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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統計學 試題 

 
可使用掌上型電子計算器 

題目 1 至 9，每個答案皆為簡答或選擇，各個答案為四分，共 40 分。題號

需標示清楚否則不予計分。 
1. 某公司擁有 150 台個人電腦，平均一日內公司電腦需要維修的機率為

0.02，當日恰好有 10 台電腦需要維修。試問： 
（i） 應採用下列何種分配進行分析。 

(a)二項(Binominal）分配 (b)卜瓦松(Poisson)分配 (c) 常 態

（normal）分配 (d)超幾何(Hypergeometric)分配 (e)幾何(geometric)
分配 
（ii） 計算當日發生 10 台電腦維修的機率。 

2. 下列各敘述何者為真。 
(a) 令 X、Y 皆為二項隨機變數且 X、Y 互相獨立。而 Z＝X＋Y，則 Z

亦必為二項變數。 
(b) 令 X、Y 皆為卜瓦松隨機變數且 X、Y 互相獨立。而 Z＝X+Y 則 Z

亦必為卜瓦松變數。 
(c) 令 X 為幾何隨機變數，則 P(X＞a+b | X＞a）＝P(X＞b)。(Note: a, b

為常數) 
(d) 以上皆是 
(e) 選項 a, c 為真 
(f) 選項 b, c 為真 
(g) 選項 a, b 為真 
(h) 以上皆非 

3. 試述數據資料（data）蒐集的主要方法。 
4. 欲評估資訊服務業的平均年淨收入，現自該業內隨機抽出 20 家業者年

淨收入資料；並在 95% 的信賴水準下獲悉介於（ 2,184,670,
 5,924,590）元，下列何種說明為真。 

(a) 根據此區間，我們有 95％的信心可說該服務業的平均年淨收入超

過 3,000,000 元。 
(b) 根據此區間，我們有 95％的信心可說該服務業的平均年淨收入為

3,000,000 元。 
(c) 無法藉由該區間獲悉平均年淨收入是否為 3,000,000 元。 
(d) 以上皆非。 



(例一)某餐廳業者欲推出一新的點心，依據不同的烘烤時間(t)請客人

品評給分(y)，欲找出最適合的烘烤時間，今建立模型 y＝β0 + β1t + β2t2 
+ ε，並收集 20 位客人的資料，經由分析得一預測模型： 

                        ŷ＝20.3＋5.2t – 0.05t2， R2 = 0.79 
    R2為判定係數(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根據(例一）回答第 5 至第

7 題。 
5. 下列何值可用來判斷該模型是否能評估出烘烤時間與客人口味的關

係？ 
(a) -0.05 (b) 0.79 (c) 31.98 (d) 0.0313 (e) 以上皆非。 

6. 試說明該預測模型的意義。 
7. 模型中欲判斷 β2 是否存在時，雁採用下列何種決策規則做判斷。（α

＝0.05） 
(a) t > 1.740 或 t < -1.740 (b) t > 2.101 或 t < -2.101 (c) F > 3.59 (d) F 
> 4.45 

8. 簡述在什麼狀況下，會發生共線性（multicollinearity）的現象。 
9. 下列敘述 Z ~ N(0, 1)與 X2, t 及 F 分配之間的關係，何者恆真？ 

    （a） ( ) vtvF =,1 （b） 2
,),( αα vxvvF =∞ （c） 22

1 Zx = （d）以上皆是（e）

選項 a, c 為真（f）以上皆非 
10. 設某企業在台北及高雄有分公司紀錄近 10 個月的銷售額如下，其中高

雄分公司在近兩個月前由於發生天然災害無法營業，因此沒有資料。 
地點 月資料  單位:拾萬元 

台北分公司 13 11 22 27 20 17 16 19 21 26
高雄分公司 9 17 18 20 15 18 13 16  

 
(a) 欲比較兩家分公司之平均銷售額是否相同，以 α＝0.10 進行所需

之檢定？（13％） 
(b) 在進行上項比較時，需要哪些前提條件？（2％） 

11. 某網咖連鎖店經理在成立新連鎖店前，進行不同年齡層的消費者到店內

的消費習慣調查，以幫助其選擇經營地點與型態的參考。今自現有的三

家不同地點店面(A, B, C)按照不同年齡層(16 歲(未滿)以下，16 至 19
歲，20 至 25 歲，25 歲(含)以上)隨機各抽出三位客人，記錄單日消費時

數。經由初步資料整理得到以下結果：(30%) 
年齡層  單位三位客人合計時數 地點 

16 歲(未
滿)以下 

16至 19歲 20至 25歲 25 歲(含)
以上 

合計 

A 7 12 22 27 68 
B 5 12 19 22 58 



C 17 11 13.5 25 54.5 
合計 17 35 54.5 74 180.5 

 
所有客人消費時數平方後總計為 1144.73。試問：(以下各檢定均以α= 

0.05 進行。) 
(a) 欲知不同年齡層的消費者其消費行為(時數)是否相同？ 
(b) 欲知不同地點的消費者其消費行為(時數)是否相同？ 
(c) 是否需考慮不同年齡層與不同地點的消費者之消費行為關係？ 
(d) 以上各小題中，若消費者之平均消費時數不全等時，試以 Tukey

方法進行相關比較。 
12. 資訊管理和資訊工程學系畢業生開始從事的工作其人數如下：（15％） 

工作別 主修學位 
資訊服務 電腦資訊 網路通訊產業 

資訊管理學系 15 30 26 
資訊工程學系 27 35 40 

(a) 用α= 0.01 檢定從事工作別在主修學位上是否有差異? 
(b) 用α= 0.05 檢定資訊管理學系畢業生工作別是否一致? 





試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