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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一詞隨著使用者的角度
而有不同詮釋。在機械工程領域中，
”governor”是指機械（系統）的回
饋裝置，可用於速度、壓力或溫度的
自動控制（譯按：如調速器）。而依
ISACA 的定義，治理可確保”在決定
平衡、共同協議的企業目標時，利害
關係人的需求、情況與選擇能被納入
考量；藉由優先權與決策制訂來設定
方向；以及監督協議方向與目標的達
成績效和遵循。1”從本質上來說，治
理 的 角色 即 在於 授 予主 理 人
（ principal ） 監 督 與 控 制 代 理 人
（agent）行為的權力。以公司治理為
例，主理人－通常指股東－的代表為
董事會，其被授予的責任即為監管管
理當局。公司治理的目的為說服、促
使、強制或激勵企業管理者遵守其對
投資人之承諾。2 除了上述這些高階定
義以外，在討論治理觀念時也必須考
量不同的企業特性（如：公開或私有
公司、大型、小型公司或合夥）、行業
（如：醫院、政府、合作社、非營利
機構）與利害關係人（如：股東、客
戶、員工、社會大眾）。3
有趣的是，治理同時也用於表達
某機構組織內部的監督與控制。用於
此時（譯按：狹義），治理乃成為企業
整體治理的子集合。例如，企業整體
治理包含了資訊治理－資料擷取、資
料儲存與建立、以及資訊分派與使用
的監督和控制。資訊治理也包括資料
治理。4 當某個主要科技革新成為經濟

的關鍵動因時，革新就可能帶來自己
的治理問題，例如：雲端運算治理。
如此多元化的治理觀點可能導致討論
上的混淆與適得其反，必須清楚界定。
在本文中，”治理”乃指資訊治理而
言，將探討若干與治理有關的迷思與
誤解。
治理的兩大焦點：資源與流程、企業
價值
COSO 委員會定義”企業風險管
理”（ERM）如下：5

企業風險管理是一個流程，乃是
由一個機構的董事會、管理當局
與人員所決定，可應用於策略制
訂且範圍及於整個機構，主要是
設計用於確認有那些會影響機構
的潛在事件，並在風險胃納內管
理其風險，以提供機構目標能達
成的合理保證。
治理的概念伴隨著 ERM 的監督，
因此其本質上即為策略性的，且可藉
由流程驅動以達成預計目標。因此，
治理即為如何確保流程的控制無虞，
且能持續地達到企業價值（BV）攸
關的目標。”控制無虞”和”能達到
預期結果”即為治理流程的兩大相關、
但卻不同的焦點目標。資源與流程焦
點是指控制資源與流程的風險；企業
價值焦點則是指監督與創造 BV 有關
的決策。雖然在概念上是分離的，但
兩者彼此相互影響，主要是因為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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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達成 BV 的流程都可能伴隨著額外的風險與控
制。例如，企業購併或可增加 BV，但也會由於
機構變大，而增加了控制資源和流程的需求。
在資訊治理領域中，資源和流程焦點是指控
制資訊相關的資源和流程，以減輕風險暴露並達
到系統的績效目標。此項焦點用以確保 IT 資源
與流程的績效與風險管理。通常透過檢視成本預
算來達成。同時，BV 焦點則針對系統行為的控
制，以確保使用者能取得預期的產出資訊。資源
和流程焦點著重於產出資訊的流程，而 BV 焦點
則著重於如何使用資訊以產生企業價值。
IT 資源和流程的課責較 BV 的創造更易確認
與衡量。BV 是透過組織而產生的，IT 可以協助
其促成，但可能並非唯一或主要的角色。由 IT
投資所產生的 BV 並非由 IT 實現的，而是由企
業面創造的 6 ，有時則以科技為配角。BV 焦點
則與行動者（actor）有關，而非資訊的創造者
（creator），行動者會應用資訊以提供商品、服
務以及制訂、輔助決策等價值創造活動，可能也
會產出更深入的資訊或智慧。7
有了 IT 資源和流程焦點，系統開發、實作、
維護和控制監督才可以減輕產出資訊的系統與流
程的風險。另一方面，BV 焦點則以財務數字的
方式影響著組織的價值績效。這些產出（如：財
務報表中的彚總）也必須適當地加以衡量、監督
與揭露。因此，資訊資源管理主要乃是由 IT 資
源和流程焦點的創造者所驅動，而 BV 的產出則
