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作楠先生紀念教育基金會以推動會計、審計、財務、稅務、資訊、
管理及相關知識之教育及研究等為宗旨。當代企業經營必須面對政
經情勢、社會環境以及科技的變化，包括地緣政治、氣候變遷、破
壞式創新、資安問題等；同時，企業獲享人工智慧、區塊鏈、物聯
網、雲端技術等資訊技術工具之飛躍發展，使企業得以快速反應。
然而，龐雜的風險與飛躍的工具，使一般企業經營更添不確定性。

宋作楠先生紀念教育基金會有感於此，得到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
務所之贊助，共同委託對於風險與科技議題素有研究之勤業眾信風
險管理諮詢股份有限公司，進行「風險管理新思維：結盟新興科技，
回應不確定性」之研究，透過國內外的調查、專家訪談與案例研析，
提出以科技改善關鍵風險之研究報告，除可供企業於應對各類風險
上之參考素材外，更期望能拋磚引玉，讓產、官、學界皆能夠投以
關注，讓國內整體產業具有對抗風險之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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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風險事件，係指任何可能影響組織達成目標的不
確定性事件隨著環境的變遷，現在企業除處理內
部運作的問題外，政經貿易的驟變、或是如新冠
肺炎等造成全球營運環境變化等黑天鵝事件，都
考驗著企業的適應力。而具備良好風險管理能力
的企業，可控管企業成本、吸引資金持續挹注、
降低危機造成的損傷，進而達成企業價值的延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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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風險管理的議題已成為顯學，主要歸因於外部大環境的頻繁變
動，例如政治經濟、消費者與市場偏好、科技發展等，衍生出許多
以前未知的潛在風險，進而轉變成所謂的「黑天鵝」與「灰犀牛」
事件。由於不確定性的增加，導致風險管理與企業本身營運盈虧的
關聯性漸趨緊密，所以，風險管理已不該是一個獨立被考慮的學
問，而是營運策略規劃中的一個重要參數。

一般常見的企業風險管理框架，多聚焦在正確的治理結構、系統化
的風險管理流程、溝通回饋等，這些做法仍是風險管理的重點核
心。但風險多變、隱性與不確定的特性，則成為組織難以處理之痛
處。隨著數位世代的來臨，越來越多的資訊可被保存、運用，因此
新型態的風險管理戰略思維出現 1: 掌握風險資料 (risk data) 及風險
資訊 (risk information)，讓風險管理能夠「Have right direction 
to shoot」，獲得更具有意義的成效。

根據 Deloitte Global 全球所贊助財星雜誌對 300 家美國大型企業
發出的 "Shift risk strategy, accelerate performance" survey 的 2

調查結果顯示，有些企業已經開始使用新興科技將風險量測轉化為
具有附加價值 (value-added) 的活動，95% 的參與者已經使用資
料分析技術來提升風險管理的效率與效果，41% 的參與者持續且
大力地發展資料分析技術，以做為其公司的風險管理策略核心。故
在可預見的未來，以新興科技進行風險管理已成為必然，關注風險
管理將從過去的成本與負擔，成為企業戰略布局與強化競爭力的優
勢。

綜上所述，我們期望透過本篇研究，從嶄新的角度，針對國內企業
可投以關注之風險議題進行研究，並就國內企業現況調查，以及來
自向各企業、專家、拜訪取經，同時輔以新興科技的應用角度，透
過案例研討，以協助企業從治理與技術層面，強化風險管理的能
力。

1.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Risk Management, AICPA

2. Shift Risk Strategies, Accelerate Performance, Deloitte & Fortu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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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國際趨勢發掘關鍵風險

由於企業面臨的風險類型大量且多樣，為了使風險的研討過程更為
聚焦，本研究援引國際上各類風險趨勢的相關報告 3 進行彙整分析，
並挑選與企業營運相關的風險項目，彙集出政治經濟風險、法令遵
循風險、永續經營暨氣候變遷風險、經營策略暨市場競爭風險、商
譽風險、資訊安全暨網路攻擊風險等六大關鍵風險進行研討。

二、多方研討形成落地觀點

為能夠呈現國內企業在風險管理上所考慮的問題、面對的困難、對
未來的規劃與期待，並且能夠提供國內企業實用的作法，因此於本
研究中，除了國內外案例的調查與研究外，我們同時採用下列方式
形成在地觀點 :

▪ 以上市櫃企業為調查母體，根據上市、上櫃的公司分布進行對
應數量的抽樣，並透過大規模電訪的方式，取得國內 405 家企
業高階主管對於風險管理的看法與回應，以瞭解國內企業風險
的現況、挑戰以及因應狀況。詳細的調查方法說明，請參考附
件一。

▪ 就研究的關鍵風險中，選取國內的標竿企業以及專家進行拜訪，
探討該企業於風險管理上獨到的經驗與觀點，以及將資訊科技
應用於風險預防、偵測與回應的實際狀況，以讓閱讀者能夠自
實際的業者經驗中，獲得更多風險管理上的啟發。

本報告末，亦應用勤業眾信顧問輔導的實務經驗，描繪國內企業引
入資訊科技強化風險管理上的思考路徑，提供給國內企業領導人具
體可行之方向。

3. Global Risk Report 2017, World Economic Forum; Horizon Scan Report 
2017, Business Continuity Intuition (BCI); Global Risk and Resilience 
Survey 2017, Disaster Recovery Institute International (DRI); Allianz Risk 
Barometer 2017, Allianz; Global Risk Management 2017, AON; Executive 
Perspective on Top Risks 2017, Protiviti I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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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企業風險管理的
現況與挑戰

為瞭解國內企業對於營運環境的實際感受及企
業內部管理風險上的現況，以利找出風險管理上
的挑戰，本段將分析國內超過 400 家企業高階
主管對於風險管理現況調查的回應，並針對各類
型風險加以解析，提出關鍵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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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現在的商業運作環境，較三年前存在更多風險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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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目前風險管理上，公司面臨的挑戰為何

一、國內企業風險管理現況

依據調查結果顯示，有約 90% 的企業領導人認為現
在的商業運作環境較三年前存在更多風險 ( 如圖 1)。

而在面對風險上，企業所面臨最主要的挑戰為何呢 ?
根據統計結果顯示，國內企業認為在管理風險上所面
臨的三大挑戰依序是 :

▪人員風險意識不足 (19.7%)

▪缺乏資料、方法或工具對風險進行即時偵測 (16%)

▪風險管理作業分散各部門，無法全面地檢視風險問
題 ( 如圖 2)。(16%)

因此，企業對於人員面臨風險的敏銳度，是否有警覺
意識最為在意，而企業裡有眾多部門，風險可能分散
在各個流程之中，除了強化人員意識進而能夠於自身
業務中提高警覺以防範風險外，公司要用哪些類型的
資料、工具或是方法來整合各部門以偵測潛在風險也
是關鍵的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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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的損失 40.7%

反應環境變化 28.4%

避免違反法令 16.3%

避免商譽損害 5.7%

發現新產品 4.7%

維繫顧客關係 3.2%

其他 0.7%

無 0.2%

圖 3. 實施風險管理上，最期望達到的成效

而實施風險管理上，最希望達到的成效則包含如下（如
圖三）：

1. 避免財務的損失（40.7%）

2. 能夠敏捷反應商業環境的變化（28.4%）

3. 避免違反法令（16.3%）

由於風險發生時，企業感受最強烈且直接可見的影響就
是財務損失。因此統計結果也呈現出對於這方面的期
待。由於財務損失往往僅是風險處理的最終量化呈現，
因此防範風險若要有感，更需訴諸於積極性的風險管理
措施，加以及早控制與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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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未來將採取的風險管理作為

針對未來將採取的風險管理作為，本次調查之受訪企業有超過半數
企業都認為應提前準備以提高公司對危機應變能力（53.6%）。而
多數企業也認為「建置具有風險意識的公司文化（40.7%）」以及
「實施風險偵測或風險分析，並透過監督與改善使其提升精準度

（40.0%）」為未來主要會採取的風險管理作為（如圖 4）。因此，
全員認知、事前準備、風險偵測與處理，是多數企業現階段強化的
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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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六大關鍵風險趨勢探討

前述的調查結果，反應出國內企業在風險管理上的困難以及期待。
但風險依其類別有管理上的特性，因此，以下將就本報告基於國際
風險管理趨勢選出之六大風險主題，探討各類風險內涵，並提出相
應的管理挑戰。

( 一 ) 政治經濟風險

政治經濟風險，往往來自於政治上的改變或區域的不穩定，例如各
國政策的變化，政府組織的異動，或是軍方、立法主體、政策制定
者帶來經濟層面上的不穩定性，例如原物料價格的漲跌、匯率升
降、國內外稅制的改變等等。

每一家企業在經營時，或多或少都會受到總體經濟環境的影響，規
模較小或營運範圍較窄的企業，可能只需要關注國內的經濟發展或
政策調整，但又由於台灣在世界經濟上扮演重要且無法自絕於世界
的角色，關注國內的經濟尚不足夠。對於跨國企業來說，來自於世
界經濟環境的變化對營運的影響更鉅，因此更需掌握全球經濟的脈
動。而經濟風險之高低，通常來自於各國政治上政策的不確定性，
主要是因為政府的政策通常為解決經濟問題的手段，而這樣的手段
是左右經濟發展方向最直接的力量。經濟風險的幾個關鍵指標如利
率、最低工資、商品或服務的市場價格、稅率、原物料價格等。這
些關鍵指標相對難以掌握的地方在於它們並非一成不變，可能在一
年之內會隨著政治或政策上的調整而對市場預期有著劇烈的影響，
也深化了經濟風險的管理難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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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體案例

(1) 英國脫歐：英國自 2016 年 6 月 23 日舉行公民投票，以超過五
成支持脫歐的票數，開始進行脫離歐盟的工作。在脫歐協議的
制定過程中，不確定性讓國內經濟飽受影響。包含英國政府評
估商業運行問題責令海關重新檢驗進出口貨物，而通往英國的
港口和陸路貨運亦因此大排長龍，超市也已經警告可能會有食
品短缺問題，國民健康保險也在囤積藥物以避免藥品供應受到
影響 4。且歐洲汽車團體也警告，如果英國最終無達成脫歐協
議而強硬脫歐，光是在英國停工將造成每分鐘損失 5 萬英鎊（約
台幣 193 萬），整體損失將高達數十億歐元 5。

4. 英 國 脫 歐「 懶 人 包 」 讓 你 一 次 看 懂 10 大 問 題 , BBC News（ 中 文 ）, 
2019.02.18

5.  超傷！歐洲汽車團體警告：若硬脫歐英國停工每分鐘損失 193 萬 , 自由財經 , 
2019.09.23

6.  中美貿易戰：全球經濟將成最大的輸家 ,BBCNews（中文）, 2019.08.28
7. 中 美 貿 易 戰 震 盪 不 已， 台 商 須 重 估 全 球 布 局 策 略 , 林 宏 文 , 數 位 時 代 , 

2019.09.12

(2) 中美貿易戰：中美貿易戰係因美國總統川普聲稱中國拿走了美
國的技術，且指出中國操控貨幣以降低商品價格導致不公平貿
易的發生 6，因此決定提高對中國進口美國一系列產品的關稅。
自 2018 年 4 月美國公布對中關稅清單後，每 2~3 個月就有新
的關稅調整或會談活動。由於台商過往多於中國設立生產基地，
因此影響顯著。根據新聞媒體報導 7，數家重量級台商都出現
於中國投資巨額虧損或獲利縮水的現象。多家製造業擬重新調
整全球布局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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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上的挑戰

根據 Deloitte US 所出版的「Political risk： How market leaders 
create resiliency in uncertain times」8 中，提到美國大選、英國
脫歐等事件，確實對企業造成了多重且不連續的營運中斷影響。但
真正造成企業無法有效對抗該類風險的原因，則是否認（Denial）
或麻痺（Paralysis）的態度。因此，企業在這種情況下，是否能使
用以下的方式面對政治經濟相關的問題，將是一種挑戰：

(1)  考慮難以想像的事件（Think the “unthinkable”）：考慮
風險槓桿時，最挑戰的一件事情是如何決定與解讀機率，而非
僅將其以「排名」的方式思考。以 2016 年美國大選為例，選
舉前夕，多數媒體提到川普當選的機率為 15%，相對低的機
率就讓很多人直接解讀成「不會當選」。又或者是新冠肺炎
（Covid-19）的擴散，也是難以想像的事件類型；除此之外，
低機率通常也會讓領導階層認為這是一種「可以忽視」的判斷
條件，導致該事件發生時，無法及時因應變化。

(2)  對於難以想像的事件加以應對：發現風險而未採取應對的行為，
對於風險防治與控管是毫無任何建樹的，積極地避免無作為的
行為，對於建立體質堅韌的企業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8. Sailing in uncharted waters. Political risk： How market leaders create 
resiliency in uncertain times, Deloitte US.

