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數據的世界保持領先
參加我們的數據管理評估，了解您可以為您的
組織進行哪些有益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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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測試
您的組織產生大量數據，並且也需要處理這些數
據。每個部門都要負責，但有些會認為自己在分
享數據上需要負的責任較 IT 部門小。

有些組織在處理這些數據上準備比較周全。近 
80% 在數據管理上領先的決策者都非常有信心，
認為自己的組織能從數據中獲取有意義的分析內
容；表現最差的則只有 1% 有信心。

但您怎麼知道組織需要什麼才能領先群雄呢？
參加我們的數據管理評估，看看您和您的部門可以進行哪些改
變，刺激並帶動業務發展。

在數據的世界保持領先

1	 您多有信心您的組織可以管理所有的數據，產出有用的分析內容呢？
	 請勾選以下最符合的敘述

非常有信心 中等有信心 還好 稍微無信心 完全無信心

4	分 3	分 2	分 1	分 0	分

2	 我的部門透過以下方式從數據中獲得分析內容 以下敘述中，請勾選所有您認為適用貴組織的所有敘述

使用視覺化主頁分析特
定資料集

使用數據管理策略 使用人力發掘與回報
流程

使用人工智慧/機器學習
引擎協助發掘模式、趨勢
和異常

責任清楚、角色與紀錄
明確

3	分 1	分 0	分 3	分 1	分

3	 我的組織提供 以下敘述中，請勾選所有您認為適用貴組織的所有敘述

針對新舊威脅，定期
進行員工訓練

安全性工作坊，聚集
不同業務部門人員

針對如何安全使用
裝置和連結進行實
作訓練

創新的誘因，提倡安
全性最佳做法

針對新威脅型態和
最佳做法進行安全
性團隊訓練

1	分	 1	分 1	分 1	分 1	分 1	分

線上學習，針對紀錄管
理和數據品質流程

		1	 2	 3		 總分

您的組織表現如何？將分數加起來就知道了。

17-18 10-16 3-9 0-2
數據領導者	 數據採用者	 數據追隨者	 數據落後者

那麼，這對您的組織代表著什麼呢？閱讀相關段落來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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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組織最有信心能管理龐雜數據並從中創
造有意義的分析內容。

您從數據取得分析內容的流程完全自動化， 
使用的科技也是最新穎的。您的組織採取 
積極做法，教導員工了解數據責任。

數據領導者和其他組織的差別在哪呢？
您的組織在產生有意義的分析內容和正確管理數據上領
先 90% 的組織。您的組織有能力成功處理業務關鍵數
據。

是什麼讓您的組織在數據管理中處於領先地位呢？
您會發現處理業務關鍵數據並無管理困難（圖一）。

這樣的好處非常大。您有能力做自己最擅長的：創新、整
合，並實施新科技和做法。已有科技自動化取得數去分析
內容。

這也讓您的部門有信心，相信貴組織持有的數據安全無虞
（圖二）。

您非常有信心，認為組織持有的數據安全無虞。自動化流
程省去人為錯誤，保護您的數據不會受到損害。您可以綜
覽大局。

您了解安全的數據管理對組織名聲十分重要（圖三）。 
在您下面的組織可能就不一定同意您了。

數據領導者

成熟組 

數據落後者

數據追隨者

數據採用者

數據領導者

圖一
認為以下領域產生的數據可完全掌握的	LOB	決策者

成熟組

數據落後者
數據追隨者

數據採用者
數據領導者

%

18
36

53

36

13

39

25

14
30

50

44
49

表示系統日誌/監控警報
產生的數據可完全掌握
的	LOB	受訪者

表示財務報表產生的數
據可完全掌握的	LOB	

受訪者

表示第三方數據產生的數
據可完全掌握的	LOB		

受訪者

%

69

21

91

43

圖三
認為安全的數據管理對其組織名聲非常重要的	LOB	決策者

圖二
非常有信心，認為組織持有的數據安全無虞的	LOB	決策者

成熟組 

數據落後者

數據追隨者

數據採用者

數據領導者

%

56

7

8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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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領導者的下一步
是什麼？
隨著您每天處理的數據量增加，
在數據管理上維持領先地位非常
重要。
我們能帶來成效的前三大焦點領域。

