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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私權與 IT 政策有許多相同之處： Managers.
兩者都很重要；組織很重視有沒有這
前者在 1996 年出版，敘述一個
兩項；但不是每一個人都完全瞭解這
兩項如果被誤解所牽連的問題與後果。 政策應該在其他方面之中，對特定的
隱私權與 IT 政策是不斷演進的觀念－ 相關制度定義及詳述其規則。而後者
今天能被接受的政策（或者是被考慮 在 2006 年出版，以資訊安全為觀點，
為一個隱私權的顧慮），在明天可能不 定義政策是一個指令、規則與實務的
是 一 個 滿 意 的 實 務 了 。 相 同 的 ， 集合，它規定組織如何管理、保護、
COBIT 也在 1996 年從一個稽核架構 以及散布資訊。
演進到 2012 年成為一個企業 IT 的治
理與管理（GEIT）架構。在其他方面
之中，它呈現出政策是影響正確治理
與管理 IT 的根本要素。
本文將介紹一個使用 COBIT5 原
則來設計政策架構的現代作法，它提
供一個健全且系統化的作法，以確保
這政策能被用來做為建置企業策略的
工具。政策架構是一個提供組合及定
義策略的邏輯性結構，它同時也建立
能支持實施與執行政策的其他文件。
本文的目的在提供一個結構化的
方法論，用來協助組織發展並建置一
個有效果的政策架構。
IT 政策的演進
IT政策能幫助組織正確的達成組
織所期望的行為、降低風險以及增進
組織目標的達成，IT政策之演進可以
借由比較以下兩份文件來描述：
Generally Accepted Principles and
Practices for Secur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ystems1 與 Information

在 1996 年，IT 應用系統與基礎
架構的組態及標準是優先事項。而 10
年之後，組織了解到要取得 IT 的優
勢，必須有正確的資訊資源管理與治
理。
更進一步來說，若無法設計與建
置健全的企業流程，很明顯的將很快
的置以科技為基礎的控制於無效。舉
例來說，Verizon 2011 Payment Card
Industry Compliance報告 3 指出，尚未
符 合 Payment Card Industry Data
Security Standard（PCI DSS）第12項
需求（維護安全政策）的組織，對其
他的PCI需求也無法推動其實務及成
功的建置。
IT 政策的挑戰
在變動的環境中創設IT政策不是
一個簡單直接但卻經常是一個必需的
工作，組織可能不全然喜歡新科技的
優點、限制以及風險因素。舉例來說，
選擇雲端運算的解決方案，在一個充
滿不確定性的環境之下，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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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害關係人構面
對所牽涉的風險加以管理，以及對命令授以權力
才能產生商業價值。
IT 政策不只是 IT 的活動，把 IT 原則從頭到
底結合企業流程，可以確保更佳的跨企業涵蓋面
與合作（即：明確訂定責任與權力）、減少跨不
同團隊的重疊控制，以及針對企業需求提供一致
性的作法。
最後如同在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
Handbook 中所述，任何企業的核心是它的『人』
－它們的個別屬性包含正直、道德價值、以及能
力。 4 因此，政策應該要對每一個人溝通，並被
了解、支持及接受。否則他們便是沒有意義的。
政策是促成因素
COBIT5 提出 7 個促成因素（如圖 1），它們
是建置 GEIT5 的支持工具。促成因素『1. 原則、
政策與架構』的四個構面（利害關係人、目標、
生命周期、以及最佳實務）將在以下的章節討論，
同時並對設計與建置一個政策架構的系統化方法
提供建議。
圖 1. COBIT5 企業促成因素

某些利害關係人是定義與設定政策原則，而
其他的則是遵守、信奉或是建置這些原則。
這些定義與設定政策原則的第一組利害關係
人，考量組織一般的治理原則，並分析與辨別內
部、外部因素（如：法規）、企業的方向、以及
組織的文化。組織的董事會與高階管理階層屬於
這一組，另外，他們對於指出方向、溝通與建置
治理目標、以及定義政策架構的核心元件負有可
歸之責任。一個政策架構的核心元件有：
•
•
•
•

對有權核准政策以及其相關職責人員的任命
權
對沒有遵循既定政策之後果的決定權
定義處理政策例外情形的流程
定義衡量與監控政策遵循情形的方法定義政
策的範圍以及必須遵守政策的利害關係人。

透過遵守政策的原則，可以降低其他利害關係人
的恐懼、不穩定感以及懷疑。
目標構面
目標是根據先前已定義的政策原則所做的聲
明，它描述所期望的成果。目標聲明的例子如：
•
•
•
•
•

