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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章 你所不知道的Excel1
Excel本是一匹駿馬，能否成為千里駒，全看

你如何駕馭。

有人練得很勤快，不辭辛勞地在廣泛的數據

草原裡來回奔馳；也有人竟把馬兒當作騾子使喚，

還樂此不疲，令人啼笑皆非。

如果不找對門路努力學習，最後很可能落得

只能騎著「騾子」，看別人把 Excel練成汗血寶馬

的境界。

接下來，我想先說一些關於使用 Excel的小

故事。如果這些內容能激起你的學習欲望，那就

跟著我們一起練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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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最厲害的 Excel 用法
厲害，有兩種類型：一是功力爐火純青的高手，將 Excel用得出神如化，讓人嘆為

觀止；二是對 Excel一知半解的菜鳥，總在使用 Excel的過程中，鬧出一些趣聞，讓人

哭笑不得。

這是 ExcelHome站長 Kevin在一篇熱門貼文裡的開場白。在此引用過來，並且藉

以為題，同時和大家分享幾個我親身經歷或聽來的故事。

1.1.1  最高明的加總方式

  對計算機不離不棄的老職員

有一天，我在一家公司看到一位年紀較大的職員在使用 Excel做報表，只見她好不

容易把單據上的數字敲進 Excel，正要開始加總時，令人吃驚的事情發生了，她把雙手

從鍵盤和滑鼠上移開，然後開始按計算機，計算完畢後，再把結果敲進 Excel，而且她

還重新計算一遍，進行驗算，態度極為認真。

天哪，你為什麼不直接使用

Excel加總？

我按計算機的速度比敲鍵盤

快多了！

聽完她的回答後，我頓時無語……

  用狀態列加總數據的牙醫

有一次，我到一家牙醫診所洗牙，排隊等待治療時，我閒得無聊，就順便看看醫生

的助手在電腦上忙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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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最厲害的 Excel用法

原來，她正在使用 Excel加總一份某小學的口腔防治檢驗報告，要把所有學生按照

班級、性別等幾項指標來加總。Excel裡的表格和她手上拿的基本一樣，數據已經輸入

完成，只需加總即可。

她加總的方式是：選取一列待加總的數據，然後查看 Excel狀態列上的結果，再輸

入到相對應的加總儲存格中，一列接一列。

我實在看不下去了，就小心地提醒她：

醫生，在 Excel裡，這樣加

總的速度很慢的。

就是啊，很慢的。不過還好，

總比按計算機快多了！

我下一句想說的是：「Excel有專門的函數，能夠很快解決你的問題。」但是我還沒

開口，她打斷了我的話。

聽完她的回答，我瞬間石化……

1.1.2  我也曾發生過這種糗事

   「艱鉅」的查詢比對任務

當時，我還不知道什麼是 VLOOKUP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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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   什麼是 Excel 公式？

2.1.1  公式就是另一種數學算式
我第一次接觸「公式」這個概念是在數學課上。

長方形的面積=長×寬

老師說：長方形的長是 5，寬是 3，它的周長等於 (5+3)×2，(長 +寬 )×2是計算

這個長方形周長的公式。

聽完後，我似有所悟，便拿起筆，在紙上寫下 1+2+3+4+5，問：「老師，這也是公

式嗎？」

「當然是公式，這是計算 1到 5的自然數總和的公式。」

於是，我明白了：公式就是對某個計算方法的描述，為了完成某個目的而

設定的算式。

當你設定了某個公式後，Excel就會按設定的規則自動執行計算。假設當你在工作

表的 A1儲存格輸入「=1+2+3+4+5」，按 <Enter>鍵之後，就可以在該儲存格中，計算

出 1到 5的自然數之和，如圖 2-1所示。

1

2
按 <Enter> 鍵

圖 2-1  在儲存格中輸入公式

這個操作中輸入的「=1+2+3+4+5」就是一個完整的 Excel公式，15是公式的計算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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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選取公式所在的儲存格，按一下

