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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粉絲頁

目前，62% 的受訪高階主管計
劃未來兩年內加快數位轉型的
步伐。

要點

遠程工作

截至 4 月底，在家工作的人數比新冠病毒
疫情爆發前高出近六倍。
加速轉型

疫情當前，企業必須加快數位轉型步伐、
提高雲端採用率，並且廣泛運用其他呈指
數級發展的技術。
新一代服務交付

從戰略角度而言，必須應用豐富全面的方
法徹底重塑服務交付，聚焦新常態下湧現
出的複雜工作模式，我們將這種方法稱之
為“動態交付”。

積極開闊創新，應對服務交付中
斷情況
新冠病毒疫情嚴重影響了人們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儘管有

跡象表明，許多地區的疫情已得到控制，情況開始趨於穩
定；然而，那怕疫情最終結束，我們也不可避免地要面對

“新常態”。企業必須告別舊工作模式，快速適應新趨勢。

更重要的事，疫情迫使幾乎每個人都重新思考，如何在新
常態下推進轉型議程。

IBM 商業價值研究院 (IBV) 近期開展的一項研調發現，截
至 4 月底，在家工作的人數比疫情爆發前高出近六倍。1 隨
著疫情危機持續蔓延，傳統工作模式和工作流程受到嚴重
衝擊，企業不禁要問：究竟還能不能回到原有的工作方式？
當前的危機使人們認識到，或許不能孤立看待這個問題。
在未來，中斷業務的事件，是具有非常大機會再次發生。
因此，新冠病毒疫情加快了企業的轉型步伐，也就不足爲
奇了。企業無論規模大小，也不論處於哪個行業，都爭相

依託混合雲，轉型為認知型企業。認知型企業是指以混合

多雲架構為基礎，以智能工作流程和 AI 為動力，不斷重塑，
與時俱進的企業。2 IBV 數據表明，目前 62% 的受訪高階
主管計劃在未來兩年內加快數位轉型步伐。3

但是，由於當前的交付模式無法適應分散在各地、以虛擬
方式展開工作的員工隊伍，數位轉型難以繼續。因此，必
須重新審視服務交付模式，保證企業實現轉型目標。

“動態交付”是一種豐富而全面的方法，不僅僅是用於虛
擬合作或自動執行幾個流程，而是代表了新一代服務交付
模式，是幫助企業在新常態下實現價值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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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態交付”將技術基礎與虛擬
化的敏捷方法和實踐集於一身，
並被 AI、極致自動化和虛擬領
導能力加持，因此員工隊伍可大
規模地開展遠程工作，而企業
也能無懼不斷變化的業務環境，
充滿信心、快速靈活、富有彈性
地推進轉型。

動態交付模式清晰闡述了以下幾個關鍵問題：企業如何為
員工提供必要的技術基礎和工具？如何以不同於以往的方
式與員工互動？如何調整工作方法和實踐，適應新常態，

支持推進工作？動態交付採用“虛擬車庫”方法，幫助客
戶大規模地開展共同創造、共同執行和共同營運活動。4

虛擬車庫代表了全新的工作方式，綜合運用設計思維方法、

團隊敏捷原則，可實現持續交付和營運的 DevOps 工具與
方法，並伴隨著數位化人才和文化變革。

動態交付重點聚焦於以下基本要素：員工激勵和賦能；富
有感召力的虛擬領導能力；靈活提供的專業知識；互聯互
通的數位知識平台和流程。

實現動態交付後，企業能夠：

― 加速基於混合雲的認知型企業之旅。

― 增強彈性與安全性，哪怕發生意外事件，也能信心滿滿
地按時交付專案，確保永續營運。

― 靈活地獲得專業知識；建立符合產業要求的人才庫；快
速配備人員，提高適應能力；加強知識傳授。

― 有效領導和管理專案，實現預期成果。

― 通過增強的技術平台實現智慧營運，加快交付速度，擴
大交付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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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步動態交付法

