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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長的高瞻遠矚
半個世紀以來，Intel 的發明走在科技最前線，不僅為企業與社會，也為地球上所有人類創造出震撼驚豔的新體
驗。創新是 Intel 成功的核心，隨著我們經歷企業歷史上最劇烈的轉型之一，我們正在顛覆產業並解決全球面臨的
各種挑戰。資料推動 Intel 從以電腦為中心的公司，轉型為以資料為中心的公司。資料也推動雲端的功能、物聯網
(IoT) 的擴展普及、記憶體和可程式化解決方案的進展優勢，以及不間斷 5G 連線的承諾。

IT 必須能
適應、學習
新技能，
並在不斷變
動的狀態下
運作。

Intel IT 在公司中擁有獨特地位，以助於將本公司轉型為數位發電廠，因此我們積極將本身轉型為對企業更具策略
效用的合作夥伴，正如 Forbes Insights 最近也指出，這是 IT 部門的重大關鍵。Intel IT 這個組織具備涵蓋整個企
業的深入洞察和可見度，能協助推動正確的合作夥伴關係，擬定最有效的商業決策，並在最新的科技最佳實務中
擁有極為豐富的專業知識，使 Intel 坐穩全球領導地位。我們和商業夥伴攜手同行，確實執行企業策略，共同創新
與合力推動讓 Intel 蒸蒸日上的尖端科技。我們也和面對市場的公司並肩合作，將解決方案導入市場，以滿足客戶
需求、產生新的收益流，並為 Intel 找出更多的成長契機。
我和許多的資訊長同僚一樣，瞭解數位轉型對於產業代表了挑戰兼契機，正如 2018 年 5 月 Equinix 部落格中所
述。做為技術專家還不夠：IT 必須能適應、學習新技能，並在不斷變動的狀態下運作。我們配合新的作業模型，
以及服務與解決方案的大幅度現代化，已經在 Agile 和 DevOps 上建立堅實的基礎，充分應用混合雲的彈性，以
機器學習 (ML) 和人工智慧 (AI) 發揮增強資料與進階分析的強大威力，將 Intel 的關鍵業務運作轉型，並改變我們
提供給客戶的產品與服務。
我們對於 Intel IT 的願景很簡單：透過同級最佳的 IT 解決方案與服務，加速 Intel 蓬勃成長。由於我們引領 Intel
的數位轉型，我們持續挑戰自我，協助公司基於舊有的堅實基礎，在這個瞬息萬變且競爭劇烈的環境中穩坐科技
龍頭寶座，並為 Intel 在下一個 50 年期間的持續成功做好自我定位。
歡迎在 LinkedIn 與我分享您的洞見與回應，請在 Twitter 上追蹤我的動態或造訪 intel.com/IT 以了解詳情。

Paula Tolliver
Intel 公司資訊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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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2 位 Intel IT 員工於 22 個 Intel IT 網站支援在 56 個國家，147 個 Intel 網站，約 107,000 位 Intel 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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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 IT 創新
將商業價值轉型
每季節省

933,000 小時
縮短建立客群所需的時間以提升生產力、提高視訊會議的品質、
廣泛部署 Intel Unite® 解決方案、按一下即可舉行視訊會議、智慧型
PC服務置物櫃、自我修復 VPN，以及常用企業應用程式的行動功能。

28 億 5 千萬美元
的收益增長
透過我們涵蓋行銷、銷售和產品開發領域的策略事業單位合作與重大
的配合參與，Intel IT 協助 Intel 增加了 28 億 5 千萬美元的營收。

加快上市時間

約 52 週

機器學習和智慧分析加快了關鍵 Intel® 平台
與 SOC 設計的上市速度。

12 億 5 千萬美元

的商業價值

$

$
專案

$

2018 年，我們在設計、製造與供應鏈領域中的 24 項專案，
產生 12 億 5 千萬美元的商業價值。

¹ 金融資料重新編列以包括整合後存在的完全擁有子公司，並排除已出售的公司。員工數量代表一年開始與結束時的平均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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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
數位轉型旅程
「企業是活生生的有機體，必須持續蛻變。方法必須改變。焦點必須改變。
價值必須改變。這些變化的總和就是轉型。」

