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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數據持續升勢
經驗法則正轉軌「智能法則」
文ĸ陳愷新 SAS賽仕電腦軟體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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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最珍貴的資源，將

40 年ç我們目睹了整個數據

係管理專責單位ç是其能搶先

不再是石油，而是數據」

分析演進ç從ě統計Ĝ性的報

切入的優勢ç台灣幾間領先的

（The world’s most valuable

表解讀è結構與非結構ě數

銀行業約莫 10 年前就投入開

resource is no longer oil, but

據分析Ĝè將數據與營運整

發數據寶庫ç有些甚至已投注

data）- 《經濟學人》

合的ě數位經濟Ĝ模式ç到

弱AI與機器學習的底層雛形ç

即將仰賴ě機器智能自動決

即利用機器自主自動化與最適

國ē經濟學人Ĕ在今年

策Ĝ的時代þ也就是企業奮起

化ç提供核貸風險控管以及

月一篇評論數位經濟

直追的人工智慧ă Artificial

最適產品推薦的服務ç幾家銀

的文章裡ç下了這樣斗大的

Intelligence, AIĄ新潮é整體

行甚至已奪得亞太區獎項的認

標題ç為現今商業世界裡的數

的進步ç主因隨著運算與儲存

可ì而保險業與證券業ç因急

據霸權ç將可能左右世界的走

的軟硬體設備ç每單位成本下

欲取得與顧客維持高黏著的互

向提出警示é阿里巴巴的馬雲

降ç加上演算法與機器學習技

動關係ç降低理賠風險ç近期

更狂語ě得數據者得天下Ĝç

術大幅躍進ç才得以讓數據這

也急起直追探詢機器學習相關

SAS創辦人Dr.Jim Goodnight

應用基石開始普及讓各家企業

應用é

也直言數據就如同是現今企業

皆有挖礦的能力é

英5

聚焦證券業市場ç根據

的血脈é顯見現在起接手全球
經濟動能的ç已不再是企業的

雖說可從大數據受益的產

證交所在105年的調查ç證券

產品或服務產出ç而是由全

業遍布ç但在台灣ç我們透過

商è期貨商è眾籌及新創業者

世界所有人與物ç可能無意

與各產業導入數據分析專案的

中有9成認為數據分析將對資

識產出的各類集合數據é因

過程中ç其實看見最有機會搶

本市場有顛覆性影響力ç然而

為這些數字代表的不只是金

先數據中洞察出客戶的需求è

80%證券期貨業者也表示尚未

流ç還有更多預測人類行為

理解個人行為軌跡與偏好ç並

設立大數據專責部門é證券業

與未來世界樣貌的線索é

兼顧企業營運成本最佳化的ç

對於銜接智慧時代有高度認

排首位的其實是金融產業é因

知ç但在分析技能成熟度上仍

一直是全球進階分析市占

為金融產業掌握相對完整且大

極需加速擁抱數據ç在這彎道

率首位的SASç投入數據分析

量的客戶資訊ç也早有客戶關

超車進智能時代的關鍵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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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çě數據驅動業務Ĝ已成
為致勝的必要建設é

躋身一流券商，不只搶數
據，還得懂「玩數據」
中 國 知名ě券商中國Ĝ
訂閱號前陣子喊出了這樣的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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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觀點ě三流券商搶客戶ç一

