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2016 思科及/或其附屬公司。版權所有。

思科的數位化轉型

數位化業務轉型

數位化轉型正席捲各行各業的企業。具智能的組織會運用技術構

建新的商業模式、流程、軟體和系統，使公司各個層面彼此連

結，並能充分掌握這些層面。而且，這些企業也運用新的連結

和見解來優化內部流程、提升客戶體驗並提高員工的工作效率。

多年來，思科一直致力於整合技術、解決方案和策略等各方面，

以利邁向數位企業之路。為此，我們提供強大的技術基礎，整合

了整個企業價值鏈中的連線、安全性、自動化、協同作業和分

析。我們用成果導向型的數位解決方案和由全球合作夥伴生態體

系的開發人員所提供的開發環境支援為基礎。

身為領先的數位公司，思科不僅著重於為客戶展現新價值，同時

也著重公司自身的數位化轉型。我們的計劃將透過新的創收和降

低成本的方式，開發出數十億的潛在價值。思科的數位化轉型策

略著重於三大主要領域：

•	全新的客戶體驗：在觸手可及的數位服務世代中，客戶的期

望愈來愈高。為每位客戶提供完美的全通路體驗，數位化企

業可強化及提升客戶的忠誠度。同時，這也能使企業更深入

瞭解客戶及其行為，以便改進產品和服務，並預測未來的採

購計畫。

•	創新的商業模式：隨著愈來愈多的裝置連上網路，企業便有

機會連結並收集其價值鏈各個環節的資料。這為企業採用新

的營運方式奠定基礎，也使他們能對既有的商業模式進行徹

底轉型。結果是憑藉創新業務模式，企業可加快上市、精簡

營運，並且更靈活地因應市場變化。

•	提高員工的創新能力：數位企業為員工提供各種工具，讓他

們能保持連線、更積極地投入工作和更靈活地工作。數位生

產力需要不間斷的連線和多樣化協同作業，以促進協同作業

更加完善，並讓安全無所不在。透過這些功能，企業即可提

高生產力，同時強化吸引和留住優秀人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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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的數位化轉型

加速價值交換

每一筆商業交易都需透過交換價值才能實現。思科著重於為客戶

提供絕佳的價值，並協助客戶將此些價值更快運用於業務中。隨

著思科加快並增加價值交換的步調，包含客戶、員工、合作夥伴

和股東都將受惠。

思科的客戶藉由運用技術來建立新的商業模式、流程、軟體和系

統，以獲得更高的利潤、提升競爭優勢和效率。這項價值透過以

下點項： 

•	全新的客戶體驗：提供愉快的客戶體驗是贏得和留住業務、

提高忠誠度和維持持續且可靠差異性的關鍵。

•	全新的商業模式：透過資料流和分析所建立的全新商業和營運

模式能夠讓企業「重新構想」他們為客戶和自己創造的價值。

•	提高員工的效率和創新能力：將工作場所轉型為靈活的合作

環境可透過提高員工投入程度和生產力，以及提升創新效

果，激勵數位員工高效地工作。數位企業為員工提供各種工

具，讓他們保持連線、更積極地投入和更靈活地處理工作。

•	安全無所不在：對於網路邊緣、整個基礎設施、資料中心和

雲端的裝置進行完整保護，並提供持續的策略型威脅防護，

有助於確保關鍵業務資產和通訊安全無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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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的數位化轉型

思科提供客戶業務轉型所需的產品、解決方案和服務。我們的產

品組合可整合人、業務和事物所需的重要功能，且解決方案和服

務有助於加速數位化轉型。我們在此過程中提供的價值包括：

•	深入分析：透過數位轉型所實現的價值，與廣泛的資料收

集，且一致地進行分析資料的能力直接相關。思科提供來自

裝置、網路、使用者、應用程式和威脅的資料流，這些資料

流能夠轉換為切實可行的見解。

•	簡易性和靈活性：思科不斷簡化本身的解決方案，以便合作

夥伴和客戶更容易採用數位業務技術。

•	降低風險：思科提供數位解決方案，包括專門的硬體、軟體

和服務套件，以交付商業成果，例如增加收益、優化客戶體

驗、激勵員工、降低成本和減少風險。

•	持續創新：思科對軟體開發採用持續交付的方式，此舉使得

交付的功能加倍，漏洞減少 60%，且質量提高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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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的數位化轉型