(3) 應 持 續 致 力 於 理 解 政 經 風 險 事 件： 運 用 感 知（Sensing）、
數 據 分 析 技 術、 更 優 化 的 風 險 管 理 模 型 以 及 跨 學 門
（Interdisciplinary）的方法，持續主動地掃描（Scanning）
新興事件的變動。並基於取得的事件，持續加入以建構新的大
環境認知，以對風險的影響能有深入且準確的理解。

(4) 擴大對於「中斷」的視野：隨時檢討對於可能造成公司營運中
斷的假設、同時考慮周遭的產業現況、且水平地從區域、生態
圈、社會影響進行理解，從中找尋可能產生中斷的線索。

(5) 持續的為意外做好準備：將風險帶入決策制定與策略設定的考
量面向、加速風險與中斷事件的發掘、時時對自己或內部團隊
來挑戰可能存在的偏見。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s/Documents/risk/us-deloitte-advisory-sailing-in-uncharted-waters.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s/Documents/risk/us-deloitte-advisory-sailing-in-uncharted-wate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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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景氣及國際經濟變化很快，但是企業對於這方面的反應卻不夠快。於此，我們所稱之「反應」，並不是指知道與否，而是指
在知道變化後，如何做出相應之決策。因此，不管是貿易戰、或英國脫歐的問題，企業必須要自己多加準備，如強化知道事件的能力，
或者是引入外界智庫進行討論。

——  臺灣經濟研究院▪孫明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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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永續經營暨氣候變遷風險

永續經營暨氣候變遷風險涵蓋氣候變遷與環境、經濟、社會（如勞
動、客戶權益等）等面向，而氣候變遷更被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
《2020 全球風險報告》（The Global Risks Report 2019）評估為
發生可能性及衝擊程度最高的風險。企業營運時，除傳統僅注重財
務風險的思維外，亦須將社會和環境影響納入考量，藉由各層面的
協調運作，以達成企業及社會的永續經營目的。

2019 年底，國際組織「德國監測」（Germanwatch）於聯合國氣
候變化綱要公約（UNFCCC）第 24 次締約方會議（COP 24）發表
《2019 年全球氣候風險指數》（Global Climate Risk Index）9，
報告中指出極端氣候影響的前 10 名國家中，以中、低收入的發展
國家居多，且多為受到熱帶氣旋襲擊的影響。2017 年 9 月，颶風
瑪麗亞（Maria）先後襲擊多米尼克（排名第 3）及波多黎各（排
名第 1），分別造成多米尼克經濟損害佔 GDP 的 215.4%，以及波

多黎各近 3 千人死亡；2017 年 5 月，斯里蘭卡（排名第二）雨季
時所帶來的暴雨引發洪患與土石流，造成 200 多人死亡、6 千多人
無家可歸。而台灣雖為第 90 名，該年度極端氣候事件僅造成 3 人
死亡、經濟損失佔 GDP 的 0.019%，但其所帶來的經濟損失仍有
2.28 億美元。鑒於氣候變遷造成的嚴重威脅，企業除響應國際倡議
及被動遵循環境法規之外，更應運用產業研發能量與新興技術的應
用，並透過資料分析、實踐流程改善，發展低碳經濟，減緩氣候變
遷所帶來的衝擊，建構企業永續經營的典範。

除了氣候變遷與環境上的管制以外，亦應顧及永續議題中對於社會
相關利害關係人之要求。而企業中的重要利害關係人－勞工，也是
近年來多要求企業應妥善對待與關懷的重要對象。如何確保勞動力
的永續目標，亦為永續中常探討之議題。

  9. Global Climate Risk Index 2019, GERMENWATCH

https://www.germanwatch.org/en/16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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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體案例

(1) Nike 警 告 對 不 從 事 綠 研 發 的 廠 商 抽 單 的 訊 息 10：Nike、
Puma、Adidas 等多家廠商因此在 2011 年共同簽署，宣布預
定 10 年左右，全供應鏈要達到零排放有害化學物質。同時也
成立了成立專責機構，「有害化學物質零排放品牌聯盟」（簡
稱 ZDHC），要訂出新規範與產品檢測方式，至 2016 年時已
有 22 家品牌加入，品牌市佔率高達 7 成。Nike 表示要達到零
排放，需要新的遊戲規則，因此 ZDHC 2017 年進一步公布新的
檢測標準，以及化學品使用規範。若未跟上的企業就可能會被
排除於合格供應商外。

(2)  氣候變遷未來五年將至少造成 1 兆美元的成本損失 11：根據英
國 CDP（2019/6/4）發布的一份報告，針對 200 多家全球最大
的上市公司預測，氣候變化可能使他們總計損失近 1 兆美元，
而且將在未來五年內發生。CDP 最近分析了 215 家大型企業
的調查數據，包括蘋果和微軟、聯合利華（Unilever）、瑞銀
（UBS）、雀巢（Nestle）、中國移動、Infosys、索尼以及必
和必拓（BHP）。基於溫度較高、天氣混亂以及溫室氣體排放
的定價等因素，這些公司預計產生的額外成本將達到總額 9,700
億美元，而這些額外成本中約有一半是被認定為「幾乎可以肯
定」會產生的支出項目。

10. NIKE 永 續 部： 不 拼 綠 研 發， 台 灣 訂 單 會 被 佔 走 , 鄧 凱 元 , 天 下 雜 誌 , 
2016/09/01

11. 氣候變遷未來五年將造成至少 1 兆美元成本損失 , 國家實驗研究院 , 科技政
策研究與資訊中心 , 2019/06/06

https://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78175
https://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5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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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發展目標（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巴
黎協定、以及由「氣候相關金融揭露工作小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 TCFD）所編制關於
氣候策略與風險管理對於財務資訊的影響等指引，都是企業必
須持續的關注與跟進的方向。

而勤業眾信於 2019 年的「企業營運新思維－氣候變遷的挑
戰與機會」研討會 13 中，Deloitte 法國永續服務合夥人 Eric 
Dugelay 所提及 TCFD 發現企業對於將「氣候變遷風險識別與
調適的架構」融合進組織整體風險管理中一事，仍有需要加強
的空間；且情境分析下的策略擬定也有待加強。而 Deloitte 日
本永續服務專案協理塩瀨惠（Megumi Shiose）則提到日本政
府認為，若能積極應對環境議題的公司，將更能吸引來自全世
界的基金注入，因此目前也對外委託選出 5 － 6 家公開發行公
司，協助其進行 TCFD 情景分析和推動內部碳價審計。因此氣
候變遷風險與營運、財務間的鏈結將越來越緊密，必須加以管
控。

2. 管理上的挑戰

氣候變遷與永續經營議題，影響了每個產業的未來的營運環境與競
爭力。此議題已經不僅是企業社會責任，且是延伸於在變動環境
下是否仍能持續吸引資金挹注、創造價值的能力考量。在 Deloitte 
Asia Pacific CFO Vision 2019 的 Sustaina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12 議程中，提及了下列趨勢，需要企業投注心力思考：

(1) 在 Deloitte 對 CFO 的永續調查中，有 93% 的財務長相信永續
計畫與營運績效有直接的相關。

(2) 越 來 越 多 投 資 機 構 簽 署 全 球 責 任 投 資 原 則（Principles for 
Responsible Investment）， 其 投 資 規 模 已 經 從 2016 年 的
22.9 兆提高到 2018 年的 30.7 兆。而這些機構於從事投資時，
都 將 企 業 的 ESG（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 
Performance）表現納入評估的依據；而綠色金融，如綠色債
券也是趨勢之一。

(3) 國際規範日益增加：從早期的氣候變遷會議所制定出之公約、
永續報告／整合報告揭露規範，到 2015 年聯合國出具 17 項永

12. Deloitte Asia Pacific CFO Vision 2019 的 Sustainability and Climate 
Change, Deloitte, 2019/04/26

13. 氣候變遷時代企業營運新思維 , 勤業眾信 , 2019/04/11

https://www2.deloitte.com/tw/tc/pages/risk/articles/climate-change-busines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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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續風險要考慮的領域相當多元，因此我們一直在思考對玉山而言，到底甚麼是關鍵的事項。我們曾經從內部著手，盤點各據點用水
用電狀況，嘗試降低對資源的浪費。但銀行畢竟不是製造業，降低自身營運排碳的效果有限。因此，我們進而從本業出發，選擇對環
境影響較小或能提升再生能源使用之標的進行投資或授信，讓更多的企業參與，後續也有其他金融同業加入，發揮更大的社會影響力。

——  玉山銀行▪陳茂欽總經理

若談永續經營，不得不提氣候變遷與環保議題帶來的壓力。暖冬、二氧化碳、南北極融冰等氣候議題已成事實，縱使美國退出巴黎協
定為此投入一些變數，但肯定的是企業營運將面對各國越來越嚴苛的環保要求。未來企業的競爭力將與環保成正比。現在做好環保工
作，企業才能面對未來的挑戰。

——  中國鋼鐵▪翁朝棟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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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經營策略暨市場競爭風險

經營策略及市場競爭風險主要針對國內企業，面對外部環境變化對
企業產生之壓力，如經營環境改變或市場競爭變化等外部因素（尤
其是破壞式創新、消費習慣的變革等）所對企業產生的壓力。其中，
數位化科技與策略的採用，常是造成前述風險發生的促動因素。

傳統上對經營策略及市場競爭相關風險之定義，在於如經營環境改
變或市場競爭變化等外部因素，或領導變革、政策面改動等內部因
素。

而如今，由於數位化科技與其策略足以影響前述之內外部因素，因
此成為各產業新形態的變數。成功數位化轉型的企業，得以在大環
境改變下引領新猷，躋升為該產業的先驅或龍頭指標。此外，許多
成功完成流程再造的企業，順利擺脫了企業成長的瓶頸，大幅度的

效率提升或大金額的成本降低，使得企業營收如工業革命後的人口
勃發增長一般，呈現爆炸性的成長。

這些數位化科技策略涵蓋幾乎所有企業治理的面向，從生產作業、
行銷、人資、研發、到財務等，皆以不同程度地方式進行數位化的
轉型。而新冠疫情的發生，促進線上經濟與遠距工作，更是重大推
力。然而，此類型之科技策略並非千篇一律地憑藉同一種模板就可
以得出答案；相反地，這些策略必須貼近企業的營運以及價值觀，
配合適當的方法論對症下藥，接地氣地優化策略將使企業發展平步
青雲，而誤信偏方則可能僵化企業，徒然耗費大量成本而無顯著效
益。在這個「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時代，企業組織紛紛開始採
用數位化轉型。智慧化地調整經營策略及面對數位化革命下的市場
競爭挑戰，是現今業界普遍存在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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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體案例

(1) 伊士曼柯達公司的殞落：柯達為傳統沖洗式底片的領先者與技
術壟斷者。但隨著 90 年代網際網路和個人電腦的普及，消費
者開始購買數位相機。而對柯達而言，數位技術缺乏壟斷性，
因此柯達首席執行長安東尼奧 ‧ 佩雷斯（Antonio Perez）曾
於 2006 年稱數位相機是「蹩腳的生意」。柯達曾努力透過數
位相機領域的拓展，去彌補沖洗式底片的營收。只是兩者原先
就存在著技術上的鴻溝，且柯達採取於各外部據點提供沖洗相
片的策略，仍類似沖洗式底片的思維，未能符合市場的需要，
最終於 2013 年 8 月 20 日宣布破產。14

(2)  奇異公司（GE）的數位轉型未能成功：GE 從 2013 年開始，決
定要讓自己成為以軟體獲利的公司。因此其開始發展 Predix 平
台（工業用設備的數據分析軟體平台），並於 2015 年成立了
GE Digital 部門，聘僱約 1,500 名員工進行發展。而根據 Inc.
的報導，其擘劃的藍圖與現實運作有顯著落差，包含營收仍多
數由內部產生（非外部客戶）、每季必須承諾營收的策略，導
致僅著重於短期專案，且多頭馬車服務多數業務單位，因此無
法產生破壞性的創新。15

14. Why Kodak Died and Fujifilm Thrived： A Tale of Two Film Companies, 
OLIVER KMIA, PetaPixel, 2018.10.19

15. Why GE Digital Failed, Alex Moazed, Applico Founder and CEO, Inc., 
2018.01.08

https://petapixel.com/2018/10/19/why-kodak-died-and-fujifilm-thrived-a-tale-of-two-film-companies/
https://www.inc.com/alex-moazed/why-ge-digital-didnt-make-it-bi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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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上的挑戰

經營策略與市場競爭風險，很多企業主都思考透過數位轉型的方
式，讓企業能夠在數位經濟時代中持續獲利。但如何降低數位轉型
失敗的風險？ David Schatsky and Ragu Gurumurthy 在 Deloitte 
Review 雜誌的 Pivoting to digital maturity16 文章內，提供了以下
七個提高數位成熟度的線索：

(1) 彈性、安全的基礎架構：實施已考慮安全性及隱私之技術架構，
且可依據業務需求靈活擴充容量。

(2) 掌握數據：透過取用孤立且未充分利用的數據整合並嵌入至產
品、服務及營運活動中，汲取資料價值並使其貨幣化，進而提
升效率、增長營收並提高客戶參與度。

(3) 精通數位化、開放人才網路：重新調整訓練計畫，以專注於數
位能力為目標，並透過彈性、短期的人才模型規化團隊。如此
才能基於需求，快速取得必要技能，並且能夠基於業務需求，
活化組織的工作能力。

(4) 生態系統的互動：與外部商業夥伴，如研發型單位、技術育成
單位或新創公司共同協作，以取得技術、智慧財產、人等資源
為目標，藉以增加組織成長與創新的能力。

(5) 智能工作流：實施並持續監控與校準流程，讓人員與技術能力
能夠持續地產出正向的成果與高價值的目標邁進，並且讓人力
資源能有效率地釋出，用以從事更高價值的活動。

(6) 統整客戶體驗：對客戶建立 360 度的全方位理解，並向全公司
分享，以使客戶在數位與實體互動上皆有流暢、一致、且愉快
體驗。

(7) 營運模式的適應能力：透過優化產品以適應不斷變化的市場情
況，達成收入成長與盈利能力的增強，並能夠持續規劃及掌握
企業的業務及營收的變化。

16. Pivoting to digital maturity, David Schatsky and Ragu Gurumurthy, 
Deloitte Review 25, 20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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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型風險是營運重要挑戰，因此從低毛利往高附加價值、從硬體往軟體推進、並建立策略聯盟與聯合艦隊，是我們的重點。對於風險
管理，我認為，心態應是「風險一定會發生」，隨時備有三道錦囊。勿恃敵之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正是這個道理。

——  佳世達科技▪陳其宏董事長

大聯大在 2015 年營收達 162 億美金，正式成為全球第一大半導體零組件通路商。但同時，我們也想要找出想找出下一個十年維持第
一的解答。我們於 2015 年就啟動數位轉型計畫，並專注客戶的需求發展服務。並透過利他主義，解決客戶痛點，打造共贏生態系。

——  大聯大控股▪葉福海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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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法令遵循風險

法令遵循主要係針對企業面對全球法律風險的管理，應有一套政策
及程序來確保組織遵循相關的法律、命令及行政解釋，若未能確實
遵循相關法律所生的風險可能包括財務上的損失、行政處罰、負責
人刑事責任或商譽上的損失等。

因應社會變遷及全球趨勢，各國不斷更新或制定新的法律或規定。
對於企業而言，即時回應法令遵循仍為最大之挑戰。因此，對企業
者最為重要的課題為：（1）及時辨識出相關法律、法規、及相關
規定，（2）提早研擬法令遵循之因應措施，以防遭受主管機關裁
罰。

過去所謂法令遵循風險，多數僅聚焦在高度監管的金融業與生技醫
療產業，然而現在情況已經出現了改變，越來越多的違法違規事件
被揭露，也引起了非金融業的企業開始自我檢視，是否有足夠的意
識與能力來管理法令遵循上的風險。以國內的現況觀之，繼金融業
後，傳統與高科技製造企業，為對法令遵循風險開始關注的主要群
體。驅動此狀況的轉變除了來自於產業的負面事件外，更多是來自
於全球接單、台灣製造，而需因應國際型客戶要求的營運模式與國
外政府所訂定的域外管轄法令。

1. 具體案例

(1) 歐盟金融業反洗錢制度出現漏洞，多數銀行涉入受調查：包含
丹麥最大銀行丹斯克銀行（Danske Bank）的愛沙尼亞分行可
能被利用來洗錢，規模高達數十億歐元；荷蘭銀行業巨擘荷蘭
國際集團（ING Group）9 月也爆發未能檢查出客戶可能從事
洗錢活動的醜聞；美國當局指控拉脫維亞第 3 大銀行 ABLV 涉
及大規模洗錢，這些交易和北韓的核武發展計畫有關 17。

(2) 臉 書（Facebook） 因 隱 私 問 題 遭 受 美 國 政 府 重 罰： 臉 書 於
2019 年 7 月 24 日受美國政府重罰 50 億美元（新台幣 1560 億
元），並要求對臉書的商業決策密切監管，包括祖克柏（Mark 
Zuckerberg）等一級主管的作為、新產品與新服務的推出。臉
書必須在董事會內部建立一個獨立委員會，專責隱私權事務。
董事會還要任命法遵官員（compliance officers），監管臉書
的用戶資料處理。祖克柏與相關主管每季要向 FTC 報到一次，
確認臉書依規定行事，否則可能產生民事或刑事官司 18。

17.  歐盟反洗錢破功協調層面漏洞是主因，中央社，2018.09.30
18.  欺騙 22 億用戶、侵犯隱私權！臉書遭美國政府重罰 1560 億元、監管 20 年，

閻紀宇，風傳媒，2019.0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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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Compliance modernization is no longer optional-How evolved is your 
approach? Deloitte CENTER for REGULATORY STRATEGY Americas, 2017.