– Andy Grove，
前 Intel 執行長

數位轉型並非最新的產業宣傳標語。這是一種改變 — 公司的經營、競爭與成長方式發生大幅改變。
科技進展的聚合催生出這種改變，這些進展包括雲端、AI、IoT 等，聚合之後有力量將公司完全轉
型，並帶來重大的價值。

加速

INTEL 蓬勃
成長 - 透過
同級最佳的
IT 解決方案
與服務

1
2
3
4
5

改進 Intel
的產品與服務

將未來帶入現實生活
Intel IT 擬定策略以實現 Intel 數位轉型，因此我們能
加速 Intel 的業務成長和競爭優勢。在我們的願景和五
大策略目標的引領下，我們能為營收與利潤顯著增加
更多價值，使原先不可能的事成為可能！
推動轉型需要更強大的 IT 領導能力、創新、風險承
擔，以及和 Intel 業務之間強化的策略與共同合作夥伴
關係。我們秉持下列原則，致力推動數位轉型：
•透過熟知數位科技的員工來打造更為現代化的工作
空間
•簡化業務程序並改變我們提供應用程式和功能的
方式

轉型 Intel
的營運與成長方式

•掌握資料和 AI/ML 的威力，徹底提升我們的能力和
競爭優勢

提高工作空間
的生產力

•藉助於具備安全雲端功能的行動解決方案，將我們
的架構與平台現代化及轉型

確保 Intel 安全
與提供營運卓越性
培養卓越
的文化

這些數位轉型要素將強化 Intel 的業務成果。我們將擁
有透過自助式服務工具和洞見而具備更高生產力的工
作人力。我們將以更有效的方式和新客戶及現有客戶
互動，同時讓客戶更容易與我們做生意。我們將重新

打造並最佳化我們的決策與營運。此外，藉助於更多
互連的資料和洞見，我們將具有力量來提供嶄新、創
新的產品與服務。
我們數位轉型的願景已經逐漸明朗化。我們已經確認
並實作新的 IT 解決方案，並和 Intel 商業夥伴共同合
作以擴充資料和 AI 創新，而且我們將持續這麼做。綜
合以上努力，我們在眾多的核心價值鏈功能上已經有
很大的進步，例如產品設計、產品驗證、供應鏈和客
戶互動等；本報告稍後將會詳細說明。
Intel 企業數位轉型正在進行中
現代
工作場所

具生產力
的工作人力

業務程序和
應用程式

客戶
互動

平台、
雲端/行動
與安全性

資料與
AI

重新打造並
最佳化我們
的決策與營運

新產品
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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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從 IT
的轉型開始

塑造我們的文化
以推動轉型
挾 50 年來使 Intel 穩坐產
業龍頭寶座的堅實文化，
我們建立了策略以引導
Intel 的數位轉型，並建構

Intel 的數位轉型必須建立在互連資料與進階分析的穩固堅實基礎之上以獲得成功。兩者都讓我們在

能獲得成功的 IT 組織。
我們現在位於旅程上的這

端對端的業務程序中提高效率和效用。但是我們為 Intel 推動這項改變時，也認知到我們的 IT 組織

個關鍵點：我們和 Intel

同樣需要轉型。這就是我們在 2017 年採取行動的原因，為的是加強我們本身的基礎能力，並將我

的其餘部門必須正確改變

們的 IT 技巧、服務和營運現代化。隨著邁進 2019 年，我們深信這些努力將能明顯提升我們的能
力，提供具備更多商業影響力和價值的創新解決方案。

我們的文化，以符合我們
的獲勝策略與結構。由於
我們努力實踐願景以成為
同級最佳的一流企業，這
對我們而言是關鍵性的里

促使 IT 模型成熟：這是提高速度、靈
活度與效率的方式
大規模轉型的協調作業相當複雜，要成功管理變更亦
有其困難度。我們將 IT 轉型當做結構化和整合式的計
畫來管理，排除在結構和文化上的障礙，協助我們專
注於關鍵的指標。我們的轉型必須快速進行，這一點
很重要，這樣才能讓 IT 的能力到位，協助 Intel 具備
更高的創新和競爭能力。
正如我們在 2016-2017 年度績效報告中所述，我們
採用 Agile 和 DevOps 成熟度、企業架構與管理、產
品組合與投資原則，還有強化的安全性，專注於加強
IT 基礎和運作的卓越性。

