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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要經常確認企業資訊安全主
要弱點及無數安全意外原因。無論如
何，員工能按照他們所了解的政策執
行。可讀性是了解政策的關鍵，它依
賴目標讀者的教育—在這個案例，所
有員工應用到科技方法。

部稽核人員以外部基準、標準及通用
(政府及國際)的正式管理架構，使用
安全政策評估內部架構的遵循。當查
核安全基準有效性時，稽核人員通常
考慮其執行基準是否與安全政策一致。
資訊安全稽核人員是高度專業並經良
好訓練人員。他們熟練閱讀及解說安
全政策。它們的理解力遠超過一般人
員。在首次侃侃談論這些政策後，即
使事情順利進行，還是有風險。第一
波執行政策的人們經常與創作者溝通
政策，更勝與涉及建立程序的人溝通。
關於資訊安全效果及遵循的政策，可
能證明對決定政策資訊交付給讀者是
有用的。當安全意外發生時，根本原
因可能是安全政策本身，例如，事實
是員工無法了解政策。

安全政策的影響

資訊安全政策的品質

少數有關的努力被投入這個政策
的估計及評價，無論是安全政策在稽
核資訊安全遵循及設計資訊系統運作
的重要角色。比起依據資訊安全政策
設計的資訊系統、程序及控制，這些
政策較少聚焦在內部稽核的查核。

甚麼造成有效的資訊安全政策?
很明顯的，就是品質。名詞「品質」
涵蓋多方面，包括關聯、完全及適用。
例如，在「難以掌握」的政策由有經
驗和有技術的執行，當結果(以實現
的安全等級)可能有效，這不能提供
本政策品質的證據。反而，因為有經
驗及技術的人執行結果，最後，因為
「難以掌握」政策的品質缺陷而賠償。

資訊安全政策是資訊安全內部正
式管理架構的一部分，也是組織機構
資訊安全治理的一部分。資訊安全政
策（政策涉及指引及要求）是在組織
機構內指引政策及行動，以達成預定
成果。這些政策被理解為告知、授權
及強制執行的原則或規定。因此，人
(不是政策)能確保系統、組織及資料
適當及充分的安全水準。

安全政策在 IT 結構、系統及程序
的設計決策是重要的。安全政策描述
內部控制目的，並定義標準安全衡量。
資訊安全政策說明人員行為及程序的
實際上，已實現的安全等級結果
約束。作為資訊系統設計及運作的管 是在政策及人員之間相互影響的評價。
理工具及內部標準，安全資訊政策應
落實扎根在組織治理架構。內部及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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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資訊安全稽核確認內部控制及資訊及安全是
被評估遵循資訊安全政策有效運作，這應被理解
為安全政策及當時主辦者工作互相影響的間接證
明。在相反的案例裡，無效率或不充分的內部控
制及安全評估可能直接確定一個不太好的資訊安
全政策。
資訊安全政策的本質在此無須爭論。評估不
精確執行的原因，可能是安全政策的不正確說明，
或者甚至是完全不懂安全政策。安全政策的評價
本身能夠確信安全政策是否傳達其責任，以及安
全政策給稽核人員與經理人確定那項評估必須改
善〝現狀〞的洞察力。

合那些必須執行並處理安全政策的員工?為目標
讀者整修安全政策原文是可能嗎?是否為資訊安
全政策的目的衡量?
資訊安全政策的一般衡量
在稽核或自行評估的過程中，那一種衡量可
以協助評價資訊安全政策品質?一般衡量是用在
有關下列主題的資訊安全政策評估及評價，詳圖
1:
•
•
•
•
•

企業資訊安全政策的宣導
不同部門在資訊安全政策的應用
資訊安全政策的認知
資訊安全政策的異常
適時使用及更新模式

任何人必須專注在資訊安全政策的可讀性及
可理解性。安全政策編寫者及在有效狀況下評價
安全政策的稽核人員，如何決定安全政策是否適
圖 1 資訊安全政策的衡量
衡量類型
績效指標
安全政策宣導
1. 編制單位安全政策及程序書關於安全特色管理標準化定
義、施行及完成的百分比
2. 編制單位依照組織風險、資產危機及資訊敏感度，使用
安全政策及程序書的百分比。
3. 員工證實全安政策、作業程序書及標準與他們有關聯的
百分比。
應用
4. 本期測試並證明在正常及不正常狀況下適當完成工作的
安全衡量比率。
5. 在正常及不正常狀況下，使用安全政策、作業程序書及
標準的比例。
認知
6. 那些曾收到對他們工作通用且有關安全政策、程序及標
準的員工，通常按比率區分組織單位為內部員工、內部
外來員工(例如:在本公司工作的顧問)及外派內部員工(通
常稱為假冒外來者，例如:本公司員工在外擔任顧問者)。
7. 有關安全政策、程序及標準的員工訓練頻率，依據組織
單位可分為:
．上次訓練日期
．最近六個月內，收到必要訓練的員工比率
．最近六個月內，在訓練課程曾經提出評論或修正建
議的次數
適當及適時
8. 安全政策、程序及標準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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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者
．足夠明細用來執行
．定義角色及責任
．定義特別選定的功能
．適合特定風險及精確對象
．依據組織單位連結到特定的資產
執行程度
9. 安全政策需求比例、程序及標準依據下列要項執行並納
入營運:
．技術控制
．制度或管理控制
．前列二項併用
10. 與在公司內部工作的外來員工、外部聘用的本公司員
工、委外代工夥伴及待離夥伴約定遵循安全政策的第三
者比例。
資料來源:Adapted from Herrmann, D.S.; Complete Guide to security and Privacy
Metrics: Measuring Regulatory Compliance, Operational Resilience, and ROI,
Auerbach Publications, USA, 2007;
and Brooks, P.; Metrics for IT Service Management, ITSMF International, 2006

