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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預測方法 

第 1節: 預測程序 

首先我們先收集到下列所有可能對預測標的有解釋力的相關的資

料(請參閱 表 1)： 

<<表 1>>解釋變數資料表 

 

 

 

再利用“相關係數＂及 t-Value 的檢定, 將對＂取代效應＂沒有

解釋能力的資料去除, 然後利用＂相關係數＂檢定各資料之間是否

有＂共線性＂, 並以 P 值為檢定標準, 取得最有解釋力的資料. 最後

以剩下的最有解釋力的資料, 利用迴歸做＂取代效應＂的預測.  

由於我們除了預測＂取代效應＂之外, 還希望了解預測結果對桌

上型電腦廠商的影響.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找出是否有一個會造成桌上

型電腦市場負成長的＂關鍵轉折點＂.  

應用相同的方法, 我們預測了個人電腦的出貨量, 再依＂取代效

應＂的結果計算出＂筆記型電腦的出貨量＂及＂桌上型電腦的出貨

量＂, 並製作成圖, 以檢示是否有造成桌上型電腦出貨量負成長的＂

關鍵轉折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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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我們以預測的結果, 在假設條件成立的情形之下, 做出結論

並提出對桌上型電腦廠商的影響提出營運策略的觀點.  

第 2 節: 確定預測標的(被解釋變數) 

由於我們要做的是預測, 因此我們必須有預測的標的. 本論文的

主題是: “筆記型電腦取抑或桌上型電腦之趨勢?＂ , 簡單的講, 我

們希望可以預測筆記型電腦取代桌上型電的＂取代效應＂. 首先， 

我們必須替“取代效應＂做定義並數字化. 所謂的“取代效應＂就是

指原本要買桌上型電腦的人，改去買筆記型電腦了．假設上個月全球

銷售了 100 萬台的桌上型電腦， 50 萬台的筆記型電腦，兩者的比率

為 2:1．反觀本月份桌上型電腦的成長率是 10%, 筆記型電腦的成長率

是 20%．所以桌上型電腦的銷售數字是 110 萬台，筆記型電腦的銷售量

為 60 萬台. 兩者比率為 110:60=1.83:1. 很明顯的，桌上型電腦和筆

記型電腦的銷售量比己經改變了, 而且桌上型電腦所佔的比率己經變

低了,這表示＂取代效應＂存在. 假設本月的筆記型電腦的成長率也

是 10%的話, 結果兩者的銷售量比是 110:55=2:1, 這表示＂取代效

應＂不存在. 

很明顯的,成長率相同時＂取代效應＂不存在, 筆記型電腦及桌

上型電腦銷售量的比不會改變. 所以我們要預測的標的則為＂筆記型

電腦及桌上型電腦銷售量的比＂, 若＂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銷售

量的比＂維持不變時,表示＂取代效應＂不存在, 若＂筆記型電腦及

桌上型電腦銷售量的比＂變高, 表示＂取代效應＂發生. 同樣的, 不

只筆記型電腦會取代桌上型電腦, 桌上型電腦也可能取代筆記型電

腦, ＂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銷售量的比＂就會變低.  

從圖3可以很明顯看出, 筆記型電腦正在取代桌上型電腦,我們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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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可以預測到這個取代效應造成桌上型電腦負成長的＂關鍵轉折點＂

何時會發生? 或是永遠不會發生? 

 

<<圖 3>>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銷售量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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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節: 資料收集(解釋變數) 

3.1. 筆記型電腦與桌上型電腦之平均售價差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的價差是影響＂取代效應＂的一大因素, 

筆記型電腦不但俱有可移動性的優勢, 具有比較高科技的形象. 當筆

記型電腦的價位和桌上型電腦的價位相差低於一定程度時, 有時雖然

筆記型電腦的規格及效能較差, 仍有一部份消費者會放棄桌上型電腦

改購買筆記型電腦. 最常發生的情形是, 當最低階筆記型電腦的價格

接近主流桌上型電腦的規格時, “取代效應＂最為明顯.  

