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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四尺度介紹 
統計方法之考量因素 

資料衡量尺度 變數型態 特性 

名目尺度
(分類變數) 

順序尺度 
(分析變數) 

等距尺度 
(分析變數) 

質化變數 

比率尺度 
(分類變數) 

 

 

類別：性別 

質化變數 

量化變數 

量化變數 

優先順序 

大小 

資料間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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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戶資料之變數特性與衡量尺度 
變數名稱 變數值 衡量尺度 變數屬性 

性別 1：男生；0：女生 名目尺度 質化變數 

年齡 年齡值 比率尺度 量化變數 

居住區域 東區：1；西區：2；中區：3；北區：4 名目尺度 質化變數 

手機品牌 Nokia：1；Apple：2；HTC：3；Sony：4；Moto：5；
其他：6 

名目尺度 質化變數 

職業 農：1；勞：2；公教：3；工商：4；自由：5 名目尺度 質化變數 

所得 年所得值（萬元） 比率尺度 量化變數 

手機用途 撥、接電話：1；照相功能：2；傳訊息：3；MP3播
放：4；遊戲功能：5；手寫功能：6；其他：7 

名目尺度 質化變數 

購買預算 預算值（千元） 比率尺度 量化變數 

再購意願 是：1；否：0 名目尺度 質化變數 

使用滿意度 1：非常不滿意；2：不滿意；3：普通；4： 

滿意；5：非常滿意 

比率尺度 

 

量化變數 

 



連續型資料之描述 

集中趨勢 離散趨勢/其他 

平均數 (mean) 
標準差  (Std) 

標準誤  (SEM) 

中位數 (median) 

全距(Range) 

四分位差(Quartiles) 

→檢定左偏、右偏、常態分配 

眾數 (mode) 
信賴區間 

(confidence interval) 



第二章 建立/編輯資料檔 

編碼與變數檢視 



進入SPSS 

• 執行「開始/所有程式/SPSS中文視窗版/SPSS 17.0中文
視窗版」 



資料轉換-自別的檔案取得資料 

 

選取『檔案』-『開啟』-『資料(A)』 

『開啟資料』-『資料類型』-   

      選取EXCEL 



 



變數檢視畫面 
• 於「資料檢視」要切換到「變數檢視」畫面，可用方式為： 

• 執行『檢視(V)/變數』 

• 按左下角之                標籤來切換 



匯入資料完成 

•點選左下角     變數檢視 



1. 於第一列之『名稱』處，輸入性別，接著依序於第2、3、4~9列輸
入年齡、居住區、手機品牌~到職業結束。 

2. 將其小數均設為0(李克特量表無小數)；若為成績90.58，小數設2位。 

3. 於寬度點兩下，或出現       ，而設定完成後，如下圖 

定義變數 



標記 

註解即變數於輸出報表上的文字標籤，若未設定，報表
上頭會出現以變數名稱的文字標籤。 



標記 

註解即變數於輸出報表上的文字標籤，設定完成後，報表上
頭會出現以變數名稱的受訪者性別。 



值 
對變數之所代表意義加以設定，亦即，要設定答案內容的數值註解。 
設定時，先以滑鼠點按『數值』欄下無框線處，其右側有    點入。 
於值(A)填入1，標記(L)男，然後按       。 

於值(A)填入0，標記(L)女，然後按       。 

 



值 
1.對變數之所代表意義加以設定，亦即，要設定答案內容的數值註解。 
2.設定時，先以滑鼠點按『數值』欄下無框線處，其右側有         點入。 
3.滿意度設定：1-非常不滿意；2-不滿意；3-普通；4-滿意；5-非常滿意。 

 

 



用來定義遺失值，若變數為數

值變數，則預設為None。 

例如職業種類有六種，若使

用者認為農漁畜牧業(編號1)與

其他業(編號5)所佔顧客比例較

低，擬不列入分析對象，但又

想保留而不刪除，此時即可將

該值定義為遺漏值。 

若要將空的或空白數值定義為字串變數

的遺漏值，請在「離散遺漏值」選項下方，

輸入一個空格。 

遺漏(Missing) 

 



測量 
依據名稱變數對其『測量』做定義。 

尺度-智力、成績、李克特量表之問項 

次序-偏好順序或等級，如甲、乙、丙香味的偏好程度。  

             其答案只有順序關係，但無大小或倍數之關係。 

名義-間斷變數、類別變數或質變數，如如手機品牌：HTC-1、三星-2…； 

 職業、性別…..為電腦方便處理，無任何大小、倍數之意義。  

 



第三章 次數分配表 

(Frequencies) 



次數分配表(Frequencies) 
目的：求得資料之次數分配表及一些特徵量數，或繪  

    製資料支圓餅圖、長條圖或直方圖等。 

點選：分析(A)→描述性統計(E)→次數分配表(F) 



次數分配表裡有三個次指令，分別為 

統計量(S)、圖表(C)、格式(F) 



