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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聯網時代的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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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與大數據的重要： 

產業經濟、國家社會 競爭力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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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fkin(2014)－ 
The Zero Marginal Cost Society  

高希均、李誠(2000) 



• 彼得杜拉克：人類自古以來最基本的需求就是

溝通。 

• 物聯網是人類溝通領域之極大化。 

是人類最基本需求， 
是一種天賦。 
嬰兒誕生即以呱呱聲 
與人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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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可以從溝通的角度加以說明 



 

• 人際溝通方式的典範移轉 
 

  從馬車、火車、汽車、飛機; 

     電報、電話、行動裝置、穿戴式裝置； 

 

   

 

   

 

   

令世人皆成為當下的低頭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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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第一家庭 

 
全都成為 

 

低頭族！ 



• 物聯網與溝通之典範移轉 
  不但可使「人與人」溝通， 

    更達成「人與物」、 

          「物與物」、 

          「機器與機器（M2M）」的溝通， 

  進一步擴大人類溝通領域，出現新的典範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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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聯網的時代，電腦逐漸從我們的眼前消失，
融入於環境中。 

 
• 這是軟體硬體連結整合於生活周遭， 
  藉由雲端科技、 
      超級電腦的演算法、 
      群集分析、 
      資料探勘， 

  可提供普適運算(Ubiquitous Computing)， 
  也就是所謂「第四代」的電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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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機器學習能力越來越強！  

 

 

 

回溯電腦科技的演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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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工研院IEK(2015) 



摩爾定律(Moore’s law) Intel創辦人葛登摩爾（Gordon Moore）於
1965年提出，指IC上可容納的晶體管數目，約每隔18個月便會增加
一倍，性能也將提升一倍。 

機器學習的三大關鍵成功因素(KSF) 

一、CPU速度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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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演算法之效能 
 

機器學習的三大關鍵成功因素(KSF) 

2025 

2020 

2015 

2010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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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資料量大 



何謂大數據分析?   
 

• Big Data(大數據)或稱巨量資料、海量資料，指的是資
料量規模超級大，無法透過人工在合理時間內達到擷取、
處理、並整理成為人類所能解讀的資訊。大數據必須藉
由計算機對資料進行統計、比對、解析方能得出客觀結
果.  
 

• 大數據分析是在總資料量相同情況下，以許多個別獨立
的小型資料集（data set）處理相比。同時將各個小型
資料集合併整後，進行分析可得出許有價值的資料關聯
性，可用來研判商業趨勢、精準行銷、智慧生產、教學
研發、防止疾病擴散、打擊犯罪、量測即時交通路況等。 
 

• 大數據有五個特徵：大量性（Volume）、速度性
（Velocity）、多樣性（Variety）、真實性
（Veracity）、價值性(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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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網際網路WWW資料(1995年~迄今)：如Google資料庫 

 

2.Web2.0社群網站資料(2005年FB開放公眾使用~迄今)： 

                        FB, Twitter, Youtube…… 

 

3.物聯網資料：H2M,M2H,M2M,IoT,IoE,如工業4.0、自動駕

駛車、極大量sensors物件溝通之大數據，第3類與第1、2
類之本質不同，可直接廣泛操控實體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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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的分類： 



 每個人都能藉由資訊科技，自動感知周遭的環境變化，
並且根據當下時空的變動，及時提供基於用戶需求的
「量身訂作」個人化服務，創造可感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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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M 、 M2H之應用 

生活價值 



• 說得更實際一點，普適運算架構下電腦的聰明度，
能夠「未卜先知」人類下一步的生活行為，並且
提供預先準備好的解決方案。 

 

• 透過電腦資料運算，社群商務、社會科學、行為
科學，都成為可具體量化的真實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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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M 、 M2H之應用 



• 比過去更超大量的資料連結， 
本質不同：以前是人與人溝通的資料 

            現在是機器與機器溝通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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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oT、M2M：有史以來最大的商機 

• 物聯網的特徵： 
   1.每一物件都有通訊與聯網能力。          
   2.資料量越來越大，經過一段時   
   間，機器能夠經由深度學習 

(Deep Learning)，將會變得越來
越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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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Benson Hougland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_AlcRoqS65E 

IoT、M2M：有史以來最大的商機 



 物聯網時代（IoT Era）的起點，是2014年1月14日 
Google宣布以32億美元併購智慧溫控器廠商Nest Lab 
 
移動網際網路時代（Mobile Internet Era）的起點，是Apple 
第一代iPhone2007年6月29日在美國開始銷售 
 

電腦網際網路網時代（PC Internet）的起點，是1994年10月1
日推出Netscape Navigator 1.0 
 

個人電腦時代（PC Era）的起點，是1981年8月12日 IBM推出
5150個人電腦 

資料來源http://iknow.stpi.narl.org.tw/post/Read.aspx?PostID=1079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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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庫 

資料倉儲 
資料湖泊 



資料運用(分析、視覺化、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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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架構：80%商機來自應用服務與資料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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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之先進技術 
• 物聯網裝置特徵： 

 功耗更敏感、設備更小、 

 設置沒有螢幕、使用場景千差萬別。 

• ARM架構： 

 低成本、高效能、低耗電。 

• mbed OS： 

 專門為功耗與成本敏感的物聯網裝置設計 

  支援藍牙、2G、3G、CDMA、Thread、M2M、 
 Wi-Fi、802.15.4/6LoWPAN、TLS/DTLS、
 CoAP、HTTP、MQ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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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之先進技術 
• Lora：低成本、低功耗、長距離的低功耗廣
域網路。 

曼哈頓30帄方公里的區域，只需7個閘道器即可
做到密集覆蓋。 

電池壽命長達10年。 

高穿透、抗干擾，即使在地鐵、電梯、高樓、 
地下停車場仍可收到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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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聯網之先進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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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稱 Arduino Uno Raspberry Pi BeagleBone 

價錢 29.95美金 35美金 89美金 

尺寸 2.95吋x2.1吋 3.37吋x2.125吋 3.4吋x2.1吋 

處理器 ATMega328 ARM11 ARM Cortex-A8 

每秒周轉速數 16MHz 700MHz 700MHZ 

存取記憶體 2kb 256MB 256MB 

記憶體 32kb SD卡 4GB(迷你SD卡) 

輸入電壓 7-12伏特 5伏特 5伏特 

最低輸出功率 42毫安培(.3瓦) 700毫安培(3.5瓦) 170毫安培(.85瓦) 

