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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資料來源：https://archive.ics.uci.edu/ml/datasets/iris 

 

資料內容說明： 

安德森鳶尾花卉數據集（英文：Anderson's Iris data set），也稱鳶尾

花卉數據集（英文：Iris flower data set）或費雪鳶尾花卉數據集（英

文：Fisher's Iris data set），是一類多重變量分析的數據集。它最初是埃

德加·安德森從加拿大加斯帕半島上的鳶尾屬花朵中提取的形態學變異數

據[1]，後由羅納德·費雪作為判別分析的一個例子[2]，運用到統計學中。 

其數據集包含了 150個樣本，都屬於鳶尾屬下的三個亞屬，分別是

山鳶尾、變色鳶尾和維吉尼亞鳶尾。四個特徵被用作樣本的定量分析，

它們分別是花萼和花瓣的長度和寬度。基於這四個特徵的集合，費雪發

展了一個線性判別分析以確定其屬種。 

 

 

資料筆數：150筆 

 

欄位數：4 

 

登入帳號/密碼：aa/aa 

 

資料庫: TEST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範例 

sepal length 萼片長度 float 5.1 

sepal width 萼片寬度 float 3.5 

petal length  花瓣長度 float 1.4 

petal width 花瓣寬度 float 0.2 

class 花蕊種類 Text Iris-setosa 

 

  

https://archive.ics.uci.edu/ml/datasets/iris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B%B1%E6%96%8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9A%E9%87%8D%E5%8F%98%E9%87%8F%E5%88%86%E6%9E%90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6%95%B0%E6%8D%AE%E9%9B%86&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F%83%E5%BE%B7%E5%8A%A0%C2%B7%E5%AE%89%E5%BE%B7%E6%A3%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5%9F%83%E5%BE%B7%E5%8A%A0%C2%B7%E5%AE%89%E5%BE%B7%E6%A3%A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A%A0%E6%96%AF%E5%B8%95%E5%8D%8A%E5%B2%9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8%A2%E5%B0%BE%E5%B1%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D%A2%E6%85%8B%E5%AD%B8_(%E7%94%9F%E7%89%A9%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7%E6%A3%AE%E9%B8%A2%E5%B0%BE%E8%8A%B1%E5%8D%89%E6%95%B0%E6%8D%AE%E9%9B%86#cite_note-anderson35-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5%E7%B4%8D%E5%BE%B7%C2%B7%E8%B2%BB%E9%9B%AA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8%A4%E5%88%A5%E5%88%86%E6%9E%9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E%89%E5%BE%B7%E6%A3%AE%E9%B8%A2%E5%B0%BE%E8%8A%B1%E5%8D%89%E6%95%B0%E6%8D%AE%E9%9B%86#cite_note-fisher36-2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B8%A2%E5%B0%BE%E5%B1%9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1%B1%E9%B8%A2%E5%B0%B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8%E8%89%B2%E9%B8%A2%E5%B0%BE
https://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7%BB%B4%E5%90%89%E5%B0%BC%E4%BA%9A%E9%B8%A2%E5%B0%BE&action=edit&redlink=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8%90%B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A%B1%E7%93%A3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A%BF%E6%80%A7%E5%88%A4%E5%88%AB%E5%88%86%E6%9E%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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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E 

資料來源：https://archive.ics.uci.edu/ml/datasets/iris 

 

資料內容說明： 

這些數據是對來自意大利同一地區但來自三個不同品種的葡萄酒進

行化學分析的結果。 分析確定了三種葡萄酒中每種所含 13種成分的數

量。 

 

資料筆數：178筆 

 

欄位數：14 

 

登入帳號/密碼：aa/aa 

 

資料庫: TEST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範例 

Alcohol 酒精 float 14.23 

Malic acid 蘋果酸 float 1.71 

Ash 灰 float 2.43 

Alcalinity of ash 鹼度 float 15.6 

Magnesium 鎂 float 127 

Total phenols 總酚 float 2.8 

Flavanoids 黃酮 float 3.06 

Nonflavanoid phenols 非黃酮酚類 float 0.28 

Proanthocyanins 原花青素 float 2.29 

Color intensity  色彩濃度 float 5.64 

Hue 色相 float 1.04 

OD280/OD315 of diluted wines 吸光度 float 3.92 

Proline 脯氨酸 float 1065 

Class 分類 Text Iris-setosa 

 

 

  

https://archive.ics.uci.edu/ml/datasets/iris
https://zh.wikipedia.org/zh-tw/%E8%84%AF%E6%B0%A8%E9%85%B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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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幣匯率 

資料來源：https://www.taifex.com.tw/cht/3/dailyFXRate 

 

資料內容說明： 

此資料集收集每日各大重要幣值外匯匯率。 

 

