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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如今，關於資料驅動型企業以及致力於成為這類企業的討論多不勝數。但是，需要哪些條件才
能成為資料驅動型企業？為什麼在當今的數位環境中它如此重要？ 企業可以採取哪些實際步驟
讓資料成為其思維和實踐的基礎？ 資料與數位時代的其他優先事項 (業務和技術敏捷性) 之間有
什麼關聯？ 本電子書將介紹資料驅動的含義，並舉例說明公司如何使用資料來推動業務發展。
我們還將介紹資料驅動、敏捷性、數位化轉型和持續創新之間的點點滴滴。

資料驅動型組織竭力根據資料提供的證明來制定其策略性業務決策，這需要 一 定的嚴格性， 
同時還要能夠在資料中發現商機並進行創新，從而推出新產品或開拓新市場。他們還把資料視
為 一 種資產，可以用來改善與客戶互動和提高效率。換句話說，他們分析資料以做出明智決
策，使用資料為客戶提供服務。例如，資料可以作為個人化、動態定價、市場拓展、產品創新
或供應鏈最佳化的基礎。

但是直至最近，企業發現以這種方式使用資料仍然有其困難度，因為他們只會在交易內容中 
考慮資料；因此，企業轉而將資料深鎖在孤立的資料庫中，這些資料庫非常適合處理交易， 
但不適合進行開放式分析。我們的思維模型停留在發票或訂單形式，像是：「請給我 20 個小
工具，每個小工具價格 100 USD。」 或是，「請付給我 20 個小工具的費用，每個小工具 100 
USD。」 資料被視為具有執行性和強制性的功能，是用來刺激或進行交易的神器。但如今， 
資料的價值已遠遠超出其在交易上的角色。

我們如何從財務角度考慮這 一 價值，以及如何使其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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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的業務價值

每條資料都可用於任何數量的分析，這些分析將推動業務成果。因此，它具有價值，透過這些
分析能夠取得各種結果。例如，若企業分析其歷史交易並因此找到了最佳化其供應鏈從而降低
成本的方法，那麼資料就提供了降低成本的作用。因此，資料具有業務價值，源於它在增加利
潤或完成任務目標方面的潛在用途。

找到用於非交易價值的資料執行個體非常容易。例如，Johnson & Johnson 利用其儲存在雲端
中的交易資料來提高醫師的合規性，最佳化其供應鏈並探索新的藥物。Nike 收集有關客戶成就
的資料，以推動客戶在 NikePlus 中的數位體驗。Lyft 會收集並儲存所有乘車的 GPS 坐標；在對
其進行分析時，他們發現 90% 的乘車與附近位置的其他乘車路線重疊。這種洞見 (insight) 促成
了 Lyft Line 的建立，這項服務讓乘客能夠共乘汽車並享受高達 50% 的折扣。 1 

因為這些做法可以帶來未來利潤，即使利潤尚未實現，我們也可以將資料視為 一 種金融資產  
(儘管在大多數情況下是非 GAAP 資產)。因此，公司積累的資料可以成為公司收購價值的 一 
個因素，或者可以讓公司與其他企業建立合作夥伴關係就毫不為奇了。舉例來說， Microsoft 
以 262 億 USD 的價格收購了擁有 4.33 億客戶資料的 LinkedIn，或是 Caesars Entertainment 
Operating Corp.Inc. 在 2015–2017 年間進行的破產程序。當時債權人主張，Total Rewards 客
戶忠誠度計劃中的 4500 萬客戶的資料價值 10 億 USD，是其最有價值的資產。 2 

您可以將資料視為具有業務價值的一種金融認購期權；也就是說，它讓我們有機會變更供應鏈
或推出新產品，但不見得一定要這樣做。我們可以選擇是否行使期權，具體取決於資料指示新
業務的價值。這就是為何很難找出資料資產價值的原因：對認購期權進行估值要比計算預計的
現金流 ROI 要複雜得多。因此，企業常常忽略了價值；但是正如我在《戰爭與和平及 IT 》 3 一 
書中所述，許多敏捷 IT 交付技術都產生了這種期權價值。

