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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與決策

◼ 過去擁有土地、資金等的資本家，因為勞力

及資本密集具有優勢；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

時代，擁有及解讀資訊者掌握絕對優勢。

(Amazon、Google！)

◼ 問題：人類歷史（包括石器時代）各年代的

生存關鍵是什麼？

註：天下文化《人類大命運》

《人類大歷史》。

http://www.bomb01.com/upload/news/original/c29ad198f2f1c77f3b7e7dc8fe636d70.jpg

https://dc-cdn.s3-ap-southeast-1.amazonaws.com/dc-Cover-

lnvgt2570vq42r1c2faocrn1v5-20160310202923.Medi.jpeg





幾本有趣的參考書籍
◼ 《看漫畫，學統計》(2003)，天下文化。

→The Cartoon Guide to Statistics (1993) 

◼ 《統計，讓數字說話》 (1998)，天下文化。

◼ 《統計，改變了世界》 (2001)，天下文化。

◼ 《你管別人怎麼想：科學奇才費曼博士》

(2005)，天下文化。

◼ 《真實的謊言─揭開民調與統計的黑盒子》

(1996)，時報文化。



什麼是大數據？

http://www.abc.net.au/reslib/201204/r926508_9670000.jp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tz55j0J8hIoJRM&tbnid=T03ZhyU6zBZ-5M:&ved=0CAUQjRw&url=http://www.abc.net.au/technology/articles/2013/05/21/3764054.htm&ei=QGMGUva6IIyPkgXtzYDgCQ&psig=AFQjCNG1O4bwYz-u_D0V6M1sVbQThebCjg&ust=1376236721787885


什麼是大數據？

◼大數據2010年由IBM 所提出，涵蓋四個V：

→大量化(Volume)：至少TB及PB以上

→快速化(Velocity)：即時處理

→多樣化(Variety)：視頻、GIS等多樣性

→真實性(Veracity)：資料品質（2014年提出）

註：加入資料分享與傳遞(Visible)後成為「大、

快、雜、疑、轉」；也有人加入價值(Value)

成為新的5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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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容量單位的演變（資料爆炸！）



Analyzing the speech of President Obama (Textmining) 

http://sixminutes.dlugan.com/wp-content/uploads/2009/01/barack-

obama-inauguration-speech-analysis.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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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單字 雙字詞

類別 次數 頻率 類別 次數 頻率

1 的 293 5.48% 我們 86 2.012%

2 我 114 2.13% 台灣 41 0.959%

3 們 90 1.68% 政府 37 0.866%

4 一 75 1.40% 國家 32 0.749%

5 會 74 1.38% 一個 29 0.679%

6 是 70 1.31% 新政 27 0.632%

7 個 66 1,23% 經濟 27 0.632%

8 民 63 1.18% 這個 25 0.585%

9 人 59 1.10% 民主 24 0.562%

10 國 59 1.10% 社會 22 0.515%

第14任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講稿最常出現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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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序
單字 雙字詞

類別 次數 頻率 類別 次數 頻率

1 的 257 4.94% 我們 75 2.590%

2 我 114 2.10% 台灣 47 1.620%

3 們 92 1.77% 產業 34 1.170%

4 國 79 1.52% 國家 24 0.830%

5 人 68 1.31% 發展 24 0.830%

6 會 65 1.25% 未來 20 0.690%

7 在 63 1,21% 國際 20 0.690%

8 一 62 1.19% 社會 19 0.660%

9 是 55 1.06% 全球 18 0.620%

10 要 53 1.02% 一個 18 0.620%

第15任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講稿最常出現字詞



蔡英文總統就職演講稿常見雙字詞

我們
台灣
政府
國家
一個
新政
經濟
這個
民主
社會
產業
發展
未來
國際
全球

第15任第14任



臺灣報紙頭條新聞的用字比較(2012~2019年)

⟪中國時報⟫ ⟪自由時報⟫

卡方指標⟪蘋果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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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魯大學數位人文實驗室「Robots Reading Vogue」