只需兩步即可實現動態交付，使彈性、敏捷性和優化交付
達到全新水準。

步驟 1 ― 支持業務連續性和彈性

疫情爆發之初，由於工作場所被封鎖，許多工作流程面臨
挑戰。為應對突如其來的業務中斷，企業首先需要加強技

要實現動態交付，第一步是
必須快速建立業務連續性和
彈性，確保在虛擬環境中更
為安全可靠地完成交付。

術基礎（包括網路頻寬和安全性），以增強業務連續性和

彈性，展開遠程工作，保證與客戶、供應商和員工之間的
通信。

企業急需建立新的工作實踐，既要與員工隊伍、服務提供
商、供應商和其他利益相關方建立密切的信任關係，又要
保持社交距離。此外，還要建立新的人才實踐，留住各類

高技能人才。企業必須通過這些實踐，有效招聘、培訓、

管理分散四處的員工隊伍並與之保持溝通。遠程管理人才

涉及多個方面，包括數位化面試、虛擬入職、電子學習平台、
虛擬課程、數位化遠程領導和社交聚會。這不僅有利於通
過安全可靠而且可重複的方式展開營運，還有助於隨時隨
地以虛擬方式完成各種任務，因此這些實踐非常關鍵。

在受到疫情危機嚴重衝擊的時期，服務提供商也發揮著關
鍵作用，他們幫助企業降低風險，發掘新的商業價值，迅
速應對市場和業務環境的變化。事實上，企業深知，如果

服務提供商缺乏彈性和創新能力，他們很快就會成為復甦
創新之路上的絆腳石，而非加速器。

目前，旨在恢復業務連續性和建立彈性的虛擬交付模式已
不僅僅是值得擁有，而是必須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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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步是必須在最優化交付與
化解意外事件帶來的衝擊並通
過加速創新獲取新價值的能力
兩者之間找到平衡點。這就需
要根據不斷變化的專業環境狀
況及員工選擇的工作地點，調
整並優化交付方式，適應不斷
變化的工作流程。

步驟 2 ― 部署靈活服務模式

建立彈性後，企業還必須進一步轉變為採用優化的新型交

付模式，以自動化方式加速執行和重塑工作流程。未來，
儘管某些工作項目仍需在工作場所就近完成才能發揮最高

效率，但大多數工作可以遠程執行。要有效進行規劃、人

員配置和工作地點選擇，就必須對工作項目進行評估，根
據工作性質進行劃分。

在這個步驟中，企業和服務提供商可以無縫轉變為虛擬交

付，增強彈性，從而既能避免在未來發生不幸的中斷事件
時措手不及，又可以再穩定營運期間實現面對面交付和虛

擬交付的最佳組合。隨著新常態逐漸為大家所接受，我們
預計動態交付將成為新的服務標準。

動態交付能力離不開強大的雲端平台。這種平台必須提供

適當的工具和技術，促進無縫的虛擬協作、數位專案管理、
極致自動化和知識管理方法，在整個企業範圍根據許可共
享數據和知識。

企業必須培養端到端的人才管理能力，包括虛擬人才招

聘、按需入職、虛擬環境中附有感召力的領導能力、靈活

提供的專業知識以及無處不在的知識管理。此外，動態交
付平台所提供的個性化即時洞察和虛擬助手也是提高員工
敬業度和支持度的關鍵。

隨著虛擬員工團隊日益普及，採用基於動態交付平台的指

揮中心方法和自動化優先方法來部署即時敏捷的治理機
制，對企業而言就變得至關重要。

採用動態交付模式有助於企業增強按時交付專案的信心、

統籌和優化人才、提高客戶滿意度、加速企業轉型、降低
成本以及加快價值回報速度，從而實現更大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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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交付模式的構成

第一個構成部分是交付基礎 ，用於確立有關虛擬服務交付

革命。疫情迫使企業在數月內快速重塑交付模式，而不能

和工具，應對遠程工作所面臨的連接難題。

從速度和規模的角度而言，動態交付堪稱服務交付的一次
像從前一樣投入幾年時間慢慢磨合。實質上，服務交付面
臨巨大挑戰，不僅要加快認知型企業之旅的步伐，還要增
強應對未來中斷的能力。

這種新的交付模式不僅限於推進員工隊伍虛擬化。它整合
了強大的技術基礎，利用已在市場中得到驗證的共同創造
方法，以及由人工智能 (AI) 和極致自動化增強的虛擬化
方法和實踐，領導必經歷虛擬化的分佈式員工隊伍。

