務績效報告與檢討改善的基準。服務水準

指標訂定時所採行的原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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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務水準指標」應具代表性的意義。 

（二） 「服務水準指標」之「基準值」以目前可接受水準為訂定之

基礎，「目標值」的設定則作為階段服務水準努力的目標。 

（三） 於 SLA 議定三個月之內建立可行的「服務水準指標」量測數

據蒐集機制並展開資料蒐集，建立實際量測之「基準值」以

取代初期訂定的「基準值」。 

（四） 業務單位應定期預測業務量成長的變化，於適當的前置時間

前提出業務量預測予 IT 部門進行容量規劃。 

（五） 交易量超越處理容量水準上限，仍將計入每月「服務水準指

標」數值之計算，但排除於罰則範圍之外。交易量暴增時系

統回應時間的紀錄，亦將成為後續系統容量規劃之重要考慮

因素。 

（六） IT 部門應持續監控系統流量，並進行系統容量或人員配置規

劃，依需要向業務單位提出系統升級或人員增添計畫，以確

保系統服務水準達到預期之目標。 

依上述原則建立第一版之服務水準指標（Service Level Index，
SLI），將 IT 服務指標概分為八大類，分別為： 

（一） 線上系統可使用率 （on-line system availability）  
（二） 線上系統回應時間 （on-line system performance）  
（三） 批次作業效率 （system batch performance）  
（四） 資訊需求處理效率 （system project/request processing）  
（五） 網路可使用率 （network availability）  
（六） 電話系統備援 （telecom system backup）  
（七） 系統回復效率 （system disaster recovery）  
（八） IT 問題處理效率 （IT problem processing）  

整個服務水準管理的設計與導入，目的不外乎透過與業務單位的

充分溝通，從現有的正式系統中遴選具代表性的系統衡量指標做為 IT
定期（每月）服務績效報告與檢討改善的基準。配合服務水準管理的

實施，為避免造成業務單位與 IT 部門間之對立，導入初期暫不與成

本分攤或計價模式進行連結，亦暫不訂立罰則。惟初期在與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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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溝通過程中，IT 部門雖對指標的定義、計算公式與基準值等項目

一一與業務單位進行過意見交換，但仍以最原始的建議草案為討論的

基礎。業務單位基本上是配合 IT 部門的需要而溝通，幾次的溝通並

無法讓業務單位了解服務水準管理的精神與效益，進一步說服業務單

位衡量業務面所須的 IT 服務支持程度來訂定具代表性的服務指標及

基準值。使得服務指標的訂定無法充分反應 IT 部門對業務單位的服

務績效表現。 

「服務」是一個介於服務提供者與購買者間的互動活動，對於服

務成果的體驗，亦經常存在於服務雙方認知上的差異。雖然雙方在討

論的過程中，曾對服務指標的計算公式產生共識，但對於服務指標的

認定標準與判斷卻未有一較深入的探討，導致在執行的過程裡，"球
員兼裁判"的情況充斥在各個指標的統計上；對外 SLA 正式報告的未

提供，也讓業務單位對整個服務水準管理的執行細節了解有限，IT
單位對服務指標的維護與統計更是一昧處於「閉門造車」的情境裡。 

從過去的經驗中不難體會，管理階層的重視與否，攸關整個專案

執行的成敗。建華證的服務水準管理導入至今，除每月進行例行的內

部 SLI review 外，尚未對業務單位提供正式的服務指標執行報告。管

理階層在報告的過程，只是聽取執行的結果報告，對於未達績效目標

的服務指標，並未要求服務指標負責人員提出應有的效能改進方案進

行應有的調整。 

服務指標的執行統計週期，絕大部份仍以月為單位。IT 單位對

於一個統計週期的結束，由於在執行上尚未引進有效率的 SLA 資料

統計與報表分析工具，使得週期結束後，往往須要 1~2 週進行資料的

彙整與統計，每月 10 號才能產出上個月的 SLI 統計報告做為內部

review 之依據。對於管理階層開始閱讀這份文件，所得到的訊息也往

往是發生在上個月的事件；就連是當事人，被詢問起當時的情境，可

能也無法交待的清楚。 

導入初期，由於尚未加上「成本」與「罰責」兩項關鍵因素做為

輔助的機制，無法透過這兩個責任動因反應業務單位對運用 IT 資源

所支付的成本與 IT 單位對未達績效受到應有的罰責，使得服務水準

管理的導入流於形式，得不到營業單位與 IT 部門雙方管理階層應有

的重視；連帶無法產生應有的效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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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4 服務水準指標範例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建華證券 

第四節 營業服務管理（BSM）現況 

建華證服務水準管理的導入，傾向於由 IT 部門提出服務指標的

建議草案，再就指標之各個參數與業務單位進行討論定案才付諸執

行。但服務指標的提出仍來自於服務水準設計人員的直覺，雖然仍是

由現有的正式系統中選擇具代表性的系統衡量指標，但仍不是由營業

單位從衡量業務需要的角度，由上而下進行展開；且並未就目前提供

的產品、服務進行全面性的檢驗，依重要性或其影響的程度做為服務

指標設計之依據。 

BSM 的設計目的，主要讓 IT 部門能夠對業務流程有更深入的了

解；憑藉著對業務、服務流程的認識，據此商業知識來進行 IT 服務

的管理。因此，在核心流程的執行初期，主要著眼在營業系統（Business 
system）的設計與產出；接著透過 IT 資源與營業服務的相互對應與

整合，產生 Business/IT 知識庫，最後再根據知識庫所提供的營業資

訊與關聯結構來進行服務水準的管理（SLM）；包括 SLI 與 SLO 的設

計。而為確保整個 SLI 與 SLO 的運作能如預期般發揮其應有的效能，

以支持營業活動，更經常藉由工具的導入來監控 IT 服務元件的執行

效能與可獲得度的測量，並在適當的時機對未達標準之服務元件提出

警訊。因此，現階段的建華證在尚未導入 BSM 營業服務管理方法的

情形下，無法來據此增進服務水準的管理效益。IT 部門也就無法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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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 BSM 來進行業務流程的解構與 IT 系統的對應，並透過工具或軟體

對實際提供支持的應用系統或服務元件進行即時的監控與分析。 

事實上，一個成功的 SLM 計畫，應該要有辦法讓營業單位與 IT
部門間對一個服務水準的量測結果有相同的理解，如此才不至於有所

爭議。採用工具軟體來進行量測，不失是一種較為客觀，且爭議較小

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