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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和資訊



教育部字典怎麼說...

資訊：電腦上指對使用者有用之資料和訊息的總

稱。以別於未經處理過的資料

資料：計算機中一切數值、記號和事實的概稱。

通常指未加以處理者。

差別在哪？



以肉絲炒麵為例...

資訊像是肉絲炒麵 資料像是肉絲+麵條



以政府資訊來說...

人事行政局辦公日曆表 資料



資訊 vs 資料

● 資訊
○ 有明確目的，經處理過讓目標使用者可得到特定訊息

■ Excel 產生的報表

■ 依特定條件的查詢功能的網站

● 資料
○ 未經處理的原始資料

■ 做報表前收集的數據

■ 供查詢網站使用的資料庫



資料長什麼樣子

在資訊領域，資料可能長什麼樣子

整數：123

小數：3.14159

文字：「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數列：[1,1,2,3,5,8,13,21,34]

日期：2018/3/12

經緯度：(23.9756500; 120.97388194)

名片資料：[姓名: 王小明, 電話: 0912345678, 公司: 哈哈公司, 職稱: 專案經理]

電子郵件：[收件者: alice@foo.com寄件者: bob@bar.com主旨: 生日快樂內文: 

mailto:alice@foo.com
mailto:bob@bar.com


非結構化資料 vs 結構化資料

非結構化資料

● 我叫阿明，男生，我身高 134 

公分
● 我的名字叫小美，我是可愛的

女孩，我身高 142 公分
● 我是小華，我是個一百四十四

公分的男生

結構化資料

姓名 性別 身高

阿明 男 134

小美 女 142

小華 男 144



資料 vs 資料集

● 資料集 => 資料的集合

● 集合通常是將相同種類或是相同屬性的東西合在一起

● 相同種類的東西通常可以有共通的屬性

在產生資料集時，或許可以思考看看，這資料集的集合放的是

什麼，有哪些屬性是共通的？



資料品質提升機制



為什麼需要資料品質提升機制

這是個資料越來越有價值的時代...

● 開放資料、大數據、資料視覺化、機器學習、人工

智慧...

● 工具越來越多：Excel、Google 試算表、R、

Python …

提供好用的資料是有幫助的



資料品質三面向

● 可直接取得

● 資料易於處理

● 資料易於理解



可直接取得



可直接取得之前，要先可取得...

● 避免打錯網址

● 避免資料不預期被移除

如果資料無法被取得就什麼都別談了...



可直接取得的重要性...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0ah9qtu-

IMAVuXyvapcYW19z2TC-U8rQ01TfYbnciEg/edit#gid=0

如果資料是可直接取得的，Google Spreadsheet 可以作到直接載

入資料並即時互動

＊若想把這個 Speadsheet 抓去自己玩玩，可以登入自己的

Google 帳號，點選「檔案」-> 「建立複本」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0ah9qtu-IMAVuXyvapcYW19z2TC-U8rQ01TfYbnciEg/edit#gid=0


webservice (or API) 怎麼處理...

API 是什麼？

應用程式介面（英語：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簡稱：API），又稱為應用編程介面，就是軟體系統不同組成

部分銜接的約定

簡單說就是電腦跟電腦之間溝通的管道

（電腦很笨的，要溝通一定要用很精準的方式溝通）



API 沒有標準... 但是 API 說明書有...

● 2010 年一家軟體公司 SmartBear Software 公開了一套

Swagger 的開放原始檔工具，幫助開發者可以拿來描述並

測試 API

● 2015 年 Linux 基金會與 Google, Microsoft, IBM 等公司組

成了 OpenAPI  Initiative 

● 2016 年 Swagger 規範被 OpenAPI Initiative 使用，並改名

為 OpenAPI Spec

所以 API 現在說起來是有說明書的規範的....

唐鳳政委也正在推廣 OpenAPI Spec



一個 API 會有什麼資訊?

