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由財務長推動實現

資料驅動
型企業



財務長在資料貨幣化以及透過雲端、人工智慧和分析支援進
階創新和業務敏捷性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在各個產業中，隨著組織越來越常利用資料進
行創新、競爭和提高利潤，對豐富、準確、及
時的資料需求正在急劇增長。Accenture 最近
的一項研究發現，高績效與成為所謂的「資料
驅動型企業」之間存在直接的關聯。資料驅動
型企業能夠最大化資料價值，並將資料視為透
過其完整性、歷程和品質來區分的資產。1

這些公司透過人工智慧和分析等進階技術，
將資料用作業務敏捷性和關鍵業務決策的基
礎。正如我們在最近的論文 The Power of the 
Data-driven Enterprise (資料驅動型企業的力
量) 中所述，資料驅動型企業

透過雲端技術、資料優化、預測、持續學習和
洞見驅動型文化追求增長和創新。資料驅動型
企業將啟用雲端的資料和預測分析融入其核 
心 2。

但是以雲端為基礎的資料驅動型議程
應該由雖來管理呢？ Accenture 研究 3 發

現，越來越多的財務長 (CFO) 被要求協助領導
資料驅動之旅，並與 IT 職能部門合作，將組織
遷移到雲端中和實作諸如 AI、分析和自動化之
類的進階技術。

財務長可以很好地衡量資料驅動型決策的財務
影響，並向股東報告資料的真實貨幣價值。 
財務長還可以協助識別和驗證企業可獲利收入
來源，並將資料驅動型技術運用於這些流程。
財務主管具有讓資料驅動型議程被更廣泛採用
的潛力和權力。Accenture 的研究表明，我們
的大部分客戶都認為財務長更有資格成為資料
管家，而且當由財務長負責時，資料驅動型議
程會被更廣泛地採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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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財務長
提升數位資訊的商業價值

財務主管懂得符合賦與資料經濟價值。隨著數位
化和雲端的出現，資料已成為新商業價值的最關
鍵來源之一。利用啟用雲端的資料時，企業需要
一個新的基礎框架，以將資訊作為實際資產來管
理、衡量和從中獲利。設定適當的 IT 系統以擷
取價值 (現金或交易) 只是第一步，財務長可以協
助評估
各種商業模型、思考財務風險、
識別和解釋新創造的價值，並套用必要的控制和
管控措施。

因此，隨著企業越來越依賴於從資料中取得有助
獲利的洞見，
當今的財務長扮演數位資訊管家的角色至關重
要，這與 Accenture 的研究結果一致 (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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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越來越多被要求在關於關鍵領域提供洞見和分析的財務職能部門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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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位化財務並利用資料的力量
財務長持續自動化例行會計、控制和合規任務。
由於以雲端為基礎的數位技術使他們能夠透過資
料制定戰略，因此他們越來越重視價值創造。
根據我們的財務長研究，越來越多財務職能部門
已經在使用各種新興工具，以更好地解釋基礎資
料。這些工具包括預測分析 (佔受訪者 74%) 和人
工智慧 (佔 61%) 等。6 部分由於這些發展，CFO 
可以越來越多地提供更高階思考、以新的方式回
答新的問題，並將高層主管召集在 一 起，以根
據從資料分析中得出的洞見採取行動。

領導數位化工作
財務長在其企業數位化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

用，其中大多數始於他們自己的部門。 

在 一 個良性循環中，財務長培養的資料能力

可以協助他們根據經濟價值，做出有關在整

個企業投資雲端和數位技術的決策，從而使

他們能夠產生和合併更多有用的資料。

財務長能夠綜合豐富而複雜的資料集，並在管
理風險的同時對潛在投資進行嚴格的分析，這
使他們能夠更客觀地評估計劃和策略。這些能
力使財務長更加適合作為資料和洞見的管理者
和協調者。他們可以協助讓資料成為助力戰略
決策的可獲利資產，成為可根據對價值創造、
利潤和股東價值的經濟影響來衡量的資產。

導致財務長對於資料驅動型數位創新日益重要的其他因素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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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貨幣化

以下範例說明了財務長在從數位創新中獲利和創造新收入來源方面的重要性。 一 個主要的國際機
場集團 一 直在與 Accenture 合作，以推動商業收入的增長並改善客戶體驗。作為這項工作的 一 
部分，該集團利用 AWS 雲端技術以及 WiFi 使用日誌和指標資料，來追蹤使用者在機場內的行動
並觸發即時行銷。這協助該機場集團：

透過個人化行銷活動增加
收入。 這透過進階分析
和機器學習實現。

監控來自外部網站的瀏覽
行為，從而建立微區隔以
改善個人化。

更好地利用行銷支出， 
方法是針對特定客戶區
隔使用從分析中取得的
洞見。

在數位時代， 若組織要將啟用雲端的資
料用作產生利潤的主要方法，財務主管
可以發揮重要作用。這些方法包括資料
直接貨幣化 (可能包括出售資料以創造新
收入流) 和透過間接途徑取得資料的經濟
價值。

資料貨幣化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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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利用來自集團 B2B 租用戶銷售管道的資料貨幣化方面，該集團財務長
發揮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協助公司提高了商業價值。

