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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證分析 

本章將開始嘗試以第二章文獻探討的 ITIL 服務管理理論與參考

Greebas 案例所推導出之 SLM 導入架構與方法，進行實證分析。亦即

應用 BSM 中之營業系統（Business system）觀念與做法，讓 IT 組織

能夠對所支持的業務單位所提供的營業服務有進一步的了解；同時，

根據營業系統與 IT 服務的關聯結構，結合 ITIL 流程改善模型 Process 
Improvement Model 的四階段步驟，嘗試以建華證券為個案分析之對

象，就目前的服務水準管理進行驗證與模型修正；最後，以實證研究

的結果為基礎，分析、驗証並做進一步的探討。 

過去，由於缺乏營業單位對系統維運階段服務期望的輸入，IT 組

織往往將重心放在系統的變更管理上，而忽略了系統可用性管理及效

能管理的佈署；對於系統的維運品質也經常以問題管理發生的次數為

主要的衡量指標，欠缺較前瞻性的做法。因此 BSM 與 SLM 服務管

理理念的興起，經由客戶對 IT 服務可用性與效能的期望定義，讓 IT
部門主管正視服務遞送的重要性，開始思考 IT 如何達到服務提供者

與顧客雙方所議訂的服務水準，以滿足業務單位對 IT 服務在系統可

用性、持續性及容量上等各個構面的需要。讓 IT 資源與業務之間取

得最大效能的平衡。 

第一節  流程改善模型的展開 

為能讓 IT 組織在進行 SLM 的導入與改善前，能由業務單位取得

足夠的營業資訊，以讓 IT 服務的提供與操作能夠與業務上的需要相

對應。運用 BSM 的觀念與做法，從客戶角度建立對 IT 部門的服務期

望是有其必要的，經由 Service Catalog 的展開，明確的定義及表達對

IT 服務期望的需求。由於，SLM 是一連串由服務提供者與顧客進行

negotiating、documenting、agreeing、reviewing 所組成的過程；而流

程改善模型只是個概念化、階段式的優化過程；在實務上，應如何將

整個 SLM 的導入以一個具體化的步驟來進行建置與佈署，亦攸關整

個專案的成敗。本研究嘗試以第二章之理論模型搭配案例的執行，嘗

試將整個流程改善模型再進行更深入的展開，並加以個別說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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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 SLM 流程改善模型展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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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Where will we want to be？ 

主要是透過與業務單位的溝通與互動，對 IT 服務有清楚具體的

描述，找出目前的服務提供品質及預期的品質，做為 IT 組織對 SLM
流程改善努力的目標及未來的願景。 

（一） Business Service Define 定義營業服務 

具體描述業務單位提供的營業服務項目；如提供的服務名稱、服

務的對象、所須要的 IT 支援、服務提供的方式，最後對服務在營業

的重要性及影響程度進行說明。 

（二） Business system cascade 營業服務關連圖的建立與展開 

在此步驟，主要在敘述 Business Service 與 Child Service 之間的

關係，Child Service 的定義如同 Business Service，經由展開，描述營

業服務的組成項目及其關係參數。如各個 Service 的負責人（業務負

責主管及相關作業人員）、服務衡量指標之定義、量測的方法、服務

之基準值與目標期望值、服務中斷的影響程度並依此建立權重做為通

報 及 異 常 處 理 時 排 序 之 參 考 、 決 定 每 個 Service 之 PBT
（Percentage-based threshold）呈報門檻百分比、及是否是依次數來表

示服務受影響之程度，是否允許 single failure 的發生…等。 

在服務衡量指標的定義上，可用性（Availability）及效能

（Performance）為最經常使用的兩個指標。硬體上之元件失誤及系統

程式、資料庫、中介軟體之應用功能及 Process 的無法發揮作用皆屬

可用性的範圍，通常以服務可取得時間的百分比為表達的方式；而服

務的效能則常以服務的回應時間（Response Time）或是單位時間內的

交易量（或筆數）為表現的方式。 

二、  Where are we now？ 

對現有的 IT 基礎架構作全面性的檢視，並比對現有架構對 IT 
Service 的提供能力及監控能力與顧客預期中應該要達到水準之間的

落差。 

（一） Problem review－對現存服務提供既有問題的了解。包含：服

務現存之問題點及經常發生但已有應對 SOP 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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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Resource overview－依據完整系統架構圖整理出支援營業服

務（Business Service）之 IT 系統資源清單（含硬/軟體、網路…
等）及負責之人員。 

（三） Mapping－以營業服務（Business System）與 IT 系統資源清

單為基礎，依據不同的營業服務項目進行資源與元件

（Resource/Component）的對應及組合。透過 Business/IT 知

識庫（Knowledge Base）的建立，描述營業系統與 IT 資源的

關連結構，說明如何透過營業服務來管理 IT Service。 

（四） Monitoring review－主要著眼在技術支援小組（Technical 
Support Team）之組織分工，受理異常或問題處理的流程與事

件通報流程之責任單位關係、盤點每日之例行作業項目

（Daily Ops & House Keeping）及系統監控項目（System 
monitoring），對支援營業服務之 IT 活動的掌控有一較完整之

了解。 

（五） Gap Analysis－標記目前 IT 元件資源已掌握之監控項目，並

對服務現況的提供及業務單位對 IT 服務的期望進行 Gap 
Analysis；除了解服務提供的能力外，進一步分析及推導服務

改善的機會點。 

三、  How will we get there？ 

在前兩個階段中，第一階段讓 IT 組織了解業務單位對 IT 服務的

期望，做為 IT 組織努力的目標，是屬 Must-Be 及 To-Be 資料收集的

階段；第二階段，讓 IT 組織了解服務的現況及所處的位置，是 As-Is
分析階段，期望從現狀中找出應改善的問題（Should-Be）。進入第三

階段後，主要將前兩階段產出的改善機會點，經過初步的潛在原因分

析與服務提供流程的檢視，最後與業務單位進行改善項目與範圍的確

認，進入整個服務（流程）改善計畫的執行（Implementation）階段。

主要工作項目為： 

（一） 提出服務改善草案－收集營業服務關連圖（ Business 
system）、Business/IT 知識庫（Knowledge base）及 Gap Analysis
後所產出服務改善的機會點，做為規劃改善項目的底稿。 

（二） 根本原因分析，確認問題－對於 IT 服務期望值與服務水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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落差的部份，會同提供服務之 IT 服務負責人員，進行初步的

潛在性根本原因分析（Root Cause Analysis），確認問題發生

的原因，以尋求改善的對策。 

（三） 問題處理程序的確認－參考 Business System營業服務系統對

於營業服務的中斷影響及權數（Weight）設定，檢驗作業及

技術小組的處理程序是否有依此做為事件處理的優先順序，

適時提供相關資訊予 UHD、OP 或提供 IT 服務之技術小組成

員進行必要的調整。 

（四） 系統架構與管理程序的確認－依據營業單位對 IT 服務的期

望成果，檢視系統架構及系統管理的程序；針對經常出錯的

問題點、系統瓶頸…等思考必須的容量管理及備援需求、或

加入新的監控點以確保服務的正常提供，必要時進行 AP 架

構的調整。 

（五） 確認改善項目與範圍－彙整改善的項目，與業務單位進行服

務改善計畫項目內容與範圍的確認。。 

（六） 改善目標之確認－就改善之項目，與業務單位討論改善之目

標並確認"成功的服務改善計畫"之認定及衡量的標準。 

（七） 規劃解決方案並尋求預算來源。 

（八） 導入及執行 "服務改善計畫"。 

四、  How we will know we have arrived？ 

當完成導入後，必須進行必要的檢視，確認服務改善執行的成果

是否符合當初預期的「目標」。主要工作又分為： 

（一） SLM 方案的檢驗－檢驗導入之成果是否達到及符合 "成功" 
之判定標準，是否須進行必要的調整。主要之方法是比對營

業單位對 IT 提供服務的期望與 SLM 的執行成果，判斷是否

有符合當初的預期。 

（二） 持續性的改善（Continuously Improvement）－擬訂下一階段

之執行重點做為「持續性改善計畫」之基礎，以進行不斷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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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 

