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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運⽤機器學習：

創新先⾏者的
項修練

充分利用机器学习技术：快速学习型企业的 5 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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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機器學習？

經過極其複雜的圍棋比賽，Google

企業⽇常的營運流程中。例如，受訪

的 AlphaGo ⼈⼯智慧圍棋軟體⼀舉擊

的 360 家企業中，平均 68% 的企業

敗世界棋王。很多⼈認為這⼜是⼀個

⽬前⾄少於⼀定程度上運⽤機器學習

作為⼈⼯智慧的主要發展分

運算技術的宣傳噱頭、⼀場精⼼策劃

優化⾃⾝業務流程。

⽀，機器學習採⽤複雜的演算

的炒作，與其視為商業案例，不如說
是巴納姆效應（Barnum Effect）。
這完全是⼀場誤解。

法，協助計算機從⼤量資料
根據資料分析的結果，我們發現機器

中「學習」，無須預設運算規

學習的快速發展絕非管理層對另⼀輪

則。演算法使⽤的資料越多，機

技術炒作的過度反應。

器能學習的知識就越多。如

經濟學⼈智庫（EIU）展開了⼀項調

明顯的跡象表⽰，企業正利⽤機器學

查，並與 SAP 聯合發表研究報告指

習⼤幅提⾼整體營運績效。有些企業

出，很多企業已經開始⾏動，甚⾄積
極採取有⼒措施，將機器學習融入

此，軟體得以不斷⾃主調整並優
化作業流程的執⾏與流暢性。

更⾼瞻遠矚，運⽤機器學習創新商業
模式，提供客⼾全新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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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使⽤機器學習優化業務流程的受訪者
比例

機器學習
促進業務成⻑

2020 年預計加⼤提升，將機器學習融入
營運流程的受訪者比例

如今，機器學習廣泛運⽤於⼤多數業務部⾨。
直到 2020 年，採⽤率將繼續⼤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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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對⼀些已經導入機器學習並從

這些獲益包括：提升盈利能⼒與收

創新先⾏企業如何超越競爭對⼿？

中獲益的企業進⾏調查，調查結果

入；增加差異化競爭優勢；以及打

研究結果顯⽰，這些企業的成功離

顯⽰，上述跡象在這部份企業⾝上

造更快速、更準確且更具成本效益

不開 5 ⼤關鍵特質，這對尚未制定

表現得較為明顯。

的流程。

機器學習策略或才剛踏上機器學習
之旅的企業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受訪企業中，⼤多數企業的機器學

我們稱已經獲益於機器學習的受訪

習規劃能夠獲得執⾏⻑的領導與⽀

企業為創新先⾏企業。他們證明

持，企業得以獲益豐厚。

了，企業如果不積極探索機器學
習與⾃⾝策略相關性，勢必將⾯臨
巨⼤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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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先⾏企業
具備哪些特質？
明顯的跡象表⽰，企業正利⽤機器學習⼤

本次調查中，我們將已經獲益於機器學習

幅提升整體營運績效。他們從中獲得豐厚

的企業稱為創新先⾏企業。研究結果表⽰先

收益，並確保整個企業受惠。

1

2

⾏企業的成功離不開 5 ⼤關鍵特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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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策略優先事項

差異化競爭優勢

提升獲利能⼒

核⼼業務流程內部化

「企業級」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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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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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階⽀持
納入策略優先事項

機器學習不僅是⼀項技術，更是企業

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Pinsent

相較其他企業，創新先⾏企業很少⾯

業務策略的核⼼。⼀旦融入於企業的

Massons）知識與創新部⾨總監

臨機器學習策略不夠清晰的問題，變

營運模式中，就能夠為企業創造巨⼤

David Halliwell 表⽰：「這類規劃必

⾰過程中，受組織反彈的情形也較少

價值。Amazon，Uber 和 Airbnb 都

須由企業最⾼階管理。除了良好的管

發⽣。這可能是因為他們認為機器學

是很好的案例。

理，企業⾼階還需要了解⼈⼯智慧與

習不只是⼀種策略⼯具，⽽非幫助企

機器學習的優點與缺陷。」

業實現⾃動化，節約⼈⼒和成本。

創新先⾏企業深知充分運⽤機器學習
的重要性，他們的管理階層更是了解
機器學習的戰略價值。

創新先⾏企業⾯臨的策略問題較少
導入機器學習⾯臨的挑戰
創新先⾏企業所占比例
尚未從機器學習中獲益的企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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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創新先⾏企業表⽰能夠確實減少⼈⼿，節省成本：