 1 AWS 案例研究。請參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A1tOFqvgek、https://aws.amazon.com/products/databases/，以及 https://aws.amazon.com/
solutions/case-studies/lyft/

 2 兩個範例皆來自 https://sloanreview.mit.edu/article/whats-your-data-worth/ 如需 Caesars 破產的詳細分析，請參閱 https://turnaround.org/sites/default/
files/11.%20Paper%20-Caesars.pdf 該公司的破產情況非常複雜，而且 Total Rewards 的價值還關涉其他資產，因此很難了解涉及的最終金額為何。

 3 Mark Schwartz，《戰爭與和平及 IT：數位時代的商業領導力、技術與成功》(俄勒岡州波特蘭市：IT Revolution Press，2019 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A1tOFqvgek
https://aws.amazon.com/products/databases/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ase-studies/lyft/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ase-studies/lyft/
https://sloanreview.mit.edu/article/whats-your-data-worth/
ttps://turnaround.org/sites/default/files/11.%20Paper%20-Caesars.pdf
ttps://turnaround.org/sites/default/files/11.%20Paper%20-Caesar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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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和敏捷性

價值不僅由資料本身創造，還源於我們用來分析和產生業務成果的工具和程序。當今的數位世
界瞬息萬變，充滿不確定性和複雜性 (您或許會稱之為具有顛覆性)，我們需要利用資料來支援
業務敏捷性，以及快速、靈活地應對不斷變化的情況。敏捷性 (agility) 是讓組織能夠將快速變化
轉化為機遇，並透過對競爭性威脅做出靈活回應來避免遭受破壞的能力。身處數位時代的企業
已經了解到，他們需要快速將早期版本的產品推向市場，並透過不斷的市場意見回饋讓其逐步
進化。 4 

在最近幾年，企業也將用於建置敏捷性的技術引入了產品開發程序，例如：敏捷式軟體開
發、DevOps 和精益軟體開發。雲端已經用於加速軟體和硬體 IT 功能的交付。團隊型組織結構
能夠調動資源，從而滿足不斷變化的需求。所有這些發展都有助於企業將其程序變得更敏捷。

但敏捷的程序只是案例的 一 部分：公司的資料本身也必須具有靈活度。資料必須能輕鬆用於非
預期和不斷變化的用途。它必須易於存取且具有意義。員工必須擁有可輕鬆使用的工具來處理
資料和技能。正是這種靈活使用資料的能力，讓資料可用於我們事先不知道的新用途，這是實
現企業敏捷性的缺失環節，也是能夠將敏捷型組織與僅採用框架而陷入敏捷模型誤區的組織區
分開來的關鍵環節。業務敏捷性需要資料敏捷性才能實現。資料驅動型企業必須兼具兩者。

 4 Ries, Eric, 精實創業：用小實驗玩出大事業 (The Lean Startup: How Today’s Entrepreneurs U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Create Radically Successful 
Businesses)。紐約︰Crown Business，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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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注於將敏捷性融入資料就是 一 種創新。只要資料只用於交易性用途，我們就可以將其鎖在高
度結構化的資料庫中，而這種資料庫的結構反映了將資料用於這些交易的方式。我們使用的工
具是關聯式資料庫系統，例如 Oracle 或 SQL Server，它們的優點是在交易處理方面。我們使
用這些資料自行進行交易，並產生可支援交易的營運報告。

就我們關注隱私權的程度而言，我們透過嚴格限制資料存取來執行，而不是尋求在隱私權護欄
範圍內讓其可運用的方法。我們不是「從設計著手保護隱私權」，而是實踐 一 種「隱晦的隱 
私權」。

是的，有人嘗試透過所謂的商業智慧 (BI) 系統來釋放資料以進行臨機操作分析。但是這些工具
現在已經遠遠超出了 BI 系統的預期範圍：我們現在擁有機器學習、 一 系列處理各類資料的專
用資料庫、用於大規模平行處理的演算法、影片和語音等大量非結構化資料、傳送感應器驅動型
資料串流的物聯網 (IoT) 裝置，以及...簡單來說就是多不勝數的資料。藉助這些工具，我們可以
將資料從交易和操作性內容中釋放出來。 

