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Preface
推薦序

這是一本非常棒的書，著重在 Excel觀念的建立與資料分析，觀念對了，任何有關

Excel的問題，如資料庫管理、樞紐分析表、函數的應用等等就都迎刃而解了。相

信讀者讀完之後，可以增加平常的工作效率，輕鬆解決 Excel的問題。 

連續榮獲十年Microsoft MVP榮銜的王作桓老師，致力於微軟技術的推廣已逾二十

年，同時擁有非常豐富的企業內部教學經驗。透過本書，不但可以學到 Excel 的清

楚觀念，同時可以透過企業實務問題篇，來學習相關的實務演練，提升資料分析的

能力及工作效率。

什麼是微軟最有價值專家 Microsoft® Most Valuable Professional？ Microsoft MVP 

Award表揚微軟最出色也最活躍的使用者，他們不但表現出技術上的熱情，更願

意大方分享長年累積的技術經驗。獲獎成為 Microsoft MVP的人，都是一群獲得

微軟技術認可、可信賴技術專業、且樂於與大眾互動的人員，他們專精於一或多

項 Microsoft 產品或技術領域。目前全球獲頒微軟最有價值專家（Microsoft Most 

Valuable Professional）有四千多名，分別來自於全球九十多個國家，其中位居亞

洲的台灣，目前 102位的 MVP獲此殊榮。更多訊息請您參考 http://mvp.microsoft.

com/zh-tw/default.aspx 

張嘉容 Reneata Chang
微軟最有價值專家暨社群

專案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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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提昇軟實力的一本書

投資人生一定要交的朋友 -作桓兄 - 我的小學同班同學，喜歡學習新事務。 

時序進入 PC時代，Microsoft Office 成為流通全世界的語言的同時，面對市

場未知與焦慮之間，作桓兄，迅速憑藉Microsoft Office各式各樣應用軟體與

程式，去蕪存菁，不僅輕鬆的抓住核心，加以垂直整合，持續提供企業界製

作資料的工時成本控制與一定水準之上的波動管理。

本人擔任桃園捷運公司總經理時，一開始訂的目標就是機場捷運事關國家

的門面，即使在震盪的環境中面對市場未知的風險，除了更謹慎經營維持

大眾對捷運一貫的信任，還堅持必須是整個行業之中最好的。活力有勁的 

作桓兄，此時自然成為合作首選。根據桃捷調查，同仁們對 作桓兄的悠遊

Microsoft Office 的能量與能力，給予 90%以上的肯定，無庸置疑，也肯定 

作桓兄的化繁為簡授課內容，最最關鍵是帶來正面的效果，還進而提高同仁

們工作的動力。

本書條理分明，尤其強調「樞紐分析」的應用技巧，這是軟實力也是決勝未

來的競爭力。掌握軟實力，你，將坐享未來成長動能。本人建議，今年你一

定要關注並與朋友一起分享心得。

 

張辰秋 博士
高雄市高階經營管理協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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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巧其次，基礎正確的觀念才是根本

與王老師初識緣為五年前規劃訓練課程之際。當時為解決同仁製作統計報表

耗時問題，請老師教授 Excel課程，以提高統計報表行政效率。在課前對焦

會議時，原本以為問題在於不懂得函數的應用，只要教授函數、讓同仁多演

練，應可達此目標。沒想到王老師卻提出不同見解：「資料庫」觀念是否正確

建立，會影響後續運算的效率。王老師一語道破。原來技巧其次，基礎正確

的觀念才是根本。完全顛覆我們對 Excel的刻板認知。

上課第一單元，就是正確基礎資料庫觀念的建立。先破除根本的舊思維，才

能帶來革新效率。後續又針對常見報表的謬誤來修正，再輔以 Excel核心功

能、函數工具運用，課程結束後，學員滿意的回饋與回到工作岡位上報表製

作時間大幅縮減，都是課後具體成效。

王老師對 Excel精闢研究，帶給工作夥伴能用 Excel大幅提升工作效率，這是

莫大的好處。老師，謝謝您！

李宜樺
新光人壽　研修部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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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序
Excel是企業使用最多的 Microsoft office軟體，但是，用得有效率的使用者卻不多