一 三
聚焦長期數據目標。成功的數據策略
建立在可量測的短期和長期目標上，
並可套用至您組織的目標。將您的策
略向上建立。在數據量持續成長下，全
方位思考並聚焦您業務的長期數據管
理目標。

持續教育您的員工。提供一年兩次的
進修訓練，確保隨著流程演進，員工
持續對分析內容有信心。持續教育能
讓員工有能力連結數據並做出更精
闢的決策。

二
每季評估您的自動化科技。目前可能
足夠了，但隨著您須處理的數據增
長，科技評估可找出現存和潛在缺
口。定期審查您的數據管理流程，維
持業界的領先地位。

來場虛擬體驗，看看	Oracle	自主資料
庫可以如何協助您發揮您組織的智
能連結數據潛力。

點此註冊	Oracle Cloud	試用，看看您和您
的部門可以如何制定未來目標，實現革新
數據管理的效益。

觀看網路研討會，看看您和您的部門
可以如何從即時數據中獲得有用的分
析內容，改善決策。

https://www.oracle.com/tw/database/accelerate-autonomous/quick-tour-form.html?sourc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QT&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QT
https://www.oracle.com/tw/database/accelerate-autonomous/quick-tour-form.html?sourc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QT&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QT
https://www.oracle.com/tw/database/accelerate-autonomous/quick-tour-form.html?sourc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QT&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QT
https://myservices.us.oraclecloud.com/mycloud/signup?language=zh-tw&sourceTyp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TR&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TR
https://myservices.us.oraclecloud.com/mycloud/signup?language=zh-tw&sourceTyp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TR&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TR
https://myservices.us.oraclecloud.com/mycloud/signup?language=zh-tw&sourceTyp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TR&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TR
https://www.oracle.com/tw/database/accelerate-autonomous/find-answers-in-data-webinar.html?sourc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WB_1&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WB_1
https://www.oracle.com/tw/database/accelerate-autonomous/find-answers-in-data-webinar.html?sourc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WB_1&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WB_1
https://www.oracle.com/tw/database/accelerate-autonomous/find-answers-in-data-webinar.html?sourc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WB_1&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WB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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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組織早已在數據管理自動化的路上了。組
織已在管理數據和產生有意義分析內容上有些
信心，且已採取行動教導員工了解數據責任。

數據採用者和其他組織的差別在哪呢？
您的組織在正確管理數據和產生有意義的分析內容上領
先 50% 的組織。這是個不錯的位置，但您應該致力邁向前 
10%，達到更有力的位置。

是什麼讓您的組織在數據管理上位於領先的位置呢？
對於數據採用者組織，業務關鍵數據通常可完全掌握且 
安全無虞。仍有進步空間，但離成為數據領導者不遠了 
（圖一）。

自動化流程減少人為錯誤，協助您的組織更有效確保數據安
全並管理數據（圖二）。

但，是什麼阻礙您成為數據領導者呢？
沒看到大局，不知道這些過渡變化可能代表著弱點。安全的
數據管理策略對您的名聲至關重要（圖三）。

數據採用者

圖三
認為安全的數據管理對其組織名聲非常重要的	LOB	決策者

成熟組 

數據落後者

數據追隨者

數據採用者

數據領導者

成熟組

數據落後者
數據追隨者

數據採用者
數據領導者

圖一
認為以下領域產生的數據可完全掌握的	LOB	決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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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13

39

25

14
30

50

44
49

表示系統日誌/監控警報
產生的數據可完全掌握
的	LOB	受訪者

表示財務報表產生的數
據可完全掌握的	LOB	

受訪者

表示第三方數據產生的數
據可完全掌握的	LOB		

受訪者

圖二
非常有信心，認為組織持有的數據安全無虞的	LOB	決策者

成熟組 

數據落後者

數據追隨者

數據採用者

數據領導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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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80

