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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FACE
推薦序

以 Power BI 做大數據的試金石！

近年來大數據成為家戶喻曉的顯學，從民間企業、公司行號到公家單位莫不爭相提案大數

據計畫，坊間流傳的是提案要通過，就要大數據！大數據涵蓋許多的技術與領域，最為熟

知的就是 Hadoop，朗朗上口的是分散式處理與分散式運算；為了讓 Hadoop 發揮效益，

從而發展出 Hive、HBase 等類資料庫模組，僅有資料儲存不夠還要做統計分析，更進階

的，過去的資料採礦 (Data Mining) 有了新的方法與名詞叫機器學習 (Machine Learning)；

而最近，IoT 物聯網議題更是沸沸揚揚，各式各樣的裝置訊號要被妥善收集，進而做出分

析結果，改善流程與決策，增加市場競爭力！至此，也許會發現，大數據似乎有過去資料

分析的過程的影子，然而，眾口鑠金的結果是：要做大數據，先要有 Hadoop 的迷思因此

形成且牢不可破。

小弟有機會在各產業遊走，普遍的狀況確實如此，客戶安排大數據的簡報，暖場的談話中，

客戶：我們要做大數據，所以我們已經先買了 Hadoop！再問，買了 Hadoop 想做甚麼？

答案是不知道！又例如，客戶覺得資料庫效能不好，所以想用 Hadoop 的分散式處理與分

散式運算來取代 ... 這些迷思，相信隨著時間能逐漸破除，但，大數據最終目的是甚麼？其

實就是挖掘價值，產生行動方案，敏捷的調整市場策略；以此中心思想會發現，大數據的

工具琳瑯滿目、門檻又高，如何能夠達成？

這兩年自助分析 (Self-Services) 工具崛起，從原本是冗長等待資訊專業人士提供，進入到

分析人員實作，而今日面對大數據的快速變化，應該由具備專業領域的人員自行 DIY 才能

有效反應市場現況，同樣是專業，但卻有很大的成效差異，欲 DIY 只缺入門的工具！今天

微軟以 Excel 為基礎，讓人人有機會能夠初嘗大數據的過程與框架，再使用雲端 Power BI 

讓物聯網可以在雲服務上實現，有機會在從數月的時間，縮短到數星期甚至數個工作天內，

實現您的大數據分析成果！

謝邦昌教授長年活躍於資料分析領域，也是資料分析權威，從統計、資料採礦到今日的大

數據，基於親民的 Excel，不斷的推廣資料分析的應用，目的是讓資料分析得以平民化；

技術變化之快偶有望塵莫及之嘆，但謝老師對數據分析的熱情催生了一本本平民化的著

作，而本書內容扎實再加上產業案例，可說是最貼近你我與台灣產業的寶典，期望藉由本

書與 Power BI 引領大家跨越大數據分析的高牆，做大數據分析的試金石！

王恩琦
台灣微軟 技術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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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資料時代來臨

1-1-1 前言

「尿布與啤酒」－我想身為分析人員應該都有聽過這個經典故事吧！簡單來說，它闡

述的時間是上個世紀末，在美國連鎖超市的一項數據分析結果中發現，許多父親在下班時

常常會被老婆大人賦予購買嬰兒尿布的任務，而且他們通常在購買的同時，為犒賞自己辛

勞也會順便攜購幾罐啤酒。因此這兩項商品日後就被賣場人員放在相鄰近的架上，使得商

品營收和顧客上店率也明顯增加。這個故事透露出什麼訊息呢？無非就是從資料中找到訊

息和脈絡。不過可能要改成能夠符合現代最流行的用語：從巨量資料中找到訊息和脈絡。

我們知道隨著資訊科技日新月異，大數據應用模式確實可以改變人們目前的生活模

式，也可能影響企業的商業模式。從著名成功案例，像是 Google、亞馬遜（Amazon）、

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與阿里巴巴（淘寶網）等，這些大企業正在運作的

商業模式或許已經改變你的行為模式了，而且它們的商業模式也讓許多企業隨之效仿，

甚至當做企業標竿。不過在它們的成功要素中，有一項非常重要的共同要素，即為 Data 

Mining（或稱 Big Data）。

過去時代只要談到分析，很多人都會認為分析就是把以前的紀錄彙整成數字報表，

然後當做例行公事一般瞄個幾眼之後，仍舊遵循著經驗法則來行事。可是現在許多人越來

越重視大數據分析，分析也就托大數據分析的福氣，順理成章越來越受到關注了。

許多企業都在想著如何精進內部分析，並且從各個面向來著手，例如組織異動、找

尋人才、導入 BI 或分析工具⋯等等，逐漸地分析成為一個必要且重要的企業推動目標，

正因為這時代的老闆們都深信一個現象：巨量資料內含未來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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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無時無刻都在產生數據，除了在常見的社群網站和媒體的往來互動，或者在喜