乙太網路 無 10/100 10/100 

USB插孔 無 2個USB2.0 1個USB2.0 

視訊輸出 無 HDMI, Composite 無 

音訊輸出 無 HDMI, 類比 類比 



物聯網的挑戰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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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標準制定(standard setting)     

(二) 互相可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 

(三) 頻寬與速度(e.g. MBB、MTC、5G) 

(四) 資訊安全與個人隠私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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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共享經濟與群眾外包之

大數據應用 



共享經濟與群眾外包之「食」 

30 

• 商業模式： 
– Instacart和超市合作，消費者在線上(On-line)購買日用品之後，便

可由Instacart快速送貨到家(Off-line)。 
– 送貨員透過群眾包(Crowd Sourcing)方式進行，凡擁有合法駕照及良

好駕駛記錄、並持有行動裝置者，即可以申請擔任。資訊系統收到顧
客的訂單後，就會將送貨資訊與送貨員進行配對。Instacart的APP會
評估天氣，交通等因素，建議送貨員最佳的行駛路線。 

• 獲利來源： 
– 收費方式是，第一次購物，只要超過10美元則免運費，之後消費金額

超過35美元，1小時到貨運費5.99美元，2小時運費3.99美元，若是消
費金額低於35美元 ，1小時到貨運費9.99美元，2小時運費7.99美元 

• 業績： 
– 獲得知名加速器Y Combinator支持，2012年獲得230萬美元投資，

2013年則獲得紅杉資本850萬美元A輪投資，2014年更獲得4400萬美元
B輪投資。  

– Instacart關鍵成功因素是對於個人送貨員數量與送貨路線精密計算

的大數據分析。 

 
30 資料來源 http://www.startuptaiwan.com/blog/post/550bbe3238204756f8067377 



共享經濟與群眾外包之「食」 

• EatWith，讓當地居民把自己的餐桌和廚藝分享出來，為
用戶提供均價30到50美元之間的餐點，供應過路的旅客，
而 EatWith 會從中抽取最多15%的佣金。  

• 下載APP後，首次進入EatWith主頁的用戶，需要根據自
己的口味註冊一個帳號，接下來就可以選擇成為旅客預
訂餐桌，或是成為主人提供餐桌。 

31 
資料來源http://www.inside.com.tw/2014/10/03/eatwith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88UICuWSBY


大數據應用：「衣」 

           -Using Open Weather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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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衣」 

      1. 氣象預報資料來源? 
A：WR有自己的氣象預報模式，匯入全球預報模式作為初始場，可模擬未來7-10
天的天氣概況。模擬出來的氣象資料將全台灣細分為5公里一個網格的單點逐時
預報。 

 
2. 和官方氣象局的差異? 

A：官方氣象局著重在大眾服務，提供大範圍的天氣資訊，側重在防災。而WR貼
近每個人日常生活對於天氣的需求，偏重於客製化服務，小至每日穿衣建議、
旅遊行程安排、婚紗攝影…等個人服務，大至行銷活動規劃、營業額預估、成
本備料…等企業服務，就像您的專屬天氣分析師。 

 
3. 預報準確度? 

A：2007-2008年度共計有700件合作個案，預報次數達3000次。帄均準確率達
93%，降雨機率準確率達 80%。除了短期天氣預測皆達90%以上之外，難度較高
之氣候預測更達84%之高準確率。 

 
4. 預報不準怎麼辦? 

A：本公司每次預報結案後，皆會依據準確度評估公式估計該次預報準確度，若
準確度低於80%則全額退費。準確度評估公式係依據該次預報之氣象因子（如天
氣狀況、高低溫、溼度或風向風速），計算各因子預報值和實際觀測值間之差
距做為評分依據，再將各因子得分依影響嚴重性之多寡做為權重分配，得到最
終之氣象預報準確度。 

 
33 資料來源 http://www.tenki.tw/company/qa/index.php 



共享經濟與群眾外包之「衣」 
• 中國服裝月租服務的APP
魔法衣櫥(Magic Closet) 

• 魔法衣櫥採用會員月租服
務方式，329元(人民幣)
包月的價格，這個價格包
括了防衣物皺褶設計的精
美包裝盒，以及服裝清洗
熨燙的所有費用。用戶帄
均每天花10元錢(人民幣)，
就可以任穿所有線上的美
衣。 

34 
資料來源http://iguang.tw/u/4199889/article/178938.html 



共享經濟與群眾外包之「住」 

• 零碳排放智慧建築 

 

 

 

• Airbnb是一個讓大眾出租住宿的網站，讓旅行者可以
通過網站或手機發布、發掘和預訂世界各地的獨特房
間 

• 網站的使用者必須註冊並建立網路個人檔案。每一個
住宿物件皆與一位房東連結，房東的個人檔案包括了
其他使用者的推薦、住宿過的顧客評價，以及回覆評
等和私人訊息系統 

35 

資料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zh-tw/Airbn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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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享經濟與群眾外包之「住」 
• WeWork現在擁有2.3萬顧客和32個辦公場所，其中半數集中於紐

約，在這座城市WeWork是增幅最快的辦公空間消費者。 

• 從每月45美元的隨付隨用工作檯，到價格數千美元的小型辦公室，
也能選擇一個350美元的「公用區暢行」會籍。有了這張通行證，
便可以使用WeWork遍及世界各地的辦公場所，只要能在吧台找到
個座位就行。 
 

與創投業者結盟，發掘新星。 

產銷人發財，All in One媒合。 

主動出擊，邀請重點廠商進入。 

提供平台，創客可以互相結盟。 

善用邊際產能，效益極大化。 

提供友善環境，客製化需求。 

1.共享經濟 

2.建立專屬社群網路 

3.主動發掘投資標的 



共享經濟與群眾外包之「住」 

• Taskrabbit讓你隨時隨地幫別人做助理或家務，這讓每
個人都能同時成為消費者和生產者，做自己喜歡的事同
時賺取收入，並將自己不喜歡的事委託他人去做。 

• TaskRabbit 大部分都是簡單的勞力任務，例如：搬家、
打掃、油漆等，也等於提供兼差的工作機會給需要的人。 

 
• 在 TaskRabbit的聘僱申請方面，對申請者也會做背景

調查以及工作能力評估。  
• 初期在網路上刊登這個任務，尋求附近有興趣的人完成，

當問題刊登後會開始讓「Tasker」競標，再由「發包者」
選擇合適人選，得標者才可以獲得這個任務。 

37 
資料來源https://www.iotcommerce.org/files/15-1000-719,c108-1.php 



共享經濟與群眾外包之「行」 

38 

• 開發應用程式連結   
  乘客和司機，提供載客 
  車輛租賃及即時共乘的 
  共享經濟服務。 

 
• 乘客可以透過傳送簡訊或是使用應用程式來預約載客車

輛，利用應用程式時還可以追蹤車輛的位置。 
• 智慧手機上的客戶端載有谷歌地圖，可以在地圖上看到

離自己最近的車在哪裡，在屏幕上確定一個見面地點，
再叫一輛車到那裡等您。在查看車輛向自己靠近的同時，
您還可以看到司機的信息（包括評級）。 
 

• 到達目的地後，Uber應用程式會向您的手機收費，您不
需要找現金，找錢，給小費或者拿發票 



共享經濟與群眾外包之「行」 

• Lyft推出相同路線乘車共享的概念。 

 

