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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智慧權威 

微軟長期在商業智慧領域不斷推出突破性的解決方案，也輔導許多企業組織

擁有強力的洞察力，為端對端商業智慧解決方案樹立了一套新標準。藉由遍及整

個領域的資料探索功能和新的洞察能力，在過去 20 年以來累積大量的商業資料

知識，並且運用資料倉儲或 OLAP來分析過去資訊。可是對於過去瞭解，並不表

示就擁有豐富的商業知識，可藉由資料採礦提供預測的功能，協助企業洞悉商

機，也是現今大數據智慧提升競爭力的重要課題。 

資料採礦權威 

要發揮資料採礦最大功效，有三項要素不可或缺：瞭解演算法並加以運用、

具備 Domain Know-How分析對的問題、熟悉工具的使用並與現行系統整合。此

書不但針對這些關鍵要素有深入淺出的介紹，以及搭配案例讓讀者融會貫通。 

微軟資料採礦使用適當的統計原則來探索大量資料並找出模式，協助解決複

雜問題，做出明智決策。您可以將 Analysis Services 中的資料採礦演算法套用至

資料，用來預測趨勢、辨識模式、建立規則和提供建議、分析複雜資料集中的事

件（Events）順序，以及取得新觀點。SQL Server 支援整合式資料採礦方案提供

多個資料來源、整合式資料清理、資料管理及 ETL、還能多個可自訂的演算法進

行模型測試，直至安全性設定和部署等，是一套完整的資料採礦解決方案。 

謝教授邦昌一直是業界推廣資料採礦技術的領導先進，不僅擁有長年的教學

經驗，豐富的實務與專案顧問經驗，在商業智慧與大數據領域的知識更是有口皆

碑，亦是我個人崇拜與請益的良師。想要一探最新資料採礦技術與方法的讀者，

本書絕對是您最佳選擇！誠摯推薦您不可錯過的好書。-「SQL Server 資料採礦

與商業智慧-適用 SQL Server 2016/2014/2012」 

國立政治大學 統計系 

鄭宇庭博士 

推薦序 



 
 

 

 

 

 

 

 

 

 

5-1 資料採礦與統計分析 

特別去區分 Data Mining 和 Statistics 的差異其實是沒有太大意義的。Data Mining 有

相當大的比重是由高等統計學中的多變量分析所支撐。但是為什麼 Data Mining 的出

現會引發各領域的廣泛注意呢？主要原因在相較於傳統統計分析而言，Data Mining

有下列幾項特性： 

1. 處理大量實際資料更強勢，且無須太專業的統計背景去使用 Data Mining 的工具。 

2. 資料分析趨勢為從大型資料庫抓取所需資料並使用專屬電腦分析軟體，Data 

Mining 的工具更符合企業需求。 

3. 純就理論的基礎點來看，Data Mining 和統計分析有應用上的差別，畢竟 Data 

Mining 目的是方便企業末端用者使用而非給統計學家檢測用的。 

5-2 資料採礦與資料倉儲 

若將 Data Warehouse(資料倉儲)比喻作礦坑，Data Mining 就是深入礦坑採礦的工作。

畢竟 Data Mining 不是一種無中生有的魔術，也不是點石成金的煉金術，若沒有夠豐

富完整的資料，是很難期待 Data Mining 能挖掘出什麼有意義的資訊的。 

如果資料倉儲是集合具有成功且有效率地探測資料的世界，則挖掘出決策有用的資

料與知識，是建立資料倉儲與使用 Data Mining 的最大目的。而從資料倉儲中挖掘有

用的資料，則是 Data Mining 的研究重點，兩者的本質與過程是兩碼事。換句話說，

資料倉儲應先行建立完成，Data mining 才能有效率的進行，因為資料倉儲本身所含

資料是「乾淨」的(不會有錯誤的資料參雜其中)、完整的，而且是經過整合的。因此

兩者的關係可說『Data Mining 是從巨大資料倉儲找出有用資訊之一種過程與技術』。 

資料採礦與

相關領域的關係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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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資料倉儲及資料庫之比較： 

 表 501 資料倉儲與傳統資料庫之比較 

 資料倉儲 傳統資料庫 

主要目的 資訊取得與分析 支援每日交易資料 

架構 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資料模型 星狀綱要(star schema) 正規劃表格(normalized relations)

查詢方式 透過 OLAP 或 MOLAP 介面 SQL 

資料形式 分析性資料 交易性資料 

資料儲存狀況 歷史性、描述性資料 經常改變的、即時性的資料 

 表 502 資料庫與資料倉儲之比較 

特性 資料庫(Database) 資料倉儲(Data Warehouse) 