好事物中產生數據之外，其實我們生活週遭的種種行為也在產生數據，倘若能夠善加歸納

整理，相信一定能夠成為有意義的資訊。

善加利用大數據分析獲取商業利益的企業第一把交椅 Google，其每月可處理約 900

億筆網路搜尋紀錄，相當於 600PB（petabyte，1PB 約為 100 萬 GB）；亞馬遜（Amazon），

最有名的就是「買 A 產品的人也買了 B 產品」的線上即時推薦系統，等同於蒐集顧客龐

大消費紀錄與網路瀏覽紀錄等行為後，透過大數據分析或統計演算法的模型訓練，即時向

顧客推薦適當產品，協助提高首購和回購機率；臉書（Facebook），其用戶們平均一個月

總計花費約 7000 億小時使用它們的服務功能，最有名的例子就應屬「你（妳）可能認識

的人…」，該功能推出之後，相信大家應該都很有感覺吧！因為可能連心裡面最不想認識

或討厭的人都跑出來了，若不想主動加入好友的話，對方還會主動加你為好友；還有推特

（Twitter），目前擁有約 1 億名活躍用戶，根據 2011 年 10 月所發表的數字中，這些用

戶平均一天有約 2 億 5000 萬則推文，相當於 48GB 流量。通常這些標竿企業的共通成功

要素，仍是 Data Mining（或稱 Big Data）。

分析人員應該瞭解組成分析的最重要元素－「數據」、「資料」或稱「Data」。所謂

沒有數據（Data），哪來的分析（Mining）呢？從 2012 年開始，IT 領域出現了幾個熱門

關鍵詞，Big Data、大數據、巨量資料或海量資料。但早在 2012 年之前，就有類似關鍵

詞出現，即 Data Mining、資料探勘、資料挖掘或資料採礦等。這幾個關鍵詞唯一不變的

元素就是「數據」、「資料」或稱「Data」。

1-1-2 資料的 3V
為何稱 Data 時代來臨？過往分析資料的結構，大多屬於數字或者結構化型態，通常

也是一般企業資料庫用來儲存的關聯式資料庫資料，但大數據時代來臨，多數人對於資料

結構認知已經進化到可區分成結構化資料和非結構化資料，當然資料量比以前來得更大

量，產生資料到蒐集資料的過程、頻率也較以前更快。

正因為如此，大數據所具備的特性，可透過 3V 來形容，分別是大量（Volume）、多

樣龐雜（Variety）與即時速度（Velocity）。

 大量（Volume）

說到大數據、巨量資料或海量資料，自然而然地直接想到，表示數據量非常龐大！

我們拿網路世界來說，無論是 Google、Yahoo⋯等，光是首頁每天提供的數據都可能超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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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PB（petabyte，1PB 約為 100 萬 GB）。現在通常對於「量」的詮釋，基本上會以 TB

（terabyte，10 的 12 次方）至 PB 為主。不過隨著科技快速進步，相信未來不久後，對於

「量」的詮釋可能會有所改變！

 多樣龐雜（Variety）

過去企業內部儲存資料大多以結構化資料為主，這幾年因為 IT 技術進步快速和資訊

進化的關係，例如智慧型手機興起帶動網路普及度，及社群媒體影響人們行為效應之大。

產生之資料類型不再是單純結構化資料，更包含網路文字資料、Location Data、影片資料、

聲音資料等許多類型資料。另外，現在流行的智慧型穿戴工具正陸續蓬勃發展，感應資料

更顯得龐雜量大。

不過這些行為產生的數據資料其實以前都存在，但不同的是這些資料先前對於企業

來說，是難以儲存的資料。不過現今技術不僅可以儲存這些大量且多樣性資料，更可透過

分析從中取得價值資訊與創造商機。

 即時速度（Velocity）

意指處理資料速度加快，產生資料變快等。大家都知道數據無時無刻都在產生，例

如便利商店 POS 資料、網路串流資料、悠遊卡消費紀錄、信用卡刷卡紀錄與交通工具搭

乘紀錄等，這些數據都是每分每秒不斷在產生。大數據技術就是要能處理這些隨時產生的

數據資料，並給予回饋價值資訊，甚至做到預測未來與帶來商機。目前資料處理的相關新

技術與解決方案越來越精進，處理資料速度加快，獲得回饋也變快，同時可促進執行策略

的腳步，當然也持續為大數據熱潮進行散播！

我們透過圖 1-1 來檢視大數據 3V 特性結構。

 © 圖 1-1 大數據 3V 特性結構（參考來源：2013 年麥爾荀伯格、庫基耶－大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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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V 特性架構包含資料多樣性、儲存資料技術、分析資料、處理資料和加上每天不斷