30% 的受訪企業完全同意隨著⼯作效
率提升⽽減少員⼯數量；31% 的企業
也傾向同意這項作法。
50% 的創新先⾏企業渴望培訓員⼯執
⾏更有趣且更⾼價值的任務；另有
25% 的企業對此持贊同態度。
⼤多數創新先⾏企業（76%）進⼀步

創新先⾏企業的最終⽬標是將機器學

以英特爾（Intel）為例，該公司正在

習融入於整個企業。因此，除了節約

利⽤機器學習，縮短產品週期、提⾼

成本之外，機器學習勢必能替企業帶

良率，並進⼀步感知、預測客⼾需

來更多收益上的實質幫助。

求，進⼀步提升交期服務品質。

透過機器學習，創新先⾏企業獲益良

同時，部分受訪的先⾏企業表⽰他們

多，他們正把握⼀切機會，在前段與

提升流程準確性與效率。與節約成本

後端部⾨、收入及成本中⼼等各領域

相比，速度提升是⼀種更⼤的收益。

進⾏轉型。

希望轉換部分員⼯的⾓⾊，讓他們承
擔與現有崗位⼯作技能相似的任務。

收益隨著時間推移不斷增加
創新先⾏企業的收益分布情況
已經從機器學習中獲益的創新先⾏企業比例
已經從機器學習中獲益，或預計到 2020 年實現收益的企業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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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企業
差異化競爭優勢

創新先⾏企業認為機器學習並不是提

其他領域的企業也計劃採取類似的⽅

升效率使⽤的典型技術，⽽是⼀種創

法，利⽤機器學習重塑獲利模式。

造差異化競爭優勢的⽅法。
31% 的創新先⾏企業認為，機器學習
有助於業務流程或商業模式創新。部
分企業希望機器學習能帶來破壞性創
新，⽽非漸進式的改⾰。
以法律業為例，品誠梅森律師事務所
考慮利⽤機器學習，徹底重塑客⼾關
係與業務模式。

英國的線上食品雜貨零售商 Ocado 透
過機器學習打造專屬的物流平台與⾃
動化倉庫，並計劃透過授權的⽅式將
倉庫租給其他零售商。

與其他顛覆性技術相
比，⼈⼯智慧和機器
學習對業務模式的影
響更為顯著。
— Cliff Justice，KPMG 創新與
企業解決⽅案負責⼈

KPMG 諮詢公司創新與企業解決⽅案
負責⼈ Cliff Justice 認為，機器學習
在業務模式創新上具備無限潛⼒。他
表⽰：「與雲端技術或其他顛覆性技

Halliwell 表⽰：「成為客⼾的知識系

術相比，⼈⼯智慧和機器學習對業務

統供應商是我們⾯臨的機遇。從以往

模式的影響將更為顯著。」

的服務模式轉為產品模式，從以往按
⼩時提供服務轉為提供客⼾知識授權
許可。」

的創新先⾏企業表⽰他們已經透過
機器學習實現商業模式與業務流程創新。

充分運⽤機器學習：創新先⾏者的５項修練｜完整報告解析

7

3

帶來新收益流
提升獲利能⼒

48% 的創新先⾏企業指出，機器學習

英特爾（Intel）利⽤機器學習與預測分

最⼤的效益是 - 提升獲利能⼒。同時

析更精準地辨識獲利機會。他們直接將

更有助於企業挖掘新收益流。

機器學習內建於新銷售平台。

這些技術將對企業的尋
源決策產⽣重⼤影響。
— Stanton Jones，ISG 董事兼分

將近半數（48%）的創新先⾏企業預

Intel 資訊⻑ Aziz Safa 表⽰：「此平台

計將於 2018 到 2019 年間實現超過

輔助銷售⼈員判定市場情勢，更有效地

6% 的收入增⻑。相比之下，尚未嘗到

針對客⼾制定銷售⽅案。不只創造⼤量

甜頭的機器學習使⽤者中，僅 30% 預

潛在商機，使我們更有機會實現營收成

計⾃⾝的收入成⻑將達到此標準。

⻑的⽬標。」

2019 年營收成⻑
受訪者比例

析⻑

2018 – 2019 年
預期的收入成⻑率

創新先⾏企業所占比例
尚未從機器學習中獲益的
企業所占比例

27

25

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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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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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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紮根企業⺟國
核⼼業務流程內部化