1970 1980



https://miro.medium.com/max/3778/1*zdoQ-oKnWAPBKbUMYYL--w.jpeg



Vogue雜誌的風格趨勢變化



https://cw-image-resizer.cwg.tw/resize/uri/https%3A%2F%2Fstorage.googleapis.com%2Fwww-cw-com-

tw%2Farticle%2F202212%2Farticle-6391b1fe6ffce.jpeg/?w=1600&format=webp

聊天機器人Chat GPT

◼ 聊天機器人Chat GPT可生成類似人類風格

的文字。(Generative Pre-Trained Transformer)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https://ibw.bwnet.com.tw/AC_Gallery/2022/12/8a5213db-5725-b7dc-49f9-f07ae6d2775f.png



深偽技術Deepfake

◼ 深偽技術是「deep learning」和「fake」的

混成詞，以深度學習的演算法，從現有影

片資料製造出逼真的假影片。（假新聞！）

https://obs.line-

scdn.net/0hUI3frC7MCmYOHxxftKB1MTRJCQk9cxllailbZU1xVFEiKxljN

C1MUC1IBlZ3f004Z3hMBSobEVd2Jx1lZixM/w1200

https://obs.line-

scdn.net/0hbSOlZGtYPXxyFSp05BV

CK0pDMQ1Bcyd1UHt7SgUTZUtdO

Xx6SXJuH1dAa1AMLH8oUiYhEgc

QZEhaIy9-GQ/w1200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www.pinterest.com%2Fpin%2F167688786102533739%2F&psig=AOvVaw191BQGep

IMqvj7BKEURwmp&ust=1612364346039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KCkqrm7y-4CFQAAAAAdAAAAABAD

https://media-exp1.licdn.com/dms/image/C4E12AQEZaBlTJLladA/article-cover_image-

shrink_600_2000/0/1520178855524?e=1616025600&v=beta&t=VsCZNHDKnmoUy6sdD0t86DirLkdqM7rNLTGatwMZoSc



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171205/8cb978ed1d064f27a3bd919e95ba1153.jpeg

Value：數據
價值密度相
對較低。
(Datamining)



資訊的價值

 1990年代後期Amazon網站雇用十幾位書評及

編輯，提供推薦閱讀的書單，其銷售量卻比

不上以讀者回饋產生的建議，最後解散書評

團隊。（現在1/3業績來自於電腦推薦。）

 2004美國Walmart開始運用歷史交易記錄，發

現颶風來臨前，手電筒、小甜點Pop-Tarts銷

售量大增。（註：「尿布與啤酒」是另一個

知名範例！）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www.datanami.co

m%2F2016%2F09%2F15%2Fhow-do-you-value-

information%2F&psig=AOvVaw1bnH4g9Tih7P2CxIFmfA47&ust=1669219

044901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BAQjRxqFwoTCODXxoeUw

vsCFQAAAAAdAAAAABAJ



大數據的特性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6%95%B8%E6%93%9A#/media/File:BigData_2267x1146_trasparent.png



大數據的幾個基本特性

◼ 除了數量龐大，有人認為大數據還有以下幾

個特性：

→「樣本 =母體」

→不精確且含有雜訊的資料

→相關性而非因果關係

註：你/妳認同哪些特性？

http://mmdays.com/wp-content/uploads/2013/03/Bigdata.jpg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docid=tz55j0J8hIoJRM&tbnid=T03ZhyU6zBZ-5M:&ved=&url=http://www.1to1media.com/weblog/2013/03/the_first_rule_of_big_data.html&ei=xGQEUrXDCIm7kgXt84HYDg&psig=AFQjCNG-WlR5BcifuRN0qi3S65OpB-kwdA&ust=1376106052185139


關連性vs.因果關係
◼ 光由數量分析無法決定因果關係，就如小學

生的腳丫大小與拼字能力，其中可能存在潛

在變數(Latent Variable)。

◼ 巨量資料及電腦科技的進步，使得尋找關連

性更為可行。

→美國包裹快遞公司(UPS)從2000年開始實施

預防性維修(Preventive Maintenance)；

→紐約市根據過去人孔蓋維修記錄，預測哪些

地方有較高的損壞機會(2010 Wired)。



大數據的分析考量

◼ 分析大數據需兼顧兩個層面：技術、知識

(Technical Expertise Component & Functional 

Knowledge Component)，涵蓋以下四個項目：

→Data Acquisition；（領域相關知識）

→Data Processing；（資訊量化）

→Data Management；（SQL等資料管理）

→Data Mining/Analysis.（資料採礦）



◼全臺灣有 2172 萬的網路用者，約 91% 人口；

活躍的社群平台用戶高達 2135 萬，約 89.4%。

→每日上網 8 小時 7 分鐘，1/4用於社群媒體。

https://i.ytimg.com/vi/tmPebP_ca7A/maxresdefault.jpg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www.bnext.com.tw%2Farticle%2F68265%2Fsocial-media-platform-marketing-guide&psig=AOvVaw3ALkTSqLH1w7UQV8GvGAkb&ust=1669219414286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BAQjRxqFwoTCLDL3beVwvsCFQAAAAAdAAAAABAU

