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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的世界，原本界線分明。除非瞭解如何進行程式設計，否則進階分析技法便遙不可及。需要知道如何使用 R、 

Python 及/或 SAS，不然就得要將主要分析工作交由他人處理。在 Tableau，我們相信若要真正運用科技擴增人類智慧，

便需要為各種技能水平的使用者提供豐富的功能，其中包括進階分析功能。      

 

Tableau 的分析深度能為 Netflix 與 Spotify 等頂尖分析企業的資料科學群組增強工作流程。只要點幾下滑鼠，

就能建立盒狀圖、樹狀圖、預測性視覺化呈現，以及同類群組分析。您可以連接 R、MATLAB 和 Python，並使用 

Tableau 來擴充分析功能，將模型結果視覺化。無技術背景的使用者能提出之前無法處理的問題，資料科學家則能透

過迭代，更快發現更深入的分析見解，找出更有用的發現。

在本白皮書中，我們將探討 Tableau 能如何在分析專案的各個階段提供協助，不過會將焦點特別放在幾項進階功能上。 

我們將會說明以下情境，以及支援這些情境的功能：

細分和同類群組分析：Tableau 有助於產生直觀的調查性流程，進而促進快速、彈性的同類群組分析。您可以從任

意數量的維度切分資料，在不同的觀點間快速進行切換。如要使用機器學習擴增細分分析作業，自動化聚類分析可協

助您在維度眾多的大型資料集中找出難以發現的模式。

情境和假設分析：藉由結合 Tableau 的彈性前端和強大輸入功能，您可以快速修改計算並測試不同的情境。

複雜計算與統計功能：有了 Tableau 的強大計算語言，您將能透過任意計算擴增分析內容，並且使用簡潔的運

算式執行複雜的資料操作。從巢狀放置基本彙總，到標準差、眾數、峰度、偏度、相關性與共變異數等統計計算， 

Tableau 都能執行。

時間序列與預測性分析：由於世界上許多資料都能建立成時間序列的形式，Tableau 原生支援豐富的時間序列

分析功能，並提供完善的 UI 供您探索季節性與趨勢、進行資料取樣、執行預測等預測性分析及其他常見的時間序

列作業。 

外部服務整合：R、MATLAB 與 Python 整合功能不僅提供 Tableau 前端的強大功能與易用性，也能讓專家運用先

前在其他平台上完成的工作，並處理細密複雜的統計與機器學習相關需求。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pOwXMB8mT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XicWMTbc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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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細分和同類群組分析

功能：聚類分析、集合與集合動作、群組

為了產生初始假說，商務使用者與資料專家通常都是以相同的方式開始著手，即建立細分區段並/或執行非正式的同類

群組分析。 

對不同的細分區段提出一系列的基本問題，能協助分析師瞭解資料，並驗證假說，像是「使用信用卡付款的客戶，

是否比使用支票付款的客戶更容易留住？」具有快速進行迭代的能力，有助於促進模型開發，確保專案進度不拖延。  

   

Tableau 備有豐富的功能組合，能快速進行迭代分析，並比較細分區段。舉例來說，在 Tableau 中，只需要幾個計算

欄位，稍微拖放一下，就能建立一個按照星期幾與時間呈現病患人數的儀表板，還能在儀表板上根據部門瀏覽趨勢

（圖 1）。 

圖 1： 這個互動式診所儀表板顯示一週中特定一天與時間的病患人數，就診的原因，以及等待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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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類分析    

Tableau 中的聚類分析是另一個使用非監督式機器學習技術來細分資料的選項，非常適合在需要考量大量變

數時使用。 

 

圖 2：使用聚類分析自動細分資料。    

圖 2 中可看到依據聯合國開發程度指標，對國家或地區進行聚類分析的結果。演算法建議使用三叢集解

決方案，讓低度開發、開發中與已開發國家或地區各有一個對應的聚類。   

 

透過 Tableau 靈活彈性的介面，您也能輕鬆地測試不同的理論，並探索各同類群組的分布。能夠透過視覺

方式進行迭代，即可省下在其他工具中調整指令碼並重新執行模擬的時間。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tw/cluster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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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 在幾秒鐘內細分並瀏覽資料。此範例按「法規企業友善程度」和人均 GDP 細分國家或地區。    