COBIT 5® 確保政策架構符合利害關係人的
需要、涵蓋各層面的流程（不是只有 IT 功能）、
並且建立額外的文件以確保達成治理與管理的目
標與活動。

做為員工認識新環境的工具
紀錄正確的委任關係並定義權力與職責的限
度
做為遵循法規的文件根源
保護智慧財產及營運持續
改進專案與營運的透明度與動能

就政策的關係，目標與政策原則應該是相互
關連的，如此才能針對利害關係人的需求提供保
證。
生命週期構面
政策的生命週期組合了政策原則與前面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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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目標，並且包含以下的階段：
•

•

規劃－本階段以涵蓋前面已定義的利害關係
人與目標兩個構面，來建立一個政策架構的
基礎。通常組織內已經有一些政策存在，所
以驗明治理原則與現有政策之間的差異，使
妥當的政策有助於重新設計與改進規行的政
策架構。在此階段中，將會定義能支持與闡
明政策原則的一個文件邏輯結構，文件的最
佳數量則視組織的文化與管理風格而定，這
個活動的目的是要改進政策原則的透明度並
支持它們的建置。
設計－本階段有兩個活動：
1.

2.

設定優先順序－驗明具體政策、針對政
策原則使用以風險為基礎的方式、設定
檢討或創立的時限與優先順序。
定義政策架構一書寫政策不是只有撰寫
活動，它須要充分的協調包含：
– 政策起草－驗明研究和書寫政策人
員的職責。其中一個成功關鍵因素
是；要解決建置政策原則可行性的
所有的潛在問題。
– 政策評論－驗明負責提供獨立評論
的人員，本活動的目的在提高政策
的可信度與品質。
– 核准、溝通及散播－建立程序為從
先前利害關係人構面中所定義的授
權人員獲得對政策的最終核准，並
且決定政策的溝通與訓練策略。
– 風格－定義書寫的品質標準，包含
文件格式、字型種類、語言風格、
辭彙解釋、以及文件結構。本項活
動的目的是確保政策的書寫、呈現，
及結構在一個清楚、具體、完整、
一致、以及容易遵守的方式之下。

•

建置－本活動相當於施行及執行政策，定義
能協助組織從不符合狀態，簡明的轉換成符
合狀態的活動。

•

•

•

營運－一個有效的政策應該是組織 DNA 的
一部分。建立可歸責的文化，以及在日常運
作中使用政策，能確保組織的目標被達成。
在這階段，組織應該說到做到政策的原則。
評估/監督－這階段有目的的去確認政策需
求是被正確的建置，以及組織是有效的運作
的。支持企業目標之政策原則的成功之程度
要被評鑑，並且政策架構的整體效率要向有
關的利害關係人溝通。
更新/處置－為保持政策與企業方向一致，
政策要被覆審以更新或處置。

這項活動有兩個目的：確保組織擁有的是有效的
政策，以及調整前面所定義的階段以維持或改進
政策架構的成熟度。好的實務會要求定期覆審政
策，通常是每 12 個月。
最佳實務構面
將治理與管理活動區隔開，指出如何建置及
管理政策是須要夠明確的指引。一個好的實務是
能產生支持政策效果與效率的，更多的文件 6.7.8，
舉例：
•

•

•

•

標準－一個必要的行動、明確的規則、控制
或組態設定，其設計是為支持及符合一個政
策。一個標準應包括硬體、軟體或行為的已
被接受的規格，而讓政策更有意義與效果。
標準是經常應該指向它們所關連的政策。
程序－是透過特定、指定行動來執行政策的
一組書面步驟，他與政策的關係是『如何
做』。程序傾向比政策更詳細，對於如何絲
毫不差的完成一個想要的任務、達成期望的
商業或功能成果、以及執行政策，它們在一
系列的步驟中辨明其方法與狀態。
準則－為陳述指引的概要，這是支持政策、
標準與程序的附加(非強制性的)文件－對於
像『在特殊情況下如何處理』這種問題的一
般性指示。這些不是應該要符合的需求，但
卻是強烈建議要的。
基線－是一個被業界廣為接收，對一個特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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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置提供最有效的方式。
ENDNOTES
結論
所有組織都有指導如何做決策與如何達成企
業目的政策，一個有效果的政策架構可以提升組
織的可歸責性透明度，並且是幫助組織達成其目
的的基礎。
創建政策不是只把一些文字打在頁面上，它
牽涉一個系統化的做法，以正確的形成治理與管
理原則。COBIT 5® 的原則有助於提供一個整體
的做法，以包含一個政策架構的最低需求，且能
避免推翻重來，並確保一個政策的完整生命週期
能被充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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