見，多數企業員工做一張報表往往需要花費很多的時間，報表出去之前也沒有時間

或方法去驗算數字的正確性，報表中的錯誤大部份是被別人發現的，種種使用上的

問題，究竟是那一個環節出了問題？其實這都是因為觀念上的錯誤，導至用錯了工

具和方法，觀念弄清楚了，整個學習過程自然就變得順暢了，在實務的應用上也就

變得更有效率了！所以說「觀念重於技巧，效率才是王道」。

一般的 Excel書籍，對於工具和函數介紹得很多，但是往往僅止於單一工具或函數

的用法，而且對於下列問題，並未詳加說明：「為什麼要用這項工具而不能用另外一

種工具？為什麼要用這個函數？能不能用另外一個函數？兩個函數之間的使用時機

有何不同？效率有何差異？」，諸如此類的問題，總是讓使用者得不到答案；比較有

心的使用者，就只好到網路上大費周章的找尋問題的解法。

Excel的核心功能在於「資料分析」，本書是以「資料分析」為主軸，介紹其週邊的

觀念、工具、方法和技巧，期望能使讀者在最短的時間之內，掌握 Excel的精髓，

以達到大幅提昇 Excel使用效率、節省工時成本的目的。

所以，本書循著觀念、方法、技巧的流程，讓讀者了解重要工具和重要函數，如何

綜合應用在資料分析上。書中共分為七章，其中包括了「第 1章 必須具備的觀念」、

「第 2章 Excel 輸入資料的效率」、「第 3章 資料庫管理」、「第 4章 Excel樞紐分析」、

「第 5章 函數的效率」、「第 6章 重要內建工具的應用」以及「第 7章 企業實務問題

集」，書中各章均附上對應的練習範列，以便讀者可以反覆練習；但是，由於篇幅所

限，也剔除了原先規劃的「Excel圖表精華」、「Excel檔案管理」、「海量資料分析」

以及「VBA的簡易應用」等四個章節，留待來日再另集結成書。

在此特別要感謝碁峰資訊的協助，本書方得以順利付梓。

王作桓

  



必須具備的觀念 01
1.1  什麼是 Excel的核心功能？
我們都知道，Excel可以用來製作和彙算各式的財報、客製化報表以及圖表。由

於 Excel功能太多，導致初學者不易掌握學習的方向，只好依訓練單位的安排從初

階、中階、進階甚至 VBA一路學下來，當我們學了一堆功能和函數之後，回到辦

公室，將所學用在實務上時，卻發現做報表老是有錯誤訊息，或者有些功能始終是

灰色的不能使用，彙整報表或處理海量資料時，更總覺得困難重重，空有一身武功

卻派不上用場，究竟是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其實，這是因為學習過程出了問題，一般訓練單位的 Excel課程幾乎都是功能導

向，著重在各種工具和函數的用法介紹，但卻沒有告訴我們觀念性的東西，以致於

學習的效果事倍功半，因而浪費學員們許多寶貴的時間和金錢。

若能掌握 Excel的核心功能，就能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完成學習的過程。我們可以

用簡單的一句話來點出 Excel的核心功能，那就是「資料分析」，更精確的說，應該

是「資料庫分析」。分析資料是 Excel的強項，在學習的過程中，我們應該以此為中

心，去了解其周邊的觀念、工具和技巧。如此，便能很有效率的學習 Excel的精華

所在，進而大幅提昇 Excel使用效率。

Chap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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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觀念重於技巧，效率才是王道
「觀念重於技巧」是學好 Excel的不二法門。如果能夠先了解 Excel的重要觀念，較