持續產生且難以估計的資料量。有了這些條件元素後，又有誰能夠解讀這些資料呢？又有

誰能夠將其價值萃取出來呢？可想而知，即大數據人才。哈佛商業評論 21 世紀最性感的

職業，就是「資料科學家」。簡單來說，即是指能有效運用大數據相關技術與商業分析應

用的人才。

1-1-3 資料科學家

其實早在很久以前，資料科學一詞便已經存在，可是資料科學家卻是近幾年才出現

並很夯的一個名詞。在 Toby Segaran 和 Jeff Hammerbeacher 合寫的《Behind Elegant Data 

Solutions》書中，對於臉書（Facebook）的資料科學家，有一段描述提到：「在臉書公司

中，像是業務分析師、統計學家、資訊工程師和研究科學家等這些既有的職稱，都無法明

確定義我們團隊所做的事情，因為每一個人負責的任務實在是非常多樣。比如說，團隊某

一位同事一天的工作內容包括，要用 Python 撰寫多層的 Pipeline、設計假設測試、利用 R

統計軟體來進行資料樣本的迴歸分析，還有針對 Hadoop 上屬於資料密集產品或服務設計

和執行演算法，然後還要將這些結果透過簡單明瞭的方式向其他人報告。總之為了能夠表

達足以勝任這些任務所必備的多重技術，我們才創造『資料科學家』這個角色。」

大數據的蔚為風潮，也造就資料科學家這個職業在一瞬間，被譽為是「未來 10 年當

中，IT 業界領域最重要的人才」。

目前市場上對於資料科學家這個職業仍尚未有明確定義，不過通常指的是：「運用

統計分析、資料採礦或機器學習，具備分散式處理技術，能夠在大量資料中萃取出對於商

業上有意義之洞見（Insight），然後透過簡單易懂的方式傳達給決策者，或使用資料創造

出全新服務的人才。」

所以要成為資料科學家必須具備幾項技能與（潛在）資質。具備技能如下：

 電腦科學

須對程式語言撰寫和電腦科學有充分的技術與知識。像是 Hadoop 或 Mahout 等，這

些技術對於處理大數據是越來越重要，且通常要具備大規模平行處理技術與機器學習能

力。

 數學、統計和資料採礦分析技術

本身除了具備數學和統計能力之外，對於統計分析軟體操作也須熟稔，例如 SPSS、



1-5

1-1  資料時代來臨

SAS 與 R，其中 R 統計軟體是目前相當受歡迎、受矚目的開放原始碼統計分析應用程式

語言和執行環境，它最大的優勢在於擁有豐富的統計分析套件，還可把結果可視化成高品

質圖表製作，再加上擁有名為「CRAN（The Comprehensive R Archive Network）」的擴

充套件網站，後續只要安裝追加套件，就能使用標準版軟體於未支援的函數或資料集。

 資料視覺化（Visualization）

分析人員所執行的資料分析結果一定要能讓決策者或同事清楚理解，故傳達方式的

優劣勢必會影響一個具有價值的分析。相對於以前，可能是用列出一大串數字或表格來呈

現，但資料科學家的重要任務是將結果可視化（Visualization），把資料結果和設計兩者

結合，將難以理解的資訊製作成簡單易懂的資訊圖表（Infographics）。目前市面上出現

許多可視化（Visualization）工具，例如 Microsoft Excel Power View、Power Map、SAS 

VA、Highcharts 或 Tableau 等，都是用來強調資料視覺化（Visualization）的重要性。

除了具備一定技能之外，想要成為「資料科學家」也要具備以下應有的資質與特質：

 溝通能力

即使透過大數據分析發現資料洞見（Insight），卻無法將它應用在商務策略上，相對

來說價值可會大大減半！因此，透過溝通把資料分析結果轉化成讓不具專業背景知識的業

務端同仁或管理階層老闆能夠支持，其實是一項非常重要且具挑戰性的任務！

 創業家精神

意指創新能力。以資料為核心價值所在，創造出前所未見的服務，該資質也是資料科