不過不是所有的桌上型電腦都會被筆記型腦取代. 例如最低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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桌上型電腦, 由於低價和筆記型電腦的價格差距仍然很大, 原本要購

買最低階桌上型電腦的消費者, 通常還是會選擇桌上型電腦. 另外最

高階的電腦, 通常都有特殊的應用需求, 例如玩遊戲, 繪圖, 數學運

算, 工程運算, 科學運算等等, 這些需求都追求最高的繪圖能力, 或

最快的運算能力, 筆記電腦在這二方面通都比桌上型電腦晚了一個世

代, 所這類的桌上型電腦不會被取代. 但這些特殊應用的桌上型電腦

只佔少數, 而且不論是筆記型電腦還是桌上型電腦, 主要的銷售量還

是來自主流及低階的產品. 所以筆記型電腦的平均售價和桌上型電腦

的平均售價的差(請參閱 圖 4), 絕對會影響筆記型電腦對桌上型電腦

的＂取代效應＂的程度.  

 

<<圖 4>>桌上型電腦及筆記型電腦平均售價差的趨勢圖 

 

 

 

 

 

 

 

 

年 

美元/台 

3.2. 商用電腦及家用電腦市佔率比 

由 圖5可以很明顯的看出, 在商用方面, 桌上型電腦和筆記型電

腦的比是比家用來得高的. 原因其實很簡單, 商用電腦對每一家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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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言, 是一種費用, 費用就是營運成本, 會影響獲利. 在沒有絕對必

要的情形之下, 一般公司是不是購買超越需求規格的電腦供員工使用

的, 更不用提購買筆記型電腦了. 除非是時常有出差需求的業務人員, 

通常絕大部份的公司員工都是配用桌上型電腦的, 甚至是最低階的桌

上型電腦. 所以當商用電腦的銷售量佔全體電腦銷售量的比率變高時, 

筆記型電腦取代桌上型電腦的效應是會降低的. 所以商用電腦銷售量

及家用電腦的銷售量的比, 有可能會影響筆記型電腦取代桌上型電腦

的效應. 

 

<<圖 5>>商用型及家用型電腦銷售量比 

 

 

 

 

 

 

 

年 

銷售量比 

3.3. GDP 

GDP 是代表一個國家的人民的總生產力, 相當程度的也代表一個

國家人民的消費能力. 我們發現在一些較開發的國家, 例如日本, 美

國, 歐洲等等, 當筆記型電腦的單價低到一定的程度時, 是否比桌上

型電腦便宜? 或是否有移動的需求? 等等這些在一般未開發國家及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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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中國家一定要考慮的因素反而不存在了, 對這些開發國家的消費者

而言, 只剩下需不需要的問題了.   

由於近幾年來新興國家 GDP 的高成長(請參閱 圖 6), 已形成全球

GDP 快速成長的趨勢. 如果筆記型電腦的售價低到一定的程度, 相對

的, GDP 的高成長, 甚至連未開發國家或開發中國家的消費者都有能

力買筆記型電腦時, GDP 的成長率就可能影響到筆記型電腦取代桌上

型電腦的比率.  

<<圖 6>>全球每人 GDP 的趨勢圖 

 

 

 

 

 

 

 

年 

美元 

3.4. 產品的世代交替 

電腦業有一個非常有名的定律叫摩爾定律, 大義是說＂每隔18個

月, 集體電路(就是晶片)可以容納的電晶體數目將提升一倍, 效能也

將提升一倍, 價格卻將下降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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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硬體及作業系統世代交替圖 

 

 

 

 

 

 

所以每當中央處理器世代交替時(請參閱 圖 7), 代表的是另一個

更快的運算速度時代的來臨. 由於新世代的中央處理器都是先推出桌

上型電腦的型號, 所以對桌上型電腦的銷售是很有幫助的, 相對的, 

當新的中央處理器推出時, 筆記型電腦的銷售不但不能增加, 反而因

為消費者要等新世代產品推出再買的心態影響, 銷售量會明顯降低.  