為實現動態交付模式，需要統籌三個主要構成部分，每個
部分均包含三組重要能力（見圖 1）

的技術需求。為了在不斷變化的業務環境中保持業務連續
性，必須建立富有彈性、易於擴展的基礎架構，提供平台

第二個構成部分是企業網路關係人 ，需要為他們賦能，以

便擔負起個人職責。在這種新常態下，辦公室不在是展開
日常工作的唯一場所，在大規模推行遠程工作的情況下，
為員工提供支持至關重要，對於職場新人尤其如此。遠距
交付與漸進式方法的區別在於，前者是一種針對性強、條
例清晰而且詳盡周密的方法，旨在激勵、啟發和領導遠程
環境中的員工展開工作，確保實施統一的培訓和知識管理
標準。

最後一個構成部分是無接觸式交付 ，依托虛擬方法和呈指

數級發展的技術（如 AI 和極致自動化）實現無縫虛擬協作。
為有效促進無接觸式交付，須充分考量高度分散團隊的數
位契約和互動式治理等事項。

圖1

3X3 遠距服務模式從 9 個方面展示構成和能力

無接觸式交付

自動化方法

虛擬商務

透明治理

網路關係人

虛擬領導互動

全球人才標準

無處不在的知識管理

交付基礎

富有彈性、易於擴展的基
礎架構

普及平台與工具

嵌入式安全與隱私實踐

轉向“虛擬協助”

轉向“個人職責”

轉向“雲端”

通過虛擬車庫方法實
現無接觸式可移植的
交付方法

借助遠程互動，建立
富有感召力的虛擬領
導能力

提供按需支持、具有
強大適應能力的交付
基礎架構

通過數位化流程簽
訂符合標準的契約

通過標準化實踐，
靈活提供專業知識

基於雲端的協作式
交付平台

由平台支持的數位化
儀表板，提高透明度，
促進協作

互聯數位知識平台和
流程

由强大策略和監控支
持的安全合規的交付
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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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平台和工具，加上由富有彈
性、易於擴展的基礎架構所支持
的嵌入式安全和隱私實踐於應對
大規模提高效率和彈性所面臨的
重重挑戰。
交付基礎

富有彈性、易於擴展的基礎架構以及普及平台和工具，還
有嵌入式安全和隱私實踐，都是建立強大交付基礎的必備
條件。

儘管在任何交付模式中，富有彈性、易於擴展的基礎架構
都是核心要素；但在虛擬環境中，由於需要克服靈活性、

可用性、安全性和支持等方面的一系列挑戰，因此這種基
礎架構顯得尤為重要。在疫情期間，幾乎所有員工都可能
需要在家及其他非傳統地點辦公，因此建立網路連接成為

關鍵需求。採用這種方法後，一旦遭遇嚴重的業務中斷事
件，就可以快速無縫地切換為動態交付模式。一種可行的
方法是在只需最低程度的 IT 支持的情況下，根據需要快速

建立推薦的虛擬辦公配置。這需要採用強大的網路，可輕

鬆擴展到員工的就地避難場所（如在家辦公和衛星辦公室），
幫助他們順利完成交付。隨著企業逐漸適應新的交付模式，
他們還必須重新審視“優化”的方法，根據成效、技能、

成本以及其他一些因素，在集中辦公與虛擬工作模式之間
實現平衡。

在大規模推進數位轉型和建立彈性的過程中，普及平台和
工具發揮著核心作用。典型範例包括：

― 熱門協作工具，如 Webex、Zoom 和 Slack。

― 專案管理和治理工具，包括 Hygieia 儀表板，Trello 和

J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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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虛 擬 需 求 分 析 和 發 現 工 具， 如 MURAL、GitHub 和

SharePoint。

― 流程發現工具，如 IBM Process Discovery Accelerator、

Celonis 和 Worksoft。

― 用於設計、建構、轉換和測試目的的協作工程工具，包

括 Blueworkslive for Process Design、Visio、draw.io
和 Bo。

― 遠 程 運 行 和 管 理 工 具， 如 具 有 遙 測 功 能 的 </802>

DevSecOps 平台、ServiceNow、IBM Service Desk 和
SOC Ops 工具。

― 預先配置的模板和資產，包括 SAP IMPACT 解決方案和
自動化工具。

對於任何有效的交付基礎而言，嵌入式安全和隱私實踐與

政策都是關鍵組成要素。在虛擬環境中，必須提高警惕，
避免淪為網路威脅和安全事件的犧牲品。

X-Force 的研究表明，自疫情爆發以來，與新冠病毒相關
的垃圾郵件增加了 60 倍。5 某些在員工遠程工作方面具有
豐富經驗的服務提供商很可能提供高度成熟的控制措施。
此外，一些安全工作時間必須適應新型遠程工作環境，這