如圖 3 所示，只要將聚類分析使用的細分欄位和度量拖曳到畫布上，便能突顯四個國家或地區聚類之間的差異，

產生出新的資料檢視方式。             

集合與集合動作

使用集合即可透過手動選取的方式或使用程式設計邏輯來定義資料物件的集合。集合在許多情境中都非常實用，

例如篩選、突出顯示、同類群組計算，以及異常值分析。您也能將多個集合加以結合，藉此測試不同的情境，

或建立多個同類群組進行模擬，例如結合獨立產生的數個不同客戶群組來進行留客率分析，或套用多個連續

的條件。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tw/sortgroup_sets_crea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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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集合動作功能，表示您可將可視化項中的一組所選資料點儲存在集合中。任何工作表中的使用者選取動作，都會以單

一、經過協調的選取動作更新集合，並修改所有的目標工作表。如此一來，即可進行如比例筆刷等多種使用案例（圖 4）。

 

圖 4：  集合動作讓使用者能夠進行比例筆刷操作。比例筆刷是一種互動式分析技法，能以總規模為基準顯示所選部分的相對規模。
選取「Russia」（俄羅斯）即可按世界盃球員位置顯示該國的市場價值。

群組 

為滿足建立臨時類別與層次結構的需求，Tableau 提供一個稱為群組的功能。對於基本資料清理方面的需求，群組功能也

能提供協助。

透過群組，使用者能根據要進行的分析工作，將相關的成員結合在一個欄位中，為資料建立直觀的結構。舉例來說，如果您

正在處理按主修科系顯示平均測驗分數的視圖，您可能會想要將特定主修科系分為同一群組，藉此建立不同的類別。英文和

歷史可能會組成「人文主修」群組，而生物學和物理學則可能會被分到「科學主修」群組。這樣的安排可讓分析師在分析的

過程中自訂呈現方式，並控制資料的彙總作業。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tw/actions_sets.htm
https://www.tableau.com/zh-tw/about/blog/2018/8/how-do-proportional-highlighting-set-actions-latest-tableau-beta-92168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tw/sortgroup_groups_creating.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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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有一致性與品質問題時，群組功能也能提供一些助益。舉例來說，加利福尼亞州可能會以全名稱呼，不過也有可能

以縮寫 CA 或「加州」進行稱呼。分析師與商務使用者通常沒有權限可透過直接變更來源系統來解決這類問題。這表示

微小的資料錯誤，便可能對探索性分析造成極大的阻礙。需要停止提問才能要求資料變更，不僅導致專案延遲，也會打

斷想法的快速發展。透過群組功能，您將能快速定義新的細分區段，並使該區段包含分析中所用的所有替代名稱，如此一

來即可繼續提問，不必中斷流程。

 

圖 5：  透過建立群組，在一個欄位中結合相關的成員。在此範例中，您可能會想要將醫療保健花費占 GDP 最大比例的前五個國家
或地區分成一個群組。     

此外，上述所有功能本身皆具備簡易的更新機制。如果在 Tableau 中選擇即時連線並更新資料，分析與分析底下的所有

元件（如集合和群組）也會一併更新。這表示您不必手動重新執行報告或相依指令碼，同類群組成員組成也會自動更新。

簡易更新機制能協助減輕報告作業的負擔，也是另一種測試情境的方法。簡易更新機制可透過抽換基礎資料，在不更新

分析堆疊的情況下探測分析對於初始條件的敏感度。    

Tableau 為使用者提供快速細分資料並將資料分類的功能，讓商務使用者與分析師能輕鬆地執行強大的同類群組分析。

這些功能可協助資料科學家查驗初始假說，並測試各種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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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假設與情境分析

功能：參數、故事點    

在某些情況下，使用者可能會想要測試變更某個或某組特定的值，會如何影響分析的輸出結果。此類操作可用於測試

不同的理論、為同事加強識別重要的情境，或調查新的業務可能性。透過 Tableau，您能在分析中嘗試使用不同的

輸入。Tableau 中提供簡易的控制項，可讓您輕鬆地標記與分享各個情境，同時讓資料保持最新狀態。

參數 

執行假設分析時，您可能會想要變更計算的基值，重新定義配額，或設定初始條件。運用 Tableau 中的參數即可輕鬆完

成這些工作。定義參數，是一種變更模型或儀表板輸入值的方法。參數可驅動計算、變更篩選器閾值，甚至能選取哪些

資料會送入儀表板。無技術背景的使用者可利用參數來嘗試不同的輸入，探索複雜模型可能產生的輸出。   

 

