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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萬聖節的傳媒報導探索大數據威力 
 

劉宗平、沈志昌1 

（本會會員） 

 

 

近十餘年來，由於電腦科技的不斷地開發與應用，使得人們隨時可以獲得巨量的信

息。曾幾何時，大數據的應用便已悄悄地來到周遭。眼觀動盪不安的世界局勢、變化莫測

的經濟同盟、屢遭破壞的生態環境，這些令人憂慮的信息充斥在互聯網的大數據之中。 

在現今的日常生活中，不論是食、衣、住、行，無一不與大數據有著密切的關聯。近

年來，由於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因而有效地發揮了大數據的影響力。大數據的應用是新時

代的寵兒，若能仔細查閱大數據的內涵，則不難發現生活中的點點滴滴均與某時、某地發

生的某事件有關聯。依循著過往歷史的軌跡，將相關的大數據建構成反映某種屬性的模

型，可用以分析和解釋過往發生的事件或事物，甚至推測未來事件或事物發生的機率。 

從表面上來看，所謂的大數據，就是巨量的數據。然而，大數據中蘊藏著千變萬化的

信息，那像是潘朵拉盒子內的秘密。萬聖節是西方的重要節日之一，從互聯網獲得的媒體

報導中，可以感受一下大數據的威力。 

 

萬聖節的背景 

每年的 11 月 1 日是天主教和東正教的節日之一，稱為萬聖節、諸聖節或全聖節（All 

Saint's Day）。萬聖節的前夕，亦即 10 月 31 日，稱為 Halloween，譯為萬聖夜，華語地區

常誤稱其為萬聖節。根據傳說，西元前 500 年，居住在愛爾蘭、蘇格蘭等地的凱爾特族

（Celts），認為 10 月 31 日是舊的一年結束、新的一年開始。他們在此時舉辦豐收祭典，

表達對太陽神的敬意，並且祭拜亡靈。這一天是凱爾特族的除夕，也是他們的亡靈節。那

時的人們相信，亡魂會在這一天回到故居地，在活人身上找尋生靈藉以重生，這是亡靈再

生的唯一機會。當天夜晚，陰陽兩界合一，遊魂出沒尋找替死鬼。晚上若要出門，則須戴

上面具、裝扮自己，希望惡靈認不出來或被醜陋的面具嚇走。 

其實，萬聖節的由來，版本眾多。據說，早期的大公教會受到羅馬政府的強烈逼迫，

許多基督徒殉道。之後，常有基督徒赴殉道者殞命處舉行追思活動。日子一久，殉道者

眾，教會就設立專門日子來紀念。按照歷史文獻，最早舉辦這種追思彌撒的教會是安提約

基雅（Antioch），日子選在聖神降臨後的第一個主日。西元 837 年，天主教教宗格列高里

四世（Pope Gregory IV）在羅馬聖伯多祿大殿中，把一座小堂奉獻給諸聖，並將彌撒日改

為 11 月 1 日。後來，追思的對象不僅限於殉道者，還包括了基督教的所有聖人。宗教革

命期間，新教徒更把聖人的範圍擴展到所有的基督徒。從此，萬聖節遂成為教友們的團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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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日。 

現今的萬聖節已成為西方的重要節日之一，其主題是鬼怪、嚇人，以及與死亡、魔

法、怪物有關的事物。萬聖夜，孩子們戴上面具，裝扮成骷髏、女巫、殭屍、惡魔、怪

人、吸血鬼、洞眼鬼或精靈等，提著南瓜燈，到左鄰右舍去索取糖果、餅乾，並嚷著說：

「給不給，不給就搗蛋（trick or treat）」。萬聖節主要流行於英語系世界，如不列顛群島和

北美，其次是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如今，一些亞洲國家的年輕人也流行過此節日。每逢萬

聖節來臨，商家便推出應景的面具、玩具、裝飾、糖果、南瓜模型、咬蘋果遊戲或節慶大

餐等，來吸引年輕人的目光。 

 