右鍵，執行【儲存格格式】命

令，開啟【儲存格格式】對話方

塊

在【數值】頁籤的【類別】列表

中，選擇【通用格式】項目，再

按一下【確定】按鈕

按兩下左鍵進入公式所在儲存格

的編輯模式，接著按 <Enter> 鍵

確認

公式重新計算並且得到正確結果

圖 2-13  設定儲存格格式讓公式自動計算

在【功能區】的【常用】頁籤中，也可以完成設定儲存格格式的步驟，如圖 2-1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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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如何在 Excel中使用公式？

重新編輯儲存格沒問題，但是如果要更改格

式的儲存格有 1000個，還得依序重新編輯這

1000個儲存格嗎？一定有更簡單的辦法吧？

圖 2-14  在功能區中設定儲存格格式

更改儲存格格式後，只有重新編輯並確認儲存格，才能更改該儲存格內現有內容的

數據類型，這也是為什麼需要圖 2-13步驟 5的原因。

如果同一欄的儲存格中，使用了相同公式，可以只設定其中一個儲存格（通常為最

左上角的儲存格）格式為「通用格式」，在其中輸入公式後，使用【填滿】或【複製】

的方法，將公式及儲存格格式複製到其他儲存格中，不用逐個更改。但是假使儲存格中

已經輸入了不會自動計算的「公式」，而且這些公式不完全相同，利用【資料剖析】命

令會是一種簡單的解決辦法。

Step 1：選取整欄，在功能區的【資料】頁籤中，執行【資料剖析】命令，開啟【資料

剖析精靈】對話方塊，如圖 2-15所示。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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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數就是一個可變的數據

變數就是一個可變的數據，就像圓形面積公式裡的半徑 r，在 Excel的公式中，儲

存格參照、名稱都可以視為變數。

=SUM(A1,5)

A1 就是公式中的一個變數。

公式中參與運算的數據，會隨著 A1 中的數據

而改變，A1 儲存的數據是多少，參與公式運

算的數據就是多少。

如果你搞不清楚變數和常數也沒

關係，只要知道如何在公式中參

照儲存格來運算即可。

這個公式中的 A1只是一個數據的代號，這個代號並非數據，但是它會隨著其指向

的數據而改變。

正因為能在公式中使用變數，才讓 Excel的公式顯得變化多端，奧妙無窮，輕鬆解

決許多複雜的問題。

 2.5   公式中的運算子
跟數學裡的運算子（+、－、×、÷等）一樣，Excel中的每個運算子都代表一種

運算。

根據運算類型，Excel中的運算子可分為算術運算子、比較運算子、文字運算子和

參照運算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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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中這麼多種類型的數據誰最大？誰

最小？比較的規則是什麼呢？

表 2-3  Excel中的比較運算子

運算子 符號說明 數學裡的寫法 公式舉例 公式結果

=
等於：判斷 =左右兩邊的數據是否相等，如
果相等回傳 TRUE，否則回傳 FALSE

=
=5=3 FALSE

=8=2+6 TRUE

<>
不等於：判斷 <>左右兩邊的數據是否相等，
如果不相等，回傳 TRUE，否則回傳 FALSE

≠
=5<>3 TRUE

=5<>5 FALSE

>
大於：判斷 >左邊的數據是否大於右邊的數
據，如果大於回傳 TRUE，否則回傳 FALSE

＞
=-5>2 FALSE

=8>2 TRUE

<
小於：判斷 <左邊的數據是否小於右邊的數
據，如果小於回傳 TRUE，否則回傳 FALSE

＜
=8<2 FALSE

=0<7 TRUE

>=
大於等於：判斷 >=左邊的數據是否大於或等
於右邊的數據，如果大於或等於回傳 TRUE，
否則回傳 FALSE

≥

=9>=7 TRUE

=5>=5 TRUE

=4>=8 FALSE

<=
小於等於：判斷 <=左邊的數據是否小於或等
於右邊的數據，如果小於或等於回傳 TRUE，
否則回傳 FALSE

≤

=9<=10 TRUE

=6<=6 TRUE

=5<=2 FALSE

圖 2-27  Excel 中的數據大小

文字類型的數值按照首字元的拼音排序，

排序規則與《新華字典》一致，從 A、B、
C 開始至 X、Y、Z 結束。例如，在 Excel
中，文字「張」比「阿」大

在 Excel所有的數據類型中，數值最小，文字比數值大，最大的是邏輯
值 TRUE。其大小順序如圖 2-2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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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我們提過，日期屬於數值，是數值的特殊顯示樣式，每一個日期都對應一個數

