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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題

*可攜帶計算機
一、 選擇題：30％
1. 若一組(X,Y)資料計算出 Pearson’s 線性相關係數趨近於零時，表示該資料
（a）X 和 Y 無線性關係
（b）X 和 Y 有線性關係
（c）X 增加一個單位 Y 增加量無法決定
（d）X 增加一個單位 Y 減少量無法決定
（e）以上皆非
2. 下列敘述何者和中位數相關？
（a）大於四分位（b）恆為正值（c）和眾數恆等（d）約略等於 range 的 1/4 值（e）以上皆非
3. 下列何者敘述在單因子的變異數分析中正確？
（a）誤差項之間要獨立
（b）比較多個變異數之差異
（c）比較多個平均數是否相等
（d）誤差項的自由度為母體個數減 1
（e）以上皆非
4. 可用於類別資料之呈現方式為
（a）直方圓和圓形圖（b）條形圖和圓形圖（c）直方圓和百分此（d）次數表和累積次數表
（e）以上皆非
5. 若一組數據的平均數大於標準差表示該數據
（a）向右傾（b）向左傾（c）有雙峰（d）所有值皆大於零（e）以上皆非
6. 當母體不為常態分配，而大樣本抽樣的樣本平均數機率分配近似常態之依據為
（a）最小平方法（b）減低樣本誤差（c）無母數分析（d）中央極限定理（e）以上皆非
7. 在其它條件不變下，樣本增加會使一個信賴區間
（a）樣本更顯著（b）長度變小（c）長度變大（d）樣本變異更大（e）以上皆非
8. 拒絕一個真正的虛無假設(null hypotheses)時，稱為
（a）型一誤差（b）型二誤差（c）顯著拒絕區（d）顯著水準（e）以上皆非
9. 一組與時間相關之資料若其上下浮動超過一年以上時，它的變異是由下列何者成分

（a）secular trend（b）cyclical（c）seasonal（d）erratic（e）以上皆非
10. 抽樣過程是將母體前第 M 個以隨機抽出第一個樣本後，再依序以每 M 個相對位置抽出其餘樣
本之抽樣方法為
（a）簡單隨機（b）分層抽樣（c）系統抽樣（d）群集抽樣（e）以上皆非
二、 填充題：30％（一題 5 分）
1. 簡單迴歸分析中，若殘差圖顯示殘差值隨獨立變數（X）增大而散開，則表示_________。
2. 當一個二項機率分配（n＝16，p＝0.5）時，其標準差為_________。
3. 在樣本數 100 時若其樣本百分此為 0.8，則真正百分比 95％的信賴區間之上下限為_____。
（每
一個計算步驟及答案數值必須保留四個小數位，否則不予計分）
4. 檢定 H0：= 2 時，若樣本數 16 算得樣本平均數 15 和變異數 256 時，則 t 統計檢計值為_____。
（以最簡分數表示之，否則不予計分）
5. 若一個統計估計量之平均值等於母體之特定參數，則該估計量稱為______。
6. 在一組資料 u＝10 和 a＝5 時，以 Chebyshev 而言，至少有_____資料會落在區間(-5,25)。

三、 計算題：40％
1. Given a randomized block experiment having one factor containing four treatment levels and
eight blocks, form the following ANOVA table fill in all the missing results. (20%)
a.
Source
Treatments
Blocks
Error
C. Total

Degree of Freedom Sum of Squares Mean Square F
80
540
5.0

b.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if treatment effects are different. Use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5.
c. What value would be the maen square of error if the blockings are ignored?
2. A brokerage house would like to use a sim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to predict the number of
trade executions per day(y) and has decided to use the number of incoming phone calls as a
predictor variable. Suppose the 14 days data were collected and SAS output was listed below.
Analysis of Variance
Source DF Sum of Squares Mean Square F value Prob>F
Model
Error

1 106208119.69
12 10532255.243

106208119.69 121.009 0.0001
877687.9369

C Total 13 116740374.93

Variable DF
Model
1
Error
12
C Total 13

Parameter Estimates
Parameter
T for H0
Estimate
Stand Error Parameter=0 Prob>F
106208119.69 106208119.69 121.009
0.0001
10532255.243 877687.9369
116740374.93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a) Predict the average number of trades executed for a day in which the number of incoming
calls is 2000.
b) What is the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intercept? List the formula firstly and then
replace with the numbers form the output.
c) Test if the slope is positive. List the null and alternative hypothesis first and then use the
information listed in the output to test the hypothesis. Use the significance level of 0.05.
d) Calculate the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and the correlation of coefficient.

〈試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