數位轉型需要技術支持

在企業內部推進數位轉型並不容易。多數業務主管尋求實現業

務流程的轉型，並從中獲得有形的商業成果。為此，他們需要

與 IT 主管密切合作，以開發數位企業所需的環境、資源和技術

解決方案。

為了啟用新的商業模式，思科透過五個重點調整其內部 IT 流程：

•	安全性：部署以策略為導向的端對端安全方法，加強價值鏈

每個層面的防護。

•	簡化：簡化所有方面並提供 IT 服務。改採簡化、自動化的供

應鏈有助於透過準確的需求規劃、即時庫存管理和可靠的性

能來提高生產力、效率和可見度。

•	自動化：從網路邊緣到資料中心和雲端，充分利用模組化 IT 並

實現流程自動化，以降低成本並加快變革。

•	監測及調整：藉由商業語言及自助式服務讓決策者掌握更多商

業資料，藉以深入瞭解，並支援更具見解性的即時商業決策。

•	持續創新：加速持續傳遞，為關係人提供更多功能、減少缺

失並提升與商業價值相關的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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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的數位化轉型

思科的數位員工轉型

數位化轉型始於員工以及與企業轉型之願景一致性的組織文化。

對於企業數位轉型而言，打造虛擬化、高協作、靈活性和具生產

力的人力相當重要。如果我們想要吸引並留住最優秀的人才，就

需要營造激勵員工的工作環境，讓員工在持續的數位化、全球化

和行動化的團隊保持積極投入、發揮生產力、高滿意度。

思科正致力於提高員工的數位能力，並改變員工的工作方式。以

下是展現數位員工轉型的三個方面：

•	提高員工的效率

•	減少空間和營運成本

•	將思科打造成絕佳的工作場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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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的數位化轉型

提高員工的生產力

思科不斷提高員工的生產力，以便能更快回應客戶，並為客戶提

供價值。不過，為提高生產力，員工需要絕佳的技術服務和工

具。思科 IT 部門正與業務單位合作，為員工提供更好的工具，

並根據員工需求量身打造工作環境。同時也致力於優化企業提供

的投資和維護工作場所的安全。思科 IT 部門為員工提供下列工

具和服務：

•	以 Spark 為基礎的客戶服務：處理案例時，藉由開放的 Spark 

會議室，讓技術支援人員將適當的主題專家加入會議室，以協

助問題解決。必要時，技術人員也可進行即時視訊通話，並與

銷售人員、工程人員或其他人合作，共同滿足客戶的需求。所

有這些都有助於結合深具見解的資料，進而打造更具協作性的

客戶體驗。

• dCloud 客戶展示：思科合作夥伴能夠運用思科 dCloud 自助服

務平台，從雲端虛擬執行思科解決方案的 200 多個不同的實驗

室、展示和沙箱，而不需要花費數週時間到客戶現場建立。

•	思科地圖：部份思科大樓均在員工出入口和各樓層的電梯外設

有思科地圖資訊站。員工能瀏覽 3D 互動式地圖，利用即時可

用的方向指示找到他們正在尋找的人員、房間或資源。行動尋

路應用程式可引導員工抵達目的地，而且抵達時會辨認員工並

開啟語音或視訊會議以及協作應用程式。

• Digital Ceiling 打造個人化工作區：在部份思科大樓中，我們

現在透過 IP 網路控制照明系統。員工可透過智慧型手機調整

工作區或會議室的燈光溫度、顏色和密度。由於照明接近自

然光，因此員工感覺更舒適，而且效率顯著提高 (部份研究顯

示提高 16%)。同時，Digital Ceiling 可降低能源消耗和用電

成本。

減少空間和營運成本 

靈活性對於現今的員工而言相當重要。許多員工選擇在家上班，

不過在辦公室裡仍有個人專屬的座位。此情況將耗費成本。為

此，思科正在優化辦公室資產，並對行動性日益提高的數位員工

進行規劃。這有助於降低和管控設施相關的營運開支。

•	隨時隨地視需求工作：思科員工可彈性選擇在家上班或在下

班後前往當地辦公室。思科提供員工所需的數位化協作工

具，以便他們以安全的方式與同事聯絡和獲取工作內容。靈

活工作使得思科顯著提高員工留存率，並且每年節省 2.77 億

美元。

•	連線工作場所：我們運用新的數位工具將實體空間與員工實際

的工作方式相匹配。我們提供各種空間，例如備用的臨時工作

區、適合專門集體討論會的「小型」會議室、會議室和訓練場

地。每個空間都已配備所需的技術產品，並且已預先整合，隨

時可用。員工不需要操作裝置和連接不同的纜線，即能在幾秒

內開始 WebEx 會議、視訊會議或使用白板進行討論。78% 的

員工表示幸福感和舒適感有所提升，67% 的員工表示效率得

到提高。此外，思科將辦公場地成本減少 40%。

•	適合 IT 服務的 eStore：每位思科員工都能從自動化的 eStore 

預訂、佈建和變更 IT 服務與軟體。透過 eStore，開發人員可

利用實體和虛擬資源佈建雲端服務，以支援他們的計劃。現

在，開發人員資源的佈建時間從數週縮減為數分鐘，而且思

科預估未來兩年將可節省 77% 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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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科的數位化轉型