2. 管理上的挑戰

除特定行業受監管要求以外，國內企業的法令遵循多數仍採取偏向
「防禦」或「被動」的方式，並存在以下的狀況：

(1) 法令散落於各部門且依其能力處理，僅為單點而未整合的考慮。

(2) 各業務依據不同的方式處理遵循議題。

(3) 縱使遵循計畫已有規範，但缺乏積極或協調性的行動。

(4) 對於遵循的聲明與落地的作為仍存有差異。

(5) 流程全採人工處理，且遵循性的相關測試極為有限，缺乏資訊
科技的協助。

前述企業的首要任務，是為法令遵循風險打造基礎管理架構，確立
職責與流程相關的要求。而受監管要求或制度較為先進的企業，則
可能漸漸面對組織對於法遵究竟僅是當作「必要之惡」，或者能否
轉型為「業務夥伴」上的挑戰。因此，Deloitte 於 2017 年，提出
了 Compliance Modernization19 的觀念，認為企業的法令遵循風
險管理應該要從「價值保護」轉向「價值創造」。除了法遵政策、
流程與組織的基礎外，應該透過資訊分析、整合與策略化，提升法
令遵循的現代化與價值創造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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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事法遵工作時，我認為心裡應存有一個天平：一端是作為 Business Partner、而另一端則是擔任 Independent Guardian。法遵人
員應該致力於天平上取得平衡。畢竟銀行開門做生意，就是風險的開始，不能純粹全部 Say No 解決事情，而是思考幫助業務單位拓
展業務，在法規規定不明確時，應該如何突破；同時也要考慮如何消彌或減少風險，降低意外（No Surprise），如此才能真正彰顯
法遵人員的價值。

——  星展銀行▪黃燕枝法遵長

在打造法令遵循環境上，人才培育與公私協力很重要；而內部環境上，雖然法遵的執行僅要落入 KPI 評核標準的一環，應該就要有效
用。但在實務上，法遵於 KPI 所佔之比重，是否足以讓員工認真看待法遵工作這件事？以及，公司高層是否會確實以法遵執行成效，
作為獎懲之依據？

——  開發金控▪詹德恩法遵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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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資訊安全暨網路攻擊風險

駭客經濟旺盛，網路攻擊頻繁且企業營運環境面對數位化，在數位
科技產生的弱點遽增。由於員工、供應商不安全的行為，或者是外
部的資訊攻擊、資料與營業祕密外洩，甚或是資訊的錯誤，都會造
成營運上的重大影響。

任何經由非經授權而試圖進入他人電腦網路的行為，使得系統或其
應用資料的保密性、完整性、可用性、存取控制和監測機制等面臨
威脅的風險，即可視為資訊安全暨網路攻擊風險。目前全球資訊安
全攻擊事件層出不窮，國際駭客組織透過專業分工，形成巨大的

「網路犯罪地下經濟」惡勢力，時至今日，資訊安全攻防已是不對
稱戰力的競爭，單一企業愈來愈難以對抗有組織且專業分工的駭客
集團。

以企業規模來說，大型企業受到網路攻擊的機率，比中小企業高得
多，這是因為一旦攻擊成功，攻擊大型企業所能的到的利益，比中
小企業多得太多，隨著網路攻擊手法層出不窮，資訊安全維護成本
也越來越高，而若未即時反應，可能還會面臨商譽、業務中斷等等
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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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具體案例

(1) 日本 7pay 因駭客盜用導致全面停用：日本超商龍頭 7-11 於
2019 年 7 月 正 式 推 出「7pay」 電 子 支 付， 上 線 後 已 有 超 過
150 萬用戶；就在這個日本超商新時代序幕的隔日，7pay 陸續
傳出帳戶遭盜用的災情。7 月 4 日官方證實，安全系統被外部
入侵，受害者約有 900 人、盜用金額超過 5,500 萬日圓（約新
台幣 1,600 萬）。7pay 官方隨即停用儲值功能以避免災情擴大
20。資訊安全風暴後一個月後，8 月 1 日 7pay 官方召開謝罪記
者會，表示短期內無力改善的情況之下，宣告 7pay 將在同一
年度 9 月底正式停用，所有盜刷損失都將由公司補償 21。

(2) 日 本 鏡 片 生 產 商 HOYA 公 司 於 泰 國 之 工 廠 遭 受 惡 意 程 式
（Malware）攻擊，影響部分生產線約莫三天 22：該工廠於
2019 年 2 月遭受惡意程式攻擊，約莫 100 台電腦被可盜取使
用者帳號及密碼的病毒所感染。公司聲稱病毒來源應該是因某
電腦被違規使用於比特幣的挖礦作業而導致。由於控制網路的
伺服器受感染而造成反應滯遲，因此工人無法使用軟體管理訂
單以及生產作業，導致產量降低至正常生產水準的 40%。而透
過連結至該工廠網路的日本地區電腦，亦同時被感染導致中斷
了開立發票作業的功能。

20.  日本 7-11 的資訊安全風暴：超商電子支付「7pay」盜用風波 , 轉角 24 小時 ,
聯合新聞網－轉角國際 ,2019.07.05

21. 修不好「7pay」只能放棄：日本 7-11 的電子支付大潰敗 , 轉角 24 小時 , 聯
合新聞網－轉角國際 ,2019.08.01

22.  Hoya hit by cyberattack in February, disrupting Thai factory operations, 
Kyodo, the japan times, 2019.04.06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3911089
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2/3964296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19/04/06/business/corporate-business/hoya-hit-cyberattack-february-disrupting-thai-factory-operations/#.XZxVkEYzb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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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上的挑戰

如同 Deloitte Global 於 2019 年對於現行數位化環境所下的最佳註
解：「Cyber everywhere.  Go anywhere」。第四代工業革命讓全
球連網，也讓資訊安全暨網路攻擊的議題成為不可忽視的問題。但
其背後涉及的複雜技術，卻造成其危害不易被企業主所理解。

然而，資訊安全風險管理仍高度仰賴企業主的重視與投資。以下
是 Deloitte 在「Assessing cyber risk：Critical questions for the 
board and the C-suite23」提出的十大問題，可作為企業對於資訊
安全風險管理的自我檢視：

(1) 我們對於資訊安全風險，是否展現了盡責、擁有（Ownership）
以及有效管理？

(2) 在資訊安全風險上，我們是否有正確的領導者與組織人才？

(3) 我們是否建立了適當的資訊安全風險通報架構，且其涵蓋我們
的風險胃納以及報告門檻？

(4) 我們是否注重且投資在正確的事情上？若此，則我們如何評估
與衡量決策的結果？

(5) 我們的資訊安全計畫與能力是否與產業標準以及同業一致？

(6) 我們是否於全組織存有以資訊安全為重（cyber-focused）的心
態以及資訊安全認知文化？

(7) 對於第三方產生的資訊安全風險，我們採取了什麼加以保護？

(8) 當資訊安全事件發生時，我們是否能迅速的控制損害與調動事
件回應的資源？

(9) 我們如何評估組織資訊安全風險計畫的有效性？

(10) 在組織所存在的高度相連（highly connected）生態系中，我
們是否為一個強健且安全的節點？

23.  Assessing cyber risk：Critical questions for the board and the C-suite, 
Deloitte, 2017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global/Documents/Risk/gx-ra-assessing-cyber-risk.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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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人們是用筆記本在抄筆記；現今，工程師用 Evernote 記錄工作與同步上傳。十年前建構出的資訊安全基礎防護，在十年後
是否還能適用？對於公司而言，應該要思考如何在控制項、資訊安全保護與技術保護的領域裡面，進行 Change。公司不可能一直
Turn on Log，但卻沒有回頭去看哪些 Log 已經 Out of Date。

——  聯發科技▪劉錫麟稽核長

Fintech 發展快速，導入許多新的科技運用。為了讓企業更有競爭力，一般企業會採用敏捷式開發等方式，提升服務的速度。在追求
速度的同時，如何做好「安全性」，對企業將會是非常大的挑戰。所以我們常常會告訴資訊安全同仁：「公司找我們來做資訊安全，
不是找我們來阻礙業務發展，而是要協助推動業務發展，成為企業的助力」。

——  富邦金控▪蘇清偉資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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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商譽風險

商譽是企業的利害關係人對其品牌的知覺與信任，它會因企業的商
業決策或行為表現而受到影響 24。根據 AON 在 2019 年發布的風
險管理調查報告 25，商譽風險也被列為企業最需要被持續關注的風
險議題，採取必要的管理措施已是刻不容緩 26。

然而要能找出有效管理商譽風險的作法，得先了解商譽的本質。當
利害關係人改變了對企業的認知或看法，其行為也會隨之轉變，例
如：停止購買企業的產品、發表不滿言論、提出告訴或是採取抵制
行動。此時企業即會開始遭受影響及損失，包括：品牌價值減損、
市場價值減損、銷售額滑落、市佔率下滑、股價下滑 ... 等，同時
得付出巨額成本及代價進行因應及復原。由上述可知商譽風險是因
為利害關係人對企業知覺或信任改變所引起的，它是關於企業營運
的負面資訊或消息，會對企業的經營與價值造成衝擊。

因此商譽風險有二大特點，一是商譽風險是由其他事件驅動而成，
這些事件可能來自企業內、外部，例如：員工或高階主管的不當行
為、產品品質、工作環境安全議題、道德操守與法規遵循及外部攻
擊或內部資料竊取等。企業必須先妥善預防並處理底層引發商譽損
害的事件，才能有效地控制整體商譽風險。二是商譽風險的形成與
訊息傳播速度有關，隨著行動通訊及社群平台的興起，不利於企業
商譽的負面訊息會快速地在各媒體、平台流通，企業察覺及反應的
時間相當有限，只要五分鐘即可對企業商譽造成相當大的傷害。企
業已不能再像過往一樣，等商譽風險出現後，再開始進行因應。開
始主動採取因應措施，降低商譽風險形成的可能性，並持續關注可
能不利於企業商譽的訊息，以有效處理商譽風險，及減低其對企業
可能造成的影響與損失。

24. Deloitte Risk Advisory, Reputation matters： Developing reputational 
resilience ahead of your crisis, June 2016

25.  AON, Global Risk Management Survey 2019
26. Reputation Risk As a Board Concern, by Henry Ristuccia and Michael 

Rossen, The Corporate Board Jan/F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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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Volkswagen Case Study： Responding To Reputational Damage, 
Corporate Affairs Insights, 2015.10.13

28. VW unit Porsche to pay 535 million euro fine over diesel cheating, 
Reuters, 2019.05.07

1. 具體案例

(1) 日本 PIZZA-LA 員工行為不當事件：2013 年 8 月，2 位 PIZZA-
LA 東大和店的計時制員工，拍下一系列在廚房惡搞的照片，並
將照片上傳至個人部落格。而照片經由推特瘋狂轉傳，網路上
出現譴責的輿論。顧客打電話至 PIZZA-LA 及母公司 Wonder
抗議，要求退費，雖然公司立即開除了員工以及銷毀食材，並
重新消毒廚房器具。但因失去消費者信任，因此 2015 年關閉
東大和店。2016 年 Wonder 宣告破產，其公告破產之原因，
即為因前述事件而造成營收下滑。

(2)  Volkswagen 柴油機數據造假：汽車設計必須滿足一系列氣體
排放要求，以確保不會對環境造成損害。但該公司之柴油機
測試數據，卻是在犧牲其他性能指標的情況下，才展現出顯
著降低排放的性能。在事件揭露的當時，很多人都提及要求
退款。而 Volkswagen 深知其對聲譽之危害，因此迅速承認錯
誤且願意為消費者改正 27。不過該事件仍對公司造成一定程度
的經濟危害，在 2019 年 5 月，德國檢察官對於該公司所屬之
Porsche 處以 5.35 億歐元的罰款，作為對監管職責失誤的懲
罰 28。

https://www.saltshein.com.au/corporate-affairs-insights/volkswagen-case-study-responding-to-reputational-damage-2/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volkswagen-emissions-porsche/volkswagen-unit-porsche-to-pay-535-million-euro-fine-over-diesel-cheating-idUSKCN1SD1BA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volkswagen-emissions-porsche/volkswagen-unit-porsche-to-pay-535-million-euro-fine-over-diesel-cheating-idUSKCN1SD1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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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管理上的挑戰

在訊息快速傳播且競爭激烈的時代，商譽風險的管理相當倚賴企業
的主動出擊。Deloitte 的品牌與商譽風險負責人 Keri Calagna，於
Wall Street Journal 上提出了以下看法 ：

(1) 品牌與商譽風險相當複雜、難以衡量以及預測，但這卻經常是
策略與營運決策所造成的結果，且由組織無法掌控的外部因素
影響。管理階層應該於做出策略與營運決策時，時時保有對品
牌與商譽影響的考慮。

(2) 時機（Timing）仍然是商譽風險管理的重要痛點。

(3) 若透過已建立的復原力（Resilience）加上利害相關人對於前述
機制的投入，危機其實可以做為展現企業核心信念以及價值觀
的機會。

(4) 沒有單一個人擁有整個組織的品牌與商譽，而且這並非公關與
行銷上的議題。因此，透過一個全面性的計畫，包含能夠連結
企業溝通、行銷、品牌、策略、風險以及危機管理等能力的委
員會，會是必要的做法。