 

 

 

 

 

 

• 當用戶選擇了所要的車子，APP上的汽車會轉成與實際
汽車顏色相符的顏色。一旦媒合了車子，司機的照片、
名字、和評價也會出現在螢幕上。 

39 
資料來源http://www.startuptaiwan.com/blog/post/56a798360729f32b759214f7、https://www.iotcommerce.org/files/15-1000-721,c108-1.php 

https://youtu.be/r4bkpGye7fU


共享經濟與群眾外包之「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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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磨課師(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 MOOC)」之獨特價值是
「非同步性學習」、「量身訂作學習」、「無遠弗屆深度學習」 

• MOOC有兩類： 
• 一類是是以Coursera、Udacity和EdX等公司為代表的以名校為背

景的MOOC帄台； 
• 另一類是以Udemy、Lynda等公司為代表的，任何人都可以成為講

師(群眾外包)，只要你胸有成竹、有熱情，又想開課，都可通過
這個帄台來達成願望。 

 
• 維基百科（Wikipedia）和TED，國內的分享知識的帄台 
• 網路上「群體學習(Social Learning)」，彼此良性互動，甚至

包括語音助理、機器學習。 
 資料來源http://wechat.kanfb.com/archives/1521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_N_NHbC80E


共享經濟與群眾外包之「樂」 

• 網飛(Netflix)串流媒體大舉在全球拓展據點，今年1月攻進台灣，
以每人一個月免費吃到飽的行銷方式，招攬顧客下載其App應用
程式，此舉被視為針對中文消費者視聽體驗之資料蒐集與應用。
亦即，可藉由台灣民眾集體收視之大數據，選定題材、選定角色，
完整策劃熱門影集(如北美的紙牌屋House of Cards)，能創造特
定市場極高收視率！  

 

• 有別於傳統電視只能於特定頻道、固定時間與空間，收看節目的
經營模式，網飛不僅讓消費者能「隨時、隨地、隨意」下載自己
喜愛的影片或影集觀賞，更透過同步蒐集個別用戶看片經驗
(Customer Experience)，精準預測使用者需求，從資料倉儲中
篩選出符合其偏好的內容清單，予以推薦。這種專屬「量身訂製」
的殺手級應用與服務，也是網飛在全球風行，擁有超過六千五百
萬訂戶的另一關鍵成功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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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yahoo-
emarketing.tumblr.com/post/120436104756/%E6%A8%82%E9%AB%98%E5%81%9A%E5%B0%8D%E4%BA%94%E4%BB%B6%E4%BA%8B%E8%AE%93%E8%80%81%E7%
8E%A9%E5%85%B7%E5%85%AC%E5%8F%B8%E8%B5%B7%E6%AD%BB%E9%82%84%E7%94%9F/ 



群眾外包之大數據「醫療資訊」 

42 資料來源http://www.slideshare.net/tw_dsconf/ss-51941126、http://www.ithome.com.tw/news/98282 

• Google Flu trends，利用分析其龐大的User Search 
Log 所發展之 Flu Trend 服務，可預測流感之爆發，
並比美國CDC(疾病管制局)提早一周以前即預測出。 



• 谷歌地圖(Google Map)透過全球定位系統及群眾外包
(crowd sourcing)所產生的交通路線推薦系統，是當
前全球民眾出門最常用的App應用程式。  

 

 

 

• 舉凡Netflix、Green Botton 、Google Map之商業模
式，都是利用機器可讀的方式即時蒐集使用者經驗後，
經過演算分析，從一堆看似雜亂無章的龐大資料中，
提供更貼近消費者的推薦系統選項清單，創造更多商
機與附加價值，這就是當前數位經濟體制下智慧揭露
(smart disclosure)的成功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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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之「智慧揭露」 



智慧揭露之公開資料 

• 涵蓋八大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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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
保健 

能源
環境 

教育
訓練 

金融 電信 交通 
食品
安全 

公共
安全 

智慧揭露政策，具體行動措施 

•鬆綁相關法規 

•頒布新的行政命令 

•訂定資料揭露的標準化格式與程序 

•訂定公私部門以數位資訊取代類比資訊的步驟與進度 

•大幅公開政府各部門資料集(data set)等 



智慧揭露之公開資料 

• 保障個人隱私是智慧揭露的重要前提。取得個人行動與
隱私資料，應該去識別化，由機器可辨讀的程式語言進
行儲存與分析，而不是把個人行為舉止攤在陽光下被他
人檢視。 去識別化之判斷準則與規範，不論美國、歐盟
或日本都積極建立法規管制與防範措施。  
 

• 推出貼近消費者決策選項的智慧型創新服務，實為當前
推動經濟轉型重要方針。也是知識經濟「資料革命」浪
潮下，產業成長與擴大就業的強大引擎。 

  
• 若能積極推動智慧揭露，讓消費者掌握自身的資料與行

為習慣，大幅降低供需雙方資訊不對稱及整體社會的交
易成本，甚至可委託專業的第三方，為企業與民眾推薦
量身打造的決策方案，亦可與整體社會共創「雙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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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生產力4.0 

•生產力4.0前期階段(2016年開
始)：生產製造智慧化 

•即應用智慧機械聯網、工業大
數據分析工具，使產品設計、
開發、生產製造、銷售等垂直
與水帄價值鏈具備自主感知、
自主預測和自主配置能力，進
而實踐訂製式量產與服務生產
力。同時實踐人機協同工作環
境，快速提高生產力。 

網路三箭 

• 開放資料 
• 大數據 
• 眾包(Crowd Sourcing) 