SLM 的導入，促使一個 IT 組織去正視他們所提供的 IT 服務，並

確實的與業務單位進行溝通；雖不能讓所有的人滿意，但卻能依溝通

的結果，設定了共同的基準值及服務的期望值，讓所有的人都能了解

及接受；在實際的案例上，SLM 讓 IT 組織能得以不斷的提高標準，

利用服務改善計畫的反覆執行，適當的應用 SLM 流程逐步展示改善

的成果。 

當然，在許多的改善活動中，也有可能在許多地方會涉及基礎設

施的改變，但這也讓 IT 組織與營業單位能依據期望要做到什麼樣的

程度來考量任何所必須投入的成本；更可經由檢視 SLA 的是否達成，

及所造成的服務滿意度上的變化，來評估投資及改善的成果。因此，

這個工作必須被完整地，且有規律的來進行改變及調整，以能持續地

讓 SLA 能被不斷的更新來反映新的目標，滿足業務實際上的需要。 

第二節  系統案例介紹 

擬以建華證券之電子交易系統「致富快手」做為 SLM 流程改善

程序之案例；致富快手為建華證於民國 92 年 10 月推出之 AP 版交易

系統，提供投資人一整合證、期、權等多項產品交易之快速下單系統，

除強調交易快速與下單功能之整合外，該系統另搭配 Push 方式之主

動成交回報與個股報價功能為該系統的另二項主要特色。投資人在交

易委託後，對於委託之狀態與成交與否，系統會自動將委託及成交的

訊息主動提供至投資人的終端設備上，不須一直透過查詢功能了解委

託之狀態；而對於交易市場上訊息萬變的報價資訊亦提供了類似的功

能。相較於其他 AP 版或 Web 版之電子交易系統，不是只提供單一產

品的交易功能，欠缺產品的整合；要不就是提供被動、快照式

（Snapshot）的報價功能，投資人無法在第一瞬間即時掌握市場上的

價格變化而頻頻失去商機，往往讓投資人的滿意度下降，甚至於在彈

指之間，很容易在同業推出具親和性的交易工具後，吸引至其他券

商。因此，當致富快手整合不同產品之下單功能、提供主動式的報價、

成/委回等功能，甫一推出即受到投資人的青睞與好評，目前更是建

華證的主力產品之一，不論是在交易人數與筆數上，與其他早期的產

品相較起來，表現毫不遜色。 

致富快手功能上的特色，讓電子交易的業績與市佔率繳出一漂亮

的成績單，瞬間成為電子商務部門的重點產品。可惜在 93 年間，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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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原開發班底及維護小組受到同業的相繼挖角，技術的傳承連帶影響

系統維運的品質；而下半年期/權市場的熱絡，讓峰時交易的系統表

現每況愈下；人事上的不穩定與系統本身的複雜度，使得系統狀況問

題百出，類似的事件層出不窮；維護同仁更是不斷陷入滅火、救火的

工作泥沼中而無法自拔；IT 部門問題及事故處理的能力除受到業務

單位強大的質疑外，更須面對不斷來自於公司高層的關注壓力。 

表 4.1 建華證券電子交易系統一覽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建華證券 

第三章的個案介紹中已提到，建華證在 2004 年已於業務部門導

入了服務水準管理的應用。電子商務部門自然也不例外在所使用之正

式系統（production systems）中，選擇具代表性之重點項目，訂定量

化之「服務水準指標」。「致富快手」即為其中之一衡量指標。 

表 4.2 建華證券服務水準衡量指標－致富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自建華證券 

從上圖中，可看出當初訂定的指標係以系統效能為主要的衡量標

準，對於系統可用性的標準並沒有特別的指明。因此，只要系統模擬

所得的數據是在 5 秒以內都是符合業務單位的期望標準（此例中為每

半小時量測一次）；而案例上所謂的模擬是委託廠商以 Outside-In 之

方式，在外部以事先錄製好的客戶行為，利用系統的自動化功能在固

定的時段內反覆播送以模擬客戶實際的交易行為，並依此收集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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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據進行統計量測。不過在實際的狀況下，每半小時的量測，意謂著

系統有可能在長達 30 分鐘內的無法作用下，無法被監控軟體檢測反

應；亦有可能計算出來的交易反應時間，無法表示系統是在極端不穩

定的情況下運作。因為，在敏感的交易市場環境中，瞬間的變動都會

影響交易盈虧數額上的變化，背後更是牽動著每一位投資客戶的權

益。因此，券商每面臨一次異常事件與事故的發生，IT 人員都必須

在最短的時間內進行狀況的排除，若真讓整個異常超出半小時無法回

覆，不論是對客戶權益值、或可能衍生之交易糾紛，對整個公司的商

譽、企業形象，都有可能造成莫大的負面影響。 

從「致富快手」平均交易回應時間的指標量測方法的描述裡：表

示監控軟體在每一次進行交易行為的模擬時，收集該特定時點下的交

易狀態資訊，只是這項數據無法完整表達致富快手系統在整個交易時

段內的實際系統狀態。服務指標會引領 IT 同仁邏輯思考的方向；而

量測方法的有效性對 IT 與業務單位而言更是項嚴格的考驗。如何透

過一個有效的方法，讓業務單位與 IT 部門間之互動及討論，能增進

雙方對支持營業活動的關鍵性 IT 服務元件的了解程度；以共同制定

適宜的服務水準指標，進而找出有效之量測及掌控的方法，在整個服

務水準的導入過程中，是決定整個過程是否有效的關鍵步驟。 

第三節  研究範圍 

緊接著，擬以建華證券之「致富快手」為本實證之案例，嘗試以

ITIL 流程改善模型之四階段步驟為基礎，進行 BSM 與 SLM 的導入

性研究，期能優化建華證之服務水準管理流程。 

在 ITIL 流程改善模型的四階段過程中，前兩階段分別為「目標

定義」與「現況分析」之階段，本研究將以這兩部份為實證之研究範

圍。第三階段由於為「執行導入」階段；此階段，涉及服務改善之範

圍大小與工具之選擇。本研究將嘗試就「致富快手」在前兩階段分析

及了解的內容，進行服務改善範圍（機會點）之推導；至於導入時期

由於受工具選擇結果的影響很大，很容易因預算之多寡而造成很大的

差異，因此將不涵蓋在此次研究的目標範圍內。第四階段為導入後之

成果確認與擬訂持續性改善計畫之階段，也將因第三階段的執行結果

而造成差異；同樣不列入此次的研究範圍。除此以外，本研究其他的

限制與範圍尚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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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初期以追求服務之可用性為首要目標，服務效能之問題由於涉及

所有 IT 服務元件與營業服務間之相關性、及 IT 服務元件的資源

規格等級與輸出效能間之對應關係。有關設備容量及能力管理的

部份不列入本研究之範疇。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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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之效度問

題，暫不列入研究之範圍。 

第四節  實證步驟 

在尚未進入整個實證過程前，本研究先就業務單位與 IT 部門的

不同功能負責人進行初步的角色賦予，流程中的每一過程（步驟）其

實都是透過這些具不同功能角色人員的相互參與與互動來進行。由於

每個企業的組織型態各不相同，因此，本研究捨棄以單位之方式來進

行描述，選擇以功能性的方式來進行定義，至於在實際的運作過程應

由誰來扮演，企業可參卓個自的環境進行調整。整個 SLM 服務水準

管理的參與人員，計可區分為以下幾個團體： 

1. 服務主管（客服主管）  
2. 技術支援小組 Leader 或成員 
3. 作業 or 技術支援主管 
4. 業務單位主管 
5. 服務水準主管 
6. 服務水準助理 
7. 操作人員 

