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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即將邁入2015年之際，大數據正方興未
艾，其中的發展持續應用於各行各業，開始蔓
延並改變你我的生活。由於全球網路應用在各
行業當中，讓生活上的各種數位化資訊取得便
利，所累積的海量數據資料開始被發現進而發
展，逐步形成「大數據」概念，更突顯大數據
分析的重要性。
本書從資訊本質中分析巨量資料所帶來的影
響，提供我們在資訊化過程中的新見解。
因此，本刊特邀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統計
系系主任林志娟，針對本書所提到的大數據趨
勢觀點進行對談，不僅探討大數據趨勢發展，
兩人以自身學術專長解構大數據的關鍵內容，
以前瞻對該趨勢的深刻了解，並提及在此
洪流下所需具備的職場能力，以
掌握未來趨勢。

記者：對
於《大數據》書
中所談的趨勢，兩位對談
人是否都感受到了？從該書封
面引言的「這本書將會全面革新我們
的思考方式」一句，兩位看法如何？

統計系系主任林志娟（以下簡稱林）：大
數據」現已成流行語，曾在刊物看到描寫大數
據現況，與大家分享：「每個人都在談論這件
事情，並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該怎麼做。他們認
為自己之外的每個人都在進行這件事情，所以
每個人都選擇自己正在做這件事情。」
我想這句話正好描述現況，因為大部分的人
希望和Big Data有連結，在這樣趨勢下每個人
都無法缺席，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才，如數據蒐
集、整理分析等，大家都能參與其中。以統計
系來看是以資料分析與整理為主，近幾年因這
樣的趨勢，讓許多業者都找我們提供協助資料
分析，例如健保局與統計系合作，將健保資料
建立有效數據庫。我認為，大數據最重要的是
「商業價值」，如何在有限的資料中找出它的
價值，我想才是大數據的意義。
資工系系主任許輝煌（以下簡稱許）：我
認同林主任所說大數據所帶來的「商業價
值」。以資工系來說，我們的背景為計算機
資訊科學，20年前已有資料探勘，涵蓋機器學
習、人工智慧、圖書館學資訊分析等技術應
用，但近些年發現，政府部門與企業都希望由
資料探勘中去擷取有用的資訊，從中挖掘有用
的資訊發揮價值。
Big Data的發展主因在於雲端科技技術的
成熟，和從前相較可儲存大量數據並加以處
理，當資料量太大，無法用資料探勘的方式建
立模型來加以描述時，就會發展新技術進而應
用；這也是書中所探討的，在擁有大量數據及
雲端計算技術提升情況下，如何充分利用或
解析資料。目前政府和企業開始感知並關注

話語

對談人響應書中

許輝煌呼應書中P104：
第五章「資料化」：當
一切資料化，用途無
窮無盡。我認為同
學必須了解大數據
的可能性為何，就
能從分析的技術，
得到用途。

資工系系主任

許輝煌 VS. 林志娟
揭巨量資料面紗

此趨勢的來臨，紛紛成立相關部門因
應。之前校友向母校尋求合作，希望將每通客
服電話內的資訊成立資料庫，讓電話內容不只
是一通電話，而可以帶給企業更大的「商業價
值」並為企業爭取最大的利潤。