不一樣的萬聖節 

萬聖夜，孩子們在別人門前說「不給糖就搗亂」的傳統，可能來自愛爾蘭的胡鬧夜

（Mischief Night）。在愛爾蘭、英格蘭的某些地方，萬聖節時會有些窮人上門索討食物或

金錢。西班牙人在這一天會供上蛋糕和豆類食品給惡靈享用，希望能度過一個平安的冬

天。18 世紀時，大量的愛爾蘭人移居美國，胡鬧夜的習俗便在美國發揚大。其後，由於

胡鬧的現象發展到越來越具有破壞性，所以到了 1920 年代，許多社團希望藉由其他活動

來取代破壞性的胡鬧。於是，就鼓勵孩子們妝扮之後，以「不給糖就搗亂」來向商家要

糖。後來，這項替代活動如願地在美流行，進而傳到了全世界。 

2009年 10 月 31日，適逢星期六，美國總統歐巴馬邀請了 2000名、年齡在 6-14歲的

幸運兒童及其家人到白宮歡度萬聖節，他們來自首府華盛頓 DC 地區及郊區的馬里蘭州和

維吉尼亞州。萬聖節當晚，歐巴馬總統及夫人蜜雪兒親自在白宮官邸的陽台上為孩童們發

送糖果。據悉，每名孩童獲得一盒有總統簽名標記的 M&M 巧克力糖、白宮點心主廚游賽

斯（Bill Yosses）特製的餅乾和國家公園基金會公園管理員行動手冊。此外，還獲得各式

各樣的水果和蜜餞。事實上，歐巴馬不是第一位在白宮歡度萬聖節的總統。1989 年的萬

聖節，老布希總統及夫人芭芭拉就邀請了 500名兒童到白宮過節。 

2009 年萬聖節前夕當天的下午，白宮陽台的外圍吊掛著一隻巨大的人造蜘蛛，還可

以見到許多南瓜。另外，還有三個各重達 1000 磅的大南瓜出現在白宮。當晚，白宮點橘

色的燈應景。歐巴馬夫婦雖沒有特別的萬聖節裝扮，但有許多小朋友們打扮成歐巴馬。當

天傍晚，歐巴馬夫婦與副總統拜登夫婦在萬聖節的招待會上歡迎美軍眷屬及其家人，以及

白宮的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孩子。事實上，這些年的萬聖節，許多的美國社群已漸漸避開傳

統、陰森、恐怖的活動方式。他們認為，萬聖節這個節日的本意已因扯上異教徒和神秘學

而遭到了破壞。 

愛家基金會（Focus on the Family）是美國境內最有影響力的基督教團體之一，他們

反對假鬼屋、假斷肢，以及與巫術、惡靈、死亡和邪惡等有關超自然的裝扮，因為這些裝

扮出現萬聖夜中，令人心神不寧。因而，許多教堂、學校和社區團體傾向選擇以「秋之

宴」來代替傳統萬聖節前夕的活動。由於以往萬聖節的服裝崇拜鬼怪、撒旦、陰森，欠缺

文化的氣息，所以秋之宴活動中的裝扮沒有怪獸、精靈和女巫。取而代之的孩童裝扮是卡

通人物、仙子、吹泡泡人、會走路的樹、星際大戰中人物，或是其他與陰曹地府無關的無

邪角色。此外，還有一些基督教保守人士帶頭反對萬聖節狂歡、作樂的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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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的大數據 

自從網路形成後，連接網路的網路，統稱為互聯網。由於互聯網發達，所以很容易獲

得巨量的資料，它們可能來自社群網站、電子商務網站、顧客來訪紀錄或網友搜尋紀錄

等。這些資料的形式多元、來源複雜，有些還具有即時性。眾多企業、機構進而運用探勘

技術，服務客戶、管理部門，廣泛收集資料、深入分析數據。因而發現了許多新商機，給

整個群體社會帶來一股大數據的狂潮。當智慧型手機問世後，用戶的地域、位置與喜好等

相關資料，就蘊藏了無限的商機。例如，將手機用戶的打卡訊息、軌跡紀錄整理出來，即

能知曉用戶在某時、某地做些什麼事？此時，適當地傳播商品廣告、折扣優惠等信息，商

機便會因運而生。 

2008 年，美國遭逢金融海嘯，其後又牽動了歐債危機，使得全世界的經濟陷入一片

哀號。為了挽救美國民眾對金融體系的信心，歐巴馬總統採用了寬鬆的金融政策，來促進

消費、刺激景氣，企圖抑制攀升的失業率，期能避免政府機能的失靈。接著，歐巴馬提出

了「物聯網振興經濟」的戰略，強化感測技術和智慧型設施的建置。2012 年，歐巴馬政

府宣稱，大數據是「未來的新石油」──如能從大數據中提煉出有用的資料，那就是未來

發展的「新石油」。於是，經由互聯網銜接的各種公眾媒體，普遍地傳播著大數據的概

念。此舉獲得各國各界的重視與支持，熱烈地參與大數據應用的行列，以期創造出意想不

到的經濟價值。 

大數據的內容龐大且複雜，並非只是資料庫中單純的常態資料。大數據需要專業性的

分析工具，方能執行特定目標的管理與挖掘。許多企業發現，即使手邊擁有繁星般的數

據，卻仍不清楚消費者何時上門、喜好何種商品，更不知道如何提高顧客的信任度和依賴

度。另外，有些如文字、圖畫和影音等資料，須先行適度地數據化之後，才能進行結構性

資料的整理和分類。例如，取自網路上有關某商品的銷售見解或品質評價，或是以分析區

域天氣模式來預估啤酒的消費情況，或是經由一些細微層次來推估商品的競爭趨勢等。惟

有在硬體、軟體與應用等三方面的系統均達到最佳的設計與組合之情況下，這些非結構性

的資料才能發揮其功效。 

 

