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與以下夥伴共同製作

資料的新時代： 
「即服務」的可能性

將儲存、管理、保護和從資料取得深入見解等作業轉移至訂
用方案模式，能為組織帶來價值。

https://www.dell.com/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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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這樣的資料量足夠儲存 600 億份電腦遊戲，或是 7.5 兆
首 MP3 歌曲。 

Forrester 研究顯示，70% 的企業領導者累積資料的速度高於
有效分析和使用資料的速度。高階主管們坐擁大量的資料，
但他們無法從中擷取深入見解或價值，Baker 稱之為
「Ancient Mariner」悖論，出自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的經典
詩句：「Water, water everywhere and not a drop to drink」 
(水！水！到處都是水！但沒有一滴可以飲用)。 

現代複雜的商業環境中，資料對組織來說就像是
水一樣，對生存至關重要。他們必須處理、分析
資料並依據資料採取行動，以預測未來趨勢、找
出新商機，並更快速回應市場變化，進而實現業
務成長。  

 

資料不足？企業將枯竭致死。資料有錯？由於「垃圾進/垃圾
出」的道理，專案會受到污染。資料過多，組織分析能力不
足以應付？若無法發揮資料的潛力，企業可能會淹沒在資料
洪流中。 

但根據 Dell Technologies 企業策略資深副總裁 Matt Baker 表
示，適量且乾淨的資料經過明確專屬的分流，就能為企業提
供深入見解、推動業務成長並使資料順利成長。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資料也一樣。重點是資料能否發揮應有的用途。 

「資料很難用兼容的方式，以通用格式正確排列。」Baker 表
示：「資料必須以某種方式加以純化並整理，才能實用、 
安全且可靠，有助於創造良好成果。」 

     

根據 Forrester Consulting 最近代表 Dell 針對 4,000 多位決策
者進行的委託研究表示，有許多組織無法處理龐大的資料。1 

在過去三年中，66% 的受訪者表示資料產生量有所增加 (有
些成長雙倍或甚至三倍)，而 75% 的受訪者表示組織內的資料
需求也有所增加。  

研究公司 IDC 估計，全球在 2020 年生產了 64.2 Zb 的資料，
且這個數字正在以每年 23% 的速度成長。1 Zb 就是一兆個 

在
 

「�資料很難正確排列。  
必須以某種方式加以純化並整理，才能實用、安全且可
靠，有助於創造良好成果。」  

  Matt Baker，Dell Technologies 企業策略資深副總裁

在現今複雜的商業環境中，資料極為重要。而
許多組織所面臨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整理資
料和引導資料，以推動業務成長。

業務帶來了極大量的資料，組織需要重新思考
資料基礎結構。若要從資料擷取深入見解和價
值，組織應改用「即服務」模式，以更輕鬆地
移動資料、擁有更完善的資料管理，並獲得更
快速的行動時間。

組織獲得的資料持續累積，有效使用資料必須
成為他們的優先要務。移轉至「即服務」模式
儲存和管理資料，可以卸下資料管理的繁瑣作
業，釋出資源來探索資料，然後根據資料導向
的深入見解採取行動。

https://www.pcmag.com/news/seagate-is-the-first-company-to-ship-3-zettabytes-of-hard-drive-storage
https://www.idc.com/
https://www.idc.com/getdoc.jsp?containerId=prUS47560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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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流變成資料洪流
資料的量和複雜性成長如此快速，其原因不難理解。每個應
用程式、小工具和數位交易都會產生資料流，而這些資料流
會聚集，並產生更多的資料流。Baker 對於實體零售業的未
來提出了一個可能的情境。客戶手機上的忠誠度應用程式會
在她造訪電子商店時進行追蹤。該應用程式會使用攝影機或
藍牙近接感應器來探查使用者的所在位置，並根據零售商擁
有的客戶統計資料和過去購買行為等資訊，預測她可能購買
的產品。在她經過特定走道時，應用程式會針對客戶的印表
機提供碳粉匣的特殊優惠，或是針對她的遊戲主機提供控制
器升級優惠。它會註記哪些促銷轉換為銷售，為下一次的促
銷提供資料，並將整次互動增加至零售商不斷成長的銷售和
促銷資料中，之後也可能透過智慧目標鎖定功能來吸引其他
消費者。 

 

難以處理的大量舊資料也會增加複雜性。大部分組織沒有餘
裕從頭開始建置資料系統。他們可能有數年累積下來的資
料，需要加以清理才能「飲用」，Baker 如此說。即使是客
戶生日這種簡單的資料，都可能以十幾種互異且不相容的格
式儲存。將這樣的「污染」乘以數百個資料欄位，乾淨可用
的資料就顯得更加不可能取得。 