學家必須擁有的特質之一。Google、亞馬遜（Amazon）、臉書（Facebook）、推特（Twitter）

與阿里巴巴（淘寶網）等這些標竿企業的商業模式，都是從龐大數據中辛苦摸索出來。

 好奇心、嘗試新事務

好奇心和不斷嘗試新事務，對於資料科學家來說似乎是一個共通點，有時候其實將

不同領域（例如藝術、醫療、自然科學等各種領域）的資料結合在一起進行分析，或許能

夠得到前所未見的結果和價值洞見（Insight）。

表 1-1 是人力銀行近期關於「資料科學家」或「資料分析」相關職業職缺內容敘述及

工作職掌，整理歸納出的幾項分類。

參考之後，您覺得本身還缺乏哪些技能是需要加強練習呢？又或者您目前的工作職

掌是屬於或接近哪一個環節？請自我衡量看看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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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資料分析職缺與工作職掌（參考來源：104 與 1111 人力銀行網站）

職缺名稱 具備條件（工作範疇）

資料科學家

（Data Scientist）

1. 電腦科學（Hadoop ／ Mahout ／大量資料處理－平行技術）

2. 結構化資料和非結構化資料蒐集與處理技術

3. 統計分析、資料採礦應用和軟體操作（例如：SAS、SPSS、R）

4. 資料視覺化策略分析：原始資料API處理Dashboard ／

Map傳達提出商業洞見執行

大數據分析師

（Big Data Analyst）

1. Data Mining、Web Mining、Text Mining 能力

2. 提出企業有效營運策略

3. 統計和資料採礦軟體操作（例如：SAS、SPSS、R）和資料傳達

可視化能力

資料採礦分析師

（Data Mining Analyst ／

Data Miner）

1. 查詢資料能力（T-SQL ／ PL-SQL）與關聯式資料庫架構

2. 統計／資料採礦軟體操作能力（例如：SAS ／ SPSS ／Ｒ）和

建置模型

3. Data Insight 能力（例如：行為分析）和提供營運策略

資料探勘工程師

（Data Mining Engineer）

1. 程式語言能力（例如：Java、R、SQL⋯）

2. 開發設計資料採礦演算法（例如：機器學習、類神經網路、網

路爬蟲）

3. ETL ／ Reporting 開發設計能力、資料探勘模型建置與維護

數據／資料分析師

（Data Analyst）

1. 查詢資料能力（T-SQL ／ PL-SQL）

2. 使 用 資 料 採 礦 軟 體 經 驗（ 例 如：SAS、SPSS、R） 和 Data 

Insight 能力（例如：行為分析）

CRM 分析／顧客經營／

客群經營人員

1. Data ／ Customer Insight 能力（例如：行為分析）和客群經營

規劃

營運分析／經營分析 1. 資料撈取、例行報表製作和分析營運數據（例如：商品銷售狀

況／業績表現）

1-1-4 大數據安全嗎？

正當全世界資料不斷累積並迅速成長時，越來越多人也會瞭解生活在大數據時代所

隱含的涵義，包括世界各地、各行各業和政府等都可透過數據分析帶來商業價值，常見的

是利用消費者購物紀錄、就醫紀錄、金融商品交易明細紀錄、社群媒體紀錄與政府民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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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數據等。假設這些領域的紀錄被整合串接之後，可想而知這是多麼驚人（等於不就變得