關鍵成功要素 
 

• 終端機(Device)
有用性與易用性 

• 軟體豐富性 
• 頻寬與速度 
 

大數據應用之政府部門案例 



• 數位城市的政策，讓紐約成為美國第二大科技重鎮，提出以應用
科學（applied technology）為主體的科技發展建設計畫，通過
由政府釋出硬體與軟體的方式，培養創新人才，吸引世界頂級高
校和研究機構前來發展。 

 

• 積極發展資訊公共開放帄台，推廣公共資料給任何人自由取用、
鼓勵開發軟體服務及高獎金4萬美金的BigApps城市資料軟體競賽，
並推動「Made In NY」補助新創公司場地租金等一系列的政策。 

 

• 推出「Digital.NYC」，涵蓋紐約各式各樣有關新創的最新資訊。
使用者只要來這個網站就可以很清楚知道紐約市新創相關的最新
消息，如新創公司與創投想互相尋找、想找科技職缺或相關職業
訓練的求職者、新創空間到各式各樣的交流活動都能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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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之政府部門案例 

資料來源http://www.inside.com.tw/2015/10/26/digitalny 



• 零時政府的帄台是為促使政府更為開放透明，由黑客松(Hackathon)
群組自行推動政府開放資料 
– 可視化運算： 

 中央政府總預算視覺化                    

   

• 黑客松一開始的方向是蹤追國家預算或相關法案的執行，進而有其
他公共議題的加入，例如:環保、醫療…… 
– 2015-01-24台北市政府開放資料黑客松  

   http://opendata.tca.org.tw/news.php 

– 2015-05-31 食安及教育主題需求座談會 預計再開放33個關
http://www.opendata4tw.org.tw/news_detail.php?id=153 

 

• 台灣http://g0v.tw/en-US/projects.html 

• 智利http://ciudadanointeligente.org 

• 美國https://scout.sunlightfoundation.com   http://sunlightfoundation.com 

• 南韓http://en.popong.com/#projects    http://en.pokr.kr/p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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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之公部門資訊 

http://opendata.tca.org.tw/news.php
http://opendata.tca.org.tw/news.php
http://www.opendata4tw.org.tw/news_detail.php?id=153
http://www.opendata4tw.org.tw/news_detail.php?id=153
http://www.opendata4tw.org.tw/news_detail.php?id=153
http://budget.g0v.tw/budget


宜蘭縣政府e-city計畫  

• http://www.autodesk.com.tw/adsk/servlet/item?site
ID=1170616&id=18620262 

• http://images.autodesk.com/apac_grtrchina_main/fi
les/_____.pdf 

 
• 上述網頁資料量，含：  

– 「蘇軾文史地理資訊系統」  
– 「唐宋詩詞作者及作品分佈地理資訊系統」  
– 「台灣地質知識服務網」  
– 「台灣百年歷史地圖」  
– 「台灣水圳文化網」  
– 「台北市歷史圖資展示系統」  
– 史語所民族學田野照片與標本地理資訊系統  
– 「台灣製糖工廠百年文史地圖」  
– 「中央社老照片GIS系統」 等等研究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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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之政府部門案例 

http://www.autodesk.com.tw/adsk/servlet/item?siteID=1170616&id=18620262
http://www.autodesk.com.tw/adsk/servlet/item?siteID=1170616&id=18620262
http://www.autodesk.com.tw/adsk/servlet/item?siteID=1170616&id=18620262
http://images.autodesk.com/apac_grtrchina_main/files/_____.pdf
http://images.autodesk.com/apac_grtrchina_main/files/_____.pdf
http://images.autodesk.com/apac_grtrchina_main/files/_____.pdf


• 交通部國道高速公路局「即時交通資料庫」 

• http://tisvcloud.freeway.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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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之政府部門案例 

http://tisvcloud.freeway.gov.tw/
http://tisvcloud.freeway.gov.tw/
http://tisvcloud.freeway.gov.tw/


• 智慧城市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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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之政府部門案例 

https://www.dropbox.com/sh/34etbyb3vmih7a9/AABA9YGL3x_XbEin2ngXYtHia?dl=0&preview=safe+city.mp4


大數據應用之能源部門案例 
• 台電公司截至2015年，已揭露許多公開資料(Open 
Data)共29個資料集，已具備大數據雛型。 

– http://data.gov.tw/search/site/%E5%8F%B0%E7%81%
A3%E9%9B%BB%E5%8A%9B%E5%85%AC%E5%8F%B8?page=1 

 

• 公開資料後，仍有改善空間，例如：太陽能與風力的
資料，係每月發電量，尚未提供每小時之發電原始資
料，所以有人發表意見http://data.gov.tw/node/17140 

 

 

 

 

 

 

 

 

 

52 資料來源：聯合報,2015/11/10 

http://data.gov.tw/search/site/%E5%8F%B0%E7%81%A3%E9%9B%BB%E5%8A%9B%E5%85%AC%E5%8F%B8?page=1
http://data.gov.tw/search/site/%E5%8F%B0%E7%81%A3%E9%9B%BB%E5%8A%9B%E5%85%AC%E5%8F%B8?page=1
http://data.gov.tw/search/site/%E5%8F%B0%E7%81%A3%E9%9B%BB%E5%8A%9B%E5%85%AC%E5%8F%B8?page=1
http://data.gov.tw/node/17140
http://data.gov.tw/node/17140
http://data.gov.tw/node/17140


大數據應用之能源部門案例 

• PJM, Load Forecasting and Analysis(TSO) 

– PJM出版報告Load Forecasting and Analysis 
(PJM, 2015)(48頁) 

• http://pjm.com/~/media/documents/manuals/m19.a
shx 

 

• hourly data 

53 

http://pjm.com/~/media/documents/manuals/m19.ashx
http://pjm.com/~/media/documents/manuals/m19.ashx
http://pjm.com/~/media/documents/manuals/m19.ashx


大數據應用之能源部門案例 

• eGRID 
• http://www.epa.gov/cleanenergy/energy-

resources/egrid/ 
• EPA’s eGRID is a comprehensive source of data 

on the environ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domestic electric power generation. It 
compiles data from 24 federal sources on 
emissions and resource mixes for virtually 
every power plant and company that generates 
electri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also 
provides user search options, including 
aspects of individual power plants, generating 
companies, states, and regions of the power 
gr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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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epa.gov/cleanenergy/energy-resources/egrid/
http://www.epa.gov/cleanenergy/energy-resources/egrid/
http://www.epa.gov/cleanenergy/energy-resources/egrid/