除了協助您測試假設，Tableau 的參數功能也能讓您在互動式報告中呈現假設分析的結果。圖 6 中的銷售佣金假設分析是

由參數所驅動。銷售經理可嘗試不同的佣金比例、底薪和配額，且能透過即時回饋資訊得知這些變更如何影響關鍵指標。 

圖 6： 在這份參數驅動的銷售報告中，操控者可探索配額、佣金與薪資在組織中的影響。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tw/parameters_creat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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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點

故事點是 Tableau 使用資料建立脈絡的方式，若與參數搭配使用，即可為有趣的結果擷取快照，然後繼續進行探索。

透過故事點，您將能建構隨著資料變更及可視化項修改而更新的簡報。不過故事點非常聰明，會保留參數值，因此使用

者可放心地標記並返回特定情境，不需要中斷分析流程才能返回。您也可以比較數組不同輸入的結果，不必擔心螢幕擷

取畫面並非最新，或是需要重新執行模擬。 

Tableau 透過集合、群組、拖放細分及參數，讓使用者能夠從理論和問題進展到使用專業的儀表板提出問題並自行測試

各種情境，而且即使不是專家也能順利提問與測試。簡化假設分析，能讓資料相關專業人士將心力專注在分析中較複雜

的層面上，並提供更強大的分析見解，讓最終使用者也能透過直觀易懂的視覺化呈現與資料互動。如此的參與度提升，

有助於組織上下推動變革，做出更明智的決策。 

        

3. 複雜計算

功能：計算欄位、詳細等級運算式、表格計算    

一般來說，來源資料並未包含進行全面性分析所需的所有欄位。分析師需要使用簡單但功能強大的語言來轉換資料，

並定義精密複雜的邏輯。 

Tableau 雖然簡單易用，卻也提供支援複雜邏輯的強大功能。Tableau 中的計算欄位可供您根據資料來源中已存在的資

料建立新資料。您可以使用計算欄位輕鬆執行算術運算、運算式條件邏輯，或執行特定資料類型的特殊運算。提供進階

分析的兩種計算欄位為詳細等級運算式和表格計算。 

詳細等級運算式   

詳細等級運算式為 Tableau 計算語言的延伸，功能強大，能夠在單一可視化項中回答牽扯多個細微度等級的問題。使用

詳細等級運算式，即可以簡潔的運算式處理先前無法或難以解決的情境。    

詳細等級運算式能大幅簡化同類群組分析（如前一部分所述）與多次執行形式的彙總。圖 7 按區域市場顯示新獲客戶數

的累積加總，並按第一筆訂單的日期將客戶分為「新客戶」和「現有客戶」兩個同類群組。  我們會在下個部分說明時間

序列分析，也會探討實現這項分析的其他計算語言層面。從這張圖表可以看出從一月開始到該年度結束，北美洲的新獲

客戶數呈現下降狀態。詳細等級運算式將原本需要複雜 SQL 分組依據陳述式的細分作業，變成可在 Tableau 前端編輯

和調整的簡單、直觀運算式。 

https://www.tableau.com/zh-tw/learn/tutorials/on-demand/story-points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tw/calculations_calculatedfields_create.htm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tw/calculations_calculatedfields_lo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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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這個可視化項使用詳細等級運算式按市場呈現每日的新獲客戶總人數趨勢。使用詳細等級運算式能確保回訪客戶不會被誤計為
新客戶。

表格計算    

Tableau 的表格計算功能可讓使用者執行本質上屬於相對性質的運算。更具體來說，表格運算是套用到表格中所有值的

一種運算，通常仰賴資料表結構本身。這種類型的計算包含許多時間序列運算，例如滯後時差或累積加總，不過也提供

排名與加權平均等計算。    

在 Tableau，有兩種方式可以使用表格計算。第一種方式是透過一組常用的表格計算，這組計算稱為快速表格計算。

這些計算提供一鍵定義表格計算的功能，是絕佳的起點。  您也可以使用表格計算函數自行建立表格計算。透過這些函數，

活頁簿作者便能精準操控結果集合。此外，由於所有表格計算都是以相同的計算語言表示，您可以從其中一個快速表格

計算開始操作，如果需要更複雜的計算，只要手動編輯即可。 

運用表格計算，只要按幾下滑鼠，或使用簡單的運算式，就能解決具挑戰性的資料庫工作，例如操控彙總資料，以及建

立仰賴資料架構的彙總等。表格計算不僅能為無技術背景的使用者提供許多助益，也能為專家省下大量的工時，並免除

撰寫 SQL 程式碼這項勞心費神的工作。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tw/calculations_calculatedfields_create.htm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tw/calculations_tablecalculations_quick.htm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tw/functions_functions_tablecalculation.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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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使用 Tableau 的內建快速表格計算（百分比差異），即可快速呈現某些國家或地區中，利率提升對於 GDP 的影響。     
     