不會用錯工具，或者繞遠路來解問題；您也將會發現，有了正確的觀念之後，過去

報表中感到困難無解的東西，都會變得更容易釐清和解決，而製作報表也將會變得

更快速而且正確；更重要的是，企業也因此而能大幅節省員工製作報表的工時成本。

1.3  Excel的重要觀念
但是，什麼時機用什麼樣的工具，則往往要看基本資料的格式而定。一開始的報表

格式不對，將對爾後的資料彙總和分析產生巨大的負面影響，使得我們浪費更多的

工時成本在僅需幾個動作即可完成的報表。

所以，我們在建置報表的初期，就應該具備正確的觀念，以後不論是用 Excel內建

的功能或是函數來作資料分析，都能達事半功倍之效，這些觀念包括了：

 f 報表格式的觀念

 f 位址的觀念

 f 範圍名稱的觀念

 f 陣列函數的觀念

1.3.1  報表格式的觀念 
筆者經常到企業去做 Excel教學並協助解決實務上的問題，所看到的共同問題就

是：報表難以整合應用，也就是將每日的流水帳整合成為月報、季報或年報始終覺

得困難重重，就算能夠整合成功，往往也需要花費很多時間或者必須另請高明。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受到客製化報表的格式影響。這些客製化

報表的外觀都很漂亮，但也就是因為要遷就客製化報表的格式，而將資料直接套打

進去；此類報表在單月使用的時候都沒有什麼問題，卻是導致資料整合困難的主要

原因，這是當初建置報表者所無法預料的。您想想看，花了許多時間建置的資料若

只能在當月使用，而無法成為永續利用的資料，那真是一件很可惜的事。下圖即是

一個客製化報表的實際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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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之月報表具有完整且多變化的表頭，各個項目的數字以人工的方式輸入；並以

小計列中的公式來做簡單的彙算，報表的列數固定，最下方還有各單位簽章的位

置，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問題；但是一個月中有多張這樣的表格，全部都打在同一

張工作表的下方，這樣的資料如何能有效率的整合呢？

要注意的是「客製化報表的格式不是用來登錄資料的，而僅是最終的報表格式」，此

種格式的資料，是不容易管理和處理的。

錯誤的報表格式帶來的後遺症 

在前圖的報表中，主要是欄位結構的錯誤，客製化的資料表頭是中看不中用的，因

為，此種格式的欄位，會使得 Excel內建的工具無法使用，例如「資料」索引頁籤

之下都是很好用的資料分析工具，當其碰到客製化報表的格式，就完全不能使用

了，此時就必須使用其他複雜的方法來解決資料管理分析的問題， 導致繞遠路而且

沒有效率。最明顯的就是「樞紐分析」這個強大的資料分析工具就完全不能使用，

而且會看到下列的錯誤訊息：



1.3  Excel

的
重
要
觀
念

1-4

樞紐分析是 Excel資料分析的主要工具之一，樞紐分析不能使用，那損失可就大

了，您也因此可能花費更多的時間利用函數或 VBA來製作報表了。

1.3.2  資料庫的觀念

究竟要打成什麼樣的資料格式呢？要使資料能夠永續利用且易於分析的訣竅在於：

它必須是『資料庫』的型態。因此，只要使用 Excel來管理資料，請您務必打成

「資料庫」的格式。如果您的資料來自於 ERP或者資訊單位，那麼您已經站在效率

的起跑點了，因為您所得到的一定是一個資料庫的內容，Excel許多內建的工具或

函數，其實都是用來分析和處理資料庫的。

下圖即為標準的資料庫型態：

在 Excel工作表中，一個標準資料庫的格式，必須符合下列規則：

1. 工作表的第一列為欄位名稱，第二列開始為實際的資料稱之為「記錄」，依序向

下建置。

2. 在 Excel 2007~2013的工作表中，最大列數為 1048576，也就是說一張工作表中

最大的資料筆數，扣除第一列的欄位名稱，尚可容納 1048575筆記錄，針對中小

企業而言，應該是夠用的。

3. 每筆記錄之間不可以有空白列，以免 Excel誤判資料庫的範圍。

4. 登錄資料時，採先到先輸入的方式，不要用人工去做分類整理，應以排序的方式

將資料分類。

5. 完成登錄的資料均為沒有經過處理的「原始資料」。

以資料庫的觀點來看，前圖中的報表問題在於：

1. 欄位格式錯誤，每個欄位只能佔用一個儲存格，不能做合併儲存格或分割儲存格

的動作。

2. 每筆記錄之間不可有空白列，空白列會導致資料分析時的範圍誤判。

3. 不要用人工在記錄之間做小計的計算，以免小計的結果也被當成一筆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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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建置自訂清單內容