但 Baker 表示，放棄舊資料，就代表放棄潛在的高價值見解。
舉例來說，對於嘗試建立高效率供應鏈的公司而言，倉庫庫
存量和客戶訂購規律的歷史資料可能非常重要。專為整理不
同資料來源並使其相容所設計的進階擷取、轉換和載入功能
會是必要的工具。

數位轉型加速
Covid-19 疫情加速了世界各地的數位轉型，進度從三到五年
不等，Dell Technologies 的全球技術長 John Roese 表示： 
「如果我們比較幾個詞彙在 Covid 之前和今天的給人聯想， 

業務實驗室播客 Dell 技術長 John Roese 說明作業自動化
的需求，以及成功運作所需的人機平衡。

圖 1「�相較於三年前，由於您的
數位轉型努力，下列各項
有什麼樣的轉變？」

資料來源：Forrester Consulting 代表 Dell Technologies 進行的委託研究「Unveiling 

Data Challenges Afflicting Businesses Around The World」(瞭解影響全球企業的資料
挑戰)，對全球超過 40 個地點的 4,036 位企業與 IT 決策者進行問卷調查，2021 年 1 月至 

4 月

整體資料實用性 72%

分析功能 30%

資料品質 33%

使用資料加速機器學習/
人工智慧的能力 35%

可行見解的品質 

員工對資料的熟練度

資料導向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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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無人機、機器人、人工智慧這幾個詞彙時，兩年前人們
的反應都是負面的。」

但是在封城後，隨著工作、娛樂和其他生活層面都移往線
上，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突然變得至關重要。同時，企業對推
動業務目標的新技術投資也有更加開放的心態，尤其是由大
量資料所驅動的技術，Roese 如此表示。 

以人工智慧為例。人們曾經普遍認為這樣的技術具有威脅
性，但現在人們普遍認為這是正面的，「因為我們已開始看
見它如何為醫療保健帶來改變，以及如何讓我們的通訊系統
變得更具智慧，讓運輸網路的運作更好」。

Forrester 研究顯示，許多公司正在透過使用資料獲利： 
有 72% 的受訪者表示由於數位化工作，至少有一部份的資料
整體實用性有所提升 (請參閱圖 1)。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12/13/1041888/to-accelerate-business-build-better-human-machine-partnerships/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tw/perspectives/data-paradox.htm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tw/perspectives/data-parado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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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期的是，伴隨著技術和相關系統的快速進展，一定會產
生大量的資料。需要比以往更加努力，才能跟上新技術和分
析工具的步調，而且要找到足夠的合格資訊科技 (IT) 人員來
處理如此龐大的需求幾乎是不可能。「這些工作的龐大規模
已超過 IT 組織的人力和預算。」Roese 表示：「組織必須讓
這些工作由技術來代勞，讓珍貴的人力資源能用於高層級目
標、決策，以及您希望由人力處理的工作。」

重新思考資料基礎結構
這些因素都讓「即服務」模式 (已經在軟體領域十分受歡迎) 

顯得很適合做為維護完整內部資料基礎結構的彈性替代方
案。Forrester 研究顯示 57% 的決策者預期在未來一到三年內
將改用「即服務」模式，而有 22% 的受訪者已做出這項轉
變。2 組織舉出如資料移動更輕鬆、可透過單一存取點進行
更完善的資料管理，以及擁有更快速的行動時間等優勢。 

Dell Technologies 的 2021 年 Global Data Protection Index 是一
項針對 1,000 名 IT 決策者所進行的問卷調查，此調查中顯示
組織正在開始採用「即服務」方案，其中儲存、備份及災難
回復是最熱門的項目 (請參閱圖 2)。

由於疫情使大部分工作力分散在四處，使速度變得更為重
要，Roese 表示：「所有 IT 都位於資料中心或雲端環境內，
讓人員聚集在一起就十分容易。即使您使用許多先進的自動
化技術，在一切共置的環境下，人力資源也能輕鬆擴充。 
」分散的工作力也會運用邊緣運算的優勢，在靠近資料產生
的位置進行處理和分析。  

 

Roese 表示，全球大部分的資料最終都會在正式的資料中心
之外產生和據以行動，沒有任何的單一組織能有效率地建置
或維護一個基礎結構系統來處理這些資料。 

透過採用「即服務」策略，意味著組織改變檢視其資料、 
IT 基礎結構和業務目標的方式：

新模式，新成果。組織不再需要購買和維護硬體、軟體和儲
存容量，通常可以變更 IT 人員的規模和配置，減少整體的人
力需求或變更技能組合。相反地，他們購買所需的成果：可