一、 階段一：Where will we want to be？ 

先前已就 ITIL 流程改善模型之四階段步驟，進行 BSM 與 SLM
流程改善的展開。此過程中，主要是與營業單位共同來定義營業服務

（Business Service），並以此為核心，進行營業服務系統關連圖的展

開與建立；此階段與 IT 技術完全沒有關係，但卻是提供 IT 部門有關

業務知識（Business knowhow）的一重要階段。舉凡業務部門提供給

客戶的關鍵性業務流程、流程與流程間之關係、流程的負責人、重要

性、提供的方式與優先等級排列…等資訊，都須由業務端來取得，而

這些資訊更是 IT 部門未來進行系統維運決策判斷的重要資訊來源。

在描述及定義營業服務的同時，相對也伺機了解支援營業服務之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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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元件之服務期望標準。在業務單位清楚與具體的描述下，確認目

前的服務提供品質及對服務的預期。服務的期望主要透過衡量指標來

定義及描述，IT 部門可站在引導的立場，就營業服務的可用性與效

能兩方面來分別定義。 

（一） 參與人員：服務主管、業務單位主管、服務水準主管、技術

支援小組 Leader（AP）  

（二） 進行方式：會議為主，Top-Down 方式從業務高點向下逐級展

開， 識別並解釋營業服務（Business Sevcice）及支持這些服

務的基礎設施元件。 

（三） 主要產出：營業服務系統關連圖（Business system），主要包

括： 

1. 定義及建立 Service 與 sub-service 之關係結構圖 
2. 定義服務項目：如服務名稱、對象及服務提供的方式 
3. 決定各個服務負責人（業務單位負責主管及相關人員） 
4. 定義服務的期望與量測之方法 
5. 依據服務之影響程度建立權重、以做為通報及異常處理時排序

之參考 
6. 決定每個 Service 之通報之門檻（超過什麼標準須向上層進行

通報） 
7. 決定每個 Service 之通報截止點，及是否為次數型，超過幾次

的標準才呈報） 

根據 ITIL 的定義，SLM 是一連串由服務提供者與顧客進行

negotiating、documenting、agreeing、reviewing 所組成的過程。因此，

透過與業務單位討論及確認的 negotiating 過程後，須要把整個過程的

結論 documenting，即所謂的文件化。在這裡，本研究主要透過三種

表格來輔助會議的結論，分別為： 

1. 營業服務系統關聯表－記錄營業服務與服務之關係、服務提供

之對象、方式、時段，及服務之負責人員等。 

2. 營業服務問題影響分析表－記錄服務中斷所造成之影響、及服

務與服務間對營業造成影響之程度（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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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營業服務衡量指標－記錄每個服務的服務參數細節、衡量指

標、可接受之最低標準與目標值，及主要提供 IT 服務之負責

人員。 

茲就「致富快手」與業務單位進行服務關連討論的內容，摘錄如下： 

表 4.3 營業服務系統關聯表－致富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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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營業服務問題影響分析表－致富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 

表 4.5 營業服務衡量指標－致富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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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階段二：Where are we now？ 

第二階段主要是分析（Analysis）及評估（Assessment）階段，

著眼對現有的 IT 基礎架構作全面性的檢視，除對提供的服務問題進

行初步的認識外；並就支援營業服務之 IT 服務元件、資源在現有基

礎架構上，對服務提供之能力及監控能力進行全面的了解。如服務元

件使用資源的 review、服務元件之負責人員，及 IT 部門對支援之服

務元件在系統維運階段之掌控程度…等。最後，比對 IT 部門對服務

元件掌握程度及業務單位對與營運服務提供期望值間之落差，以擬訂

服務改善項目與目標，做為服務改善計畫 （Service Improvement 
Program） 之基礎。此階段主要透過以下幾個步驟來進行： 

1. Problem review－對現存服務提供既有問題的了解。 
2. Resource overview－依據完整系統架構圖整理出支援營業服

務之 IT 系統資源清單。 
3. Mapping－以營業服務系統關連圖與 IT 系統資源清單為基

礎，依據不同的營業服務項目進行資源與元件的對應及組合，

產生 Business/IT 知識庫（Knowledge base）。 
4. Monitoring review－著眼在系統監控項目的檢視與了解。 
5. Gap Analysis－分析及推導服務改善的機會點。 

以上 5 個步驟，除對現狀服務問題的了解（Problem review），可

一併利用階段一與業務單位討論的過程中進行，並記錄在營業服務問

題影響分析表（圖 4.5）外；其餘 2~5 步驟仍是集中於 IT 部門內的相

關人員為主要參與的對象，進行方式如下： 

1. 參與人員：作業 or 技術支援主管、技術支援小組 Leader 或成員、

服務水準主管 

2. 進行方式：採任務編組，由技術支援主管指派技術小組長或系統

負責人以系統架構圖為基礎，以圖 3.7 之步驟進行。 

3. 主要產出：IT 系統資源清單、Business/IT 知識庫（Knowledge 
base）、改善建議文件等。 

使用表格：本研究主要透過三種表格來進行 IT 服務元件的記錄與分

析，分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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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T 元件組合總表暨衡量指標－記錄 IT 部門提供之服務所使用

之元件（資源）組合關係，並對這些 IT 服務元件使用之設備、

規格及其衡量指標做一概要性的描述。 

2. 營業服務/IT 服務資源使用對應表－描述營業服務系統中之各

項服務所使用的 IT 服務功能元件；營業服務是透過那些 IT 資

源的組合來提供服務。 

3. IT元件監控清單－記錄現況 IT部門對營業服務所使用的 IT服

務元件之運作狀態掌握的程度；不論是在硬體或主要應用軟體

的執行狀態。 

 

圖 4.2 Business/IT 知識庫產出程序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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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就「致富快手」為例，沿用上面之三種表格及程序，進行 IT
系統資源清單與 Business/IT 知識庫的對應過程： 

 

圖 4.3 系統架構圖－致富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首先由系統負責人處取得「致富快手」系統架構圖，為能確保架

構圖的完整性，須參考業務單位在營業服務系統關聯表中描述，就服

務提供的對象與提供的方式進行 end2end 的軌跡追蹤（Tracking），並

將不足或未涵蓋的部份補齊；並就描繪完成的架構圖，設法將提供同

一功能的 IT 資源或元件進行 Grouping，即所謂的 IT 服務元件定義（圖

4.4 系統服務元件組合圖－致富快手）。 

系統負責人所提供的架構圖會傾向以應用系統架構的角度來思

考，所呈現之圖形也絕大部份是屬簡單的示意圖，對於實際應用的網

路設備或主機台數、備援架構在 IT 分工愈來愈細的情形下，未必能

完全的掌握與提供。為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須設法再請相關的技術

小組協助確認；如網管組確認服務提供之主要網路設備、系統組同仁

確認相關的系統配備或規格資料。最後將整理的成果記錄在 IT 元件

組合總表暨衡量指標表中（表 4.6 元件組合總表暨衡量指標－致富快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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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系統服務元件組合圖－致富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表 4.6 IT 元件組合總表暨衡量指標－致富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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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之 IT 組合總表若用階層式的方式來展開，可以得到如圖 4.5 
（系統服務元件部份展開圖－致富快手）的結果，這意謂著：如要「致

富快手」的功能能完整呈現，須確保圖示中之所有設備或元件須能正

常的運作與執行。 

 

圖 4.5 系統服務元件部份展開圖－致富快手 
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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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單位在營業服務系統關聯表及營業服務問題影響分析表中