   

4. 時間序列與預測性分析    

功能：時間序列分析、預測    

從感應器測量值、股市價格到畢業比例，世界上大部分的資料都能有效地建立成時間序列的形式。時間也因此成為分析

專案中最常見的獨立變數之一。而如要獲得更多分析見解，您可能會想要運用預測相關功能。透過 Tableau，您不需要

耗費大量心力，也能新增預測性分析，讓您快速探索多個情境。 

時間序列分析

Tableau 的前端富有彈性，後端功能強大，您只要提出正確的問題，就能輕鬆地進行時間序列分析。只要將感興趣的欄

位拖曳到視圖中，並啟動提問程序，就能開始進行分析。     

您可以運用雙軸與離散化彙總功能，開始查看多個時間序列。如果無法以不同的細微度與彙總等級快速查看時間序列，

您可能無法提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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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 此雙軸圖顯示利潤比例與平均折扣之間的關係。

如要查看某段特定的時間期間，可以使用一組確切的日期篩選資料，或是利用 Tableau 的相對日期篩選條件加以篩選。

使用相對日期篩選條件時，可查看相對的時間期間，例如「上週」或「上月」。您每次開啟視圖來加入新資料時，這些

時間期間都會更新，是非常適合用於報告用途的強大工具。    

處理時間序列時，經常需要進行平滑處理，或執行其他時間相關計算。Tableau 提供一組豐富的功能，可簡化移動平均、

與前一年比較的計算，以及累積總計等常見的時間序列運算。    

如前文所述，Tableau 的表格計算功能提供一組常見的時間序列操控計算（快速表格計算）供您選擇，您也可以自行撰

寫自訂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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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此時間序列分析顯示三大公司的每月股票價格。    

由於時間序列分析極為常見，Tableau 的功能可協助組織更快完成專案，並從專案中獲得更多價值。這個直觀易用的功

能可幫助專家與商務分析師提出更多、更好的資料相關問題。    

預測

如果需要預測未來情況，Tableau 備有數個原生建模功能，包含趨勢與預測的建模功能。    

您可以在任何圖表快速新增趨勢線，而且只要以滑鼠右鍵點一下趨勢線，即可查看說明配適度的詳細資料（如 p 值與 

R 平方）。因為趨勢線已完全整合入前端中，可輕易進行細分，因此只要使用 Tableau 的拖放功能，點一下滑鼠就

能建立不同群組的模型。如圖 11 中所示，Tableau 無須任何程式碼，便會自動為各個不同的細分區段分別建立三條

趨勢線。Tableau 也支援數種其他配適度功能，包含對數、多項式與指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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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趨勢線標示出肥胖與食物取得不穩定、運動和抽菸人士之間的關係。 

Tableau 的預測功能依預設會在背景執行數個不同的模型，然後選出最佳模型，而且會自動將季節性等資料問題列入

考量。Tableau 中的預測功能使用一種稱為指數平滑法的技法。指數平滑法會使用過去資料值的加權平均，以迭代的

方式預測時間序列的未來值。如前文所述，預測的各個層面，幾乎都能加以設定。舉例來說，您可以選取預測的時間

長度、模型類型（相加或相乘），以及是否要將季節性列入考量。    

這項功能非常容易使用，即使是新手使用者，只要使用預設設定並點幾下滑鼠，就能建立預測，進階使用者則能設定模

型的幾乎所有層面。除了統計元素，Tableau 也會顯示信賴區間，為新手使用者提供預測品質的估計。預測功能也能與

其他 Tableau 功能完美地搭配運作，因此預測亦能輕鬆地進行細分與操控，如同使用者介面中的任何其他分析物件。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tw/forecast_how_it_work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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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2：  預測功能自動按細分區段預測銷售量。    

