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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IT ○ 5建立了治理層級，在獲
得利害關係人的需求、驅動企業、IT
和促成目標皆有良好的成效。COBIT
5鼓勵平衡記分卡和目標級聯的使用，
以幫助IT領導者顯示，IT是為了企業
的完善而管理此艘船隻。這包含了給
企業和IT目標的衡量建議。
R

○
R

COBIT 與規劃、設計、建設、
營運、監督和更新的生命週期流程有
關。COBIT下有13個調整、規劃與組
織（APO）的流程，10個建立、獲得
與建置（BAI）的流程，6個交付、服
務與支持（DSS）的流程，以及3個監
督、評價與評估（MEA）的流程，而
這些流程之間有什麼關聯呢？IT的主
要目標是交付商業服務，這和定義各
個流程同樣重要，了解這些相互關聯
的流程如何優化IT在正確時間以正確
價格提供正確服務的能力也很重要。
例如：處理服務請求及突發事件，和
處理變革、變革的過度與接受是密切
相關的。很差的變革處理會顯著地影
響服務請求和事件流程的品質。1
以系統的角度思考提供了這些議
題一個答案：

以系統的角度思考，我們必須自
覺地認識到，我們所做的每一件
事已經影響了我們所做的一切，
也會影響我們將要做的一切。以

系統的角度思考意味著我們將眼
光從單獨或分離的要素、結構、
功能和事件，轉移到流程之間的
相互關係 ... 。這就是判斷和發現
的流程，它最終將會給我們一份
實用指南，以針對系統的問題找
出系統解決方案。身為領導者，
我們並非在處理今天的問題，而
是在處理需要更具有全面性或系
統解決方案的複雜、混亂問題。2
前述段描繪了現今的IT情況， IT
經理不會處理單獨的問題，他們處理
的是許多複雜、混亂的問題。 IT領導
者需要了解到，定義解決方案流程的
品質決定了建立要求的品質。在設置
時發現的議題、在品質檢測時發現的
漏洞，以及在提供服務時發生事故的
數量，前述的問題都是相關的。
圖1 ─ 以系統角度的IT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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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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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階段的品質是由人、流程和技術（圖 1）匯
合決定的，而這是為什麼很難解決前述議題的最
主要因素。基於這個原因，以系統觀點審視
COBIT 互有關連的流程及提供數據給成功的流程
層面，是一種有價值的審視方法。另外，IT 管理

是系統的系統，或者可以說是流程的系統。
COBIT 的所有構成要素可以被視為一個單一
的系統或互相有關連的價值流程。3
以企業價值鏈審視
以企業的價值鏈來審視 IT，其前提要求每一個 IT
必須被合成為一組具有附加價值的核心功能。圖
2 為 IT 價值鏈。

圖2 ─ IT價值鏈
財務管理

IT 增加價值的主要活動可以概括為三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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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務自動化的功能

2.

管理那些已投入生產的功能

3.

服務終端使用者所提出的請求，以及贊
同業務能力的相關問題，派遣人力以解
決客戶的問題和實例化業務能力─服務
及應用。

惠普公司已辨認出涵蓋了 COBIT 5 流程參考
模型的四個價值流程（圖 3），而更重要的是，這
些相互之間有關且與組織有關的價值流程是如何
打造一個端到端的 IT 管理系統。

圖3─ 橫跨服務生命週期的價值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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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要素是一個概念模型養育邏輯模型、邏輯模
型養育實質服務模型的想法。一旦策略需求進入
規劃的投資組合，概念服務模型就必須針對這些
可以被建造、設置的需求進行開發。這包含起草
一份反映企業需求/期望的建議解決方案，及鋪設
預期的保固服務。接著，就是描述服務組成要素
的邏輯服務模型，再來是以現有能力待開發的相
關模型。而這之後接著的應該要是實際服務模型。
提早開始建構服務模型，即可以使性能、技術和
知識的重複使用次數提升。最後，當成本和風險
降低時，敏捷性即會增加。