描述所關注之服務項目及對業務面之影響程度，至於這些服務是透過

那些 IT 服務元件的支援來完成，不僅是業務單位，更是 IT 部門在確

保服務的正常運作所應關切的課題。 

因此，在完成整個「致富快手」系統資源清單後，緊接著須以營

業服務關聯表來一一對應所使用到的 IT 服務元件項目。透過營業服

務系統關聯表中的服務項目描述，參考系統架構圖，來連結系統資源

清單中之服務元件，如圖 4.6 營業服務/IT 服務元件結構圖－致富快

手與圖 4.7 服務資源對應圖－致富快手。 

 

圖 4.6 營業服務/IT 服務元件結構圖－致富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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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7 服務資源對應圖－致富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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若將營業服務所使用的 IT 服務元件在系統架構圖中以不同的顏

色區塊來表示，可以得到如圖 4.8 營業服務資源使用示意圖－致富快

手之結果。在本研究的案例上可清楚的看出：雖然只是以個股報價、

交易委託、主動成/委回為例進行對應，即已涵概所有的設備項目；

又若以 IT 站在系統維運的角度來描述：IT 須設法確保這些設備的正

常運作，才只是讓這三項服務發揮其應有功能。 

 
圖 4.8 營業服務資源使用示意圖－致富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接下來，再將服務/資源對應的結果記錄在營業服務/IT 服務資源

使用對應表內，可以得到如表 4.7 之內容。透過這份表，可以讓業務

單位及 IT 部門了解提供營業服務所須運用到的 IT 服務元件項目明

細；藉由這份表格表達服務與資源間之對應，可讓業務單位了解 IT
部門協助其提供 IT 服務的相關負責人員；而 IT 服務元件的項目負責

人也可以在元件發生失誤的情況下，知道應向那些服務項目負責人進

行通報，報告受影響的程度及後續的處置建議；可增進業務部門與 IT
單位間之溝通效率與滿意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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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營業服務/IT 服務資源使用對應表－致富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 

若同樣以階層式的方式來展開營業服務所使用的 IT 服務資源，

可以得到如圖 4.9 至圖 4.11 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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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9 Business/IT 知識展開圖－致富快手（個股報價）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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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0 Business/IT 知識展開圖－致富快手（交易委託）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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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Business/IT 知識展開圖－致富快手（主動成/委回）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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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整理系統資源清單時，已涵概了所有的設備資源與系統元

件，包括軟體、硬體、網路設備及線路…等。因此，如何確保這些服

務元件能提供正常的服務經常是業務單位關心的首要問題，IT 部門

其實也很清楚自己存在的價值有很大的一部份，就是要確保設備的正

常運作以充分支援業務單位的營運發展。不論是透過人工的方式、或

是引進自動化的監控工具軟體，佈署在一些重要性或高風險的系統或

設備上來達到這種目的，是 IT 部門經常使用的一種做法。所以，在

完成營業服務與 IT 資源的對應，了解提供營業服務所須運用到的 IT
服務元件項目後，須就目前對這些服務元件執行狀態的掌控程度進行

了解。也就是 Monitoring 的 review。將所完成的營業服務/IT 服務資

源對應與 AP 組或系統組的同仁進行監控項目的討論與確認；而在部

份的企業 IT 部門裡，經常會將一些例行的作業或監控項目交由 OP
組或 UHD 的同仁來分擔，此時，也須將這些單位納入討論的範圍，

才能對整個服務提供的監控機制有一完整的了解。同樣的，也須將這

些已被掌握之設備或項目記錄在 IT 元件監控清單內（如表 4.8 IT 元

件監控清單－致富快手）；並隨著監控環境的日趨成熟，對監控清單

進行必要的維護。 

表 4.8 IT 元件監控清單－致富快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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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應用分析 

進行至此，基本上已對「致富快手」交易系統的服務提供進行一

基本的 review。在不斷的相互溝通、取得業務單位的同意與確認後，

將最終協議的結果記錄在相關的文件裡。這些資料，究竟提供業務單

位與 IT 部門那些有用的資訊？可以協助 IT 部門進行那些項目的改

善？其實，流程改善模型的前兩個步驟，主要在協助 IT 部門從業務

單位獲得一些營業上的寶貴資訊。這些資訊，讓 IT 部門的技術人員

得以獲得一些指引，不再是以個人的直覺來進行系統的維護與 IT 的

投資。 

業務單位對 IT 服務的期望，讓 IT 部門可以依循客戶的期望進行

系統的維運，並依據客戶不同的服務標準擬訂不同程度的系統升級及

擴充方案進行投資。透過這些與業務單位的互動，讓 IT 的服務更能

貼切地配合業務單位的營業需要，並依此來趨動整個資訊、系統管理

的機制。因此，服務水準管理可以適切的提供訂定 SLA 的相關資訊，

並可以讓 IT 服務的提供在實務上能更符合使用者之期望。 

由於 ITIL 的十個核心流程，內容主要涵蓋服務提供（Service 
Delivery）與服務支持（Service Support）兩部份；其中服務支持又依

流程在面對客戶提供服務時的位置，又區分為支持（Support）與基礎

設施（Infrastructure）兩部份。從圖 2.2 中，可明顯的看出，IT 服務

管理的其他流程都是依據服務水準管理的要求來展開的；主要是因為

服務水準協定是依據企業的業務需求來製定。因此，服務水準管理是

整個 IT 服務管理的關鍵所在。 

雖然，不論是服務提供或是服務支持流程，都具備面向客戶的共

同特點。但服務支持流程中所指的客戶是指組織中有權使用某個系統

或某項 IT 服務的個人，用戶是 IT 服務的直接體驗者，也是服務績效

的評判者；所以服務支持流程著眼於確保 IT 服務營運實現當初所預

定的目標，通常關注於使用者對 IT 服務的實際體驗，以進行相關的

維護與調整活動，是屬於營運層次的管理流程。而服務提供流程中所

指的客戶則是指那些經由組織授權，代表組織與 IT 服務提供方協商

IT 服務的人員，流程主要涉及服務水準目標的協商和談判、資源需

求的確定、服務成本的核算和服務收費等戰術性的問題，而這些問題

的確定必須由客戶或其代表（而不是具體使用 IT 服務的用戶）與 IT
服務提供方共同協商完成，是屬戰術層次的管理流程；兩者之間仍是

有些不同。基於以上的差異，且由於服務水準管理流程本身並不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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立存在的活動，每個流程之間其實都有其相互的影響，也需要其他流

程提供資料與獲得支持。因此，本研究應用「致富快手」在流程改善

模型前兩階段產出的各種資訊，嘗試描敘該產出在其餘服務提供流程

中之應用。由於不同的流程有其要實現的基本目標與功能；每個流程

也都會進行至少一個或一個以上的活動來達到這些目標。以下，將以

流程活動的角度來推導服務水準管理所產出的這些資訊在其他服務

提供流程上的應用價值。 

 
圖 4.12 服務水準應用分析架構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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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服務水準管理（Service Level Management，SLM） 

當初在進行本研究的初期，即是希望透過 ITIL 的流程改善模型

來達到 SLM 的導入及優化的目的。因此，首先將先來探討模型前兩

階段的產出，可提供服務水準管理流程在那些活動上的應用。 

實施服務水準管理的目標主要在改善與客戶的關係及提高客戶

滿意度。透過一整套與業務部門間對 IT 服務績效的協商、監控、評

估與報告等活動來維持和改進 IT 服務的質量，期望能既符合業務上

的需求，同時又能滿足成本在有限制的要求情形下，採取適當的行動

來消滅或改進不符合級別要求的 IT 服務。其涵蓋的範圍一般只包括

在 IT 服務提供的過程中，IT 服務發生的提供方與其他相關單位之間

就服務質量課題所進行的協調活動。具體而言，主要由三個協議來規

範各個單位的行為與活動。分別是： 

（一） 服務水準協議（Service Level Agreement，SLA）－主要在協

調 IT 服務提供方和所有 IT 服務客戶之間的關係。 

（二） 營運水準協議（Operation Level Agreement，OLA）－主要協

調 IT 服務提供方與其服務提供者（內部供應商）之間的關係。 

（三） 支持合約（Underpinning Contract，UC）－主要協調 IT 服務

提供方與其服務提供者（外部供應商）之間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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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服務水準協議支持結構 
資料來源：John Bartlett,etc. Service Delivery. OGC, ［2002］ 