如上圖，會有

1. API 的開頭網址：

http://build.kinmen.gov.tw/opendata/OpenDataSearchUrl.do?d=OPENDATA&

c=BUILDLIC

2. 有相關的參數：
a. Start=1  ：從第 n 筆開始

b. 起造人代表人=王小明：想要查起造人是誰的資料

3. API 會回傳什麼內容，長什麼樣子？

http://build.kinmen.gov.tw/opendata/OpenDataSearchUrl.do?d=OPENDATA&c=BUILDLIC


使用 OpenAPI spec 的好處...

範例：交通部 PTX

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

http://ptx.transportdata.tw/MOTC


所以WebService 要怎麼通過品質檢測機制呢？

OpenAPI Spec 所產生的會是一個 YAML 

或是 JSON 格式的檔案

在平台上上架這個產生的檔案就行了

詳細資料可參考：https://swagger.io/

https://swagger.io/


資料易於處理



常見抽象資料結構

樹狀 圖狀 表格



常見資料格式能存的資料結構

● EXCEL, ODS, CSV：表格

● JSON, XML：表格、樹狀

政府機關資料分為既有系統和人工收集整理兩種，後者多數

資料是以 EXCEL 方式儲存，因此表格狀資料是今年「資料

易於處理」的重點



政府資料主要來源

● 委外廠商開發的資訊系統

● 承辦人員人工整理的資料



政府資料的主要來源

● 委外廠商開發的資訊系統

○ 對外網站或是內部系統

○ 資料存放在資料庫系統中

○ 資料已經結構化有明確欄位定義

● 承辦人員人工整理的資料

○ 年度報告或是因特別需求產製報告或文件

○ 大部份資料存放在 Excel 檔案中

○ 資料不一定有結構化



來自資訊系統的處理方式

● 已經是結構化存在資料庫中，大部份不需要資

料清理

● 需要透過廠商直接從資料庫匯出符合開放資料

格式

● 可能會有 API 可以使用



來自承辦人員人工整理資料的處理方式

大部份是 Excel 

Excel 格式如何呢？



EXCEL、ODS、CSV 比較...

● CSV 只是純粹儲存資料的格式

● EXCEL、ODS 可以拿來存資料，也可以拿來建立報告
○ 建立報告常用到的功能：

■ 資料分頁

■ 合併儲存格

■ 顏色框線

■ 背景顏色

■ 函式

■ 利用排版加表頭和表尾放備註



拿 CSV 直接轉換報告的悲劇



理想的報告與資料關係...

人事行政局辦公日曆表 資料



好的表格型資料

1. 第一行是表頭，只放欄位名稱
a. 欄位名稱不會重覆

b. 欄位盡量不需要成長變動

2. 第二行以後開始是資料
a. 資料的欄位數不會比表頭多，每一格都要對應的了他的欄位

3. 除了表頭跟資料，沒有其他東西
a. 有備註、資料時間等資訊可以另外放在檔案說明或平台說明

4. 只有原始資料，沒有總計、平均之類被運算出來的資料



為什麼要拿掉平均、總計呢？

以縣市人口資料為例，做圖表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TWXZOjVPUBgV63bARdyolp39koB2HmFvda8S11wLZoU/edit?usp=sharing


乾淨的表格

座號 姓名 身高 體重

1 王小明 160 61

2 林小美 151 40

3 吳小華 168 59



資料易於理解



很乾淨，但這樣子能知道資料是什麼嗎？



主要欄位說明 - 105年1月全國賦稅收入實徵淨額

COUNTY（縣市名稱）、FLD01（總計）、FLD02（稅課收入）、FLD03（關稅）、

FLD04（所得稅小計）、FLD05（營利事業所得稅）、FLD06（綜合所得稅）、

FLD07（遺產及贈與稅）、FLD08（遺產稅）...



壓縮檔處理方式...