另一個影響筆記型電腦銷售的因素是作業系統的世代交替(請參

閱 圖 7). 由於新一代的作業系統, 通常都會推出更多更新的功能, 

所以對硬體的要求相對的也會要求的比較高. 通常新作業系統剛推出

時, 桌上型電腦的處理速度都會比較符合, 反觀筆記型電腦, 由於通

常比桌上型電腦的速度慢一個世代, 在執行新作業系統方面, 通常都

會有一些限制, 例如效能較差, 某些功能不能執行等等, 這些限制也

會影響筆記型電腦的銷售.  

3.5. 千禧年危機 

最後我們要加入的一項資料是千禧年危機. 由於公元2000年的千

禧年危機時企業大量的購買新的電腦, 尤其是桌上型電腦. 雖然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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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並不會影響現在的筆記型電腦的銷售, 但它仍會影響筆記型電腦

銷售量的預測, 所以我們必須將這個虛擬變數(dummy variable)加入

到我們的資料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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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節: 解釋變數的篩選 

4.1. 資料來源 

我們收集了很多相關資料要來解釋被解釋變數並做出預測, 這些

用來解釋被解釋變數的資料稱為＂解釋變數＂. 但並不是所有解釋變

數對被解釋變數都有解釋力.  

本論文所使用個人電腦銷售等相關資料是從某上市公司內部取得, 

事涉商業機密不方便透露來源. 同時為保險起見, 所有資料在不影響

資料的正確性下都已經過調整.  

GDP 資料來源為國際貨幣基金網站: www.imf.org 

4.2. 資料篩選的方法 

我們將利用下列二種方法將不適用的解釋變數排除,最後再利用

較有解釋力的解釋變數來做預測. 

4.2.1.  線性迴歸的相關係數(r)及決定係數(R
2
) 

相關係數是介於 0 和±1 之間的值,表示兩個變數之間是否有相關, 

當r值為負時, 表示兩個變數之間有負相關, 表示一個增加時,另一個

會減少. 同理,r 為正值時,表示兩變數為正相關,也就是兩個變數的值

會同時變小或變大. 最後,當 r=0 時, 表示兩個變數沒有互動的關係, 

也就是說彼此完全互不影響. 

我們也可以將 R 平方,稱為決定係數, 決定係數介於 0 和 1 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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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視為解釋變數對被解釋變數的解釋率, 解釋率越高,表示解釋變

數對被解釋變數的解釋能力越強, 用來預測被解釋變數會越準確. 

4.2.2.  T 值檢定 

決定係數在解釋變數和被解釋變數之間的關係不是線性關係時會

失效, 或者是在解釋變數的樣本很太少時,決定係數會很不穩定. 為

了排除所有的不當解釋變數, 我們對每個解釋變數和被解釋變數做一

次迴歸找出 t 值, 並查表做一次 t 檢定, 若所得的 t 值的絕對值比查

表所得的 t 值還大時, 表示該解釋變數對被解釋變數的影響顯著, 反

之若小於或等於時, 表示該解釋變數對被解釋變數沒有解釋力, 解釋

變數如果對被解釋變數的解釋力不顯著者, 將會排除.   