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意識到，資料驅動不僅是技術挑戰，同時也是組織制度上的挑戰。若要
成為資料驅動型組織，必須以不同的方式來思考如何做出業務決策，以及如何與客戶互動。這是 
一 種致力於資料價值的承諾， 一 種組織機構的謙遜氣度，表明：「資料比我們更具洞察力。」

我們如何將資料用於非預期情況，包括：我們如何靈活地利用資料來賦予我們業務敏捷性？ 我
們如何運用資料來將嚴謹度和創造力融入業務決策中？ 我們如何才能變革企業文化以充分利用
這種新的靈活性？

以及我們如何在資料周圍放置適當的控制護欄，以保護其隱私權，同時又可以靈活、快速地使
用資料？

實際上可以總結成兩個問題：

1. 如何為資料帶來敏捷性？

2. 如何使用資料為業務帶來敏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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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敏捷性

如何為資料帶來敏捷性？

為了實現業務敏捷性，我們需要做好準備以應對業務和競爭環境中的非預期變化，並且需要建
立真正新穎的創新，以便在收集資料時不必進行預測，就能開始運用資料。

我們的挑戰：

• 資料可能鎖在交易關聯式資料庫中，而且可能各自獨立，導致組織的不同部門無法存取。

• 我們可能沒有適當的分析工具，或者有需要的人員無法適時取得這些工具。

• 我們的安全性和隱私權模型專為特定目的而設計，因為可能從未考慮過使用資料來進行探索。
我們很可能只是透過儘量讓資料無法存取的方式來維護隱私權。

我們的目標：

• 依據隱私權和機密性的防護機制，最大限度地提高資料可用性。

• 透過打破資訊孤島來提高整個企業的透明度。

• 為員工提供適當的工具，使其能夠在沒有計劃的情況下探索資料，並充分利用最新開發的分析
技術。

• 務必聘請專業人員，以嚴謹和有創意的方式解讀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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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無限分析：FINRA 的可擴展和安全的大數據架構》中，美國金融業監管局 (FINRA) 的資訊
安全長 John Brady 娓娓地闡述了這些目標，表示他希望降低好奇心可能產生的費用。他從最廣
泛的意義上談及成本，包括從資料中得出推斷所需的時間以及使資料可用的風險。FINRA 的業
務是研究每天在金融市場里至少 370 億筆以上的交易，以尋找詐騙行為。由於他們並非總是事
先知道詐騙的模式，因此必須依靠分析師的專業知識來發現可疑行為。他們的任務都是關乎好
奇心：他們希望分析人員以好奇的態度檢查資料，以了解出現什麼模式以及原因為何。他們的 
IT 組織的任務是減少這種好奇心的成本，以及減少分析師探索預感所花的工夫。

Brady 的想法適用於各個組織和角色：行銷人員可以輕鬆地透過探索資料的方式，來尋找消費
者購買活動中的非預期模式嗎？ 營運人員可以探索資料以確定效能最佳化或診斷營運程序中的
問題嗎？ 財務部門能否通過探索資料來制定提高績效的新途徑，或者對資料進行分區以推動高
管人員的決策？ 對於如何利用嚴謹而創新的方式來最佳化雲端支出，IT 領導者能否驗證自己構
思的種種假設？

好奇心能推動創新和改進。敏捷資料則能讓員工以快速的思維自由地探索想法、直覺、假設和
猜想，並透過資料來支援他們推廣新想法。

為了讓資料具有敏捷性，企業需要解決如何獲取資料、獲取哪些資料、如何保存資料、在什麼
條件下讓資料可用，以及使用哪些工具和技能來處理資料等問題。

https://aws.amazon.com/blogs/publicsector/analytics-without-limits-finras-scalable-and-secure-big-data-architecture-par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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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靈活地使用資料，我們必須先要擁有資料。考慮到我們將面對的未知用途，我們需要先收
集更多資料，而不是先確認如何使用。簡而言之，這就是「大數據」的含義。幸運的是，有了
雲端，儲存資料的成本較低而且還在下降。因此，我們可以對業務程序進行檢測，以產生大量
資料並將其用於分析。例如，物聯網 (IoT) 應用通常包含感應器，其將資料點串流湧入雲端， 
企業可以立即對其進行分析或將其儲存以備將來分析。企業現在還可以使用更廣泛的資料類
型，例如：影片、文字和語音。以新穎有趣的方式使用所有這些資訊的可能性是無可限量的。

