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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 + 金融」思維

大數據是一門跨領域知識，以往

討論內容都偏技術面，像 Hadoop、
MapReduce、Pig等技術名詞，不僅讓
人聽得一頭霧水，也築起心理障礙，似

乎只有搞電腦科學的人才能從事大數

據相關工作。在數據時代，真正能彰顯

大數據並獲得成功的案例畢竟是少數，

我們都冀望掌握數據、提升技術及思

維，轉化創造「大價值」，然而，實務

執行上都面臨著嚴重的阻礙 : 

★數據層面：結構化數據、半結構化數

據以及非結構化數據共存是目前金

融機構面臨的數據問題。

★技術層面：絕大多數傳統金融機構面

臨新的技術難題，傳統的分析方法

2018 年翻轉大數據

滾動新商機

難以適應大數據的管理需要，如非

結構數據處理，我們需要更有效的

數據挖掘演算法人才。

★思維層面：國外對大數據的利用大多

圍繞風險控管、營運管理和產品銷

售支援。國內起步較慢，目前「市

場需求細分」和「虛實通路整合價

值」已得到國內金融行業的較普遍

認識。

大數據尚有很多待發掘的價值，

接下來，我們來說明，如何試著讓這件

事「簡單化」，利用大數據融入彰化銀

行營運、提升工作效率，同時幫助銀行

進行業務拓展增加營收、產品行銷規劃

及獲取潛在客戶，透過新的數據開闢新

的商業模式。

陳香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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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數據從哪來？

政府持續擴大開放資料，國發會

提供一份最新資料統計顯示，在所有已

開放的政府資料集當中，瀏覽人數最多

的前幾名資料，依序分別是「iTaiwan
公共免費無線上網熱點」、「實價登錄

批次資料」、「電影」、「政府開放資

料集清單」、「公司設立登記清冊」、

以及「大專校院名錄」等，除少部份

資料集提供有應用程式介面（API）及
系統介接程式，方便開發使用者的進

階應用外，大部份政府開放資料皆是

以 CSV、XML及 JSON等格式為主。
然而，當所有金融業都做了這件事，一

組一組的礦工在這無償的資料努力的

尋寶，利用政府開放資料搭配視覺化地

理呈現，同樣商業模式的產出似乎也漸

乎微不足道。因此，今年度我們重新審

視行動方案，嘗試走出不一樣的解決方

案。

只做第一 不能唯二

2018年度，我們重新定位大數據
發展策略，在外部數據的蒐集，朝向各

大公開網站，不再被動的受限政府部

門資料，數據採集過程中，另闢戰場，

走出與其他銀行不一樣的數據價值，

並與業管單位保持密切即時且對等的

溝通與協調。新世紀新原油，有工具、

有人才，誰有本事挖掘就有無限商機。

在大數據新開源軟體支援下，本行自行

開發爬蟲程式，獲取以往網頁資料使用

Ajax技術難以取得完整資訊，Xpath定
位解決網頁上的元素和屬性，利用軟件

包 Selenium解決傳統網頁擷取需要下
拉刷新才能抓取資料，Selenium解決
阻擋 IP 位址，同時再加入 pytesseract
解決網頁文字驗證碼的問題。現今，處

理大數據的可行性越高、成本不斷減

少，使得效率越來越高，從而造就了新

的大數據商業智能。

在 2018年，完整蒐集「公開資訊
觀測站」、「進出口實績」、「司法

院判決書」、「台灣經濟新報」、「醫

療器材商業同業公會」、「台灣採購

公報」、「政府電子採購拒往名單」、

「工具機暨零組件工業同業公會」等公

開網站重要客戶資訊，將行外數據媒合

行內資料倉儲。目前各銀行在大數據的

發展，在跨出第一步時都是將公開資料

進行業務的「疊合分析」，產出新的火

花，找出未被妥善服務的潛在客群，真

正反應客戶在行外的實體表徵。以往，

資料來源：政府資料開放平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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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最常做的就是付費透過聯合徵信