為什麼需要壓縮檔？

● 原始資料過大筆數過大，想節省下載速度

● 雖然資料都長一樣，但是有很多不同年份（或

不同縣市）的資料，不同年份（或不同縣市）

的資料想各別一個檔案

● 有些不同性質的資料，但常常同時被一起使用，

希望能方便使用者同時一起取得，所以用壓縮

檔包在一起



壓縮檔在易用性可能遇到的問題...

● 可能包含跟資料內容無關的檔案（像

README.txt）

● 只從檔案名稱中可能看不出這個是什麼

資料

● 可能同時包含好幾種不同的資料集在同

一個壓縮檔中



解決壓縮檔的問題

● 加上manifest.csv ，說明這個壓縮檔中

哪些檔案是資料，以及簡單說明是什麼

樣的資料

● 加上 schema.csv ，說明這個壓縮檔中

是否有不同的主要欄位



manifest.csv 格式

● manifest.csv 的目的
○ 哪些檔案是重要的資料，哪些是可以不用理會的

○ 重要的資料的主要欄位是什麼

● manifest.csv 格式
○ name: 檔名

○ schema: 如果有自己不同的主要欄位，這邊要指定主要欄位存放的

檔名

○ description: 這個檔案的更詳細的描述 (因為檔名可能是

A123985.csv 這種代碼性的檔名，如果沒描述對使用者來說會比較

難知道他的用途）

https://data.gov.tw/faq/633

https://data.gov.tw/faq/633


schema.csv 的格式

● schema.csv  的目的
○ 一個壓縮檔內有多個資料檔，有不同的主要欄位描述，單靠資料集本

身銓釋資料的文字敘述不足夠

○ 欄位名稱宜精簡，但是精簡的欄位名稱很多事無法說清楚（Ex: 這欄位

的單位、這欄位的格式、這欄位的集合...），需要另一個主要欄位的

描述檔可以放更多資訊

● schema.csv 的欄位
○ name: 主要欄位名稱

○ title: 主要欄位描述

● 國際標準參考： JSON Table Schema

https://frictionlessdata.io/docs/table-schema/


來講怎麼修吧...



一樣從這三點來講

● 可直接取得

● 資料易於處理

● 資料易於理解



可直接取得



可直接取得之前要先可取得...

可取得是最重要的，無法取得什麼都別談...

一些無法取得資料的案例

[002] HTTP 狀態非 200

[014] 資料資源URL格式錯誤

[015] 資料資源下載時錯誤

https://hackmd.io/c/B12WA44Zb/https://hackmd.io/s/SkIKZH4Zb
https://hackmd.io/c/B12WA44Zb/https://hackmd.io/s/Sy0hGHNbb
https://hackmd.io/c/B12WA44Zb/https://hackmd.io/s/HkmAfHNZ-


很抱歉，目前無法顯示這個頁面..



發生伺服器錯誤...



無法連上這個網站



判斷跟處理

判斷

● 可能有「找不到網頁」「404」「無法連上」「錯誤」「無法顯示網頁」「伺

服器繁忙」

處理

● 檢查看看是不是網址寫錯

● 是不是檔案已經被刪除或是被下架

● 連絡承包廠商確認為什麼連不上

● 權限是不是忘了設定成公開



不能直接取得

現在越來越多資料分析工具，如果不能直接取得，會讓使用資

料更費力

通常錯誤訊息是 [001] 資料資源無法直接下載

https://hackmd.io/c/B12WA44Zb/https://hackmd.io/s/Skh4ZSNb-


「已封鎖彈出式視窗」

http://data.gov.tw/node/16388

會顯示「已封鎖彈出式視窗」

內文全部空白沒東西...

http://data.gov.tw/node/16388


會到首頁，但是接下來不知道該怎麼辦....