打造絕佳的工作環境

數位工作場所對於增強員工滿意度、提升員工投入度、吸引和留

住人才，以及營造加速創新的組織文化至關重要。

•	兒童看護中心：在上班時間，思科於聖荷西和世界其他辦公地

提供便利的辦公區兒童看護服務。先進的兒童看護中心採用思

科監控視訊資料系統，讓家長可以隨時掌握子女的日常活動。

•	員工健康中心：思科為員工及其家人提供現場專人健康保健

服務。我們先進的健康保健設施涵括牙科、眼科、藥局、實

驗室和 X 光設備，同時還提供遠端醫療功能，可邀請醫療專

家 (例如，皮膚科醫師) 進行遠端醫療服務。

•	共乘計劃：在聖荷西和灣區，思科與共乘計劃 Scoop 共同

合作。員工可利用智慧型手機找到類似通勤路線的同事和鄰

居，以安排共乘。這樣既可以節省時間和金錢，還能達到環

保效益。透過這項計劃，思科顯著節省員工通勤費用，而且

使灣區每天可以減少 400 輛車，為緩解灣區的交通流量做出

重大貢獻。

•	電動車充電：思科在 5 個國家提供 220 多個電動車充電站。員

工每天充電的車輛超過 800 台，而且可透過行動應用程式找到

或預約充電站，並能追蹤長期的使用量。透過這項計劃，我們

從 2016 年 1 月到 5 月間減少超過 350 噸的 CO2 排放量。

思科的數位流程轉型

除了員工轉型外，思科也著重於關鍵業務流程的數位化轉型。思

科在任何時間點都有數萬個流程在企業內部執行。現在，我們運

用數位工具、見解和分析，加速作業、高效營運，降低成本，同

時交付更卓越的成果。以下是我們數位流程轉型的一些例子：

•	機器學習：思科使用生產和組件測試的歷史數據，在製造流

程中進行適應性測試。這有助於決策需要新增、修改和取消

的測試。同時，機器學習也有助於我們從預測型分析轉換為

規範型分析。所有成果使得測試時間大約縮短 19%，節省的

成本超過 1000 萬美元。

•	供應商協作：思科打造出雲端平台，以便與所有供應商連

繫，統整全世界的所有供應和庫存管理流程。這有助於更深

入瞭解任何時間點的供應和需求，並且有助於確保供應商能

使用所需的工具提高反應力。供應商協作使得產品準備時間

縮減 7%，並且物料短缺案例的結案速度加快 35%。

•	靈活的 IT：思科已採用包括 Docker 容器、OpenShift 和大數

據在內的開放式環境。這使得我們加速從瀑布式開發轉換為

靈活開發，進而得以加速發佈新功能。在過去 18 個月，思科

透過持續交付模式提供的服務從 23% 增加到 73%。這使得我

們交付的功能增加 100%，減少的漏洞達到 60%，而且品質

提高 94%。

•	銷售生產率：思科透過整合 Salesforce、LinkedIn、WebEx 和 

Twillio，開發出數位潛在客戶開發平台。這有助於產生更深入

準確的銷售見解和分析，並徹底改變預測流程。全新自助服

務 SaaS 供應產生流程將供應時間從 45 天縮短到 2 天 (縮減

幅度達到 96%)。同時，思科也使企業授權履行流程自動化，

進而將週期時間縮短 90%。

•	適合能源管理的物聯網：思科與馬來西亞檳城的合作夥伴 

Flextronics 聯合啟動「未來工廠」試行項目。我們將整個工

廠的 1300 台感應器連線，產生的數據及見解便可支援監控、	

可視化和警示。此外，思科也運用雲端解決方案測量、監控

和管理耗電量，以便以較少的碳足跡，營運環保工廠。思科

如今將這種模式擴展到全世界的工廠。我們預計耗電量和溫

室氣體排放量將減少 20% 到 30%，而且預估每年節省的用電

成本可達到 100 萬美元以上。



思科的數位化轉型

思科助您完成業務轉型

思科在數位化業務轉型方面已取得多項成就，且每天仍致力於建

立新的功能。我們已準備好運用所獲得的經驗協助客戶進行企業

轉型。

無論您處於數位化轉型過程的哪個階段，思科都能協助貴公司

打造更有智慧、更快速且更具競爭力的商業模式。我們的解決

方案和服務能在整個價值鏈中提供連線、安全性、協同作業、

思科在全球有 200 多個辦事處。地址、電話號碼和傳真號碼可在思科網站 www.cisco.com/go/offices 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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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動化和分析。攜手思科重新構思您的業務，加速企業的數位

化業務轉型。

立即邁出數位化轉型征程的下一步。請參閱思科數位化業務轉型 

IT 藍圖，並洽詢思科客戶代表，以獲取個人簡報。

請造訪 http://www.cisco.com/go/digital ，瞭解更多詳情。

http://www.cisco.com/go/digit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