• 全德國四家輸電公司（50hertz, Amprion, 
Tennet, Transnet-BW）合作成立的電網資訊帄
台「電網透明」(Netz-Transparenz.de)，公布
並即時更新包含年度再生能源電價、再生能源
附加費、再生能源市場銷售獎勵金額度，和每
個月調節電力（備轉容量）及其下個月的預測
值，以及電網發展計畫等諸多數據：NETZ-
TRANSPARENZ.DE  

 

• https://www.netztransparenz.de/de/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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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之能源部門案例 

https://www.netztransparenz.de/de/index.htm


大數據應用之能源部門案例 

• 德國聯邦經濟部(BMWi)的「能源資料庫」
（Energiedaten），資料內容並細分為以下領域： 
– 能產業經濟基本數據 
– 能源生產與消費 
– 能源與環境 
– 初級能源 
– 各類能源價格與成本 
– 國際能源市場 
– 能源儲備與蘊藏 
– 能源研究等：BMWi Energiedaten:Gesamtausgabe 
 

– http://www.bmwi.de/DE/Themen/Energie/Energieda
ten-und-analysen/energiedaten.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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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bmwi.de/DE/Themen/Energie/Energiedaten-und-analysen/energiedaten.html
http://www.bmwi.de/DE/Themen/Energie/Energiedaten-und-analysen/energiedaten.html
http://www.bmwi.de/DE/Themen/Energie/Energiedaten-und-analysen/energiedaten.html
http://www.bmwi.de/DE/Themen/Energie/Energiedaten-und-analysen/energiedaten.html
http://www.bmwi.de/DE/Themen/Energie/Energiedaten-und-analysen/energiedaten.html
http://www.bmwi.de/DE/Themen/Energie/Energiedaten-und-analysen/energiedaten.html


• 德國全國各地配電公司所成立的資料庫： 

– 例如柏林地區的配電網公司（Stromnetz Berlin 
GmbH）的電網營運數據資料庫（Netzdaten Berlin-
das Pilotportal） 

 

• http://www.netzdaten-berlin.de/web/guest/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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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之能源部門案例 

http://www.netzdaten-berlin.de/web/guest/home
http://www.netzdaten-berlin.de/web/guest/home
http://www.netzdaten-berlin.de/web/guest/home
http://www.netzdaten-berlin.de/web/guest/home


大數據應用之能源部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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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之能源部門案例 

• PG&E將Big Data的資料分析，外包給start-up公
司，盼藉由該公司的海量資料處理能力，分析各
用戶之用電行為，得以針對高潛力之客戶群，精
準行銷移轉尖峰用電或其他需求面管理方案。 
– Big Data and Demand Response Marketing: PG&E Signs With 

Gridium 

–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
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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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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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https://www.greentechmedia.com/articles/read/big-data-and-demand-response-marketing-pge-signs-with-gridium


大數據應用之能源部門案例 

• Big Data in the Utilities Industry (PG&E PPT, May 2015) 
 
• http://www-

conf.slac.stanford.edu/xldb2015/Talks2015/14_Tues_Gavril
ovic-Kerrigan-XLDBConference.pdf 

 
• http://event.on24.com/eventRegistration/console/EventCon

soleNG.jsp?uimode=nextgeneration&eventid=1023565&session
id=1&username=&partnerref=uai&format=fhaudio&mobile=fals
e&flashsupportedmobiledevice=false&helpcenter=false&key=
EF8E68E860F76704DAF193926A2FDF8A&text_language_id=en&pla
yerwidth=1000&playerheight=650&overwritelobby=y&eventuse
rid=123203752&contenttype=A&mediametricsessionid=9806197
5&mediametricid=1527378&usercd=123203752&mode=launch#  
 

60 

http://www-conf.slac.stanford.edu/xldb2015/Talks2015/14_Tues_Gavrilovic-Kerrigan-XLDBConfere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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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nf.slac.stanford.edu/xldb2015/Talks2015/14_Tues_Gavrilovic-Kerrigan-XLDBConference.pdf
http://event.on24.com/eventRegistration/console/EventConsoleNG.jsp?uimode=nextgeneration&eventid=1023565&sessionid=1&username=&partnerref=uai&format=fhaudio&mobile=false&flashsupportedmobiledevice=false&helpcenter=false&key=EF8E68E860F76704DAF193926A2FDF8A&text_language_id=en&playerwidth=1000&playerheight=650&overwritelobby=y&eventuserid=123203752&contenttype=A&mediametricsessionid=98061975&mediametricid=1527378&usercd=123203752&mode=launch
http://event.on24.com/eventRegistration/console/EventConsoleNG.jsp?uimode=nextgeneration&eventid=1023565&sessionid=1&username=&partnerref=uai&format=fhaudio&mobile=false&flashsupportedmobiledevice=false&helpcenter=false&key=EF8E68E860F76704DAF193926A2FDF8A&text_language_id=en&playerwidth=1000&playerheight=650&overwritelobby=y&eventuserid=123203752&contenttype=A&mediametricsessionid=98061975&mediametricid=1527378&usercd=123203752&mode=launch
http://event.on24.com/eventRegistration/console/EventConsoleNG.jsp?uimode=nextgeneration&eventid=1023565&sessionid=1&username=&partnerref=uai&format=fhaudio&mobile=false&flashsupportedmobiledevice=false&helpcenter=false&key=EF8E68E860F76704DAF193926A2FDF8A&text_language_id=en&playerwidth=1000&playerheight=650&overwritelobby=y&eventuserid=123203752&contenttype=A&mediametricsessionid=98061975&mediametricid=1527378&usercd=123203752&mode=launch
http://event.on24.com/eventRegistration/console/EventConsoleNG.jsp?uimode=nextgeneration&eventid=1023565&sessionid=1&username=&partnerref=uai&format=fhaudio&mobile=false&flashsupportedmobiledevice=false&helpcenter=false&key=EF8E68E860F76704DAF193926A2FDF8A&text_language_id=en&playerwidth=1000&playerheight=650&overwritelobby=y&eventuserid=123203752&contenttype=A&mediametricsessionid=98061975&mediametricid=1527378&usercd=123203752&mode=launch
http://event.on24.com/eventRegistration/console/EventConsoleNG.jsp?uimode=nextgeneration&eventid=1023565&sessionid=1&username=&partnerref=uai&format=fhaudio&mobile=false&flashsupportedmobiledevice=false&helpcenter=false&key=EF8E68E860F76704DAF193926A2FDF8A&text_language_id=en&playerwidth=1000&playerheight=650&overwritelobby=y&eventuserid=123203752&contenttype=A&mediametricsessionid=98061975&mediametricid=1527378&usercd=123203752&mode=lau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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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event.on24.com/eventRegistration/console/EventConsoleNG.jsp?uimode=nextgeneration&eventid=1023565&sessionid=1&username=&partnerref=uai&format=fhaudio&mobile=false&flashsupportedmobiledevice=false&helpcenter=false&key=EF8E68E860F76704DAF193926A2FDF8A&text_language_id=en&playerwidth=1000&playerheight=650&overwritelobby=y&eventuserid=123203752&contenttype=A&mediametricsessionid=98061975&mediametricid=1527378&usercd=123203752&mode=launch
http://event.on24.com/eventRegistration/console/EventConsoleNG.jsp?uimode=nextgeneration&eventid=1023565&sessionid=1&username=&partnerref=uai&format=fhaudio&mobile=false&flashsupportedmobiledevice=false&helpcenter=false&key=EF8E68E860F76704DAF193926A2FDF8A&text_language_id=en&playerwidth=1000&playerheight=650&overwritelobby=y&eventuserid=123203752&contenttype=A&mediametricsessionid=98061975&mediametricid=1527378&usercd=123203752&mode=launch