我們在 2018 年之前就已準備好要實行新的現代作業
模型，目標是現代化及改善 IT 解決方案和服務的提
供。這套作業模型的基本要素包括下列：

程碑。

•具備垂直與水平解決方案堆疊的矩陣式組織，而且
這些堆疊含有重點集中且可善加運用的專業知識。

要配合我們的文化。如果

•完整的端對端價值流，允許我們增強商業知識和互
動，並最佳化與連接我們的業務解決方案、資料和
價值提供。

考方式，將為我們帶來

•能持續演進、支援與連接我們作業模型功能和交付
作業的要素。

造我們的文化，協助我們

•可確立完成工作的方式、參與者之間的移交作業，
以及每一位參與者的角色與職責的互動模型（依據
RAPID* 架構）。

我們已經瞭解，擁有正確
的策略和結構並不夠，還
我們執著老舊的工作和思
阻礙。
我們在所有層級中重新塑
以一個團隊，也以一個組
織來發展。我們的 IT 領
導者在 2018 年開始訓練
我們如何將文化行為配合
組織的變革。在我們邁
入 2019 年時，我們開始

作業模型

透過通訊、影片、同儕訓

公司的事業單位和功能

練論壇，其中最重要的是
透過領導層的以身作則，

BPaaS – 業務程序即服務

在 IT 中推出我們的文化

SaaS – 軟體即服務
策略

計畫。
架構

DaaS – 資料即服務
PaaS – 平台即服務
ISaaS – 資訊安全即服務
DCaaS/IaaS – 資料中心和基礎架構即服務

創新從 IT 的轉型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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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普及的 Agile 和 DevOps 實務
為確保我們新的作業模型提供更快速的學習過程、更
短的產品上市時間、更高的品質與生產力，以及 IT 團
隊更精簡的作業，我們組成了特別小組，專責在 IT 部
門擴展 Agile 和 DevOps 實務。他們從對 4,700 位
員工進行 Agile 方法的訓練，並組成 500 個以上的
Agile Persistent Team (APT) 來開始努力。

技術負債的
定義
我們將技術負債視
為程式碼、技術說
明文件、開發環
境、第三方工具、
應用程式備援，以
及開發實務當中，
讓變革難以執行且
會阻礙效率的各種
缺陷。

為何 APT 很重要？要回答這個問題，請考慮 APT 中
的員工曾屬於定期組成和解散的短期團隊。他們期望
主管排定工作的優先順序，並且提供下一個步驟的指
引。但是 APT 改變了這樣的狀況。APT 在一起工作
的時間較長。由產品或功能擁有者來推動優先順序，
而非主管，且 APT 主要是自我導向。因為主管不再指
派日常工作，他們可以成為僕從領導者，將 APT 中的
資源最大化、以架構式標準協調開發，並協助排除障
礙。主管現在也能在員工的個人發展和事業成長方面
擔任更重要的角色。
在 2017 年底，97% 的這些 APT 符合 Agile 3級成
熟度的條件（專案卓越性）。我們以這項里程碑為基
礎，在 2018 年專注於 APT 的領導統御、管理支援和
賦權，持續推動 Agile 的普及和成熟度。我們也採用
了符合產業標準的架構，以期將 Agile 實務擴展到企
業/計畫層級。我們對數百位員工進行這個架構的培
訓，並對超過 3 千名員工進行一般性的 Agile 實務培
訓。我們的全新擴展架構對組織產生顯著的拉力，
以完全致力於 Agile 和 DevOps 轉型。
我們在 2019 年期間，將繼續處理開發週期的自動化
（建立、測試、發行），並以測試為主要重點。目
前我們約有百分之 22 的測試已經自動化，並計劃在
2019 年年底要達到百分之 60 的測試自動化 - 如此將
能讓我們達成交付時間縮減百分之 50 的目標。

降低技術負債，專注於創新

進一步瞭解
白皮書：The Battle
Against Technical Debt
on the Journey to IT
Transformation
白皮書：Framework for
Technical Debt Reduction:
Take the First Step Towar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識別和評估