記者：書中提到，巨量資料應用下可
發揮預測功能，如預測疾病發展走向
而預防等觀點，兩位的看法如何？
林：我不盡然同意書中的觀點，因為「預
測」是有其關聯性，這些相關性會取決問題的
設定，才能利用科學的統計方法對事物的未來
發展進行定量推測，並計算概率置信區間，因
此會強調「因果關係」。但在商業模式考量
下，為因應快速商業變遷的環境，或許以相關
性就能發展出致勝的商業模式，以購物網站推
薦商品為例，它是根據消費者過往的消費紀
錄、瀏覽商品歷程等數據，找出相關性來推薦
可能合適的商品；但卻無法確切得知消費者購
買商品的真正原因，或許是因為技術尚未成熟
無法得知其中的因果關係。
我認為，醫藥或生命科學研究中，不僅是會
以相關性研究為主，也會了解導致疾病蔓延
的因果關係等內容，所以才能提出預防措施防
治疾病，舉例來說，天氣熱讓飲料和小兒麻痺
的指數呈正相關，這是只有關聯性，但真正導
致小兒麻痺人數上升是因天氣炎熱讓買飲料人
數上升，也讓病毒成長，所以就會有科學家以
這樣的數據、資料分析、研究方法等了解其相
關性、因果關係等，開發出適合的藥品。所以
「追根究柢」應該是要看想要解決甚麼問題
後，再來尋求所應用的方式。
許：傳統的資訊學習上，有些技術應用不太
會注意相關性或因果關係，但會關注資料中
的「INPUT」與「OUTPUT」的關聯性，有
些應用面如同林主任所提因果關係並不是太重
要，也是這本書想強調的重點，就是大家太注
重前因後果，會阻礙進步，因為目前有許多應
用也是順其自然的發展，並沒有太大的原因。
書中有提到，應用Google的搜尋工程在2009
年中預測出流感的爆發，而今年最火紅的議

林志娟呼應書中P172：
第六章「價值」：不
在乎擁有，只在乎
充分運用。我想
鼓勵同學，要
找出Data的價
值，從不同的
角度去觀看。

許輝煌建議：可運用於「改善教學」，這可透過教學
評鑑的資料，亦或加入全班平均及歷年該科被當人數的數據、學生課
堂表現等分析，將會更具參考價值。
還有「招生部分」，可更進一步分析學校各科系特色，以及學生背
景，進而加強重點學校的宣傳。
林志娟建議：本校已有24萬校友可充分運用他們的課堂成績、在學表現等分析其資料，以加
強與校友互動，前提是不能違法個資法。還可將校外租賃調查資料數位化，以即時分析並得知
學生在外租屋的品質。另外，可持續累積校內各類型資料量後並加以分析運用。

◎徐光普獲頒聖保羅榮譽市民
本校歐研所校友徐光普，現任中華民國駐
巴西代表，於12月3日晚間，在聖保羅台北
文化中心，接受聖保羅市議會頒贈「榮譽市
民」，巴西各界及僑胞代表約150人出席，
市議會電視台全程拍攝記錄。頒贈典禮上，
市議員班科（Laercio Benko）主席致詞，除

題就是「伊波拉病毒」，日前在加拿大有間公
司就是以大數據分析，對該病毒做擴散的分
析，很多國家或世界衛生組織都去請該公司幫
忙，我想結果就算不是百分之百正確，依然
是有很高的可信度。從此例看出，他們可以
從數據中分析，病毒可能會擴散地點、散播
途徑、擴散時間等等，這樣就有機會事前防
堵。所以，在大數據分析中，除了有大量資訊
外，一定還要有各領域的專家共同加入，才會
讓研究有意義。大數據一定要有過往的資料及
相關性才能預測未來發展。

記者：知名女星安潔莉娜因基因檢測
後而施行手術，這是大數據應用嗎？
許：我認為這個例子不能完全說是大數據的
應用，比較像是基因學下的產物。她會選擇切
除乳房，是從家族病史中研究顯示有高達87%
的機率會罹患乳癌。這與大數據應用並沒有太
大的關聯，比較是個人選擇部分。
林：我也贊同許主任的說法，「要使用大數
據就要先有全部完整的資料」，若提到在生
物學上的應用，我認為可以用在蒐集基因資
料，因為基因數量太龐大了，用人工選取方式
需要花費相當大的資源，如果我們能利用大數
據作為輔助，相信可節省大量的時間。

記者：書中第三章提到：「從精確走
向可能性」，請問這方面來說有容許
錯誤的空間嗎？
許：其實我對於這部分還是抱持著疑問，但
是書中第三章提到要「擁抱不精確」，以前我
們需要把錯誤挑出來，但現在我們需要接受
它，就算擁有錯誤還是可以從中得到有用的資
訊。我認為，書中所想要闡釋的是，在如此龐
大的資料量下，若挑出錯誤必須要花費相當大
的精神。以實用面來看，如果我們能「擁抱不
精確」是不是得出一個「還可以用」的結論就
夠了呢？這對我而言仍是思考中的議題。
林：我也同意許主任所說，做學問最重要的
是務實，在學校我們告訴學生的是歷經多位學
者專家驗證後的理論，一出社會後卻是要馬上
上手的技能面。所以我也在思考「我們真的需

