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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綱 

• 開放資料 vs 巨量資料 

• 從資料到資訊 

• 政府治理與開放政府 

• 資料導向 

• 資料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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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資料 VS 巨量資料 

千金難買好律師，評律讓您早知道 

http://www.pingluweb.com/ 

http://www.pingluwe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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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料到資訊 

http://wiki.opendata.tw/doku.php?id=dj:djhand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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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資料到資訊 

http://projects.nytimes.com/guantan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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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治理與開放政府 

Obama 的開放政府： 
 

開放資料 -透明化 

公民參與 

政府與民間的協作 



政府治理與開放政府 

開放資料 -透明化 
Government should be 
transparent.   

Transparency promotes 
accountability and provides 
information for citizens about 
what their Government is doing.  



政府治理與開放政府 

公民參與 
Government should be 
participatory.  

Public engagement enhances the 
Government's effectiveness and 
improves the quality of its decisions.  



政府治理與開放政府 

政府與民間的協作 
Government should be 
collaborative.   

Collaboration actively engages 
Americans in the work of their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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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資料 

 vs  

政府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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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參與 

vs  

公聽會 / 聽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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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與民間的協作 

vs  

山也 BOT / 海也 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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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Driven 

資料導向 

國會的透明， 

不是只是把資料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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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Driven 

資料導向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

srv/special/politics/presidential-budget-2014/ 

預算，是編給誰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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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Driven 

資料導向 

http://www.openspending.org/ 



資料導向 

 

Data Driven 

資料導向 

https://mattjelly.wordpress.com/2013/05/20/infographic-participatory-

budgeting-ward-2-ham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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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導向 

NYC 311 request 地圖 
• 空氣與自來水品質 

• 動物相關 

• 橋樑與高速道 

• 建設 

• 消費 

• 噪音 

• 公眾安全 

• 生活品質… 

 

 

http://www1.nyc.gov/apps/311srmap/ 

http://www1.nyc.gov/apps/311srm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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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x my Street - 

http://www.fixmystreet.com/reports/Brent 

http://www.fixmystreet.com/reports/B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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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 Driven 

資料導向 



資料生態圈 

開放資料 
深化應用元年 



資料生態圈 

問題： 
 

使用者與需求在哪裡？ 



資料生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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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生態圈 

開放資料對「我」 
有什麼好處？ 



資料生態圈 

我的問題 
如何讓資料來幫助我 



資料生態圈 

已經使用資料衍生的服務 :  



資料生態圈 

如何用開放資料 
讓其他人來幫助我 



資料生態圈 

如何用開放資料 
讓其他人來幫助我 



接下來 : 我們想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資料生態圈 



資料生態圈 

1. 將政府公開資訊轉為開放資料 
2. 列出政府服務後的資料需求與清單 
3. 檢視這些資料可能涉及的法令規範 
4. 推出服務的同時，列出所用資料清

單（下載，API 介接） 
5. 政府網站資料化，元件化 -  鼓勵更

多創新服務與平台 



資料生態圈 

挑戰： 
• 競賽 
• Hackthon 
• Datapalooz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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