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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依照題號順序作答，作答次序不符試卷所列，不予計分。 
可使用計算器、統計檢定題目一律用 0.05 顯著水準、答案小數點保持四位 
 
一、選擇題（20％） 
 
1.  在右斜（right  skewed）分配中，下列何者為正確 

a)平均數＞中位數＞眾數  b)中位數>平均數＞眾數 
c）眾數＞中位數＞平均數 d)眾數＞中位數＞平均數  e)以上皆非 

2.  大學教育費用其中有一部分為購買書籍成本。一般書籍成本平均為＄23（仟元）和標準差間（仟

元）。假如購書花費為一對稱分配，則我們可期望大約 95％學生其書籍費用介於 
a) ＄5－＄41   b) ＄11－＄3 5 
c）＄17－＄29   d) ＄11 以上  e)以上皆非 

3. 一家製造數位像機之廠商知道他出貨三十台中有八台是有點小問題。由於受貨店家驗貨時只隨機抽

出兩台測試後，兩台皆沒有問題就接受。請問至少一台被驗出有問題的機率為 
a) .5333    b) .4046 

c）.0644    d) .4690    e)以上皆非 
4. 商業局對每個月倒閉的小公司數目是使用波氏機率分配（其平均數為 6.4）估計基準。找出下個月

剛好五家小公司倒閉的機率 
a).384   b).235 
c）.158   d).149  e)以上皆非 

5. 中央極限定理在抽樣分配是如此的重要，其理由為 
a) 當母體為近似常態分配我們可以不管所取樣本大小 
b) 當母體為近似常態分配我們可以不管抽樣分配之形狀 
c) 完全可以不理所取樣本大小 
d) 當樣本大時，母體之形狀完全可以不理 
e) 以上皆非 

6. 職業高爾夫球員在一場比賽中平均得 70 分且標準差 3 分。若隨機抽 36 位球員此賽一場，則其平均

超過 71 分的機率 
a).1293   b).4772 
c）.3707   d).0228  e).0679 

7. 隨機抽樣一百家小型企業訪問其公司內員工請假記錄是否使用電腦時，僅 72 家回答「是」。以 95
％信賴區間估計該真正比率 
a) .72± .082   b) .72± .098 
c）.72± .074   d) .72± .088  e) .72± .069 

8. 假若我們要檢定平均數大於 47 的假設，而結論為「平均數大於 47 但真正值為 52」時會產生 
a)型 II 誤差   b) 型 I 誤差 



c）決策正確   d) 決策錯誤  e) 以上皆非 
9. 食品檢驗局要必叫兩種品牌(A 和 B)的可樂飲料內咖啡因之含量。若樣本結果顯示品牌 A(n=15)的

平均數 18oz 和變異數 1.2 和 B(n=10)的平均數 20 和變異數 1.5。列敘述何者正確？ 
a) 在重複抽樣中，有 99%相同建立的區間會涵蓋真正平均數之差異 
b) 在重複抽樣中，真正平均數之差異會落在相同建立的 99%區間內 
c) 真正平均數之無差異會落在區間內的機率為 0.99 
d) 理論上，100 個建立的區間中有 99 個會包括樣本之平均差異 
e) 以上皆非 

10. 在估計平均數中，欲降低估計誤差，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減少降低母體變異 
b) 去除樣本中之極端值 
c) 增加樣本 
d) 確定母體為常態分配 
e) 以上皆是 

 
二、計算題（30％） 

 

1) Suppose it desired to compare two physical education training programs for preadolescent girls. A total of 
82 girls were randomly selected, after three 6-week periods on the program, each girl is given a fitness test 
that yields a score between 0 and 100. The results follow below 
 

 n sample mean variance 
Program 1 41 78.7 201.6 
Program 2 41 75.3 259.2 

Calculate a 90% confidence interval for the ratio of the two variances.  
F0.10(40, 40) = 1.51; F0.05(40,40) = 1.69 
 
2)The sample data collected for a regression analysis have a SAS output as follow 
 

SOURCE DF SS MS F PR>F
MODEL 2 115145 57573 373 .0001
ERROR 9 1388 154   
C. TOTAL 11 116533    

 
 PARAMETER  T FOR H0:  
VARIABLES ESTIMATES STD ERROR PARAMETER=0 PR>|T| 
INTERCEPT 286.42 9.66 29.64 .0001 
X -.31 .06 -5.14 .0006 
X*X .000067 .00007 .95 .3647 

a) Test that the slope coefficient of X is less than zero. 
b) Calculate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and interpret it. 

 
3)Suppose that a random variable X is distributed with a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X=x -1 0 1 2 



P(X=x) 0.3 0.2 0.3 0.2
a) Find the mean and variance of X. 
b) Find the mean and variance of --X--of a random sample of size 100. 

 



 

 
〈試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