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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認清公式傳回的錯誤

公式可能傳回的錯誤值

雖然 Excel 對公式擁有自我查錯和糾錯的能力，但它卻並不能發現公式中所有可能存在
的錯誤，也無法對所有錯誤提供正確的修改意見。
有鑒於此，對於公式中可能存在的錯誤，很多時候都需要我們手動尋找和修正它，這就
需要先瞭解公式可能存在的錯誤及產生錯誤的原因。
根據公式錯誤產生的原因，可以將 Excel 中的錯誤公式簡單分為兩類：一類是傳回錯誤
值的公式，一類是傳回錯誤計算結果的公式。

2.2.1 傳回錯誤值的公式
Excel 中可能出現的錯誤值共有 8 種，如圖 2-4 所示。

圖 2-4 Excel 中的 8 種錯誤值

這些錯誤值，大多是由於公式計算錯誤產生，如圖 2-5 所示即為一例。

1

2

公式傳回錯誤值“#N/A”，是因為
VLOOKUP 函數在 A 欄中找不到
要查詢的工號“A1111”

圖 2-5 傳回錯誤值的公式

公式傳回錯誤值的原因很多，如：函數名稱書寫錯誤、函數參數設定錯誤、工作表中的
資料存在問題等等。
不同的錯誤值，產生的原因並不相同，關於這些原因，我們會在 2.3 節中另做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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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認清公式傳回的錯誤

公式傳回錯誤值，一定有原因

正因為不同的錯誤值產生的原因各不相同，所以，正確認識錯誤值，將有利於我們找到
公式出錯的原因，以便能對症下藥，修正公式。

2.3.1 #DIV/0! 錯誤 —— 在公式中使用了數值 0 作除數

問我 9 除以 0 等於幾？
誰是出題人？過來，我保證不打死你！

0 不能作除數，Excel 中也不例外。
但 Excel 遠非我們這麼暴力，如果我們給它一個使用 0 作除數的公式（如“=9/0”
）讓
它計算，它不會將出題的我們狂揍一頓，只會透過傳回“#DIV/0!”告訴我們：
“你的公
式中使用了 0 作除數，我無法完成計算”
，如圖 2-7 所示。

圖 2-7 用 0 作除數的公式

有一點需要注意，在算數運算中，公式中參照的空儲存格會被當作數值 0 處理，如果將
空儲存格設定為除數，公式也會傳回“#DIV/0!”錯誤，如圖 2-8 所示。

圖 2-8 用空儲存格作除數的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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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修正傳回錯誤結果的公式

2.4

修正傳回錯誤結果的公式

如果公式傳回的是錯誤結果，說明公式本身一定存在問題，原因通常是公式的計算邏輯
有誤、使用了錯誤的運算子、指定了錯誤的運算順序、使用了不恰當的函數或者函數使
用不當等。
如果公式存在這類錯誤，Excel 並不會給我們任何提示，因此，這類錯誤最難被發現，
也最不容易被修正。所以，需要我們認真分析、檢查和驗算編寫的公式。

2.4.1 檢查函數的參數是否設定正確
圖 2-33 中公式傳回的錯誤結果，相信我們都曾經困惑過。

圖 2-33 根據工號查詢姓名

查詢的工號是 “A1099”，為什麼 VLOOKUP
傳回的姓名不是 “李麗”，而是 “張小林” ？
函數沒有用錯，資料來源也沒有問題，可是
公式為什麼傳回錯誤的結果？

這個公式傳回錯誤結果的原因，是因為 VLOOKUP 函數的參數使用不當。
在本例中，如果想傳回與查詢工號完全相符的姓名，應該使用 VLOOKUP 函數精確比
對的查詢方式，將公式寫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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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用 FREQUENCY 函數分區間統計數值個數