(5) 商譽與文化間有強大的連結。組織文化會是處理商譽議題的重
要起點。具備風險意識的文化，能夠早期偵測問題。

(6) 企業的商譽是由其員工的行為與聲音而具體化的。因此員工是
商譽風險防禦的上第一道防線。只是員工必須妥善訓練，才有
可能清楚企業提供的機制、資源與協助。

(7) 商譽風險偵測的科技可以幫助企業即早發覺相關風險。只是若
要使其有效，必須仰賴將其與人類智能結合，以過濾掉噪音並
產生可行的見解。除此之外，讓科技連動整體風險治理結構，
以使企業能夠領先可能破壞策略、業務或品牌等相關問題。

29.  How to Protect Your Brand and Reputation, Keri Calagna,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2016.10.17

https://deloitte.wsj.com/cmo/2016/10/17/how-to-protect-your-brand-and-repu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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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是日常就應致力經營的事情。理解企業設定的價值，不要違背自我的承諾。而碰到問題時，仍應本著企業價值出發，而且對外
溝通時，更是必須句句真實，唯一能夠調整的是表達的形式。

——  中華電信▪林文智副總經理、沈馥馥協理

而現今社群網路發達，人們不再只是被動地接受傳統媒體上之資訊，也可以主動使用媒體傳遞資訊，豐富了訊息的內容與互動性。簡
言之，在數位化的社會下，人人都是媒體，不僅增加了發聲管道的多樣性，也提升了訊息傳遞的速度，但也使企業需要投入更多資源，
面對突如其來的挑戰與質疑。

——  信義集團▪周莊雲策略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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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關鍵風險，國內企業最關心什麼？】

以本研究提出的關鍵六大風險類別中，高達八成五以上的企業
管理階層認為「政治經濟風險」是其營運上最擔憂、最具不確
定性的議題。其餘則為「永續經營暨氣候變遷風險」、「經營
策略暨市場競爭風險」、「法令遵循風險」、「資訊安全暨網
路攻擊」與「商譽風險」。

上述每項風險，都有真實的事件發生，但為何政治經濟風險之
關注一枝獨秀，而同樣曾經造成企業困擾的資訊安全暨網路攻
擊風險、商譽風險卻敬陪末座呢？或許有幾種情況可以被考
慮：

1. 排名為前的風險，通常是已發生在眼前的問題，因此感受顯
著；而排名為後的風險，則可能是否受機率影響，所以感受
不顯著？

2. 某些風險其影響程度難以被理解，因此不容易成為被擔憂的
對象？

3. 外部變動相關的風險難以被控制，而內部可以著力的風險因
已經妥善受控，因此讓企業管理階層無感？

4. 該類風險缺乏主責主管，或者因未進入高階管理階層的議
題，導致無人提醒衝擊，而較不易被注意？若平時負責較不
易被關注類型風險的主管，如何能夠協助說服企業做出有效
的投資？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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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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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

17.0%

3.0%

0.5%

1.0%

政治經濟風險

永續經營暨氣候變遷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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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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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企業未來營運上擔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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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革新的夥伴－
新興科技



34

0%

46.9%

38.8%

25.2%

23.7%

23.2%

11.9%

0.5%

14.3%

數據分析

流程自動化

雲端技術

人工智慧

物聯網技術

區塊鏈技術

尚無相關規劃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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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投資科技用於風險管理意願

一、企業期待資訊科技作為風險管理的助力

從全球的趨勢觀察，”Going Digital”已經成為顯學。多
數企業都嘗試引入各類數位科技，於目前數位經濟為重的
時代，建立其生存或再創巔峰的新形態商業模式，而風險
管理亦如是。各類的 RiskTech（風險科技）推陳出新。風
險管理不再只是職責區隔與流程控制，而是運用更多新興
科技去積極性的預防、偵測、回應。

目前國內企業是否開始運用新興科技創造出最具有價值的
結果，幫助企業做出決策呢？在投入新興科技用於風險管
理方面，本次調查之受訪企業最有意願的項目 :

▪數據分析（46.9%）

▪流程自動化（38.8%）

▪雲端技術（25.2%）

其中，目前「尚無相關規劃」的企業亦佔了 14.3%（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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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期望科技提升風險管理的效益

若從資訊科技導入後所達到的預期效益來看，國內企業
期望科技能提升的風險管理活動成效：

▪提供對營運或重要交易相關的風險決策資訊（27.5%）

▪增加預先辨識風險的效率（21.2%）

▪提高偵測風險發生的能力（18.5%）

等為前三大所在意的項目，以提升企業發現不確定性之
能力（如圖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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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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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相關人力

未考慮技術運用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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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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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投資科技於風險管理的疑慮

然而，企業對於投資科技在風險管理上，還存有一些疑
慮以及挑戰，根據統計結果顯示，超過六成企業對引入
新興科技於風險管理上所得到的效益是否大於成本感到
疑慮，四成企業表示內部缺乏相關能力，三成企業則表
示現有環境難以引入相關技術（如圖 8）。

在前述的調查中，可觀察到企業冀望數位科技能夠協助
他們強化風險管理、提供風險決策的能力。但同時卻又
面對了成本效益、人力缺乏的問題。但無論如何，在應
用這些新興科技時，必須先對相關科技的本質有所了
解。以下將針對各類常見的新興科技，做簡短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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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常見的新興科技介紹

近年來較為新興且廣泛運用的資訊科技，其發展核心大多都從
「 資 料 」（Data） 而 生。 企 業 持 續 運 用 資 料 產 出 的「 資 訊 」
（Information），用以輔助決策。圖 9 為闡述資料與資訊關聯
性 上 相 當 知 名 的 DIKW（Data-to-Information-to-Knowledge-to-
Wisdom Model）模型。

DECISIONS
Change, movement

FUTURE WHAT ACTION?
Reveals direction
WHAT IS BEST?
Reveals principles

An
al

yt
ic

s

PAST
WHY?
Reveals patterns

WHAT?
Reveals relationships

Given purpose,
becomes

Given insight,
becomes

Given meaning,
becomes

Given context,
becomes

WISDOM
Understanding, intergrated,

actionable

KNOWLEDGE
Contextual, synthesized

INFORMATION
Useful, organized, structured

DATA
Signals, know-nothing

圖 9.DIKW 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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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科技發展與取得成本降低所賜，人類持續累積大量
資料，自 1940 年代即有「資訊爆炸」的名詞出現。
後至千禧年網際網路（Internet）興起，「資訊」取
得更為便捷，數據累積速度更呈現指數型的成長 30。
至今，人們仍在持續累積數據，提升分析與轉化資訊
的速度，且同時著重強化數據取得的來源多元性、可
交換性、安全性等。這些與資料相應的新興科技，
主 要 包 含： 人 工 智 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物 聯 網（Internet of Things）、 雲 端 運 算（Cloud 
Computing） 以 及 區 塊 鏈（Blockchain） 等， 如 圖
10。

Dat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Intelligence

Cloud
Computing

Internet of
ThingsCollection

Analysis

Security

Integration

圖 10. 以資料為核心驅動的新興科技
30.  A Very Short Story of Big Data, Forb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gilpress/2013/05/09/
a-very-short-history-of-big-data/2/#3b46564e4343

http://https：//www.forbes.com/sites/gilpress/2013/05/09/a-very-short-history-of-big-data/2/#3b46564e4343
http://https：//www.forbes.com/sites/gilpress/2013/05/09/a-very-short-history-of-big-data/2/#3b46564e4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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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1. 人工智慧簡介

人工智慧可以廣義地理解為利用電腦取代原本需要人的智慧來處理
的工作。對於人工智慧的定義以及其相關的學門理論雖說是百家爭
鳴，但唯一的共識就是，以今天的人工智慧發展觀之，透過取得大
量的數據以及強大的運算能力，電腦已經可以將部分的工作做得比
人類又快又好。人工智慧的範疇可以從最簡單的透過軟體機器人將
重複且繁瑣的工作自動化，到最終的擁有自主的智慧且可以持續進
化如下圖 16。

▪ 機器人流程自動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利用軟
體機器人錄製現有人工操作，如：至固定來源蒐集資料、處理
交易、整理資料等可以將步驟規則化的流程。

▪ 智動化（Intelligent Automation）：相較於單純自動化，智動
化加入了些許判斷能力，可處理任意形式的資料輸出輸入、從
非結構化資料中識別出模式、模仿人類進行一些簡易的判斷並
加入基礎的學習能力。

▪ 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加入類似人類才有的判斷
能力，包含了自然語言的處理與判斷、從非結構化資料中歸納
出資訊、提出假設，最後是強大的自我學習與不斷進步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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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廣義人工智慧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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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人工智慧的應用與影響

由於演算法的突破、資訊設備與網路效能的大幅提升以及數據爆炸
式的累積，讓人工智慧的進入門檻降低，在一系列數位轉型的浪潮
下，各種轉變正不斷顛覆營運模式開啟新的可能性，人工智慧驅動
型企業已經成為最新趨勢。

流程機器人自動化僅僅是第一步，如何逐步的為這些自動加上一些
「智慧」輔助判斷，將是企業接下來期待的第二步。根據 Deloitte 
Tech Trend 201931 的統計顯示，2019 年開始約有 70% 以上的企
業透過雲服務人工智慧功能取得能量，65% 的企業更將透過雲端
平台的使用建立自己的人工智慧應用系統。而一些領先的企業已開
始將人工智慧作為企業的戰略，除了優先考慮創新型應用外，更將
人工智慧拓展至企業營運的各方面，並要求高階主管參與在相關建
置計畫中，根據該研究的統計結果顯示，90% 的企業已經制定了
人工智慧策略。並且將技術應用轉向更大的人工智慧系統，其中包
含：

▪ 雲原生類型：鑑於人工智慧的需求，人工智慧即服務（AI-as-a-
Service）的平台將成為未來趨勢，已經可以看見 AWS、微軟、
Google、阿里巴巴、百度等公司，開始大量開發基於雲的人工
智慧解決方案，提供企業透過雲端軟體取得人工智慧運算能量
或相關應用程式等。

▪ 開放演算法類型：認知到人工智慧商機的企業，並非都是財力
雄厚的大企業，許多擁有特殊技術或商業模式的小型企業，針
對特定的商業需求與應用場景開發小而美的人工智慧解決方案，
透過 API 的方式提供服務。

31. Deloitte Tech Trend 2019,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tech-trends.html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tech-tren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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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  AI transformation playbook,
        https://landing.ai/ai-transformation-playbook/

企業推動人工智慧轉型的建議

人工智慧當紅，各大公司都想跨界學習 AI 技術，然而卻
總因為資金缺乏、人才不足，甚至是完全不知道從何下手
而在 AI 的大門前卻步。曾在 Google Brain 和百度任職的
吳 恩 達 發 布 了《 人 工 智 慧 轉 型 指 南（AI Transformation 
Playbook）》32，為企業的 AI 轉型提供了很好的建議：

1. 執行試點計畫從而獲得動力：首先對於企業來說，應該要
先挑選適當且能創造商業價值的試點計畫，選擇能在短時
間完成並看到成效的計畫，除了瞭解推動過程中的重點
外，更可以透過成功的案例幫助內部瞭解 AI 的效益、熟
悉 AI 思維、增加內部信心外，更可說服各部門支持與參
與。

2. 建立公司內部的 AI 團隊：儘管許多企業選擇擁有豐富知
識的 AI 團隊協助開發，但對於企業而言，擁有瞭解內部
公司文化與需求的團隊，將能帶來更大的幫助。該團隊能
協助公司整體的轉型。

3. 對員工進行 AI 技能培訓：由於企業紛紛進行 AI 轉型，因
此相關人才非常缺乏，再加上許多平台提供了很好的 AI
進修管道，因此企業應有效地加以利用，以培養內部的 AI
團隊。

4. 制定人工智慧戰略：制定戰略時，企業應思考透過 AI 創
建專屬自己產業的特殊優勢，利用其與對手拉大之間的差
異化。

5. 在公司內部和外部建立良好的溝通渠道：因為 AI 影響範
圍非常大，內部或外部的利害關係團體都將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響，良好的溝通將使 AI 轉型運作順暢。應溝通的利
害關係團體包含投資者、政府與主管機關、客戶、員工、
內部各單位等。

企業在進行 AI 轉型時，除上述幾項重點外，建議公司的管
理階層可預期在 1 年內看到初步成效，然真正公司轉型計畫
則需 2-3 年的時間。

https://landing.ai/ai-transformation-play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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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區塊鏈（Blockchain）
1. 區塊鏈簡介

區塊鏈技術實在可以說是近來曝光度最高的科技議題之一，對區塊
鏈的認識，普羅大眾都可以談上一兩句自己對於虛擬貨幣如比特幣
交易市場大熱的觀點，也知道區塊鏈是支撐虛擬貨幣的底層科技，
然而其真正的內涵並不見得廣為人知。淺白地來說，區塊鏈就是一
種利用數學演算法與密碼學應用將數位「資料」加密記錄的方式，
其組成要靠許多電腦作為節點（nodes），每個節點間都有一個相
同版本的存簿，每個存簿都會紀錄每次資料改變時的內容，即所謂
分散式帳本，也可以理解成一個大型的數位資料庫。

區塊鏈最主要的核心概念為：

▪ 分散 / 去中心化：在大多數傳統的交易支付系統中，交易過程不
僅會存在交易雙方，同時還需要依賴于協力廠商仲介機構（例
如，銀行、信用卡公司或支付方式提供商）。然而，在使用區

塊鏈技術時，情況卻完全不同，每個參與的節點都擁有紀錄，
不用透過中心的管理機構。

▪ 不可竄改 / 不可逆：區塊之間經密碼學保護，若竄改其一區塊，
之後的每個區塊皆須一併竄改，即使竄改一個區塊也需要相當
大的計算能力，更遑論要重新計算之後所有的區塊。

▪ 共識 / 共享：算力即證明，最早計算出當前區塊並發布給其他節
點作驗證，則加入區塊鏈儲存，此方法充滿隨機性，避免區塊
鏈被單一團體掌控或攻擊。

目前的區塊鏈細分為兩種主要形式存在：公有鏈和私有鏈。公有鏈
的代表就是加密貨幣，需要較大的運算能力建立共識機制、具高可
用性，屬於所有人皆可參與。而私有鏈是寫入、讀取、公布資料的
權限掌握在特定組織手裡，彼此知道真實身分並共同維護一個區塊
鏈。因某些相同利益而結合的團體，透過結盟建立共識機制，形成
擴大的私有鏈，也稱為聯盟鏈，屬廣義的私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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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塊鏈的應用與影響

區塊鏈技術的問世受到許多人的關注，甚至有人說區塊鏈將改變世
界，主要因為以下特點：

▪ 透明度與信任：所有區塊鏈上的參與者可以看到鏈上的資料，
增加透明度以及提高可用性，再加上已被記錄到鏈上的交易不
可被篡改，因此增加了使用者對其之信任。

▪ 可追溯與審計性：因為已經放到鏈上的交易不會被篡改，可以

隨時查閱過去的某一筆交易紀錄，也因此相關交易資料都是確
實可驗證的。

區塊鏈的特性如共識 / 共享、不可竄改等，可以確保「資料」的安
全性，所以在很多不同的領域被拿來強化所謂「信任基礎」。由於
區塊鏈技術逐漸扮演新興的商業經濟模式下的「信任」來源，而「信
任」的用途存在於三種不同的層次（如圖 12），分別為紀錄保存、
價值移轉與智慧合約的應用。