4.3. 資料的篩選 

<<表 2>>相關係數及 t 值檢定表 

  

筆型 

記電 

型腦 

電平 

腦均 

和售 

桌價 

上差 

商電 

用腦 

電市 

腦佔 

及率 

家比 

用 -   

G 

D 

P 

千 

禧 

年 

危 

機 

硬 

體 

世 

代 

交 

替 

作 

業 

係 

統 

世 

代 

交 

替 

相關係數 -0.95 -0.95 0.99 -0.26 0.26 -0.62

t 檢定 -6.7 -6.74 29.58 -0.82 1.26 -2.55

t 查表值 2.571 2.571 2.571 2.306 2.306 2.262

解釋力 明顯 明顯 明顯 不明顯 不明顯 明顯 

表 2 是我們將所有的解釋變數對被解釋變數所做的檢定值列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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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筆記型電腦與桌上型電腦之平均售價差的相關係數及 t檢定 

筆記型電腦的平均售價越接近桌上型電腦的平均售價的話, 原本

預計要購買桌上型電腦的消費者會轉而改購買筆記型電腦, 所以筆記

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的售價差和取代效應是負相關, 也就是說, 價差

越小, 取代效應越大.  

首先我們以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的成長率差為被解釋變數, 

以筆記型電腦與桌上型電腦之平均售價差做解釋變數做一次迴歸, 得

到的相關係數如 表 3: 

<<表 3>>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平均價差之相關係數檢定表 

 

 

相關係數為 0.34, 表示解釋變數和被解釋變數是正相關, 但是這

個值不合理, 因為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的價差越小, 取代效應會

越大, 兩者應該是負相關才對.  

由於電腦的平均售價是從 2000 年開始統計, 在 2000 年之前並無

資料可以用來解釋被解釋變數, 我們合理懷疑這是造成相關係數由正

變負的原因, 我們重新取樣, 只取 2000 年至 2006 年間的資料, 重新

做一次迴歸, 結果如 表 4:  

<<表 4>>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平均價差之相關係數檢定表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出貨量比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平均售價

差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平均售價差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出貨量比 

結果如我們所預期的, 相闗係數變成-0.95（請參閱 表２）,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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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解釋變數和被解釋變數是高度相關, 而且是負相關, 符合我們的預

期.  

另外-0.95遠不等於0, 表示＂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的價差＂

對＂取代效應＂是有解釋力的.  

另外我們從同一個迴歸得到下列的 t值為-6.74（請參閱 表２）, 

|-6.74| (t 值的絕對值)遠大於 t查表值 2.571, 表示＂筆記型電腦和

桌上型電腦平均售價差＂對被＂取代效應＂的解釋力很顯著.  

4.3.2. 商用電腦及家用電腦市佔率比的相關係數及 t檢定 

商用電腦的採購主要是考量成本, 在沒有絕對必要的情形之下, 

無移動需求的職位是沒有必須使用筆記型電腦的, 所以, 只要桌上型

電腦的成本比筆記型電腦低, 需求桌上型電腦的單位, 一定採購桌上

型電腦, 不會因為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的價差縮小而改變. 因此

商用電腦的市佔率和家用電腦的市佔率比是會影響＂取代效應＂的. 

當這個比率變高時, 表示筆記型電腦對桌上型電腦的取代效應降低. 

相反的, 這個比率變低時, 表示家用電腦市佔率成長較高, 那相對的

筆記型電腦銷售量也會增加, 自然的＂取代效應＂就會提高. 所以商

用電腦市佔率和家用電腦的市佔率的比和取代效應是負相關的.  

同樣的, 我們以＂ 商用電腦市佔率和家用電腦的市佔率的比＂

做解釋變數, 做了一次迴歸, 結果相關係數為-0.95(請參閱 表 2), 

符合我們的假設. 我們再做 t 檢定, 結果 t 值為-6.74(請參閱 表 2), 

查表結果|-6.74|值大於 t 查表值 2.571 (請參閱 表 2), 表示＂商用

電腦市佔率和家電腦市佔率比＂對＂取代效應＂是有顯著的解釋力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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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GDP 

前面提過, 在一些先進國家筆記型電腦取代桌上型電腦的效應是

非常的明顯的, 尤其是 GDP 越高的國家越明顯. 理論上來說, 這是合

理的, 當消費者的預算買的起一來合適的筆記型電腦的時候, 消費者

通常都會購買筆記型電腦, 雖然他們不一定用的到筆記型電腦的移動

性功能, 但是基於＂以防萬一＂的心態, 通常還是會購買筆記型電

腦.  