《大數據》目錄簡介

應用
淡江未來大數據

校友動態

統計系系主任

表彰徐校友6年多來致力深化中華民國與巴西
的交流與互動，更推崇僑胞對當地社會的貢
獻，期待未來繼續與巴西深化雙邊經貿、教
育、文化等各項交流。
徐校友在2008年奉派到巴西，將於明年初
任期結束後返國。（文／校友服務暨資源發
展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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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 該讓巨量資料說話了
更多資料 「樣本=母體」的時代來臨
雜亂 擁抱不精確，宏觀新世界
相關性 不再拘泥於因果關係
資料化 當一切成為資料，用途無窮無盡
價值 不在乎擁有，只在乎充分運用
蘊涵 資料價值鏈的三個環節
風險 巨量資料也有黑暗面
管控 打破巨量資料的黑盒子
未來 巨量資料只是工具，勿忘謙卑與人性

要Big Data嗎？」因為，蒐集資料和分析資料
就可應用各種統計方法以達到精確，對統計系
來說，在統計過程看到的「差異」並不是錯誤
或瑕疵，反而會促成研究議題的產生，所以不
應該將「錯誤」視為不對或忽視，而是要正視
它進而解決它。

記者：民調中心的調查與和網站上
的新聞投票意見調查，兩者相較之
下，如何相信是可信度的？
林：我覺得這要考慮的最大因素是資料蒐集
的來源，因為是利用網路，我們無法得知受訪
者是否是誠實。假設受訪者皆誠實，我們就可
以利用大數據去研究兩者關係，也許是因為候
選人的政見，而使女性受訪者有較高的意願選
擇該位候選人，如果可以找出政見與選民意願
的關係，候選人就能藉此修正政見內容進而獲
選，我想即是大數據的應用。
許：對我來說，奇摩上的投票可信度並不
高，因為他們在取樣上比較輕率，不能蒐集
到各年齡層的資訊，僅能做為參考。但我相
信，如果有學者要用學術性的方式討論投票
率，結果是可以相當精確的。

記者：書中特闢一章討論資訊倫理和
隱私權，兩位的看法如何？
林：我想，書中一語「Data可以說是未來的
石油，誰掌握Data就是下一個石油大亨」就是
這樣的概念，舉Google為例，常常我們瀏覽網
頁時，廣告訊息出現的類型因人而異，Google
根據使用者的瀏覽歷程所提供的廣告訊息。我
覺得，這如同書中最後提到的，我們只能依靠
個人素養和道德，雖然我們還是會使用，但是
人性就變得至關重要。
許：我也贊成林主任所說，舉Facebook來
說，其實有簡易的隱私權設定，但大家常常忽
略，所以最終回到個人上的使用。隱私權的權
益不能全權交由網站為我們把關，自己在使用
科技產品上也需要多留心，呼籲大家多了解網
站隱私權應用。

記者：對兩位而言，認為《大數據》

多元一體 四個校園

大數據（Big data或Megadata）被
稱為或稱巨量資料、海量資料，指的是
各類的資料量規模已巨大到無法在合理
時間內，以人工或軟體工具對其內容進
行處理、管理、並整理出對人類有用的
訊息，它包含「數據量龐大」、「數據
量種類繁多」、「處理速度快」，以及
「價值密度低」四個特徵。因此，如何
從各類型數據中快速獲得有價值的資
訊，需要運用到相關的軟硬體設備與分
析技術，如MPP資料庫、統計分析、資
料探勘、大型存儲系統等。

