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歡迎來到資料新時代

現代化您的資
產負債表 

打破學習曲線

作為財務長 (CFO)，您負責了解什麼能獲利並在資產
負債表上進行追踪。您有庫存、實物設備、房地產甚
至商譽的數字，但您如何評價資料？ 您已經不再將
帳簿保留在 97 版本的試算表中了，那為何還要使用 
1997 年的方法來處理資產負債表呢？

今天的領導者希望財務長協助他們了解資料及其分析用途
的真實和潛在價值。您在 IT 和營運部門的同事可以了解
如何讓這項技術發揮作用，但是否值得這樣做取決於您。

那麼，您如何協助公司使用資料建立新的業務線？ 您如
何將管理範圍從僅管理財務資料擴展到管理包括客戶、市
場、營運和其他資料 (關聯式和非關聯式、結構化和非結
構化)？ 您如何看待 一 堆在乙太中作為疊加電子存放的 
一 和零？ 

資料無處不在正徹底變革組織利用其盈利的方式。 
由於每個線上活動和裝置都附有資料痕跡，因此可以
將資料用於交易、資訊和分析用途。

Accenture 和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可以協助您
使用資料創造價值，實現業務和資產負債表的現代化。 
我們的專家與您的團隊通力合作， 一 起計劃、測試和建
置可優化您數位資產的解決方案。我們還提供建立框架和
系統的協助，讓您可以持續監控和確保投資的價值。

在本文中，我們將描述四種推動業務發展的資料資產模
型；討論技術如何讓您能夠將傳統資產原則套用於資料；
並提供 一 些戰術性建議，以協助您入門。

1997 來電，他們想要回他們的資產負債表。

資料創造的三種價值 

•  交易價值 - 了解並執產業務交易

•  資訊價值 - 描述過去的表現並推斷結論

•  分析價值 - 自動化活動、指導決策和預測結果

財務長的資料資產化
和貨幣化指南



使用成熟的資料資產模型為您的企業創造價值

貨幣化富餘的容量

貨幣化速度

貨幣化深入的知識 

建立內部效率

「您可以建立什麼樣的聯繫來改變客戶
的體驗？」

「如何透過減少障礙來加快客戶購物或
產品使用體驗？」

「客戶可能重視您擁有或可以取得的哪
些服務或產品資訊？」

「哪些流程或活動會對我的團隊專注於
增加價值的能力產生負面影響？」

無論您的企業已經以雲端為基礎，還是仍在使用資料中心，您都可以建立以資料和分析為基礎的數位資產。關鍵的 一 步是
了解您使用資料來回答什麼基本問題。

如今的市場領導者、產業顛覆者和有前途的新創公司已經證明了四種資料資產模型的價值。這些模型可用於有效使用資料，
以推動積極的財務成果：

改善客戶的商品、服務或產品體驗

透過更快的速度為客戶提供重大優勢

告訴客戶他們想了解有關服務或產品的更多資訊

識別您流程中的瓶頸和資金陷阱

在不管理酒店或物業的情況下，為旅行
者尋找住處

使廣告技術客戶能夠更快地出價，並使他們更好地
取得廣告

改善行銷和目標鎖定能力以及可信賴的評論
和客戶意見回饋

透過預測設備維護需求並避免停機
來優化營運資金

在無需管理車輛或工作人員的情況下，為無
客的營運車輛與附近的乘客牽線

允許使用者在進行其他活動時進行虛擬排隊

提供作物產量、風險和保險的個人化估算

提高營運效率以減少支出



將傳統資產原則套用於資料

來源 資料來源

資料的使用率

資料策劃

使用率

策劃

許多財務長及其團隊採用來源、策劃和使用率原則，來協助他們將資料轉換為數位營運資產。此流程遵循的方法與用
於管理有形資產的方法類似，例如追蹤新鮮農產品的來源或產品製造商的所在地。

若要使用資料來做出業務決策，您必須對資料完全信
任。對於任何財務長而言，管理資料來源是重要的第 一 
步，以確保資料從出現開始便得到正確管理且不脫離內
容。您用於追蹤財務結果稽核線索的邏輯也可以套用於
資料來源。

在 Accenture，我們在客戶的 AWS 帳戶中使用、記錄、
監控和保留與業務操作相關的所有資料活動。Accenture 
提供所有資料存取的詳細事件歷史記錄，以支援管控、
合規以及營運和風險稽核。在 Accenture，我們在客戶
的 AWS 帳戶中使用、記錄、監控和保留與業務操作相關
的所有資料活動。Accenture 提供所有資料存取的詳細
事件歷史記錄，以支援管控、合規以及營運和風險 
稽核。

Accenture 透過追蹤所存放資料的相關指標 (包括資料集
的大小和對每個資料集的請求數量)，為財務長提供對資
料使用情況的深入即時了解。

Accenture 可協助公司導入、處理和標記任意規模的資
料，而不論資料的結構、結構描述或轉換如何。我們可
以自動將掃描的資料分類到策劃的資料目錄中，並應用
安全協定，因此財務長可以使目錄可供整個公司的使用
者使用，以進行描述性和預測性分析。