毫無隱私了嗎？），這正是大數據時代所帶來的轉變和影響。

大數據資料其實跟任何事物都一樣，每一件事情的存在都有著一連串的追蹤過程，

世界各地、各行各業，甚至政府都在替本身建立資料管理與分析組織，為身處在大數據時

代的我們能夠產生價值的策略。這些過程雖然看似光明，但不可否認地大數據資料應用確

實存在一個黑暗地帶，就是 [ 隱私 ]。

雖然並非所有資料都是個人資料，也有像是天氣、商品等的資料，可是目前大部分

能夠產生價值的資料，確實是以個人資料為大宗。麻省理工學院 Dr. Alex Pentland 提到：

「海量資料是一種新資產。人們希望它是流動的，且能夠被使用。對於新的跨越式資料收

集的突破，將會提高對隱私的侵犯，同時引起人們對於隱私侵犯的擔憂，是目前海量資料

潮流裡最重要的影響問題。」

不過目前可以非常確定的是，人們隱私權正無時無刻地被入侵，以前可能尚未明顯

感覺，但隨著智慧型手機、網路和第三方支付等蓬勃發展之下，被蒐集跟被儲存的個人資

料比以前來得更加容易簡單，加上原本使用這些行動裝置的同時，經常會不經意地透露自

己的隱私資料。著名美國零售商 Target 準確預測顧客懷孕消息，同時很貼心地寄發懷孕

行銷訊息廣告，可是對於當事人來說，可能已傷害到個人隱私。確實隱私權問題是目前與

未來大數據所要面臨的考驗之一。

就台灣目前規劃的大數據而言，舉例健保資料庫非完全開放，而是有限度條件開放，

倘若牽扯到個人資料部分，會以去識別化方式或直接刪除來處理，張善政表示：「為了避

免學校教授將資料帶走，防止資料在外 Copy 來 Copy 去，未來將集中到政府雲端資料庫，

全部須透過連線到中央雲端主機及資料庫進行查詢。資料庫只有一套，因此連結過程中

設有加密技術，避免遭到側錄。另外，學校端要連接到中央雲端資料庫房間，須符合 ISO

國際資安規範，進出人員要刷卡，進出有時間紀錄，卡片不能外借且會記錄追蹤每一個查

核指令，以便事後稽核。」

至目前為止，健保資料庫都限於學術研究使用。同時值得思考的是目前台灣推動大數

據資料收集和儲存過程的隱私權問題確實不若國外來得完備、完善。運用大數據的同時，

無論是政府單位或各公司行號都有其目的性，使用者本身都應該維持目的性，牽涉隱私部

分應保持不越界、不違法的心態。

關於政府開放 Open Data 至今，已有陸續進行整合，以下是關於 Open Data 的來源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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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政府資料開放平臺：http://data.gov.tw/
 z 金管會大數據：http://data.gov.tw/node/12077
 z 財團法人金融聯合徵信中心：http://www.jcic.org.tw/jcweb/zh/iccard/index_new.html
 z 藥求安全 ‧ 食在安心：http://data.fda.gov.tw/frontsite/data/DataAction.do?method=doList
 z 農業委員會資料開放平台：http://data.coa.gov.tw/
 z 臺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data.taipei.gov.tw/
 z 臺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data.tainan.gov.tw/
 z 高雄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 http://data.kaohsiung.gov.tw/Opendata/
 z 新北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data.ntpc.gov.tw/
 z 宜蘭縣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opendata.e-land.gov.tw/
 z 新竹縣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s://data.hsinchu.gov.tw/
 z 新竹市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opendata.hccg.gov.tw/
 z 南投縣政府資料開放平台：http://data.nantou.gov.tw/
 z 氣象資料開放平臺：http://opendata.cwb.gov.tw/
 z 環境保護署 ‧ 環境資源資料開放平臺：http://opendata.epa.gov.tw/
 z 內政資料開放平臺：http://data.moi.gov.tw/MoiOD/default/Index.aspx
 z 經濟部水利署 ‧ 水資料開放平臺：http://opendata.wra.gov.tw/Default.aspx
 z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開放資料：http://www.ncc.gov.tw/chinese/opendata.aspx

其他開放資料（Open Data）來源，可多加利用網路搜尋查閱。

1-2  視覺時代興起：「可視化」到「預知未來」

1-2-1 淺談資料視覺化分析

在 2014 年第 7 版《EMC 數位世界（Digital Universe）》研究結果提到，因為物聯網

興起，數位世界規模每 2 年就會倍增，預估從 2013 年到 2020 年將增加 10 倍資料量。換

句話說，資料總量將從 4.4 兆 GB 成長至 44 兆 GB。在資料量不斷累積增長之下，怎麼將

其轉化成為具有價值的知識並運用在商業營運模式上呢？

早在之前，許多企業就已開始在找尋工具來收集資料進行分析及擬定營運策略。如

同早期的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BI）、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ing, DW）到

資料採礦（Data Mining, DM），這些其實都是為了能夠輔助企業制定策略所使用的解決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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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來，大家開始陸續討論資料視覺化（Data Visualization），或稱視覺化分析