區塊鏈系統的應用的演變

每個應用
都是更複
雜應用的
基礎結構

複雜程度

區塊鏈技術應用發展

Smart contacts(智能合約)
˙當滿足一組預先設定的條件時，即以程式協議

的內容執行交易

˙電子支票 / 借據
˙自動化的金融工具
˙參數化的保險合約
˙自動化證券交易

範例

技術的
衍生應用

吸引目光
的應用

技術最根本
的價值

價值的轉移
˙允許低成本、近乎即時的轉移價值，且無需中介
˙可進行資產的轉移，不只侷限於“錢”

記錄保存
˙進行記錄保存，紀錄不可變，且不依賴可信任的第三方
˙通過自動化提高記錄保存的效率

˙有形資產的所有權數位憑證
˙數位資產的交易驗證
˙財務帳戶

˙國內和國際匯款
˙支付的結算
˙證券的清算和結算
˙低流動性資產的交換

圖 12. 區塊鏈創造的「信任」運用於三個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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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紀錄保存

如 前 所 述， 區 塊 鏈 是 一 個 透 過 分 散 式 帳 本 技 術（Distributed 
Ledger Technology）所建立按時間順序不斷記錄的記帳系統，由
於存在鏈上的資訊不可竄改且毋須依賴可信賴的第三方的特性，故
紀錄保存是一切應用發展的基礎。例如：食品溯源管理將食品生產
履歷等資訊記錄於區塊鏈上以確保食品安全；此外，勤業眾信開發
的證物監管平台，將證據移轉的監管鏈（Chain of custody）資訊
記錄於區塊鏈上，以確保資訊的完整性。

(2) 價值移轉

透過可信賴的紀錄保存方式，區塊鏈可將實體世界的資產和權益進
行可被驗證的數位化，並透過區塊鏈進行登記發行、轉讓交易、清
算交割等應用，因此允許低成本、近乎即時的轉移價值，且毋需中
介機構，故此類應用亦有許多案例包含支付結算、低流動性資產的
交換，以及勤業眾信實作的碳交易平台亦為此種類型之應用。

(3) 智能合約

智能合約是在區塊鏈平台上執行的一種應用程式，當滿足一組預先
設定的條件時，即以合約所協議的交易內容執行應用程式，是目前
區塊鏈一個重要的發展方向。近幾年陸陸續續有多項相關試驗計
畫，如用於保險業的自動理賠、自動轉移證券等，多是在進行智能
合約的開發、測試。

在 Deloitte 的 2019 年全球區塊鏈大調查 33 中顯示，53% 的企業
受訪者表示區塊鏈科技已成為企業在 2019 年的重要發展方向，遠
比 2018 年的數量多 10%。此外，Gartner 公布的 2019 年區塊鏈
商業發展週期報告 34，亦顯示 5-10 年內區塊鏈將改變多數產業商
業模式。企業對於區塊鏈的商業應用以及風險管理將有更多的關
注。

33. Deloitte’s 2019 Global Blockchain Survey,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se/Documents/risk/
DI_2019-global-blockchain-survey.pdf 

34. Gartner, Hype Cycle for Blockchain Business, 2019, 
https://www.gartner.com/en/documents/3953756/hype-cycle-for-
blockchain-business-2019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se/Documents/risk/DI_2019-global-blockchain-survey.pd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se/Documents/risk/DI_2019-global-blockchain-survey.pd
https://www.gartner.com/en/documents/3953756/hype-cycle-for-blockchain-business-2019 
https://www.gartner.com/en/documents/3953756/hype-cycle-for-blockchain-business-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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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採用區塊鏈技術的策略考量

新興科技應用於實務的挑戰上，在於如何使業務與技術應用
結合。因為新興科技應用於實務上，會對整個業務流程、服
務使用及提供的方式、以及資訊系統設計產生影響。因此，
當進行區塊鏈技術導入時，應先找出適合導入區塊鏈技術的
業務環節，再評估適合的技術。選定技術後由資訊人員進行
系統的設計，並規劃實作驗證。良好的驗證的策略，應可
有效評估新設計的系統功能運作正常，更應滿足業務上的需
求。除此之外，技術可行性及法規遵循也是評估的重點，以
同時評估效益、風險、資訊安全等面向。等到驗證通過後，
再評估與規劃後續擴大規模的發展策略。

許多企業正搭上區塊鏈這波研究熱潮，但亦有出現流於為了
區塊鏈而區塊鏈的情況。勤業眾信認為只有當滿足以下的條
件時，區塊鏈即可發揮其效益，包含：

▪ 資料需要透明／共享：區塊鏈的其中一項特色即是資訊
透明。由於所有節點都會擁有一樣的帳本，因此當需要
資訊透明可供提供各方檢驗時，便是極好的應用場景。

如食品與藥品的供應鏈溯源，透過供應鏈上的各站點記
錄產品生產歷程，並提供民眾查詢。

▪ 需多方協作：傳統上，各個公司都持有企業自身的交易
帳本，例如貨幣或財產。每個帳本反應交易上特定一方
所持有的資訊。但在區塊鏈上，這個交易帳本是與多方
共用且分發到各方的。在每次交易發生後，資訊都會即
時更新，以反應商品物流和資金流的動態情況。此降低
了資訊交換的成本，並提升效率。

▪ 多中心／去中心比較好：區塊鏈技術將過去需要透過中
心集中發行和驗證的模式，改成分散式的節點即可完成
驗證與價值移轉，因此毋須集中式機構也能運作。但要
提醒的是：儘管許多場景去中心化會有機會產生更多的
效益，但因涉及生態圈運作模式的轉變，企業應考量實
施的效益，並考慮利害關係團體，避免推動時遭遇阻礙
導致失敗。

▪ 交易紀錄的完整性極度重要：在許多時候，交易紀錄的
內容完整度非常重要，此時透過區塊鏈的不可竄改特性，
就可以充份保存相關資訊，如智慧財產權的登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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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A Brief History of Cloud Computing, IBM
https：//www.ibm.com/blogs/cloud-computing/2014/03/a-brief-history-
of-cloud-computing-3/

( 三 ) 雲端科技（Cloud）
1. 雲端科技簡介

雲端科技正在改變企業委外的生態，企業透過採用雲端服務，減少
了傳統委外的各項障礙，包括前期規劃、大量成本投入、漫長的建
置期間等。使得組織更加敏捷快速地因應市場變化進行調整與推出
新產品。根據 Deloitte 2018 global outsourcing survey 統計，雲
端運算現在已成為許多組織業務和技術戰略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幾乎所有（93％）受訪者都表示他們的組織正在考慮或已經採用雲
服務。採用雲的主要原因是：IT 創新催化劑（64％），縮短產品
上市時間（63％），提高性能（56％）以及快速可擴展性（54％）。

雲端計算的概念，早在 1950 年代大型主機（Mainframe）當道時
就已萌芽 35。一開始只是單純因為大型主機的建置成本過高，產生
了可以多管道同時存取同一資源的需求，在網際網路興起而完善了
整體連網硬體環境後，現在我們所認識的雲端科技已悄然而至。

雲端科技的精神，就是要能夠盡可能的輕量化組織內的資訊系統資
源的負荷，於是乎這些本來需要內部成本才能建置的功能或作業，
外移至利用網際網路提供專門服務的供應商，就是所謂雲端化。常
見的雲端科技的應用有以下幾種：

▪ 軟體即服務（Service as a Service, SaaS），組織只需透過瀏覽
器與網路，就可直接使用訂購的服務，經典例子的為 Microsoft 
Office 365。

▪ 平台即服務（Platform as a Service, PaaS），組織訂購服務供
應商提供開發環境所需的硬體平台以及虛擬的開發環境，讓開
發人員透過網路就能開發應用程式，經典的例子為 Salesforce 
Heroku（Salesforce 提供工具可進行開發的平台）與 Microsoft 
Azure.

▪ 基 礎 設 施 即 服 務（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 IaaS）， 組 織
將較底層的基礎設施需求外移至服務供應商，內部不須建置以
及相關的維運硬體，經典的例子為 AWS EC2（提供計算力）與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 的服務。

http://https：//www.ibm.com/blogs/cloud-computing/2014/03/a-brief-history-of-cloud-computing-3/ 
http://https：//www.ibm.com/blogs/cloud-computing/2014/03/a-brief-history-of-cloud-computin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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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雲端科技的應用與影響

近年來，雲端科技已經從一種科技技術，轉變成為一種商業模式。
許多企業因其長期耕耘發展出特殊能力，進而將其包裝成雲端服務
成為另種商業模式並擴增企業營收來源。

以知名的螞蟻金服為例，其起步於 2004 年成立的支付寶，因其發
展成果卓越，於 2014 年 10 月從阿里巴巴集團獨立出來成立螞蟻
金服，期許透過其科技創新能力，搭建一個開放、共用的信用體系
和金融服務平臺。其中，螞蟻金融雲更是將阿里巴巴集團積累多年
的金融級互聯網技術、以及經多次雙十一大規模交易試煉的大數據
處理能力，全面整合並提供金融機構雲端服務。透過使用螞蟻金融

雲，金融機構不必再花大量成本搭建服務端硬體環境，可以快速部
署網路、存儲、資料庫等服務。

螞蟻金融雲將其解決方案分為兩大主軸：通用解決方案與行業解決
方案。其中通用解決方案主要係從應用的生命週期來規劃，提供金
融機構包含「金融智慧」、「金融安全」、「金融分散式架構」、「移
動開發」、「區塊鏈」、「金融分散式資料庫」等關鍵技術。幫助
金融機構在研發、發佈、維運、營運、上線等階段，能夠快速交付、
輕鬆管理，降低新型商業模式發展之門檻。

在產業方案上，更針對不同的金融產業提供 SaaS（Service as a 
Service, SaaS）的服務，包含「數位銀行」、「數位保險」、「數
位證券」等方面提供更多、更優、更專業的行業解決方案。甚至包
含提升資料安全、監理科技等協助企業進行風險管理等相關科技
（如圖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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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螞蟻金服金融科技總覽。
        https://tech.antfin.com/docs/2/47202

銀行 證券 基金 保險 信託 支付 微金融

雲客服
數據實驗室

維運管理 監控 中間件
大數據 移動 安全

雲服務器 雲數據庫 雲儲存
雲緩存 雲負載均衡 雲安全

金融雲 SaaS (自研、ISV)

金融雲 PaaS

金融雲 IaaS (阿里雲)

圖 11. 螞蟻金融雲服務概覽 36

除此之外，現在的雲端應用，已朝向所有需求即服務
（Everything as a Service, XaaS） 的 境 界 邁 進。 例
如，現在市場上有出現資訊安全即服務（Security as 
a Service, SECaaS）、 管 理 即 服 務（Management 
as a Service, MaaS）等應用。透過這些服務，過往
被企業組織視為具有機密性，較不能交由外部服務介
入操作的部分，已經朝著新的策略與經營藍圖在逐漸
轉變。甚至在不久的將來隨著其他新興科技如人工智
慧、物聯網的發展，原本企業組織僅著眼於將「必
要」的 IT 功能雲端化，會轉變成尋求最佳的雲端服務
來獲取別人沒有的競爭優勢，同時降低營運成本。甚
至反向將雲端服務透過開放 API 的設計（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以提供對外服務串接之
用，更可擴大資料在生態系間的運用。

https://tech.antfin.com/docs/2/47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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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採用雲端技術的策略考量 37

Deloitte 建議企業導入雲端技術時，應依下列問題進行考量
與規劃，以展現其效益：

▪ 雲端科技對於企業的效益為何：採用雲端技術可以增加彈
性、降低成本，但企業仍應規劃中長期的發展藍圖並制
定評估指標，以評估長期效益。此外，亦應考量風險因
素，於導入過程中及早解決，降低發生機率。

▪ 企業的原生系統或相關應用程式在雲上是否仍然可行：並
非所有的資訊系統都能輕易地移植到雲平台上，企業應
考量可行性。

▪ 擬定適當的推動計畫：內容包含如何推動、從何處推動
（資料或資訊系統）、應該採用的雲端服務、相關費用
與推動成本…等。

▪ 考量對於營運流程的影響與可能挑戰：企業導入雲端技
術，勢必對於既有的營運流程造成影響，因此規劃時應
先考慮可能的影響及採行措施。

▪ 如何選擇好的雲端供應商：確認要導入的範疇及雲端服
務類型後，應針對企業的需求擬定評估條件，評選適合
的雲端供應商。

▪ 資料存放雲端的風險控管：若預定移植至雲端平台的系
統或資料涉及企業的機密資訊或個人資料，企業應考量
相關控管與風險，並擬定符合法規下的一系列客戶通知
與取得同意之程序，以避免觸犯隱私相關法規。

▪ 考量採用雲端技術衍生的資訊安全風險：當企業採用雲
端技術，雙方資訊安全控管責任範圍會受採用的雲端服
務類型而有所差異。以 SaaS 而言，大部分的資訊安全控
管責任將落在雲端供應商。然而企業仍負有一定程度的
義務，因此如何做好與雲端供應商之的權責劃分，並確
保供應商存有適當的控制，會是重要的課題。

37. Journey to Cloud,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s/Documents/
public-sector/us-fed-cloud-journey-10-questions-05222015.pdf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s/Documents/public-sector/us-fed-cloud-journey-10-qu
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us/Documents/public-sector/us-fed-cloud-journey-10-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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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Towards a definitio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IoT）, 
IEEE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
signals-for-strategists/internet-of-things-iot-adoption-
edge-analytics-wireless-communication-networks.html

圖 13. 物聯網的三層式架構

( 四 )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s）
1. 物聯網簡介

物聯網（Internet of Things, IoT）一開始於 1999 年
左右由史丹佛大學教授 Kevin Ashton 首先提出的名
詞，緣起於為了導入 RFID 技術來改善寶僑（Proctor 
& Gamble, P&G）的供應鏈管理。依照電機電子工
程 師 學 會（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IEEE）的定義，物聯網即為由物品連接而
形成的網路，每個物品透過內建的感測器，連上網際
網路。從更貼近應用層面的定義 38，物聯網即為一種
透過相互連結的物品或機器，獲取、分析「資料」並
採取行動的作為。物聯網也可以理解成為一個三層式
的架構：應用程式、網路與資料傳遞以及感測，如圖
13。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signals-for-strategists/internet-of-things-iot-adopti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signals-for-strategists/internet-of-things-iot-adopti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signals-for-strategists/internet-of-things-iot-adop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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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OIT TEREVIEW.COM   |  Deloitte Review

THE MORE THINGS CHANGE

or as much motivation as comparing your stroke with those of relevant peers. These 
prescriptions guide modifications to your stroke. New action is then sensed, which 
creates new information, starting the cycle anew (see table 1).