再來看看另 一 個資料直接貨幣化的例子，這 一 次的主角是 
KDDI。KDDI 是日本最大的行動電信業者之 一 ，擁有超過 5,000 萬使用
者。為了提供更好的客戶體驗，進而推動收入增長，KDDI 與 Accenture 
合作，成立了 ARISE Analytics，7 旨在分析大數據以取得有意義的客戶
活動資訊。自最初取得成功以來，合作對象不只限於 KDDI。其中 一 個
例子是 JapanTaxi。在東京， 一 般交通堵塞經常導致需求高的區域缺乏
計程車。JapanTaxi 同 Toyota 和 ARISE 合作測試了 一 個計程車調度支
援系統，以預測計程車需求。

透過在雲端平台上使用 KDDI 的智慧型手機位置資料和其他第三方資料
集，ARISE 能夠建置人工智慧推斷，從而可以根據位置預測計程車需
求、載客計程車數量和位置以及潛在乘客的位置。在測試期間，該計程
車調度支援系統準確率高達 94%，司機的收入增長了 20%。這是 KDDI 
和 ARISE Analytics 資料驅動的新收入來源，財務長能夠對此進行有效評
估。

AWS 是此類資料分析的重要推動者。AWS 使客戶能夠上傳來自內部和外
部的不同資料集 (例如內部資料、市場資料、天氣資料等)，以進行整體分
析，從而確定因果關係並提高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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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貨幣化
除了直接貨幣化外，組織還可以透過間接途徑利用資料，以創造巨大的

經濟價值。間接貨幣化方法包括使用資料來提高生產率和營運效率、降
低風險，以及開發新產品和市場。在透過間接途徑從組織資料獲取經濟
價值方面，財務主管的重要性不容小視，因為組織希望依靠財務長的支
援來推動轉型，從而更多地依靠資料推動組織發展。

這裡有一個範例，說明在透過資料間接貨幣化來執行數位轉型，以提高
營運效率過程中，財務主管的領導作用，以及財務主管如何與 IT 合作，
透過資料和數位渠道，為新市場發展以雲端為基礎的服務。

 一 家製造船舶發動機和動力渦輪的工業公司正在尋找提高效率的方
法。該組織與 Accenture 合作，以較高的準確性預測他們製造的船用發
動機何時需要維修。使用機器學習模型準確預測服務排程，是該公司維
修和零件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延遲交貨可能導致客戶轉投其他零件製
造商和維修公司，因此時間至關重要。

在 AWS 雲端平台的支援下，該解決方案使用感應器，當船舶在世界各
海洋航行時，從船舶發動機和機艙擷取資訊，並結合 GPS 資料。有了這
些資料，Accenture 和 AWS 便可以協助該公司改善發動機故障預測，
最終協助該公司大幅提高零件和維護銷售額。

該公司並沒有就此停下腳步。在利用資料洞見提高銷售額並大獲成功之
後，企業和財務高管推出了新的計劃，旨在以新的方式使用相同的技術
和資料，從而識別新的收入來源和市場。如今，該公司為全球船隊提供
有關機艙安全和效率的洞見、船舶導覽和路線規劃以及其他類似的資料
驅動型雲端服務。該公司的目標是成為最知名的數位化、資料驅動洞見
的供應商，為智慧船舶和港口提供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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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接從資料獲利。 財務團隊應設法從現有收入流中確定簡單的營運流程。透過在雲端環
境中使用資料，來深入了解這些收入流，技術和財務組織可以進行協作，以提高現有的
營運效率。

將資料作為戰略資產。 一 旦財務主管確定如何利用資料來提高效率，組織資料貨幣化的 
一 個重要步驟是，建立資料對企業真正價值的模型，以便將資料視為戰略資產。此步驟
涉及定義會計慣例和準則，以協助加快採用雲端和資料驅動的洞見。

擴展資料間接貨幣化的概念。 一 旦制定了適當的會計準則，財務主管便可以確定其業務
中積存資料機會的優先順序。以雲端為基礎的預測分析可以發現尚未開發的收入和新的
商機，但前提是必須建立財務流程，並且企業清楚認識到資料作為戰略資產的價值。

探索資料直接貨幣化的機會。 隨著越來越熟悉雲端技術，以及加深對公司資料可衡量經
濟價值的了解，除了間接從資料獲利外，財務團隊應探索其他獲利途徑。可以研究的 一 
些選項包括確定直銷管道的優先順序，以及確定如何最好地利用資料為其他組織提供服
務，以創造新的直接收入來源。

01在當下，財務長可以採取什麼
措施，以加速其組織變得更加
有效地以資料為驅動力？ 有幾
點要牢記： 02

03

04

財務長如何協助制定資料驅動型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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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雲端、人工智慧和分析功能，來擷取、組織資料並改善資料和洞見的使
用，以提高利潤，是財務長締造創新和商業價值的要件。隨著越來越多的組織
發現更好的、以雲端為基礎的資料洞見，從而提高競爭優勢並推動增長，成為
資料驅動型企業將越來越重要。為了取得成功，執行長和董事會將越來越多地
依賴財務長，來協助推動組織的資料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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