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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內容 

制訂英國公開資料政策之驅動因素 

公開資料之商業模式 

公開資料再利用系統（ecosystem) 

 data.gov.uk 之開發模式 

從中學得的經驗 

意料之外的額外收獲 

2 



制訂英國公開資料政策之驅動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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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成長與社會價值 

全新的經濟與社會價值 

2007年6月 201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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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2月 



新的商業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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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價值與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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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公眾服務並增加選擇性 

全新的經濟與社會價值 

2011年7月 

提升公共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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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3月 



優點：提升公眾服務品質 

 提供有關服務之“地方”觀點 

 提供有關所有地方服務之“全面性”觀點 

 讓民眾得以提供回應、遊說做出改善、並且參與政策
制訂的過程 

 推出新應用程式，讓民眾不連上政府網站也能使用 

 以相關性更高的方式來呈現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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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6月 

全新的經濟與社會價值 

2010年5月 

提升公共服務 

透明且負有當責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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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明且負有當責的政府 



優點：負有當責的政府 

透明度讓民眾得以控制政府為其行為負起責任 

施加更大的壓力來遵守倫理規範 – 讓決策以及
支出都更加公開 

向供應商施加壓力，使其必須與公平的方式與
政府接洽 

政治人物認為開放比起迴避批評來得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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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資料的商業模式 

11 



歐盟公共部門資訊（EU PSI)之效益 

公共部門將資訊完全公開，以供取得運用，可使
EU27直接得到大約400億歐元獲利 

累積之經濟效益可能更高達大約1400億歐元 

若與使用公共部門資訊直接相關之市場相較，外
溢效應(spillovers)以及其他新用途將具有更高的
重要性 

由於資訊取得更為便捷，隨之達成的未來創新成
果將更加提昇經濟成果與社會利益 

所需花費之成本與營收為何？大約1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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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 Graham Vickery, 資訊經濟學 



公共資料再運用之價值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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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資料 

匯集 

與 

整理 

處理、 

編輯、 

以及包裝 

          行銷與傳播 

商業 政府 

政府不應該逾越絕對必要的範圍之外 

       最終使用 

消費者 

顯著之價值 



新興之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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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除與整理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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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產品件數層級之購買資訊所轉換出的商業智能 



提供大眾使用之資訊服務 

16 

天氣、交通、以及公共設施
都屬於最常被下載使用之智
慧型手機應用軟體 



資料探勘（Data M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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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方資料 

病患治療成果資料 

長期健康記錄 

學童階段之教育記錄 



運作效率/最佳化 

18 

提供有關壅塞延誤以及道路施工等的即時路況資訊，
更加強化物流效率 



金融商品 

氣候風險管理  

(美國：每年合約價值美金$40億) 

 

根據詳細地形圖以及河川記錄所
設計之水災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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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之吸引與佇留 

20 提供當地房價以吸引潛在客戶 

不動產仲介/ 

房地產經紀人 

金融服務 

建商以及其他
地方服務項目 



資料仲介（Data Broking） 

21 

以客戶為主並且值得信賴之高流量資料服務與
應用程式介面 



新興商業模式: 總結 

已經有下列之相關模式： 

清除與整理資料 

提供大眾之資訊服務 

資料探勘 

操作效率/最佳化 

金融商品 

消費者之吸引與佇留 

資料仲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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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創新 

23 

開放地圖資料並且提供開發者平台等，均增加了創
新機會 



公眾資料再運用之價值鏈 (先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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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 政府 消費者 

處理、 

編輯、 

以及包裝 

       行銷與傳播       最終使用 

匯集 

與 

整理 

創造資訊 

處理、 

編輯、 

以及包裝 

         行銷與傳播      最終使用 

匯集 

與 

整理 

處理、 

編輯、 

以及包裝 

       行銷與傳播      最終使用 

匯集 

與 

整理 



公眾資料再運用之價值鏈 (成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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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 政府 消費者 

處理、 

編輯、 

以及包裝 

      行銷與傳播      最終使用 

匯集 

與 

整理 

 行銷與傳播 最終使用 

 行銷與傳播 最終使用 

      行銷與傳播  最終使用 

處理、 

編輯、 

以及包裝 

處理、 

編輯、 

以及包裝 

匯集 

與 

整理 

創造資料 

專業人士之服務 專業人士之服務 專業人士之服務 專業人士之服務 



提供企業公開資料再利用系統 

可以藉由單一目錄取得資料 

具有可預期的定價 

開放授權（Open Licensing） 

‒ 對於創新不加任何限制 

通用且開放的格式與本體（ontologies） 

技術與專業人士服務的可得性 

‒ 開放資料機構、LinkedGov、語意網（Semantic Web） 

資料仲介以及其他價值鏈之崩解 

26 



不僅與新資料有關 

“公開資料”的範圍同時也包括過去曾經 “公布”

但是屬於下列情況的資料： 

屬於不可再度利用的格式 

授權設有限制 

僅目標特殊族群 

僅供付款專用 

僅針對特定要求做出回應 

難以尋找 

27 

data.gov.uk 網站上包括眾多已被公布但  
無人知曉的資料。 



是否收費? 