現階段我們常見ç證券業

準ç其實這僅是做完了數據

流券商搶數據Ĝç但我想進一

開始針對原始資料如會員資訊

的彙整ç屬於報表性的分析

步補充ç其實還要能懂得ě玩

進行歸檔分類ç包含年齡è收

層次ç並不易發掘出各客群

數據Ĝç才可成為產業霸主ç

入è流動資產è追求報酬及風

的投資特性è忠誠度與投資

在前一波網路化的浪潮ç國內

險承受度等個人樣貌的紀錄ç

偏好ç且人員缺乏洞察數據

證券業金融機構其實早有意識

還有每日證券市場交易活動è

的能力ç也讓處理量與服務

開發比以往更多ç且以數位為

財務資料è投資組合等é耗費

效率受限é

主顧客互動管道ç並大力蒐集

大量心力取得了這些巨量的結

資訊ç然而這些大量收集è來

構化與非結構化數據ç但就

目前像是臺灣證券交易所

自不同資料源ç甚至包含結構

連是最有經驗的營業員與行

由於發現此需求ç已先引進

與非結構化的複雜數據ç未能

銷單位ç後續在解讀數據替

SAS視覺化資料工具ç來初步

被妥當提煉出價值é

不同客戶擬定資產配置計畫

解決包含每日盤後資訊è沖銷

時ç可能還是以過往經驗法

交易資訊ç甚至市值週報è

則在判讀ç且無從在有限時

股價指數月報等巨量的報表管

空下提出關鍵要點é

理ç同時因為以管理平台支援

也就是說ç大家是搶了數
據ç但卻無法以最有效益的

多位使用者同時透過瀏覽器進

方式數據價值變現ç這之間最
重要的落差是缺乏ě開發最適

韓國就曾有券商ç在行

行分析與探勘ç加速協同合作

應用情境Ĝ的能力ç還有ě平

銷國內基金è海外投資商品

的效率ç使過往需要1~3天的

台與人才Ĝ資源é更可言ç證

等時ç很周延地根據數據紀

資訊整合縮減到數分鐘內就可

券業在轉型之際ç得先打破

錄客戶的貢獻度與年齡等維

取得結果ç每月投入在此的人

決策層級既有的營運經驗法

度ç設計行銷專案內容ç然

天也減少50%é

則ç需先開發企業決策高層

而最後卻導致將所有客戶仍

有感的智能應用ç來說服高

獲得相似性極高的服務體

然 而 ç僅是提升洞察分

層完成基礎建設ç才可環環

驗ç行銷效益甚至無法衡

析結果的效率ç已不足構成提

相扣體現巨量資料轉化成營

量é原因在於這些指標維度

升產業競爭核心的關鍵é國外

運智能的正向循環é

仍過於單一化ç就 SAS 的標

早有投資平台ç把數據應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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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極致ç包含納入總體經濟指

群評論或線上搜尋與閱讀行為

而完成分群之後ç同步

標è景氣循環評分等要素ç都

等ç更重要的是ç並且需要加

更需要建立起ě即時決策管

納入做成完整的市場晴雨分

入客戶歷程的時間維度ç從投

理平台Ĝç此機制其實是讓與

析ç為客戶打造更具長遠價值

資戶開始搜尋è與營業員或是

商業邏輯及接觸策略可以整

走向的投資組合等é

客服互動è下單è靜止等整體

合ç讓你正確預判客戶遭遇的

客戶接觸歷程ç來做精準與細

困擾或盤算ç做出即時且適當

緻的分群é

的ě跨售Ĝ及向上銷售é達到

數據可以把玩è發揮的
面向能為證券市場帶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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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以ě個人用戶Ĝ為中心運