由於服務水準管理是個以客戶業務需求為其基本的出發點，並圍

繞服務水準協議、營運水準協議與支持合約的簽訂、實施和評估考核

等活動而展開的一個管理流程，為了能透過上述三個協議來規範各個

單位的行為活動。因此，如何透過一些活動的進行，來取得支持客戶

營業活動上 IT 服務的需求，將關係流程實施成功與否的關鍵因素。 

先前章節中，由於已就「致富快手」為例，經過與業務單位進行

一連串 negotiating、documenting、agreeing、reviewing 的過程，並取

得一些文件。這些文件，我們對照服務水準管理流程進行初始計畫活

動的內容，不難發現：營業服務表格（包括營業服務系統關聯表、營

業服務問題影響分析表與營業服務衡量指標等三個表）記錄了營業單

位對支持營業之 IT 服務，在服務的提供面應有的期望水平的敘述。

而 IT 服務表格（包括 IT 元件組合總表暨衡量指標、營業服務/IT 服

務資源使用對應表與 IT 元件監控清單等資料等三個表）則記錄了所

有支持營業活動之相關 IT 服務元件、資源之詳細資料。縱使不論是

營業服務使用端與 IT 服務提供雙方，相關負責主管與人員…等資訊

都有詳細的記載外，甚至還包括外部 IT 服務提供廠商的相關資訊。

這些資訊有助於做好以下準備活動： 



 

86 

1. 任命相關服務水準管理人員 
2. 協助定義服務水準管理的目標與範圍 
3. 協助定義服務水準管理流程的職能、任務及應承擔的責任 
4. 確定必須應立即進行改善的活動、所需之資源與資金及服務

的標準 
5. 明確可能產生的風險 
6. 協助規劃服務目錄和服務水準協議的結構 
7. 營業資訊的提供，協助開展有關 IT 服務管理意識的宣傳與溝

通，更容易取得管理高層及業務人員的支持 

而這些資料，也可協助 IT 部門確認客戶業務需求及服務項目定

義。進一步地，根據服務水準需求（Service Level Requirement，SLR）
整理和設計出可滿足這些需求的服務計畫，形成服務描述單（Service 
Specification Sheets）和服務質量計畫（Service Quality Plan，SQP）。
前者用來描述 IT 服務提供方需要向客戶提供的服務項目及其相關的

實施技術問題，表現服務功能（從客戶需求的角度）和技術（從 IT
部門實施的角度）之間的對應關係，這也是營業服務/IT 服務資源使

用對應表與 Business/IT 知識展開圖（服務知識庫）所表達的資訊。

SQP 則將客戶績效指標轉換為每個流程所須要實現的目標，也就是要

設法找出營業服務衡量指標與 IT 元件組合總表暨衡量指標兩者之間

的關係，並設法透過服務改善計畫（Service Improvement Plan, SIP）
來拉近兩者的距離。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代表營業部門的管理高層，往往不是日常使

用 IT 服務的使用者，因此在了解客戶對當前服務水準的評價及其真

實的服務水準需求時，應同時了解不同層次客戶業務單位）的看法。

這個問題，其實在營業服務問題影響分析表中對問題發生中斷時之影

響權數、及營業服務衡量指標表中對未達標準之項目所應通報的主管

中獲得相對的訊息。 

由於服務水準管理主要是透過三個協議來規範各個單位的行為

活動。因此在簽署協議的活動階段裡，仍須進行以下的工作： 

1. 實施客戶期望管理 
2. 協商服務水準目標 
3. 確定協議結構安排 
4. 草擬服務水準協議 
5. 製作服務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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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簽署服務水準協議 
7. 簽署營運水準協議和支持合同 
8. 發佈服務水準協議 

在進行服務水準管理的溝通過程裡，營業單位一般會傾向於從業

務的角度考慮問題，因此經常會產生一些過度或不現實的需求。從實

際的考量上，與現實標準差距過大的期望值，很容易造成 IT 部門在

執行上根本無法達成，基本上已失去訂定服務水準管理的意義，因此

ITIL 建議進行服務水準管理流程的企業，服務水準的訂定應儘量以可

達到的目標水準為改善的前提。客戶（營業單位）所體驗到的對 IT
服務的滿意度與其對 IT 服務的期望由於是呈反向關係，即滿意度=
體驗－期望；因此，透過溝通來適度引導、並設法消除營業單位過度

的需求在服務水準管理流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如此才能有效降低

服務成本和提高客戶滿意度。而這個觀念，仍需要在進行與營業單位

的溝通過程裡，對客戶的期望進行合理的引導與管理，且能被營業單

位所接受。 

最後，在服務水準、營運水準與支持合約簽訂、服務水準目標實

現情狀監控與服務績效評估等相關活動上，營業服務表格（包括營業

服務系統關聯表、營業服務問題影響分析表與營業服務衡量指標等三

個表）與 IT 服務表格（包括 IT 元件組合總表暨衡量指標、營業服務

/IT 服務資源使用對應表與 IT 元件監控清單等資料等三個表）也為這

些活動的進行提供相當完整的基礎資訊，促使這些活動進行的更有效

率。這些應用諸如： 

1. 利用營業服務系統關聯表編製服務目錄（Service Catalog） 
2. 利用營業服務系統關聯表及營業服務衡量指標來彙整服務水

準需求（Service Level Requirement，SLR） 
3. 利用營業服務衡量指標來做為服務水準協議（SLA）的工作

底稿 
4. 利用營業服務衡量指標、IT 元件組合總表暨衡量指標及營業

服務/IT 服務資源使用對應表來做為營運水準協議（OLA）的

工作底稿 
5. 利用 IT 元件組合總表暨衡量指標及營業服務/IT 服務資源使

用對應表來編製服務質量計畫（S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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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可用性管理 （Availability management） 

可用性管理流程主要協助實現的目標在確保 IT 服務的設計符合

業務單位所需要的可用性級別；對實際的可用性、可靠性及可維護性

進行量測與監控，以提供相應的報告確保有關協議目標的實現；優化

IT 基礎設施的可用性並為改進服務績效提供建議；減少某時段內事

故對 IT 可用性影響的頻率和持續時間；確保 IT 可用性方面的問題在

產生故障前被發現並採取適當的行動；制定和維護一個具前瞻性的可

用性計畫來提高 IT 服務與 IT 基礎設施元件的總體可用性，從而確保

當前和未來的可用性需求都能夠實現。 

 

圖 4.14 客戶、IT 服務提供方與 IT 支持部門之間的關係 
資料來源：John Bartlett,etc. Service Delivery. OGC, ［2002］ 

要確保營業服務的可用性，首先要能保證支援營業服務之 IT 服

務元件都能正常的運作與被執行。營業服務系統關聯表、營業服務問

題影響分析表描述了 IT 服務所支持的業務流程中的關鍵環節，一項

IT 服務可能同時支持了多項業務功能，而其中只有某些業務功能才

是關鍵性的；IT 系統資源清單、營業服務/IT 服務資源使用對應表、

Business/IT 知識庫、系統架構圖等內容，則提供了營業上應用致富快

手所提供的服務，在可用性管理上所應涵蓋的範圍（如圖 4.5 致富快

手系統服務元件展開圖），這些資料協助 IT 部門在服務元件的可用

性、可靠性、可維護性及可服務性提供了基礎的輪廓；而 IT 元件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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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清單則提供了目前對可用性管理掌控的程度，兩者間的落差，即是