例如，GE Oil and Gas 在其輸油管道中安裝了 一 個類似 MRI 的裝置，稱為「pig」，用於收
集超過 750 TB 的資訊，從而協助他們發現管路基礎設施中的潛在問題。Hudl 收集了大約 10 
PB 的影片和其他資料，讓體育教練能夠與運動員一起檢閱這些資料。Peloton 從他們的運動
週期中收集資料並進行分析，以向其客戶提供洞見。此外，Airbnb 每天使用 Amazon Elastic 
MapReduce (EMR) 累積約 50 GB 的資料，以便在雲端中進行快速分析，該工具可以快速、平
行地分析大量資料。5

 5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ase-studies/ge-oil-gas/、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ase-studies/hudl/、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ase-studies/Peloton/、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ase-studies/airbnb/。

1 獲取資料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ase-studies/ge-oil-gas/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ase-studies/hudl/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ase-studies/Peloton/
https://aws.amazon.com/solutions/case-studies/airbnb/


我們獲取資料後，必須將其儲存以供分析。傳統上，我們根據如何在交易中使用資料的期望，
以結構化格式儲存資料。例如，我們可能在資料庫中有 一 個欄位用於「訂購數量」，而另 一 
個欄位則用於「單價」。 我們會收集資料來填入這些欄位，並透過將其放入資料庫中的適當空
白處進行存檔，因為我們知道將這些值與單價金額相乘即可得出總價格。透過將資料強制放入
這樣的模型中，我們讓資料可用於交易中，但可能遺失了可用來分析的資訊。這就是關聯式資
料庫模型。

過去幾十年使用了這些關聯式資料庫，其非常適合以預先已知的方式 (「單價乘以訂單數量」) 
有效處理舊資料量的交易資料。但是，當您使用非交易性資料或在巨大的網際網路規模的交易
中進行操作，或管理不易插入預定義「資料欄位」的資料時，現在有專門針對雲端設計的更好
替代方案。

例如，Amazon Timestream 是專門設計用於管理時間序列資料的資料庫 (例如，隨著時間的推
移由工業感應器或透過追蹤 一 段時間內的市場活動而產生的資料)；Amazon Quantum Ledger 
資料庫適用於區塊鏈中使用的資料類型 (其歷史記錄必須可使用密碼編譯等技術進行驗證)； 
Amazon Neptune 是設計用於代表複雜的聯繫和關係，例如社交網路。企業不再受限於只能強
制配合關聯式模型的內容。

為實現敏捷性，最好可以將用於尚未確定分析的資料，儲存在稱為資料湖的靈活儲存庫中， 
每條資料都以接收時的形式簡單儲存。資料湖的作用在於可用於對其進行分析的工具：這些工
具可讓您組合異構資訊，將結構化和非結構化資料、來自不同組織孤島的資料以及大量資料混
合在 一 起。當今的工具可以套用機器學習演算法和統計分析，並且可以處理自然語言的文字、
影片和語音。

換句話說，資料湖在知道所有使用方式之前，就能滿足企業儲存資料的需求。我們可以將資料
從不同的業務孤島倒入湖中，並 一 起進行分析。我們可以快速建立 一 種方法，將新收購的公
司資料倒入湖中，從而提高其營運的透明度，並且可以將其資料與我們自己的資料整合。讓這 
一 切成為可能的魔法是：(1) 儲存成本低，(2) 可用於結構鬆散的異構資料的工具可用性，以及 
(3) 讓您能夠以高頻寬和非同步方式將資料推送至資料湖的服務可用性 (收到後即會將資料傳送
至資料倉儲，資料會盡快到達，而無需等待，就像電子郵件 一 樣)。