資料分享與傳遞（特性之一）



https://i.ytimg.com/vi/tmPebP_ca7A/maxresdefault.jpg

全球最常使用社群軟體(2022)

https://www.jezweb.com.au/wp-content/uploads/2020/09/How-to-create-a-social-media-marketing-strategy-1200x556.png



https://www.pewresearch.org/internet/wp-content/uploads/sites/9/2021/04/PI_2021.04.07_social-media_0-02a.png

社群軟體也有代溝？



雲端儲存資料更為普遍

https://www.synopsys.com/content/dam/synopsys/designware-ip/diagrams/converg-cloud-comp-fig1.jpg.imgw.850.x.jpg



https://www.cisco.com/c/en/us/solutions/collateral/executive-perspectives/annual-internet-report/white-paper-

c11-741490.html

機器對機器(Machine to machine, M2M）

機器裝置間在無需人爲干預下，直接透

過網路溝通而自行完成任務。

未來趨勢：機器對機器。。。



https://infobeautiful4.s3.amazonaws.com/2019/02/static_winner.png

第五個V：資料視覺化(Visualization)



https://mrmad.com.tw/wp-content/uploads/2020/02/wuhan-escape-worldpop-analysis-roadmap.jpg

武漢大逃亡Worldpop分析路線圖



台灣2014~18年鄉鎮市區癌症死亡SMR

註：標準死亡比(SMR, Standard Mortality Ratio)可視為死亡率比值。

女性

六輕

男性



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wiki.js.diglife.coop%2Fdecentralization&psig=AOvVaw2XxOJq45USEqwNiXrAM

UC1&ust=1670237800946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BAQjRxqFwoTCMCf_aXn3_sCFQAAAAAdAAAAABAS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a/From_hierarchy_to_decentralisation_400px.png



另一個特性：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Decentralization)是一種現象或結

構，出現在眾多用戶或眾多節點的系統，每

個用戶都可連接並影響其他節點。

https://steemit.com/bitcoin/@rashidkhattak/what-is-cryptocurrency-and-why-decentralization-is-in-important-in-cryptocurrency



參考來源：https://ithelp.ithome.com.tw/articles/10075017

金融交易是「中心化」的典範
◼關於金融交易的幾個問題：

→誰賦予貨幣(如：台幣1000元)的價值？

→貨幣價值由誰保障？



資料來源：https://tw.appledaily.com/new/realtime/20160726/915101/



去中心化與金融保險的發展

◼金融科技(Fintech)與保險科技(Insurtech)

→金融科技：創造新的模式、業務、流程與

產品，包括前端產業及後臺技術。例如：

互聯網和移動支付、網路信貸、區塊鏈。

→保險科技：產品、銷售通路、核保、理賠、

後台作業與客服等傳統價值鏈，都將被保險

科技帶來的創新徹底顛覆。



資訊解讀的價值

https://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Bkpu7v5XiAhVLEqY

KHRnkCLAQjRx6BAgBEAU&url=https%3A%2F%2Fwww.datanami.com%2F2016%2F09%2F15%2Fhow-do-

you-value-information%2F&psig=AOvVaw20ofNnCNEO0Ay9m6JOzOUm&ust=1557733408183241

• Data Mining

• Big Data

• Predictive 

Analytics

•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Machine 

Learning



資訊與知識的價值(資料採礦)

◼ 資料挖掘(Data Mining)的範例：＄＄＄＄

→協助超級市場促銷及陳設商品。

 

 

 

 

 

Customer1
Customer2

Customer3

Milk, eggs, sugar, bread
Milk, eggs, cereal, bread 

Eggs, sugar

數據分析的噱頭！？



沃馬特量販店(Wal-Mart)

