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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計學試題 

應用經濟與管理學系應用經濟學碩士班及 

經營管理碩士班（聯合招生） 
 

准考證號碼： 

                                                     

《作答注意事項》 

1.請先檢查准考證號碼、座位號碼及答案卷號碼是否相符。 

2.考試時間：100分鐘。 

3.本試卷共有三大題，選擇題 20題，每題 2分，共 40分，名詞解釋 4題，

每題 5分，共 20分，計算題 4題，每題 10分，共 40分，共計 100分。 

4.請將答案寫在答案卷上。 

5.考試中禁止使用手機或其他通信設備。 

6.考試後，請將試題卷及答案卷一併繳交。 

7.本試卷採雙面影印，請勿漏答。 

8.本考科可使用非程式型（不具備儲存程式功能）之電子計算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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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選擇題（每題 2分，合計 40分） 

1. 欲調查某一企業員工的教育程度，則可用下列何種尺度(scale)來測量或衡量? 

   (A) 名目(nominal)  (B) 順序(ordinal)  (C) 區間(interval)  (D) 比率(ratio) 

2. 隨機變數 X 的平方之期望值與 X 期望值的平方之大小關係為： 

(A) 22 [E(X)])E(X    (B) 22 [E(X)])E(X    (C) 22 [E(X)])E(X    (D) 以上皆對 

3. 設 θ̂為參數θ的一個點估計量(estimator)，則其之偏誤(bias)為： 

(A) θ̂ -θ   (B) | θ̂ - θ |  (C) E( θ̂ )-θ   (D) | E( θ̂ )-θ | 

4. 當成功比例 p = 0.90且樣本數n很小時，則二項分配(the Binomial distribution)將會是： 

(A) 左偏(left-skewed)  (B) 右偏(right-skewed)  (C) 對稱(symmetric)  (D) 以上皆非 

5. 若將數據的分布以盒形圖(Box plot)呈現，則有多少比例的數據會介於「盒形圖」中矩形

盒子兩個邊緣所對應的數字之間？(A) 25%  (B) 50%  (C) 75%  (D) 95% 

6. 在統計學上的「參數」，是指： 

(A) 母體中某種未知特性值  (B) 樣本所計算的數量值  (C) 推論中引用的某種統計量  

(D) 計算中所得的有效數量 

7. 若隨機變數Z為標準常態分配，請問下列何者描述並非正確？ 

(A) P(Z 0)=0.50  (B) P(Z  c)=P(Z< c)  (C) P(Z  c)=P(Z c)  (D) P(Z c) =P(Z< -c) 

8. 若在顯著水準0.05下的決策為「不拒絕某一虛無假設」，則此虛無假設： 

(A) 在顯著水準0.01下，不會被拒絕  (B) 在顯著水準0.01下，不一定會被拒絕 

(C) 在顯著水準0.01下，會被拒絕    (D) 以上皆可能 

9. 某組數據呈現平均數為10，變異數為4的鐘型(bell-shaped)分配，依據經驗法則(empirical 

rule)，則數據小於6的機率約為多少？ 

(A) 0.025  (B) 0.05  (C) 0.125  (D) 0.25 

10. 當應用列聯表(contingency table)進行卡方獨立性檢定時，則其觀測次數(observed 

frequency)的和與期望次數(expected frequency)的和，應必須： 

(A)至少需30個  (B)永遠小於5%  (C)永遠小於5  (D)永遠相等 

11. 若其他條件不變，當信心水準由95%改為90%，則其所對應的信賴區間寬度會： 

(A) 變寬  (B) 變窄  (C) 維持一致  (D) 需視抽樣母體而決定其區間變寬或變窄 

12. 在製作盒形圖(box plot) 時，下列那一個統計量數並不需呈現出？ 

(A) 平均數(mean)  (B) 中位數(median)  (C) 第一四分位數(the first quartile) 

(D) 資料的最小值(the minimum) 

13. 溫教授因學生考試成績不理想，欲將成績作如下兩案調整： 

每個學生成績均加10分、每個學生成績均增加原有成績的10% 

 試問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 案平均成績高於案平均成績  (B) 案成績的分散度高於案成績的分散度 

(C) 案平均成績低於案平均成績  (D) 案成績的分散度低於案成績的分散度 

14. 欲利用樣本變異數推論常態母體之母體變異數時，通常小樣本時需用何項機率分配？ 

(A) 常態分配  (B) 學生t分配  (C) 卡方分配  (D) F分配 

15. 若變數X與Y的相關係數 r = -0.70，則代表： 

(A) 兩變數間不具相關性                  (B) 70%的觀察值會落於迴歸直線上 

(C) 每增加一單位的X時，Y會減少0.7單位   (D) 以上皆非 

 ( 請翻頁繼續作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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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檢驗資料是否來自常態母體若採用卡方檢定，則這是一種： 

(A) 左尾檢定  (B) 右尾檢定  (C) 雙尾檢定  (D) 變異數檢定 

17. 若檢定的結果得到的是「拒絕虛無假設」結果，則下列敘述何者為真？ 

(A) 檢定犯了型I錯誤  (B) 檢定犯了型II錯誤  (C) 檢定同時犯了型I和型II錯誤 

(D) 檢定可能沒有犯型I和型II錯誤 

18. 某次統計學測驗成績的平均分數是55，標準差為10，則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 約有95%的學生成績落於(35, 75)    (B) 約有75%的學生成績落於(35, 75) 

(C) 至少有95%的學生成績落於(35, 75)  (D) 至少有75%的學生成績落於(35, 75) 

19. 以下何者是簡單迴歸(Simple Regression)的基本假設？ 

誤差項服從常態  誤差項彼此不相關  反應變數服從常態分配 

(A) 和  (B) 和  (C) 和  (D) , , 皆是 

20. 在統計假設檢定的問題中，下列何者為「具足夠證據，得以拒絕虛無假設」？ 

(A) 使用較小的顯著水準  (B) 由資料計算得到較小的p值(p-value) 

(C) 使用較大的顯著水準  (D) 由資料計算得到較大的p值(p-value) 

 

二、請以簡潔字句定義或敘述下列名詞（每一題 5分，合計 20分） 

1. 中央極限定理 (Central Limit Theorem) 

2. 抽樣分配 (Sampling Distribution) 

3. 型 I誤差 (Type II Error)  

4. 隨機樣本 (Random Sample) 
 

三、計算題（合計 40分） 

1. 設取得下列一組資料：                                                 (10分) 

5  12  22  35  17  62  27  22  32 

求其之平均數(mean)、中位數(median)、眾數(mode)、第25百分位數(the 25th percentile)、

四分位距(interquartile range)。 

2. 若某產品的重量服從於平均數為5，標準差為2的非常態型分配，現由其中抽取64個樣

本，則此64個樣本總和之變異數為何？                                   (10分) 

3. 根據過去經驗顯示，某項業務員的週薪之標準差為 500元。現若欲估計該項業務員的平

均週薪 95%的信賴區間寬度達 150元時，則此時需至少抽取多少樣本進行調查？ (10分) 

4. 為瞭解四種玉米肥料的平均產量是否相同，將每種肥料各以三塊不同區位的土地進行實

驗(共計 12 塊)。現若其適合進行變異數分析，得其的 ANOVA 表訊息如下，則 (10分) 

變異來源 平方和 自由度 均方和 

肥料別    

區位別   0.7500 

誤差   6.9722 

合計 54.00   

(1) 請求得表中的至值，並依序標示答案。 

(2) 進行變異數分析時，需要有什麼前題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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