如今，創新先⾏企業投入本地的業務

國，將核⼼業務流程內部化，賦予企

對創新先⾏企業⽽⾔，這意味他們將

流程多於海外投資，無論是企業內部

業競爭優勢。預計未來三年，這股趨

不再單純根據成本決定是否將業務流

或外包流程。另⼀⽅⾯，等待從機器

勢將持續如此。

程外包。隨著機器學習的應⽤，業務

然⽽，這並非意味未來將突然出現海

相關性與客⼾價值的參考價值將逐漸
超越成本因素。

學習獲益的企業則⼤幅削減在地服務
上的⽀出。

外回流潮。科爾尼諮詢公司（A.T.
調查結果顯⽰，58% 的創新先⾏企業
將超過⼀半的預算⽤於在地的業務流
程；其他機器學習⽤⼾的比例只有
39%。

Kearney）的合夥⼈ Arjun Sethi 表

這代表創新先⾏企業確保紮根企業⺟

將其安置於國內。」

⽰：「雖然⽬前主要部署在海外的業
務不⼀定會⼤批回流，但針對⼀些較
新的業務處理流程，企業可能更傾向

充分運⽤機器學習：創新先⾏者的５項修練｜完整報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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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Intel 為例，由於公司著⼒進軍新市

該平台能分析⼤量客⼾資料，並利⽤演

「這些技術將對企業的外包決策產⽣重

場、開發新產品，Intel 的銷售活動變得

算法推理以模仿銷售⼈員的⾏為建立銷

⼤影響，包括外包的項⽬和選擇的供應

越來越複雜。由於資源有限，業務負責

售活動（如建立客製化銷售⽅案），提

商。」企業將逐漸偏向採⽤ DIY 模式打

⼈⾯臨艱難抉擇：是否只重點瞄準部分

供銷售⼈員建議並增加收入，利⽤⾃主

造內部的機器學習功能。他補充：「這

客⼾，尋找外部供應商來管理更多銷售

式學習機制，持續提⾼性能。

將減少企業的⻑期外包需求」。

和營銷流程。倘若在過去，他們⼀定依
照成本制定⼀套典型的外包解決⽅案。

ISG 技術諮詢公司董事兼分析⻑－

Safa 表⽰ Intel 沒有縮⼩業務範圍或透

何，機器學習都將成為企業外包決策的

過外包尋求其他幫助，⽽是利⽤機器學

主要驅動因素。

Stanson Jones， 認為無論進展如

習銷售平台，在整個銷售週期中提供⽀
援，同時提升員⼯效率，幫助服務更多
客⼾。

多數創新先⾏企業將核⼼業務流程內部化
業務流程⽀出分類
⼤部分⽀出

創新先⾏企業所占比例

⽤於管理企業⺟國的

尚未從機器學習中獲益的企業所占比例

58

核⼼業務流程

39
⼤部分⽀出⽤於
外包流程⾄
低成本地區

均匀分布

22 29

20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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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觀視野
擬定「企業級」整體戰略

創新先⾏企業通常會全⾯審視機器學

尚未⾒到成效的企業中，47% 的企業

為了將機器學習融入與客⼾相關和產

習能為企業帶來哪些收益。相較於尚

通常是在單⼀業務部⾨的推動下局部

品開發的重要部⾨，（例如電話銷售

未⾒到成效的企業（26%），更多創

實施機器學習規劃，⽽創新先⾏企業

中⼼、⾏銷部⾨、資料處理和分析部

新先⾏企業（36%）正以企業整體為

僅佔此比例中的 39%。

⾨以及研發部⾨）創新先⾏企業比其
他企業投入更多資源。

規模規劃導入機器學習。
這種⽅式更有可能激發不同部⾨間的
協作，替企業創造收益。

創新先⾏企業更加廣泛地運⽤機器學
習，說明為何 41% 的創新先⾏企業
表⽰運⽤機器學習有助於提升客⼾滿
意度。

充分運⽤機器學習：創新先⾏者的５項修練｜完整報告解析

將機器學習融入上述部⾨的業務流程
時，創新先⾏企業採⽤的⽅法也比其
他企業先進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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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機器學習領域的投入
是否「眾⽣平等」？
即使全球科技巨頭在⼈⼯智慧和機