◼ 沃馬特最先蒐集、分析顧客資料，並以整
理所得的資訊，提高銷售業績。

→分析發現美國消費者在週末購物時，許多
人會同時購買尿布及啤酒。

◼ 問題：為什麼這兩種商品會一起購買？又
如何將這份資訊轉變為業績？
註：沃馬特從美國西南部發跡，剛開始只是
一家五金行，現在已是全美最大的百貨零
售業者。



「尿布與啤酒」的延伸價值

◼ 尿布與啤酒屬於關連性(Association)的關係，

與常見的因果關係(Causality)不同。

◼ 關連性的價值未必低於因果關係，像是尿

布與啤酒的關連，可用於：

→商品定價與促銷；

→商品擺設（商場動線）；

→商品倉儲。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jborden.com%2F2018%2F12%2F07%2Fbeer-

and-diapers-the-perfect-couple%2F&psig=AOvVaw10ocy6RBakYg2BMvEah-

qp&ust=1615179648379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AIQjRxqFwoTCLiYiaOzne8CFQAAAAA

dAAAAABAD



◼ 商品定價與促銷

→尿布及啤酒的定價（如：打折）

→如何促銷尿布及啤酒以外的商品

◼ 商品擺設（商場動線）

→尿布、啤酒兩種商品的相對位置

→熱銷商品如何擺放

◼ 商品倉儲

→何時進貨（購買資訊？）

賣場如何應用資訊？



寶可夢旋風也能帶來商機嗎？

參考資料：https://tw.news.yahoo.com/%E5%8F%B0%E5%8D%97%E5%A1%9E%E7%88%86-

%E5%B0%8F%E9%BB%83%E7%B4%99%E6%A2%9D%E6%9B%9D-%E9%BE%9C%E9%80%9F%E5%8E%9F%E5%9B%A0-

%E7%B6%B2%E7%AC%91-%E4%B8%8D%E5%8F%AD%E4%BD%A0%E4%BA%86-14334281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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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kémon GO Safari Zone in Tainan (寶可夢台南狩獵區)：估計主
場都會公園奇美博物館有8萬人，大台南全區16萬人，連續五天活

動總計主場有56萬人次，台南全區100萬人次。 六億商機！！
今日新聞NOWnews記者陳聖璋 2018年11月5日



「老大哥在看著你」
(Big Brother is Watching You) 



大數據也有黑暗面

◼ 資訊蒐集對隱私造成威脅（類似歐威爾的

小說「1984」）；

◼ 避免迷信因果關係而做出「預防性的懲罰」

（例如：「關鍵報告」）；

◼ 類似「訴諸權威」的誤謬，因為迷戀資料

分析、濫用、以致於形成「資料獨裁」，

或是「大數據的傲慢與偏見」。

→「考試成績並不等於真正的學識」！

46



資料獨裁 vs. 資料驅動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使用大數據的建議
◼ 監管大數據的三個策略：

→個資保護由「個人同意制」，轉成資料使

用者的「使用責任制」；

→運用大數據時，需尊重個人的「能動性」
（Human Agency; 政府對人民的判斷是基於實際的行

動，而非大數據分析的預測）；

→培養「演算學家」以處理大數據的審計師。

註：除了現有量化分析人員，公司也需積極

培養大數據的專家（IT、分析師等）。
48



◼ 不確定性：It’s Difficult to Make Predictions, 

Especially About the Future.