能輕鬆進行預測性分析這項特點，可大幅增加幾乎任何資料專案的價值。Tableau 支援複雜設定與簡易互動式建模，

是一個資料科學家還是最終使用者都能順利應用的平台。 

5. 外部服務整合

功能：Python、R 與 MATLAB 整合功能  

許多組織在分析平台與企業知識上進行投資，因此您可能會有一些非常具體的需求，以及一套具有價值的現有工

作成品。   

一個全方位的分析平台必須能夠支援整合其他進階分析技術，以便擴展可用的功能性，並運用其他解決方案中已投資

的項目。運用 Tableau，您將能整合外部服務，如 Python、R 與 MATLAB 等，而且由於 Tableau 簡單易用，

只要透過簡單的拖放操作，就能讓組織上下的所有使用者使用進階演算法，藉此實現資料科學大眾化。

https://help.tableau.com/current/pro/desktop/zh-tw/calculations_tablecalculations_quick.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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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au 能直接與 Python、R 與 MATLAB 整合，透過現有模型與全球統計社群為使用者提供支援。Tableau 會將指

令碼和資料傳送到 RServe 與 TabPy 等外部預測服務。結果接著會傳回到 Tableau，以供 Tableau 視覺化引擎使用。 

Tableau 使用者即可對於 Tableau 中的資料叫用 R 或 Python 中提供的任何函數，並使用 Tableau 操控在這些環境中

建立的模型。

圖 13： 使用 R 的 k 平均聚類分析演算法範例，在 Tableau 中加以視覺化。       

聚類顯示三種鳶尾花的變數（萼片與花瓣長度/寬度）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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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模作業能夠比基本統計還要深入許多。透過 R 與 Python 整合功能，您將能分析文字來擷取其中的情感（圖 14），或展

示供應鏈或股票投資組合最佳化等規範型分析的結果。整合功能支援直接在 Tableau 中執行 R、MATLAB 或 Python 

程式碼，也能直接在 Tableau 中執行於 Tableau 外定義的模型與指令碼。 

圖 14：使用 Tableau R 整合功能建立之情感分析的範例。 

圖 15 顯示使用梯度提升的儀表板。這個儀表板使用梯度提升這項集成機器學習技法，根據過去的癌症案例提供胸部腫

瘤的診斷建議。此模型的訓練與準確度統計評估，是由資料科學家在 Python 程式設計環境中進行，完成後再發佈到 

TabPy（Tableau Python 伺服器）。這個儀表板提供表單輸入欄位，供使用者輸入不同醫療指標的值，這些值接著會

再傳送到這個託管的機器學習模型，並即時轉換為診斷建議。這樣的作法可讓多個分析師和儀表板均使用共用的機器學

習資產做為基礎進行建構，而資料科學家也能使用自選工具，在單一位置輕鬆管理這些機器學習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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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5：具有輸入參數的集成機器學習模型。    

將 Tableau 與 Python、R 或 MATLAB 結合運用，可發揮極為強大的功能。這樣的技術結合運用，能將複雜建模的結

果呈現在精美且吸引人的視覺化呈現項目上，供任何技能水平的使用者使用。使用者將能透過儀表板上嵌入的控制項與

資料互動，藉此提出假設性問題，並評估假設情境。 

         

總結     

在分析平台中，Tableau 有許多與眾不同的地方。由於擴增人類智慧是我們的使命，我們在設計 Tableau 時，已經將商

務使用者與資料科學家納入考量。我們希望能讓使用者以最快的速度，提出與資料相關的有趣問題，而我們打造的平台，

正是我們持續致力實現這項使命的結晶，能針對各種技能水平的使用者提供有用的功能。   

透過 Tableau 富有彈性的前端，商務使用者不必編寫程式碼或理解資料庫相關知識，即可提出疑問。Tableau 也具備資料

科學家所需的分析深度，是資料科學家工具庫中的強大利器。藉由運用 Tableau 中的複雜計算、R 與 Python 整合功能、

快速同類群組分析與預測相關功能，資料科學家可在 Tableau 完成複雜的分析，並輕鬆分享視覺化結果。無論是使用 

Tableau 進行資料探索與品質控管，還是用於設計與測試模型，平台具互動性的性質，都能幫使用者在專案的生命週期

期間省下無數的時間。Tableau 讓各種等級的分析都變得更平易近人，可更快速完成，進而促進組織內各處進行重要的

協同作業，並做出更完善的決策。



 

關於 Tableau

Tableau 協助使用者從資訊中找出意義。Tableau 是一個支援分析週期的分析平台，提供視覺回饋，即使問題的

複雜性持續演變發展，仍可協助您回答問題。如欲運用資料進行創新，應使用鼓勵您持續探索，持續提出新問題

並改變觀點的應用程式。如果您已經準備好讓資料發揮影響力，歡迎立即下載 Tableau Desktop 的免費試用版。 

相關白皮書   

使用 R 語言與 Tableau（英文）

瞭解詳細等級運算式（英文）

定義分析（英文）

查看所有白皮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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