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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學習正在將預測分析提升到新的層次，為各行各業

帶來明確的商業價值。演算法讓信用卡公司可以即時

偵測詐騙行為，並協助零售商直接向最有可能做出回

應的客戶提供優惠。在醫療保健領域，採用機器學習技術的工具

可以協助醫生更輕鬆地轉錄筆記，好讓他們能夠專心照顧病人。

製造商可以從工廠設備的感應器獲取資料，並建議維修，以免發

生故障，導致生產延誤。

但是機器學習模型的可靠性取決於其擷取的資料。金融軟體供應

商 Intuit 資深副總裁兼首席資料官 Ashok Srivastava 警告說： 

「如果資料不乾淨、無法存取、未能連接形成一個堅固的基礎，

那麼機器學習和人工智慧功能就將面臨種種問題。」這可能會導

致各種問題，例如見解錯誤或固有偏誤，這些因素可能會對明智

的業務決策造成不利。

幸運的是，企業可以設計一套資料管理策略，並利用該策略開發

機器學習的新功能、新計劃和新角色，避免發生上述種種問題。

本指南旨在分享商業領袖和產業專家的經驗，了解如何在適當的

政策和架構下，讓資料成為企業的策略資產。

1. 讓機器學習計劃與業務首要目標保持一致。 

建立企業資料管理策略的第一步是理解企業為機器學習所設定的

目標。例如，Intuit 的機器學習計劃旨在向該公司的會計和稅務軟

體程式訂閱者提供個人化建議，以此提升客戶服務品質。線上零

售商可以計劃使用機器學習來安排更有效的鎖定客群行銷活動，

而汽車製造商則可建立機器學習系統來預測設備故障。

找出最可能透過機器學習獲得進展的企業策略首要目標，明確了

解分析最需要收集、存放和準備的資料集。

Deloitte Consulting 首席資料官兼策略與分析實務負責人 Juan Tello 

表示：「針對了解哪些是真正能推動業務的資料，是資料策略的第

一步。例如，如果企業的首要目標是贏得更多客戶，並根據公司銷

售的產品提供更具競爭力的價格，那麼就需要三個關鍵資料領域：

客戶資料、定價資料和產品資料。訂定資料策略時若是優先考慮這

些領域的資料，便能大幅提高業務成果。組織也應根據企業首要目

標的變動，進行重新評估和調整。」

考慮到企業應用程式、連線裝置以及客戶透過 Web 或社群媒體平

台互動所產生的大量資料，這塊的重視是不可或缺的，而這只是其

中幾個來源的例子而已。然而，將資料管理的範圍縮小到三或四個

關鍵來源，企業可以將重點放在能夠提供最大價值的資料集上。

領導者必須了解掌握哪些方面的資料才
能促進機器學習的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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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建立以及維護所有資料資產的完整檢視。