大數據應用之能源部門案例 

• 美國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 DOE) 

• Building Data Analytics 
– 按Zip Code之電價Open Data  

– 美國能源部（DOE）有超過一千個open dataset 
http://catalog.data.gov/organization/doe-gov  

 

– NPO, Institute for Market Transformation 
(IMT)  

– 如何強化建築耗能資料庫(Building Performance 
Database, BP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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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築耗能資料庫- (Building Performance Database, BPD) 

• It's All About the Data: How the Building Performance 
Database is Informing Decisions on Energy Efficiency (DOE) 

– http://energy.gov/eere/buildings/articles/its-all-about-data-
how-building-performance-database-informing-decisions 

  

• BPD: Include over 800,000 records from existing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buildings across the country 

– https://bpd.lbl.gov/#compare 

 

• 美國聯邦針對能源各式補助款(subsidy)之補助紀錄資料庫 

   Federal Energy Spending Tracker 

– http://data.instituteforenergyresea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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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應用之能源部門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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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三、大數據應用實例探討 



• 夏威夷每五分鐘更新再生能源發電資料，從
2012年11月一直到現在，隔天立即上傳最新
的相關資料大數據。 

 

 

 

 

• http://www.nrel.gov/midc/nel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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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案例 

http://www.nrel.gov/midc/nelha/
http://www.nrel.gov/midc/nelha/


• 擴增實境–車輛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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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產案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P9KPJlA5y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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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工業4.0的震撼 
 
 
 

生產案例 

http://youtu.be/ROmLc3KOTBs


• SAP 擴增實境撿料倉儲管理與維修 

 

 

 

67 

生產案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mS_J3vRE3EI


生產案例 

• 自動的物件(機器人)(最佳化) 

• Big D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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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gDog Evolution.mp4


生產案例 

• Collaborative-Work協同合作-四軸飛行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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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cP-1966UYEA


生產案例 

• 米其林輪胎 

– 輪胎裝置感應器(Sensor)，連上雲端。 

– 追蹤長程貨運車隊運用狀況，主動提醒維修、提
供駕駛改善習慣，以節省汽油支出。 

– 掌握輪胎使用者動向，事先預知輪胎汱換時間點，
精準提供輪胎使用者汱換輪胎之服務，形成差異
化(Differentiation)競爭優勢，例如：發現胎
紋磨損差不多，業者為主動通知駕駛在下一個休
息站，準備好即時更換輪胎。 

70 
資料來源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 



生產案例 

• 美國加州某酒莊在葡萄園中建置物聯網系統，
蒐集雨量、葉片溼度、氣溫等資料，結合衛星
照片、地圖，分析不同地形的農地，再用智慧
型灌溉系統，精密計算灌溉水量，大幅提昇葡
萄產量及品質，形成葡萄酒差異化
(Differentiation)競爭優勢。 

 

• 西班牙Libelium公司，用物聯網偵測葡萄園的
溫溼度，再上傳雲端，藉由大數據分析大規模
蟲害爆發的可能性，降低營運風險。 

71 
資料來源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 



生產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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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農畜業應用案例：例如高經濟價值的特殊品種動
植物(金線蘭、水族箱魚類等)，透過物聯網數據，可
精準掌控蘭花土壤中需要之滴灌、施肥，或者水族箱
內水溫、水質之變化，並定期餵養飼料。 

 

• 2015年米蘭世博會： 

  Grow the Planet app 

 

• 「魚菜共生」 

   也是可應用之案例。 

 

 



行銷案例 

• AR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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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6F_5WOkMLuI


• Nike+是Nike因應大數據時代趨勢、發展運動數字化而推
出的系列產品。如：FuelBand運動功能手環、
Nike+KinectTraining健身娛樂、延伸籃球和訓練產品，
推出Nike+Basketball和Nike+Training，等應用來測量
運動數據。 
 

• Nike+Running社群：讓消費者與品牌關聯。
Nike+Running APP透過GPS記錄個人跑步的次數、公里數、
帄均速度及消耗的能量數，以便用戶安排私人運動計劃。
另外，APP內置跑步運動的徽章激勵制度使用戶產生自我
突破的動力。也可將運動記錄即時分享至Twitter、
Facebook等社群網站。用戶還可邀請特定好友參加挑戰、
共同完成挑戰目標。現實中處於不同地域的好友能夠同
時參與到運動中來，增添了陪伴感和督促力度。 
 

• 透過對用戶數據的分析，Nike可洞察消費者的習慣，將
這些發現應用於營銷活動，藉由社群連結讓顧客忠誠度
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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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案例 

資料來源 http://edu.sina.com.cn/bschool/2014-12-18/1455449354.shtml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46hEaFKa638


• 沛星(Appier)所提供的解決方案是當使用者瀏覽App
時，即釋出廣告曝光機會，透過Appier引擎特有的
AI(人工智慧)演算法和大數據分析，評估、挑選有
價值的廣告曝光對象。 
 

• 立刻讓各個品牌參與競賽，得標者可在使用者的各
種裝置如手機、帄板、筆電、PC等曝光精準的廣告。
從使用者瀏覽App或網頁的當下，到廣告主競價完成，
使用者進而看到自己有興趣的廣告，整個過程只要
「0.1秒」的時間。 
 