「�如果客戶受到勒索軟體或其他策略資料保護
威脅所衝擊，且無法迅速、有自信地還原資
料，那他們的業務策略便不算可行。」 

  John Scimone，Dell Technologies 安全長

圖 2 
「即服務」模式
的成長
許多組織都在尋求能改善
資料保護能力的產品。

資料來源：「Global Data Protection Index」，Dell Technologies，根據對全球 1,000 名 

IT 決策者在 2021 年進行的問卷調查

儲存即服務 47%

備份即服務

災難回復即服務

網路功能即服務

網路回復即服務

運算即服務

人工智慧即服務

43%

41%

37%

35%

32%

29%

邊緣即服務

沒有優先的「即服務」方案

23%

4%

快速的佈建技術環境，而且還能隨需擴充。藉由為 IT 團隊提
供適當的工具，可釋出時間以處理業務創新等價值更高的工
作，組織便能將 IT 從成本中心轉變為營收來源。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tw/data-protection/gdpi/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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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展投資的商業個案。  
「即服務」模式能以可預期的成本提供必要的資料技術和服
務，而且可輕鬆擴充，以應對組織的需求變化。在短期內，
這可能不會比在內部使用這些功能更便宜，但這能釋出資
源，以更有效地使用資料，並讓您在新的工具和功能可用時
彈性採用。這些因素提供了更廣泛的優勢前景，證明預先投
資是合理的。此外，這種模式有時可大幅減少所需的資本投
資，並擴大配置給營運費用的部份。 

重新思考文化和人才。「即服務」方法會捨去如維護伺服器
等某些部門，但也能提供其他功能，例如更複雜的分析能力
等。「與其讓大型的資料科學團隊開發整個工具鏈，」
Roese 表示：「運用能使用現成平台與功能的較小資料科學
與分析團隊，能讓公司獲得比兩年前更好的成效。」這樣的
轉變能為員工創造提升技能的機會，並改變工作流程，進而
獲得完整優勢。

改變 IT 安全性等式。對於所有組織而言，網路安全性仍是一
項挑戰。2021 年的 Global Data Protection Index 顯示，有超過
五分之三的組織認為目前的資料保護方法無法應對未來的所
有挑戰 (請參閱圖 3)。而有四分之三的組織認為，隨著在家工
作的員工增加，網路威脅的曝險程度也隨之升高。 

Dell Technologies 安全長 John Scimone 表示，網路犯罪是「
人類歷史上獲益最高的犯罪事業」，因為網路犯罪具有巨大
的潛在獎勵，且遭到逮捕的可能性很低。「如果客戶受到勒
索軟體或其他策略資料保護威脅所衝擊，且無法迅速、有自
信地還原資料，那他們的業務策略便不算可行。」 

     

改用「即服務」方式無法解決安全性問題，但確實會有所改
變。「許多人對資料備份的理解還處在應對龍捲風和洪水的
年代，只要將備份存放在距離儲存資料的 300 英里以外，就
代表沒問題，備份是安全的。」Scimone 說：「現代的人會
瞄準您的備份，他們會確實找到您備份的位置，並設法銷毀
備份，使他們的勒索更具影響力。」  

圖 3 
不斷成長的 
網路攻擊威脅
許多現代企業領導者 
對其組織不具有 
能防護現代網路安全威脅 
並從中還原的信心。

資料來源：「Global Data Protection Index」，Dell Technologies，根據對全球 1,000 

名 IT 決策者在 2021 年進行的問卷調查

62%
擔心其現有資料保護措施可能不足
以應付惡意軟體和勒索軟體威

脅。 74%
表示隨著遠端工作人員增加， 
因網路威脅而導致的資料遺失也

隨之增加。

67%
沒有信心其關鍵業務資料能從網

路攻擊事件中還原。

 

在 2021 年的 Global Data Protection Index 中，五分之一的問卷
受訪者並未在公有雲端內保護資料，這個統計資料讓 

Scimone 覺得危險。3他說：「他們基本上是將所有業務資料
複製到一個他們不信任的運算環境」。一些組織透過使用多
個資料保護廠商來尋求安全性，但 Scimone 表示，在過去一

業務實驗室播客�Dell Technologies 的 John Scimone 表示
組織無法僅依靠技術來抵抗網路攻擊。他們需要在員工
間建立強大的網路安全文化。 

https://www.delltechnologies.com/zh-tw/data-protection/gdpi/index.htm
https://www.technologyreview.com/2021/11/22/1040358/security-is-everyones-job-in-the-work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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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間，採用此方法的組織，資料遺失平均成本是使用單一廠
商的四倍。 