We capture the stages (that is, Create, Communicate, Aggregate, Analyze, Act) 
through which information passes in order to create value with the Information 
Value Loop, shown in figure 1.

The technologies illustrated around the perimeter of the Value Loop have been 
under development for decades. For example, if you’ve ever seen the “check engine” 
light come on in your car and had the requisite repairs done in a timely way, you’ve 
benefited from an information value loop. Something about your car’s operation—
an action—triggered a sensor, which communicated the data to a monitoring 

Figure 1. The Information Value Loop

Graphic: Deloitte University Press  |  DU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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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4. 基於資訊價值循環描述物聯網架構 39

若從物聯網的價值鏈來檢視其架構，可以看到物聯網是
基於設備連網的情況下，讓我們能夠完成創造、溝通、
整合、分析並產生行動的過程。過程中同時會應用擴增
智 慧（Augmented Intelligence， 由 IBM 院 士 提 出，
運用認知運算加強人類的認知能力之用的意涵）等技術
強化價值，如圖 14。

39. The more things change： Value creation, value capture, 
and the Internet of Things, Deloitte Review Iss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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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物聯網的應用與影響

根據預測，至 2020 年將會有 280 億個物品透過網際
網路被串聯起來。這一切的驅動源自於人類對於「更
高效率」以及「更好的效果」的需求。透過物聯網，
人類可以更有效率的利用網路來感知與控制各式各樣
的物品。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利用幾乎每個人都有的
智慧型手機來操作具連網功能的電視或是照明設備。
再者，物聯網中的每個物品皆具有感測器，可以擷取
原始資料，再經過分析後可以強化或輔助人類做出更
有效果的決策。現今物聯網的應用範疇大致可分為以
下幾種如圖 1540。

September 3, 2014        
 

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3 

Key verticals of adoption 

By definition, the Internet of Things has enormous breadth that can be difficult to get one’s arms around. In our view, it can be 
broken up into five key verticals of adoption: Connected Wearable Devices, Connected Cars, Connected Homes, Connected 
Cities, and the Industrial Internet. 

Exhibit 2: The IoT landscape 

 

Source: Goldman Sachs Global Investment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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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 物聯網的應用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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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左至右，依照與我們人類生活的親近程度區分，分別為穿戴裝
置、智慧汽車（車聯網）、智慧家庭、智慧城市、工業物聯網（包
含交通、能源、醫療）。在如此眾多的應用範疇當中，未來的趨勢
其實是著重在物聯網所帶來的創新商業模式，例如：

▪ 資料的販售與交換：「資料」將會是物聯網科技發展真正關注
的熱區，以後有可能造成硬體免費，資料收費的市場。

▪ 產品服務化：透過物聯網蒐集的資料，搭配人的設計巧思與數
據分析的演算法，精準提升用戶體驗，模糊產品與服務的界線。

▪ 產品共享化：使用者付費的精神發揮至極致，類似雲端計算，
大部分的產品或服務都以使用量來計價與販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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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採用物聯網技術的策略考量

物聯網轉變了營運模式，且擴大了資料取得的視野。而企業
在思考物聯網的運用時，Deloitte 提供了以下考慮的作法 40：

▪ 物聯網雖然提供了連接性（Connectivity），但這並非解
決問題真正的價值。很多物聯網的計畫雖然看起來閃亮
耀眼，但並未實際提供出商業價值。應回歸到要產生的
價值為何來考慮投資。

▪ 由於物聯網可能帶來的產值無限（例如從資產監控、預測
性維護、車隊管理與物流、智能供應鏈、智能移動等），
公司可以藉機重新思考現行與未來的策略定位。

▪ 公司可以宏觀思考（Think Big）跨越組織孤島來規劃物
聯網的實施戰略，但執行時則要從小做起，針對最有機
會的領域爭取快速勝利，並隨之迅速擴大規模。

只是，物聯網上的設備雖然小，但因其具備不間斷蒐集資訊
的能力、可被遠端遙控，與現況上該類設備先天較一般資
訊系統缺乏安全控制防護，常讓設備變成潛在攻擊目標。因
此引入技術上，物聯網設備本身的安全將會是相當關鍵的事
情。

40.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 technical primer, Deloitte Insights, 
2018/02/08

https://www2.deloitte.com/us/en/insights/focus/internet-of-things/technical-primer.html?icid=dcom_promo_featured%7Cu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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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應用新興科技協助企業面對風險

( 一 ) 政治經濟風險

對於企業來說，管理政治經濟風險的最大難題是近乎所有的資訊都
不在企業可掌握的範疇中，因此取得開放資料，並轉化為輔助企業
內部決策的資訊的偵測型技術，是這類風險因應的資訊技術發展重
點。

政治經濟風險的技術解決方案，大多應用兩種新興科技作為其底層
的技術：雲端計算以及人工智慧。應用的實例包含：

(1)  路透社（Thomson Reuter）的 EIKON Economic Monitor 可以
了解現在正在發生什麼重要事件，也可以檢視過去的事件，並
評估未來會發生的事件。在正式的經濟性消息公告前，基於調
查結果，系統會做出預測，在使用者關注的指標上，排名出最
好的預測結果。而系統功能上，在一些重要政治經濟指標釋出
前，會有警示燈提示使用者該指標要發佈的時間，如以綠燈代
表五分鐘後消息釋出、琥珀色的燈代表兩分鐘後釋出、紅色代
表十秒後釋出等。讓使用者能專注在事件發生當下。如果重要
事件超出或低於原先市場上的預期，則會特別標註並且額外解
釋，讓使用者可以綜覽該事件如何影響市場。

(2) 世 界 信 用 評 等 權 威 機 構 穆 迪（Moody’s） 也 推 出 了 類 似 的
Moody’s Analytics Economic Indicator 41 服務，可以依照企
業需求以地區、時間來搭配 300 種不同的經濟指標，即時追蹤
世界經濟發展的趨勢，進而降低企業直接或間接政治經濟風險
的曝險程度。

(3) Deloitte 則是推出了 Risk Sensing 的工具，從大量的線上媒
體資訊，包含：地理、監管法規、財務資訊等，並藉由認知
分 析 解 決 方 案 中 心（Cognitive Analytics Solution Center of 
Excellence）提供的認知與先進分析技術，整合性的提供與組
織相關的全球性事件；另可提供社群對話分析，透過對人員、
產品與服務的討論，預測未來 72 小時可能的變化 42。

41. Economic Indicators,
       https://www.economy.com/dismal/indicators
42. Deloitte Solution – Risk Sensing,
       https://www2.deloitte.com/bd/en/pages/risk/solutions/risk-sensing.html

https://www.economy.com/dismal/indicators 
https://www2.deloitte.com/bd/en/pages/risk/solutions/risk-sensing.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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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幾二十年前，若要了解美中貿易戰，只能倚靠每日的早報、晚報，評估事件變化。但憑藉現在的資訊科技，可透過網路科技以關鍵
字來抓取即時情報，資訊取得的速度可以更立即、快速跟廣泛。但有情報後，仍要搭配專家判讀，以轉化成內部資訊。而未來或許大
數據、AI 等技術應用，將能對情資分析與轉換上有更多發展與貢獻。

——  臺灣經濟研究院▪孫明德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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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永續經營暨氣候變遷風險

為了減緩氣候變遷對環境及企業營運造成的衝擊，並提升勞動環境
善待員工等利害關係人，已有各類運用新興科技降低永續經營與氣
候變遷風險之應用。由於永續相關的風險涉及環境層面較大，因此
通常在這類的解決方案上，大多應用物聯網蒐集資料、雲端環境作
為儲存與分享節點、並應用數據分析、人工智慧等進行分析與回
應。例如：

(1) 荷蘭 OVG Real Estate 公司引用綠建築的概念，打造智慧辦公室
Edge，藉由太陽能系統及網狀格版的設置，創造自然的空氣循
環系統，減少空調用電；並透過 Deloitte 開發的數據蒐集系統
及手機應用程式，記錄用戶對光線及溫度的偏好，依據數據資
料的即時反饋，判斷用戶需求，自動調節辦公室的能源使用，
根據統計，Edge 與一般辦公室相比，節省了 70% 的用電量。
透過硬體設施與資訊技術互相配合，從改變工作環境到生活模
式的革新，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及能源耗用，降低氣候變遷風險
發生的機率。

(2) 為解決因氣候變遷影響造成水資源短缺的問題，來自美國矽谷
的 Pluto AI，著眼於水資源的節流，透過智慧水管理分析平台
蒐集用水企業數據，企業僅需將相關數據傳輸至雲端分析平台，
人工智慧系統即自動分析與預測用水設備的健康程度，幫助流

程的改善，以降低水資源使用量，同時，人工智慧系統亦提高
單位體積利用效率，簡化企業水設備自檢的流程，實踐水資源、
時間、金錢的節流目標，減緩氣候變遷所帶來的水資源衝擊。

(3) Google 利用人工智慧技術 DeepMind 打造綠色資料中心，減
少能源耗用，以達到減緩氣候變遷及保護生態環境的目標。
Google 於資料中心設置感測器蒐集環境數據，透過 DeepMind
的深度學習模型了解資料中心與環境的相互關係，分析環控數
據和伺服器運作資訊，模擬耗電變化，進而發展降低資料中心
能耗的最佳維運方式。在人工智慧的動態調整模型輔助下，大
幅提升資料中心的電力使用效益，朝向節能減碳的目標邁進。

(4) 氣候變遷的影響，肇因已被歸納出以溫室氣體排放為主，於是
出現了所謂“碳權交易”來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市場機制，透
過企業主動評估營運活動產生之溫室氣體，將一定的二氧化碳
配額，出售予有排放需求的企業（碳權交易），達成減碳目標。
為確保碳權交易及其交易市場的可靠性，區塊鏈應用於提升碳
權交易的運作模式也由此孕育而生。勤業眾信運用區塊鏈的分
散式帳本技術，研發碳交易試驗平台可有效強化資料安全性，
降低資產所有權轉移的成本，建立可預防犯罪、交易公開透明、
易於監理及支援國際接軌的碳交易平台，穩固國內碳交易市場，
進而使企業對碳排放管理的能力更趨完備，實踐國內溫室氣體
減量目標，減緩氣候變遷風險（如圖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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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製造業的現場操作員工，時常得待在高溫、高處或是存放化學
物品的環境下進行作業，稍有不慎就有可能會發生工安事件，
造成人員傷亡及環境污染。也因此製造業，尤其是化學工廠，
均花費相當大的心力在人員安全與環境維護的控管，以免因工
安事件對員工及社會造成衝擊。

Daikin Industrial 為了降低工安事件，除了改善作業環境、提供人
員教育訓練外，更選用了 Fujitsu 的穿戴式裝置供第一線操作員工
進行佩戴。透過裝置即時回傳員工的體能狀態，並藉由裝置提醒員
工適度休息，以免員工因長時間在高溫環境下作業而導致中暑。同
時藉由感應器及定位裝置，提醒員工注意環境，避免滑落或摔落，
並確保員工有依照程序進行作業，以預防工安事件的發生 43。

管理工具 DApps

區塊鏈API 整合

區塊鏈平台

額度帳戶 盤查登錄帳戶 金融帳戶 ...

分散的
資料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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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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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機
構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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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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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塊鏈元件
輔助技術

圖 17. 勤業眾信碳交易平台技術架構

43.  Monitoring Worker Status with IoT to Ensure Worksite Safety
h t t p : / / w w w . f u j i t s u . c o m / g l o b a l / a b o u t / r e s o u r c e s /
featurestories/2017060201.html

http://www.fujitsu.com/global/about/resources/featurestories/2017060201.html
http://www.fujitsu.com/global/about/resources/featurestories/201706020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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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署已為大企業設立減量目標。對此，中鋼已規劃了 400 多億資金進行設備更新與環保改善。而考慮未來的競爭力，我們提出 10
年改造計畫，透過「穿西裝改西裝」的方式，要將煤堆、鐵礦礦場室內化。這筆投資規模龐大，我們已經跟董事會、經濟部、環保局、
高雄市政府等溝通過，環保是國際趨勢，必須事先準備，以面對未來挑戰。

——  中國鋼鐵▪翁朝棟董事長

我們擁抱科技，並在業務上大膽嘗試各類的可能性，如早期推出的 eCoin，就是一個相當大膽的創新。而到現在，進到永續的領域上，
我們則應用永續中普惠金融的觀念，發展了 e 指可貸的線上貸款服務，結合了內部資料、聯徵中心資訊與線上外部資料，除了讓我們
更快能夠觸及到需要的對象以外，我們同時也嘗試應用人工智慧技術進行風險判斷，讓貸款過程精確且高效，從傳統的 7 天降到 2 天
以內，節省了接近 80% 的時間。而在這個過程中，則透過資訊科技，有效的控制風險。

——  玉山銀行▪陳茂欽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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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經營策略暨市場競爭風險

這個數位化的時代，欲有效降低經營策略風險及面對新形態市場競
爭，企業必須針對現有商業模式進行思考與改造，而不是盲從的
「為數位化而數位化」。此類風險的應對上，各類前述提及之科技
幾乎都可能被加以應用，下述案例即體現了如何應用數位科技改造
商業模式：

(1) 就生產面而言，數位化革命就是在業界流傳多年的「工業 4.0」。
日本某半導體製造商採用人工智慧（AI）及物聯網（IoT）科技，
整合機器人與諸項設備進行生產線優化，自動安排製程，並隨

著各機器之資訊與相關數據作調整。另外，該製造商亦將 AI 引
入缺陷檢驗和肇因分析之流程，配合極少數的專業人才，較以
往縮短了 66% 辨別時間，辨識結果亦較傳統人眼辨識更加精確。
放眼國內，半導體龍頭台灣積體電路公司，從無人化到超人化，
利用數據做到決策優化，做出最佳訂價決策。國內半導體龍頭
企業即整合了供需模型、製品管理、派工排程、準時交貨等子
系統進行敏捷製造，提供較短的製程周期、穩定的生產效率，
較高的彈性，也足以快速支援客戶的緊急需求。此外，台積電
亦將不同部門與各種資訊，如價格、產能、物料等，整合至同
一個平台進行分配、模擬、分析、修正與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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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就作業面而言，近年來流行的「流程機器人（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RPA）」即為一極佳範例。某間跨國性的醫療廠
商原先仰賴 PeopleSoft 資料庫紀錄醫療、業務、財務資訊，並
由會計專員人工執行期間調整、財務分析等活動。而導入 RPA
後，電腦自動根據預設腳本，24 小時執行排程任務，每日執行
會計期間調整和資料歸檔，不僅減輕了職員的任務，亦消除了
絕大多數的人為操作失誤。而國內某製造業廠商因企業訂單系
統過於複雜，花費過多時間和資源在資料輸入、比對、與確認
等作業上。採用 RPA 後，針對各種訂單進行分類與腳本製作，
RPA 得以迅速準確地將紙本資料數位化，並呼叫相關系統進行
比對確認，同時釋放了大量的人力資源，得以從事其他高附加
價值之工作。