由於我們預測的是全球性的＂取代效應＂, 所以我們也取全球的

GDP 當我們的解釋變數, 做一次迴歸, 結果相關係數為 1(請參閱 表

2), 和我們預期的一樣, GDP 越高的國家, “取代效應＂越明顯,結果

顯示 GDP 對＂取代效應＂是正相關, 完全符合我們的預期. 我們再做

t 檢定, 發現 t 值為 29.58(請參閱 表 2), 遠大於 t 查表的 2.571(請

參閱 表 2), 顯示 GDP 對＂取代效應＂俱明顯解釋力.  

4.3.4. 千禧年危機 

另外一個確定影響桌上型電腦銷售量的是＂千禧年＂危機, 由於

當時的電腦系統的時間換算問題, 很多舊型的桌上型電腦都無法正確

計算2000年後的日期, 所以大部份公司都被迫更新電腦系統, 造成了

一波電腦的採購潮. 這是一個特例, 但明顯影響到＂筆記型電腦＂

和＂桌上型電腦＂的市佔比率, 所以我們決定加入這個＂事件解釋變

數＂. 由於千禧年是發生在公元 2000 年, 所以電腦的購是發生在

1999 年, 所以這個事件變數被加在公元 1999 年.  

我們以千禧年做解釋變數做迴歸的結果相關係數非常的低, 只有

-0.26(請參閱 表 2), 顯然千禧年對＂取代效應＂並沒有解釋能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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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再看一下 t 值只有-0.82(請參閱 表 2), 和查表值 2.306(請參閱 

表 2)低很多, 所以我們可以確定千禧年對＂取代效應＂並沒有解釋

力.  

4.3.5. 產品的世代交替 

電腦硬體及作業系統的世代交替, 通常會造成桌上型電腦的銷售

成長, 這個影響到＂取代效應＂, 所以我們決定依照圖 5 分別加入＂

硬體世代交替＂及＂作業系統世代交替＂二個＂事件解釋變數＂. 我

們以硬體及作業系統做為解釋變數做迴歸, 結果＂硬體世代交替＂的

相關係數相當的低, 只有 0.26(請參閱 表２), 顯然＂硬體世代交

替＂對＂取代效應＂沒有解釋力. 另外＂作業系統世代交替＂的相闗

係數為-0.62(請參閱 表２), 顯示和＂取代效應＂有負相關, 頗符合

我們的假設. 我們做ｔ檢定得到 t值為-2.55(請參閱 表２), |-2.55|

大於ｔ查表值 2.306(請參閱 表２). 顯示＂作業系統世代交替＂對＂

取代效應＂俱有解釋力.   

第 5 節： 模型建立 

經過資料的篩選, 我們已經確定有＂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的

平均售價差＂,＂商用電腦及家用電腦市佔率比＂,＂全球 GDP＂及＂

作業係統世代交替＂對＂取代效應＂是有解釋力的.  

5.1 模型初建 

我們將以＂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的平均售價差＂,＂商用電

腦及家用電腦市佔率比＂,＂全球 GDP＂及＂作業係統世代交替＂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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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解釋變數, 以＂筆記型電腦對桌上型電腦的銷售量比＂做為被

解釋變數進行預測.  