運轉的商機ç但綜觀國內最

投入貼標分群ç雖有陣痛

算出最適化產品組合與需求時

迫切且可大宗切入的需求ç

期ç但實際早有執行策略可

間點ç預測顧客未來行為與可

ě將數據布局在時間與空間

循í數據面上ç近年來證交所

能需求ç像是在40到50歲區

軸線上ç智能打造最 佳 接 觸

的開放資料豐富ç正是介接的

間的外商主管ç近日在點擊利

點Ĝ其實是我們建議證券業

珍貴數據源ì技術面上ç要能

率新聞ç及育有子女ç即可推

目前首要打造的應用策略é

達到如此繁複的運算ç可仰賴

算其接受債券型基金機率ç判

近期討論地沸沸揚揚的ě機器

斷是否有進行跨售的成效é

「智能法則」打造最佳
接觸點：客戶分群、即
時決策、預警流失

學習演算法Ĝç此技術早已
成熟çSAS自身即投入發展超

當然ç使用數據進行進階

過三十年ç早已被廣泛應用

分析最迷人之處ç莫過於ě預

在資料探勘與SAS解決方案底

警流失Ĝé股票或基金遇虧

近年SAS與證券業交流下

層中é其實只要有適當的顧問

損ç理財方式又單一的客戶ç

來ç發現能否依不同層級的投

團隊協助建置ç企業其實會發

或因為理專離職而依賴度改

資人提供適合他們的產品及服

現ç了解顧客的寶礦早已藏身

變的客戶ç都是高潛在流失

務ç是當前的許多券商CIO疾

在自家中é

客戶é這時由於早前我們有過
客群樣態與相似歷程的自動警

呼的需求ç看似直覺的認知ç
要能執行落地ç需要刻畫的維

日本一家百年券商ç就曾

示ç即可提早提出挽救策略ç

度卻造成許多人卻步é原因是

利用SAS機器學習的客戶分群

像是輔導其轉換購入保守穩健

建立完善的投資用戶標籤體

機制ç建立客戶申購基金的

的基金ç或是主動調降手續

制ç做好ě客戶分群Ĝç扎穩

預測模型ç針對高回應率客

費等預警留客é

打下這些資料準備蒐集的基礎

戶名單ç建立客製化的申購

功ç其實有門檻é

組合ç最終不同客群的平均
申購率成長 20%! 這種透過科

這些標籤包含ç客戶收

學性的方式ç掌握客戶成交

入è工作è資產è存提款頻

率與利潤計算ç助於業務及

率è買賣偏好è操作風格ç甚

行銷單位控制資源成本與擬

至過往與營業員的接觸點è社

訂成長策略é

進階數據分析化身「智
慧書僮」，幫你「監
管」更幫你「造市」
您 或 許沒想過ç數據分
析除了幫你了解客戶ç對整體

證券服務661期

封 面 專 題

Cover Story

投資環境還可做到ě監管Ĝ與
ě造市Ĝ的角色é

資訊超載已成這世代的常
態ç每日各媒體報導è上市公
司重大訊息發布è理財節目名
嘴評論ç還有愈來愈活躍的社
群與自媒體平台ç更是加速
各類投資與交易訊息的產出
量é對於證券產業研究或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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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ç甚至是證券產業監