是由 BV 焦點的使用者所驅動。
由於資訊創造者的課責（如：強調成本控制）
與行動者的課責（如：成本節省、額外利益、投
資報酬）在本質上就不同，故通常將產出資訊的
資源、流程和 BV 的增加這兩者分開討論較為方
便。以外部查核會計師為例，他們會提供給受查
者關於控制架構（資源和流程焦點）的意見，而
隨之而來的則是對於財務報表（BV 焦點）表達
意見。

這兩個焦點彼此有重疊且交互影響。以是否
要將 IT 服務外包至雲端運算環境的決策為例。
這個決策可能導致成本降低而改善了營業利益－
BV 衡量。但此決策也會帶來必須加以評估與減
輕的新風險，同時亦會影響用以創造資訊的資源
和流程之風險。雖然決策通常與兩者皆相關，但
了解兩者之不同，並提供必要的異質性控制，對
於有效掌握資訊治理是很關鍵的。
若由廣義的角度使用”資訊治理”一詞，通
常會引發讀者隱含的假設性焦點。到底焦點是置
於創造資訊或是使用資訊產出的資源與流程控制？
雖然兩者分別處理是最好的方式，但仍必須清楚
如何達成各自目標以及兩者分別影響之區域。本
文將探討關於資訊治理的若干觀念誤解、提出關
鍵觀點並建議如何克服錯誤觀念。因此，前四個
迷思主要皆針對兩大焦點在觀念區辨上的錯誤來
加以釐清。
”組織某部份的每個行動皆同時伴隨著風險
與機會，且兩者皆需加以管理。”
迷思 1：風險與機會是分離的
組織的每個行動都會涉及風險與機會 8 ，而
且這兩者皆須妥善管理。當受到機會誘惑時，不
應忽略了企業決策所改變的風險情況。因此，風
險與機會不能分離，只考慮其一都是不能接受的。
若某企業只看機會而忽略風險，則風險主管
（CRO）可說是失職的，因為風險管理並未如機
會追求般同等地被評價。9
通常問題發生於以為與資源、流程有關的風
險治理，是與 BV（BV 焦點）無關的。風險管
理相關決策應該與利用機會改善實質績效的決策
相連結。以外包雲端服務為例，其風險衡量應視
為流程評估，而利用機會則可以成本節省的現值
來衡量。由課責面來看，風險可能在某一區域
（如：資訊長）而財務績效管理則在另一個區域
（如：財務長）。因此，一個新機會所產生的負
擔可能完全由一個區域承擔，但潛在效益卻歸於
另一個區域。即使一般都了解風險與報酬應該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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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但在現實中，風險與效益課責仍可能分開而
且永遠難以整合。
”監督風險與機會…不是一次性行動，而是
一個旅程。”
可為資訊治理提供完整結構的理論架構為
COBIT 和 Val IT 10。大致上來說，COBIT 傾向於
資源和流程焦點，而 Val IT 傾向於 BV 焦點。雖
然兩種架構支援各自獨特的治理需求，但彼此間
必須存在有效且持續的對應。某些衡量指標或可
用於此。例如，企業關鍵績效指標（KPIs）即可
與 IT KPIs 對應，而適當的平衡計分卡（BSCs）
亦可用於連結企業與 IT KPIs。11. 12 雖然這些步
驟有助於兩者間的對應，但發展出一個介於
COBIT 4.1 和 Val IT 之間、系統性且全面性的”
橋樑”，方能達到最大效益，正如同 COBIT 5
所做的。這樣的橋樑可同時提供給資訊創造者和
行動者溝通的基礎，以便釐清兩者間的課責。
迷思 2：以治理為目標
如前所述，治理可依據預期目標，保障性地
監控每個正在發生或將發生事件的風險與機會面。
它並不是一次性的事件，而是一個旅程。以資源
與流程焦點來說，若不能持續地評估控制架構且
無法進行必要適當的更正行動，則可能造成新風
險無法減緩，卻仍一直進行對組織已不重要的風
險控制。從 BV 焦點來說，企業策略與價值創造
的持續革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也不是一次性事
件。
某種程度上來說，以治理為目標的這種印象，
可能是來自於大家認為一旦控制設計好後，它就
會持續有效地減輕風險，因此唯一需要持續關心
的事只有如何創造 BV，而非風險減緩。也有可
能是因為負責資訊治理者並不認為資源與流程焦
點控制架構的持續評估和對應符合成本效益原則。
一旦控制架構到位，他們可能因已存在的控制而
感到滿意。但必須要摒除這種不再重新審視既存
控制的心態，尤其是當公司經營面臨重大營運、
戰略或策略改變等對未來產出有重大衝擊的事件

