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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Big Data）又稱為巨量資料，不

論是各行各業、活動娛樂，或每天的日常

生活中都會接觸到數據並產生數據，其來

源多元化且種類繁多，每分每秒都在更

新。解讀數據的意義、找出隱藏的訊息，

即可轉化為有效率的決策，同時創造實用

的商業價值。

1 "大數據" 到底與我有什麼關係？

活動

工作

日常生活

各行各業

決策在對的方向就能開闢新商機

數據不只對大企業很重要，也能幫助一般店家適時調整營運策略！

大家都知道要從數據中挖掘消費者行為模式與市場訊息，客群為何對新的商品不

買單？活動是否能帶動商品？除了要鞏固既有的市場與客群，還要想辦法持續成

長、開拓新商機。然而到底該往什麼方向著手又有哪些是該有所取捨的？這時就

要透過企業內、外部取得相關資料數據並加以分析，才能有效輔助商務決策。

聚焦統計數據

大數據可分析過去發生什麼事，以及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例如：由產品過去幾

年的銷量相關資料數據，找出銷售下滑的原因以及預測顧客回購週期。

面對龐大的數據資

料該如何篩選出有

用的資訊？

視覺資訊圖表可以

說 是 最 佳 解 決 方

式，轉換為容易解

讀的圖表報表，可

以協助你快速的洞

悉問題以及解讀趨

勢與現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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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Part 1　大數據資料視覺化

從數據裡找出重要的資訊，理解數據背後的價值，

不一定要專業的分析師才能辦到，Power BI 與 Excel 

相互搭配是最佳數據分析工具。

每次在報告手邊的數據內容時，老闆想聽的應該不

只是大數據中的值，假如可以將數據快速的轉換為

視覺圖表，並以互動式智慧儀表板呈現重要資訊、

洞悉問題與趨勢，不僅提升了該場報告的精彩度，

也能精進個人專業能力。

4 Power BI 與 Excel 搭配

"互動式智慧儀表板" 聽起來需要花許多時間等待資訊人員撰寫程式和跑報表，才

能完成的分析資料！其實不然，透過 Power BI 只需要將來源資料匯入並拖曳需

要的欄位項目即可產生視覺圖表與互動式智慧儀表板。

資料數據視覺化過程中很重要的一個環節是來源資料，當你取得一堆數據報表

時，是否思考過該如何有效率的檢查與整理資料，提升內容的正確性，有了正確

的資料才能依循設計出來的視覺圖表進行決策分析。Exce l 並不僅僅是一套輸入

數據、進行加總的試算軟體，建立視覺化前手邊報表常見的問題都可以運用熟悉

的 Excel 功能整理與修正。

E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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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格式不同，取得的方式也略為不同，可以依需求提供路徑、檔案、網

址...等，或提供登入帳號與密碼驗證。

取得 Excel 活頁簿檔案資料
開啟 Power BI Desktop，首先示範取得最常使用的 Excel 檔案資料。

5 取得資料

2

5

1  選按 常用 \ 取得資料。

2  選按  其他。(最常用  中
若有 Excel 可直接選按)

3  選按 檔案 類別 \ Excel，
再選按 連接 鈕。

4  選按要取得資料的 Excel 
檔案。

5  選按 開啟 鈕。

1

Step 1 取得資料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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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Part 2　轉換資料為視覺資訊圖表

導覽器 畫面會出現該 Exce l 檔案內偵側到的資料項目，常見的為工作表與轉換

為 表格 資料表的內容 ( 表格 資料表是透過 轉換為表格 功能產生，轉換方式可

參考 Part 3 的說明)...等項目，待內容確定後指定載入。

Step 2 預覽資料表內容並指定載入

1  選按任一資料表項目名稱可於右側預覽內容。

2  核選資料項目左側的  指定為要載入的資料表項目 (可核選多個)。

3  選按 載入 鈕，將該資料內容載入 Power BI Desktop 進行視覺化設計。 (若
選按 轉換資料 鈕則會進入 Power Query 編輯器，讓你先轉換並清理資料內
容。)