資料的時間性 當時的運算資料 經過處理的歷史資料 

資料庫的規劃方式 由下往上(Bottom-Up) 由上往下(Top-Down) 

資料庫的綱要設計 個體－關係模式配合正規化 星狀綱要(Star Schema) 

資料特性 無重覆儲存 大量重複儲存，並預先加總 

資料維護者 資料庫管理師(DBA) 資料品管師(DQM) 

異動的頻率 經常異動(故稱 OLTP) 少有異動，大多為查詢 

異動的資料數量 平時均有大量的異動處理 定期大量載入並聚合加總 

效能要求 須能承受大量的更新要求 查詢速度要夠快 

查詢的頻率 少量的需求 大量需求(故稱 OLAP) 

查詢的範圍 較狹隘 相當寬廣 

查詢的複雜度 較單純 相當複雜 

所內含的資料量 數百萬位元組(Megabytes) 數百 Gigabytes 以上 

內含資料的錯誤率 可以容忍錯誤與缺項存在 極少錯誤與資料缺項 

資料的精細度 存放單一筆交易的詳細資料 存放大量加總過的資料 

整合性 依功能分資料庫，未整合 整個組織的資料完全整合 

主題性 依功能導向區分資料庫 依主題導向 

隨時間變動的特性 少會依時間流逝增加內容 依時間的流逝而增加其內容 

暫存性 只保留目前最新的資料 完整保留所有歷程資料 

適合建置的系統 關聯式資料庫管理系統 多維度資料庫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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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資料採礦與 KDD 

根據 Fayyad 等人(1996)對 KDD(Knowledge-Discovery in Databases)的定義－它是一個

指出資料中有效、嶄新、潛在效益的一個非細瑣(nontrivial)流程，其最終的目標是瞭

解資料的特徵(Patterns)。而在進行知識發現時其主要的步驟可以整理如下圖。 

 

知識發現之流程(The KDD Process) 資料來源：Fayyad et al. (1996) 

其流程步驟是：先理解要應用的領域、熟悉相關知識，接著建立目標資料集，並專

注所選擇(Selection)之資料子集；再從目的資料中作前置處理(Pre-processing)，去除

錯誤或不一致的資料；然後作資料簡化與轉換工作(Transformation)；在經由「Data 

Mining」的技術程序成為特徵(Patterns)，並做迴歸分析或找出其分類型態；最後經過

「Interpretation/Evaluation」成為有用的知識。這些程序是一個循環的關係，一直重

複的步驟，最後才得到一些有用的知識。所以，KDD 是一連串的程序，Data Mining

是其中的一個步驟而已。 

5-4 資料採礦與 OLAP  

所謂 OLAP(Online Analytical Process)意指由資料庫所連結出來的線上查詢分析程

序。Data Mining 用在產生假設，OLAP 則用於查證假設。簡單來說，OLAP 是由使

用者所主導，使用者先有一些假設，然後利用 OLAP 來查證假設是否成立；而 Data 

Mining 則是用來幫助使用者產生假設。所以在使用 OLAP 或其他 Query 的工具時，

使用者是自己在做探索(Exploration)，但 Data Mining 是用工具在幫忙做探索。 

Data Mining 常能挖掘出超越歸納範圍的關係，但 OLAP 僅能利用人工查詢及視覺化

的報表來確認某些關係，是以 Data Mining 此種自動找出甚至是不會被懷疑過的資料

型態與關係的特性，事實上已超越了過去經驗、教育、想像力的限制，OLAP 可以和

Data Mining 互補，但這項特性是 Data Mining 無法被 OLAP 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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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03 OLAP 及 Data Mining 之比較 

線上分析處理(OLAP) 資料採礦(Data Mining) 

公司郵件廣告之顧客回覆率為何 哪些顧客容易回覆公司之郵寄廣告 

新產品銷售予客戶之數量 何種類型之既有客戶較傾向購買公司新產品 

公司上年度十大客戶 公司上年獲利度最高的十大客戶 

哪些客戶上個月並未續約 哪些客戶較可能在未來的半年中不再續約 

哪些客戶之貸款逾期未付 哪些顧客之貸款較易逾期支付 

上一季地區性銷售報告 明年各地區產品可能之銷售收入 

昨日生產線之不良率 如何提高產品之良率 

(資料來源：Noonan 2000) 

5-5 資料採礦與機器學習 

機器學習(Machine Learning)這門學科所關注的問題是：電腦程式如何隨著經驗累積

自動提高性能？近年來，機器學習被成功地應用於很多領域，從檢測信用卡交易詐

欺的資料採礦程式，到獲取用戶閱讀興趣的資訊過濾系統，再到能在高速公路上自

動行駛的汽車。同時，這個學科的基礎理論和演算法也有了重大的進展。 

在資料採礦領域，機器學習演算法理所當然地被用來從包含設備維護記錄、借貸申

請、金融交易、醫療記錄、天文分析等類似資訊的大型資料庫中發現有價值的資訊。

例如：學習分類新的天文結構－機器學習方法已經被用於從各種大規模的資料庫中

發現隱藏的一般規律。如，決策樹學習演算法已經被美國國家航空和航天局(NASA)