預設方式為免費 

 納稅人已經為大多數資料支付費用 

 當採用傳播之邊際成本來進行定價時，便能得到最大的經濟效益 

‒ 免費原始資料 

‒ 可能會為可靠之應用程式介面收取小額服務費用 

 對於大多數機構而言，實質銷售收入並非關鍵 

 銷售過程之行政作業支出通常佔營收之25％以上 

 

例外：當資料之收集目的便是進行銷售時 

 與“公共任務”有關之資料免費，“具有附加價值”則須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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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楚且公用之授權方式 

 “公開”授權是非限定再利用之重要步驟 

 透明度相當重要，尤其是對於企業而言 

 對於所有具有價值的政府資料均提供公用授權（common licensing) 

 英國政府公開授權（UK OGL） 

‒ 免費重複利用 

‒ 設有歸屬（attribution） 

‒ 並無失實陳述（misrepresentation） 

 CC-BY授權模式也是另一種良好的替代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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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參考資料之主要提供者 

政府登記項目/授權等屬於較大規模經濟之主要參考
資料 – 也就是 “國家資訊基礎建設(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為了要將經濟效益最大化，便需要提供易於再度運
用的資料 

時值今日，其正代表了“鏈結資料（linked data）” – 

也就是語意網（Semantic Web）的主體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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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發佈 – 品質之星等評分 

 將您的資料放置於網路當中  

      (任何格式) 

   以結構化資料的形式加以提供 (例如：試
算表Excel或者逗號分隔值之CSV檔等，而
非PDF檔案) 

   運用公開且標準的模式                  
(例如：XML、RDF) 

  使用URL來作為確認之方式        
(讓他人以及電腦均可導向您的資料) 

  將您的資料連結至他人資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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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使
用
之
難
易
程
度

 



照片提供：@memespring, 

 @MadLabUK, @paul_clarke 

與開發者持續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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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並且強調應用軟體的部份，而非資料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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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資料機構：目標 

發展英國企業之能力，以充分利
用公開資料之價值 

持續與開發者/小型企業保持聯繫
，以建立完整的開放資料供應鏈
與商業據點 

協助公共部門更加有效地運用其
本身擁有的資料 

確保學術研究採用公開資料相關
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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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gov.uk 之開發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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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gov.uk 網站計畫之組織原則 

 小型中央團隊 (由4人所組成) 

 各個階段均簡短且具有明確目標 

 能夠快速回應使用者所提出的意見 

 由政府專業人才引進相關資源 

 每個資料集均確實由其擁有者加以控制 

 data.gov.uk 網站存有詮釋資料（metadata）而非資料本身 

 此計畫並非一項IT資訊專案! 因此請在IT資訊方面保持單純 

‒ 運用公開原始碼 (CKAN、Drupal等) 

‒ 運用與特定企業間之既有合約/基礎架構 

‒ 將資料存放於現有網站上或者公用雲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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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a.gov.uk網站計畫之前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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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過 7500筆資料集 

 37 GB 之地理資料（geo data） 

公共資料之主要原則 

政府公開授權 

提昇有關薪資、支出、合約、
以及管理者等資料之透明度 



從中學得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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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高層政治人士之支持相當重要 

“公共資訊並非由政府擁有，
而是屬於社會大眾，而政
府則是代表大眾行事” 

“如能於政府機構之間達成更
高的透明度，將使大眾能夠
要求政治人物以及公共機構
負起相關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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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強勁的“需求面”也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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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必須擁有熱誠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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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經驗制訂政策原則的細節 

42 
http://data.gov.uk/blog/new-public-sector-transparency-board-and-public-data-

transparency-principles 



逐次增量交付（Incremental delivery） 

 允許“資料管路（data pipeline）”被轉換成自動化工具
以及可重複進行之過程 

 藉由開發者的回應來訂定未來資料發佈的優先順序 

 創造穩定之“新聞流量”  

 也可將較為困難的案例延後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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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資料擁有者之各種考量 

 將資料公開是相當新的構想 

 必須尋求各種方式來管理可預期之風險 

 找出可能之範例與先例 

 在第一階段當中，必須準備將需要妥協資料內容 – 但並
非授權條款 

 “Hackdays”計畫能夠顯示可能帶來的益處 

 確保所公開之資料都必須註明擁有者身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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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期望，並且為可能之錯誤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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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於下星期展開小部分之計畫，然
而，最終此計畫將會造成重大的變革” 

 

“我們下星期將要公開的資訊將不是絕對
完美，這些資訊將不會總是處於最易於
使用的格式，我相信其中也將會有些許
錯誤，然而，我已經決心推動此計畫” 

 

英國首相於2010年5月29日所發表之談話 



… 由此計畫中所學得的最大經驗便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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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藉由實際動手操作來克服障礙
而非相互爭論 



意料之外的額外收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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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本身也是資料之使用者 

一旦公開資料已開放，其他公共機構也能加以
運用 

每個層級的政府單位將可由不同層級檢視某一
領域的所有資料 

估計於曼徹斯特大都會區當中，由於可縮短搜
尋資料所耗費的時間，每年將可望節省英鎊
£85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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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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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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