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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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採用者的下一步
是什麼？
名聲、受過訓的員工，以及最新的
自主科技是關鍵。
我們能帶來成效的前三大焦點領域。

在數據的世界保持領先

一 三
為您的數據建立目標。成功數據策略
的基石在於可量測的短期和長期目
標，並可套用至您部門的目標。將策
略向上建立並聚焦短期數據管理目
標，處理持續增長的龐雜數據。

持續教育您的員工。提供一年兩次的
進修訓練，確保員工跟上不斷演進的
數據管理要求。這會讓您的員工對數
據處理、連結數據和分析內容，以及
做出更精闢的決策，邁向自動化未來
充滿信心。員工的例行工作也會有所
改善：減少人工管理，並能花更多的
時間在對部門重要的事情上。

二
引進獲取數據分析內容的自動化科
技，已讓您的組織不會因為人為錯誤
而蒙受資料遺失的風險。但您的科技
是否能做到您想要它完成的每件事？
每季評估您的新科技，找出數據管理
流程上的殘存缺口並完全消除漏洞。

來場虛擬體驗，看看	Oracle 自主資料
庫可以如何協助您發揮您組織的智
能連結數據潛力。 觀看網路研討會，看看您和您的部門

可以如何從即時數據中獲得有用的
分析內容，改善決策。

點此註冊	Oracle Cloud	試用，看看您和您
的部門可以如何制定未來目標，實現革新
數據管理的效益。

https://www.oracle.com/tw/database/accelerate-autonomous/quick-tour-form.html?sourc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QT&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QT
https://www.oracle.com/tw/database/accelerate-autonomous/quick-tour-form.html?sourc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QT&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QT
https://www.oracle.com/tw/database/accelerate-autonomous/quick-tour-form.html?sourc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QT&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QT
https://www.oracle.com/tw/database/accelerate-autonomous/find-answers-in-data-webinar.html?sourc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WB_1&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WB_1
https://www.oracle.com/tw/database/accelerate-autonomous/find-answers-in-data-webinar.html?sourc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WB_1&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WB_1
https://www.oracle.com/tw/database/accelerate-autonomous/find-answers-in-data-webinar.html?sourc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WB_1&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WB_1
https://myservices.us.oraclecloud.com/mycloud/signup?language=zh-tw&sourceTyp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TR&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TR
https://myservices.us.oraclecloud.com/mycloud/signup?language=zh-tw&sourceTyp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TR&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TR
https://myservices.us.oraclecloud.com/mycloud/signup?language=zh-tw&sourceType=: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TR&intcmp=:ow:o:h:mt:RC_APMK191122P00068C0007:JC20_AAULOB_W3_TN_CS_RR_OP_T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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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組織已在更自動化環境的路上，但是在
數據處理上，對於完全擺脫人工流程缺乏信
心。

您已經開始採取基本做法，教育員工了解數
據責任，並且也已經有所進展，但您還在初期
階段。

數據追隨者和其他組織的差別在哪呢？
您的組織在從數據中產生有意義分析內容和正確管理上落
後 50% 的組織。易受人為錯誤和潛在資料遺失影響。

那麼原因是什麼呢？
處理數據安全性是邁向更自信、更有效的數據管理的第一
步。這能讓您的不能更有信心管理業務關鍵數據（圖一）。

您較不會認為您可完全掌握業務關鍵數據的某些要素 
（圖二）。仍有段進步空間，在這之前您的部門無法完 
全自在。將目標位置設定在領先您的組織上。

數據追隨者

圖二
認為以下領域產生的數據可完全掌握的	LOB	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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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非常有信心，認為組織持有的數據安全無虞的	LOB	決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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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系統日誌/監控警報
產生的數據可完全掌握
的	LOB	受訪者

表示財務報表產生的數
據可完全掌握的	LOB	

受訪者

表示第三方數據產生的數
據可完全掌握的	LOB		

受訪者成熟組

數據落後者
數據追隨者

數據採用者
數據領導者

在數據的世界保持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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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追隨者的下一步
是什麼？
您的組織可以做出很多改變，讓自
己更有效管理數據、產生有意義
分析內容。
我們能帶來成效的前三大焦點領域。 