9

2 儲存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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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資料帶來敏捷性的下 一 步是，隨時隨地都可以使用資料。(請注意，我沒有說何時、何處 
需要。我在這裡談論的主題是敏捷性和創新。) 如今經常使用的模型是其中 一 項自助佈建服
務。當分析師好奇時，可以啟動工具集和資料子集來進行分析，而無須請求並等待其他人提
供。由此產生的自由讓分析師能夠追求思路不斷，達到「心流」的狀態，反而 一 直被干擾停頓
才會扼殺創意，間接提高好奇心的成本。雲端是實現這 一 目標的重要推動力，因為它允許佈
建、使用新的工作環境，然後在不再需要時將其捨棄。它還可以輕鬆地將護欄放置在適當位置
以保護隱私權 (請參閱下文)。

3 使資料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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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驅動型企業通常如上所述透過自我佈建模型，輕鬆、快速地為員工提供適當的分析工具。
提供多種軟體和服務，例如，若要對資料執行傳統的結構化查詢，則可以根據資料湖中的資料來
建立資料倉儲，或者可以佈建 一 種工具，讓您可以直接針對資料湖執行舊式 SQL 型查詢。

但是如今，還有更多的可能性。例如，您可以使用建模工具來視覺化資料，還可以建構情境並
探明其影響。當今的分析變革完全關乎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這為我們處理資料提供了新的可
能性：預測結果、發現異常、對資料分類、分析情緒、發現模式、引導機器人等等。

例如，Capital One 正在使用機器學習來偵測詐騙，同時仍保持高水準的客戶服務。T-Mobile 
透過使用機器學習來預測哪些文章對客戶最有幫助，並快速提供給客戶服務代理，從而改善其
客戶服務。在報導英國皇室婚禮時，Sky News 使用 AWS 機器學習識別人群中名人的面孔，並
為電視觀眾鑑定他們的身分。 一 級方程式賽車、美國職棒大聯盟和國家橄欖球聯盟則都在使用
機器學習來增強觀眾的運動體驗。6

若要套用機器學習，您可以在較早資料集基礎上訓練模型，然後將其套用至觀察到的新資料。
在 AWS 中，有三種通用的機器學習方法：(1) 使用預先訓練的模型，例如 Amazon Rekognition 
(該模型已經過訓練，能夠識別影像中的物件)，或是 Amazon Lex (該模型已經過訓練，能夠理
解以自然語言表達的意圖)；(2) 使用 Amazon SageMaker，根據用於機器學習的任何 一 種常用
演算法，來訓練和套用自己的模型，或者 (3) 若您擁有精通機器學習的員工，則可使用自己的演
算法和訓練方法，直接與針對機器學習進行最佳化的 Amazon 基礎架構搭配使用。

使用此類工具，企業可以釋放員工的創造力，並找到使用資料的新方法。

 6 https://aws.amazon.com/machine-learning/customers/innovators/capital_one/、
https://aws.amazon.com/machine-learning/customers/innovators/t_mobile/、
https://aws.amazon.com/blogs/media/sky-something-new-at-the-royal-wedding/、
https://aws.amazon.com/machine-learning/customers/。

4 提供工具

https://aws.amazon.com/machine-learning/customers/innovators/capital_one/
https://aws.amazon.com/machine-learning/customers/innovators/t_mobile/
https://aws.amazon.com/blogs/media/sky-something-new-at-the-royal-wedding/
https://aws.amazon.com/machine-learning/customers/


12

從資料中提取價值的下 一 個重要因素是，確保您擁有具備適當技能，外加充滿好奇心的員工。
這就是為什麼如今全球對資料科學家的需求越來越高的原因。對於統計技能或經驗不足的人， 
其實能用很多工具來補救。但是，要真正充分利用資料並達至嚴謹程度，找到懂得如何從資料中
做出正確推理與結論的專家人才，就至關重要了。