遺漏值設定時，將職業1與
空格排除計算內。 



長條圖 



統計量(S) 
其功能在執行所輸出之統計圖，SPSS提供平均數、標準差及分配。 

格式(F)： 

其功能在設定輸出報表之格式。  

順序依據(Order by)：選擇資料呈
現時排序的方式多重變數(Multiple 

variance)：若處理變數有多個時，
在列印統計量時， 選擇將多格變數
列印在同一表中以作比較，或分開
列表。 



第四章  敘述性統計 

平均數、中位數、 

眾數、偏態、峰度 



4-1 平均數 
平均數或算術平均數，是指將總合除以個數。如果描述資料是母體μ

表母體均數；樣本資料以χ  為樣本平均數。 

目的：可求得資料中之數值變數之敘述統計量 

 點選：分析(A)→比較平均數法(M) →平均數(M) 



將年所得、購買預算→依變數清單 
    性別→自變數清單→確定 

 

 



 中位數、眾數 

中位數-將所有數字依大小順序排列後，排在最中間之數字，其上與其 

    下的數字個數各占總數的1/2。(用Me來表示)。 

眾數 -(Mo表示 )，在一群體中出現次數最多的那個數值，如：
 3,2,1,3,1,3,2,3之眾數為3。 

中位數、平均數、眾數都是用以衡量母體的集中趨勢。 

中位數與眾數較不會受極端值影響；但眾數並非衡量集中趨勢的好方法，  

因為當分配不規則或無顯著集中趨勢，眾數就無意義。 

變異數-用來衡量觀測值與平均值間的離散程度，其值越小表母體得離
散程度越小，同質性越高。(EX：郭台銘VS老百姓---離散程度大) 

標準差-用來衡量觀測值與平均值間的離散程度，其值越小表母體得離
散程度越小，同質性越高。 

 



敘述性統計量 
1. 『分析(A)/敘述性統計(E)/敘述統計量(D)…』 

2. 『年所得』，按         鈕，將其送到右側之『變數(V)』方塊。 





第五章       獨立樣本T檢定 



獨立樣本 t 檢定 

EX：比較樣本之手機用途是否因性別而有所不同? 

H0：男性手機用途與女性手機用途無差異。    (μ0-μ1=0或μ0=μ1） 

H1：男性手機用途與女性手機用途有差異。    (μ0-μ1≠0或μ0≠μ1） 

當自變項是類別變項（nominal scale），依變項是等距（interval scale）時
使用。但是僅是用於自變項只有兩類的變項中，像性別便只有兩種屬性。

自變項若是超過兩類，則需要使用其他的資料分析方法，如ANOVA。 



將     購買預算→檢定變數 
       性別→分組變數 
 點選  定義組別→設定數值    

         



檢定結果：T值-0.762、Df(自由度)47、p=0.450未達顯著水準。 

結果解釋：在手機購買預算中，雖然男性購買預算(8.1739)高
於女性(7.7692)，但卻未達顯著水準-----提列可能原因…. 

 

 

 

 



成對樣本T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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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表分析 



 利用「交叉表」（Crosstabs）程序，形成二因子和多因子
的交叉分析表格，並為二因子表格提供數種檢定和關聯測
量。  

 Crosstabs程序最適合用來計算分類或名目變數的交叉表，
以及變數間關聯之計算。  

 計量變數最好能事先轉換為分類變數（使用COMPUTE或
RANK），再進行Crosstabs程序。  

 次數分配表（Frequencies）程序可用於資料輸入或編碼的
錯誤的檢查。 

 有時採用次數分配表亦可能無法發現資料輸入錯誤，但卻
可以用列聯表找出來。例如：性別變數(男、女)與所得變數
(低、中、高)現象。  

 SPSS的交叉表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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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機操作―卡方檢定 

探討手機品牌與購買意願是否有關係。建立假說如下:   

– H0：再購意願(欄)與手機品牌(列)無關 

– H1：再購意願(欄)與手機品牌(列)有關 

關於兩個變項間的分佈狀況，可以使用交叉表（Cross Table）來檢視其分
佈情形。交叉表內，亦有卡方檢定可供使用，然而當依變項是nominal scale

（類別變項）時通常採用Chi-square（卡方）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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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表分析(Crossta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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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交叉表之統計量 

類別對類別 

2*2列聯表分析 

次序對次序 

類別對連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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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聯係數： 