識別和管理

技術

負債

減少負債

預防新債

此架構允許我們有方法的將企業架構現代化、釋放資
源以進行投資，並實現更多領導業界的創新。這套架
構不僅會引領我們降低技術負債，還能協助我們在前
進之際預防負債。我們的技術負債管理架構從 IT 開
始，擴展到整個 Intel，其中包括下列步驟：
1. 識別和評估。我們採用 Gartner 的 TIME 模型（容
忍、投資、移轉或排除），逐一審視 Intel 使用中的
5,600 多個應用程式。
2. 減少負債。從我們開始執行減少程序開始，我們已
排除 665 個以上的應用程式。
3. 預防新債。我們定義了強大的管理模型，以預防技
術負債重複發生。

創新在 Intel 的 DNA 中佔了一大部分。產生新構想並
開發新方法、程序和產品會激發我們的想像力並推動
公司成長。這就是我們要在創新中投注最多時間和資
源的原因。為了這麼做，我們必須排除最重大的障礙
之一：累積多年的技術負債。
我們如何處理？一開始我們就瞭解，採取臨機操作方
法並不夠，速度也太慢。為加速減少技術負債，我們
首先朝向國家標準暨技術研究院 (NIST) 制訂的產業標
準方法。接著我們開發自己獨特的 Intel IT Enterprise
Technical Debt Framework（企業技術負債架構），

分享此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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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資料和 AI 方面的努力
為更優異的洞見而鋪路
引導 Intel 採用資料第一的思維方式
如果組織確實要讓數位轉型成為真實，其資料架構、
作業模型、法遵和安全功能都必須整合。將它們匯聚
在一起的理想方式是能完成下列任務的健全企業資料
策略：
1. 向內部和外部利害關係人明確有力地表達以資料為
中心的願景。
2. 在整個公司中推動資料導向的文化。
3. 建立「資料即服務」，讓員工能輕易取得所需的優質
資料。
如果沒有這種資料策略，IT 組織將會面臨必須持續整
理「資料混亂」的窘境。導致這種混亂的原因之一，
是 Intel 和許多類似規模及領域的公司同樣遭遇的「資
料水坑」。這些隔離的系統為特定的商業功能提供資
訊，雖然這些系統內的流程可能已經過最佳化，但在
流程間傳輸和共享資料仍需要大量的人力介入。這通
常表示要複製資料以滿足另一個事業單位的特定需求。
例如，商業分析師必須從多套系統存取並分析資料以
便擬定決策，容易導致在品質和時效性上的錯誤和缺
陷。套用 AI 和 ML - 或產生企業資料儀表板和指標 非常困難，因為這些演算法所需的資料位於遍布企業
當中的多個資料水坑當中。此外，如果沒有紮實的資
料策略，整個企業可能會錯失讓新程序和商業洞見進
入市場的契機，提高資料損失和不符合法規的風險；
例如《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DPR) 和其他全球隱私權
與資料保護法。
Intel 的資料策略包括將資料水坑透過通道而進入相關
資料庫，受信任、互連而且安全的「黃金版」資料在
其中進行適當的定義和整合。我們的目標是涵蓋 Intel

我們在資料和 AI 方面的努力為更優異的洞見而鋪路

所有的營業單位和商業程序，讓這些資料可供使用。
如此將可經由定義周全的應用程式開發介面 (API)，跨
系統輕易進行分析和共用，產生能立即變更與整合的
全新商業程序。此外，分析師能將 AI 和 ML 技術輕鬆
套用到資料上，以縮短從資料存取到資料洞察所花費
的時間。資料風險與損失曝光也能最小化，因為資料
是在整個企業中受到管理和監視。

透過 IT 將世界
轉型
非法買賣者在資料中無
所遁形
Twitter、Snapchat 和約

企業資料辦公室：以資料為中心的公司
之後盾

會網站的設計目標是促進

Intel 的數位轉型讓我們重大的成長計畫能延伸到更多
樣化的新業務組合。這些業務要求我們開發一套全新
的組織功能，擴及業務與技術領域，而這套功能會以
系統化的方式建立，並隨時間而擴充。我們將從事這
項工作，同時為現有功能重新塑造再多幾年的價值。
某些可擴充的基礎架構、工具、全新和改善的資料結
構，會是一切的基礎。其他方面將使我們在市場上脫
穎而出，例如成為吸引資料科學領域最佳人才的強力
磁鐵。