由於前面我們已經發現 1997 到 1999 年經的資料不足, 如果拿來

做迴歸的話, 明顯會對結果造成不正確的結果, 所以我們決定只取

2000 年到 2006 年間的資料來做預測, 預測的結果如 圖 8:  

<<圖 8>>＂取代效應＂的預測趨勢圖 

 

 

 

 

  

 

 

 

銷售量比 

年 

從圖表看, 預測結果非常的具有可信度, “取代效應＂在短期內

不可能停止. 但光看圖表是不準的, 我們必須再進一步的檢視到各項

相關係數(請參閱 表 5):  

<<表 5>>R-Square 及 Durbin Watson 檢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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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R-Square 來看, 解釋率高達 99.71%, 調整後仍有 99.13%, 相

當的高. 但是再看一下Durbin-Watson, Durbin-Watson值為 2.89 > 2, 

顯示模型還有必須做調整.  

我們檢示一下模型: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銷售量比 = -0.36667+((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

的平均價差)*0.000037) + (( 商用電腦及家用電腦市佔率比)*-0.100586) + ((全

球 GDP)*0.000088) + (( 作業係統世代交替)*0.010737) 

確實發現了二個不合理的現象：  

1. “筆記電腦及桌上型電腦平均售價差＂和“取代效應＂是

為負相關, 但模型顯示為正相關.  

2. ＂作業系統世代交替＂和＂取代效應＂為負相關, 但模型

顯示為正相關. 

我們再檢視一下所有解釋變數之間的相關係數(表 6): 

<<表 6>>解釋變數間的相關係數檢定表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平均售價差 
               電腦和家用電市佔率比 
                                  全球 GDP 
                                                  作業系統的世代交替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出貨量比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平均售價差 
商用電腦和家用電市佔率比 
全球 GDP 
作業系統的世代交替 

我們發現 “筆記型電腦及桌上型電腦平均售價差＂, “商用電腦

及家用電腦市佔率比＂,＂全球 GDP＂及＂作業系統世代交替＂之間有

高度的相關, 這顯然有＂共線性＂的問題. 當解釋變數之間有高度相

關時, 會造成迴歸模型估計的不穩定及解釋上的困難, 我們必須針對

這四個解釋變數做出選擇,選擇一個最有解釋力的解釋變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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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解釋變數之間有相關時, 我們以 P 值來選取合適的解釋變數, 

其中我們以取 P 值最小(請參閱 表 7)的做為解釋變數, 其餘的解釋變

數將捨棄不用.  

<<表 7>>解釋變數的 P 值檢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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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出貨量比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平均售價差 
商用電腦和家用電市佔率比 
全球 GDP 
作業系統的世代交替 

我們從前面迴歸的結果可以輕易看出, P 值最小的為＂全球 GDP＂,  

也就是＂全球 GDP＂是最佳的解釋變數.  

5.2 預測模型確立 

經過調整後, 我們只剩一個＂全球 GDP＂解釋變數, 我們再做一

次預測, 我們得到結果如 圖 9:  

<<圖 9>>＂取代效應＂預測趨勢圖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銷售量比                        預測值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銷售量比 
銷售量比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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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測模型為:  

筆記型電腦和桌上型電腦銷售量比 = -0.65341 + ((全球 GDP)*0.000099)  

從圖 9 看, 預測結果非常的具有可信度, “取代效應＂在短期內

不會停止. 我們再進一步的檢視 R-Square 高達 99.43%, 調整後仍有

99.32%, 顯示＂全球 GDP＂對＂取代效應＂的解釋力非常的高. 最後

我們再檢視 Durbin Watson 值為 2.07(請參閱 表 8), 非常的接近 2, 

顯示模型已經少有系列相關現象.   

<<表 8>>Durbin Watson 檢定表 

5.3 預測結果解釋 

從預測的結果來看, 顯然筆記型電腦取代桌上型電腦的取代效應

在 10 年內都不會停止.  

但是實際狀況是否真的如此呢? 我們從 2000 年到 2006 年的資料

來判斷, 顯然利用迴歸預測的結果是一條直線. 但是實際發生的數據

卻是一條向上曲線. 所以, 就實務上來說, 這個預測結果是可信但趨

於保守的. 我們將在下一章再針對這個問題做深入的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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