用來分類天體，資料來自第二帕洛馬天文臺太空調查(Fayyad et al. 1995)。這一系統

現在被用於自動分類太空調查中的所有天體，其中包含了 3T 位元組的圖像資料。 

機器學習演算法在很多應用領域被證明有很大的實用價值。它們在以下方面特別有

用：(1)資料採礦問題，即從大量資料中發現可能包含在其中的有價值的規律(例如，

從患者資料庫中分析治療的結果，或者從財務資料中得到信用貸款的普遍規則)； 

(2)在某些困難的領域中，人們可能還不具有開發出高效的演算法所需的知識(例如，

從圖像庫中識別出人臉)；(3)電腦程式須動態地適應變化的領域(例如，在原料供給變

化的環境下進行生產程序控制，或適應個人閱讀興趣的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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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資料採礦與 Web 資料採礦 

如果將 Web 視為 CRM 的一個新的 Channel，則 Web Mining 便可單純看做 Data Mining

應用在網路資料的泛稱。利用 Data Mining 技術建立更深入的訪客資料剖析，並賴以

架構精準的預測模式，以期呈現真正智慧型個人化的網路服務，是 Web Mining 努力

的方向。 

Web Mining 除了計算網頁瀏覽率以及訪客人次等 log file 分析外，舉凡網路上的零

售、財務服務、通訊服務、政府機關、醫療諮詢、遠距教學等等，只要由網路連結

出的資料庫夠大夠完整，所有 Off-Line 可進行的分析，Web Mining 都可以做，甚或

更可整合 Off-Line 及 On-Line 的資料庫，實施更大規模的模型預測與推估，畢竟憑

藉網際網路的便利性與滲透力再配合網路行為的可追蹤性與高互動特質，一對一行

銷的理念是最有機會在網路世界裡完全落實的。 

Web Mining 分析之範疇： 

 該如何測量一個網站是否成功？ 

 哪些內容、優惠、廣告是人氣最旺的？ 

 主要訪客是哪些人？ 

 什麼原因吸引他們前來？ 

 如何從堆積如山之大量由網路所得資料中找出讓網站運作更有效率的操作因素？ 

整體而言，Web Mining 具有以下特性： 

1. 資料收集容易且不引人注意 

所謂凡走過必留下痕跡，當訪客進入網站後的一切瀏覽行為與歷程都是可以立

即被紀錄的。 

2. 以互動式個人化服務為終極目標 

除了因應不同訪客呈現專屬設計的網頁之外，不同的訪客也會有不同的服務。 

3. 可整合外部來源資料讓分析功能發揮地更深更廣 



 
 

 

 

 

 

 

 

 

 

15-1 基本概念 

群集分析(cluster analysis)的觀念與區別分析非常的相似，同樣也是希望能夠經由樣本

的分組，因而尋找到多變量結果(outcome)當中的差異之處。兩者的不同之處有兩點：

(一)群集分析的分群方式並不需要預先指定一指標變數。(二)群集分析屬於一種無母

數分析方法，所以並沒有非常嚴謹的數理依據，當然也不需假設母群體為常態分配。 

在眾多的多變數分析方法中，群集分析法(cluster analysis)是比較簡單的一種，統計學

家通常應用群集分析法來對資料做簡化的工作及分類，也就是把相似的個體(觀測物)

歸為一群。不過，究竟相似的標準為何？多相似才能歸為一群？這些都是需要探討

的問題。 

關於群集分析之方法，眾說紛紜，各種新的方法不斷被提出，但仍沒有一種最佳的

方法可以解決所有的問題，而分析出來的結果若沒有資訊(information)，則結果究竟

適不適合，也是一大考驗。因此，在進行分析之時，「目標」非常重要，在分析進

行中各種因子的選擇皆須視試驗者的目標而做決定，不同的因子決策造成的結果也

往往不同，因此，很多學者都建議應佐以他法輔助，如圖形法等。 

本文對群集分析法之過程做一概觀，並討論在進行分析時可能發生之問題及可能解

決之道。 

一、蒐集資料(Data collection) 

在蒐集資料時，應先確立工作之目標，而後選擇具有代表性的變數(因為 variables 

space 會影響 cluster's shape，故必須小心選擇)，且採用最好的單位測量之。同時，要

注意資料是否得經過轉換(例：standardize log x， x ，remove outliers etc.)。 

集群分析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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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轉換成相似矩陣(Transformation to similary matrix) 