資料分享的副作用

◼ Facebook社群軟體盛行也帶來負面效應，除

了個人資料安全疑慮，害怕與人接觸的社

交恐懼症 (sociophobia)日趨嚴重。

→擔心自己遭受社會遺忘或淘汰；

「滿紙荒唐言，一把辛酸淚！都云作者痴，
誰解其中味？」

→人際關係的疏離（虛擬vs.實際）；

「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為有處有還無」
→私刑（人肉搜索）、扮演法官。



科技來自於或是改變人性？

◼ 「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是Motorola知名的

廣告用詞，強調其產品根據人性因素設計。

→科技也改變了我們的生活，但是否會改變人

們的思維模式、甚至人性？

https://scontent-lga3-

1.cdninstagram.com/v/t51.2885-

15/sh0.08/e35/s640x640/70025765_48

0213932560518_60849482414544884

87_n.jpg?_nc_ht=scontent-lga3-

1.cdninstagram.com&_nc_cat=106&_n

c_ohc=nGAHr_5D4wEAX-

ZkqE8&oh=c1b19989c814908e98200e

4b0759d6c5&oe=5EA54259



大數據等於一切？
◼無限母體 vs. 有限母體

→再多的資料還是樣本！（如消費者行為）

◼資料品質仍是主要關鍵！

→人工智慧（AI）仰賴好的訓練資料，尋找

背後的規則及趨勢（如 alphago）。

→Google Flu Trends透過搜尋引擎的「關鍵

詞」，比美國疾管局（Center of Disease 

Control; CDC）更早偵測出流感盛行。

→族群及關鍵詞、從眾效應(Bandwagon effect)



大數據研究的建議

◼ 統計學家（&資料科學家）的專業技能

→與人溝通、與資料溝通(data sense)、與專

業溝通、與電腦（機器）溝通。
◼ 增加專業領域間的溝通平台與機會

→如何結合人與機器？

→「多樣性」（物種、知識）是重要資產，

不少發現源自其他角度的思維。

（馬爾薩斯《人口論》與達爾文、馬克斯）



什麼是統計?

http://farm2.static.flickr.com/1281/4669551487_34496c71aa.jpg https://www.google.com/url?sa=i&url=https%3A%2F%2Fwww.canstockphoto.com%2Fbright-statistics-illustration-

35101794.html&psig=AOvVaw10rqxE16qvmWwyShbVj6ml&ust=1672757240051000&source=images&cd=vfe&ved=0CBAQjRxqFwoTCP

CagpCRqfwCFQAAAAAdAAAAABAJ



商學院有3G （三「計」）

會計⎯很快忘記！

經濟⎯經常忘記！！

統計⎯通通忘記！！！

註：為什麼這三門課特別棘手，統計

似乎最難上手？



什麼是統計?

◼ 統計學是研究定義問題、運用資料蒐集、

整理、陳示、分析與推論等科學方法，

在不確定(Uncertainty)情況下，做出合

理決策的科學。



學習統計的幾個要素

◼ 解決問題大致有以下幾個要素：

→如何定義、測量？(e.g. Variable Format, 

Data Collection)

→如何判斷、取捨？(e.g. Estimation, 

Prediction, Testing)

→如何詮釋、增加附加價值？(e.g. Utility, 

Decision)



如何從龐雜訊息中篩選資訊？

◼ 訊息產生及傳播方式愈趨大量多元，如何

篩選、整理、分析變得更加困難。

Mark2165潛水
一年多，選前
才頻發文。

https://www.cw.com.tw/article/5093610

https://www.wittenberg.edu/sites/default/files/styles/boxlarge2x/pu

blic/2020-05/Insta%20Fake%20News.png?itok=16pf5u7H



◼ 2004年九月底某學校公布使用手機的肇事

率，發現在車內用免持聽筒打電話，比用

手持聽筒還要危險。

→由於民眾以為使用免持聽筒就能夠一面開

車、一面通話，但往往更容易分心，肇事

率比用手持聽筒高出將近1倍。

→你/妳覺得這裡有甚麼疑問？

報紙上常看到的敘述！



定義問題

蒐集資料

分析資料

詮釋結果

解決問題(Problem Solving)流程

https://www.oneeducation.org.uk/course/creativity

-and-problem-solving-skills/







馬克吐溫對統計的想法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lies:

Lies, 

Damned lies, 

and  Statistics!!
by Benjamin Disraeli (英國首相)



https://www.scotworkusa.com/media/5482/2020_07_27-lies.jpg



https://image.cache.storm.mg/styles/smg-800xauto-er/s3/media/image/2020/03/25/20200325-022724_U8719_M601086_bc91.png?itok=J3VDOw87

女性約41.6%

(= 47/113)

(立委年齡)



https://image.cache.storm.mg/styles/smg-800xauto-er/s3/media/image/2020/03/25/20200325-

022724_U8719_M601089_98d1.png?itok=UFe0kvWz

https://image.cache.storm.mg/styles/smg-800xauto-er/s3/media/image/2020/03/25/20200325-

022724_U8719_M601088_bd60.png?itok=xcecF5tv

◼ 適合度的定義？
◼ 分布均勻嗎？(0.4678)



什麼是統計?