中心 JCIC 得知客戶在其他銀行的其他
財務、信用表徵；現在，我們可以利用

Open Data，「無償」及「免費」的使
用這些資訊，試想，當我們的競爭對手

都已經在努力的耕耘這些公開資料，我

們一定要充份運用這些免費的外部資

料，發揮業務的縱效。在這一波的公開

資料採礦，不斷的蒐集實價登錄、商工

業登記、上市櫃公開資訊等，利用自動

化的爬蟲技術，持續加入不同公開資料

源，擴展大數據市集豐富度，結合機器

學習自動化爬蟲技術予以行銷化，雖然

名單量體小，但是具有極高的精準率。

資料來源：資訊處 陳香樺
1

解析重構客戶表徵解析重構客戶表徵

 比對公開資料及行
內客戶資訊

 反應客戶真實share 
of wallet

 找出未被妥善服務
的潛在目標客群

 進行疊合分析

名單平台名單平台

 目標選定
 機器學習
 自動化爬蟲
 模型邏輯設計
 客戶比對
 名單產出

持續加入不同公開資料源
，擴展大數據市集豐富度

量體小
準確率高

公開資料-優選名單產出 01 第⼀階段
紮根期

強化風險管理制度

銀行認識你的客戶（Know Your 
Customer）過程中，不僅在新開戶流程
中需要了解客戶，完成客戶風險屬性、

風險承受度評估，我們希望運用大數

據強化客戶風險之辨識與監控，今年

開始主動蒐集公開網站資料「司法院判

決書」、「信用風險評等升降」、「政

府電子採購拒往名單」等，第一線掌握

往來客戶的交易行為、營運模式，利用

即時郵件通知分行營業單位，事先主動

提供多面向外部訊息，縮短決策反應時

間，進而減少風險損失。從 2018年 11
月開始，各分行企金 AO與負責人皆陸
續收到郵件主旨為「彰銀大數據小組」

主動寄發本行企金客戶外部公開資訊，

包含 40間法院的判決書案件、信用風
險重大危機事件、政府拒往名單等。

管理企金客戶思如零售客戶

零售金融領域，爭取客戶的競爭

是非常激烈的，客戶不願或不便上門，

造成銷售成績不彰，經營佈局劣勢逐

漸顯現，促使銀行業者必須具備洞悉

客戶的能力才得以生存，因而對客戶

的資料全方位收集與分析，使用各種

預測模型，邏輯斯特廻歸（Logistics 
regression）、 支 援 向 量 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隨機森林（Random 
forest）等進行客戶區隔，迅速因應客
戶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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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行延續「固守傳統企金客戶」