時。例如，若某公司決定要裁減數百名員工，此
決策可能會改善財務績效，然而也可能因為關鍵
員工離職而形成流程控制中的潛在缺口。
事實上，遵循行動不會停頓下來。為了確保
持續地遵循，像是 Deming 的 PDCA（Plan-DoCheck-Action）循環應該是值得參考的模型。13
迷思 3：法規遵循是主要產出
遵循和法律在社會和商業活動中佔有一席之
地。缺少了法令規範則很難要求企業做到該做的
事。也因此我們可能給予美國法氏法案或歐洲
Basel II 協定等強制企業達到的治理門檻過高的
評價。
因此，訂定了治理標準的法規遵循乃形成了
壓倒性的力量。最近，某些美國國會議員鼓勵美
國證管會（SEC）強制企業揭露資訊系統的資料
外洩等相關事件。額外的監督和揭露負擔可能導
致董事會等治理權威單位感覺只要符合法令規範
即足夠。”14 一個常被提及的迷思或誤解是認為
好的治理…可能會花費很多時間和成本。這種論
調通常是由某些認為治理只是沈重的遵循的人所
提出的。”15 這種認知進一步地強化了做再多的
遵循也只會多花成本、不會帶來有形效益。因此
組織就不會把額外的治理衡量為有附加價值的行
動。
然而，最首要的是，治理通常被認為有利於
所有權人。因此，僅止於遵循之門口卻不再多做
些什麼是令人失望的。例如，SEC 近來強制公開
發行公司必須採用以 XML 為基礎的 XBRL 標籤
來滿足主管機關的報告需求。企業有兩種方法來
完成：使用”固接”方式將最終報告標籤化或將
標籤嵌入企業的總帳系統中。後者對於企業來說
較有潛在效益，因為標籤化的資料可用於進行有
效率和效果的管理決策。通常來說，大部份企業
傾向於使用固接式的捷徑，而不會考慮到採用後
者最終所能帶來的效益。結果則是能夠使用標籤
來追踪交易（例如：編製以預計和實際績效比較
的內部報表）的效益不會被選上，唯有法規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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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被滿足。
”經營和資訊科技領導者應該強調客製化方
法。”
與風險管理和揭露有關的法令規範僅設定了
全面性、一般化的最小需求。如果存在好的治理，
則滿足法規需求可能只是最低水準。在這種情況
下，遵循可能只是附帶的效果，而非主要產出。
最後，法規遵循本身可能只投射出資源與流
程焦點，不足以執行企業的經營策略。而 BV 焦
點則是與資訊治理不可分離的。
解除這個迷思，經營和資訊科技領導者應該
強調使用客製化方法來滿足企業內的各項需求，
以便產生超越法規門檻的綜效。這也就是為何高
階管理者的聲音－包括陳述、聲明、管理當局的
解釋和行動等的一致性－對於有效治理是如此重
要。16
迷思 4：治理與經營績效是分離的
本迷思乃是第一個迷思的推論結果。在組織
中，我們或許認為減輕風險主要是與資源與流程
有關。但藉由管理行動而產生 BV 的 BV 焦點，
也是治理中不可分離的一部份。是否有可能管理
當局配置了不成比例的權重於資源與流程焦點，
而犧牲了 BV 焦點。由於貨幣性收益通常並非資
訊系統管理的焦點，因此風險治理通常以成本為
課責目標，而非收益或利益。此外，機會的治理
則通常被視為是一種收益、利益或投資中心。這
些觀點會通常引發不同的反應，因為成本控制主
要是預算考量，而非策略計畫。17
這樣的二分法－資源與流程相對於 BV－可
能導致我們邏輯上認定風險治理領域與機會治理
是分離的。兩者間的不相容可能更增加了彼此融
合對應的難度。例如，將某些交易處理系統委外
給國外廠商每年可能節省大量成本。當管理者認
定這是一個可降低成本和改善利益的吸引人方案
時，也應該要解決相關的治理風險議題。例如，

誰擁有客戶資料、這些資料安全性如何，且若未
來打算與委外廠商解約時會如何？18 很明顯地，
即使某些案例中，與資源和流程有關的風險管理
（資訊創造者）似乎與善用機會（資訊行動者）
互斥，但風險與機會的治理其實是無法分離的。
不論治理型態的衝擊為何，皆應由負責風險
與機會兩個領域的管理者，審慎地評估這兩者。
在第一個迷思中所建議的指引亦可應用於此。而
且在 COBIT 架構中所推薦和解說的責任、課責、
諮詢與／或知會（RACI）圖也是一個能克服本
迷思的有效整合機制。19 COBIT 5 闡明了如何將
代表企業價值聯結的企業目標轉化為能減輕資源