事實上，⼤型企業在業務流程轉

⼤型企業通常具備較強⼤的運算能⼒

器學習領域⼀⾺當先，但任何規模

型時反⽽會遭遇⼀些困難。與中

⼒，能夠儲存與分析⼤量資料，充分

⼩企業相比，更多年收入 7.5 億

發揮機器學習的潛能。

的企業都能使⽤線上的機器學習創
新⼯具和雲端運算。這樣的開放性
前所未有，替中⼩企業創造新的競
爭機會，憑藉⾃⾝在速度與創業精
神⽅⾯的傳統優勢創造更多價值。

美⾦以上的⼤型企業表⽰在導
入機器學習的過程中，遭遇來⾃

不過借助雲端，⼩型企業現在也能獲

組織結構層⾯的反彈。

得強⼤的運算⼒，成本也比傳統就地
部署系統少得多。透過⼤型科技企業

此外，⼤型企業更抗拒與外部合

或是研究機構建立的開源平台，⼩型

作夥伴共享資料。這⼀點⼗分重

企業還可以獲得豐富的外部⼈⼯智慧

創新先⾏企業的規模多樣：中型企

要，很少企業具備獨立開發與充

與機器學習資源。

業所占比例最⼤（38%），年收

分運⽤機器學習的專業知識。

入為 2.5 ⾄ 7.5 億美⾦；另外的
31% 為⼩型企業，年收入為 5000
萬⾄ 2.5 億美⾦。這表⽰，在使⽤
機器學習技術⽅⾯，企業規模與成
功並沒有絕對的關係。

「規模」在應⽤機器學習的過程
中，的確能為企業帶來⼀定優

機器學習領域中，任何規模的企業都
能從⼤處著眼、⼩處著⼿，逐步成就
⼤事業。

勢。專⾨研究機器學習的企業擁
有更多資⾦與⼈⼒資源來協助研
發⼯作。

企業規模
受訪者比例

43

⼩型企業

32

中型企業
⼤型企業

31

38

31

42

26

40

17
未使⽤機器學習

在單⼀業務流程中
使⽤機器學習技術

創新先⾏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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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先⾏
⽅為上策
根據創新先⾏者的經驗，機器學習

如果繼續躊躇不前，不及時著⼿

不只是新科技浪潮，更是企業宏觀

啟動機器學習策略，企業未來的

戰略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能夠幫

發展勢必困難重重。

助企業重塑業務，打造競爭優勢。
先前就開始嘗試運⽤機器學習的企
業 在發展速度與規模早已領先⼀

所有企業都應當立即⾏動，思考
如何將機器學習融入數位轉型策
略。

2017 年 9 ⽉⾄ 10 ⽉，經濟學⼈
智庫展開了名為「如何從機器學
習中獲利：創新先⾏企業的五⼤
修練（How to Profit from
Machine Learning: 5 Lessons
from the Fast Learners）」的調
查。此次調查採訪了來⾃北
美、歐洲、亞太和拉丁美洲四⼤
地理區域的 360 位企業⾼階主

步。到 2020 年，創新先⾏企業與

管。其中⼀半的受訪者來⾃年收

其他企業間的差距將逐漸擴⼤。

入超過 5 億美元的企業。

踏上機器學習之旅的訣竅
規劃機器學習新兵培訓

短期試⾏規劃

評估關鍵流程外包必要性

規劃培訓課程，幫助相關業務部⾨

企業在⾸次實施機器學習規劃

針對⻑期的海外業務流程，企業需

了解機器學習能夠如何幫助他們擴

時，應當在風險相對較低的⼩範圍

要重新評估其核⼼營運的相關

展業務。

流程中測試。⼀旦驗證有效，機器

性，並建立⼯作⼩組，了解導入機

學習的使⽤範圍即可穩定擴展⾄企

器學習技術之後，哪些關鍵流程應

積極探索外部的機器學習資源

業的各項流程中。

該轉回本地執⾏。

業務流程負責⼈應充分利⽤開放式

管理訊息

創新平台，善⽤其中的專業知識
和理念，了解如何應⽤機器學
習。他們還應該收集與分析其他企
業的機器學習規劃案例。

企業的營運與溝通團隊應當編制相
關⼿冊，⽅便主管解答為何採⽤機
器學習，以及機器學習對團隊有何
意義等內部疑問。

歡迎您與我們聯繫：
產品諮詢專線：0800-885-989
線上專員洽談：https://goo.gl/2aA1Ed
加入粉絲⾴：https://goo.gl/EAjYTF
觀賞影⾳頻道：https://goo.gl/AjjnX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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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需了解更多資訊，歡迎前往：
sap.com/taiwan/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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