的經營策略思維下，從策略執行角度

繼續落實「深耕舊戶、拓展新戶」，從

2018年 2月開始陸續提供在各主題的
優選名單，包含「進出口廠商實績」、

「醫療暨生技器材客戶」、「經濟部工

廠登記」、「台灣區工具機暨零組件優

選名單」、「中華徵信所 TOP5000」
等優選名單，驅動大數據精進公開資

料探勘，協助分行企金 AO瞭解客戶實
際營收，從客戶管理「荷包佔有率」

（Share of Wallet；SOW）的概念著手，
將客戶外匯年營收額，配合歷史增長模

型，如果本行客戶產品佔總目標市場比

較小，但未來可能很大，就需要去發現

這些市場，因為客戶最主要的往來銀行

有可能不是本行，我們要搶攻「提高」

客戶荷包佔有率及對彰銀金融產品服

務的依賴和認可，主動蒐集公開資料，

掌握客戶行外實績營收訊息。

依據企金客戶在行內的貢獻度等

級及持有產品，搭配客戶進出口實績

營收的公開資料，爭取外匯商品、信用

狀開狀、進出口押匯等外幣授信業務，

有效「移轉」客戶在他行資金及產品需

求至本行，爭取最適產品配置及金融服

務；同時持續開發「行外」企金客戶潛

在名單，在今年度有效掌握行內外優質

企金客戶數共約 12萬戶，利用大數據
技術進行名單的分派，計算客戶地址定

位與鄰近分行實體通路，做為拜訪行外

企金客戶第一線的有效接觸。

二、�Open�Data 在彰銀�2018 年
開放成果大體檢

1.「進出口實績優選名單」�

持續服務開拓重點客戶

目前各金控及銀行在大數據的經

營，最常看到成功經驗都是在 B2C的
結合運用，或者是 B2B風險層面的著
墨，幾乎很少看到大數據成功的運用反

應在B2B 的行銷經營層面。依據「2018
年中小企業白皮書」發布資料顯示，

2017年臺灣中小企業家數為 143萬家，
占全體企業 97.7%，較 2016 年增加
2.08%，創下近年來最高紀錄，2017年
中小企業銷售額增加 3.19%；我們希望
在第一時間爭取扮演關鍵性金融服務

角色，掌握中小企業版圖變化的連鎖反

應，尋求新商機拓展開發本行外匯存放

款、信用狀開狀等外幣商品業務。    

2018年第一支箭，蒐集「經濟部
國貿局廠商進出口實績」公開資料，建

立企金客戶歷年「進出口貿易實績級距

數據集」，首先，採取行內客戶維繫策

略，主動蒐集廠商進出口實績級距，結

資料來源：資訊處 陳香樺

22

精準客戶優選名單

❶等級分類

❷客戶往來狀況

舊戶深耕
新戶開拓

 A
 B
 C
 D
 E
 F

第⼀階段
紮根期

結合行內資訊
 營運等級
 客戶往來狀況

藍海市場

行外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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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行內客戶台外幣存放款商品往來資

訊，提供分行企金 AO優質客戶名單，
爭取強化客戶與本行外匯商品黏著度，

107年 3月開始提供近 190家分行，掌
握外匯實績級距 A級（1000萬美元）
至 L級（50萬美元）共約三萬筆的行
內客戶；第二支箭，以「行外客戶」為

開拓標靶，為便利推展行外客戶，名單

內主動提供客戶聯繫、資本額等公開資

訊，在 107年 6月提供約八萬戶行外客
戶，同時將名單有效的分派至鄰近分行

實體通路，以及提供「開放戶」名單，

讓潛在客戶的爭取在各分行產生良性

競爭。

【知識＋】

進出口貨物申報規定

1. 出進口人資格：公司或商號須先向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辦理出進口廠商

登記，方得經營輸出入業務。

2. 關務執行機關主管機關為財政部關
務署。

3. 貨品分類架構採用世界關務組織
（WCO）制定之「國際商品統一
分類制度 2012 年版貨品分類號列
（CCC CODE）共 11碼。

4. 申報稅率查詢網站：

http : //portal.sw.nat.gov.tw/PPL/index
關港貿單一窗口網站→通關簽審查

詢→稅則稅率查詢。

【排行榜 Q&A】

Q： 在哪裏可以知道各分行互動使用「進
出口廠商實績優選名單」排行榜

呢？

A： 只要進入【內網】→【其他】→【大
數據視覺化展示系統】→【視覺化

展示工具】→【動態密碼查詢】就

可以查詢各分行互動排行榜。

資料來源：彰化銀行 資訊處

2.「司法院判決書」 

新風險管理 主動通知模式

傳統觀念上風險是一種負面的名

詞，尤其金融機構風險衡量與管理，需

要多元的數據、數理統計模型，進行企

業風險辨識與衡量分析各面向風險因

子帶來的短、中長期衝擊，我們試著從

「風險監控」的角度切入，由系統化整

理及自動化的郵件通知寄發給前台營

業單位，即時監督識別客戶風險的發展

與變化，隨時應變措施以消除風險事件

可能帶來的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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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控制的學問中，有一個免費