對稱性量數，適用於兩個類別變項一樣多，nxn。 

PHI值： 

對稱性量數，適用2xn 與 nx2資料。 

Cramer’s V係數： 

對稱性量數，用於樣本大時，用兩類別變項不同多，nxm。利用
是否大於0.1可看其偏離程度大否。 

Lambda值： 

具PRE之概念，可用於不對稱性資料。 

不確定係數(U)： 

資訊量I(P)的概念(事件發生機率趨近於0，表示不確定性大，可
由此找尋的資訊很多)， U越大，代表增加的資訊量越多，可用
於不對稱性資料。 

Eta值(Eta平方值)： 

類別變數為X及連續變數為Y，其平方值具PRE之概念；E值與積
差相關係數r之絕對值作比較，若兩值相差大，顯示變數間關性
較偏向非直線。 

 Gamma參數： 

    對稱性量數。 

 Somer’s d值： 

    可用於不對稱性量數。 

 Kendall’s tau-b： 

    對稱性資料，只有在行與列數
相同時才有完全的關聯性。 

 Kendall’s tau-c： 

    對稱性資料，為改善tau-b 限制。 

Kappa統計量數： 

一致性檢定，接受虛無假設表示具資料比較具一致性；用以測
量兩個觀察值對同一組受試體的一致性，具PRE概念。 

風險： 

比率概念，可再計算相對風險  比與相對涉險率。 

McNemar檢定： 

改變的顯著性檢定，亦是測量兩個觀察值對同一組受試體改變
顯著性的卡方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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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擇交叉表所
需的顯示的資

料 

選擇交叉表
表格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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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表之分析 

性別*血型之列聯表(名目VS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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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顯著水準0.05檢定性別與血型是否有關聯 

交叉表之分析 

P-value值>0.01 

表示性別和血型無顯著的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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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表之分析-2 

年齡*性別*血型之列聯表 

 

以年齡分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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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g.=0.217>0.05，
無法拒絕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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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變異數分析 

6-1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ne-way ANOVA) 

6-2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Two-way ANOVA) 

6-3   Multivariate ANOVA 

 



變異數分析種類繁多，如下表： 

 

 

依變數個數 自變數個數  名稱 

1 

（單變量變異數分析） 

1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2（以上）  多因子變異數分析 

2（以上）  

（多變量變異數分析） 

  

1  單因子多變量分析 

2（以上）  多因子多變量分析 



 變異數分析(ANOVA) 

  變異數分析的定義 

§變異數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簡稱ANOVA)是將屬
量樣本資料的變異，依其可能來源拆解（例如，組內變
異和組間變異），並檢定因子中各類或群（通常稱為
「處理」）的平均數是否相等，以判斷因子和母體屬量
變數之間的關係 

 應用時機 

§探討用來分類或分群的屬質變數（在變異數分析中稱為
「因子」）和一個屬量變數之間的關係時，常常會運用
變異數分析方法 



Step1：分析(A) →比較平均數法(M)→單因子變異數分析(O) 

EX：探討不同手機品牌對使用滿意度是否有差異? 

僅分析品牌對滿意度，無法衡量是否受到所得或預算之影響。(單對單) 

  6-2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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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數同質性的檢定：用Levene來檢
定變異數的相等性，與常態性假設無
關。 

•Brown-Forsythe、Welch：可計算其統
計量以檢定組別平均數的相等性。當
變異數相等的假設不成立，一般慣用
這個統計量。 

•LSD：T檢定的變形，在變異和自由度
的計算上利用了整個樣本的資訊，不
僅比較兩組間訊息。 

•S-N-K：兩兩組別比較方法。 

•Bonferroni：LSD修正而來，透過設定
α顯著水準來控制所有α顯著性水準。 

•Turkey：控制所有比較中最大的一類
錯誤值不超過α顯著水準。 

•Scheffe：檢定各個平均數的線性組合，
控制α顯著水準等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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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分析：如下兩圖 

同質性檢定p值>.05時,因要比較的數組平均數的變異數是同質的!可
以直接採用anova表裡面的F值與p值來做推論。 

同質性檢定的p值<.05,代表數組樣本的變異數之間有顯著的差異,這
樣的狀況違反了變異數分析的基本假定,anova表裡面的F值與p值就不
能直接採用。 

P<0.05才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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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異數同質性的檢定：用Levene來檢
定變異數的相等性，與常態性假設無
關。 

•Brown-Forsythe、Welch：可計算其統
計量以檢定組別平均數的相等性。當
變異數相等的假設不成立，一般慣用
這個統計量。 

•LSD：T檢定的變形，在變異和自由度
的計算上利用了整個樣本的資訊，不
僅比較兩組間訊息。 

•S-N-K：兩兩組別比較方法。 

•Bonferroni：LSD修正而來，透過設定
α顯著水準來控制所有α顯著性水準。 

•Turkey：控制所有比較中最大的一類
錯誤值不超過α顯著水準。 

•Scheffe：檢定各個平均數的線性組合，
控制α顯著水準等於.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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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雙因子變異數分析 

例如：某研究者想了解編序教學與發現教學，及三種不同管教方
式對學生統計學與會計學測驗分數之影響。 





結果分析：如下圖 

放任 懲罰 獎賞 

編序教學 66.222 79.5 81.6 

發現教學 62.444 58.667 60 

EX：製表1(統計學) 



 



6-3 Multivariate ANOV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