的被害人進入犯罪的幽暗

所有努力都需要採用架構以識別、優先化、執行、持
續監視和審視資料成熟度，其中包括建立企業資料辦
公室 (CDO)。我們在 2017 年初曾推出 Intel CDO，
這是「一站式的資料商店」，至今仍持續為 Intel 各業
務培養資料第一的思維。原先建立它是為了提升 Intel
資料資產的管理作業（315PB ，還在持續增加中）。
為支援該立意，CDO 與商業夥伴、資訊安全、法律和
人力資源部門 (HR) 共同合作，針對法規遵循、企業資
料管理、資料集取得，和巨量資料基礎架構，提供適
用的政策、程序與標準。

有來自 IT 部門的員工，

社群連接，但是有時候
卻被用來引誘毫無戒心
世界，其中包括非自願勞
工和賣淫。嘗試精確指出
犯罪者和被害人之間的關
係可能是一大挑戰，因為
當地警方必須檢驗大量
資料。
Intel Inside Safer
Children Outside 團隊擁
能協助警方克服這項挑
戰。他們提供數種演算
法，能分析大量的原始資
料，快速建立有力證據並
產生關聯性，以起訴非法
買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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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和預測
業務成果

設計出更好的
產品與服務

20%

我們期望透過將 AI
內嵌到關鍵性的驗證
程序，在整個驗證週
期中能提升效率至少
百分之 20。

收益和
獲利率

•成長。在目標區域中實作和驗證 AI 模型。

迄今，CDO 的主要成果包括：

應用 AI 的威力，我們能達成三項主要目標：

•藉由對於銷售與行銷、產品設計與強化及更多方面
的進階分析，產生 12 億 5 千萬美元的商業價值。

•提升和預測業務成果。藉由嚴格分析和驗證大量資
料，AI 能為我們有效提供可輔助人類判斷的洞見，
並協助識別新的市場、產品和產品功能。它也能
讓我們最佳化定價、需求和供應 - 以提高預測準確
度，進而帶來更大的收益。所有的 AI 努力是以提升
客戶體驗為目標，同時為我們提供見解，用以擴展
我們和現有客戶之間的關係，並尋求新的關係。

•創造新的（並且可申請專利的）演算法，縮短矽前
製程驗證的上市所需時間、提高產品效能，並使我
們的銷售與行銷通道更為有效。
•開發產生遞增商業價值的方法（「CDO 作為一項業
務」），為決策者提供洞見（「CDO 作為創新者」
）。如此配合 Intel 新興的資料策略，讓 CDO 能憑
藉我們的資料科學能力、來自於內部及/或外部資料
的洞見，以及和外部公司的新策略關係之聚合，為
市場帶來新的收益商機。
眺望未來，CDO 擁有強烈動能以擴展和加速進階分
析、ML 和 AI 之間的聯繫，進而提升 Intel® 產品和業
務營運，並推動新的業務模型與服務。這項價值主張
的基礎是我們研究開發和進階分析團隊多年以來的成
就和突破。

AI 應用 無處不在
為了引領 Intel 的數位轉型，Intel IT 致力於擴展我們
和 Intel 事業單位的夥伴關係，以開發出創新的 AI 應
用案例。我們正在擴充目前的 AI 解決方案與優勢，同
時拓展我們的新興能力。我們也瞭解，在我們本身最
關鍵的業務程序中嵌入並啟用 AI 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基於我們並非只注重在邊緣實作 AI 的事實，我們的
方案因此與眾不同。我們的作法著重於將 AI 內嵌到
Intel 的關鍵價值鏈內，其中包括供應鏈、產品生命週
期管理、產品設計與生產，以及銷售通道。我們使用
成熟度模型來評估 AI 整備度，以按照下列關鍵指標來
擴展產生的價值：
進一步瞭解

提高

CDO 連同我們的事業單位夥伴，賦權予名為「資料科
學家工作群組」的實作社群 (COP)，以推動創新，將
所有現有及未來的 Intel 資料資產予以統一及結構化。