◼統計學是研究定義問題、運用資料蒐集、

整理、陳示、分析與推論等科學方法，在

不確定(Uncertainty)情況下，做出合理決

策的科學。

註：通常由部分資料（「樣本」Sample）推

敲出整體（「母體」Population）的特性。



為什麼需要文學？了解文學、接近文學，對

我們形成價值判斷有什麼關係？如果說，文學

有一百種所謂「功能」而我必須選擇一種最重

要的，我的答案是：德文有一個很精確的說法

「macht sichtbar」，意思是「使看不見的東西

被看見」。在我自己的體認中，這就是文學跟
藝術最重要、最實質、最核心的一個作用。

──龍應台

文字分析：觀念的視覺化

https://as1.ftcdn.net/jpg/02/12/48/84/500_F_212488495_u7CidAoTfSgxCCuliJ2rft28RhI7z9Uj.jpg



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c/c4/Scatter_plot.jpg



緯度與死亡率的關係（台灣SMR）



六都1998-2018年男性標準死亡比



美國2022年萊姆病預測(Lyme disease,壁蝨)

https://cdn.sanity.io/images/0vv8moc6/dvm360/61f31ca50c188b281425ffd6eb68c5d73f2b6355-1390x852.png



73來源：Once Upon a Crime: Towards Crime Prediction from Demographics and Mobile Data

倫敦地區的犯罪熱點(Hot Spots)：空間統計(霍亂)



https://encrypted-

tbn0.gstatic.com/images?q=tbn:ANd9GcSh_go8YV

CyyZvQsr7UBFWtJ66b1GW2cN0Rlg&usqp=CAU

John Snow ＆
Spatial Analysis

https://encrypted-

tbn0.gstatic.com/images?q=tbn:ANd9GcTUhpPXin7G9FYiZDkwcle2ZV1YIoqMC

Ern2g&usqp=CAU

巴黎48個行政區的霍亂熱區圖
Charles Picquet



圖形與表格

◼ 除了基本的敘述統計量外，圖形與表格
可以輔助判斷資料的特性。

→常見的圖形：Boxplot、Histogram

◼ 這些圖表看似簡單，但仔細判讀仍可發
現重要訊息，甚至不需進階統計分析，
即能約略猜出分析的結論。

註：A picture is worth a thousand 
words!



https://www.facebook.com/TheNewsLens/posts/985939368142219/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27-opinion-britishandeu/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627-opinion-britishandeu/



Source:   http://www.rapides.k12.la.us/nitro/visual_literacy.htm

圖形有時描述地更傳神！



Source:   http://rbonini.files.wordpress.com/2007/06/200706290853.jpg



https://www.bigskyassociates.com/hs-fs/hub/283820/file-2615489650-

jpg/statistical-modeling-methods-for-security-data-

analysis.jpg.jpg?width=217&name=statistical-modeling-methods-for-

security-data-analysis.jpg.jpg

https://corticare.com/wp-content/uploads/revslider/home-new/clinical-trials-bg.jpg

如何建立模型？



量化模型

◼ 透過量化模型描述觀察結果：

或是

◼ 數量化模型的關鍵：

→量化目標值 y：定義問題！

→選取關鍵變數：

→建立量化模型：統計學習、機器學習。
1 2, , , px x x

觀察現象 =模型 +誤差

y = f(x) + error；觀察值 =訊號 +雜訊



觀察現象 =模型 +誤差

https://blog.solidsignal.com/wp-content/uploads/2018/03/expclas1.gif



https://lianhaimiao.github.io/images/recSysSummary/Structure.jpg

推薦系統(Recommendation System)分析流程

目標變數Y

解釋變數X

（個人特質）



解決問題的考量因素？

◼ 生活上遇到問題時，解決過程大致包括：

→確定問題目標及需求 ；

→蒐集相關資訊 （資料來源、資料可信度、

資料量及其品質）；

→資料整理、分析比對；

→決策評估標準 （不同決策衍生出的優

勢及劣勢、短期及中長期的影響）。

Y

X

f(X)



https://i0.wp.com/timoelliott.com/blog/wp-

content/uploads/2013/07/turkey-predictive-analytics.png?ssl=1

黑天鵝理論
Black Swan Theory

https://cdn.techinasia.com/wp-content/uploads/2016/10/bs1.jpg

Q：灰犀牛理論？



祝大家學習愉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