IT 部門在進行服務管理，規劃服務改善計畫的目標範圍。 

因此，上述資料的提供，實質增進了可用性管理流程在營運過程

中活動進行的基礎，並為這些活動提供了良好的資訊來源： 

1. 可用性需求分析活動中，服務需求及基礎架構分析的對象來源－

在服務水準被確定和接受前，需要對營業業務的可用性需求進行

分析，以確定 IT 基礎架構是否可以，以及怎樣提供必要的可用性

級別。 

2. 評價與報告活動中，有關關鍵業務流程與評價的對象來源－對 IT
系統資源總表的營運狀態進行評價與報告是比對服務協議及服務

現況、解決服務問題和提出改進建議的基礎。 

3. 可用性設計活動中的服務期望資訊來源－可用性設計主要是通過

合理的基礎架構技術設計和安排，避免 IT 服務可用性故障的發

生；以實現內部和外部服務供應方的有效整合，滿足 IT 服務的可

用性需求。 

4. 恢復方案設計的業務影響與建置順序資訊來源－恢復方案設計目

的在確保 IT 服務故障發生後，能在最短的時間內恢復，使正常的

業務營運得以繼續進行，減少 IT 服務故障對業務和客戶的影響。 

5. 可用性計畫中對基礎架構可用性管理之目標對象與其掌控現況等

相關之資訊來源－為改進現有 IT 服務中的可用性缺陷而需進行之

活動、新增 IT 服務的可用性需求、系統故障分析的前瞻性安排、

系統或設備的定期維護管理…等活動之目標對象提供資訊來源，

這活動的產出其實也是進行可用性改進的基礎資訊。 

基本上，營業單位對 IT 服務的期望值並不代表目前服務的表現

現況，要進行改善，首先須對目前的狀態有些進一步的評估與了解，

才能針對必須之改善項目進行服務改進，另外還包括了可用性設計與

恢復方案設計。而"評價與報告"可說是一切服務改善的基礎階段，在

可用性管理流程中，對營運狀態的評價經常需結合"事故週期"來進

行，包括事故發生、事故檢測、做出反應、進行維修和服務恢復五個

環節；另搭配一些統計型指標來表達服務的可用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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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平均修復時間（Mean Time to Repair，MTTR）、 
2. 平均無故障時間（Mean Time Between Failure，MTBF）、 
3. 平均系統事故間隔時間（Mean Time Between System Incidents, 

MTBSI） 

除此之外，其他尚還可以利用上述指標所計算之可用率、不可用

率、故障頻率、故障影響度、總營運時間和停機時間…等不同指標來

描述服務的可用性。 

 
圖 4.15 可用性評估 

資料來源：Jan van Bon, etc. IT Service Management, an Introduction, 
P173. 

具體而言，在進行可用性管理流程的過程中，可利用營業服務、

IT 服務元件、監控清單…所提供的資訊內容，尋找以下的改善機會

點做為可用性管理改進計畫的目標項目： 

1. 依據業務需求而必須提高的可用性級別項目 
2. 不能滿足服務水準協議中可用性級別之新增 IT 服務項目 
3. IT 服務元件的不穩定期過長導致可用性級別不可接受的項

目 
4. 不可接受的 IT 服務恢復時間項目 
5. 從趨勢分析中發現可用性表現正在惡化的項目 
6. 業務功能增加使得 IT 服務故障對業務及客戶影響增大的項

目 

導入過程中，常因流程採用方法、技巧數量和質量等因素之不

同，而直接影響可用性管理之能力與有效性。分析元件的故障對營業

服務影響的程度，就經常會應用以下的方法，例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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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組件故障影響分析（Component Failure Impact Analysis，
CFIA） 

2. 故障樹分析（Fault Tree Analysis，FTA） 
3. 可用性計算 
4. 系統故障分析（Service Outage Analysis，SOA） 

除元件故障影響程度、可用性的計算外，在服務可用性監控的管

理上，營業服務指標（SLA）、IT 服務元件指標（OLA）及使用的 IT
資源三者間之對應關係亦經常會影響問題掌握的即時性與準確性。 

 
圖 4.16 事件衡量的對應與增強 

資料來源：本研究 

因此，本研究假設只要有進行服務監控的項目，其監控的方式與

方法都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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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能力管理 （Capacity Management） 

是服務提供流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子流程，從一個動態的角度來

考量組織業務上的需求和 IT 基礎設施間之關係；不僅要評估及改進

現有的服務支持能力，確保當前的 IT 資源能夠發揮最佳效能，以提

供最佳的服務績效，避免不必要的資源浪費外；還須能夠分析和預測

組織未來的業務需求與發展趨勢，進而對所管理的 IT 資源進行適當

的配置；實現服務能力與投資成本間的最適組合。 

能力管理往往在成本與業務需求的雙重約束下，來進行合理的資

源配置。藉由能力資料庫（Capacity DataBase，CDB）相關數據的收

集，表現在業務管理（Business Capacity Management，BCM）、服務

管理（Service Capacity Management，SCM）及資源管理（Resuource 
Capacity Management，RCM）等三個行為能力上；做為企業 IT 部門

進行績效管理（Performance Management）與應用選型（Application 
Sizing）之應用。其中，業務管理主要關注當前與未來的業務需求，

確保 IT 服務提供方在進行能力規劃時能充分考量組織業務需求的現

況及發展趨勢；服務管理則關注當前 IT 服務的績效是否能支持正常

的業務營運，確保組織業務能持續正常的運作；資源管理則是著眼在

所有服務提供賴於進行的技術基礎，確保 IT 基礎設施中之服務元件

都能發揮其最大的效能。 

 

圖 4.17 能力管理流程活動之關係 
資料來源：John Bartlett,etc. Service Delivery. OGC,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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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管理流程進行的活動中，依活動的性質，可分為持續性活

動、初始性活動與定期性活動三個類別；若將活動的進行依時間序列

來劃分，又可分為：構建、營運與考核三個階段。這些活動與服務水

準管理流程所提供之營業資訊究竟有何關連？服務水準管理是否能

協助能力管理流程來進行這些活動？以下分別就能力管理流程之構

建、營運和考核三階段來逐一探討： 

（一） 構建階段： 

可分為現狀評估、佈建監控設施與能力資料庫（Capability 
Database，CDB）等活動。此階段須確認所有服務元件的對象及責任

歸屬，在成本許可的前提下，配置適當的監控工具進行能力監測與資

料的收集。服務水準管理所提供的營業服務與 IT 服務元件資訊為能

力管理在構建階段所進行的能力評估、監控佈建，甚至於資料收集的

對象提供了完整的資料來源；而關鍵業務流程的描述，在成本受到約

束的情況下，也讓 IT 單位在衡量佈建重點及對象優先順序的選擇上

提供了重要的指引。 

（二） 營運階段： 

為構建階段的延伸，主要為監控、CDB 資料收集與儲存、分析、

調整、編製能力計畫、模擬測試與應用選型等七個活動。 

監控在保證所有的服務元件都可得到最佳利用，確保服務水準目

標都能實現，且能夠根據監控的結果，能對組織業務量進行合理的預

測。能力資料庫所採集的資料如 CPU 使用率、Storage 使用情況、每

種交易類型使用 CPU 的百分比、I/O 速度、設備使用情況、檔案伺服

器使用狀態、每秒之交易量、每筆交易之反應時間、線上用戶數…等。 

透過不同性質的工具軟體佈建與資料收集，分別將這些業務性資

料、元件提供服務資訊、技術性資料、資源利用情況及包含財務投資

金額…等不同性質之數據與服務元件連結起來；除可用來進行服務績

效報告和能力管理報告的製作外，並可用來預測未來的能力需求。數

據收集經過分析得出其有關情況的變化趨勢，從而確定正常的使用情

況或服務水準，或為其確定臨界水平與基準點（BaseLine），如果實

際的服務營運超過這個臨界水平，可設定系統發出警告，提醒可能之

例外事項發生。通過定期的監控，還可將監控結果與這些基準線進行

比較，協助確定單一服務元、組件的使用情況，甚至預測服務營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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異常情況。此外，根據這些分析的結果還可以預測未來資源的使用

