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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107年九月十一日第
1245次例會，邀請KPMG

安侯建業顧問部副總經理 賴偉
晏做「數據驅動企業數位價值轉
型」專題演講。

Packing 吳為楨社長報告，
歡迎今天的講師 KPMG 安侯建
業顧問部 賴偉晏副總經理及台
中中央社社長 Lisa（Doctor 夫
人）蒞臨。

Packing 社長報告，9 月 15
日 ( 星期六 ) 台中南區社主辦的
「中寮鄉龍眼產業創新翻轉教育
計畫捐贈儀式」，10:30-12:00
在南投清水國小，因為我剛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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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麻煩秘書代為參加。
Packing 社長報告，9 月 16

日 ( 星期日 ) 地區舉行「自行車
隊首騎宣傳根除小兒麻痺暨反毒
宣傳活動」，從 8:00-2:00，騎
乘完畢，可以到處走走踏踏青，
歡迎社友偕夫人一起參與。

Packing 社長報告，地區登
山健行委員會執行長 Home 表
示 10 月 28 日 ( 日 ) 地區扶輪日
- 反毒馬拉松音樂路跑，報名的
人不太踴躍，是否考慮請社友動
員公司員工參加健走，健走三公
里是很輕鬆的行程，也有很多贈
品，非常值得。

Poster 莊賜濱秘書報告，下
週二邀請社友林啟聖Kingnet 擔
任主講人，演講『電動車產業發
展與挑戰』，請社友踴躍出席。

Poster 秘書報告，9 月 25 日
南門中秋女賓夕，時間：下午
5:00-8:30，地點：苗栗三義樹
也 Villa，備有二台巴士，誠摯

成為勵志領導者

邀請社友、夫人、小扶輪參加。
Poster 秘書報告，會後召開

理事會，有重要事情要討論，需
補出席的社友也歡迎出席。

我們目前舉辦了 13 次的家
庭懇談會，感謝大家的支持，還
未舉辦的社友，請盡快排定時間
舉辦。

專題演講：電動車產業發展與挑戰  

主  講  人：林啟聖 Kingnet 社友 ( 艾姆勒 Amulaire 車電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長
  今網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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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民國107年九月十一日第
1245次例會，邀請KPMG

安侯建業顧問部副總經理 賴偉
晏做「數據驅動企業數位價值轉
型」專題演講。

Doctor介紹講師 賴偉晏
副總經理，賴副總目前擔任
KPMG 安侯建業顧問部副總經
理，KPMG是全世界四大會計
師事務所，能做到全世界四大會

計師事務所副總是非常不得了的
，賴副總專精在商業智慧及資料
分析及大數據相關應用平台的建
製、集團經營績效管理分析、企
業流程改善策略計畫和績效管理
指標設計，主要針對固聯網及網
際網路纍積的大數據，怎樣在大
數據做分析與應用，然後再順應
轉型。

賴偉晏副總說，我的興趣的

拜訪各個企業，也常會被尋問到
什麼是大數據？大數據就像是七
月半的好兄弟，大家都聽過，但
沒有人看過。大數據常被拿到做
什麼事？我們如何將數據拿來做
比較好的應用，給客戶做比較好
的體驗，協助企業的營運再創佳
績。

全球CEO大調查裡顯示，
洞悉企業成長策略，CEO所面
對的新挑戰，70%的CEO表示
他們面對眾多關鍵議題，是他們
從未經歷也不具有經驗的。45%
的CEO，如何改變公司業務以
滿足不同世代需求，是一大挑戰
。62%的CEO表示，人工智慧
將會創造更多工作機會。85%的
CEO，必須考慮在基本的自動
化業務流程中，整合人工智能和
認知流程。

根據富比世2017年10大富
豪排行榜，第一名是富邦金控，
第二次是鴻海集團，第三名是國
泰金控，第四名是旺旺集團…可
見台灣的電子商務目前並沒有蓬
勃發展，也表示我們還有很多空
間可以發展。

賴副總提及Global CEOs未
來三年三大的策略重點為：1.鼓
勵創新，2.更以客戶為焦點中心
，3.導入的顛覆性的科技。

Global CEO意識到需要改
變經營模式與思維，根據調查，
58%的CEO認為將透過合作發
展來擴大自身能力，例如：策略
聯盟、合資、建立夥伴關係。

70%的CEO認為他們需要
提高他們的數據分析能力。

舉例中華電信的4G方案，

第1245次例會 主講者：賴偉晏 副總經理
（KPMG安侯建業 顧問部）

數據驅動企業數位價值轉型

▲賴偉晏副總經理演講：數據驅動企業數位價值轉型



Poster 祕書與父親、Health PP 伉儷參加由南區社主辦，南門社協辦的「中寮鄉龍眼產業翻轉計劃捐贈儀式」

2018-19 年度國際扶輪 3461 地區獎助金  中寮鄉龍眼產業翻轉計劃 捐贈儀式

「4G潛力客戶在哪裡？接下來
（資費）怎麼包裝？什麼樣的店
開在哪裡比較好？還有網路行為
研究……。」以基地台該怎麼蓋
為例，沒有大數據以前，該在哪
裡建基地台，都是工程思維來決
定站台要距離多遠。但現在，透
過數據掌握用戶行蹤，就能「
精準建設」，在用戶常出沒的地
方，多蓋基地台。同時，若知道
哪些時間點的人潮特別多，還能
預測壞損機率，事先維修。連中
華電信的4G代言人：金城武，
也是「算」出來的。「我們算出
來可能用4G的是哪一群人，和
喜歡他的人相符，就認為用他可
以。」邁入全球極力推動的工業 
4.0與物聯網時代，企業無可避
免為因應市場變化，並維持競爭
力以加快轉型步伐，而數位轉型
更是全球趨勢，善用大數據不僅
提升企業營運效能，更可為企業
帶來嶄新的商業模式，建立新的

客戶價值，「資料數據」便是幫
助企業了解客戶消費行為改變後
的新價值點，也是營運模式轉變
、優化業務流程的轉捩點，在透
過一連串的大數據分析及人工智
慧應用後，企業可對此找出有效
的營運智慧化關鍵，將數據資料
轉化成見解，不但找到客戶認同
的新價值，更可能因此創造新的
商機。

談到數據驅動轉型的幾項重
點：

一、打造以客戶為核心的轉
型策略：數位策略－組織架構與
數位治理－客戶體設計－數位營
運模式－數據分析－資訊科技

二、創新科技應用：全球六
大機器人。

數位轉型案例介紹：例如
不動產品賣服務的勞斯萊斯、
Nike、平安好醫生…

賴副總總結說，「數據決定
未來勝負」，因應大環境與核心

競爭力變化，企業不應再去看有
什麼產品，不需去看我缺甚麼，
而是應該聚焦於我可以做什麼，
運用新思維與經營手法加以規劃
實踐，就是未來競爭場域的核心
能力。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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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滴

陳俊清報告扶少團交接
扶少團主委Catia報告，9月

19日(星期三)下午2點～3點舉行

扶少團交接典禮，目前報名的人
數不多，請各位社友多多支持並
踴躍報名參加。

出席報告
Kingnet出席主席報告出席

率，上週出席率59%。

糾察時間
Innovation代理主持糾察時

間，感謝中央社社長Lisa歡喜
一筆，Faith、Doctor、Poster
分享並歡喜一筆。

自行車隊首騎宣導根除小兒麻痺暨反毒宣傳活動

日期：１０７年 9 月 1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