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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資料的排序、篩選與依條件
格式化
7.1

「排行榜」試算表製作

7.2

「統計指數」試算表製作

7.3

「新進員工培訓成績」 試算表製作

7.4

「新進員工培訓成績」 表格資料製作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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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資料量越來越多時，常會渴望馬上得知現在排行榜的名次，以便進行下一步的決
策，請依以下的練習試試！

排序前的資料。

依「勝負差」產生「排名」名次，再依
「排名」排序後的資料。

(可開啟範例光碟內 <本書範例 \ ch07 \ 完成檔 \ 排行榜-多重欄位排序.xlsx> 觀看完
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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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利用 RANK.EQ 函數快速取得「排名」結果，請開啟範例光碟內 <本書範例 \ ch07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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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筆資料佔所有資料的排行順序該如何得知呢？此例要依據「勝負差」欄位中的值再

Excel

7.1.1 ٻң RANK.EQ ړڦூ௷ӫ

原始檔 \ 排行榜.xlsx> 練習。
1

1

選取 F3 儲存格。

2

選按資料編輯列 插入函數 鈕，開啟對

2

話方塊。

....
3

設定 或選取類別：統計、選取函數：
RANK.EQ，接著按 確定 鈕。

3

4

輸入 Number：「E3」、Ref：
「$E$3:$E$32」。(因為待會要使用自

4

動複製排名的功能，所以必須規定 Ref
值為絕對位置)。
5

按 確定 鈕完成紐澤西籃網的排名計算。
Number 輸入欲找出其順序的值的所在
儲存格。

5

Ref 輸入數字資料所在的參照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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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選取 F3:F32 儲存格。

7

選按 常用 索引標籤 \ 填滿 \ 數列，開啟
對話方塊。

8

核選 類型：自動填滿 後按 確定 鈕，產
生排名欄中的結果值。

6

7

8

<完成檔 \ 排行榜-Rank.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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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2 Κើ՞ז௷ޠ
排序是指將資料依指定的順序重新排列，單一欄位的排序是一般較常使用的排序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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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可以在欄位中依文字排序 (A 到 Z 或 Z 到 A)、依數字排序 (最小到最大或最大到
最小)，或依日期和時間排序 (最舊到最新以及最新到最舊) ...等，讓觀察與分析資料
更加容易。
1

以下將針對 「排名」 欄位做遞增的排
序，請選取 F3 儲存格。

2

2

選按 資料 索引標籤 \ 從最小到最大排序
即可發現資料已經依 F 欄為基礎，擴大

....

排序所有資料囉！
(同理，也可運用 最大到最小排序 來試
1

試。)

<完成檔 \ 排行榜-單一欄位排序.xls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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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資料分析
9.1

「成績預測 - 目標搜尋」試算表製作

9.2

「貸款攤還 - 單變數」試算表製作

9.3

「貸款攤還 - 雙變數」試算表製作

9.4

「銷量預估分析藍本」試算表製作

9.5

「票選結果 - 合併彙算」試算表製作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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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末成績總是左右學生這個學期是否可順利過關的重要依據，利用 目標搜尋 功能可
以提早掌握自己的分數，為 「All Pass」 而努力！！

(可開啟範例光碟內 <本書範例 \ ch09 \ 完成檔 \ 成績預測.xlsx> 觀看完成作品)

9.1.1 ւңϵԓॏᆘᏱԚᕽ
請開啟範例光碟內 <本書範例 \ ch09 \ 原始檔 \ 成績預測.xlsx> 練習。
假設第一次至第三次的段考成績分
別各佔學期成績的 30%、30%、
40%，接著請於 B6 儲存格輸入
「=B3*0.3+B4*0.3+B5*0.4」。

備註 利用公式進行運算
在此例中，學期成績不可直接輸入數值，需利用公式進行運算。

9-2

................................................................................................................................

....
Excel

9.1.2 ҭዀཫ൷ѓң
請將作用儲存格移至 B6 開始設定。

....

選按 資料 索引標籤 \ 模擬分析 \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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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搜尋 開啟對話方塊。

1

....
2

輸入 目標儲存格：「B6」、目標值：
「70」 (要 All Pass 的數值)。

2

3

輸入 變數儲存格：「$B$5」，按 確
定 鈕。

3

4

最後按 確定 鈕。

5

因為將 All Pas s 的標準設定為七十

4

分，所以在第三次段考時請努力將分
數達到 73.75 分喔！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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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變數只有一個，而其他條件都維持不變的狀態下，即所謂的單變數運算列表。以
下利用 「貸款攤還試算表」 範例，計算在貸款金額與期數都固定的狀態下，估算不
同利率時，每期所應該付出的金額與利息總和，以利比較。