量，以及比照預期之增長率來監控實際的業務增長量。而分析的結

果，還可協助確認可以對那些配置項進行調整以提高系統資源的利用

效率，和改進相關 IT 服務的績效。 

（三） 考核階段： 

主要為評估考核與製作管理報告兩項活動。就實施的效率與效果

進行評價與考核，確保能符合成本效益原則。 

營業單位對 IT 服務的期望通常表現在服務的可用性與效能兩個

方面；其中服務的可用性往往是最基本的要求（需求），至於 IT 部門

所提供的服務能力能否在適當的時間，在營業單位所要求的反應時間

內提供足夠量的服務；不光是對服務現況提供量、效能、以及工作負

荷量的統計數字，更須適時提供趨勢分析，才得以配合業務量的發展

對營業單位提供即時的投資建議。這也一直是 IT 部門在維運上碰到

的最大考驗。 

能力管理在此提供了一項很重要的功能，為利用現有資源使用狀

態資訊的分析與比對，以能對未來的業務需求變化進行能力規劃配置

影響分析，進而提出適當的投資建議。模擬測試與應用選型活動即是

在進行此方面的評估與規劃。而透過構建、營運、考核階段所進行的

資料收集、分析與建議，將被一一的記錄在能力計畫中說明，內容主

要在記錄當前資源利用程度及服務績效級別，在充分考慮業務戰略與

計畫後，預測組織未來 IT 服務所需要的 IT 資源。從而確保資源的配

置能夠滿足所需服務水準的要求。 

整個流程的範圍，即是以 IT 系統資源清單、營業服務/IT 服務資

源使用對應表、Business/IT 知識庫、系統架構圖等內容為主要描述及

評估的對象。如同可用性管理流程一樣，在受到成本約束時，營業服

務系統關聯表、營業服務問題影響分析表的內容對於能力管理的實施

範圍與項目實施的優先等級提供了很好的資訊來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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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IT 服務持續性管理（ IT Services Continuity Management，
ITSCM） 

IT 服務持續性管理是總體業務持續性管理流程的一部份，IT 服

務持續性管理主要關注業務營運所需的 IT 服務的持續性；而業務持

續性管理必須關注業務營運所需的所有服務的持續性，目的在將風險

降低至合理水平，以能在業務中斷發生後進行業務流程恢復，IT 服

務只是其中的一個面。由於兩者的這種融合關係，因此，一般情況下，

不大可能單獨制定一個 IT 服務持續性管理計畫，IT 服務持續性管理

必須結合業務持續性管理的進行才有其意義。 

IT 服務持續性管理的目標在確保服務營運所須的 IT 技術與服務

設施（包括網路、通信、伺服器主機、應用系統及相關 IT 支持）能

夠在要求及約定的時間內得到恢復，進而支援總體的業務持續性管

理。管理的重點在關注那些支持關鍵業務流程的 IT 服務項目，透過

業務影響分析（Business Impact Analysis，BIA），IT 服務持續性管理

可以明確業務流程失敗所造成的影響與損失，如有形的財務損失及無

形的企業商譽影響等。而這裡所提到的「服務營運」、「IT 技術與服

務設施」、「支持關鍵業務流程的 IT 服務項目」與「業務影響分析」

對應服務水準管理流程中，與業務單位進行 negotiating 、

documenting、agreeing、reviewing 所產出之營業服務系統關聯表、營

業服務衡量指標、IT 元件組合總表暨衡量指標、營業服務/IT 服務資

源使用對應表、營業服務問題影響分析表、Business/IT 知識展開圖

（服務知識庫）…等所提供的資訊其實是互相呼應的。 

決定 ITSCM 需求的關鍵因素是當災難發生或服務中斷時，營業

單位或組織承受災難損失程度和損失擴散速度的能力。營業服務影響

分析表與營業服務/IT 服務資源使用對應表有助於業務影響及風險評

估分析活動的進行，進而可以明確那些地方須要重點實施 IT 服務持

續性管理。而為能完整取得業務影響分析的資訊以進行風險評估，事

實上，除關鍵業務流程、服務中斷影響描述、影響權數等資訊外，可

設法再加入其他的訊息，如： 

1. 服務中斷發生後，損失程度的變化趨勢 
2. 災難發生後，為保持關鍵或必要的業務持續流程在最低可接

受水平，營運所必須的人員、技能、設施和服務（含 IT 服務）

等 
3. 恢復到最低可接受級別的人員、設施和服務，所須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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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有必要的業務流程以及支持人員、設施和服務全面恢復所

須的時間 

風險評估可以協助識別組織中存在的具體風險，其中又有許多風

險涉及組織持續提供 IT 服務的能力。如果缺少對相對風險的評估，

將無法對焦在應改善的地方，嚴重的話會導致業務的中斷。風險評估

可分為風險分析與風險管理兩個環節。因此，可利用營業服務問題影

響分析表、IT 元件組合總表暨衡量指標、營業服務/IT 服務資源使用

對應表及系統架構圖等資料來進行 IT 服務元件的 review，設法找出

IT 營運中可能存在的弱點與威脅。所進行的工作如下： 

1. 識別相關的 IT 服務元件，如網路、系統、應用程式…等。確

認每個服務組件的負責人與用途都在相對應的文件上。 
2. 分析由於斷電、線路中斷、site crash 等災難事件對 IT 基礎架

構所構成的威脅，並評估發生的可能性（高、中、低） 
3. 識別 IT 基礎架構中可能存在的弱點，並對它們進行歸類

（高、中、低） 
4. 綜合評估 IT 組件中存在的弱點與威脅，據此估計風險的大小 

經過綜合評估 IT 服務營運可能存在的風險後，才能分別針對這

些風險進行管理，以採取適當的預防措施與控制方式，嘗試使風險被

避免、轉移或降至一可接受的水平。另一方面，也可以通過事先制定

合理的災難恢復方案來減少災難發生所造成的服務中斷時間，以減輕

營業上的財務損失。 

隨著組織業務對資訊系統的依賴性愈來愈大（如電子商務應用）， 
案例中的「致富快手」系統即是一明顯的例子，ITSCM 已成為電商

部門業務持續計畫不可或缺的一部份。在一般的企業裡，也有越來越

多的組織利用風險降低和災難恢復兩者的平衡，把風險降低到能持續

提供 IT 服務的水平。透過風險降低措施的成本與恢復方案的選擇間

之平衡，確保以最低的成本將 IT 服務營運的風險控制在最低的可接

受水平。相對於不同的成本配置與降低風險措施，不同的恢復方案也

迎面而生：人工系統、互惠協議、cold standby、warm standby、hot 
standby…等皆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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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IT 服務財務管理（Financial management for IT services） 