•針對資料科學、運算、連線和儲存等方面，在整個
Intel 中實作與管理最先進的資料與分析平台。

效率
提高

最佳化產品的
建立與製造過程

•擴充。在整個商業功能中快速推進，以取得價值酬
報。

•設計出更好的產品與服務。AI 讓我們能提供更好的
威力、效能、設計效率和整體品質。我們能應用它
來提升 Intel® 產品（包括後端和前端設計）的硬體
實作、設計配置（如時脈閘控）等工作、產品功能
預測，以及更多項目。
•最佳化產品的建立與製造過程。運用 AI 洞見不僅能
協助我們降低產品成本、縮短上市所需時間，同時
更有利於預測產品的里程碑。
我們正和掌握 AI 所能提供商機的業務線夥伴攜手合
作，開始實現這些目標。我們已與他們共同合作證
實理念的可行性，憑藉的商業價值不只明確且通過驗
證，更能促進擴充現有的解決方案。結論是我們已在
多項業務中努力快速擴展 AI ，並以可見度和贊助為
優先。

•研究開發。探索突破性的構想和可能的模型。

白皮書：Artificial
Intelligence Reduces
Costs and Accelerates
Time to Market
白皮書：Improving Sales
Account Coverage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分享此報告
我們在資料和 AI 方面的努力為更優異的洞見而鋪路

第 8 頁，共 12 頁

與我們的商業夥伴合作
進行 Intel 轉型
培養更多的策略夥伴關係
在過去幾年期間，Intel IT 一直努力與 Intel 的業務與
產品群組建立更多的策略關係。成立了數位商業解決
方案 (DBS) 組織和價值流擁有者在我們的 IT 組織內執
行全面性的工作，以利在 Intel 制訂 IT 與商業策略、
優先順序、解決方案與服務時，能更有效地為 Intel 客
戶的需求發聲。如此有助於我們提升產品、建立以 IT
價值導向的服務和解決方案，並且更積極推動 Intel 的
數位轉型。以下是數個最近的夥伴關係範例。

簡化供應鏈
Intel 的供應鏈包括遍及 63 個國家的 600 座設
施、19,000 家供應商和 2,000 位客戶。我們每年履
行一百萬筆訂單並運送十億個裝置。要掌握如此龐大
複雜的供應鏈絕非易事，然而我們正使用 AI 來做更艱
鉅的工程。我們的解決方案協助 Intel 始終領先供需一
步，且能規劃未來的十年。我們是怎麼做到的？AI 和
進階分析以下列三種方式來轉型 Intel 的供應鏈：
•最佳化的零件庫存。我們以巨量資料技術和進階分
析演算法，來解決不同存貨方法和系統帶來的挑

戰。我們的解決方案提供順暢的多項功能，範圍跨
內部和外部的組織與供應商。預測模型化整合了需
求訊號，自動化的預測程序現在能測量和提升預測
的準確度。智慧型的自動化系統將決策所需時間從
六個月縮短為一週，成本節省增加了 5,800 萬美
元。
•降低物料清單 (BOM) 的成本。Intel 工程師設計新
系統和電路板時，BOM 成本可能會大幅攀升。但
是我們使用巨量資料、儀表板和 ML 來提供資訊和
洞見，讓設計程序中的決策能提早完成。單在試
行專案期間，我們的解決方案在 2018 年就節省了
2,300 萬美元。
•更精確的空間規劃。雖然 Intel 遍及全球的複雜供
應鏈在過去讓空間規劃成為一大難題，但是卻不敵
以 AI 為基礎的洞見。我們在訓練、輸入與輸出資料
中使用 ML 演算法，提供高達百分之 95 的預測準確
度。在這項程序中，我們和運輸公司協商時擁有強
大的議價能力。

