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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秒有多少資料被生產了







We have tons of data;

we are insight poor
我們有成千上萬的資料，但缺乏資料的洞察⼒

Thomas Beach,

Senior Advisor at the Office of

the Under Secretary and Director



分析了資料間的關係

⽽獲得資訊

將資訊結構化、組織

化⽽產⽣了知識

利⽤知識來決策、預

測的則是智慧

觀察或記錄現象產⽣

了資料

知識

資訊

資料

智慧

1部⾞時速30公⾥

50部⾞平均30公⾥

=>塞⾞

上午7:30⾼速公路五股路

段，50部⾞平均30公⾥

=>⾞流量⼤、尖峰時段塞⾞

導航系統在尖峰時段⾃動避

開該路段

資料、資訊、知識、智慧



利用⼿機就可以追蹤⼈的動態

延伸閱讀 https://tw.news.yahoo.com/中華電攜⼿手意藍藍資訊-打造第三⽅方⼈人群資料庫-160000119.html

Image from https://www.flickr.com/photos/stevegarfield/1270723762

http://www.flickr.com/photos/stevegarfield/1270723762
http://www.flickr.com/photos/stevegarfield/1270723762


搜尋關鍵字成為了解趨勢的資料

(Google Trends)

https://googledataorg.carto.com/u/googledata/viz/51003fc8-28bc-4ac8-9d30-3c430a19b0c1/embed_map



Google將與感冒相關

的關鍵詞，與美國

疾 病管理局(CDC)的

資 料作⼀對比，其

結果 相當驚⼈，

Google Flu Trends所

顯⽰的 趨勢可以提

早⼆個星 期左右預

測出流感的 爆發。

收集關鍵詞預測流感(Google Flu Trends)



「腸病毒」關鍵詞在Google Trend的趨勢和台灣疾管局資料

的比較

在2004-2008年間，腸病毒發⽣的⾼峰幾乎相符，在⾼峰發

⽣前腸病毒關鍵詞在Google的查詢頻次增加

•

•

延伸閱讀 http://geocyber.org/blog/?p=150

http://geocyber.org/blog/?p=150


Tags

Tags

Tags Tags

照⽚、標籤、地理標籤(Flickr)



帶有地理標籤的照⽚

顯⽰櫻花開花的位置



帶有關鍵字「公館」之照⽚的熱點圖



由Flickr照⽚了解

觀光客偏好的地點
紅⾊色為觀光客，藍藍⾊色為本地⼈人

圖片來來源: Eric Fischer



社群媒體中仇恨字眼
(Twitter)



http://users.humboldt.edu/mstephens/hate/hate_map.html

中⽂文介紹http://geocyber.org/blog/?p=557

http://users.humboldt.edu/mstephens/hate/hate_map.html
http://geocyber.org/blog/?p=557


Facebook打卡



各鄉鎮的Facebook打卡點和⼈口密度

• 紅: POP少, FB多

•
觀光熱點多

運輸節點
•

• 綠: POP多, FB多

• 都會區

• ⿈: POP多, FB少

• 住宅區

• 藍: POP少, FB少

• 山區、偏遠地區



由打卡資料(Foursquare)了解城市脈動

https://foursquare.com/infographics/pulse#tokyo

https://foursquare.com/infographics/pulse#tokyo


⾼價值資料之特性

易於使⽤
可以看到資料⽬錄、或知道明明那個單

位擁有，但苦於無法取得資料? 或者，資

料只限定在某種系統或程式中才可以使

⽤?

即時性
這資料可以即時產⽣、即時取得，因此可

以⽀援即時的決策或⾏動?

⾜跡
這資料⾼質量的分析可能會影響很多⼈?

多數的組織? 或多數的顧客?

改⾰
這類的資料經過適當的分析

或處理可以在有意義的脈絡

下改變⼀個公司或組織?

交叉複合
這類的資料有超過⼆種以上

的上述特性?

From https://www.emc.com/leadership/digital-universe/2014iview/high-value-

data.htm

http://www.emc.com/leadership/digital-universe/2014iview/high-value-data.htm


歐盟的⾼價值開放資料

• 資料是否能促進政府透明化;

• 資料的開放是否受到法律責任的約束;

• 資料是否直接或間接關係到公共事務;

• 資料是否能實現成本降低;

• 資料使⽤的⽬標群眾之型態與規模。

https://joinup.ec.europa.eu/community/semic/ 

document/report-high-value-datasets-eu-institutions
更更多中⽂文內容http://geocyber.org/blog/?p=769

http://geocyber.org/blog/?p=769


開放資料





什麼是開放資料?