4  載入後會進入 Power BI Desktop  報告 檢視模式，於右側的 欄位 窗格中
會看到剛剛指定載入的資料表項目。 

3

2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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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資料 (Open Data) 指的是可以被自由使用和散佈的資料 (但有些會要求使用

者標示資料來源與所有人資訊)，以開放格式於網路公開，讓使用者在從事各項

經濟活動、資料流通時可藉由這些資料數據更有效率的分析。

開發新產品、新主題、新店面，開放資料是非常好的資源，可從中獲得更多數據

加值應用。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政府資料開放平台內的資料主題十分廣泛，包含了：食、衣、住、行、育樂、醫

療、就業、文化、天氣、經濟發展和生活品質...等。

6 取得網路上的開放資料

1.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http://data.gov.tw/」，包含了中央機關、地方政府、法人機構...等單位

的開放資料，並依單位、地區、服務項目分類整理。

2. 內政資料開放平臺

 「http://data.moi.gov.tw/MoiOD/」，包含了出入國及國境管制、生態保

育、社會治安、建物安全、土地管理...等主題的開放資料。

3.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資料開放平台

 「http://data.coa.gov.tw/」，包含了安全飲食、農業旅遊、森林經營、漁

業、畜牧、水土保持、農糧...等主題的開放資料。

4.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資源資料開放平台

 「http://opendata.epa.gov.tw/」，包含了生活環境與其他、大氣、水、

污染防治、地、林、生態...等主題的開放資料。

5. 交通部中央氣象局-資料開放平臺

 「http://opendata.cwb.gov.tw」，包含了預報、觀測、地震海嘯...等主題的

開放資料，但此平台需先註冊登入，再參考 "資料使用說明" 單元操作。

除了以上列出的幾個政府資料開放平台，文化部、經濟部商業司、經濟部水利

署、交通部觀光局、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宜蘭縣...等各

個單位，也都有相關的資料開放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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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Part 2　轉換資料為視覺資訊圖表

下載政府的開放資料

各開放平台下載資料的方式大同小異，以下就透過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h t tp://

data.gov.tw/" ，示範取得 "空氣品質" 方面的相關數據資料。

1  於瀏覽器輸入網址，開啟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網站。

2  可於首頁畫面搜尋列中輸
入關鍵字，或選按  進階
搜尋器。

3  於搜尋列輸入關鍵字：
「空氣品質」。

4  視需要，於其他相關欄位
指定通關、檔案格式、標

章類型...等。

5  按右方  鈕開始搜尋。

Step 1 以關鍵字找到相關資料

2

3 5

 於 資料集服務分類 可選

按合適的類別項目，找尋

資料。

1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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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Part 2　轉換資料為視覺資訊圖表

7 取得 Facebook 數據資料

Power BI Desktop 取得 Facebook 數據資料的方

式與取得其他外部資料方式相似，在此要示範取

得自己 Facebook 貼文的相關數據資料。

2

1  於 Power BI Desktop 建
立一新報告，選按 常用 \ 
取得資料。

2  選按 其他。

1

Step 1 取得 Facebook 資料

3  選按  線上服務  類別  \  
Facebook，再按 連接 鈕。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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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分析

此範例是取得 <零售業銷售.xlsx> 資料表中 訂單明細 與 顧客資料 二份資料表

的內容進行視覺效果設計，先關聯二份資料表再依預計分析的行為模式套用各式

視覺效果設計，快速了解目前公司營運下顧客族群屬性並解析其消費行為。

此份報表預計透過大數據發掘的行為模式：

．男、女顧客的佔比以及消費能力。

．顧客各年齡群組的消費最大值。

．顧客各職業類別依年齡群組呈現的消費能力。

．顧客主要來源居住地區與職業別佔比...等。

1 顧客消費統計分析
環圈圖 折線圖 樹狀圖群組直條圖 矩陣 卡片 多列卡片

範例檔：5-01.pbix

訂單明細資料表

顧客資料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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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分析