美金
14 億 5 千萬元
IT@Intel 透過和銷售部
門的密切合作，在 2018
年協助 Intel 收益增加
15 億美元。

Intel 連續六年名列 Gartner 前十大供應鏈名單，透過
持續提供以 AI 為基礎的解決方案，我們預期未來將繼
續保持領導地位。

以 AI 進行供應鏈轉型
庫存最佳化

$5800

與我們的商業夥伴合作進行 Intel 轉型

倉儲規劃
萬美元
的節省

95%

預測
準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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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資料用於呈現有關客戶活動的洞見或「協助」。
在計畫第一季的意見回饋顯示，這些洞見中有百分之
87 協助客戶經理與客戶進行更有效的互動。
成功的試行結果引領我們在 2018 年全球部署銷售輔
助，為數以百計負責好幾千位客戶的線上銷售專家提
供支援。應用程式對 2018 年的銷售造成 4,600 萬美
元的正面影響。我們會繼續以這個計畫為基礎，為現
場的銷售代表提供新功能和更多支援，並針對潛在客
戶和目前沒有客戶經理的客戶提供智慧型的自動涵蓋
範圍。以上是我們如何透過創新開發而將業務程序與
功能轉型的幾個例子。

TOP

10

Intel 連續六年
名列 Gartner
前十大供應鏈
名單。

強化產品驗證
我們在產品驗證程序中配合 AI，產生強大的自動化工
具，證實 AI 能大幅提升原先由人工處理的程序。當專
業工程師不再受限於繁雜的手動工作，他們的時間和
思維獲得釋放，而能專注投入創新開發。

透過 IT 將世界轉型

AI 在產品驗證程序的每一階段也都實現了優異的成
果，例如：

健康有狀況的人如何能更輕鬆地取得最新的療法？研

帶來希望的 AI

究專家如何在最短的時間內提高臨床試驗的效果？這

•識別出的問題多出百分之 50 - 而且只付出一半的
預算

些是製藥產業的幾個最大難題。

•測試範圍增加 200 倍

先前與身為零售客戶洞見的領導廠商共同合作，一起

了解 Intel IT 的演算法研究開發業務團隊。這個團隊

•偵錯重複的狀況減少百分之 50

開發演算法和模型，以便將零售資料轉型為寶貴的洞

•反覆測試減少百分之 70

見。零售公司的執行長看到這項工作為健康科學產業

而且我們才剛剛開始而已。我們預估到 2020 年
時，AI 將可為驗證程序提升整體效率和品質達百分
之 20。

帶來的可能性，並將該團隊介紹給該產業內的同事。

擴展銷售：實現無限的擴充

如何能最佳化臨床試驗的設計，方法是排除會增加試

銷售客戶經理永遠在尋求更多商機，而我們的銷售輔
助試行方案的設計目標就是要提供商機。這項計畫以
銷售 AI 平台為基礎，不只能簡化客戶管理作業，還可
依據客戶與市場活動建議應採取的行動。事實上它會
收集並分析與數千位客戶相關的資料、每天翻閱數百
萬個網頁，並擷取 3 萬多篇的社群媒體貼文。接著將

響的測試準則。

該團隊重新確定演算法的目標，將有意願的病患配合
臨床試驗，並建立評分機制，為這些試驗尋找理想的
病患。更重要的是，該團隊目前正在探索這些演算法
驗時間，但是對於測試標的的整體有效性只有最小影

目前透過這項聯合合作，病患更有機會參與他們能夠
受惠的臨床試驗。臨床試驗的設計在未來將會最佳
化，為特定的狀況提供最大效益，臨床試驗的時間長
度可望縮短，解決方案也能更快進入市場。

分享此報告
與我們的商業夥伴合作進行 Intel 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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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們的成功為基礎：
維持動能

透過 IT 將世界
轉型
用於救援的技術
Intel Employee Service

更多的智慧 = 更多的契機
AI 正在 Intel 全面擴展，而 Intel IT 正處於這些努力的
核心，因為我們繼續實現並擁護 AI 的可能性，並與
Intel 的事業單位合作提供 AI 如何能促進業務成長和
效率的具體範例。我們最近以多項計畫（包括為認知
學習而建立第三運算堆疊），啟動機器學習和深度學
習的訓練功能。在不久的未來，我們也會在我們的智
慧型工廠中提供工業 AI 平台。從建立資料庫到定價最
佳化，我們將在本年度持續提供更多應用案例，證明
Intel IT 隨處整合 AI 的努力。