•

A piece of data or content is open if anyone is free to

use, reuse, and redistribute it — subject only, at most, to

the requirement to attribute and/or share-alike.

•

任何⼈都可以⾃由地使⽤、再使⽤和再散布⼀⽚段

的資料或內容，至多只需要姓名標⽰或/和相同⽅

式分享

完整解釋 http://opendefinition.org/od/

http://opendefinition.org/od/


開放性(Openness)

可及性和近⽤ (Availability and access): 在不超過合理的再
製成本下，資料必須是全部可及的，最理想的狀況下，是
可以透過網路直接下載。資料也必須是⽅便且容易修改的
形態。

再使⽤和再散布 (Reuse and redistribution): 資料必須是在
於可以允許再使⽤和再散布的條款下提供，再使⽤和再散
布是包含和其它資料集混合。資料是機器可讀的。

普遍的參與 (Universal participation): 任何⼈都可以使⽤、
再使

⽤和再散布—對於不同領域的成果、或者不同社群或個⼈
都不應該有所區別，例如，防⽌商業使⽤的「非商業性」
限制，或只限使⽤於某種⽬的，如限教育使⽤，這些都不
是所謂的開放。

https://okfn.org/opendata/



開放資料是...

使⽤「開放標準」和「非專屬
的資料格式」讓資料能不受技
術限制⽽流通

使⽤「公眾領域」或「開放授
權」條款釋出資料，使資料的
使⽤不因法律或智慧財產權限
制，進⽽資料可無償地被⾃由
的散布、再製和修改



開放政府資料8項原則

2007 年美國⼀場「開放政府資料」研討會的與會
者意⾒。這場由美國 民間組織 Public.Resource.Org
的 Carl Malamud 以及媒體公司 O'Reilly Media 的
Tim O'Reilly 所召集的兩天會議，匯集了 30 名關注
這項議題 的民間⼈⼠，會後並提出《開放政府資
料的八項原則》:

• 全⾯開放 (Primary)

• 資料完整 (Complete)

• 即時發布 (Timely)

• 便民使⽤ (Accessible)

• 機器處理 (Machine processable) 

• 不作限制 (Non-discriminatory)

• 公開格式 (Non-proprietary)

• 不需授權 (License)

https://public.resource.org/8_principles.html





有感的開放政府資料

開放資料能創造出多種價值，不僅是
經濟成長，⽽更重要的是社會⾯和⽂
化⾯的改變

開放資料要能即時地與市民於⽣活、
⼯作、⽂化和休閒上的需求相互連結

能提供便利的近⽤(access)⽅式來使
⽤開放資料

提供互動的平台讓資料使⽤者分享經
驗

圖片來來源: http://okfn.org/opendata/

http://okfn.org/opendata/


有感的開放政府資料

開放資料可以創造在個⼈、社
群和政府的連結層

賦權於⼈民，且讓⼈民覺得他
們的⽣活環境是他們可以掌控

開放資料讓⼈民可以了解政府
公共事務，知理脈絡、洞察變
化

開放資料可以成為政府施政的
具體且有⼒的證據

圖片來來源: www.opengovpartnership.org



丹⿆政府開放住址資料

許多單位都需要住址轉地理座標的
資料，如警消、災防、醫療救護、
交通運輸...，但在1996年以前，丹
⿆的住址資料分散270個地⽅政府
中

2001年隨著電⼦化政府政策，住址
資料整合成單⼀系統，但第三⽅使
⽤仍需要收費，各地⽅政府有制定
收費標準的權⼒

2005年強制移除住址資料的收費規
定，各地⽅政府在三年間共損失了
130萬歐元的收入



丹⿆政府開放住址資料

在2010年的報告中，丹⿆政府推估，在2005 - 2009
年間，開放住址資料所產⽣的價值約有6,200萬歐元，
⽽成本是200萬歐元，包含了130萬歐元地⽅政府補
償