資料筆數：736筆 

 

欄位數：11 

 

登入帳號/密碼：aa/aa 

 

資料庫: TEST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範例 

日期  datetime 2019/01/01 

美元／新台幣  float 31.552 

人民幣／新台幣  float 4.714942 

歐元／美元  float 1.12325 

美元／日幣  float 102.7 

英鎊／美元  float 1.3267 

澳幣／美元  float 0.7539 

美元／港幣  float 7.75695 

美元／人民幣  float 6.6919 

美元／南非幣  float 14.2252 

紐幣／美元  float 0.7321 

 

 

 

 

 

 

 

https://www.taifex.com.tw/cht/3/dailyFX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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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h_exchange 

資料來源：https://rate.bot.com.tw/xrt?Lang=zh-TW 

資料內容說明： 

此資料集收集每日各大重要幣值外匯匯率。 

 

資料筆數：2000筆以上 

 

欄位數：6 

 

登入帳號/密碼：aa/aa 

 

資料庫: TEST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範例 

幣別  date 2019-04-01 

現金匯率_本行買入  float 31.552 

現金匯率_本行買入  float 4.714942 

現金匯率_本行賣出  float 1.12325 

現金匯率_本行賣出  float 102.7 

即期匯率_本行賣出  float 1.3267 

 

 

 

 

 

 

 

 

 

 

 

https://rate.bot.com.tw/xrt?Lang=zh-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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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 

資料來源：教學範例資料 

 

資料內容說明： 

此資料集為銷售範例資料集，方便做為資料分析的練習資料庫。 

 

資料筆數：36000筆 

 

欄位數：8 

 

登入帳號/密碼：aa/aa 

 

資料庫: TEST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範例 

PID 產品編號 float 1 

Product 產品名稱 nvarchar 伺服器 

Date 銷售日期 datetime 2011-01-01 00:00:00 

Qty 數量 float 88 

CountryID 國家編號 float 1 

Country 國家名稱 nvarchar 1.3267 

CID 洲編號 float 0.7539 

Continental 洲名稱 nvarchar 7.75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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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捷運搭乘人數 

 

資料來源：https://www.metro.taipei/cp.aspx?n=FF31501BEBDD0136 

 

資料內容說明： 

   2019各個捷運站的進出人口數量統計。 

 

資料筆數：212筆 

 

欄位數：109 

 

登入帳號/密碼：aa/aa 

 

資料庫: TEST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範例 

日期  varchar 2019/7/16 

松山機場  varchar 6,169 

中山國中  varchar 16,431 

科技大樓  varchar 16,817 

六張犁  varchar 12,482 

 

 

 

 

 

 

 

https://www.metro.taipei/cp.aspx?n=FF31501BEBDD0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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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基本資料 

 

資料來源：https://m.tdcc.com.tw/tdccweb/tcdata/other/opendata.htm 

 

資料內容說明： 

     將各個公司的證券基本資料統整、列出。 

 

資料筆數：131307筆 

 

欄位數：10 

 

登入帳號/密碼：aa/aa 

 

資料庫: TEST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範例 

證券代號  varchar YY00KO 

證券名稱  varchar 元大多元舊 

市場別   varchar 終止上市櫃 

股務單位  varchar 元大證券股代 

證券狀態  varchar 減資/停止帳

簿劃撥 

無面無實體  varchar Y 

歸戶領回  varchar Y 

限制部分帳簿劃

撥功能註記 

 varchar Y 

發行幣別  Int 2 

股票面額  float 0.001 

 

 

 

https://m.tdcc.com.tw/tdccweb/tcdata/other/opendata.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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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回收 

 

資料來源：https://opendata.epa.gov.tw/Data/Details/OTH01577 

 

資料內容說明： 

宜蘭垃圾車 APP程式所建立的宜蘭縣各鄉鎮市垃圾清運點資料 

 

資料筆數：7715筆 

 

欄位數：8 

 

登入帳號/密碼：aa/aa 

 

資料庫: TEST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範例 

星期  varchar 日 

鄉鎮市  varchar 三星鄉清潔隊 

站序   int 1 

表定時間  varchar 16:35 

路線名稱  varchar 三星鄉三星區 

清運點名稱  varchar 東西一路(體

驗農場) 

經度  varchar 121.66726 

緯度  varchar 24.66684 

 

 

 

 

 

https://opendata.epa.gov.tw/Data/Details/OTH01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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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rQuality 

資料來源：https://www.kaggle.com/nelsonchu/air-quality-in-northern-taiwan 

 