要讓資料發揮作用，企業必須知道其存在。可惜的是，傳統系統、

合併和收購，以及不良的資料採用實務，都會產生大量未經識別和

標記的資訊孤島。

「在 Intuit，資料管理專家與擁有資料系統或資料管道的團隊會

面，然後開始建立資訊型錄。這意味著了解他們擁有什麼資料以

及資料的存放方式。」 Srivastava 表示：「結果是我們在公司內

部擁有一套穩健的資料資產清單。」

但隨著企業部署新系統，資料倉儲也會不斷發展。GE Healthcare 在

保持領先優勢方面，是一個完美的例子。診斷成像設備製造商利用

機器學習演算法改進傳統的成像技術，如電腦斷層掃描和 X 光， 

並不斷與協作者和合作夥伴合作，以編制和採用已去識別化的資

料。由資料專業人員組成的專業團隊，負責根據合約接收、處理以

及正確分類去識別化資料集，然後上傳該資料集，供開發 AI 時使

用。這個過程提高了資料的透明度和可用性。

商業領導者也必須負責維護資料資產的完整檢視。GE Healthcare  

首席資料官 Derek Danois 表示，廣泛的溝通及透明度是建立信任的

關鍵：業務部門現在相互協作，方便公司隨時掌握最新的資料集。

3. 為資料管控奠定基礎。   

每一種資料管理策略的核心都是資料管控 – 這套規則和系統可確

保資料安全、按照適用的法規進行處理、可存取及可使用。

資料安全以及遵守隱私權法律是基本要求，也是推動大多數企業進

行資料管控的主要驅動力。除了透過各種能保護 IT 週邊環境的網

路安全措施來防範入侵者外，企業還必須建立各種控制來限制員

工存取、使用以及管理資料的方式。這通常代表依角色、任期和職

務等變數，授予不同的存取權等級。在其他司法管轄地遵守歐盟 

GDPR (一般資料保護規範) 等法規和類似要求，表示企業也必須準

備好向消費者解釋他們的資料是如何被使用，使決策影響消費者。

資料管控的另一個關鍵元素是品質：機器學習模型的輸出取決於

訓練資料的品質。

在 Intuit，資料管理專家會與擁有資料的團隊合作，
建立該資訊的目錄，進而產生公司內部資料資產的
可靠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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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 GE Healthcare，一個由資料架構師和資料科學家組成

的團隊會根據各種指標來評估資料品質。醫學影像研究可能會針

對醫療常規參數 (如切片厚度或掃描幾何結構)、視野 (掃描物件的

區域)、中繼資料內容等各種規定進行審查。如果符合各項品質標

準，GE Healthcare 會進行資料的去識別化或匿名化，然後建立

一個監管鏈 (chain of custody)，記錄資料的控制、傳輸和分析， 

然後將其上傳以用於 AI 開發。

根據 Tello 的說法，想要維持高水準的資料品質，就需要對各項

指標和關鍵效能指標 (如準確性、及時性、一致性和完整性) 進行

持續監控，整個過程可能會變得難以控制。他說，利用配備 AI 功

能的資料品管工具，能提升資料的管理和監控能力。企業主資料

管理軟體還能為所有關鍵業務資料建立一個主要參考源來減輕負

擔，減少冗餘和發生錯誤的可能性。

4. 確定具體角色，為機器學習建立強大的資料基礎。  

新的資料科學職位的激增，引發機器學習實務中各項任務的負責

人問題。經過深思熟慮的組織結構可以透過釐清角色和劃分職責

來了解情勢，以便各司其職、各安其位。

Regeneron Pharmaceuticals 研發部 IT 投資組合管理總監 Peter 

Nichol 表示，執行資料管理策略所需的一些關鍵角色包括：

• 首席數位/資料官：監督所有數位功能，提供支援和領導，並闡

明貫徹公司上下的資料管控策略。

• 資料科學家：建立各種以機器學習為基礎的工具或程序，並將其

應用至各種已有明確定論的業務問題。

• 決策科學家：運用技術、數學和統計學方面的專業知識，以及專

業領域的知識做出明智的決策。

• 合規/法律團隊成員：解決各種對企業不利且涉及隱私權、合規、

資料版權和法規等方面的問題。

輔助職位包括資料管理專業人員、商業智慧專業人員和資料架

構師。

不過在機器學習計劃中，銷售主管、人力資源經理和行銷總監也

有一席之地。Intuit 公司的 Srivastava 表示：「在我們的總體資料

策略中，那些日理萬機的企業主才是最重要的貢獻者。」

這是因為企業領導人擁有領域知識 - 深入了解企業內部的相關資

料、各種能產生實用資料的流程、哪些資料可能對模型有用，以

及不同的變數如何影響模型的輸出。如果沒有這種指導，企業建

立的機器學習應用程式就有可能無法提供實用的結果。

展望未來 

機器學習在企業的各個層面上，絕大部分都有改善結果的潛力。

要利用機器學習，企業需要一種資料管理策略來不斷提高資料的

品質、完整性、存取和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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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如何在企業中設定資料的取得、管理、存取和使用，建立配套的規則和流程。