萬聖節的商機 

每年，從 10 月底的萬聖節開始，歷經 11 月的感恩節和 12 月的耶誕節，直到新年假

期，這是一系列行銷、購物的好時機。許多商家掌握住這些節慶的文化和歷史的背景，循

序地安排了一連串的折扣優惠和促銷活動，這是年終的消費熱季。從媒體報導的大數據中

發現，如果人們對萬聖節習俗的認知改變了，那麼就會影響到節慶的活動方式，進而牽動

銷售商品的內容。然而，為了某些商業利益或其他目的，萬聖夜仍然會有一些充滿妖魔鬼

怪的活動。它們雖然背離了原本的神聖意義，但已然成為社會文化中的一個部分。除了歷

史與文化的層面之外，商品銷售或商機持續的狀況，還受到當下社會整體經濟發展情勢的

重大影響。 

2008 年美國金融風暴後的第一個萬聖節，《大紀元》網頁報導，全美零售聯合會 2009

年萬聖節消費者意向和行動調查顯示，總共的節日消費，預計可達到 47.5 億美元。消費

者的萬聖節平均花費為 56.31 美元，低於去年的 66.54 美元。BIG Research 提供的數據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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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有 29.6％的消費者認為，美國經濟的狀況將會直接影響到他們的萬聖節開支。46.5％

的消費者表示，今年的萬聖節將減少糖果的購買。近 35.4％的消費者表示，沒有購買新的

萬聖節裝飾用品的打算，而是直接使用前一年用過的裝飾品。導致萬聖節消費下降的主要

原因，乃是當時低迷的美國經濟，尤其是 10％左右的全國失業率一直高居不下。 

根據 2014 年 11 月 19 日出版的台北《商業周刊》報導，全球資料倉儲龍頭的天睿

（Teradata）公司於 2014 年的萬聖節前夕，在美國田納西州舉辦了一場「如何利用大數據

來賺錢」的盛會。田納西是擁有許多南北戰爭遺蹟的南方大州，具有以生產農牧產品著稱

的 8200 座農場。盛會期間，湧進了 4000 多位的淘金客，從製造飛機到賣玩具的各個行

業，都是善用大數據賺錢的專家。這次的活動中，齊聚了全球 570 家最關注大數據的廠

商。例如，波音、寶僑（P&G）、eBay、華納兄弟、領英（LinkedIn）、福特汽車、7-

ELEVEn、奈飛思（Neflix）及玩具反斗城等。在台灣方面，有宏達電、遠傳、台灣大、

土地銀行和彰化銀行等。顯然，萬聖節的商機是很有號召力的。這場以大數據賺錢的活

動，為促銷、營利提供了實際而有用的數據。 

通常，消費者到達百貨公司或大賣場，可以購買需要的商品和接受相當的服務。然

而，透過社群網站、電子商務所營造的氛圍，可參與互動及虛擬結合的商場情境，藉由視

覺感官來滿足不出門便可購物的慾望。在互聯網上，不僅可以找到所需要的商品，還會發

現哪裡的哪種商品可享有體驗、免費、贈品及折扣等優惠。體驗是一種感官享受，它可讓

顧客尋找記憶中的價值。免費會吸引顧客的注意力，它隱約地告訴顧客「立即行動就能撿

到便宜」。折扣和贈品是購物的附加價值，它會讓顧客感受到購物的樂趣。此外，買一送

一、購物積點、商品現金券、幸運摸彩、精美禮物、娛樂入場券以及增量而不加價等，均

會刺激消費者、創造購買的欲望。 

 

結語 

不論是音樂、電影、文字、符號或圖畫，電腦均可將其編製成 0 與 1 的二進位碼，進

而操控這些龐大的數據資料。透過 0 與 1 的邏輯變換與計算，電腦便能處理、分析和解讀

巨量的資料。在萊布尼茲的眼中，0 為陰、1為陽，0 與 1 組合成的二進位碼，便將大數據

與真實世界連繫起來。天地萬物，世間萬事，古人概為陰陽。陰陽既對立、又相生，相互

轉化，相互消長。天道者，陰陽也。因此，大數據中 0 與 1 的各種組合，當可道出人間的

種種信息。然而，若非經特別的專業工具或方法，則不易得見這些信息的廬山真面目。 

ARPA網（Th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是全球互聯網的始祖，它

是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署開發的第一個營運的封包交換網路。美國政府運用這種互聯

網收集大數據，實際地去分析、解決所面臨的一些棘手問題。隨後，各國的教育界、學術

界、工商界及企業界紛紛地跟進，不遺餘力地推展、開發大數據的應用，獲得了很多的商

機。於是，利用大數據賺錢的思維，受到各界的矚目。通常，消費者購物時多喜歡討價、

還價。透過互聯網的大數據，消費者如能占到便宜，即可顯示自己是聰明的消費者。近

年，網路購物大行其道，某些商品銷售的成績亮眼、令人稱羨。 

購物雖是理性的交易行為，也是消遣性的感官享受。人類的感官視野是有限的，猶如

大腦的預知能力。大數據如能打開人們的視野，便可增加預知、判斷未來的能力。商人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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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大數據分析的結果，透過互聯網將大眾的喜好蔚為風氣、造成流行，進而改變消費者過

往生活的內涵。然而，常言道：「水能載舟，也能覆舟」。儘管商業操作的手段五花八門，

如果完全忽略掉撫育人心意識的文化因素，那麼消費者就要為短期獲利、盲目獲利付出重

大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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