企業依其需求決定措施的優先順序後，定義
其策略計劃和路線圖



選擇符合企業策略的機會和解決方案



確保既定的預算透明以監督履行和變革的進
行



辨認機會、風險和IT的限制以增加業務



收集數據以賦予有效率地辨認、分析、報導
IT 相關風險的能力
圖4─投資組合的策略

連接投資組合的策略

政策管理

投資組合的策略（圖4）解釋IT投資組合如何
與企業的商業策略配對。 IT領導者必須了解他們
不是身在IT業務中，而是身在公司的業務中，例
如：銀行業、保險業、製造業。投資組合策略的
價值流程與以下有關：管理的投資組合之品質、
因為投資組合而正在進行的改革、已被確認的新
解決方案之品質、在方案及計畫範圍內的例證之
管理，以及服務、改革所花費支出的有效性和效
率。
投資組合的策略包含 COBIT5 的流程 / 活動
APO02 （策略）、 APO03 （ 企業架構 ）、 APO04
（創新）和APO05（投資組合）。在價值流程中，
企業架構驅動目前的投資組合，並提出增加部分
至其中。增加的部分被蒐集為創新的建議/代表需
求的合約，然後合併成需求管理。接著以發展項
目（待實現）被新增至提議的投資組合。此時雖
然沒有明確召集，但目標即是從此處的提議蒐集
而成─為一個單獨處理蒐集、調解及實現優勢的
流程。企業架構師的角色包含應用規範和管理，
而使用COBIT能讓企業架構師衡量未來期望的狀
態與目前進行過程之間的差異，以達到期望的目
標。
在這個綜合的形式中，COBIT 5辨認的關鍵
要素被視為一個系統，包含：

政策

提議管理
(投資)
IT 合約

企業架構
管理
企業架構

需求管理

需求

IT 架構
管理
IT 架構

ISACA JOURNAL 摘譯文章

10

與策略的投資組合直接相關的關鍵COBIT流
程為：



設計，構建和測試解決方案組件



記錄，跟踪，執行和報告變動



APO02 管理策略



APO03 管理企業架構



APO04 管理創新



APO11 管理品質



APO08 管理投資組合



APO12 管理風險



APO12 管理風險



APO13 管理保全



APO13 管理安全



BAI01 管理計劃及項目



BAI02 管理需求及定義



BAI03 解決方案之識別和建立管理



BAI04 管理可行性及容量



BAI06 管理變更



BAI07 管理變更之接受

建置的需求
建置需求的價值流程（圖5）中描述了IT如何
管理好發展和交付─策略需求的交付。此價值鏈
與以下有關：需求流程的品質、方案和計畫的可
預測性、端到端的交付品質、改變的流程，以及
對服務協議績效的使用和衡量。而在此處，服務
設計人員隨著客戶和應用的成熟、時間的經過，
逐步進行創建/協商服務水平協議（SLAs）/營運
級別協議（OLAs）的發展。
建置需求的價值流程包含了COBIT 5中的流
程 BAI01 （ 計 畫 與 專 案 ）、 BAI02 （ 需 求 ）、
APO09 （ 服 務 協 議 ）、 APO11 （ 品 質 ）、 BAI07
（變革的接受與過渡），和BAI06（變革）。
而在此處，當專案開始實施的同時，需求即
會被蒐集。IT基礎設施庫之品質水準的部分假設
是建立在服務性合約的計畫裡稱之為服務設計階
段。當這個階段完成後，相關的建置事物即會被
創建，變革的接受與過度也會開始；而這導致了
變革的產生（例如：一張票券）。
同樣地，在這個綜合的形式中，COBIT 5辨
認的關鍵要素被視為一個系統，包含：


整合品質管理和解決方案開發和服務
交付



收集和分析風險數據



開發和維護項目計劃



定義和維護業務和技術要求

關鍵的 COBIT 過程直接連結到部署之需求，
為：

請求履行
要求對符合價值流（圖6）側重於IT以及如何
管理其總體要求和履行活動。這顯然是作業需求。
要求對符合價值流的目的是“通過快速解決用戶
之查詢來提高用戶的工作效率，並最大限度地減
少中斷。”4作為一個過程，它涉及多個IT領域，
包括但不限於：


服務要求



變更管理



資產管理



配置管理



供應商管理(包括雲端供應商管理)