8

一
持續減少取得數據分析內容的人工
流程，邁向自動化流程。買家團體（包
括管理者、公司高層、部門主管和開
發人員）是評估和選擇數據管理解決
方案提供者的關鍵。這個決策流程會
讓您較不易受影響，並可減少因人為
錯誤造成的資料遺失風險。

來場虛擬體驗，看看	Oracle	自主資料
庫可以如何協助您發揮您組織的智
能連結數據潛力。

持續教育員工，並和其他部門合作，
引進數據管理最佳做法。讓員工有能
力做出更精闢的決策，邁向自動化未
來。員工例行工作也可以有所改善，
減少人工管理，並能花更多時間在創
新上。

二

觀看網路研討會，看看您和您的部門
可以如何從即時數據中獲得有用的
分析內容，改善決策。

三
為您的數據建立目標。成功的數據策
略建立在可量測的目標上，並和您的
行銷目標一致。持續進行數據盡職調
查確保其正確性，並為獲取有用的分
析內容奠定基礎。建立並實施策略將
帶來實質利益。

點此註冊	Oracle Cloud	試用，看看您和您
的部門可以如何制定未來目標，實現革新
數據管理的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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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的組織最沒有信心能管理數據、獲取有用分
析內容。您使用冗長和人工流程，且角色和責
任明顯缺乏清楚劃分。缺乏員工教育。

數據落後者和其他組織的差別在哪呢？
您的組織在管理數據和產生分析內容上落後 90% 的組織。
使用人工流程讓您的組織易受人為錯誤和資料遺失的影響。

為什麼會這樣呢？
您較不會認為您可完全掌握業務關鍵數據的某些要素 

（圖一）。自動化流程能協助您管理持續增長的數據。加強
數據安全性的問責能協助您有所進展（圖二）。

對組織數據安全性缺乏信心對您的部門造成阻礙，無法管
理數據。基本做法和訓練如何負責任地處理數據為必要。

數據落後者

成熟組 

數據落後者

數據追隨者

數據採用者

數據領導者

圖二
負責保護數據安全的	LOB	決策者

圖一
認為以下領域產生的數據可完全掌握的	LOB	決策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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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53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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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25

14
30

50

44
49 %

52

17

67

31

表示系統日誌/監控警報
產生的數據可完全掌握
的	LOB	受訪者

表示財務報表產生的數
據可完全掌握的	LOB	

受訪者

表示第三方數據產生的數
據可完全掌握的	LOB		

受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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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落後者的下一步
是什麼？
有很多可以增加價值的空間。擺脫
單調的數據管理流程會是個很好
的起點。
我們能帶來成效的前三大焦點領域。

一 三
為您的數據建立目標。成功數據策略
的基石在於可量測的短期和長期目
標，並可套用至您部門的目標。從基
本做起，下一季開始整理好擁有的
數據、刪除重複的條目，並進行盡職
調查確保其正確性。這會讓您奠定基
礎，建立管理數據的信心。

教導您的員工。提供員工最佳做法的
相關知識。員工會開始更小心處理數
據，並做出更精闢的決策，邁向自動
化的未來。不只如此，員工例行工作
也可以有所改善，減少人工管理，並
能花更多時間在對您的部門重要的
事情上。

二
擺脫人工流程，邁向自動化流程取得
數據分析內容。集合買家團體，包括
管理者、公司高層、部門主管和開發
人員，共同評估數據管理解決方案提
供者。去除人為錯誤的風險，逐步成
為數據追隨者。

點此註冊	Oracle Cloud	試用，看看您和您
的部門可以如何制定未來目標，實現革新
數據管理的效益。

觀看網路研討會，看看您和您的部門
可以如何從即時數據中獲得有用的
分析內容，改善決策。

來場虛擬體驗，看看	Oracle	自主資料
庫可以如何協助您發揮您組織的智
能連結數據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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