2 零售業銷售與業績統計分析
堆疊橫條圖 交叉分析篩選器

範例檔：5-02.pbix

區域分佈圖 地圖 矩陣 卡片 多列卡片

延續前一個範例，再取得 <零售業銷售.xlsx> 資料表中 購物平台 資料表，以及 

<公司業務資料.xlsx> 與 <對照表.xlsx> 中的相關資料，先關聯資料表再依預

計分析的行為模式套用各式視覺效果設計，快速了解各地區銷售狀況並解析年度

業務績效。

此份報表預計透過大數據發掘的行為模式：

．下單日期與銷售數據的關係 (年份、月份、星期)。

．統計各年地區、業務、產品類別銷售金額

．比較各地區顧客人數與銷售金額佔比。

．各地區業務業績與產品類別銷售金額解析。

．各地區購物平台銷售金額與數量統計...等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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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3Part 7 分析 Google 表單關鍵數據

2 問卷回覆轉為 Google 試算表

已分享給作答者的表單問卷，可以隨時檢視回覆數據並於期限結束後將這些數據

轉換為 Google 試算表，再由 Power BI Desktop 取得資料著手視覺化分析。(需

自行建立表單才能操作此則練習，若是開啟範例 "活動滿意度問卷" 表單無法進

入表單編輯畫面。)

於表單編輯畫面 回覆 標籤，可看到目前已回覆問卷的統計結果。

Step 1 檢視表單回覆

Step 2 建立 Google 試算表

2

1  於表單編輯畫面 回覆 標籤，選按  建立試算表。

2  於 選取回應目的地 核選 建立新試算表，再選按 建立 會開啟 Google 試算
表，可以看到目前已回覆問卷的相關數據。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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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取得 Google 試算表數據資料

此處預計透過路徑的方式取得線上試算表數據資料，而不是直接下載試算表檔案

至本機再讀取。這二個方式的差別在於前者取得的是即時資料，如果線上表單後

續還有新增問卷回覆，只要於 Power BI Desktop 點選重新整理即可，所有已設

計好的視覺化圖表即會同步更新。(需自行建立表單才能操作此則練習，若是開

啟範例 "活動滿意度問卷" 表單無法進入表單編輯畫面。)

1  登入 Google 帳號，進入 
雲端硬碟。

2  於上一則建立的 Google 試
算表：<表單名 (回應)> 
上按一下滑鼠右鍵，選按 
共用。

3  選按 進階。

1

Step 1 取得 (回應) 試算表路徑

4  於  共用設定  畫面選按 
變更。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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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7Part 7 分析 Google 表單關鍵數據

4 數據資料初步視覺化

表單問卷的試算表回覆資料中，核取方塊 (多選)、線性刻度 這二種題型的數據

資料還需手動整理才能呈現正確視覺化內容，在此先進行初步視覺化，如此一來

會更清楚了解需要調整的狀況。(可以使用範例 <7-04.pbix> 或使用前面自行建

立表單的資料數據，再依循操作。)

"單選題" 題型視覺化
首先針對 "活動滿意度問卷" 表單中的單選題題型，設計視覺物化效果 。

Step 1 建立單選題環圈圖

Step 2 調整視覺化格式

1  適當的調整大小與位置。

2  於 視覺效果 窗格選按  
調整格式：

 資料色彩 區段，女 設定
粉紅色、男 設定藍色。

 詳細資料標籤  區段，設
定  標籤樣式：類別，總
計百分比。

 標題 區段，輸入標題文字
「性別佔比」，並設定相

關格式。

2

1

2

1  在  報告 檢視模式下，
於 視覺效果 窗格選按  
環圈圖，再選按 。

2  於  配置欄位：

 圖例 欄配置 性別 欄位。

 值 欄配置 性別 欄位 (會
自動轉換為計數)。

範例檔：7-04.pbi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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