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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t 92 be a random sample from )36,(1 ,.....,, XXX  μN . To test 105:0 =μH  against 105:1 >μH , 

we reject 0H  and accept if and only if the sam ean 1H  ple m 109≥ . X

in fact 

(1) Find the probability of type I error. (5%) 

(2) Find the probability of the type II error if 115=μ . (5%) 

. A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based on n=25 data points, attempts to predict Y using the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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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εβββββ +++++= 443322110 XXXXY  and produces 6300=SSR , 8000=totalSS  

(1 dependent variables join  contribute if can  i f) Do the data indicate that the in tly  sign i t n ormation for 

the dependent variable? Using 01.0=α . (5%) 

 
(2) Calculate the multiple coefficient of correlation and interpret this value. (5%) 

3. Let X and Y have the joint 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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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Find (the covariance of X and Y). (5%) 

(2) F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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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Xρ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X and Y). (5%) 

e first-time customers. A simple 
random sample of 100 orders will be used to estimate the proportion of the first-time customers. 

 
4. The company believes that 20% of the firm's orders come from th

Assume that the president is correct and 2.0=p . Let p  be the estimator of p. Find 
P(0.15< p <0.25). (10%) 

 
5. The following are the numbers of miles per gallon which a test driver got with four tanks for each of 

five brands of gasoline. Test, at the 0.01 level of significance, the null hypothesis that five brands of 

 

gasoline yield the same average mileage. (10%) 
Brand A: 24, 19, 21, 20 
Brand B: 26, 20, 25, 21 
Brand C: 23, 28, 26, 27 
Brand D: 26, 26, 29, 31 
Brand E: 23, 20, 23,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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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每一個參加的人都領有一張抽獎券，抽獎券的編號依序為 1, 2, 

3, …, N，小胖參加了這次的抽獎活動，領到的抽獎券編號為 444。第一輪抽獎共有 7 人幸運獲

獎，中獎號碼分別為 101, 202, 303, 404, 505, 606, 707。請協助小胖利用 M.M.E. (Method of 

Moment Estimator) 估計彰化市公所總共發放了多少張抽獎券。（10%） 

7. 

次撈到的 10 條金魚做

記號之後全數放回池中，接下來，小胖重新再撈一次。第二次小胖總共撈到了 8 條金魚，其中 2

條有做記號。若小胖撈金魚的這段期間內都沒有其它顧客在一旁撈金魚，請協助小胖利用 M.L.E. 

(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or) 估計水池中總共有多少條金魚。（10%） 

8. 

亮 3000 個小時的燈

泡，才使用 30 個小時就燒掉了。心中正在忿忿不平時，小胖突然想起老師說過燈泡的壽命是服

從指數分配，請問 1000 個使用此品牌燈泡的消費者當中，比小胖更倒楣的人會有幾個？（10%） 

9. 

小胖說：「只要你協助我不要被當掉，我就請你吃消夜！」大胖未完成的作業題目為：「已知某

股票的報酬率服從期望值為 ，標準差為  的對數常態分配，試求該股票報酬率的期望值與變

異數。」請協助小胖獲得大胖提供的消夜。（20%） 

彰化市公所舉辦元宵節抽奬活動

小胖參加完彰化市公所舉辦的抽奬活動之後，來到了夜市撈金魚，看著水池裡游來游去的金魚，

小胖一時心血來潮，想知道水池裡頭到底有多少條金魚。於是小胖將第一

小胖回到宿舍之後，想到上個學期的統計學差一點就被當掉，於是拿起統計學課本坐在書桌前

翻閱，想不到上個月才更換的燈泡竟然燒掉了！包裝盒上明明寫著可以照

小胖想要用功的心情大受影響，於是去找大胖聊天。一進門，卻見大胖面色凝重，詢問之後才

知道大胖上學期的投資學作業還沒有繳交，而且，明天若交不出正確答案就得重修了！大胖對

μ 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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