(3) 就行銷面而言，隨著行動裝置與社群媒體的普及，傳統的行銷
模式大受挑戰。美國達美樂披薩（Domino’s Pizza）曾舉辦過
一項數位行銷活動，讓用戶在推特（Twitter）平台上指名欲訂
購披薩口味，並遞送披薩給符合指定規定之貼文者。當時媒體
爭相報導這項新的商業模式，甚至獲得了坎城國際創意節大獎，
如今該公司超過 50% 的披薩訂單皆是透過數位通路完成訂購
的。

由此可見，數位化革命時代下，經營策略與市場競爭風險的範疇已
擴張了到另一個層級。成功地導入數位化元素得以使企業競爭力大
幅提升，而未能或錯誤採用數位化策略則容易使企業位居落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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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管理也要創新，持續導入資訊科技來強化：導入 AIoT（人工智慧加物聯網），產線上設備都納入即時監控，蒐集大量數據，用以
改善良率、改善製程。廠區內大量以鏡頭替代人眼，透過影像辨識來蒐集資訊與智能判斷。營運流程上亦運用數據分析，偵測採購與
銷售流程上的風險。

——  佳世達科技▪陳其宏董事長

為了提升數位服務質量，大聯大善用多元的科技工具，像是 AI、大數據及區塊鏈等技術，透過科技賦能，啟動轉型。包含業務數位化、
運用透過 RPA（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流程機器人）整合集團資源方式協助企業客戶高效執行繁複營運流程。並同時設下第二
個數位轉型目標：提供智能製造物流服務，並且也期望嘗試運用區塊鏈技術，建構具備獨立性、交易安全以及信任感的平台。

——  大聯大控股▪葉福海副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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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法令遵循風險

今日的企業的經營環境與以往已大不相同，一部分是全球化浪潮過
後的影響，但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科技的發展帶動了許多新的商業模
式，也間接的造成世界各國對各行業別的法令遵循要求是有志一同
的提高。過去除了金融業是常態設有法遵部門，做為強化法令遵循
的對策，因此為數不少的法遵新興科技應用，多從金融業開始發
展。但隨著時代的發展，其他行業也開始有一些相關的應用科技。

在法令遵循風險的技術解決方案上，大多複合應用雲端、人工智慧
（包含數據分析、流程自動化 RPA 技術等）進行應用。各類應用
實例舉例如下：

(1) 有英國軟體公司 Suade，以雲端服務模式協助金融業報送法遵
所需資訊。客戶可上傳資料至該平台後，該平台依據最新法規
規定，自動套入相關報表，供客戶報送。

(2) 軟體公司 CoVi Analytics 運用 AI 與視覺化技術，協助公司符合
法令，其技術主要在擷取法規後，系統運用人工智慧後，提出
建議公司優先注意的法規，並且自動建議相關的控制。

(3) 金融業者應用流程自動化（運用 RPA）強化法令法規識別與實
際因應控管：近年來金融業投資最多的區塊就是反洗錢與反資
恐的法令遵循。因為反洗錢反資恐的法遵議題，開始審視過往
以人力來控管法遵風險是否持續可行？在成本日益墊高的情況
下，是否有其他的方法來降低成本更甚至於提高效率。因此我
們觀察到許多金融機構開始思考導入初階的人工智慧技術－流
程自動化（Robotic Process Automation, RPA）來解決這部分
問題。

(4) 由於法規變動快速，因此國內有業者持續嘗試研發雲端法令遵
循解決方案，並應用機器學習等方法進行法規與內控自動識別
功能。相關環境並以雲端平台為基礎，將法令遵循相關要求平
台化、模組化，列管法令依據與更新。目前勤業眾信所研發的
法令遵循平台，就屬於此類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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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展集團透過各類文化養成活動來轉換員工思維，如內部近兩年大力推行「GANDALF」、「DATA FIRST」活動，激發內外勤員工對
於 Data 的創新應用。在此文化的形塑下，法遵部門也持續思考應用資訊科技強化風控的部分，包含發展 KYC 相關應用，以簡化查詢
與快速取得關聯戶各項交易資訊；以及法遵風險評估的自動化擷取估算應用。

——  星展銀行▪黃燕枝法遵長

金融業的法遵成本很高，為了要降低成本，因此引入科技技術勢必是關鍵。而國內若要發展相關應用，或許主管機關其實可以考慮訂
定資料介面的結構，確認底層型態，使得企業間可以共同處理，使資料在同一企業中的交相運用更加順暢。

——  開發金控▪詹德恩法遵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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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資訊安全暨網路攻擊風險

企業面對難以預測的資訊安全威脅，過去僅依靠單點式資訊安全防
護機制進行抵抗，然而隨著資訊技術和網路依賴性提升，不僅資訊
安全攻擊手法愈趨複雜，顯露的資訊安全風險也隨之增加。因此企
業當務之急，應將傳統資訊安全防禦能力，提升結合新興技術之運
用，透過新興技術所帶來的防禦模式改變，如人工智慧、雲端運算、
物聯網及區塊鏈（Blockchain）等，讓企業藉由強大的運算能力，
主動學習並分析過去網路攻擊共通點、跡象和傾向，達到更有效率
地解析與預防網路攻擊。由被動防禦轉變成主動安全防禦模式之轉
變，可讓企業提升對網路安全威脅之對抗能力，以實現「主動發現、
協同防禦及預知未來」之目標。

從因應資訊安全暨網路攻擊風險上而言，可考慮主動式針對內外部
人員的行為，透過偵測其攻擊或竊取資料的 Pattern（模式）發現
問題，並加以防阻；或者是透過加強系統安全性，來避免風險的發
生。防範這類風險的新興科技，則是組合了人工智慧、雲端、區塊
鏈等技術綜合應用。以下為相關範例：

(1) 人工智慧運用於外部惡意行為偵測分析

當多數企業還在使用「黑名單」或「白名單」傳統手段防範駭客攻
擊時，攻擊的手法卻同時開始發生「質」的變化，例如電子郵件變
臉詐騙（Business Email Compromise），其主要為駭客入侵企

業郵件帳號，並建立類似目標公司的網域或偽造電子郵件來誘騙企
業使用者，將未經授權的資金轉到世界各地的人頭帳戶。目前已有
發展出利用人工智慧來模擬網路駭客的思維，協助提升異常的外來
的網路存取行為偵測率。經由機器學習判斷郵件寫作風格與特徵，
進而判斷是否屬於由高階主管所寄出之信件，另可將電子郵件內容
進行關聯分析以偵測和標記釣魚電子郵件。目前已有 TrendMicro 
Hosted Email Security 或 Symantec Cloud Email Security 等 解
決方案，以協助企業遠離此類型的資訊安全威脅。

(2) 人工智慧運用於內部違規行為偵測分析

分 析 使 用 者 存 取 行 為（User and Entity Behavior Analytics，
UEBA）已成為資訊安全新顯學。以往企業建置資訊安全防護措
施，較重視防止外部入侵行為。但當對外防線遭到突破後，企業無
從了解其原因。目前如搭配透過使用者存取行為分析，可更有效
掌握內外部威脅之脈絡，主要強調以使用者為核心，分析及串連與
電腦、應用程式與網路等裝置間之行為模式，透過機器學習判斷正
常行為的模式，以更有效率且精準地找出高風險現象。目前已有
Forcepoint Insider Threat、Splunk User Behavior Analytics 等解
決方案以此模式進行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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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使用區塊鏈解決網路阻斷服務攻擊

分散式阻斷服務攻擊（DDoS）係指從世界各地大量且難以判斷是
否合法的網路連線，造成企業交易系統、外網站服務及資源中斷，
為目前企業最常碰到的資訊安全攻擊手法之一。目前已有資訊安全
公司 Gladius、BlockCDN 等利用區塊鏈技術創建信任網路，以降
低 DDoS 攻擊的發生頻率，通過使客戶連線至防護資源池來提供更
好保護措施。目前已有 Gladius 或 BlockCDN 等解決方案，除監控
系統及伺服器網路外，提供獎勵給維持區塊鏈的消費者和企業使用
未充分利用之網路頻寬。

(4) 雲端平台運用於威脅情報分享

近年借助雲端運算能力，從網路各處所偵測而來各種分析資訊，讓
使用者可迅速獲得最新安全威脅、並彙集可行的外部威脅情報，讓
企業能夠有效率地展開協同防禦以抵抗快速增加的網路犯罪威脅。
威脅情報分享為聯合防禦的重要基礎，企業可有效收集全球威脅情
並針對新興攻擊手法準備較適切之處理及對抗的策略，進而加快
防護與偵測速度，目前已有 Deloitte Cyber Threat Intelligence、
FireEye iSIGHT Intelligence 或 Cisco Threat Grid 等解決方案，可
協助企業將傳統資訊安全防禦能力，提升為主動威脅情資的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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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資訊安全事件，聯發科有一組人專門關注深度學習（deep learning）於資訊安全技術上的發展，並定期跟總裁報告。我們目前
會運用深度學習，辨識 Node 以產生網路關係（Network），以偵測（Detective）與防範（Preventive）洩密事件。在前者，是以掃
描（Scan）的方式為之；後者則著重於攔阻（block）與控制（control）。如果有如工作違規相關的 incident 發生，則會啟動要求
當事人簽署特定協議；如有改檔名、加密、複製等行為，就會被視為重大事件來考慮處理。

——  聯發科▪劉錫麟稽核長

富邦目前雖已建立自動化通報資訊安全事件之機制，但通報後仍需由人進行後續處理，故難免受限於處理人員之經驗而有做法差異，
如要達成品質與速度兼顧之目標，將須導入 AI 輔助或自動化處理應變機制以降低人員思維之侷限性。除此之外，現行著重防守的資
訊安全環境，會讓資訊安全人才感到被束縛、無趣，且無法發揮長才。故藉由安排紅隊藍隊間之對抗演練，讓思維不同之人來突破公
司現有思維。

——  富邦金控▪蘇清偉資安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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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 商譽風險

商譽風險的本質是讓利害關係人失去信任。因此詐欺、錯誤以及失
敗的服務等，都是引發商譽風險的主要來源。要有效管理商譽風
險，可以根據其二大特點採取相對應的做法，藉由新興科技的導入
及運用，預防特定事件的發生而形成商譽風險，或是在商譽風險發
展的過程中，利用新興科技輔助事件處理，或是持續監控訊息傳播
速度、訊息內容及回應措施的有效性，避免商譽風險持續擴大。在
第一類型中，各類的新興科技可能都會被引用；而第二類型上則是
多以雲端計算以及人工智慧作為主要的應用方案。

(1) 人工智慧監測社群平台管理客戶滿意度

以旅宿業來說，傳統的客服中心已不再是客戶提出反應的唯一管
道，顧客更偏好透過在社群平台或眾家訂房網站表達不滿或抱怨。
這些文字、圖像或影片會隨著群眾不斷的關鍵字搜尋、分享等動作

而快速流竄，也迫使旅宿業者得在更短的時間提出有效的回應，
避免負面訊息持續擴散。國際領導品牌之一萬豪集團（Marriott）
的”M Live”正是為了解決前述所成立的單位，它運用”HYP3R”
的工具，過濾在社群平台流竄的訊息，藉由文字分析及地理坐標，
找出與 Marriot 相關的發文或訊息，再由 M Live 的工作人員做進
一步的解讀與分析。44 當一發現顧客利用發文表達對當次入住飯店
不滿或是問題時，M Live 會立即聯繫顧客關懷小組，直接與客戶進
行聯繫，協助解決客戶的不滿或是抱怨，避免對品牌聲譽造成更大
的衝擊。

44.  Why Marriott is so interested in your social media
https://www.cnbc.com/2016/08/02/why-marriott-looks-at-what-you-
post-on-social-media-from-your-room.html

https://www.cnbc.com/2016/08/02/why-marriott-looks-at-what-you-post-on-social-media-from-your-room.h
https://www.cnbc.com/2016/08/02/why-marriott-looks-at-what-you-post-on-social-media-from-your-room.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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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區塊鏈進行產品溯源，確保食品安全

隨著生活水準及意識提升，消費者對於食安議題的容忍度也越來越
低。一旦食品業者身陷食安風暴，隨即面臨消費者的抗議與抵制，
聲譽也隨之遭受影響。也因此食品零售通路或供應商，在食品溯源
上下了相當大的功夫，確保其供應鏈的每一個環節都能符合要求，
並保留相對應的資訊供查詢。

Carrefour 已開始運用區塊鏈技術，監控並記錄放養雞群在供應
鏈中的所有資訊，包括在哪裡生長、吃什麽食物或在哪裡進行屠
宰 ... 等。由於區塊鏈去中心化且不可篡改的特性，供應鏈中所有
廠商包括 Carrefour，均無法變更相關資訊。45 讓消費者清楚掌握
雞肉產品從養殖、運送到上架過程中的所有紀錄，真正做到買的
放心、吃的安心。Carrefour 已規劃將區塊鏈拓展至雞蛋、番茄、
鮭魚 ... 等其他 8 項食品，最終期望將區塊鏈技術應用到 Carrefour
主要的供應鏈及 1 萬 8 千多項食品。

(3) 物聯網搭配人工智慧進行維修預測

大眾運輸業者最擔心因非預期機械故障或失效，而延誤原定的運輸
計畫。此時不但得緊急進行修復或調度，還得同時面對及處理旅客
抱怨與情緒，或是在社群媒體上散布相關資訊或不滿文字。

為了能提供穩定且可靠的服務，義大利的 Trenitalia 利用物聯網及
人工智慧技術，進行預測性維護。透過安裝在列車上的感應器，即
時回傳列車運行時所有的數據 46。再藉由人工智慧進行分析，找出
各設備最佳生命週期，並分析即時數據進行預測，提前進行維修或
更換，以避免非預期停機的發生。

45. Carrefour launches Europe's first food blockchain and plans to extend 
the technology to eight more product lines before the end of 2018
http://www.carrefour.com/sites/default/files/cp_carrefour_blockchain_
alimentaire_06032018_ven.pdf