您的管理同事指望您提供明確的數字，以描述各種資產
的使用效率，以及可帶來最多利潤的資產。他們使用這
些數字，來決定如何分配資源並確定未來投資的優先順
序。透過建立有效的資料使用實務，您可以輕鬆評估資
料集，以識別對貴組織最有用的資料，並確定它們所帶
來的利潤。

以正確的方式使用正確的資料來源，可以改變模型的生
產力和價值。建立資料營運團隊，讓他們負責策劃資料
並使之對所有使用者可用和可存取，藉此大大提高資料
使用率和優化結果。同樣的，建立策劃協定有助於確保
您符合資料合規標準，例如保護個人資訊的標準。



實作數位資產
最佳實務

與您的業務團
隊結盟

在文化中營造以資料為驅動力的思維方式 

您需要向您的 LOB 團隊證明，
資料不再只是業務的產物， 

它還可以引領業務。

透過以下方式建立強大的聯盟：

制定建立數位資產的流程

標準化開發和追蹤數位資產的流程

除了確定資料資產模型，並將資產原則套用於資料外，重要的是
考慮組織內部人員如何生產和評估數位資產。以下是 一 些有關
文化、流程和共同標準的最佳實務，您和您的 IT 團隊可以使用
這些最佳實務來更好地協調整個組織。

到目前為止，資料和業務部門 (LOB) 團隊
之間的脫節，讓您不得不平行進行這兩項工
作 (但不同步)。現在是時候打破這些部門孤
島，讓整個組織結成一個聯盟了。

若要讓 LOB 經理將您視為戰略合作夥伴，
您必須證明資料乾淨、可靠和可信賴，並且
您的團隊敏捷且能夠快速回應。 這要求您的
資料團隊與 LOB 建立信任，並建立清晰的
溝通管道。您還需要實作用於快速測試想法
的系統，並在其中包括追蹤和監控資源的方
法。您將需要建立 一 個持續的意見回饋迴
圈，讓每個人都可以用於了解數位資產不斷
增加的價值。

• 信任與溝通

• 測試想法的系統

• 持續的意見回饋迴圈

√  向您的團隊介紹資料可以提供的機會，並演示如何使用數位資產創
造價值

√  指導資料生產者和資料使用者，以協調他們的工作

√  鼓勵所有人考慮如何使用資料來深入了解業務績效

√  要求人力資源部門在職業發展指南和建議中納入資料科學課程和認
證的內容

√ 從速效使用案例開始 

√ 為使用案例建立 一 個資料湖 (如果您尚未有資料湖)

√ 透過兩次短期衝刺證明使用案例的價值

√ 讓所有利害關係人都了解該流程

√ 讓利害關係人存取策劃的資料

√ 建立利害關係人對流程的信任

√  建立 一 個資料營運團隊，負責管理資料湖的來源和策劃

√  建立機器學習和深度學習卓越中心

√ 設定基準，以協助您評估想法

√  考慮建立單獨的部門、子公司或合資企業，來建立新的數位資產並
從中獲利



採用雲端以取得經濟實
惠的功能

關於作者

在 Accenture 和 
AWS 的協助下為未
來進行建置

為了取得 LOB 的信賴並向其證明資料的價值，您需要
變更技術在您的業務中所扮演的角色，從管理支援工
具轉變為戰略性業務推動力。

因此，您需要在圖形、時間序列、鍵值和區塊鏈資料
庫等相關資源上啟用機器學習和 AI。

David Axson 是 Accenture Strategy 的常務董
事，領導該公司的全球財務長戰略業務。他擁有超
過 30 年的工作經驗，與 40 多個國家/地區專門從
事戰略、財務和技術的客戶有過合作。

Carlos Escapa 是 Amazon Web Services 商業開
發資深首席，他領導機器學習和資料科學的全球諮
詢合作夥伴網路。他擅長為軟體和雲端公司建立全
球營運。

建立數位資產的最大障礙之 一 是如何確定要投資的機
會，以及如何確定機會的優先順序。Accenture 擁有
產業、營運和職能專家，他們可以為您提供明智的建
議，讓您可以確定資料投資的優先順序，並制定將資
料置於價值創造核心的藍圖。

另 一 個普遍的挑戰是，在觀察到足夠結果以了解數位
投資是否可行之前，需要建立基礎設施和技術，而這
需要大量的前期成本和較長的前置作業時間 (通常為 
18-24 個月)。AWS 雲端服務讓您可以立即存取易於
使用且經濟實惠的工具，以在數小時內啟動資源並測
試想法，這個過程不再需要數月。雲端使這些功能以前所未有的方

式變得可實現且經濟實惠。

進 一 步了解 Accenture AWS 
Business Group
aws.amazon.com/accentureaws

https://aws.amazon.com/accentureaw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