舉 一 個簡單的例子，那些缺乏統計經驗的人往往過分依賴平均值，即使查看整體值的分佈通常
也可以得出重要的洞見。我記得其中 一 個案例是，之前擔任美國公民及移民服務局 (USCIS) 資
訊長時，我們希望減少處理某些類型應用程式所花費的時間。我們建立了儀表板來追蹤平均處
理時間，但我們嘗試的每次變更似乎對指標的影響不大。我們所忽略的是，引起國家安全或詐
騙問題的少數申請需要花費更長的時間來處理，從而使平均值出現偏差。我們無法控制這些時
間。儘管我們的改進適用於大多數情況，但由於平均值偏高，我們無法真正看到它們的影響。
當我們意識到問題並開始監控 85% 的完成時間時，可以確定這些變更對絕大多數情況產生了重
大影響。我們擁有資料、工具和存取權限，只是缺乏繪製正確推斷的技能。

當資料以誤導的方式呈現 (即使是無意間) 時，以資料驅動的決策也很難建立。在 The Visual 
Display of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一 書中，Edward Tufte 介紹了資料的呈現方式是如何曲
解或隱藏資料的。7同樣， 一 間企業若想要嚴格使用其資料，必須確保其具有適當的資料分析
和呈現技能。

5 提高技能

 7 Tufte, Edward R., The Visual Display of Quantitative Information (Cheshire，CT: Graphics Press，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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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滿足好奇心，也可以說，為了讓我們的資料可用於新穎用途之前，我們必須圍繞資料設置
護欄，以保護隱私權和機密。資料驅動型企業實踐「從設計著手保護隱私權」，有計劃、有遠
見地建立保障措施。透過確保已經考慮需要保護哪些內容並設定自動保護方法，他們可以在未
來獲得速度和靈活性。實際上，最近的歐洲共同體通用資料保護條例 (GDPR) 要求從設計著手
保護隱私權。

雲端提供了許多用於設定自動存取控制的工具，並且可達到精細級別，讓您能夠給予員工相應
的存取權，以便精準存取其應當存取的資料。有 一 些方法可以追蹤資料的來源和有效性，對其
進行加密或隱藏以及在逐欄位或逐記錄的基礎上限制存取。換句話說，您可以指定員工存取哪
些客戶的資料，以及該員工可以檢視哪些與客戶相關的資料。Amazon Macie 甚至使用機器學
習來識別資料湖中的哪些資料可識別個人身分的資訊 (PII)，並追蹤其使用方式。或者，您可以
選擇僅在彙總級別、資料屏蔽或匿名的情況下管理資料。這裡具有較大的靈活性；考慮到託管
的資料類型，每個資料驅動型企業都必須對隱私權做出負責任的決策。

使用企業可用的大量資料會帶來許多其他挑戰。準確連接與單 一 個人相關的不同 IT 系統的資
料通常極具挑戰性，特別是在像美國這樣的沒有單 一 國民 ID 系統的國家。資料不準確可能不
僅僅是由於資料輸入的錯誤，而且還因為收集資料的 IT 系統存在限制。例如，有些 IT 系統僅允
許使用姓氏和名字，這對於擁有兩個以上名字的人來說是不準確的。8

無論如何，資料驅動型企業的目標是讓資料可用，以驅動嚴格、準確的決策和持續創新。它需
要收集和儲存資料以供今後靈活使用，讓資料和正確的工具在不損害使用者的前提下就可以 
使用，透過從設計著手保護隱私權和機密性，培養做出有效推斷的技能，並解決可能引起決策
不佳的資料衛生 (data hygiene) 問題。這就是為資料帶來敏捷性的意義。

 8 如需有關對真實世界情境不敏感的 IT 系統的一些精彩案例，請查閱 Gojko Adzic 的「人類與電腦」。

6 提供護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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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數位時代，敏捷型企業透過嘗試想法、獲得意見回饋，然後調整路線並反覆操作來進行。 
這種快速的意見回饋方法讓公司能夠以低風險、高速度和低成本進行創新，並透過測試來降低
投資風險，然後再致力於實現它們。這樣可以讓公司的產品與其打算服務的市場很好地契合，
並確保公司適時以適當的方式解決相應的問題。

快速意見回饋

從這個意義上說，意見回饋並不意味著詢問客戶是否喜歡新功能或新產品。更為常見的是， 
資料驅動型企業使用定量意見回饋，即透過觀察客戶實際行為，或檢測市場行為或其他指標變
化來收集意見回饋。