IT 服務財務管理的目標主要在幫助 IT 部門在提供服務的同時加

強成本效益核算，以合理使用 IT 資源，提高效益，實現組織的盈利

目標與市場目標。IT 系統成本做為企業眾多成本項目中的一環，為

能忠實反應實際的 IT 營運成本，IT 服務財務管理主要在對支持 IT
服務營運的 IT 資產和資源進行成本效益管理；並將核算出之 IT 營運

成本依 IT 部門提供的服務項目向營業單位進行分攤，為決策管理階

層提供 IT 投資所須的各種詳細資料。為達到上述目的，IT 服務財務

管理流程又分為預算編制（Budgeting）、會計核算（Accounting）與

計費分攤（Charging）等三個子流程來分別執行企業在進行 IT 營運

時的成本預測和費用開支控制、營運過程中各種效益和成本的確認、

計量和報告；最後，才是與使用 IT 服務的單位確定計費標準和計費

方式，並收取相應的費用。 

一般而言，傳統上成本效益分析這項工作的職責與任務往往由財

務部門來承擔，所不同的是，財務部門從會計科目、專案的角度跟

IT 投資，從資源使用的角度來進行 IT 投資的成本效益衡量仍是有所

區別的，中間仍須要從不同的需求角度進行不同程度的成本堆疊。以

「致富快手」為例，從初期的建置與歷經多次的能力 Migration，總

體上，究竟應涵蓋那些服務元件，究竟已投入了多少投資成本？在維

持每個元件的正常運作前提下，究竟又會有那些例行的費用支出；這

些投資支出與費用究竟為使用這些 IT 服務的營業單位，獲取了多少

實際上的營業收益 （有關業務量的資訊將由能力管理流程中的業務

能力管理子流程中獲得）？有了這些管理與分析的數據，經營階層才

能對是否持續進行投資做出應有的決策。因此，負責 IT 服務財務管

理流程的單位，是 IT 服務管理層不可缺少的一個組織，負責建置及

維護 IT 會計系統（包括預算、會計核算、收費分攤）；也是確保 IT
部門實現組織目標的工具。 

系統架構圖、IT 元件組合總表暨衡量指標、營業服務/IT 服務資

源使用對應表與 Business/IT 知識展開圖（服務知識庫）…為 IT 服務

財務服務管理流程提供了計算與評估的範圍與對象，進而在計算 IT
服務項目成本的活動中形成計算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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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IT 服務總成本的堆疊過程 
資料來源：John Bartlett,etc. Service Delivery. OGC, ［2002］ 

服務提供流程的主要價值在於它 Planning 的特性，尤其在服務水

準管理（Service Level Management）、可用性管理（Availability 
Management）、能力管理（Capacity Management）與 IT 服務的持續

性管理（IT Service Continuity Management）等幾個方面。在一些特別

的產業裡，常基於行業本身的特性，對於 IT 服務的可用性要求凌駕

於其他的服務需求之上，如一些高科技、醫療性產業。本研究所應用

之金融服務產業案例，即是屬於高風險之證券、期貨交易事業，系統

服務的中斷很容易造成企業巨額的損失或是產生營業上的糾紛。這些

產業，基於產業特性對服務提供的不可中斷及可用性的高度要求，讓

IT 部門及服務提供者需要在「能夠持續提供服務」上做通盤的計畫

及保證，衍生出〝持續性管理〞的需求。著重在同地、異地的冷/熱
備援及回覆計畫（Recovery Plan）上的管理。IT 部門依據業務單位的

要求，衡量服務提供現況，在不能滿足客戶期望的情況下，須針對這

些需求設計不同的解決方案來進行必要的建置。 

IT 部門利用與營業單位協議 IT 服務質量的期望需求，分別應用

這些管理流程進行必要的規劃，連帶會產生 IT 投資上的需求，不同

的投資解決方案會有不同程度的資金需求，方案的決定則取決於業務

單位對 IT 服務需求的程度；因此，財務管理經常伴隨在可用性管理、

容量管理及持續性管理之後，適時進行 IT 投資的成本效益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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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從服務水準管理流程的營業活動裡，雖只獲得營業服務與

IT 服務這些資訊，但卻已可協助 IT 部門在其他的管理流程活動中進

行更深入的分析與應用，茲將應用彙整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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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服務水準管理資訊應用彙整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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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節  改善建議彙整 

透過案例中「致富快手」系統在服務水準管理流程中所獲得業務

單位對 IT 服務的服務期望。若想要符合並達成這些對服務可用性、

可靠性及效能的期望標準，對照圖 4.12 服務水準應用分析架構的推

導，獲致了以下幾個可進行改善的目標項目： 

一、 根據營業服務衡量指標對服務提供的高度要求（99.5%~100%），

由於網管小組無法確認元件 1.2 台固網路與內部網路、

1.3.5ipush 新元網路、1.3.6ipush 交易所網路、1.8 台開 板橋

交易網路是否能提供這方面的保證，因此須再對以上項目進行確

認。 

二、 根據營業服務衡量指標對服務元件在每日交易期間可用性幾近

於 100%的高度要求，請系統組同仁參考 IT 元件組合總表內的設

備就服務的持續性，不可中斷進行 Review。發現在元件 1.5 E4500
現貨帳號主機、元件 1.10.4 xPush XPA-0 成委回法人主機與元件

1.12 eKey 憑證主機等三個元件，目前並未建立符合服務水準的

備援機制，任一設備的異常都有可能造成服務的中斷。 

三、 根據 IT 元件組合總表與 IT 監控清單的對照，發現元件 1.4 致富

快手主機中之 1.4.3 致富快手主機-2 與 1.4.5 致富快手主機-3 並

未列於伺服主機之基本監控對象清單中；且致富快手主機-2 已故

障多時，卻沒有任何技術人員掌握到這個問題。 

四、 分析 IT 元件 1.4 致富快手主機中之 1.4.3 主機-2 與 1.4.5 主機-3
未列入伺服主機之基本監控對象清單之原因，發現這兩部皆屬二

次升級之設備，負責之專案人員並未知會監控小組，顯見系統的

上線流程 SOP 存有漏洞，須立即實施流程的調整並對所有的伺

服主機進行確認。 

五、 目前「致富快手」系統監控工作分別落在系統負責人、網管小組

與 UHD（監控小組所建置的自動化監控模式）等三個小組身上，

且訊息個自獨立尚未整合；在其他基礎設備監控自動化的程度上

也還不足；這對服務水準的影響，在問題的掌握與通報處理效能

上仍存有很大改善的空間，可思考引入合適工具分段進行整合，

改善目前人工與半自動化監控的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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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調查 IT 技術同仁對目前問題處理(如發生交易服務異常)的作業

程序，仍是以問題發生之時間先後做為 IT 服務元件恢復處理之

順序依據，並未依服務元件對營業服務所造成的影響程度大小為

異常排除之排序依據。這可參考營業服務問題影響分析表，依權

重定義之大小直接給予改善。 

七、 過去 UHD 小組在接獲系統發出異常警訊通知、或是問題處理回

覆訊息時，普遍是通報業務單位作業主管或是反應問題的使用

者，少有主動通報營業主管；造成營業單位與作業單位資訊不對

稱的情況發生，往往無法協助營業單位在第一時間做出最好的決

策與必要的因應。這也可利用營業服務/IT 服務資源使用對應表

所提供的通報對象資訊給予改善。 

圖 4.19 表示致富快手服務元件可改善的機會點。 

 

圖 4.19 致富快手服務元件改善點（橘、紅色） 
資料來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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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節  可能面臨問題 

在實施服務水準管理改善案例推導及分析的過程中，礙於環境與

成本的因素而無法進行更深入的探討，但部份問題未來在實施導入

時，仍值得須特別加以關注： 

一、 高層對服務水準管理的重視不夠，投入的資源與時間太少。 

二、 沒有驗證服務水準指標與標準是否可實現，在與業務單位進行協

議簽訂前應先確認。 

三、 服務水準協議不是結合業務需求來簽訂，業務單位不見得清楚自

己的業務需求；無法站在有效的制高點來排定關鍵業務的優先

級。 

四、 服務水準協議（SLA）如何才能得到營運水準協議（OLA）及支

持合約（UC）的充分支持；應如何確認？ 

五、 無法在適當的服務週期結束後，將服務水準執行結果快速的傳遞

給客戶。 

六、 如何確保有效的服務改善流程來進行 IT 服務在可用性、可靠性

及效能等方面的支持與改善。 

七、 各方的責任定義不明確，可能導致大家都推卸責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