且隱藏版的武器，就是「司法院法學

資料檢索系統」公開資訊的資料庫，

這是一個不必動用到徵信業者，就可以

搜查出他人法律糾紛的資料庫，只要在

Google輸入「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
統」就能找到判例資料，目前完整包含

40家法院，「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
統」的判決書，都是已經裁定完成，不

定期公告上網，司法院致力提昇裁判品

質的魄力，讓我們「無償」運用大數據

技術協助風險監控，主動掌握本行客戶

資訊，利用公開資料「司法院判決書」

查詢，結合客戶授信餘額、風險額度、

客戶聯繫資訊，定期發送「郵件」通知

客戶所屬授信分行之單位主管及企金

AO，資訊處於 2018年 11月 15日開發，
開發完成通知系統上線，並定期每週更

新案件，成功的將大數據帶入風險監控

領域。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搜索術實戰操作 SOP

要利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

統」來查「目標客戶」，只要按造順序

選擇：

1. 「全文檢索語詞」輸入姓名。

2. 選擇「法院名稱」。

3. 選擇「刑事」、「民事」、「行政」、
「公懲」四種犯罪選項。

4. 跳過的「判決字號」、「判決案由」、
「判決日期」、「裁判主文」，基

本上可以放棄不用填。

5. 按下「查詢」。

5 
 

 
 

 
 
 
 
 
 
 
 
 
 
 

 
 
 

資料來源：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 
 

 
 
 
 
 
 
 
 
 
 
 
 

 
 
 
 
 
 
 
 
 
 
 
 
 
 
 
 
 
 
 
 
 
 

~求建議，求回饋~ 

搜索術實戰操作 SOP 
要利用｢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來查｢目標客戶｣，只要按造順序選擇： 

1.  ｢全文檢索語詞｣輸入姓名。 

2.  選擇｢法院名稱｣。 

3.  選擇｢刑事｣、｢民事｣、｢行政｣、｢公懲｣四種犯罪選項。 

4.  跳過的｢判決字號｣、｢判決案由｣、｢判決日期｣、｢裁判主文｣，基本上可以

放棄不用填。 

5.  按下｢查詢｣。 

【 分 行 互 動 篇 +】
 時 間  :   2018/12/25 10 :  12am

【 OO 分 行  陳 經 理 】 ：  

請問分行昨天收到「司法院判決書」的客
戶通知郵件，需要做什麼事嗎? 

【 資 訊 處 】 ：  

陳經理好，未來分行會定期收到授信企金
戶在法院裁定完成的判決書案例，郵件僅
供執行業務參考，讓營業單位第⼀線提前
監控客戶潛在風險，無需回報喔 ! 

【 OO 分 行  陳 經 理 】 ：   

 這個辦法好，分行這麼忙，幫我們整理出
客戶的訊息，資訊處的技術太先進了 ! 

【 資 訊 處 】 ：  

 （撓頭），謝謝陳經理 @@~~ 

~ 求建議，求回饋 ~

請聯繫 資訊處【彰銀大數據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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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台灣採購公報」　

中小企業「新經濟」平台

台灣採購公報網是針對台灣地區建

置的採購資訊交換平台，以提供台灣政

府或民間機構之採購者公佈的採購訊息

為主要業務項目，平均每日收集各類採

購訊息數百則，各種物品之採購如電腦、

家俱、家電、辦公室用品、園藝、食品

等，公家機關的工程標案如建築工程、

道路工程、電腦軟體建置案、電腦網路

建置、各項作業委外服務等各項標案之

資訊，採購金額達數億至數十億元以上。

「新 KYC ＋」秀才不出門 能知天下事

   這些政府及民間的工程招標，
對於我們的中小企業客戶，隱含的另

資料來源：台灣採購公報網

一層意義便是資金需求，從近期兩個

月（2018/10 ∼ 2018/11）的決標資訊
來看，共 811位決標廠商是本行的客
戶，2,207件的決標案件中決標金額高
達 470億元，在分行重新認識自己的客
戶（KYC）過程中，我們試著把公開
資料的客戶營收及產銷數據充分表現，

同時將得標訊息包含各標案的日期、金

額、案名等，系統化定期自動寄送郵件

到客戶往來分行的企金 AO及負責人，
從 O2O（Online to Offline）的商業模
式，透過線上平台公開資料，佈局線下

客戶經營，借由大數據資訊互聯，層層

疊疊如「蝴蝶效應」般，讓客戶營銷資

訊公開化、即時化，擴散傳遞到前台營

業單位第一線人員。

最新決標消息

＞
賀賴○敏以新台幣 309,600 元標得新北市汐止區○○國民小學 ---「108 年庶務物性工作委外」案 ---
2018/12/26 決標（2018/12/26）