http://data.gov.tw/node/11056

http://data.gov.tw/node/11056


會到列表頁，但是還是需要人類判斷要下載哪個

http://data.gov.tw/node/17443

http://data.gov.tw/node/17443


或者是導到了特別的下載頁面



判斷跟處理

判斷

● 需要多經過一個網頁才能下載到檔案

● 連過去出現全白網頁沒反應

● 雖然有自動下載，但是還有一個全白網頁留著

處理

● 連絡承包廠商請廠商調整



資料易於處理



好的表格型資料

1. 第一行是表頭，只放欄位名稱
a. 欄位名稱不會重覆

b. 欄位盡量不需要成長變動

2. 第二行以後開始是資料
a. 資料的欄位數不會比表頭多，每一格都要對應的了他的欄位

3. 除了表頭跟資料，沒有其他東西
a. 有備註、資料時間等資訊可以另外放在檔案說明或平台說明

4. 只有原始資料，沒有總計、平均之類被運算出來的資料



乾淨的表格

座號 姓名 身高 體重

1 王小明 160 61

2 林小美 151 40

3 吳小華 168 59



不乾淨的表格資料種類

[008] 此excel檔(xls, xlsx, ods)非固定欄位之excel格式

● 有分頁

● 有合併儲存格

● 有框線

● 有空行

● 有背景色

[013] 非RFC4180格式CSV

下面用幾個案例來說明怎麼處理

https://hackmd.io/c/B12WA44Zb/https://hackmd.io/s/SJ1SMrE-W
https://hackmd.io/c/B12WA44Zb/https://hackmd.io/s/SyOjMrEWZ


「報告」直接上架的案例..

範例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JfhSh5k5CKIVr2dF7lsudBBbIrOS8L3_

mFpdKsySRoI/edit#gid=522880854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JfhSh5k5CKIVr2dF7lsudBBbIrOS8L3_mFpdKsySRoI/edit#gid=522880854


清理順序..

1. 刪除上方表頭和下方表尾（這些資訊記下來，把他放進資

料集的詮釋資料備份中）

2. 移除合併儲存格的資訊（主要是單位，這個可以放入資料

集的主要欄位描述中）

3. 移除掉資料內備註類的文字，也放入資料集的詮釋資料備

份中



清理完成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JfhSh5k5CKIVr2dF7lsudBBbIrOS8L3_

mFpdKsySRoI/edit#gid=0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JfhSh5k5CKIVr2dF7lsudBBbIrOS8L3_mFpdKsySRoI/edit#gid=0


再複雜一點的表格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E0o9w1mBYZCEYoF7Zhnw2mHKizS

7jqPi5eHKR3ne-g/edit#gid=1662910623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GE0o9w1mBYZCEYoF7Zhnw2mHKizS7jqPi5eHKR3ne-g/edit#gid=1662910623


清理法

● 如果欄位已經幾乎確定不會再增加，可以把「出水量」、

「北水處支援水量」等拉出來變成主要欄位

● 可用 Excel 的 TRANSPOSE 把表格轉 90 度

● 可以移除平均相關欄位



有分頁的案例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igkhtN7ITG0c0Ynv9O1c91aPDIsbl9Ia

EfdY5vndf5k/edit#gid=220615269

https://docs.google.com/spreadsheets/d/1igkhtN7ITG0c0Ynv9O1c91aPDIsbl9IaEfdY5vndf5k/edit#gid=220615269


清理法

● 不該使用分頁
○ 可選擇把三個分頁合併成一個

○ 或者是把三個分頁變成三個資料集

不過如果欄位都長一樣，比較建議是合併為一個



105年國產及進口其他釀造酒類數量表

多維度表格處理

來源: https://www.nta.gov.tw/_admin/_upload/Announce/8288/pic/files/各月別國

產及進口其他釀造酒類數量表.xls

https://www.nta.gov.tw/_admin/_upload/Announce/8288/pic/files/%E5%90%84%E6%9C%88%E5%88%A5%E5%9C%8B%E7%94%A2%E5%8F%8A%E9%80%B2%E5%8F%A3%E5%85%B6%E4%BB%96%E9%87%80%E9%80%A0%E9%85%92%E9%A1%9E%E6%95%B8%E9%87%8F%E8%A1%A8.xls