請求履行是建立在服務請求和變更流程之上，
但增加功能以完成端至端的過程。正如在圖 6中，
請求履行是以訂閱管理、計費/扣費和使用管理之
形式來建立目錄的概念和金融消費的概念。這是
IT組織需要作出之選擇 ; 目前最好的做法是使其
被包括在內。在這個階段，應該設想服務租賃的
概念，以及允許發展其配套措施和彈性：因為要
求服務，故當業務 /任務功能改變時，其會被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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汰或被完全放棄（即業務敏捷性）。IT必須確保效
率保持高利用率的系統。
圖5─發展之需求

管理需求
政策管理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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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交付
管理
IT 項目

服務開發
管理
來源

服務設計

管理缺失
缺失

測試管理

測試用例

建購管理

開發包

發佈管理

管理設計包

發佈包

邏輯服務藍圖

服務發佈

開發管理
服務發 Desired
佈藍圖 Service Cls

政策管理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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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BIT5 中還有一些被加入但不明確的項目。包
括目錄管理，訂閱管理和使用管理。這些支持了
資產管理/ 軟件合規性方面之權利，以及要求、
預算和實際使用之影響。在這個整合形式中，關
鍵要素已經被COBIT 5 所確定，但在這裡它被視
為一個系統，並包括：


監控供應商績效和法規遵循



組織，識別，分類和運用知識



管理資產之生命週期的資料



管理用戶身份和邏輯性存取

關鍵COBIT流程和請求履行直接連結，如下：


APO10管理供應商



APO12管理風險



APO13管理保全



BAI06管理變更



BAI08管理知識



BAI09管理資產
圖6─要求履行

目錄管理
目錄管理

訂閱管理

計費和扣款

提供
提供
服務目錄輸入
服務目錄輸入

訂閱

扣款記錄



DSS05管理保全服務

檢測以改正
在檢測以改正的價值流（圖7）涉及IT組織防
止服務及支援設施故障和退化的良好程度，以及
當不可避免事件發生時，如東西壞了，管理該問
題或事件的良好程度。簡單地說，這個價值鏈的
目的是，為COBIT5表明，提高用戶的工作效率，
並最大限度地減少中斷。在檢測以改正的價值流
涉及很多IT活動類別，其中包括：


能力



可用性



運營



事故



知識



問題



質量（CSI）



保全

目標是清楚地優化流程。它被看作是系統中
之一部份，旨在確保服務約定執行，以及例行地
和整體上解決問題，而不是觀看每個區域的離散
過程。這個過程中考慮資產管理和配置管理作為
一個單一的過程。在這個整合的形式，COBIT 5
確定之關鍵要素被視為一個系統，包括：
 建檔，追蹤，執行和變更報告
 監視內部和外部的IT服務

要求與
要求與
途徑管理
途徑管理

使用管理

 識別，調查，解決和結束事件，事件
和問題
 監測與保全相關的問題

履行要求

使用記錄
使用紀錄



監測，收集和分析性能和一致性之資料

直接與檢測以改正連結之關鍵COBIT流程為：

開發管理
服務發 Desired
布藍圖 Service Cls

變更管理
變更管理

 APO12管理風險
 APO13管理保全
 BAI06管理變更

變更請求
變更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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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S01管理作業



DSS05管理保全服務



DSS02管理服務請求和事件





DSS03管理問題

MEA01監控，評價和評估性能及一致
性

總體觀點

圖7─檢測糾正

問題管理
問題

診斷與修復
運行手冊

事故管理
事故

事件管理
事件

服務監控
服務監控

變更管理
變更請求

先前描述的流動已經被拼湊成一個流動表
示處理中的所有聯繫，以及如何處理彼此接觸
（圖8）。
結論
每一個IT方法都有獨特的觀點以幫助IT更敏
捷及高效率以滿足業務需求。以IT價值鏈的觀點
來看，其著重在整個服務生命週期中的資料關
聯，佐以COBIT治理和管理的觀點。這篇文章
描述了COBIT 5 的系統方法，使用COBIT 5 作為
首要制度。有意識的識別給予了到概念，一切
都在IT管理所做的影響而影響到一切在IT管理。
其目標是提供對在IT管理面臨的挑戰以及一切該
如何接觸並相互影響之重要性的認識。顯然，IT
管理系統的人員、流程和技術要素不能孤立看
待。投資組合策略的價值流，部署之要求，要
求履行和檢測以改正之調整，用以支持業務支
援能力之卓越價值鏈。該系統必須改進再改進
任何一個部分。

配置管理
Actual
Service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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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IT 價值鏈參考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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