除了 Excel內建的自訂清單內容之外，能不能將我們常用的會計科目名稱、部室名

稱、產品名稱、物料編號也存進自訂清單，好讓我們重複使用，而不必每回都要在

報表中複製貼上或者重新輸入這些資料？

Excel的確可以讓我們將常用的各種專有名詞，透過自訂清單儲存到 Excel系統中，

以後所有的報表都可以使用這些自訂清單的內容來加快資料的輸入；建置自訂清單

內容的方法有兩種，一是直接在自訂清單中輸入專有名詞，二是從舊報表中匯入專

有名詞到自訂清單。

在自訂清單中輸入專有名詞

例如，要將部室名稱自行輸入到自訂清單中，可參考下列做法：

 01   點按檔案索引標籤 /選項 /進階。

 02   在 Excel選項對話方塊中，向下捲動畫面，按下編輯自訂清單。

 03   在清單項目文字方塊中，輸入部室名稱，每打完一個名稱就按一下 Enter鍵，

輸入完畢之後，按下新增，再按下確定；回到 Excel選項對話方塊，再按下確定即

可。

❶

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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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  公式的自動填滿

在 Excel報表中設定公式時，往往只需要輸入一格的公式，接著再向右或向下拖曳

公式，就可以完成其他儲存格的計算，這就是公式的自動填滿。

  

這種計算方式，可以節省大量建置公式的時間，讓報表計算變得更有效率。

但是，自動填滿公式時，計算對象必須是「相對位址」，如果遇到非相對位址的二

維報表公式設定時，在拖曳填滿控點來完成計算時，就會造成天下大亂的結果。例

如，一個二維報表九九乘法表的公式設定，如果以相對位址的公式向下和向右拖曳

B2儲存格的填滿控點，就會出現如下圖的錯誤結果：

 

此問題的解決方法，請參考「2.8位址的觀念和應用技巧」一節中的詳細說明。

2.5.4  大量數列的填滿

我們都知道，要將數值從 1向下填滿到 10，只要先輸入 1和 2兩個數值，選取這兩

個數值向下拖曳填滿控點，即可很快的填入 1到 10的數值。問題是如果要從 1填滿

到 2000呢？ 少量數值可以用拖曳的方式來處理，要填滿的數值愈大，用拖曳填滿

控點的方式就顯得愈沒有效率，那要怎麼做比較好呢？以 1到 2000為例，我們可以

這樣來做：

 01   在M1中 輸入 1，點按常用索引標籤 /編輯群組 /填滿 /數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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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7  大型資料庫的自動填滿技巧

我們可能都有過從 ERP系統下載資料，或者請資訊部門提供資料來做分析的經驗，

這些資料也多來自於大電腦中的 Database（資料庫），取得這些資料之後，也都會透

過 Excel函數或者樞紐分析來做後續的處理。不論使用哪一種方法來處理，都必須

面對完整的資料庫內容，而非如下圖的資料庫內容：

問題出在相同的資料只出現一次，所以資料大唱空城計，這樣的資料是無法再利用

的。因此，使用者必須用人工的方式，將有內容的儲存格資料，向下複製到空白的

地方，問題是每月都有數萬筆資料，更有數十個欄位需要處理，各欄內容也都是不

對稱的，所以每回要處理這樣的資料，都要花費很多人力和時間，而且不能保證用

人工填滿的結果是對的。

這樣的問題經常在企業中發生，有沒有辦法用最簡單的方式，一次搞定所有要填滿

的空白，而且保證結果一定對呢？其實 Excel的確提供了很有效率的工具來幫我們

解決這個問題，請參考下列的做法：

 01   從 A2開始，選取整個資料要填滿的範圍。

 02   點選常用索引標籤 /尋找與選取 /特殊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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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在特殊目標對話方塊中，點選空格，按下確定。

 04   放開滑鼠，不管在哪一個儲存格中，直接輸入等號「=」，再用滑鼠點選等號上

面的儲存格，在下圖中等號上面就是 A2，所以看到的結果為「=A2」。

❶

❷

❸

❶

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