清理法

1. 一一把各合併儲存格的維度拆解出來

2. 拿掉被運算出來的值

3. 把時間獨立拉出來變成一個欄位



資料易於理解



主要欄位說明 - 105年1月全國賦稅收入實徵淨額

COUNTY（縣市名稱）、FLD01（總計）、FLD02（稅課收入）、FLD03（關稅）、

FLD04（所得稅小計）、FLD05（營利事業所得稅）、FLD06（綜合所得稅）、

FLD07（遺產及贈與稅）、FLD08（遺產稅）...



回顧一下為什麼需要壓縮檔

● 原始資料過大筆數過大，想節省下載速度

● 雖然資料都長一樣，但是有很多不同年份（或

不同縣市）的資料，不同年份（或不同縣市）

的資料想各別一個檔案

● 有些不同性質的資料，但常常同時被一起使用，

希望能方便使用者同時一起取得，所以用壓縮

檔包在一起



想節省檔案空間...

● 如果壓縮檔內只有一個檔案

○ 恭喜你，什麼都不用做就是合格的了

● 除了主角檔案外還有其他非資料本體檔案(Ex: 

readme.txt)

○ 加上manifest.csv ，把主角檔案加進去



假設情境：台灣公司資料的 company.csv 因為資
料量太多，所以壓縮起來節省空間

壓縮檔內有 company.csv 和 readme.txt 兩個檔案，因此檢測不合格

修理方式：再手動加一個manifest.csv

檔案內容如下：

name,description

company.csv,台灣公司資料



資料都長一樣，但是有很多不同年份（或不同縣
市）的資料，不同年份（或不同縣市）的資料想
各別一個檔案

● 壓縮檔內除了資料檔案外沒其他檔案，而且每

個資料檔的主要欄位都一模一樣

○ 恭喜你，什麼都不用做，已經是合法的了

● 除了資料檔案以外，還包含 README.txt 之類

的非資料檔案

○ 需要加上manifest.csv 把主角們列出來



假設情境：台灣歷年村里人口數資料放在同一個
壓縮檔中

壓縮檔內有 population-101.csv, population-102.csv, population-103.csv, 

population-104.csv, 和 readme.txt 等檔案，因此檢測不合格

修理方式：再手動加一個manifest.csv

檔案內容如下：

name,description

population-101.csv,101年村里人口數

population-102.csv,102年村里人口數

population-103.csv,103年村里人口數

population-104.csv,104年村里人口數



有些不同性質的資料，需要被放一起使用

● 因為有不同性質的資料，所以這個壓縮檔內可

能有很多組不同的主要欄位，因此需要

schema.csv 來描述這些主要欄位

（如果這些不同性質的資料並不一定或不是同時

被一起使用，也可以考慮不要壓縮在一起，而是

選擇拆成多個資料集上傳）



案例：實價登錄

https://data.gov.tw/dataset/18703 縮減下載版

實價登錄包含「買賣」、「建物」、「土地」、「車位」四個資料集

而四種資料集各有不同欄位，

買賣有鄉鎮市區、交易金額、交易日期、交易建物數、交易土地數、交易車位數...

建物有屋齡、面積、樓層...

土地有面積、使用分區、區段位置...

車位有類別、面積...

所以會需要用到manifest.csv 描述各別檔案功用

以及需要 schema.csv 描述不同資料的主要欄位

https://data.gov.tw/dataset/18703
https://aws.ronny.tw/land-trade.zip


其他壓縮檔注意事項

● 檔名應避免使用中文字

● 不該在壓縮檔內再放壓縮檔



RSS 或 XML 相關問題

Ex: http://data.gov.tw/node/15307

六月底平台會增加針對 XML, JSON 可以

指定資料所在路徑的功能，屆時這些資料

集就可以通過檢測了

http://data.gov.tw/node/15307
http://data.gov.tw/node/1530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