＞
賀綠○環保事業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432,000 元得標國立○○大學 ---「創新育成中心 ( 舊育成 ) 環
境清潔一式」案 ---2018/12/26 決標（2018/12/26）

＞
賀慧○商行以新台幣 154,597 元標得新竹市香山區○○國民小學 ---「107 學年度第一學期作業不及美
勞教材採購後續擴充」案 ---2018/12/26 決標（2018/12/26）

＞
賀國○土木包工業以新台幣 606,000 元標得苗栗縣○○鄉公所 ---「107 年度○○鄉道路養護計畫 - 路
面養護工程」案 ---2019/12/26 決標（2018/12/26）

＞
賀富○○股份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273,600 元標得國立○○大學 ---「台北校區「108 及 109 年富士達電
梯品質保證計畫」勞務採購案」案 ---「2018/12/6（2018/12/26）

＞
賀文山○物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以新台幣 765,679 元標得經濟部標準檢驗局高雄分局 ---「108 年度辦
公廳舍清潔勞務工作壹式」案 ---2018/12/19 決標（2018/12/26）

＞
賀曦○數位設計印刷庇護工場以新台幣 485,000 元標得基隆市文化局 ---「文化開傳月刊印製」案 ---
2018/12/25 決標（2018/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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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

「台灣採購公報網」與「政府採

購公報」有何不同？

「台灣採購公報網」收集全台灣

之採購標案資訊並分類處理，是集合資

料收集及發送平台之網站，資料來源包

含民間機構自行上網登錄及政府機關

之公告之資料，每日將收集之資訊整理

公佈並發送給會員參考。

而「政府採購公報」係為政府機

關上傳採購資訊之平台（主管單位為行

政院 公共工程委員會）。

二者所公佈的資訊或有交集，但

公佈資訊之日期及數量有所差別，服務

之內容與方式亦有所不同。

【小編開講】

你知道嗎？各分行定期陸續收到

多少【彰銀大數據小組】寄發的「客戶

行外公開資料」郵件？

三、 數據發展策略方向及願景

大數據儼然成為 21世紀的新石
油，在這一股勢不可擋的趨勢下，我們

期許透過數據洞察、行為預測，精進客

戶經營模式。單一的數據來源，很難完

整拼湊出消費者的商業模式，所謂混合

（Mix）數據才是未來的主流，上述提
及與公開資料 Open Data的碰撞，在混
合數據的基礎下，利用大數據技術將數

據交換、整合及優化，讓數據更優質；

在下一階段，我們希望更提前掌握客戶

「市場輿情」風向，蒐集客戶正面、負

面訊息打造風險管理及行銷管理隱形競

爭力，同時也朝向三大主軸發展：

1. 智能客群經營，提升服務管理

運用數據深化客群管理提升客戶價

值，洞悉客群未來潛力，創建彈性管理

流程並強化客戶接點，滿足客戶行為改

變需求，提升客戶滿意度驅動銷售成長。

2. 建立社群大數據、發展輿情觀

測站

聆聽與觀測雲端網路口碑生態，建

立社群大數據，監控產品品牌及社群輿

情相關議題，掌握社群風險脈絡，觀測

強化警示風險危機與產業趨勢。

3. 優化金融服務

重構金融服務場景，將客戶行為轉

化為資訊流，運用金融科技資訊創建並

提升用戶體驗的金融消費場景，優化金

融服務擴展至產品與創新金融價值。

寄送日期 郵件主旨 分行數 客戶數 案件數

2018-11-09 政府採購拒往名單 11 11 11

2018-11-23 司法院判決書 165 606 8,593

2018-12-07
台灣採購公報 最新決標
資訊

182 1,021 3,673

2018-12-22 信用評等─危機大事紀 40 57 76

資料來源：彰化銀行 資訊處

資料日期：201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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