懷抱信心採用雲端
我們的混合雲端策略提供在 Intel 真正實現數位轉型所
需的彈性、擴充性、可用性與效能。我們也確保這個
方案能緊密配合我們的安全政策。
Intel IT 將主控位置的選擇自動化，確認它能滿足對於
安全和延遲的需求。業務線應用程式的擁有者需負責
確認他們的資料安全無虞，此外也和 IT 共同合作，確
保建立並維持適當的控制功能。
我們也認知到，若要成功落實安全的雲端解決方案，
我們必須專注於：
•投資能促進安全的技術，提供資料防護、探索功
能、存取控制、登入與監視、網路與端點防護功
能。

由於這項混合雲端策略與嚴格安全程序的成果，我們
能在正確的地點、以正確的控制功能來處理正確的工
作負載。如此可增進效率，進而讓我們有餘裕把更多
的能量投入創新開發。

Corps (IESC) 和 Intel IT

打造未來的工作空間

沒有電力供應。

要維持我們建立的動能，達成 Intel 的數位轉型，推
動我們前進未來，只有一個方法：我們的員工必須參
與其中。如果他們沒有參與，就無法有效率或實現創
新，將使他們（連同 Intel）無法發揮潛力。這就是
為什麼創造更能授權與富有彈性的工作場所是 Intel
2019 年主要重點的原因。
2018 年執行的研究顯示，員工想要的遠比我們已提
供的還要多。他們在 Intel 提供給客戶的尖端技術，
和 IT 提供給員工的技術之間感到落差。我們能做得更
好！我們的願景是消除這個落差，進一步將工作空間
現代化，以增加對員工的吸引力、留任率和參與度，
如此也會轉而提高 Intel 的數位競爭力和共同合作的
能力。
對於 IT 這個部分，我們會先注重基本要求，藉以實現
更好的員工體驗，接著將能量轉移到提供完全個人化
的體驗，以排除員工發揮創造力和生產力的障礙。

於 2018 年夏季，共同合
作在波多黎各協助重建社
區 - 厄馬和瑪麗亞颶風肆
虐之後一年仍有許多島嶼

Intel IT 和 IESC 著重於
開發、測試和部署技術
模組，以協助恢復電力和
連線。簡而言之，模組能
協助當地人進行基本工
作 - 連接網際網路、將裝
置充電，以及請求 FEMA
的協助。
團隊初次到波多黎各時，
著重於基本的跑腿工作 普查各地、測試衛星上傳
和 Wi-Fi、與當地政府官
員建立工作關係。這個團
隊的目標是在 2019 年修
訂並改進技術模組設計。

•依循定義周全的服務供應商評估程序，以及適用於
法規依循監視、事件因應與稽核的程序。
•視需要執行我們具競爭力的內部部署資料中心。

進一步瞭解
白皮書：Intel IT 的多雲端策
略︰著重於商業
白皮書：Data Center Strategy
Leading Intel’s Business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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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付未來 就在今天
「Intel IT 擁有獨特地位，協助將本公司轉型為數位發電廠。」

這真是令 Intel 員工振奮的時刻！我們的公司正在努力
快速成長和轉型，而 Intel IT 擁有的優異地位能提供引
導，透過創新的解決方案與服務，快速實現其轉型。
藉助於我們現代化的全新作業模型，我們能以更具策
略性的方式和商業夥伴互動，同時獲得更為優異的地
位，以更快速、更可靠的方式為他們提供解決方案與
服務。我們對資料、AI 和 ML 的專注，讓我們能開發
出為 Intel 提供更大價值的創新解決方案。我們以開

保持更新
閱讀更多

– Paula Tolliver，
Intel 資訊長

發及提供更好的員工體驗為目標，著重於開創更加個
人化的數位體驗。隨著 Intel 成長與轉型的旅程繼續演
進，IT 也將持續推動（本更新中所分享）功能提升的
成熟度，但也會將更多的心力與時間轉移到處理 Intel
的業務與產品轉型，以及創新開發上。您本身的目標
為何？您正在邁向怎樣的未來？讓我們開始討論並保
持聯繫。

加入我們的旅程，將目光對準未來！
網址為：intel.com/IT。
在 IT 同儕網路中閱讀來自我們的 IT
領導人員和相關主題專家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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