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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重大疫情

企業營運持續管理計畫(BCP)

方針說明

董監事會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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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監事會對於企業營運持續計畫(BCP)的
八大審查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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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針對業務流程，進行營運衝擊分析?

營運衝擊分析，應找到對企業業務有重大影響的關
鍵流程。

是否針對核心業務流程，是否訂定合
理目標?

合理目標，包含關鍵流程之可容許中斷時間、
資料回復點、營運復原時間點等要素。

是否針對合理持續營運目標，制訂
配套之營運持續計畫(措施)?

營運持續計畫，應達成意外事件發生時，可
有效降低運運衝擊之目標，如必要之備援工
作場所與機房等。

營運持續計畫，是否完整考量企業營運
目標、法律與合約、合理成本等要求?

例如營運持續計畫中，應考慮合約中所規定之

服務水準協議

營運持續計畫，是否完整考量利害相關團
體之需求與支援?

例如營運持續計畫中，應考慮供應鏈風險，並適當選
擇第二供應商。

是否針對營運風險情境與所擬定之計畫，
進行相關演練?

例如營運持續計畫中，應進行演練並檢討修訂計
畫內容。

營運持續計畫，是否考量可行之數
位科技應用?

例如營運持續計畫中，應考慮是否採行遠距工作之
資通訊設備等。

營運持續計畫，是否包含緊急應變
人員角色與流程設計?

例如營運持續計畫中，應依業務需求，
詳列應變小組職掌與作業程序。 B C P



c o l o u r

©  2020 KPMG, a Taiwan partnership and a member firm of the KPMG network of independent member firms affiliated with KPM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KPMG International"), a Swiss entity.  All rights 

reserved. Printed in Taiwan. The KPMG name and logo are registered trademarks or trademarks of KPMG International.

目標 2目標 1

企業營運持續計畫(BCP)的重要目標

• 鑑別可能面臨的營運威脅

• 事前規劃減少突發事件的衝擊

• 向主管機關、客戶、供應鏈或
保險公司說明有持續營運能力。

事件 (如重大疫情)

未發生前

• 在突發事件發生時降低營運能力減
損程度

• 在突發事件期間減少停工時間並加
快復原

• 可向員工、主管機關、客戶、媒體
溝通企業最新因應狀況

• 管理高層可完全掌握營運現況，如
授信與投資部位品質變化、財務資
金風險缺口等

• 可降低合約違約風險

BCP

事件 (如重大疫情)

爆發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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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鑑別可能面臨的營運威脅。

⚫ 事前規劃減少突發事件的
衝擊。

⚫ 向主管機關、客戶、供應
鏈或保險公司說明有持續
營運能力。

⚫ 減緩營運能力損失程度，避免違約風險。

⚫ 減少停工時間並加快復原。

⚫ 及時向員工、主管機關、客戶、媒體溝
通企業最新因應狀況。

⚫ 可完全掌握營運現況，如授信與投資部
位品質變化、財務資金風險缺口等。

釐清關鍵業務 營運持續作業核
心架構

營運持續演練

持續運作目標

財務管理

災害情境模擬

供應商依存關係

營運持續認知

技術、設備支援

應變流程

緊急應變人力調度

生產據點
轉移規劃

考量人員、
能源、設
備及供應
商短缺

IT活動轉
移規劃

至少每年定期審核營運持續管理方式流程並進行演練

確保預算、人員及技術支援充足

⚫ 持續優化應變效率，做好充足準備。

⚫ 較其他同業考量更多異常事件應變措施，可於危
機發生時成為存續企業，擴大市佔率。

⚫ 提早整合公司發展策略，如設廠規劃、系統備援
措施等。

⚫ 預算運用避免錯誤投資。

定期檢討及演練重大事件(如疫情)爆發前重大事件(如疫情)發生前

企業營運持續治理框架與成熟度評估規劃方向

組織營運持續規劃成熟度評估

考量人力資源 原料與設備供應 同業聯結合作 多個營運據點

第1級

第2級

第3級

第4級

第5級

第6級

第7級

沒有任何具體規劃

僅有針對部分資料進行備份

已有標準化營運持續作法

標準化營運持續措施可量化管理

針對營運持續規劃具有成效分析及考量使用新興科技

營運持續作為已為同業標竿或大幅度領先。

已有雙中心規劃，且僅需少量人力的高度自動化措施。

第8級 單一主要核心據點完全毀損，亦不會影響營運、出貨或財務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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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MG所提供的服務

供應鏈全球布局

諮詢

IT服務水準規劃與
持續履約諮詢

緊急事故稅務、法

律相關諮詢

營運持續計畫與演
練規劃

事故回應與緊急應
變服務

資訊系統備援與災
難復原

ISO國際營運持續管
理驗證輔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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