（Visual Analytics）。正或許人類記憶或理解容量有限，並不太容易一眼就能看出資料

內含的隱藏訊息，所以才漸漸以圖形化、圖表或影像來加速理解。另外，把資料採礦演算

法結果轉化為圖形化（例如文字雲、羅吉斯迴歸、集群分析、決策樹等方式），讓它變得

容易解讀，正是所謂用看的就能 " 看＂出重點。

科技進步帶動可測量和取得數據的管道越來越多元，資料精確度同樣也越來越細緻

與細膩，可是隨之而來的就是資料量必定呈現爆炸性成長，因此傳統分析模式已經很難完

全解決現在的大數據資料量。

總而言之，資料視覺化分析就是把資訊轉化成以不同型式圖表或圖像化來呈現，由

眼睛接收和靠著大腦綜合辨識能力，將隱藏未知的訊息，轉換成有用資訊。

2012 年 3 月，美國白宮提出的「推動大資料研發（Big Data Initiative）」，就是

對於目前大量資料，需要開發新的儲存、管理和分析等的記述。視覺化分析（Visual 

Analytics），正是美國能源部、NIH 與 NSF 的發展重點之一。視覺化分析（Visual 

Analytics）的方式可以有很多種：「圖」，它利用許多點線連結呈現單筆關聯資訊後，再

集結所有記錄（Log）產生；「集群分析」，如何從大量資訊的圖裡找到點跟點的關聯性，

運用網路結構的集群分析演算法，同一群內的兩點連結會比不同群之間的連結還強。結果

出來後，透過圖關聯表示，後續再調整不同位置、大小、顏色和形狀來表現資訊，與找出

視覺特徵加速分析。以網路型態來說，流量分析結果可用來規劃後續網路設備的升級優先

順序等。

總之，資訊流最終目的須轉換為金流，資料分析結果才有意義，以金融業或零售流

通業為例，產品多、銷售地區遍布各地，假設仍照著以前一樣使用傳統分析方法，勢必得

要花費一番大功夫。簡化流程是各產業現今和未來的趨勢，能讓使用者自行操作不僅能讓

分析更加即時，也容易達到決策，這與自助式商業智慧的目的之一不謀而合。

事實上，近來市場上各家業者的商業智慧平臺解決方案，都不約而同地加強資料視

覺化這部分，無論是微軟、SAS、SAP 和 IBM 等都是如此，所以資料視覺化分析可算是一

門新興領域，相信許多新技術必定會陸續被開發出來。身處在資料和資訊爆炸的大數據時

代，資料視覺化分析會是過程當中不可或缺的項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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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商業智慧與大數據

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BI）這個名詞最早出現在 1989 年，是由當時美國國

際研究暨顧問機構 Gartner 的分析師－ Howard Dresner 所提出來的一個概念。他說，迅速

決策和提高生產力目標所使用到的資料，應該是由終端使用者（End User）親自經手並仰

賴公司資訊系統部門的銷售分析或客戶分析等進行處理。

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BI），指的是透過有組織、有系統地對儲存在企業

內、外部的資料進行匯總、整理與分析，最重要的是帶來有助於商業上的決策策略和洞見

（Insight）。

以目前來說，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BI）仍是以分析和整理闡述過去為

主，「過去到現在發生的事情紀錄？」、「為什麼會導致這件事情發生？」，可是身處在

大數據時代的我們，是有必要瞭解大數據（Big Data）和商業智慧（Business Intelligence, 

BI）的彼此關係。

圖 1-2 說明商業智慧的演進。企業過去（1980 年代）在檢視或分析一件事情時，初

期可能是以「表格」來看；1990 年代，開始演進到透過簡單的 OLAP 分析與資料查詢，

優點是可在其中探索到能夠影響事件的發生原因為何；2000 年代，逐漸興起儀表板和平

衡計分卡，正式進入監控時代；後來有人提出資料採礦（Data Mining）和文字採礦（Text 

Mining）。本書內容在一開始提到的「啤酒和尿布」背後技術，就是透過資料採礦（Data 

Mining）技術發現訊息（Pattern）。

除了以往商業智慧過程所累積的技術和知識之外，「預知未來」、「預測未來」是

目前商業智慧正朝往的方向，因此「預測」、「預知」可說是商業智慧進化版。也有說法

提到，現在商業智慧系統不再像是以前一樣，有錢企業才買得起，反而變成民生必備品。

正因為自助式商業智慧逐漸成為一種趨勢，人人都可以利用分析來發現洞見

（Insight）和相關模式操作。

 © 圖 1-2 從商業智慧演進到大數據（參考來源：城田真琴－大數據的獲利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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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資料視覺化：Power View
什麼是 Power View ？它是一種整合網頁技術 Silverlight 的視覺化工具。Power View