往人力與資源限制ç許多的

露給其它投資者ç利用專欄

管機構來說ç如何快速在漫

人工監測時常無法即時通報

公佈後市場產生的價差賺取利

天的包含結構化與非結構化

與預警é此時具有機器智能

潤é最後東窗事發ç該專欄作

的資訊裡爬梳並篩選出最關

的分析平台ç就可加速發現

家最後也入監服刑é

鍵的資訊ç像是找出對價量

異常並提出回應建議é

異常個股è市場操作跡象或

諸如此類違反監管法令的

是異常交易預警等ç變成是

如某股票連日漲停è同

行為在國內外比比皆是é要

維護資本市場繁榮與公平的

時監管機制觀察發現該股票

偵測這些資訊ç其實皆可透過

重要利器é

交 易 異 常ç加上名嘴又強力

文字分析ç先行在新聞媒體或

推薦ç這些種種可能具有誤導

社群論壇上ç隨時序形成網路

此時ç導入進階數據

投資人的事證ç當頻率與時間

新聞討論圖ç同步比對掌握時

分析中的ě文字分析Ĝ

點具有某類關聯模式時ç數據

效ç過濾投資人交易情形ç挖

ă Contextual Analysis Ą

分析平台即可發出警示ç協助

掘出檯面下可疑帳戶ç並提前

與ě視覺調查ĜăVisual

證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公告澄

公告保障大眾投資權益é除了

InvestigatorĄç就像是擁有

清ç以免誤損投資人權益é

新聞媒體資訊外ç例如企業延

一個強力的智慧書僮ç還可幫
您掌握資訊脈動ç擴增你的
查核監測能力é

打造公開透明的交易環境

遲公告併購協議產生的資訊不
相關情蒐即時分析ç也

對稱ç或是刻意於收盤後才輸

可應用在有價證券上市公司

入重大訊息ç都是能夠偵測的

重大訊息之查證é舉個較著

對象é

名 的 歷 史 案 例 ç 1985 年 華
爾街日報專欄作家Robert

為投資環境打造公平透

Foster Winans 被控告內線

明的交易環境ç是監管機關

交易é其被控告其專欄發佈

致力執行的業務ç但囿於過

訊息之前ç先行將該消息透

全面透視 防堵詐欺與
內線交易
前陣子某金控集團因為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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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的內部關係人轉投資ç及詐

其實在機器智能的關聯分析與

構將皆會具備金融科技公司型

貸等案件引起社會譁然é這次

視覺調查工具下鑽的關係人分

態çIDC調查也指出ç到 2018

因超貸引發層層抽絲剝繭ç才

佈圖下ç很可能都可快速指向

年 75% 企業至少有一項應用

揭開過往早己累積多時的金融

一個具規模性的公司內線交易

會仰賴 AI 或機器學習功能ç

犯罪嫌疑é股價操縱及內線交

行為é

企業擁抱數據ç驅動更智能化

易之查核作業ç其實早有專家
長期介入調查ç不過現今通路
多ç線上線下交易頻繁ç甚至

的營運方式已勢不可擋é

搶先掌握脈動，完備
「造市」能量

社群力也演變成犯罪力ç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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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 近期以影像è語 音
運算為主的深度學習完整方

機關與證券交易所的有限人力

別以為這樣具規模性的監

案ç即具備 AI 功能的平台已

要應對這些詐欺行為ç可說是

測只有監管單位才有需求ç

開始提供企業以更直覺的自

防不勝防é

其實國內也有幾間券商開始與

然語言處理方式ç來跟顧客

SAS討論使用文字分析ç解析

互動ç未來不論是從電視節

這也是為何包含紐約è香

各國主要證券交易網站è新聞

目的影像或語音資訊進行分

港及印度等證券交易所ç都

網站ç還有自動爬取指定經濟

析處理ç或是讓您以口語互

紛紛引入具有機器學習功能的

指數ç以做出交叉比對ç預判

動ç直接在家請虛擬助理協

進階數據分析工具ç來協助因

操盤與投資的趨勢ç為投資人

助您操作避險基金ç都已是

應é證券交易所其實都握有交

打造智能理財軍師é

觸手可及的大膽應用é

易數據è證券代理商及各上市
櫃公司等各類數據ç可進一步

機器能自動生成規則並不

AI 對於證交所的影響ç

做出各投資戶的內線交易或異

斷自我優化ç將可協助降低人

第一波會來自於主動運用

常交易風險評比é可說數據分

工誤判ç當然ç投資理財本具

新科技的機會ç例如以資

析可發揮的潛力無限é

主觀性的偏好與風險承擔度ç

料採礦方式來偵測異常交

人類的智能絕對是決策的最終

易ç第二波會來自於被動

引入機器智能的好處

點ç因此機器還是需要隨時

對於新科技的對應措施ç例

是ç機器可以不斷從歷史資

介入編輯規則ç讓ě人機結

如理財機器人造成資本市場

料學習ç預測新的舞弊模

合Ĝç才能更精確且最佳化地

的變化的應對方法é然經驗

式é而監管單位也能夠使用

做好全面金融服務é

顯示ç擁抱 AI 前我們更踏實

文字分析技術ç依新聞報導等
公開資料勾勒出不同個體之間
的關連性é例如以公開資料得

地建議客戶ç先建置好強大

擁抱數據，先完備分析
平台與資料科學團隊

知不同交易人曾經在同一人民

分析決策平台與資料科學團
隊ç累積出整體顧客生命週
期的互動洞察ç才可成功地

團體中共事ç進而搭配其交易

未來的金融服務將會是

行為異常ç這些種種的跡象ç

高度個人化ç且臺灣各金融機

架構出強化您企業核心價值
的智能機制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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