值，數值 23有多大，它對應的日期就有多大，而錯誤值本身就是一種錯誤的存在，不

論它和誰進行運算，回傳的值都是錯誤的。

2.5.3  文字運算子

文字運算子只有一個：&。

為什麼沒有日期和錯誤值？日期和錯

誤值與其他數據相比，誰大誰小？

&用於將兩個數據合併為一個文字類型的數據，如圖 2-28所示。

你可以將 & 想像成一瓶隱形的膠水，使用它可以將

& 左右兩邊的內容黏成一個新內容，實現合二為一

的目的

圖 2-28  連接字串

2.5.4  參照運算子

當在公式中參照一個儲存格區域的時候，可能會用到參照運算子。

Excel公式中的參照運算子共有三個：冒號（:）、單個空格、逗號（,）。
如表 2-4所示，執行參照運算回傳的結果是，工作表中的儲存格參照。

文字類型的數據也稱作

字串或文字字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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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使用 SUMIF函數時，條件區域可以設定為一列、一欄或多列多欄的儲存格區

域，因為 SUMIF函數在計算時，總是根據一對一的對應關係來確定第 3引數中需要加

總的數據，這與儲存格的列欄數無關。

4.2.12  求最後一次借書的總冊數

如圖 4-38所示，這是一張儲存了多名同學借書數據的表格，現在我們想計算出各

位同學最後一次借書的總冊數。

每列第 1 個空儲存格前的數據（加網底顏色的儲存格），就是各個同學

最後 1 次借書的數量。將這些儲存格的數據相加，代表要求的是最後

一次借書的總數。

圖 4-38  圖書借閱情況登記表

參考前一個例子，你能想到解決這個問題的

方法嗎？這是一個測試自己的好機會。你可

以先想一想，然後再看我們的解決方案。

每個參與加總的數據，都在每列第 1個空儲存格的左邊，這是它們的共同點，可以

將其設定為加總條件。

空儲存格左側第 1個儲存格中的數據加總，就是我們最終要求的結果。如果使用

SUMIF函數解決，方法如圖 4-3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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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檢查文字是否相同

正如你在上面看到的，使用「=」

不但可以比較兩個文字是否相同，

還可以用來比較數值、邏輯值等數

據是否相等。

在「=」的眼裡，英文字母沒有大小寫之

分，但我可不認為「A」和「a」是相同的

字母，怎樣才能讓 Excel區分大小寫呢？

 5.3   檢查文字是否相同

5.3.1  最常用的比較運算子「=」

如果想比較兩個字串是否相同，最常用、最直接的方法就是使用比較運算子「=」，

如表 5-3所示，列舉了部分使用「=」比較數據的公式。

表 5-3  使用「=」比較數據是否相等

公式 公式結果 公式說明

="我 "="你 " FALSE 「=」兩邊的字串不相同，公式回傳 FALSE

="我們 "="你們 " FALSE 「=」兩邊的字串不相同，公式回傳 FALSE

=32=25 FALSE 數值 35與數值 25不相等，公式回傳 FALSE

="25"=25 FALSE 字串 "25"與數值 25類型不同，公式回傳 FALSE

="ABC"="ABC" TRUE 「=」兩邊的字母相同，公式回傳 TRUE

="abc"="abc" TRUE 「=」兩邊的字母相同，公式回傳 TRUE

="ABC"="abc" TRUE 在「=」的眼裡，"A"和 "a"是相同的

5.3.2  使用 EXACT函數區分大小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