可讀性衡量
從圖一可以找出適當的衡量類型，依據特定
的稽核目標，內部稽核人員評估內部控制是否充
分及有效的評價(不是為了資訊政策)。這些衡量
經常來自使用「目標問題範例」(GDP)，這是一
種將企業目標與績效指標(例如衡量)可能連結在
一起的方法論。無論如何，這是一些衡量的評論
者。企業應努力對安全政策充分認識，以保證他
們的有效執行。因此，標準的處理方法是將安全
通告一年一次(例如:在員工簽名表上正式書面化
安全指示)，有時附帶一個複選的理解力測驗。
這個方法有缺點。這個作法只對職員、主管及稽
核等
一般讀者提出很基本的知識需求。無論如何，
它不能反應內部管理架構的複雜程度。
人們需要接受哪些更複雜內容的安全政策?
安全政策的構成要素就是簡單理解安全政策本身
內容。只有一個方法顯著改善嗎?

資訊安全政策必須修正去改善其效果的細節，
來自於衡量其原有的本質:資訊安全政策本文，
它的可讀性極容易閱讀。這假設是如果資訊安全
政策無法瞭解，或是它的內容難以閱讀，資訊安
全政策將無法適用，或是將適用的很少。可讀性
及易讀的衡量，使資訊安全政策可能被評估如何
容易瞭解這些文件。
可讀性衡量能夠用來評估(詞彙的)容易讀資
訊安全政策。可讀性指標(或得分) 是依據資訊安
全政策本文統計分析的幾種測定方法來衡量，例
如句子的長度、音節數量及文字帶三個或更多音
節的文字。這種衡量說明本文更長，則句子更長，
或是更多的文字帶著三個以上的音節，理解資訊
安全政策本文就更難。這就是更高的易讀指標，
要瞭解資訊安全政策更容易。
最廣泛使用易讀指標是「Flesch 易讀指標」，
它能依據下列公式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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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206.835-(1.015xASL)-(84.6xASW)
在此公式:
FI=Flesch 易讀的可讀性得分
ASL=文字中平均句子長度(在一個句子裡的文字
平均數量，用一個句子的文字數量除以句子數量)
ASW=每個文字的平均音節(音節數量除以文字數
量)
計算得到的分數—依據資訊安全政策統計分
析取得的 Flesch 指標—是詳細表列作為表示可讀
性水準。
這 Flesch 指標的特色是每個數字在 0 和 100
之間，但數據也會發生在限度以外(參考圖 2)。
圖 2 根據易讀指標評估可讀性
Flesch 指標
可讀性水準
0-29
很困難
30-49
困難
50-59
一般困難
60-69
標準
70-79
一般易讀
80-89
易讀
90-100
非常易讀
資 料 來 源 :Adapted from Flesch, R.; The Art of
Readable Writing, Harper Row Publishers, USA,
1974

流行的 Flesch-Kin caid Grade Level Index 做
為可讀性水準的一種衡量作法使用。這個測試是
依據 Rudolf Flesch 產生 的得分 ，以 及日後的
John P. Kin caid 發揚光大。這個測試將 Flesch
Index 變成美國等級水準。這個測試也表示教育
年數通常需要去瞭解資訊安全政策本文。美國國
防部把這個測試當做一個標準測試，需要所有各
種內部需求及指令。
在美國中小學各年級水準的得分分析及評估
本主題，係依據每個文字的音節及每個字句的文
字(類似 Flesch Index)的平均數量。例如，得分
60.0 的人，表是一個在 8 年級的學生會瞭解資訊
安全政策本主題(參考圖 3)。
圖 3 資訊安全政策的衡量
Flesch Index
教育
90.0-100.0
一個平均 11 歲的學生
容易瞭解
60.0-70.0
13-15 歲的學生們容易
瞭解
0.0-30.0
大學畢業生最瞭解
各 國 對 教 育 需 要 瞭 解 一 個 特 定 的 Flesch
Index 是不同的。
結論

誰瞭解安全政策
評估資訊安全政策的 Flesch 指標可以幫助評
估閱讀及瞭解相關文件有多困難。這是必然的，
如果資訊安全政策本文難以閱讀，稽核人員會建
議用一種較少複雜的方法(用較短句子，較少長
文字)明確表達這些本文，因此大致上容易閱讀。
無論如何，容易閱讀只是安全政策可讀性的
一種狀況。另外的狀況是政策易讀是否符合目標
讀者所提易需求的問題。可讀性水準衡量可能用
來答覆這個問題。

例如，如果經過計算的資訊安全政策 Flesch
Index 是在 20 以下，其易讀程度將與一個專業評
論或博士論文相當符合。假如特定的政策是針對
一般沒有資訊安全專業的員工，那是很明顯的不
適當。
而且，許多經理人及專家沒有時間對管理事
務有完整的學習，例如資訊安全政策。這群人也
從易讀及高的 Flesch Index 獲得利益。在瞭解資
訊安全政策個案，“時間是金錢”也是正確的。閱
讀及瞭解易讀文件(例如:較高易讀指標)，比學習
用以評論性質的易讀指標文件還花費較少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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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資訊安全政策適當語言修訂版，這些政
策的易讀能夠依次輪流改善，組織的安全水準也
能改善。

ENDNOTES

資訊安全政策的衡量，能夠用來評估文件的
品質及效果，例如:如何容易瞭解，並且各種要
求必然被遵守。另外，當資訊安全政策正在執行
時，為了監控安全政策的例外及組織目標遵循程
度。關於分類、執行、適時或認知的衡量能夠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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