出現是微軟商業智慧架構中，最能夠讓人感受到什麼是自助式 BI，更替 Power BI 元素增

添畫龍點睛效果。

早期微軟商業智慧的 Reporting Services 有報表產生器，可是它對於完全沒有 IT 背景

的人員來說，使用起來依舊存在一定的門檻。不過自從 Power View 出現後，對於報表工

具的定義使用卻有很大突破，重點是夠直覺、簡單且易操作，使用者可透過互動式圖表、

圖形功能來進行資料探索（explore）工作，並將結果利用視覺化方式來呈現。這與市面

上目前許多商業智慧工具都已強調視覺化、資料視覺化或視覺化分析等，甚至巨量資料視

覺化的觀念，其實都是在闡述同一件事情。

簡單說，使用 Power View 最終目的就是希望能快速地將資料透過圖表來呈現，清楚

地傳達資料趨勢和分佈結構，操作過程著重簡單直覺，當然這些視覺化 BI 工具的主要使

用者（或稱取用者），大多是來自企業高階幕僚或行銷業務人員；對他們而言，快速產生

決策是他們最在意的事情，因此呈現結果和快速理解，就是視覺化 BI 工具的任務了！

Power View 的視覺效果取決於 Silverlight 技術核心，所以使用 Power View 除了

需安裝 Excel 2013 ／ Excel 2016（Office 365 亦提供 Power BI 功能）之外，同時要有

Silverlight 5（下載網址：http://www.microsoft.com/silverlight/）。

立即存取、直覺操作、建立視覺化報表和呈現，這些完全都可透過 Excel 來解決，且

對於公司內部不同職掌的人或角色來說，亦可共享 Power BI 功能。對於使用者角色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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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區分為報表建立者／使用者、資訊管理者或資訊專業人員以及上述提到的報表取用

者－中高階幕僚，大致扮演的角色功能如下：

 報表建立者／使用者

通常是指數據分析師、資料採礦分析師、BI 使用者或一般使用者，因為工作上需要

的關係，這些人必須不斷進行資料探索、建立企業管理報表或業績報表等。也由於他們常

需要透過探索資料的關係，故必須親自建立報表，理所當然是報表的使用者之一。

 資料管理員或資訊專業人員

須對 Power BI 相關服務功能非常熟悉瞭解，因為一般 BI 工具會有特定與安全管理的

資料源存取、權限管理核准項目、資料部署及安全發佈等問題，故對企業來說相當重要。

這群人必須熟稔 Power BI 相關佈建資訊。

 報表取用者

廣義而言，任何人都可以是報表取用者，不過以企業組織定位來看，通常指的是幕

僚決策者。原因是這些人有決策執行權，並且有一定程度的商業分析能力。

 © 圖 3-1 Power View 視覺化範例圖（參考來源：http://www.poweredsolution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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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取得、啟動 Power View
目前為止 Power View 總共有兩種版本，說明如下：

(1) Excel 版本，可於 Excel 2013 ／ Excel 2016 中啟動 Power View。

(2) SharePoint（2010 ／ 2013 ／ 2016）Server 建立 Power View，存取報表是

Rdlx 檔案。

這兩個版本的 Power View，電腦本身皆須具備 Silverlight 5，值得注意是 Excel 2013

和 Excel 2016 是無法開啟 Power View Rdlx 檔案；或者是說在 SharePoint Server 使用

Power View，一樣無法開啟 Excel 裡面的 Power View 工作表。另外，複製圖表也是無法

從 Rdlx 檔案複製到 Excel 活頁簿內。

 © 圖 3-2 Power View 視覺化範例圖（參考來源：http://www.poweredsolutions.co/）

再來介紹，在 Excel 中啟動／使用 Power View 的幾種資料來源方式：

(1) 資料來源端可使用 Excel 本身活頁簿內的資料。

(2) 資料來源端可使用 Excel 內 Power Pivot 的資料。

(3) 資料來源端可使用商業智慧語意表格式模型資料（Analysis Services）。

(4) 資料來源端可使用 Excel 連結之外部資料（建議資料已事先整理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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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 進階視覺功能應用