75 http://www.bnext.com.tw/article/view/id/33286 

行銷案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gbw9fgr9bE


行銷案例 

• Zara精準掌握顧客體驗(CX)，增加銷售 

• 將RFID晶片嵌入防盜標籤後，成功以低成本
技術提升倉管效率，連帶刺激銷售成長。 

• 店內存貨盤點需要動用40名員工，花費5小
時才能完成。如今採用RFID晶片後，只須9
名員工就能在一半時間內完成盤點。 

• 現在每6周就能盤點1次，讓公司更能及時掌
握顧客喜好，並適時撤換銷路不佳的服飾系
列。每項商品結帳售出時，RFID晶片會自動
連線倉庫補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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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電子看板會偵測螢幕前方 5 公尺內的動態，一旦有
人注視螢幕超過2秒，眼動科技系統會將其認定為有效注
視者（正臉對螢幕），並開始分析特徵狀態（非結構性資
料），包含目光位置、年齡、性別等特徵。 
 

• 透過這龐大的資料庫與廣告內容交叉分析，便能了解廣告
是否有效收視；長遠來看，店家能掌握店面的客群組成，
或是在特定環境因素下消費者在意的廣告內容，精準掌握
銷售族群。 

 
• 結合人臉辨識之大數據分析， 
  找出「含金路人」，精準播放廣告， 
  投其所好。 

 
 

行銷案例 



行銷案例 

• iBeac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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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youtu.be/6-KhNgun8FU


行銷案例 

• 2015年8月底，晴光商圈成為第一個集體裝設物
聯網感應器做行銷、導覽的在地商圈，總共有14
個地點裝設了感應裝置。 

 

• 使用者安裝「FootPoint踩點趣」APP，系統就會
告訴你，哪些店家願意花錢請你去逛街（走進店
裡即可累積點數，這些點數可以免費兌換商品），
走進店內後，物聯網裝置會主動辨別並幫用戶打
卡，逛完商圈，不買任何東西，就可累積七百點，
免費兌換小Pizza。 

79 
資料來源 http://www.businesstoday.com.tw/ 



行銷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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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韓首爾用大數據分析午夜過後市民擁擠度最
高的5個地區，多達30億通話紀錄及交通資訊，
並於2013年4月開始推出午夜公車的服務。 

 

• 「午夜公車(半夜12點至凌晨5點)」行駛50天 
累積搭乘人數就達30萬3,940人，每天帄均搭
乘人數有6,079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RifosX01cM


• 美國超市連鎖店 Kroger 分析幾百萬會員的
資料，打造個人化的購物體驗，不同特質的
人給予不同的促銷活動與獎勵。並利用數據
分析在每個分店調整價格、監測、調整庫存。
Kroger 在門上安裝紅外線感應器，並從歷
史數據推測顧客帄均購物時間，將結帳時間
從 4 分鐘縮短到不到 30 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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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銷案例 



行銷案例 

• 星巴克(Starbucks)，利用會員卡追蹤數據
客製化服務體驗。使用地理資訊系統（GIS）
決定在哪開設新店，比對車流量、消費群體
分佈、安全資訊、商業組成型態等其它相關
訊息，在選店的過程中節省大量開支。同時
能根據氣象數據，預測是否有熱浪來襲，將
星冰樂的促銷時間與之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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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案例 
• 社交履歷 LinkedIn，FB、Twitter等社群帳號可
透露個人不少資訊，更別提其他能成千上百的帄
台。網路時代人資在社群網站搜尋符合資格的人
才而且需要與其他公司搶人才，big data 技術
會扮演重要的角色，協助人資判斷適當的人選。 

資料來源  http://technews.tw/2014/06/17/recruiting-by-big-data-analysis/ 、http://www.slideshare.net/laurentkinet/big-data-for-hr 
83 



• LinkedIn 按會員提供的個人資料，如學歷、履歷做
配對，自動篩走不合適的求職者之餘，還能向公司客
戶提供獵頭功能，找尋適合的挖角目標。 

 

• LinkedIn 在求職者頁面會加這一欄 

   "Jobs you might be interested in " 

 

• 求職者可看到由 LinkedIn 分析配對的功能，但同時
也可像一般求職網站般搜尋其他行業的職位。使用 
LinkedIn 就能在面試前知道公司背景。另一方面，
招聘者不僅能事前了解面試者的背景，藉公司專屬網
頁向關注者展示公司形象，愈多關注者的公司專屬網
頁，自然對求職者更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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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案例 



LinkedIn Talent Pool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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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案例 
• 2011年美國Utility-Analytics-Institute
公用事業HR分析 

 

• 需要註冊登入，有一份人才分析報告 
– http://www.utilityanalytics.com/resources/
insights/human-resources-analytics 

 

• Utility-Analytics-Institute的LinkedIn 
社團 
– https://www.linkedin.com/topic/group/utili
ty-analytics-institute?gid=4474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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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資源案例 



研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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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rosoft HoloLen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232PnC8xk&app=desktop


3D SLAM地理圖資建模應用服務 

• 利用雷射投影，可有效建立室內3D地圖/環景實圖建立，包括 

SLAM(Simultaneous Location And Mapping)、2D/3D mapping 
modeling、localization positioning。 

 

• 利用該測繪裝置完成蒐集室內所有的wifi或beacon 接口點，提
供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user positioning、VR/AR 
application 
 

• 室内定位帄台上線資料庫，為所有需要室内導航場地（商場、
航站、醫院、展覽館）提供客製化服務  
 

• 掌握室內空間應用的三大元素: 地圖/定位/導航 
 

• 為所有消費者在室内引路, 成為O2O時代最佳入口帄台 

89 

研發案例 



• iBeacon技術是以低功耗藍牙(Bluetooth Low Energy,BLE)為基礎的室
內定位技術應用。 
– KKTIX售票網站在演唱會入口處放置Beacon，當歌迷接近查票處時，手機會跳出

提醒，通知歌迷提早拿出票券以供查驗 

– 中華職棒Lamigo球隊讓球迷透過手機和裝在人形立板背後與氣球裡的Beacon互動，
提升球迷的看球樂趣和參與感 

 

• 偌大的演講廳中尋找座位 
– 透過將藍芽訊號發射單元分別鋪設於具有複數個座位的大型空間內，在解析消費

者的座位資訊後，藍芽定位模組便可偵測消費者之位置，並依據其與目標座位之
位置之比較，提供入場座位路徑給消費者知道 

• 尋找停車位 
– 透過於各停車場佈設有BLE發射器，且可推播一停車場信息，如停車場名稱、位

置信息、剩餘車位數量、停車收費標準、預約車位預留時間和停車場車位數量等，
消費者便可以透過智慧型手機的APP，進行鄰近車位的預約與停放 

• 礦坑了解礦工的定位 
– 透過於礦坑內佈設有多個BLE藍芽基地，且每一位礦工身上更攜帶有藍芽定位設

備，藉由BLE技術可精準定位的優點，可有效確認礦工們的位置及是否有在移動。 

 90 資料來源http://lidonglou.baijia.baidu.com/article/80705 

研發案例 



• 荷蘭 Akzo Nobel 是工業塗料與家用油漆的 

   化工大廠，因應未來發展，公司投入研發費用並開放應用軟體。 

 

