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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確的資料是推動企業組

織實現其業務策略的動

力， 所有業務的日常運

作、策略實施都牽涉資料

的蒐集、處理、應用和分

析，因此越來越多企業認

同資料是他們關鍵的核心

戰略資產，必須要小心管

理。 

由此可見，管理好資料是

所有資訊科技部門的首要

任務，而資料建模是開展

資料管理工作的第一步。

資料模型設計與業務應變

能力息息相關，具彈性的

資料庫設計能讓企業應用

系統敏捷支持新業務策略

實施，響應日新月異的市

場需求。 

傳統從上而下 (top-down) 

的大型資料建模項目，的

確要花很長時間才有成

效，不能滿足瞬息萬變的

業務要求。 

我們特別設計了 ”敏捷資

料建模”課程，告訴你如何

利用下面談及的通用及行業

範例，和分期、按步就班、

迭代的方法，贏取短期成

果，同時又能逐步實現你的

企業資料設計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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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管理與業務表現息息相關 目 錄 :  

敏捷資料建模課程 (2 天) 

如何利用資料模型設計快速實現業務策略 

資料模型設計範例 

根據資訊科技業界多年的

開發經驗，平均而言，超

過 50％的資料模型包含

適用於大多數組織的通用

範例 (Universal Pattern) 

結構，另外大概 25％ 的

模型範例是特定行業通用

的(請參閱下一節行業參考

資料模型)；而這些通用及

行業模型，已經有現成的

範例可供使用。最後企業

資料模型內只有約 25％ 

是特定於個別組織的設

計，需要由零重新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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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建模花時間而且效果慢? 

“具彈性的資料

庫設計能讓企業

應用系統敏捷支

持新業務策略實

施，響應日新月

異的市場需求” 



 

行業參考資料模型 

(Industry Reference Data 

Model ) 是為整個行業預建

的資料模型，例如醫療保

健，電信，保險，銀行或

製造業。這些模型通常覆

蓋範圍廣泛且非常詳細，

已經是企業資料模型的半

製成品，通過簡單微調即

可馬上使用，幫助你快速

開展應用系統開發項目。 

行業參考資料模型 

 行業資料模型可以通過例

如本公司的顧問供應商購

買 ，也可以通過例如以下

的行業組織獲得 : 

 

 

https://bian.org/about-bian/ 

 

https://www.acord.org/standards-
architecture/reference-architecture 

 

 

https://www.omg.org/retail-
depository/arts-odm-73/ 

 

 

敏捷資料建模詳細介紹怎樣以反覆或迭代 

(iterative) 模式逐步開發資料模型，無需是完整

或完美亦可提供價值。同時利用通用資料模型範

例及行業參考資料模型，迅速生成具彈性的設

計，支援不同的業務需求，例如:  

✓ 推廣銷售產品和服務  

✓ 銷售渠道管理  

✓ 制定目標市場區隔(market segment)  

✓ 計劃產品類別/功能組合以配合目標市場 

✓ 企業外包業務戰略  

✓ 根據工作量和技能要求靈活分配人手 

✓ 收入及財務監控 

✓ 合規、安全及風險管理 . . . . . . . 等等 

敏捷資料建模方法 

 

第 1天 

1.  什麼是資料建模 

2.  資料建模在業務策略及資訊科技管理

的位置和重要性 

3.  資料模型設計範式怎樣支持業務策略 

4.  ”企業資料模型”(Enterprise Data 

Model, EDM) 及其開發與實施方法 

課程大綱 

 第 2 天 

5.  如何藉著 ”行業參考資料模型“ 快速

實現企業資料模型 

6.  從企業數資料型到商業智能及資料倉

庫 

7.  大數據及資料建模的前景 

8.  敏捷資料建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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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成功進行敏捷

轉型以達致業務敏

捷性，敏捷資料必

不可少！” 

https://bian.org/about-bian/
https://www.acord.org/standards-architecture/reference-architecture
https://www.acord.org/standards-architecture/reference-architecture
https://www.omg.org/retail-depository/arts-odm-73/
https://www.omg.org/retail-depository/arts-odm-73/


 

“敏捷資料建模方

法可以根據您的業

務情況設計低成

本，低風險的解決

方案，以幫助您快

速贏得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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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資料模型的基本。 

✓ 理解不同的資料模型設

計範式怎樣支持業務策

略。 

✓ 理解什麼是企業資料模

型和行業參考資料模型, 

以及它們作為資料設計

藍圖, 怎樣幫助企業按

照既定資訊科技發展路

透過本課程, 你應該能夠: 

線圖下快速前進。 

✓ 怎樣開展企業資料模型

的開發及實施工作。 

✓ 作為業務用戶, 如何用

一種 IT 共通語言表達你

的業務資料需求。 

✓ 作為 IT, 認識怎樣發掘

業務資料需求, 並且以

不同的資料模型設計範

式來滿足它們。 

✓ 敏捷資料建模如何配合

敏捷項目開發  (Agile 

Development 

Method)。 

蔣洪國先生在香港科技大

學取得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擁有超過 30 年資訊科技工

作經驗, 曾在香港和澳門的

著名非政府組織, 公營機構

及上市公司, 包括港鐵, 香

港房屋協會, 領展, 嘉里建

設, 澳博等, 出任高級經理

以至部門主管等資訊科技

高層職位。蔣先生現時從

事有關資訊科技策略, 企業

架構, 數據管理及項目管理

的顧問工作, 最近專注研究

如何利用敏捷架構 (Agie 

Architecture) 及敏捷資料

(Agile Data) 配合敏捷項目

開發  (Agile Develop-

ment Method)。 

講師 

 蔣先生擁有的專業認證: 

DAMA Data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BIAN's Banking 
Architecture Foundation 
Certification 

Foundation Certification 

The Open Group 
TOGAF®  9 Certified 

The Open Group 
Archimate®  3 Practitioner  

Project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PMI) 

PMI Agile Certified 
Practitioner 

Object Management 
Group Certified Expert in 
BPM2 

Certified SAFe®  4 Scrum 
Master 

Certified SAFe®  4 Agilist 

Certified SAFe®  5 
Architect 

COBIT®  5 Foundation 

Foundation Certificate in 
IT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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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852 90823965  

電郵: rico.chiang@pr-data.com 

 www.pr-dat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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