例如，公司經常透過 A/B 測試來提高其網站的可用性；也就是說，透過在設計的 一 部分嘗試
兩種變體 (通常， 一 種變體是目前的現狀版本，另 一 種變體是他們正在考慮引入的新設計)。
他們分別向不同的客戶展示了版本 A 和版本 B。他們收集了有關客戶活動的資料，並根據他們
關心的結果對其進行分析。若他們想要決定將按鈕變成綠色或是紅色，以最大化點選按鈕的次
數，他們可以向 一 些使用者顯示綠色版本，向另 一 些使用者顯示紅色版本，然後查看哪個獲
得了更多點選數。Expedia 和 Netflix 是利用雲端資料倉儲中大量資料進行例行 A/B 測試的公司
範例。9

如何使用資料為業務帶來敏捷性？

 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8PTetgYzL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k8PTetgYz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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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意見回饋學習和調整的強大方法遠遠超出 A/B 使用者界面測試。例如，可以透過建立「最
低限度可行產品」來測試新產品的想法，即公司可用於收集產品是否成功或要做出哪些變更等
相關資訊的最小、最簡單的版本。行銷策略、促銷、技術替代方案 —— 所有這些都可以透過試
驗和測量來進行測試，以減少不確定性。這樣做的關鍵是收集資料並使之可用於分析。

Eric Ries 的《精實創業》 一 書中介紹了使用最低限度可行產品和快速意見回饋反饋的技術。10  

根據 Ries 的說法，在任何給定時刻， 一 間新創公司都有兩個假設：價值假設 (關於他們的擬議
產品如何為客戶創造價值) 以及增長假設 (關於公司如何發展市場，即讓客戶使用產品)。最低限
度可行產品是最小的產品，為新創公司提供相關資訊以確認或駁斥這些假設，在這 一 點上，它
可以做出變更並對市場進行重新測試。

這套實務不僅僅適用於新創公司或是新產品開發。它已經成為包括大型企業在內的組織，根據
自己的經驗變更過程來實現業務敏捷性的方法核心。若企業正在考慮開發 一 種新的 IT 系統以
供其自己的員工使用，那麼大概有 一 種假設，即該 IT 系統將如何實現其業務案例中提出的業
務 成果。該假設應得到檢驗，並應根據資料顯示做出變更。

因此，敏捷實務需要資料：為了學習和適應，企業必須收集有關其新計劃所造成影響的資料，
並使用該資料為這些計劃提供資訊。敏捷性還要求企業感知其業務環境的變化，以便能夠做出
適當的回應以最大化其業務成果。資料驅動型企業不僅為其資料帶來敏捷性，而且還使用資料
來支援其敏捷性。

10 Ries, Eric, 精實創業：用小實驗玩出大事業 (The Lean Startup: How Today’s Entrepreneurs Use Continuous Innovation to Create Radically Successful 
Businesses)。紐約︰Crown Business，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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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和程序變更

從這種意義上說，若要實現資料驅動，就需要 一 種截然不同的決策方式；對於許多組織來說，
這是一次深刻的文化變革。過去，我們可能會透過制定詳細計劃，使用可用的資料分析選項，
並選擇似乎僅顯示可用選項，然後以提供最佳成果的選項來做出決定。在數位世界中，我們拒
絕僅接受在建立方案時立即可用的資料。取而代之的是，我們設計試驗以產生其他資料，然後
將這些資料合併到我們的決策中。我們透過產生新資料來解決不確定性。

一 個範例就是我們在 USCIS 設計的 IT 管控技術。我們不是編寫大型需求文件並將其交給技術
人員進行實作，而是僅提交了業務目標。例如，在 一 個案例中，我們注意到技能嫻熟的案例處
理者 (「狀態驗證者」) 每天可以處理約 70 個案例，而我們的業務目標是讓這 一 數字增大。在
另 一 個業務案例中，我們發現在處理地點之間移動許多紙質文件時，它們會在運輸中遺失，我
們希望消除這些損失。