中
最有挑戰
性、突破原有觀
念議題為何？為甚麼？
林：對於相關性這個部分有些疑
慮，但也不完全推崇因果關係。我認為比
較難突破的部分是，大數據發展快速憂心學校
的教育是否能跟上趨勢，希望教導學生「質」
的因應，如何讓學生養成大數據的思維及找答
案的能力的培養勢在必行。
「擁抱不精確」中，反思「我們真的需要
Big Data嗎？」而當中提到的「容許誤差」
是在統計當中「相信自己的能力無法做到完
美」，因無法掌握而允許容錯。
許：我覺得有趣的議題是第二章「樣本等於
母體」、第三章「擁抱不精確」，這些都是在
挑戰傳統的統計方法，而「樣本等於母體」未
來是有機會實現的，是因為資訊發展及雲端儲
存的技術進步。在「擁抱不精確」探討的是資
料量夠多夠大時，其實不需要太精確也是能從
中得到有價值的資訊。

記者：那在大數據時代的趨勢下，兩
位老師在教學方面是否有些改變？期
待帶給學生甚麼樣的視野？
林：臺灣在以往沒有數據分析師證照，於今
年開始引進，誰能在大數據這個新的趨勢當中
找到商機與關鍵，將帶動領域的潮流。因此大
數據的出現是危機也是轉機，希望讓學生在
不同階段及領域的整合，培養跨領域的溝通能
力，達成共同的目標，畢竟科技的運用最終還
是要由人類來主導，希望多培養資訊的倫理。
許：大數據時代中，演算法也可以帶動數
據分析的部分，尤其雲端技術。對資工系而
言，數據資料的處理及運用是最基本的，許多
相關的研究正大量投入，預期有許多新技術正
持續開發，目前也開設雲端課程。在此希望學
生勿忘「謙卑與人性」，這是學科技的人永遠
不能忘記的。

大數據時代 職場必備 Big Data

許輝煌說：
曾有人提出成為資料工程師必備28項能力，這當中與電腦相關
如資料庫、資料結構、程式語言等課程在本系皆有開課，相信學
生是可因應這股趨勢的。無論任何科系要學好系上開辦的專業科
目都是有難度的，而且也不必每個人都成為資料工程師，所以同
學們在面對大數據時代所要做好的準備，就是要有「溝通的能力」，尤其是對各行業和專業
科目，都要有基本認識和學業專精，才能發揮所學專長。
林志娟說：
現在談「跨領域」人才，尤其大數據分析更需要資訊科學、統計分析以及相關專業領域知
識的整合。統計系現有開辦「數據分析師」專業證照研習課程，也有統計分析相關課程來輔
導學生與大數據時代接軌，更重要的是需具備「溝通」能力，以表達自己的專業能力和整合
客戶的需求。因此我認為擁有「溝通」與「整合」的能力，是未來必備的能力。

全民英檢秘笈
一、重要字彙
1.感恩節 Thanksgiving
2.意思 meaning
3.意義 significance(比meaning深刻)
4.有意義的 meaningful 或significant均可
5.提醒 remind
6.備忘錄 memo
7.感恩的 grateful(比thankful強)
8.感謝的 thankful
9.經常、不斷的 constant
10.專利 patent right
11.專為…而保留 reserve for

何謂大數據

郭岱宗（英文系副教授）
二、請填入英文，訂正後朗誦三遍
1.感恩節是甚麼時候?(提示:疑問詞放句首)
____ is ____?
2.美國的感恩節是十一月的第四個星期四(提示
1：地方放句尾，提示2：和中文相反，愈小的
時間放愈前面)
The ___ in the US is on the fourth ___ of ___.
3.感恩節的意義何在?
____ the ____ of Thanksgiving?
4.感恩節提醒我們要感恩。
Thanksgiving _______ us to be ________.
5.我們愈感恩，就愈富足。

1 great university, 4 distinct campuses

The more ____ we are，the ____ we will be.
6.時常感恩的人一定快樂。(提示:「的人」
=those who，而且放句首)
____ ____ are ____ ____ are always happy.
7.感恩不是富人的專利。
____ is not ____ for the ____.
三、答案
1.Ｗhen，Thanksgiving
2.Thanksgiving，Thursday，November
3.What's，significance
4.reminds，grateful
5.grateful， richer
6.Those，who，constantly，grateful
7.Gratefulness，reserved，ri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