3.2.1 哪些函數能統計指定區間的數值個數
統計某個區間的數值個數，就是看該區間有多少個數值，圖 3-29 所示即為一例。

統計大於 60，且小於或
等於 80 的資料個數

圖 3-29 統計 60 到 80 分之間的成績個數

統計大於 60，且小於或等於 80 的資料個數，這實際是一個雙條件計數問題。條件計數
問題能用什麼函數解決，大家應該都能列舉出兩三個吧？

ʤʤ使用 COUNTIF 函數解決

用 COUNTIF 函數分別求出大於 60
和大於 80 的數值個數，二者之差
即為要求的結果。

COUNTIF 函數，我們在《真正學會 Excel 函數的 8 堂課》中已經詳細介紹過，用起來
並不難，如圖 3-30 所示。

=COUNTIF(B2:B10,">60")-COUNTIF(B2:B1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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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0 用 COUNTIF 函數求 60 到 80 分之間的成績個數

公式的計算步驟如圖 3-31 所示。

= COUNTIF(B2:B10,">60")-COUNTIF(B2:B10,">80")

6-2
圖 3-31 公式的計算步驟

ʤʤ使用 COUNTIFS 函數解決
大於 60 且小於或等於 80，屬於雙條件計數
問題，多條件計數問題使用 COUNTIFS 函數
解決更方便。

COUNTIFS 是 COUNTIF 函數的升級版，如果你閱讀過《真正學會 Excel 函數的 8 堂
課》
，對它的使用方法及強大的計算能力一定不陌生，本例中的問題，用 COUNTIFS 函
數的解決方法，如圖 3-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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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傳回結果與實際情況不符，是因為 FREQUENCY 函數在統計時，只對數值進行統
計而忽略了其他類型的資料。公式傳回的“2”只是資料區域中不重複的數值個數，並
不包括不重複的 3 個文字資料。

資料區域中可能會出現文字，可
是 FREQUENCY 函 數 只 能 統 計 數
值，要統計不重複的資料個數，
怎麼辦？

要解決這個問題，可以換個想法，建立一些數值代替文字供 FREQUENCY 函數統計。
怎麼構造這些數值？如果沒有任何頭緒，那讓我們先來看看圖 3-63 中的資訊，相信一
定會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

=MATCH(A2,$A$2:$A$11,0)
公式使用 MATCH 函數尋找每個資料
在 A2:A11 中第 1 次出現的位置

當某個資料是重複資料時，MATCH 函數
只會傳回該資料第 1 次出現的位置，所以
重複的資料，MATCH 函數傳回的數值也
是重複的

圖 3-63 使用 MATCH 函數尋找資料在清單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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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重複的資料有幾個，MATCH 函數就傳
回幾個不重複的數值，FREQUENCY 函數
不 能 統 計 文 字， 但 MATCH 函 數 傳 回 的
是數值……啊，原來如此，瞬間明白了。

對，可以將 MATCH 函數的傳回結果設定為 FREQUENCY 函數的兩個參數，公式如圖

3-64 所示，透過這樣的方式來求區域中不重複資料的個數。

=SUMPRODUCT(--(FREQUENCY(MATCH(A2:A11,A2:A11,0) , MATCH(A
2:A11,A2:A11,0))>0))
這是 MATCH 函數陣列公式的用法，函數的第 1 參數是包含多個數值的 A2:A11，函數將尋找 A2:A11
中每個資料在 A2:A11 中第一次出現的位置，傳回一個由這些表示位置的數值組成的陣列

=SUMPRODUCT(--(FREQUENCY(MATCH(A2:A11,A2:A11,0) , MATCH(A2:A11,A2:A11,0))>0))

圖 3-64 求不重複資料的個數

因為 MATCH 函數的第 2 參數只能是單獨的一列或一欄，所以當資料區域是一個
多列多欄的儲存格區域或陣列時，用這種方法求其中不重複的資料個數，需要先
將這個區域轉為 1 列或 1 欄。但如果要統計的區域是儲存格區域，無論有幾列幾
欄，使用 COUNTIF 函數解決會更方便，你可以在第 5 章中瞭解相應的解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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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剔除 2 個最大值和 2 個最小值要將第 2 參數設定為 1/3（三分之一）？想弄清楚
這個問題，讓我們先來瞭解 TRIMMEAN 函數的計算規則及參數作用。

