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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葉 大 學 九 十 一 學 年 度 碩 士 班 甄 試 試 題 紙

所    別 組別
考  試  科  目
（中 文 名 稱） 考試日期 考試時間 備註

休閒事業管理 甲 統計學  12月 10日 08:30~10:00

    註：備註欄若未註明可攜帶計算機或其他資料作答時，考生一律不准攜帶。

一、選擇題 (每題 2分)

___1.當________ 時，即犯了型 II (Type II Error, β) 錯誤。
虛無假設 (Ho) 是真的，卻拒絕了它 虛無假設 (Ho) 是真的，卻未拒絕它
虛無假設 (Ho) 是偽的，卻拒絕了它 虛無假設 (Ho) 是偽的，卻未拒絕它

___2.如一經濟學家欲知一社區的平均家庭收入是否超過 $25,000，則：
不論使用單尾 (one-tailed) 或雙尾 (two-tailed) 檢定，皆可獲致相等的結果。
應該使用單尾檢定。 應該使用雙尾檢定。 以上皆非。

___3.依據經驗法則，若分配的形狀不太偏斜，則大約有______% 的觀測值會落在平均數左右 1個標準差以內：

67 75 90 以上皆非。

___4.在樣本大小固定不變之情形下，若降低犯型 I 錯誤的機率，則
犯型 II (β) 錯誤的機率會減低。 犯型 II (β) 錯誤的機率會增加。
統計檢定力 (Power of  the Test)會更強。 必須用單尾檢定。

___5.統計檢定力為：
當虛無假設(Ho)為真時，卻拒絕它的機率。 當虛無假設(Ho)為真時，卻未拒絕它的機率。
當虛無假設(Ho)為偽時，卻拒絕它的機率。 當虛無假設(Ho)為偽時，卻未拒絕它的機率。

___6.一項「穩健的」檢定程序(a “robust” test procedure)是指___________的檢定程序。
需要高階量測水準 需要近圓形(semi-circular)母體分配
對輕微違反統計假定(assumptions)不敏感 對輕微違反統計假定很敏感

___7.當__________時，應該使用非母數檢定法(nonparametric tests)。
我們的資料滿足母數檢定法(parametric tests)的假定要求
我們希望檢定隨機性(randomness)
我們可取得等距或等比尺度資料(interval- or ratio-scaled data)
我們希望做平均數相等性(equality of  means)的檢定

___8.檢定兩個獨立母體的平均數差異時，其虛無假設為：
 HO: µ1–µ2=2  HO: µ1–µ2=0  HO: µ1–µ2>0  HO: µ1–µ2<2

___9.以樣本大小為 n1=8, n2=10來檢定兩個獨立母體(independent populations)變異數之差異性，其自由度為：
 8, 10。  7, 9。  18。  16。

___10.檢定兩個相關母體(related populations) 平均數差異的對立假設為：
 HO: µD = 2。  HO: µ D  = 0。  HO: µ D > 0。  HO: µ D < 2。

___11. X、Y之間有線性相關，假如相關係數(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r = -.30則：
兩者無關。 該迴歸方程式的斜率(slope)是負的。
變項(variable) X大於變項 Y。  X的變異數 (variance)是負的。

___12.當我們做 3 × 4列聯表的獨立性檢定時，其自由度為：
 5。  6。  7。  12。

___13.當我們檢定兩個相關母體的比例差異時，應採用下列那一個檢定方為適當？
卡方適合度檢定。 卡方獨立性檢定。

麥內瑪檢定(McNemar Test) 。 以上皆非。

___14.進行卡方獨立性檢定時，須注意列聯表中理論(期望)次數小於____的細格數百分比不可超過行 × 列總數的 20%。
 3  4  5  6

___15.如果需要在 9,000人的母體中選取 250人為樣本，而所期望的回收率為 60%，則應預備對_____人進行調查。
 150  250  417  500

二、計算填充、問答題

1. A study is made relating aptitude test (性向測驗, X) to productivity (Y) in a factory after three months of personnel training.
Twelve pairs of scores were obtained by testing 12 randomly selected applicants and later measuring their productivity. After
running a regression analysis, the following equation was found：( 6分，其餘每小題 2分, 共 20分)

$Y  = 5.943 + 1.517 X。請問：
 Ho 和H1 各自為何？ (6分)  Y截距的估計值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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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斜率的估計值為何？  5.943 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1.517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若一個員工的 X = 20，則預測其 Y為若干？
如迴歸分析的判定係數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為 0.780，則這個數據所代表的意義為何？

根據上一項的數據，X、Y的相關係數為若干？
2. A company wishes to study the effectiveness of a coffee break on the productivity of its workers. It selects 11 workers and

measures their productivity on a day without a coffee break and later measures their productivity on a day when
they are given a coffee break. The scores measuring the productivity are as follows: (α=.05) (共 21分)

Measuring Basis Productivity Scores

Without Coffee Break 23  35  29  33  43  32  35  41  27  28  40
With Coffee Break 28  38  29  37  42  30  39  43  26  32  41

T-Test

Paired Samples Statistics

33.27 11 6.31 1.90
35.09 11 6.20 1.87

W/O Coffee Break
With Coffee Break

Pair 1
Mean N 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Paired Samples Correlations

11 .919 .000
W/O Coffee Break &
With Coffee Break

Pair 1
N CorrelationSig.

Paired Samples Test

-1.82 2.52 .76 -3.51 -.12 -2.390 10 .038
W/O Coffee Break -
With Coffee Break

Pair 1
MeanStd. Deviation

Std. Error
Mean Lower Upper

95% Confidence Interval
of the Difference

Paired Differences

t df Sig. (2-tailed)

Please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based on the problem and the above SPSS output.
 State the Ho and H1. (6分)
 Specify degrees of freedom and appropriate t-value. (2分)
 Indicate whether the difference is significant and specify level of significance and reject Ho or not. (4分)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that you’ve made type I and Type II errors. (4分)
 Interpret the meaning of your conclusion precisely in terms of the problem. (4分)
 What type of t-test is this? (1分)

3. 某績優廠商委託一學術研究單位對其員工進行實驗，以了解不同性別和不同領導方式（權威式、民主
式、放任式）對員工工作滿足之影響。研究者乃隨機抽取 48名員工並隨機平均分派到 6種實驗情境。
六個月後實驗結果如以下變異數分析表： (α=.05) (共 29分)

Source of Variation SS DF MS F-Ratio
A（性別） 330.75 (1) (2) (3)
B （領導方式） (4) (5) 532.75 (6)
A ×  B（交互作用） 350.00 (7) (8) (9)
誤  差 (10) (11) (12)
總變異 2,367.25 (13)

臨界值參考數據：F.05 (1, 40) = 4.08,  F .05 (2, 40) = 3.23,  F .025 (1, 40) = 5.42,  F .025 (2, 40) = 4.05

 請完成上表 (1)~(13) 空格之數據(每格 1分)，並依這些數據回答下面  ~ 之問題。
 回答  ~ 之問題時，請列出相關之 Ho、H1及做成決策之重要數據。

 員工性別不同，其工作滿足是否有差異？(4分)
 員工接受不同的領導方式，其工作滿足有無差異？(4分)

  性別與領導方式有無交互作用存在？(4分)
  試以下列各實驗情境之平均數說明其交互作用，並繪出交互作用圖以資佐證。(4分)

領   導  方  式
性 別 權威式 民主式 放任式 合 計
男 24.63 41.00 27.38 31.00
女 21.88 28.25 27.13 25.75
合 計 23.25 34.63 27.25 2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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