[✓] 確定哪些資料集會推動企業成長，以及如何運用這些資料來協助解決問題、 

創造收入以及為客戶提供種種好處。

[✓] 盤點已知的資料資產，對其進行分類，並分門別類放到資料目錄中。

[✓] 與擁有和操作資料系統的團隊合作，深入了解他們擁有哪些資料以及儲存方法。

[✓] 了解資料來自何處、誰可以存取，以及資料的用途。

[✓] 成立內部安全預防措施 (如佈建使用者存取權) 和外部保護措施 (如匿名資料)， 

以保護敏感資料。

[✓] 建立存取控制，針對資料的存取方式以及資料的用途設定限制。

[✓] 設計各種程序和系統，確保建立的資料正確實用。

[✓] 建立強大資料基礎時，確定所需的特定角色，包括數位長、資料科學家、 

決策科學家以及合規團隊成員。

資料管理  
策略檢查清單
為了成功設計和執行機器學習的資料管理策略，
請記住以下步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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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資料策略是機器學習的關鍵；
資料湖可以提供協助

贊助者觀點

機器學習能否奏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相關的高品質資料。如果沒有適當的資料策略， 
機器學習計劃無法擴展。更糟糕的是，如果機器學習模型運用的資料有誤，那麼其產生的

結果可能會產生誤導，甚至是錯誤的。 

正確的機器學習資料策略應旨在消除資料孤島，讓您的 IT 團隊可以輕鬆、快速、安全地
存取和收集所需的資料。雖然現代資料策略採取多種形式，但資料湖正在成為最有效模

型中日益盛行的核心元件。相較於傳統的資料管理系統，資料湖提供更大的敏捷性與靈活

性，讓組織能夠管理來自各種來源的多種資料類型，並將資料 (結構化或非結構化) 儲存
在集中式儲存庫中。資料儲存後，便可透過多種類型的分析和機器學習服務來使用資料，

這比傳統的孤立方法更快、更高效。藉助資料湖架構，組織內的多個小組還可從分析跨

整個業務的一致資料池中獲益。為協助開發更全面的資料策略，包括資料湖在內，需要與 
AWS Data Flywheel 互動。

Amazon ML Solutions Lab 計劃也可以協助您建立正確的資料策略。Amazon ML 
Solutions Lab 將為您的團隊配對 Amazon 機器學習專家，以協助您準備資料、建置及培
訓模型，並將模型投入生產階段。我們結合了實作教育研討會與腦力激盪講座和諮詢專業

服務，協助您從根本上「逆向解決」面臨的業務挑戰，然後逐步完成機器學習開發解決方

案的程序。此外，我們其中一位機器學習合作夥伴還可以協助您為機器學習計畫建立正確

的資料策略。AWS 機器學習能力合作夥伴展現他們的專業知識，並提供了一系列服務和
技術，協助您為企業訂定智慧解決方案，從採用資料科學工作流程到利用 AI 服務來強化
應用程式，都能派上用場。到 aws.ai 進一步了解 。

關於 Amazon 
Web Services

AWS 提供最廣泛、最深入
的一套機器學習和 AI 服務。 
我們代替客戶，專門解決最
困難的挑戰，將機器學習送
到每位開發人員的手中。
數以萬計的客戶已經在利
用 AWS 進行機器學習。您
可以從適用於電腦視覺、語
言、建議、預測、詐騙偵測
和搜尋的全受管 AI 服務中

選擇；或者透過  
Amazon SageMaker 快速
大規模建置、培訓和部署機
器學習模型。SageMaker 
Studio 為機器學習提供第
一個完全整合的開發環境。
您也可以建置可支援所有熱
門開放原始碼架構的自訂模
型。我們的功能建置於最廣
泛的雲端平台之上，已針對
機器學習與高效能運算優
化，且安全性和分析絲毫不
受影響。到 aws.ai 進一步

了解 。

MIT SMR CONNECTIONS

經理人指南 — 領導者對機器學習的資料應當具備的知識

https://pages.awscloud.com/data-flywheel.html
https://aws.amazon.com/ml-solutions-lab/
https://aws.amazon.com/ai/partners/
https://aws.amazon.com/ai/
https://aws.amazon.com/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