對於保護專有業務數據而言至關重要。數據防洩漏、加密、
防火牆、反病毒和惡意軟體、集中化補丁和工作站強化控

制等終端控制措施，都需要針對每個客戶的獨特虛擬環境

進行調整。安全工作時間有助於減少安全事故和風險敞
口，同時降低風險管理和緩解方面的成本。

網路關係人

在目前的環境中，服務交付應包含一系列人員互動、流程
和協作機制。我們必須重新審視人才聯繫和賦能方式，採
用虛擬領導和互動、全球人才標準以及無處不在的知識管
理等能力。

哪怕實際相隔遙遠，領導者也必須善於通過數位方式拉近

彼此的距離。動態交付提供一系列虛擬領導實踐，將新的
行為、成功經驗和同理心結合起來，旨在鼓勵包容、激勵

團隊和改進成果。提升信任、賦能以及個人負擔責任的水
準，是轉變為分佈式團隊文化的關鍵。

為大規模推行並實現遠程工
作模式，“網路關係人”的
支持至關重要。為此，不僅
要整合一系列人員互動與協
作機制，還要重新審視虛擬
領導與互動、人才標準及無
處不在的知識管理。

要在特定環境中，根據技能將人才部署到標準化的實踐

中，就必須建立緊密銜接的實踐結構，這樣才能以互聯互
通和富有親和力的方式，疏理、管理及培養員工技能。

各種基於技能的實踐應當結合，推動技能培養和人才輔

導，確保員工隊伍不斷進步。由於疫情期間實施社交隔
離規範，因此必須採用各種數位化多渠道溝通模式（如

#AskmeAnything 對話、數位化社群聚會及虛擬職介活動），
重塑員工互動與溝通模式，保證員工群體團結一致且彼此
同步。
數位化人才招聘活動基於 AI 流程，不僅支持端到端的新員

工招聘、入職和同化，還能夠在未來提供經驗型學習機會，
幫助員工不斷提升技能水準。同時，在神經科學、深度數

據分析和 AI 推理的支持下，為經理提供人才認知洞察、自
助式解決方案和個性化指導，提高人才輔導和培育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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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才標準有助於源源不
斷地選拔具有深厚職能和技
術技能的頂尖人才。企業需
要建立緊密銜接的實踐結構，
這樣才能以互聯互通和富有
親和力的方式，疏理、管理
及培養員工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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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虛擬領導與互動旨在設計一套員工援助計劃，
注重於心理健康、健康諮詢、身體恢復能力和靈活工
作選項，幫助員工在瞬息萬變的環境中更好地生活和
工作。