資料內容說明： 

藉由各空氣監測站的分佈，形成一片廣域的監測網。並透過網際網

路收集各站資訊，能夠立即的提供數據並定時紀錄之。收集的數據再經

由軟硬體設備進行品質管制，能進一步的提供正確及可靠的資訊。監測

網所掌握的空氣污染物變化及流向，能有效提供各界對空氣汙染物的

「何時何地，質變量變」資料，以作為各項研究及調查的依據。 

資料筆數：6011筆 

欄位數：16 

登入帳號/密碼：aa/aa 

資料庫: TEST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範例 

Time 時間 date 2015-01-01 

station 監測站 varchar Banqiao 

AMB_TEMP 灰 float 15.4 

CO 一氧化碳 float 0.8 

NO 一氧化氮 float 1.2 

NO2 二氧化氮 float 16.3 

NOx 氮氧化物 float 11.7 

O3 臭氧 float 29.1 

PM10 粒徑小於等

於 10微米

細懸浮微粒 

float 178 

PM2.5  粒徑小於等

於 2.5微米

細懸浮微粒 

float 77 

RH 相對溼度 float 57.8 

SO2 二氧化硫 float 12 

WD_HR 出站時間(平

均) 

float 66 

WIND_DIREC 降落(平均) float 53 

WIND_SPEED 速度(平均) float 4.7 

https://www.kaggle.com/nelsonchu/air-quality-in-northern-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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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S_HR 進站時間(平

均) 

float 4.2 

 

期貨商交易量年報表－選擇權 

資料來源：https://data.gov.tw/dataset/11363 

 

資料內容說明： 

此資料集為期貨商交易量年報表之統計資料。 

 

資料筆數：9791筆 

 

欄位數：5 

 

登入帳號/密碼：aa/aa 

 

資料庫: TEST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範例 

期貨商代號  varchar F034999 

期貨商名稱  varchar 澳帝華期貨自營 

日期  varchar 2010 

商品  varchar TEO 

交易量  varchar 155486 

 

 

 

 

 

https://data.gov.tw/dataset/11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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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NIST 

 

資料來源：https://www.kaggle.com/zalando-research/fashionmnist/data#fashion-

mnist_train.csv 

 

資料內容說明： 

MNIST 是 Zalando 文章圖像的資料集，由 60，000 個示例和

一套包含 10，000 個示例的測試集組成。每個示例都是 28x28 灰

度圖像，與 10 個類的標籤相關聯。用於對機器學習演算法進行基

準測試。它共用相同的圖像大小和結構和訓練和測試拆分。 

原始 MNIST 資料集包含大量手寫數位。AI/ML/資料科學社區

的成員喜歡這個資料集，並使用它作為基準來驗證他們的演算法。

事實上，他們說："如果它在MNIST上不起作用，它根本不起作

用”。如果它在 MNIST 上起作用，它仍可能在其他使用上失敗。 

 

資料筆數：60000筆 

 

欄位數：785 

 

登入帳號/密碼：aa/aa 

 

資料庫: TEST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範例 

label 數字 smaillint 0-9 

pixel1 第 1個像素 smaillint 0-255 

pixel2 第 2個像素 smaillint 0-255 

pixel3 第 3個像素 smaillint 0-255 

pixel4 第 4個像素 smaillint 0-255 

： 第 N個像素 smaillint 0-255 

Pixel784 第 784個像素 smaillint 0-255 

 

 

https://www.kaggle.com/zalando-research/fashionmnist/data#fashion-mnist_train.csv
https://www.kaggle.com/zalando-research/fashionmnist/data#fashion-mnist_train.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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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otify2019_Top50 

 

資料來源：https://www.kaggle.com/leonardopena/top50spotify2019#top50.csv 

 

資料內容說明： 

世界前 50名聽得最多的歌曲按點化。此資料集有幾個有關歌曲

的變數。 

 

資料筆數：50筆 

 

欄位數：14 

 

登入帳號/密碼：aa/aa 

 

資料庫: TEST 

 

欄位說明 

欄位名稱 欄位說明 資料類型 範例 

ID 編號 smaillint 35 

Track.Name 歌曲名稱 nvarchar Never Really Over 

Artist.Name 歌手名稱 nvarchar Katy Perry 

Genre 曲風 nvarchar Dance pop 

Beats.Per.Minute 節拍/分鐘 smaillint 100 

Energy 力量 smaillint 88 

Danceability 跳舞性 smaillint 77 

Loudness..dB.. 響度 smaillint -5 

Liveness 活躍度 smaillint 32 

Valence. 平衡度 smaillint 39 

Length. 歌曲長度 smaillint 224 

Acousticness.. 歌曲效果 smaillint 19 

Speechiness. 歌曲單詞 smaillint 6 

Popularity 歌曲評分 smaillint 89 

 

https://www.kaggle.com/leonardopena/top50spotify2019#top50.cs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