與流程風險的 IT 相關目標。20
迷思 5：治理是一種全有或全無的
在觀察如 COBIT 這類縝密的架構時，我們
可能同時會感到深刻和困惑。COBIT 是一個很
強大的架構，但卻無法在短時間內達到其潛在利
益。它需要長期時間才能將架構調整至正確。這
樣的挑戰使得某些人全盤放棄，因為建置架構的
工作看來十分可觀。另一方面，任何控制皆有可
能在缺乏嚴密的控制架構下到位，但卻可能只是
隨機的、設計或作業上有瑕疵和不夠整齊劃一。
為了確認和填滿這些缺口，必須應用控制架構。
放棄不用控制架構長期可能適得其反。即使對控
制架構的效益仍有疑慮，美國公開發行公司仍受
到法律規範，必須建置與財務系統相關的適當內
部控制。
即使控制架構對於紀律化的風險管理是必要
的，但卻不必然要在每個領域目標同時生效。只
要藍圖和綜覽十分清楚地揭示，可以先處理那些
控制效果有嚴重缺失的目標。一旦風險暴露已經
過評等和優先權化，即可排定行動的優先權。這
就是採取允許按步就班、分頭克服的方法來建置
整體的控制架構。適地性的行動方案可以強化風
險管理是所有人的事情，而非只是風險長的責任。
雖然由上而下來規劃控制架構建置幾乎是必要的，
但個別控制建置的順序則未必一定如此。只要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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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中的每項工作都已確認，則依優先順序來建置
即適當且有效。
為了避免資訊治理架構的負面偏誤，可以進
行先導計畫專案。在小團隊、小系統或小區域中
執行一項可達成遵循的先導專案，可提供方法論
的再度保證，並可在未來整個組織導入時，作為
能協助閃避相關陷阱的範例。21
迷思 6：好的治理一定得依賴新科技
科技的進步如此令人印象深刻，因而導入新
科技對於組織而言是勢在必行。新科技同時也會
創造出如綠色行動、能源節省、生產力改善和較
佳安全等顯著相對效益。而科技廠商在過了一段
時間後，可能不再支援舊版、且與最近購入科技
不相容，而現有系統可能也開始令系統與管理專
業心灰意冷。基於上述原因，導入新科技似乎很
吸引人。總而言之，如同常被規範的，導入科技
是營運用途，而非為導入而導入。導入新科技的
理由必須來自於它能為企業帶來 BV。若導入新
科技的著眼點在於資源與流程焦點，而非 BV 焦
點，則可能較不易成功。
為了達成有效治理，可能會導入新科技，但
並非勢在必行。一般來說，若使用一項可與現有
技術相容的新科技，能在符合成本效益原則下達
成某個風險暴露的減輕，則是可以支持的。很明
顯地，雖然新科技能使治理變容易或改善它，但
有效治理並非新科技的產物。若某項新科技與現
存科技大不相同，則風險治理可能帶來更大的挑
戰。
迷思 7：好的治理需要獨立分離的資金
好的治理無法缺乏資源配置，然而若假定每
個治理衡量皆必須由分離的預算來支持則是一種
誤導。事實上，應用 BV 焦點的管理者，通常在
思考善用機會所需要件時，如何減輕相關風險也
是其整體行動的一部份，並非分離的行動。因此，
每次在組織善用機會時，其風險治理的支出預算
並不會有重大改變。

但這種管理行為可能導致由管理決策所引發
的新風險未能被察覺，因此也無法處理。這種情
況無論新風險是否需要額外資金都可能會發生。
一種強制發現風險和如何處理它的方法，是將風
險相關資源與流程決策的潛在衝擊納入 BV 的評
量流程中。
結論
清楚地理解這兩項治理焦點－產生資訊的資
源與流程和 BV－乃是企業各階層在處理資訊治
理的關鍵前提。若無法明確區分兩者，則爭論會
隨之而來且可能因為每個人所認定風險的假設不
同，有的是看資源與流程相關風險，有的則是看
BV，而導致採行了不同的方法。ISACA 近來出
版的 COBIT 5 則將此兩種觀點整合為一，因此
可以將企業 IT 治理（GEIT）簡化為統一的方法。
某些迷思或錯誤觀念是導因於這種治理二分
法的疏忽或其它類似的概念。本文舉出七個此類
迷思，並盡可能地建議解決之道。企業的風險管
理計畫有可能因為此種誤解或偏見而不效率，應
該經由系統化的溝通來加以排除，才能把它們對
於組織治理的影響降到最低，甚至消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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