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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越來越多的公司將非核心企業活動進行委外，甚至於向外界購買資訊安全服務，因此促使資安

委外(information security outsourcing, ISO)議題浮現。ISO決策模式的重要性，實遠大於探討軟硬體

相關的資安產品，然而，關於企業如何決定委外作業，卻有不同觀點。本研究以台灣上市櫃企業及

部分公部門與大專教育單位為對象，分析管理者在執行 ISO 作業時的相關因素，透過文獻分析與

訪談結論指出六個不同重要性等級的決策構面為：組織、成本、合約、承包商、風險、服務，以及

ISO三大決策類型：委外敏感型、委外穩健型、委外保守型，分別最重視：風險、合約、組織，最

後並推論學術及管理意涵，並給予實務應用建議方向。 

 
關鍵詞：資訊安全、委外、決策、代理理論、交易成本理論 

 
 
 

ABSTRACT 
They are more and more companies outsource their non-kernel business activity to other professional 

firms, such as the servic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Thus, the topic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outsourcing 

(ISO) has emerged gradually now. The consideration of regarding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ISO is actually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of only discussion which hardware or softwar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products 

should be used inside company. However, the view points are quite different about the business process 

while regarding with how to determine the outsourcing. We chose the public traded company, public 

sector and educational unit as samples. We analyzed the relative factors when managers conduct ISO 

activities. According to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clusion of depth interview, we obtain six important levels 

of decisive construction. They are organization, cost, contract, subcontractor, risk and service. And, three 

decisive models which are outsourcing sensitive type, outsourcing stability type and outsourcing 

conservative type. Besides, risk, cost and organization are thought highly respectively among the three 

decisive models. At last, we also introduce the academic and administrative meaning and suggest the 

directions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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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從經濟活動面觀察，企業委外活動逐年增長符合交易成本原則，而資訊服務委外程度

或方式，則是學術研究與實務界關注的議題(Whitten & Leidner, 2006)，資策會(2008)研究
報告指出資訊委外有逐年增加趨勢，許多公司仰賴 IT(information technology, IT)以維持公
司競爭力，但資訊安全支出，卻經常令業主生畏。然而，資訊安全對組織而言卻日益重要，

資訊安全預防措施包括資訊的完整性、機密性與可用性，根據電腦安全協會(Richardson, 
2008)調查，美國 522家企業，約 80% 發生過資安事件，並有 27% 企業遭受攻擊後，造
成近 4千萬美元損失，Peters(2009)指出資安事件不會減少，安全專家也預測資安事件會持
續增加並對組織造成傷害，故擬定資安政策與措施、配置資安設備、維護管控系統安全、

資安認知訓練等，促使資訊安全管理日趨重要。Symantac co. 總結了 2009至 2010年，資
安事件服務多集中在惡意軟體、社交網路騙局、垃圾郵件、網頁威脅，2011年亦由 Trend 
Tech. 接棒推出雲端資安，而且隨著個資法施行細則於 2011 年 11 月上路，2012 年更預
測資料安全保護已成為所有產業需一致遵循的趨勢，不論員工或企業皆須進一步思考保護

私密資料的重要性。而且，根據經濟部工業局委託資策會數位教育研究所進行「資訊服務

產業 2010-2012 年專業人才供需調查」，台灣產業對於資訊安全有強烈需求，但是資訊安
全管理人才卻不足。未來，資訊安全問題的複雜度與專業性將有增無減，此時，資安委外

(information security outsourcing, ISO) 將順勢成為企業資訊服務委外的新選項，例如，雲
端運算平台可以提供各類型顧客的資訊安全服務即是，許多研究都強調資安的重要性，例

如：資安措施的認知與行為差距(Workman et al., 2008; Ng et al., 2009)、資安政策的制訂
(Yeh & Chang, 2007)、安全考量因素(Khalfan, 2004)與信任因素(Mao et al., 2008)，然而，
卻少有研究，探討 ISO 因素，僅部分研究概略介紹 ISO 現象(Fenn et al., 2002; Willers, 
2002)，少數研究則針對此成功因素進行分類(張登裕，2007)，由此可知，對於 ISO需求持
續增加的企業而言，探討與了解 ISO決策類型相形重要。一般而言，產值規模較大的企業，
如上市櫃企業，資安事件的衝擊其實遠大於中小型公司，除了資訊安全觀念較佳，其編列

資訊安全預算理應亦高於一般企業，而公部門服務大眾，以及擁有大量學生個資的大專電

算中心，其對於資訊安全的需求亦不亞於業界，過去資訊委外議題多為關鍵成功因素(Lee 
& Kim, 1997)、委外對組織的影響、委外安全考量因素(Khalfan, 2004)與信任因素(Mao et 
al.,2008)等，少有專門探討資安委外議題，部分資訊安全管理的研究中，也僅針對資安政
策、實施方法、人資訓練等進行實證(Workman et al., 2008; Ng et al., 2009; Yeh & Chang, 
2007)，並未深入探討資安委外決策因素，有鑑於此，本研究從推衍相關之資訊委外文獻
與訪談資料，歸納資安委外決策因素，並進行問卷調查與統計分析，期使研究成果促使學

術與產業理解資安委外將獨立出通則性的資訊委外，更進一步且能正視資安委外的重要

企管學報92-內文.indd   2 2012/3/19   下午 01:4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