(可開啟範例光碟內 <本書範例 \ ch09 \ 完成檔 \ 貸款攤還-單變數.xlsx> 觀看完成
作品)

9.2.1 PMT ړ - ॏᆘູ (ۢڿւ౦)
題目說明： 王先生這幾年存了一筆積蓄，打算購買套房，而房屋仲介提出的
貸款方案為 200 萬、年利率 2.40%、貸款期限 20 年、即 240 期
(月)，於每期的期末付款。請為王先生算一算，如果使用這個貸款方
案的話，那麼接下來每個月應付多少貸款？
函數解析： 這個例子將用 PMT 函數來計算：
PMT：傳回每期付款金額及利率固定之年金期付款數額。
語法：PMT(rate,nper,pv,fv,type)
Rate 各期的利率

Fv

Nper 年金的總付款期數

Type 1表示期初給付；0 或省略表示
期末給付。

Pv

最後一次付款完成後，所能獲
得的現金餘額。

未來各期年金現值的總和

請開啟範例光碟內 <本書範例 \ ch09 \ 原始檔 \ 貸款攤還- 單變數.xlsx> 練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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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取 D3 儲存格。

2

選按 公式 索引標籤 \ 財務 \ PMT，開

Excel

1

啟對話方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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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3

3

輸 入 R a t e ： 「 B 8 /1 2 」 、 N p e r ：

....

「B7*12」、Pv：「-B6」，即可預覽
結果約「10500」 後，按 確定 鈕完
成計算。(此由 PMT 函數所計算出來
的數字，包括了本金與利息，但不含
稅額、貸款回存數額或手續費。)

備註 Fv 引數與 Type 引數
Fv 引數表示付完款後所能獲得的現金，此例子是貸款，所以可以輸入 「0」 或省
略；Type 引數表示付款日期，此例是期末付款，所以可以輸入 「0」 或省略。

實例
ԫپпУрᓼᗚȂӱԫ҇ଷп 12Ȃ ԫپпУрᓼᗚȂӱԫ(Ԓ)
ւ౦ҦԒւ౦ᙾඳ࣐Уւ౦Ȅ
ॹп 12ȂᆘяӔԥංঐУȄ

=PMT(B8/12,B7*12,-B6)
ւ౦՞֮

՞֮

ູߝ՞֮Ȃӱ࣐឵ܼМяߝ
ܛп्ђα॓ဵ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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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文具銷售」樞紐分析表製作
10.2 「文具銷售」 樞紐分析圖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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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表中的資料，大多只要按時間輸入正確數值即可完成，但如何將收集來的「資
料」 妥善且有系統的整理，並交叉綜合分析成為決策者有參考價值的「資訊」才是
重點所在。在 Excel 中樞紐分析表即扮演著彙整「資料」的角色，不僅可以達到資
料的快速合併、運算，更能靈活調整欄列的項目，顯示成應用的結果；這樣一份報
表不但與製表人產生互動效果，更能建立出符合要求與參考價值的資訊。

一般試算表。

樞紐分析表。

(可開啟範例光碟內 <本書範例 \ ch10 \ 完成檔> 資料夾中觀看完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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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請開啟範例光碟內 <本書範例 \ c h10 \ 原始檔 \ 文具銷售樞紐表.x l s x>

STEP

....

1

選取資料內任一個儲存格。

2

請選按 插入 索引標籤 \ 樞紐分析表 清

CHAPT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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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習。

單鈕 \ 樞紐分析表，開啟對話方塊。
2

....

1

3

Excel 將自動選取所要建立資料表的來
源範圍，此例需要的來源 表格/範圍：
文具類!$A$2:$F$16，若範圍不正確

4

可按
鈕重新選擇。
核選 選擇您要放置樞紐分析表的位
置：新工作表。

5

按 確定 鈕。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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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一個樞紐分析的初始表便出現在新的工作表中，並包含樞紐分析表工具列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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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P

樞紐分析表欄位清單 工作窗格。<完成檔 \ 文具銷售樞紐表1.xlsx>

ఃѢίР 樞紐分析表
欄位清單 Ϗձๆੀ

ើ՞ఽٯޠ
௷ᡘұРԓ

ྜٿၦਠޠើ՞

ӶུϏձߓϜః

備註

ϸޠߓݚዀᚡើ՞

建立樞紐分析表其設定項目的功能
在上頁步驟 3 的 建立樞紐分析表 對話方塊中，其設定項目的功能為：

一、選擇要分析的資料
選取表格或範圍 \ 表格/範圍：存在於 Excel 工作表中的清單或資料庫。
使用外部資料來源：如 Access、DBase...等資料庫檔案。
二、選擇要放置樞紐分析表的位置
新工作表：將來源資料以樞紐分析表，呈現於新的工作表中。
已存在的工作表：將來源資料以樞紐分析表，呈現於選定的工作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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