無接觸式交付的挑戰在於，在疫情期間必須實現無縫

切換。精心設計、無處不在的知識管理及響應工具是
保持生產力、鼓勵共享和推動文化變革的先決條件。
在動態交付模式中，通過 AI 技術創造並支持的團隊

空間不僅可以為關鍵客戶、專案、團隊和工作流程資

訊提供統一的結構化儲存庫，還能當作協作的整合點。

無接觸式交付的指導原則是基於
虛擬車庫和多方面敏捷治理的自
動化方法。

無接觸式交付

無接觸式交付可通過以下方式實現：在虛擬車庫中開發的
自動化方法；數位流程支持的虛擬商務；由數位儀表板支
持的透明治理。

方法是交付的基礎。現在，我們能夠自動完成每項交付任

務中的眾多活動，幫助員工隊伍和企業輕鬆應對當前面臨
錯綜復雜的挑戰。例如，利用預先配置的模板和資產是一
種有助於提高效率的自動化形式。

目前的疫情陰霾還是透出一絲曙光：這樣的危機時刻可以
激發人們創造新的工作方式，同時保留成熟穩健的核心方
法。在 AI 和自動化的幫助下，交付模式可能會逐漸以虛

擬優先方法轉變為自動化優先方法。自動化有助於在適用
的工作範圍內形成生產力優勢。

除了部署自動化優先方法外，還要重新思考團隊互動與協
助方式。為此，可使用虛擬車庫方法。借助這種方法，即
便是傳統的成熟企業也可以像新創企業那樣迅速採取行動

動態交付客戶指揮中心具有以下獨特功能：

― 可根據特定限制和要求輕鬆進行配置定的訪問控制
提供整體關係和計劃可視圖。

― 包含即時儀表板，不僅關注於交付各方面，還注重安
全性、網路可用性及其他一些基本要求。

― 提供由工具支持的創新和駭客松，促進共同創造和共
同創新。

― 運用遊戲方法加強團隊建設，促進小組學習，培養創
造力。此外，這項功能還支持員工查看自己的個性化
儀表板，瞭解技能指數、培訓狀態、利用率、假期日

曆、工作效率、成就或獎勵，而且還能按需提供支持，
滿足技術和健康需求。

如前所述，動態交付虛擬治理背後的指導原則是一種全

面的多領域方法，旨在提高員工和利益相關方的敬業度，
主動發現並克服潛在障礙。

和做出反應。

在動態交付模式中，高度分佈的虛擬化團隊治理不同於傳
統模式，它是持續實現客戶價值所不可或缺的條件。在業
務停擺期間，企業通常會尋求服務合作夥伴的幫助，以保

持業務和供應鏈持續營運。對於服務提供商而言，強有力

的虛擬治理很可能成為從市場中脫穎而出的關鍵優勢。提
供商的治理方法不但可以確立適當的指示，還是企業的信
心之源。在交付過程中，治理環節還可能成為企業把控成
本和緩解風險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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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準備，不斷強化

隨著企業逐漸適應新型工作方式，告別原來的工作模式

和工作場所，轉向充滿挑戰與機遇的新常態，口號已經
變成：“我們再也不會毫無準備了。”

事實上，企業若要能敏捷應對變化，取得成功，就必須
滿足以下兩項條件：加快認知型企業之旅；快速應對不
斷變化的業務狀況。在最關鍵的業務營運及其客戶所依
賴的 IT 和業務服務交付領域，尤其如此。

無論是獨自實施，還是攜手服務提供商，企業都可以採
取以下重要措施，在服務交付領域建立領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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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指南

十步踏上動態交付之旅

1. 擴大連接規模，支持員工在危機期間靈活選擇現場辦公
或虛擬場所辦公。

2. 檢驗工作實踐，確定哪些實踐最適合虛擬交付模式，哪
些需要採用集中辦公模式。應將差距評估作為交付轉型的
切入點。

3. 評估企業的工具和平台。工具和平台應當能夠在多地無
縫運行，而且能夠擴展至合作夥伴環境中，實現互動操作。
4. 執行安全審計。制訂行動計畫，彌補政策、流程和控制
措施中的空白，滿足合規要求、監管規定和數據隱私準則。
由於遠程工作員工人數眾多，而且可能採用個人設備，因
此必須時刻保持警覺，這一點至關重要。

5. 評估工作流和流程，發現可以實施 AI 和自動化的機會，
實現彈性和動態的交付。自動執行工作流，幫助客戶當前
挑戰，推動從虛擬優先方法轉向自動化優先方法。

7. 制定全球人才管理標準，安然故過危機時期。此類人
才既包括經驗豐富的內部專業人員，也包括幫助制定標準
及提高交付速度的資深高技能供應商。必須積極尋找掌握
虛擬化工作環境工作技能的員工和供應商。

8. 建立流程，通過數位化電子學習平台，實施無處不在
的知識管理。此外，還要爭取高階主管和員工支持，主動
實施變革管理。為完成轉型，需持續推動文化發展，為員
工和服務提供商賦能。
9. 強調有力的治理，採用數位儀表板，在平台的支持下
提高透明度，加強協作。這包括為主要活動制定適當的指
標，積極緩解風險，提高彈性，加快數位轉型議程。

10. 繪製綜合的執行藍圖，彌補動態交付能力差距。做出
明智決策，針對 3x3 動態交付模式的各個構成要素，在
企業內部培養服務交付能力；和 / 或攜手經驗豐富的服務
提供商，充分利用他們現有的整體交付能力，敏捷地適應
不斷變化的環境。

6. 考慮採用虛擬車庫方法，開展共同創造活動，擴大數位
轉型範圍。通過集合動態交付與大規模敏捷創新方法，有
助於客戶滿懷信心地按時交付專案在經歷危機之後迅速崛
起，持續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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