由於群集分析是把相似性大的物體歸為一群，所以對於相似性的探討也就格外重

要，計算出物體間兩兩之相似係數(similation coef.)後，存放於矩陣中即為相似矩陣

(similary matrix)。 

15-2 階層式群集法與動態群集法 

根據相似性統計量，將樣本或變數進行群集的主要方法為： 

一、系統群集法 

系統群集法是目前國內外使用得最多的一種群集方法，這種方法是先將群集的樣本

或變數各自看成一群，然後確定群與群之間的相似統計量，並選擇最接近的兩群或

若干個群合併成一個新群，接著計算新群與其他各群之間的相似性統計量，再選擇

最接近的兩群或若干群合併成一個新群，直到所有的樣本或變數都合併成一群為止。 

常用的系統群集法是以距離為相似統計量時，確定新群與其他各群之間距離的方

法，如最短距離法、最長距離法、中間距離法、重心法、群平均法、離差平方和法

歐氏距離…等等。 

二、逐步群集法 

系統群集法的優點是群集比較準確，缺點是群集的次數較多，每群集一次只能減少

一群或若干個群，每一次都需要計算兩兩樣本或小群之間的距離或其他相似性統計

量，做起來比較麻煩。 

至於逐步群集法做起來會方便一些，這種方法是先確定若干個樣品為初始凝聚點，

計算各樣本與凝聚點的距離或其他相似性統計量，進行初始群集後，再根據初始群

集計算各群的重心作為新的凝聚點，進行第二次群集，給一個初始的群集方案，再

按照某種最優法則，逐步調整群集方案，直到得到最優的群集方案。 

用逐步群集法解題的關鍵是凝聚點的選擇及群集結果的調整，常用的方法有成批調

整法、逐個調整法及離差平方和法。 

三、逐步分解法 

這種方法是先將所有的樣品或變數看成一群，然後再一次又一次地將某些群進行分

解，直到各個群都不能分解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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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經過標準化。同樣的道理，有時候對於同樣單位所衡量得到的多變量結果，譬

如問卷調查有關意願的主觀衡量，其變異數就不見得會相等。這時候如果是為了瞭

解「相對的」分群差異，也可以試著將資料標準化，以便觀察其中的意義。 

15-3 操作範例 

一、建模 

 進入專案中的新增採礦結構，使用資料採礦精靈來建立，進入資料採礦精

靈首頁後點選下一步。 

 

 此例從現有的關聯式資料庫或資料倉儲讀取資料，即為預設值，故直接在

這個頁面點選下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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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採礦技術部分，選擇 Microsoft 群集分析後，點選下一步。 

 

 選取資料表所在位置後，點選下一步。 

 

 選取癌症資料表後，點選下一步。 

 

利用「瀏覽」來瀏覽此

資料庫中各資料表的

關聯性  

勾選資料表型態，區分

為「案例」與「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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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所需輸入變數與預測變數，以及索引鍵；此例以標本編號為索引，勾

選年齡、分期、VEGF、MVC 與腎癌細胞核組織學分級等變數為輸入變數，

完成後點選確定，這時會回到原來的頁面，點選下一步。 

 

 宣告正確的資料屬性，此例修正了一個變數的資料屬性，完成後點選下一步。 

 

「資料內容型態」：  

Continuous（連續型）  

Cyclical（循環型）  

Ordered（順序型）  

「資料類型」：  

Boolean（布林） ：True or False 

Date（日期）  

Double（雙精度浮點數）  

Long（長整數）  

Text（文字）  

「偵測：  

自動偵測變數資料內

容型態以及資料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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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可選擇測試資料的百分比，本案例中無測試資料，百分比選擇「0」。 

 

 更改採礦結構名稱，點選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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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上方的採礦模型檢視器後，程式詢問是否建立部署專案，選擇「是」。 

 

 接下來點選執行。 

 

 執行完成後點選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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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原來畫面再點選一次關閉。 

 

 建模完成。產生資料採礦結構介面包含採礦結構、採礦模型、採礦模型檢

視器、採礦精確度圖表以及採礦模型預測；其中在採礦結構中，主要是呈

現資料間的關聯性以及分析的變數。 

 

而在採礦模型中，主要是列出所建立的採礦模型，亦可以新增採礦模型，並調整變

數，變數使用狀況包含 Ignore(忽略)、Input(輸入變數)、Predict(預測變數、輸入變數)

以及 PredictOnly(預測變數)。 

進行分析時所有選擇的變數，包含  

索引鍵、輸入變數和可預測變數  

「資料來源檢視」：  

主要展現資料庫中各資料表間的關聯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