對於每項目標，我們首先建立 一 個儀表板來顯示關鍵指標：每天的案例數或遺失的文件數。 
我們沒有編寫需求文件，而是建立 一 個由業務營運商和 IT 技術人員組成的跨職能團隊，並責
令他們改進指標。我們提供了快速變更 IT 系統和業務程序的工具，然後使用它們來監控儀表
板。他們嘗試了小的增量變更，並每天監控結果。根據他們在資料中看到的內容，可以決定下
一步該做什麼以最大化成果。管理層可以決定是繼續為該計劃提供資金，還是將資金轉至其他
地方。從而產生了以資料驅動、降低風險的輕量級的管控程序，透過該程序能夠快速交付價
值。

這導致另 一 個重要觀點：透過透明度來增強責任制。透過廣泛提供的資料，我們讓團隊的進度
顯而易見。因此，監督機構可以不斷地重新審查投資決策，或者增加或減少投資，重新定義目
標或完全停止投資。結果是成功的唯 一 衡量標準，並且結果可以很快實現。但這些結果必須得
到資料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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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出模式

資料可以提高敏捷性的另 一 個方面是，透過感知變化或識別環境中的模式。例如，機器學習可
用於偵測異常並做出回應。我們可以使用歷史資料或例行資料來訓練機器學習模型，以便使其
適應「正常」情況，然後套用模型來發現不正常的活動。例如，可以使用此技術來發現駭客的
詐騙性交易或網路入侵。或在工廠生產線上發現與正常行為不同的裝置，並且可能必須對其進
行修理或更換，並在裝置實際失效之前進行檢查。

當我們收集大量資料時，我們可能會發現我們可以識別出我們所不知道的關係。社交媒體公司
建立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大型資料庫。國土安全部可能會發現，他們正在調查的潛在恐怖分子與
已知是恐怖分子的人住在同一地址，這可能會導致他們在下次遇到該人時提出問題。事實證
明，許多詐騙性移民申請都是由同 一 位移民律師準備的。在這裡，我們已經不僅僅是簡單地使
用資料來處理交易的範圍：現在，我們可以找到這些交易之間重要且有趣的關係。但是再 一 次
強調，我們不確切知道我們會發現什麼關係；敏捷性、靈活性和好奇心是從資料中獲取價值的
關鍵。

再舉 一 個使用資料「關注事件」的範例，資料點的存在可以確認活動已發生，例如，當自動建
立稽核軌跡日誌時。透過追蹤活動的軌跡，稽核員可以確認合規性或調查不當活動。區塊鏈通
常用於儲存確認活動已發生的資料，例如，兩方之間的資金轉移或所涉各方核准的合約。透過
使用自動護欄和稽核資料來建立合規性，企業通常可以避免繁重的合規性程序，從而降低敏 
捷性。

當然，使用資料支援業務敏捷性存在挑戰。如上所述，從資料中得出適當的推斷需要技巧。 
資料並非總是告訴我們要採取什麼行動：我們必須對其進行解釋並做出正確的決定。通常， 
我們會在誤報與漏報之間權衡取捨，例如，若我們使用資料發現異常交易以識別潛在的詐騙行
為，則會冒著將太多交易標記為異常交易而讓客戶煩惱，或是標記太少而允許詐騙行為潛入的
風險。資料集越大，無意義的模式出現的可能性就越大，或者重要的模式被掩埋在大量潛在連
線中的可能性就越大。雜訊與訊號 一 起累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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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驅動型組織是指透過以下方式使用資料來改善業務成果的組織︰使用資料來驅動嚴格的決
策過程，以及讓資料可用於刺激創新並為客戶提供價值。當資料被鎖定在 一 個僵化的框架中，
孤立或難以獲取時，它將成為業務敏捷性的障礙，阻止公司對機會做出回應或將產品快速推向
市場。更糟的是，當 一 間企業未透過使用資料來推動其程序和投資時，就意味著脫離了它設法
服務市場的重要聯繫，或遺漏可協助其在計劃中取得更大成功的意見回饋。另 一 方面，資料驅
動型組織使用資料來獲得敏捷性，並利用敏捷性來使其資料更有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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