Scimone 建議使用一個隔離於網路外的資料存放庫，用寫入
後即無法變更的不可變形式儲存最新版本的關鍵資料，並在
復原前使用智慧功能確保資料乾淨。Scimone 表示：「這些
系統的設計必須與即將來臨的威脅一樣聰明，或是更聰明。
」

轉變為資料導向      
無論組織如何處理資料輸送中的收集、儲存、清理、保護及
分配的元素，有效使用資料都必須成為組織中每個人的核心
技能。移轉為「即服務」模式可以卸載大量的繁瑣作業，並
釋出組織資源，以尋找和使用資料導向的深入見解。 

若說全球疫情導致的巨變也帶來了一線希望，那就是使資料
導向的深入見解成為日常生活中的例行性功能，因為人們已

學會追蹤他們當地的感染率和住院率，以決定是否要休假、
出席會議或舉辦假日集會。新聞上滿是關於資料品質和如何
解讀上下波動的討論。 

在最近一場網路研討會中，作者、顧問暨進階技術專家 Sally 

Eaves 說：「觀看曲線已成為我們日常詞彙的一部分，人們
瞭解了資料在生活中的力量，而不只是在工作中。」 

組織可以藉由提高整體「資料素養」來提高這種新認知：訓
練員工評估與分析資料，並提升對技能的信心。在 Forrester 

的調查中，顯示了受訪者的資料就緒程度有所落後：54% 的
受訪者稱其組織為「資料新手」，既不具備技術基礎結構，
也不具備進階分析技能，無法充分利用其資料 (請參閱圖 4)。
其中只有 12% (「資料佼佼者」) 擁有這兩項能力。
Eaves 建議進行資料素養稽核，以確定組織的資料就緒程
度，並導入能讓他們成為「資料佼佼者」的課程。「您需要

圖 4 
資料就緒程度評估 

資料來源：Forrester Consulting 代表 Dell Technologies 進行的委託研究「Unveiling Data 

Challenges Afflicting Businesses Around The World」(瞭解影響全球企業的資料挑戰)，
對全球超過 40 個地點的 4,036 位企業與 IT 決策者進行問卷調查，2021 年 1 月至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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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選擇廠商前先評估目前需求，並預測未
來需求。貴組織的資料成長速度有多快，來自哪些類
型的來源？  

2.瞭解潛在廠商實現您期望中所需能力的藍
圖。哪一家廠商的規劃最適合成為長期合作夥伴？ 

3.避免受限單一廠商。許多雲端服務與其他服務並
不相容，會限制在多雲端環境中運作的能力。  

挑選能讓您完全控制資料、每個月一張簡單的帳單，以
及擁有您信任技術的廠商。

4.推廣員工對於業務決策和創新的資料專業
能力。  
進行資料素養稽核，以評估員工的技能等級和信心。 

5.評估並強化您的網路復原能力。您如何保護
組織免於勒索軟體的侵害，以及如何應對攻擊？與具有
內建安全性、即時監控威脅和攻擊，並可視需要觸發自
動化回應的廠商合作，能有助於確保您的重要資料安全
無虞，並大幅減少業務中斷。 

如何在資料競爭中獲勝

7

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
能從根本上讓您進步地
更加快速。如果您的行
動比競爭對手更快，就
表示您在競爭中更有機
會贏得勝利。」
John Roese，Dell Technologies 全球技
術長

MIT Technology Review Insights 

以下是將儲存資料、管理資料，以及從資料
取得價值等事務移至「即服務」模式的一些
秘訣。

尋找機會以普及資料技能，為組織中的每個人，而非只是針
對技術面向的角色，提升並重新培養技能，」她表示：「把
這些技能和升遷與進步的機會連結起來，打造運用資料實務
的社群。」  

Roese 表示，首要的要務十分清楚：組織必須使用這些方法
和技術來引導資料洪流，更加有效率地來利用它。他認為這
個的挑戰就是一場盡快打造「更聰明、更有效、也更高效率
的公司」的競賽。 

Roese 表示，組織不會「因為它們是有趣的技術」，而採用
自動化系統、人工智慧和機器學習。「而是因為它們基本上
能讓您更快速進步。如果您的行動比競爭對手更快，就表示
您在競爭中更有機會贏得勝利。」



插圖
封面繪圖與插圖由 Chandra Tallman Design LLC 建立，並由 The Noun Project 轉譯。

贊助商的話
Dell Technologies 協助組織與個人建構數位未來，並改變他們工作、生活和娛樂的方式。該公司為客戶提供業界最
廣泛且最創新性的技術和服務產品組合，以因應資料時代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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