3.3.3 TRIMMEAN 函數的計算規則
TRIMMEAN 函數共有兩個參數，第 1 參數是要求平均值的資料，第 2 參數用來指定要
去掉第 1 參數中數值總個數幾分之幾的極值資料。
B2:M2 中有 12 個數值，第 2 參數是 1/3，則要去掉的
極值個數為 12*1/3=4 個，即最大值 2 個，最小值 2 個

=TRIMMEAN(B2:M2,1/3)
B2:M2 是要求平均值的資料區域

明白了嗎？
第 2 參數設定為 1/3，表示要去掉數值
總個數三分之一的極值。即最大值剔除
六分之一，最小值剔除六分之一。

在實際使用時，第 2 參數的分數不用設定成最簡分數，如圖 3-84 所示。

=TRIMMEAN(B2:M2, 4/12)

圖 3-84 將 4/12 設定為 TRIMMEAN 函數的第 2 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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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和參照資料的高手

查詢中的王者，LOOKUP 函數

4.1

說到查詢函數，我想很多人最先接觸、使用的應該是 VLOOKUP、MATCH 等簡單易
學，使用方便的函數。

在《真正學會 Excel 函數的 8 堂課》
中，我們已經介紹過這些函數的用
法，大家還記得嗎？

沒錯，查詢函數的確很多，但在眾多的查詢函數中，如果要問誰最厲害，本領最強？我
覺得應該是 LOOKUP 函數。
憑藉查詢快速、應用廣泛、功能強大等優點，LOOKUP 函數可以說是尋找和參照函數
中一顆璀璨的明星，然而許多不熟悉它的朋友卻很畏懼它，覺得它很深奧很難懂。
事實上，LOOKUP 函數遠非傳說中的那麼難，它與 VLOOKUP、MATCH 等函數有很
多相似之處。

4.1.1 LOOKUP 函數與 MATCH 函數的相似之處
LOOKUP 函數的功能，與第 3 參數設為 1 的 MATCH 函數類似，如圖 4-1 和圖 4-2 所示。

=MATCH(A2,C2:C9,1)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第 3 參數為 1，MATCH 函數將尋找 小於或
等於尋找值的最大值，然後傳回該數值在尋
找區域中的位置。尋找區域應按昇冪排序

圖 4-1 用 MATCH 函數尋找資料在數列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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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中的王者 —— 陣列公式

將列向下延伸，得到一個多列多欄的資料區域，即得到一個二維陣列，如圖 5-7 所示。
這是一個由 4 個一維陣列（4 列）組成的二維陣列

圖 5-7 二維陣列

如果將類似的多張表（二維陣列）層層疊放，就可以得到一個三維陣列，如圖 5-8 所
示。

圖 5-8 三維陣列

就像這樣，多個儲存格（或單個資料）組成一維陣列，就像工作表中的一列或一欄；多
個一維陣列組成二維陣列，就像工作表中一個多列多欄的區域；三維陣列由多個二維陣
列組成，就如一個由多個工作表組成的活頁簿；四維陣列就像一個資料夾中的多個活頁
簿，以此類推……。
不同維數的陣列間的關聯如圖 5-9 所示。

儲存格 一維陣列

二維陣列

三維陣列

四維陣列

圖 5-9 不同維數的陣列間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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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維陣列

5.3 陣列公式的優勢

很顯然，使用這種方法解決，不僅需要
使用多個公式，而且添加的輔助欄還會
改變表格的格局，影響外觀。

現在讓我們試試用陣列公式來解決，如圖 5-35 所示。
ROUND 函數的第 1 參數是區域陣列 A2:A10

=SUM(ROUND(A2:A10,2))
ROUND 函數會對第 1 參數 A2:A10
中的各個資料分別進行取捨，再傳回
一個包含 9 個數值的陣列

圖 5-35 用陣列公式對資料取捨後再加總

從某種意義上說，陣列公式是由多個具有某種共同特徵的一般公式的組合。因為陣列公
式可以對資料進行多次或批次運算，所以可以減少公式的輸入量和公式佔用儲存格的數
量。
這是陣列公式相對一般公式的優勢之一。

5.3.2 保護公式完整不被破壞
如果輸入工作表中的是一個多儲存格陣列公式（佔用多個儲存格的陣列公式）
，如圖

5-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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