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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的地理課程中，計量地理部分有講

授迴歸分析及趨勢線的計算，在地理課程中算

是比較困難的部分，在課堂上用一堆數字套上

統計的公式，而社會組的學生通常都對數學有

恐懼感，所以教起來事倍功半，通常在講授前

會請學生帶計算機，再來課堂中的一堆數字，

在演算練習過程中有平方相加，再開根號，到

答案出來後，學生可能已不清楚數字所代表的

地理意義了。如果能帶學生到電腦教室，利用

Excel 來計算，又或者利用手提電腦接單槍投

影機，在教室直接顯示出來，可以縮短演算的

時間，明白本單元的目標並非著重繁瑣的計算

過程，重要的是數字所表示的地理意義。

地理學計量分析中的科學化推論，建立因

果關係模式的三個重要主題是：散佈圖、相關

分析及迴歸分析。我們就用下列例子來說明：

在 93 年指定科目考試中有一題是測驗考

生相關係數的觀念，題目是：變數甲和變數丙

間的相關係數(r)值為何？答案有四個選項，分

別是：A -0.74 B -0.12 C 0.12 D 0.74。題

目附有一個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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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附有一個公式，但考試時大概不太

可能代入公式來計算，不要說是否有帶或能否

帶計算機，如果用手來算，光是把一堆數字，

計算標準差已經花太多時間了，而且又要開根

號，又要平方， 所以其實是考概念，變數甲

由 200 到 950 是變大，變數丙由兩位數到個位

數，明顯地可以看出變數丙隨著變數甲的增加

而減少，兩者呈現負相關。B選項和C選項中

的相關程度太低，D選項是高度正相關，所以

正確答案是A選項，因此如果學生有正確的相

關係數觀念，其實是很容易就知道要選A的。

該題目的三組變數如下：

甲 乙 丙

200 0.9 11

280 1.1 12

290 1.9 10

310 1.9 11

340 2.6 3

560 2.7 11

570 3.2 5

590 3.8 4

630 2.8 3

690 2.4 3

820 9.5 4

840 9 1

890 4.4 5

950 11.2 2

我們先做甲變數和乙變數的迴歸分析。

用Excel來做迴歸分析
STEP BY ST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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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 首先把指考題目中的三項變數放到試

算表中。

步驟 2： 把甲變數及乙變數反白。由  A1 到

B15。

步驟 3：選取圖表的符號。

步驟 4： 出現圖表精靈的步驟 4 之 1（圖表類

型），要選 XY 散佈圖，副圖表類型

選第一種即可，因為我們不必用到其

他的副圖表。然後下一步。

 



121社會天地

步驟 5： 出現圖表精靈的步驟 4 之 2（圖表

資料來源），資料範圍已自動設為 

A1：B15，然後下一步。如果你直接

選完成，簡單的散佈圖會直接跑出

來，跟上面的長得一樣， 但是我們還

要調整其他的說明，所以一定要選下

一步。

步驟 6： 出現圖表精靈的步驟4之3（圖表選

項），因為散佈圖上的圖表標題及旁

邊的圖例都不是我們想要的，散佈圖

的底色不要灰色，因為如果印成講

義，灰色會不清楚，另外 X 軸及 Y 

軸也要註明項目。

步驟 7： 選取子選項：標題＼圖表標題，鍵入

甲乙散佈圖；數值 X 軸鍵入甲，數值 

Y 軸鍵入乙。

步驟 8： 點選另一個子選項：格線。原來預設

是只有 Y 軸有主要格線，要再勾選數

值 X 軸的主要格線，這時散佈圖出現

了數值 X 軸的格線。然後再下一步。

 



社會天地113

教 學 分 享

步驟 9： 點選另一個子選項：圖例。把顯示圖

例的選項去除。散佈圖右邊的一個圖

例的方框會去掉。

步驟 10：圖例的方框不見了。再下一步。

步驟 11： 出現圖表精靈的步驟 4 之 4（圖表位

置），要點選新的工作表，如果選

工作中的物件，會變成一個小圖，

出現在工作表上，我們要示範給學

生看，所以要選新的工作表，才會

呈現另外一張的大圖。

 

步驟 12： 這是甲乙的散佈圖，我們要把 Y 軸

的文字右轉 90 度。

步驟 13： 把指標移到乙字的上面，點一下左

鍵，使乙字變成可修改的模式。

步驟 14： 接下來點一下右鍵，會出現選單，

再用左鍵點選座標軸標題格式。

注意：�步驟�13�和步驟�14�是連續動作，也就

是點一下左鍵再點右鍵，其間指標不要

移動，如果離開乙字的「身上」，會出

現另外一個不同的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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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15： 點選座標軸標題格式後會出現這一

個對話框，選對齊方式，再在直立

方向的文字上點一下，底下的角度

會由原來的 90 變成 0，再確定。

步驟 16：乙字變直立了

因為底色是灰色，如果想要印成講義會不明

顯，所以要變成白色。

步驟 17： 把指標放在灰色的區域中（只要是

灰色即可，因為灰色的區域叫繪圖

區，白色的外框叫圖表區，現在要

改變繪圖區的底色）點選右鍵，會

出現一張選單，選取繪圖區格式。

步驟 18： 選取繪圖區格式後會出現對話框，

在填滿的子選項上勾選無，然後再

確定。

步驟 19： 散佈圖完成了，明顯可以看出是正

相關，我們再繼續做下去。

步驟 20： 準確地把指標放在散佈圖上的任

何一個資料點上（14個點其中一個

點），然後點右鍵，會出現一張選

單（一定要放準確，否則會出現另

一張選單），再選取加上趨勢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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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21： 出現加上趨勢線的選單，點選項，

把圖表上顯示公式的項目勾選，再

確定。

完成：出現的迴歸模式為：y=0.0107x－1.9836

該題的變數甲是海拔高度、變數乙是溪流

坡度，變數丙是魚的種類數，因此表示溪流坡

度會隨海拔高度的增加而增加，是正相關。

本題目的變數甲和變數丙的相關係數是 

-0.74，我們用如下方法來做：

步驟 1： 先把變數甲及變數丙兩個欄位copy在

一起。

步驟 2：選工具，再選增益集。

步驟 3： 出現增益集對話框，勾選分析工具

箱，再確定。對話框會消失。

步驟 4： 再選工具，這時多了一個資料分析的

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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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5： 出現資料分析的對話框，選相關係

數，再按確定。

步驟 6： 相關係數的對話框出現，因為變數甲

和變數丙是放在E2到F15的位址（E1

及F1的文字千萬不要列進去）所以輸

入範圍是E2到F15；輸出範圍隨便找

一個空白的地方，就選F18好了，然

後按確定。

完成： 確定後，F18的位址出現相關係數為 

-0.743281。

以上兩個方法，筆者認為描繪散佈圖是很

好的教學模式，至於計算相關係數的公式，的

確可以簡化計算過程，但如果要講解，筆者是

利用一張試算表來講授，可以逐步解釋，連同

標準差的過程，一併講授。學生可以也在過程

中熟悉公式的演算，下表提供參考。

1�A16 是變數甲的平均值；D16 是變數丙的平

均值。

2�B 欄是（Xi- $X）；C 欄是（Xi- $X）2；C16 

是 S（Xi-$X）2。

3�E 欄是（Yi- $Y）；F 欄是（Yi- $Y）2；F16 

是 S（Yi-$Y）2。

4�C17 是 C16 開平方；F17 是 F16 開平方。

5�G17 是 S（Xi-$X）（Yi-$Y）。

6�代入相關係數的公式：
-9638.57
905.85*14.32

＝－0.7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