在2009年，有1,236個公私單位使⽤住址資料，其中
有286個是使⽤完整且全國的資料，其中12個是做成
IT產品，共有超過1百萬使⽤者



GeoLytix 零售商展店分析

整合英國政府開放資料
(Ordnance Survey)和⾃⾏收集
的資料，以進⾏零售商店的區位
分析

引入更多影響零售商店業績的因
⼦，以推導更好的展店模式，如
380,000公⾞站位置及乘客流量

切割零售店涵蓋區域的參數，如
較⼤的道路、鐵路和⼤型公園，
以精準分析展店利潤

商業模式建⽴於資訊服務



開放處⽅箋節省健保⽀出

膽固醇藥在英國的⽀出相當⾼，
在 2011-12之間，光是在英格蘭，
英國國民保健署(NHS)就⽀付超
過4億英鎊以上在膽固醇⽤藥

開放處⽅箋讓新創公司
Mastodon C，可以分析醫師如
何開藥

經過資料的分析，了解醫⽣⽤藥
⽅式，並積極地⿎勵醫⽣適度地
改⽤⼀般的膽固醇藥，取代有品
牌的膽固醇藥，NHS將可以省
下超過10億英鎊以上的⽀出



Yelp整合官⽅衛生檢查資料



禽流感擴散動態地圖



OIE禽流感通報報告



禽流感擴散地圖



資料經濟



資料經濟價值



從資料價值到資料經濟



政府開發App效益不及民間10分之1

民間
APP

政府
APP



善用開放資料於資料經濟

歐盟資料經濟著重的三個⾯向
• 經濟⾯

• 發展創新服務

• 開創新商業模式

• 社會⾯
• 改善透明度和課責

• 強化參與

• 性能⾯
• 改善品質

• 改善公共服務的效能



開放資料的效益分析



結語 - 流動的資料

改善資料品質，邁向更為結構化的
開放資料環境

重視資料經濟，創造更多資料價值

公私協⼒，共同解決問題，邁向更
有效率的政府

重視資料科學，培植資料素養

重視個資、隱私之保護



OGC資料標準推動現況

46

基礎標準列表

標準名稱 簡述說明

ARML2.0
擴增實境標記語言：是數據標準⽤來描述和互動擴增實境（AR）的場⾯。利⽤XML語法來描述在場景
中的位置和虛擬對象的外觀。

CityGML 城市地理標記語言：為城市3D模型提供XML編碼。

GML 地理標記語言：為地理數據提供XML編碼。

GeoAPI 提供完整的Java於GIS應⽤之API。

GeoPackage 開放、共⽤，獨立於平台和基於標準的數據，於GIS格式基礎上的SQLite數據庫格式。

GeoSPARQL 地理SPARQL協議和RDF查詢語言：為語義網絡提供地理空間信息的表示與查詢。

GeoXACML 地理空間信息可擴展訪問控制的標記語言

IndoorGML 提供室內導航應⽤程序的通⽤架構框架

KML
Keyhole標記語言：是⼀種基於XML語法標準的標記語言。⽤於在現在的（或未來的）以網絡為基礎的
二維地圖或三維地球瀏覽器上顯示地理數據觀察與測量

OpenLS 開放位置服務接口標準：是⼀種基於位置的服務（LBS），以坐標定位提供服務

OWS OGC Web服務通⽤規範

Moving 

Features
物件移動標準

SWE 感測器網際網路整合架構

SOS 傳感器觀測服務

SPS 傳感器規劃服務

SensorML 傳感器模型語言

SFS 簡單要素規範 - SQL

WaterML 水數據傳輸標記語言：是⼀個技術標準和資訊模型來表示水文的時間序列結構

WCS 網絡地理覆蓋服務：提供對地理覆蓋數據的接入、構造⼦集以及處理

WCPS 網絡地理覆蓋處理服務：為點對點柵格數據的處理和過濾提供⼀個光柵查詢語言

WFS 網路圖徵服務：為檢索或改變要素功能說

WMS 網路地圖服務（WMS）:提供地圖圖像

WMTS 網路圖磚地圖服務：提供地圖切片圖片

WPS 網路處理服務：遠程處理服務

2.⾏動裝置離線
應⽤程序資料庫
結構標準

3. Linked Data
服務介⾯標準

5. 國際水文資
料交換傳輸格式

4. 室內導航標
記語言

1. 3D建物模型
標記語言





物聯網互通標準主要聯盟



中心近年來接觸之國內外標準

智慧城市空間資訊標準

(CityGML)

感測網標準

(OGC SWE)

IOT標準

(OneM2M)

室內定位

IndoorGML

建築資訊模型

BIM(IFC)

WaterML GML

WMS WFS WMTS ….



簡報結束敬請指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