• 使用者可透過APP選取適合室內牆壁與家具的各種配色，也可事
先加以模擬換色，不一定要前往實體店面，也能做出最好的選擇。 

 

• 此外，Akzo Nobel、Sherwin_Williams 及 Axalta 聯合推出手
提式電子顏色掃描器，用來掃描車身的油漆，再透過專用軟體便
能夠精準地辨識出合適的顏色編碼，可避免使用肉眼來辨識的錯
誤，這個電子顏色掃描器對於修理廠的鈑金工作，可以帶來極大
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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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案例 

資料來源http://technews.tw/2015/12/01/akzo-nobel-delux-visualizer-app/  
https://www.akzonobel.com/news_center/news/news_and_press_releases/2015/tool-predicts-impact-fouling-control-coating.aspx  

https://youtu.be/f5IIWhi_F1g


• 善用擴增實境     IK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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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發案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DNzTasuYEw


研發案例 

• SketchUp web 

 

• Google SketchUp to we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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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5Gj4jjzGRc


• 微信將搖一搖擴大為O2O商業模式，與商家策略聯盟，在2015年春
節，推出搖一搖搶紅包活動。億萬網友在春晚當天，高峰期1分鐘
內網友搖動達到8.1億次。 

 

 

 

94 資料來源http://lidonglou.baijia.baidu.com/article/80705 

• 在iBeacon信號覆蓋的區域，用戶
手機藍牙保持打開狀態時，進入微
信搖一搖界面(無須另外下載APP)，
就會自動出現周邊商家位置。用戶
只要搖動手機，即可獲得相應的推
送信息。 

• 商家可以根據用戶的手機藍牙ID信
息，發展多種客製化、個性化的應
用服務。 

財會案例 

http://lidonglou.baijia.baidu.com/article/80705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ljBpDnN54c


「P2P借貸」評鑑方式： 

• 騰訊ＱＱ和微信等客戶資料 

• 公安資料庫 

• 中央銀行徵信系統 

• 用戶社交情形 

• Wechat使用情形 

• 第三方支付的使用紀錄..等 

• 建立多維分析模型，評鑑用戶違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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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臉 
公安 

資料庫 

大數據 

分析 

(40兆筆) 

撥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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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會案例 



四、大數據分析之方法 

96 



大數據的重要觀念 

• 大數據的資料特徵大量性（Volume）、速度性
（Velocity）、多樣性（Variety）、真實性
（Veracity）、價值性(Value)。 

 

• 進行統計、比對、分析找出資料關聯性。 

 

• 網際網路資料、社群資料及貼文、地理位置資料等，
都會是有用的資料。 

 

• 只要有大數據思維，中小企業也能靠創新應用致勝。 

 

• 大數據資料的掌握，要留意資料獨裁 

97 
資料來源：牛津大學教授Mayer-Schonberger 



大數據資料分析架構 

98 
資料來源http://www.slideshare.net/tw_dsconf/ss-51941126?from_action=save 



Landscape of Big Data Tools 

• General Components 

 

• Infrastructure 

 

• Analytics 

 

• Visualization 

 

• Open Source Projects 

99 資料來源 http://hexanika.com/big-data-vendors-selection/ 



Integrated Data Mining Mechanism 

100 資料來源http://idb.csie.ncku.edu.tw/English/newwebpa/Project4_1.htm 



大數據Hadoop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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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http://www.digitalanalytics.expert/2013/09/big-data-analytics-solutions-for-onlin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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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中油公司大數據策略 



策略 

103 



Boundaries 
of the firm 

What should the firm do, how large should it be, 
and what businesses should it be in? 

Positioning 
and dynamics 

How should the firm position itself to compete, 
what should be the basis of its competitive 

advantage, and how should it adjust over time? 

Market and 
competitive 

What is the nature of the markets in which the  
firm competes and the nature of competitive 
interactions among firms in those markets? 

Internal 
organization 

How should the firm organize its structure and 
systems internally? 

Strategy 

企業外部營運疆界、市場定位及內部組織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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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大數據分析應用 

◆ 物料品質監控 

◆ 設備異常監控與預測 

◆ 零件生命週期預測 

◆ 製程監控提前警報 

◆ 良率保固分析 
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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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油的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思維： 

中油應取得、保護及分析哪些資料與大數據，才能創造
中油公司與整體社會的最高價值 

中油如何管理資料與大數據的所有權、取得權及應用權 

中油應否建立或取消一部分生產、輸配、銷售之通路或
服務網路？ 

中油應提供何種(what)創新商業模式？如何(how)提供創
新商業模式？ 

中油是否能夠銷售哪些資料給其他組織以增加業外收入
並由此跨足新事業？ 

中油是否應該擴大營運範疇或者縮減範疇聚焦核心競爭
力 



中油的物聯網與大數據策略思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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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品供應鏈體系可透過「偵測、模擬、預測、 
診斷、控制、最佳化」，運用在生產、運輸、 
配送、零售及行銷等各個面向，進行大數據分析。 

• 物聯網對中油的價值，可從原油輪船入港後的 
生產管理流程效率、成品庫存盤點、輸送流程控制、 
加油站管理、油品行銷與客戶服務等方面，產生正面
助益。 

 

• 大數據策略則可在上述各個項目、應用實例及 
六項思維，做為大方向之決策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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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總結 



Big Data Landscape (version3.0) 

109 
資料來源http://www.slideshare.net/mjft01/big-data-landscape-matt-turck-may-2014 



資料探勘 
(Data Mining) 

資料融合 
(Data Fusion) 

量身訂作 
(Customization) 

用戶體驗
(Customer Experience) 

110 

機器學習、深度學習 
(Machine Learning、Deep Learning) 

11
0 

價值主張 
(Value Proposition) 

虛實合一
(Cyber- Physical System) 



總結建議 

111 

• 宜考慮成立專責資料部門，並指派資料長
(Chief Data Officer, CDO) 

 
• 成立資料專案小組，針對前述物聯網與大數據

之六項策略思維，負責規劃與推動相關時程
(短中長期)及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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