46. Predictive maintenance brings efficiency to Trenitalia
https://www.computerweekly.com/news/4500278251/Predictive-
maintenance-brings-efficiency-to-Trenitalia

http://www.carrefour.com/sites/default/files/cp_carrefour_blockchain_alimentaire_06032018_ven.pdf 
http://www.carrefour.com/sites/default/files/cp_carrefour_blockchain_alimentaire_06032018_ven.pdf 
https://www.computerweekly.com/news/4500278251/Predictive-maintenance-brings-efficiency-to-Trenitali
https://www.computerweekly.com/news/4500278251/Predictive-maintenance-brings-efficiency-to-Trenita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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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雲端計算避免供應鏈中斷

供應鏈的任一環節中斷，會造成延誤生產、甚至是延遲出貨，無法
如期交貨，不但會影響公司應收，更會讓客戶失去信心，故掌握供
應鏈的狀態以即時進行因應，是所有品牌在產品製造應持續努力的
課題。

Lenovo 利用雲端平台將其供應鏈可視化，即時掌握供應鏈上的所
有數據與狀態，包括原物料所在位置、數量及預計投產時間，供應
商的生產及出貨狀態，以及最終產品物流及分銷的狀態。透過雲端
計算即時取得每日相關數據，Lenovo 可以根據供應鏈上的狀態隨
時調整生產規劃，將供應鏈問題對產品生產銷售的延誤降至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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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知悉輿論與媒體資訊，同時活化整體組織回應問題的能力，是重要的挑戰，也是我們在努力的方向。因此，我們透過資訊系統，
自動化地於網路上蒐集各類與品牌及行業相關的資訊，再透過機器學習等技術，進行語意分析，最終再送交由專責的輿情小組進行判
斷。透過這些資訊技術的協助，以掌握資訊的完整性跟正確性，更能校準溝通的內容與品質。

——  中華電信▪林文智副總經理、沈馥馥協理

為了達到快速反應之目標，每天觀察網路上之資訊，即時掌握各種關於企業之討論。如社群網路中出現有關於企業之負面消息時，我
們即時通知品牌專責單位及有關部門，由人員進行輿情分析與專業判斷。如果是網民因為不瞭解而造成之誤解，我們將第一時間為網
民解惑；如果是來自於惡意之攻擊，我們也會正面處理之，避免以訛傳訛，造成公司更大的商譽損失。

—— 信義企業集團▪周莊雲策略長



04
在暴風中航向目標－
風險管理的未來
疫情、貿易戰、破壞式創新等等，改變了全球的
經濟型態。在大環境變遷下，每個企業都如同大
海中航行的船隻，需能看風使帆，靈活應對。因
此，企業主應從開放的心態出發，正向檢視組織
的弱點與契機，並且適時引入資訊技術的協助，
提高組織的應對能力，除防備危機外，更能掌握
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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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的商業運作環境，隨著供應鏈的全球化、生態系的形成，導致
任一地區的政治經濟、氣候變遷或任一組織的永續議題出現問題，
產生的就是重大衝擊（mega-impact）事件，同時造成全球各地的
影響；另外隨著監管力道加劇以及訊息擴散快速，若出現爭議行為
或違法違規，除裁罰行動對公司營運產生極大經濟壓力外，商譽的
破壞可以讓一家大企業數年無法恢復各方的信任。

而科技的爆發性運用，除了造就以破壞性創新進入市場的非典型競
爭者外，也同時讓公司產生眾多數位安全議題。而最讓企業頭痛的
事情是：這些風險多數位於外部，且發生時都有複合性的效果。除
此之外，這些風險都非靜態，每一項都會隨著時間與環境持續演化
（Evolving），除了不易使用過去的經驗理解外，其演變的速度極
快，只要沒有跟上，可能一瞬間就可以讓企業潰敗。因此，若企業
要能成功的在這個暴風的時代持續邁向目標，以下將會是一些有效
的提示。

一、文化仍是第一：避免抗拒，擁抱問題

對於風險環境的巨變，並不是每個組織、每位個人都願意費心正
視，甚至可能抱持著「我不懂」、「這與我無關」、「我們不會有
這種問題」、「我無能為力」等心態。管理階層也可能為了滿足短
期目標，而刻意忽視了問題，而讓組織不自覺的持續暴露於險境之
中。而組織中的科層結構與部門間的筒倉（Silo）問題，更可能讓
這些複合性的風險，處於無人看顧的狀態。等到時機一到，就從組
織最脆弱的位置產生劇烈影響。因此，面對風險，方法、流程、技
術都是次要議題；最重要的事情，就同本次調查中多數企業認為「人
員風險意識不足」是首要問題一樣，風險文化是第一。所有在組織
內的人，都必須存有風險意識，持續思考與學習可能造成目標失敗
的情況，並且透過溝通，讓問題浮出檯面，才有可能開啟被關注與
討論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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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預備數據，為對抗不確定性做準備

由於經驗法則難以有效管理現代多變的風險，因此基於數據驅動
（Data Driven）的決策思維就成為對抗不確定性的一個關鍵。為
了達到數據驅動決策的層次，企業必須持續辨識與數位化關鍵任務
資料（Critical-Mission Data），並將其視為企業的珍貴資產加以
管理。

在建立數據的過程中，企業可能會面對一些問題，包含資料缺乏擁
有者觀念，導致有技術能力留存數據的資訊部門，未能保留業務部
門所需要具有商業洞察的資料；對現存資料的不信任，導致遲遲無
法使用資料；而且在缺乏數據管理的情況下，每個部門各自建立資
料表、Excel，讓不同部門對同一件事情、個體、交易可能存有多
個版本的理解。若從 Top-Down 的形式考，為了要提高數據的品
質，企業應該考慮建立資訊治理架構，管理資料品質，並且定義基
於整體企業視野來看資料結構。

若採取 Bottom-Up 的思維，則也可以檢視企業現有產生數據的過
程，並逐步將原有流程為紙本或未完整數據化的資料（如無法進行
分析的 PDF 檔）進行建檔，並檢視資料品質不佳（如數據錯誤、
數據結構設計不佳等）的問題，持續調整。

除此之外，加強非結構化數據的蒐集，或納入外部的開放資料，也
都可以豐富可用情資，作為決策之用。

二、讓風險進入領導階層的議程

本次研究中所提及的風險，多數都已經跳脫營運層面，而是企業整
體策略層次的問題，沒有任何一項適合由單一功能部門處理。因
此，策略層次的風險，更需要高層參與與策略性的考慮。將風險相
關的議題納入領導階層的議程，讓所有與會成員能接觸、討論與回
饋風險議題並嘗試在討論目標與策略同時，同時平衡風險管理的需
要；對於可能造成公司策略潰敗的議題，投入資源偵測與防阻運用
情境分析與戰略模擬，預先思考發生的應對處理。而領導階層對於
風險議題的關注與監督，也可解決風險處理在作業層級的協作不流
暢問題，而且也可一併正向影響整個組織的對於風險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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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以新興科技即時偵測與回應風險

為了加速風險偵測與回應的效率，企業不該再仰賴傳統人工流程管
理，而是持續觀察與投資適切的新興科技，以提高管理效率與準
度。在這樣的過程中，必須注意以下幾點：

(1) 評估是否存有適合新興科技的基礎架構

每個類型的新興科技都有其適合存在的基本環境與假設。更何況企
業本身可能並不具有充分了解該類科技的人員，這也會讓導入上更
加艱困。此時適時尋求專家協助，診斷現有的環境並確認導入策
略，以達事半功倍之效。

(2) 小規模的試行，以獲得初步的成功（Quick Win）

由於企業會對新興科技可產生的效益有所疑慮，因此小規模的試
行、實驗，會是個能讓風險可控，又可短期讓所有人看到效益的做
法。優先針對關注的風險類別，並選定一個小的區域、流程進行實
作。除了可以清楚組織目前在運用該科技上有哪些要調校的情況
外，也可做為未來導入其他流程時的教案，以加速後續擴大運用的
過程。

(3) 新興科技解決方案不是一切，與商業實務整合才是重點

新興科技的商業應用可謂百花齊放，無論是內部自行研發，或者是
外部新創企業的產品，選擇相當的多。但若要確實成功地運用，導
入環境內的文化、流程都會有所影響。除此之外，有些議題的處理，
也不見得需使用新興科技，即可達到很好的效果（例如區塊鏈技術
運用在同一企業內的紀錄交換，可能是無顯著意義的）。因此，勤
業眾信建議持續關注新興科技在演變的過程上可以帶來的可能性，
但切莫期望科技可以直接解決所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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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注意引入新興科技造成的風險

導入新興科技時，除了享受其帶來的效益，也應注意新興科技可能
引發的潛在風險。這裡面可能包含：

(1) 人工智慧

由於人工智慧需要大量資料，而資料蒐集過程是否注意了隱私權、
採用的資料是否夠廣、夠平衡而不會造成數據偏見的問題。而人工
智慧做出判斷的依據，或者萬一錯誤的歸責，目前也含有相當多道
德層面的問題與討論。

(2) 雲端計算

當企業讓營運資料進入到雲端，勢必會碰到資訊安全相關疑慮。而
有鑑於雲端的特性，特定的產業也會涉及有利害關係人（如監管機
關）限制使用雲服務以及資料落地的問題。另外，資料、服務上雲
後並不見得具備絕對的持續性，雲環境的持續性議題仍需考慮。而
且雲服務多數會仰賴外包商，對外包商服務的管理也是極其重要。

(3) 物聯網

物聯網讓萬物相連，讓每個設備能夠分享數據，以做為分析與決策
之用。但也因為有這樣的特性，所以只要有一個設備出現弱點，可
能會讓整個物聯網的整個生態系統一起崩潰。因此，物聯網的設備
選用、以及物聯網整體架構的資訊安全會更加關鍵。

(4) 區塊鏈

雖然其被視為可以提高數據交換間的安全性，但仍存有相當多的使
用上的風險，例如運作效能不佳、帳戶本身的資訊安全問題、法規
上的不確定性、存取數位資產的金鑰管理問題、不應被他人知悉的
機敏資料因帳本交換過程導致外洩、智能合約問題…等。

除了前述提到的風險外，新興科技也一直在演變。因此在導入以及
使用時，必須多尋求專家意見，評估各類技術的潛在風險，預先掌
握與防範。這樣才能夠讓資訊技術真正協助到企業管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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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讓風險管理從「恐懼」與「避免」轉為價
值創造

企業若從初期的「不知不覺」，開始建立了風險意識並加以討論，
就有可能進入「有知有覺但都是負面認知」的反應。包含：「害怕
變動帶來的麻煩，因此原地不動」、「由於看不清楚未來的可能性，
因此決定甚麼都不做」、「因為懼怕該風險帶來的懲罰，因此一切
都直接拒絕。」此時的風險管理，就會變成必須要，但卻又不受大
家歡迎的一件事情。而這大多都是因為資訊取得不夠迅速與廣泛，
以及解讀情資及轉換成行動能力的不足所導致的問題。

若企業擁有對於風險的認知，輔與數據的取得與資訊技術的協助，
並解讀成可行動且對於業務有具體幫助的情報方案，讓業務上的驚
訝降到最低，則這就可以將風險管理的定位轉換成價值創造的角
色。這會產生一系列的正向系統性循環，風險管理過程中的各類資
訊將會累積的越來越多，讓企業對於事件的反應更加快速，進而保
護商業價值。



05
附件
國內企業調查執行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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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樣本配置與實際完成配置

公開

募資

情況

母體分配
預計電訪 實際電訪

樣本分配 樣本分配

企業數 百分比 企業數 百分比 企業數 百分比

上市 928 55.2% 221 55.3% 233 57.5%

上櫃 752 44.8% 179 44.8% 172 42.5%

▪ 母體資料來源為 107 年 5 月資訊公開觀測站

本次國內企業調查，係委託為全球前四大商業資訊公司──
義大利 CRIF 集團的在台子公司中華徵信研究所，針對國內
上市櫃企業執行調查，並蒐集 405 份有效樣本進行分析。
以下為調查說明。

(1) 調查地區：本次調查地區為台灣 （不包含離島）。

(2) 調查對象：

台灣約 1681 家上市櫃企業之中高階主管、風險控管部門及
財務部門主管。其受訪者擁有風險管理決策權或參與風險管
理決策。

(3) 調查方法：

本次調查以電話訪問方式為主，採用 CAMI 電腦輔助電話訪
問系統。並依受訪者需求提供網路問卷及傳真問卷，助於整
體調查進行。

(4) 抽樣方法及樣本配置：

本次調查採用分層隨機抽樣，針對公開發行以上企業，分為
上市及上櫃進行調查，並依資訊公開觀測站中上市櫃企業分
布情況，配置本次調查樣本配額上市企業 221 家、上櫃企
業 179 家，實際完成有效樣本上市企業 233 家、上櫃企業
172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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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受訪企業背景資料

A. 企業主要營收來源：

本次調查之受訪企業主要營收來源以「海外」佔 52.3% 為
多數。在營收來源選擇「其他」之企業，均認為營收來自台
灣及海外的比例相近所佔各半，詳見圖 18。

B. 企業全球員工人數：

在全球員工人數方面，本次調查的受訪企業中，員工人數主
要集中在「201-500 人」及「1,001-5,000 人」為主，分別
佔 26.9% 及 25.9%，詳見圖 19。

台灣

45.9%
52.3%

1.7%

海外 其他

圖 18. 受訪企業營收來源（n=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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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 受訪企業員工人數（n=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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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企業資本額：

針對本次調查受訪之企業，企業資本額主要集中在「十億
以下」佔 47.7%，「十至五十億」佔 40.2% 次之，詳見圖
20。

D. 企業營收金額：

本 次 調 查 受 訪 企 業 在 2017 年 營 收 金 額 主 要 以「 十 至
五十億」居多佔 41.0%，整體而言有七成左右的企業營收
表現都在十億元以上，詳見圖 21。

十億以下 47.7% 十至五十億 40.2% 五十至一百億 4.7% 一百億以上 7.4%

圖 20. 受訪企業資本額（n=405）

十億以下 30.1% 十至五十億 41.0% 五十至一百億 12.1% 一百億以上 16.8%

圖 21. 受訪企業營收表現（n=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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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企業資本額：

針對本次調查受訪之企業，企業資本額主要集中在「十億
以下」佔 47.7%，「十至五十億」佔 40.2% 次之，詳見圖
20。

D. 企業營收金額：

本 次 調 查 受 訪 企 業 在 2017 年 營 收 金 額 主 要 以「 十 至
五十億」居多佔 41.0%，整體而言有七成左右的企業營收
表現都在十億元以上，詳見圖 21。

其他服務業

技術服務業

不動產業

金融保險業

傳播資通訊業

零售餐飲業

資訊工業

機械工業

化學工業

民生工業

礦業

3.0%

4.2%

4.0%

5.9%

5.4%

33.6%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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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

5.9%

10.4%

圖 22. 受訪企業行業別 (n=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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