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銘傳大學九十一學年度轉學生招生考試 

八月四日  第五節 

企、會、經、財經、資管 轉三 

統計學 試題 
＊ 可使用計算機 
一、是非題(對的畫’O’，錯的畫’X’；每題 2 分) 

1. 進行假設檢定時，若在顯著水準 05.0=α 時，不拒絕虛無假設，則在

01.0=α 時，亦不拒絕虛無假設。 
2. 進行假設檢定時，若在顯著水準 05.0=α 時，拒絕虛無假設，則其 P 值

必大於 0.05。 
3. 在其他條件不變下，若拒絕域範圍愈大，則型Ⅰ誤差的機率愈大但型Ⅱ

誤差的機率愈小。 

4. 有兩個統計量 1̂θ ， 2θ̂ 其中 1̂θ 為不偏估計量， 2θ̂ 為偏的估計量，則 1̂θ 一定

比 2θ̂ 好。 

5. 若虛無假設為 10≥µ ，則實際上 8=µ 時，可能會發生型Ⅰ誤差。 
6. 若根據樣本資料計算出母體平均數µ的 95%信賴區間為(5,8)，表示µ落

在(5,8)的機率為 0.95。 
7. 檢定力(power)愈大表示犯型Ⅰ誤差的機率愈小。 
8. 進行假設檢定時，我們是在有足夠的證據之下才不拒絕虛無假設。 
9. 若虛無假設 50:0 =µH ，對立假設 50:1 ≠µH ，則在 52=µ 時的型Ⅱ誤

差機率 52β 大於 55=µ 時的型Ⅱ誤差機率 55β 。 
10. 若兩變數的相關係數為 0，表示這兩變數沒有關係。 

 
二、選擇題(每題 3 分) 

1. 若一組資料的全距為 30，則該組資料的標準差最有可能為(1) 5  (2) 15  
(3)25  (4)35 

2. 下列何種圖可作為排序及次數分配表達(1) 圓形圖  (2) 長條圖  (3) 莖
葉圖  (4) 盒鬚圖 

3. 下列何種圖適合表示定性(qualitative)資料(1) 圓形圖  (2) 盒鬚圖  (3) 
莖葉圖  (4) 直方圖 

4. 設二項隨機變數 X 的機率分配為 ),( pnb ，且 X 的期望值 9)( =XE ，X 的

變異數 6)( =XVar ，試問 n 為(1) 17  (2) 18  (3) 19  (4) 以上皆非 



5. 若想比較全校學生身高與體重兩種資料的離散程度，應採用下列何者較

好(1) 全距  (2) 標準差  (3) 變異係數  (4) 平均偏差 
6. 下列各 x 值相對於其母體平均數µ及標準差σ ，何者 x 最可能為離群值

(outlier)(1) x=8 where µ =-1 and σ =12  (2) x=-5 where µ =2 and σ =5  
(3) x=2 where µ =3 and σ =1  (4) x=5 where µ =0 and σ =1 

7. 設 X,Y 為隨機變數，且 X,Y 的變異數分別為
36
23)( =XVar ，

36
20)( =YVar ，

X,Y 的互變異數為
36

5),( −
=YXCOV ，則 X-Y 的變異數 )( YXVar − 為(1) 

36
33   (2) 

36
48   (3) 

36
53   (4) 以上皆非 

8. 將學生依年級分類(大一、大二、大三、大四)，這種資料的尺度為(1) 名
目尺度  (2) 順序尺度  (3) 區間尺度  (4) 比率尺度 

9. 設 A,B 兩獨立事件，且 2.0)( =AP ， 3.0)( =BP ，則 )|( BAP 等於(1) 0.1  (2) 
0.2  (3) 0.3  (4) 以上皆非 

10. 設 3.0)( =AP ， 4.0)( =BP ，且 5.0)|( =BAP ，則 )( BAP ∩ 等於(1) 0.1  (2) 
0.2  (3) 0.3  (4) 以上皆非 

 
三、Given a normal distribution with µ =100 and σ =10,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1) 75<X<85? (5 分) 
(2) 5% of the values are less than what X value? (5 分) 

 
四、An analysis of the number of units sold by 5 salespersons in each of 4 sales 

territories resulted in the following data: (15 分) 
 Sales Territory 
 1 2 3 4 
Number of salespersons 5 5 5 5 
Average number sold ( x ) 130 120 132 114
Sample variance (s2) 72 64 69 67

Test at the 05.=α  level if there is any significant in the mean number of units 
sold in the 4 sales territories 

 
五、Given below are five observation collected in a regression study on two 

variables. 
Observation 1 2 3 4 5
Xi 2 4 5 7 8
Yi 2 3 2 6 4



(1) Develop the estimated regression equation for these data. 

(即利用上述資料找出回歸方程式 XY 10
ˆˆˆ ββ += ) 

(2) Use the t test to test the hypotheses ( 05.=α ). (10 分) 
                  0: 10 =βH  
                  0: 11 ≠βH  
(3) Use the F test to test the hypotheses in past (2) at the 05.=α  level of 

significance. (10 分) 
 

 



 



 

 

試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