3-3-4.1 下鑽（Drill down）

相信讀者對於下鑽（Drill down）這個名詞應該不陌生。只要是屬於維度階層的關係

欄位，就可進行下鑽（Drill down）操作。嚴格來說，在執行下鑽（Drill down）之前的定

義必須是直覺且具分析意義，也就是階層配置須經過周詳思考。

在 Power View 中，同樣具有與市面上商業智慧工具一樣的下鑽功能，主要區分為兩

種方式，依序為已設計階層屬性和未設計階層屬性。

 ▌已設計階層屬性

 使用方式：只要欄位配置區選擇該階層屬性欄位，內含的任何資料行組合都可套用

下鑽（Drill down）功能

1  沿用上述散佈圖案例進行介紹。因欄位配置區已存在分店屬性階層，所以直接點

選球形圖兩下進行下鑽動作。

2  若在資料探索過程當中，欲回到上一層階層屬性時，請點選圖表右上角向上切入

（roll up）按鈕即可。基本上，非資料表格類型物件（指圖形物件）的資料探索

台北市：滑鼠點選 2 下 探索直營加盟差異：滑鼠點選 2 下 探索各分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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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中，其執行向下鑽研（drill down）和向上切入（roll-up）的操作步驟非常相似，

讀者可自行多加練習。

 ▌未設計階層屬性

 使用方式：可任意選擇資料行組合套用下鑽（Drill down）功能

1  設定標題為各縣市產品類別銷量之毛利率和提袋率（同時請自行調整格式）。

2  為能夠讓讀者清楚瞭解未設計階層屬性時，如何執行向下鑽研（drill down）和向

上切入（roll-up）動作，筆者使用資料表格類型物件（指非圖形物件）來說明。

於欄位配置區依序勾選或拖曳需求欄位：所屬行政區、分類名稱、品牌名稱、年

齡級距與總銷售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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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切換成矩陣型式。

4  於設計索引標籤下選擇顯示層級資料列－啟用向下鑽研（一次一層）。

5  將滑鼠移至所屬行政區，畫面會出現向下鑽研指示，如此就可進行資料探索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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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點選向下鑽研後，在同個畫面區域內，一樣會出現向上切入，同樣可回到上層屬

性層級。

7  將年齡級距欄位移至資料行。

8  形成類似交叉表的效果。我們可以同時進行資料探索，並一目了然知道各縣市區

域下的產品分類或品牌名稱，在各年齡級距的分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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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4.2 交叉分析篩選器

除了 Power Pivot 之外，Power View 也有交叉分析篩選器功能。我們在上述內容中已

有初步說明利用並排顯示選項的索引標籤帶和圖格流程功能來進行篩選，可是這些篩選功

能基本上仍存在某些限制：僅能在該圖表物件或部分圖表物件之下進行篩選，不能針對整

個 Power View 報表內的所有圖表物件進行篩選。

因此篩選效果若要擴大到整個 Power View 報表時，須使用內建功能交叉分析篩選器

（Slicer）。它的功用與上個章節 Power Pivot 的交叉分析篩選器概念其實一樣，皆是針對

資料過濾篩選後，呈現顯示自己想要的資料，以利執行更多的維度資料分析。Power View

的交叉分析篩選器（Slicer）屬於篩選控制項，可縮放顯示在 Power View 報表內的範圍，

並進行互動式顯示資料變更。

 使用方式：設計索引標籤下選擇交叉分析篩選器（Slicer），將資料行轉換成篩選

控制項

 © 交叉分析篩選器設定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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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沿用上述散佈圖案例進行介紹。移除原有並排顯示依據的分類名稱欄位，這時原

有的圖格篩選功能也會一併消失

2  將版面調整至偏右狀態，以利後續擺放篩選器控制項。

預留擺設 [ 交叉分析篩選器 ] 可新增 - 圖表物件空白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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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利用滑鼠拖曳方式將分類名稱欄位拖曳至預留擺放處，此時會自動形成篩選器控

制項物件雛型。

4  選擇該篩選器控制項物件雛型後，點選設計索引標籤下的交叉分析篩選器

（Slicer），正式形成交叉分析篩選器控制項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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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完成後請自行調整控制項顯示外觀。

6  可自行選擇控制項內的其中一項分類名稱，進行互動式的顯示資料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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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倘若要清除篩選器控制項物件內的篩選條件，則點選篩選器控制項物件右上角圖

示，即可清除並回到整體資料結果。

 讀者可自行再多做變化。例如新增品牌類型名稱維度和另一圖表物件，同樣置換

成交叉分析篩選器，依舊可進行互動式的顯示資料變更，等於是再增加探索資料

的維度面向。如下圖是增加探索資料的維度（例如品項類型名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