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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x) � μ e�x/μ

x � 0, μ � 0

(6.4)

指數分配：累積機率
Exponential Distribution: Cumulative Probabilities

P(x � x0) � 1 � e�x0 /μ

(6.5)
(6.5)

Supplementary Exercises
補充習題
39. A business executive, transferred from Chicago to Atlanta, needs to sell her house in
39.Chicago
某企業主管因為工作調動，將由芝加哥搬到亞特蘭大，因此她必須盡快出售芝
quickly. The executive’s employer has offered to buy the house for $210,000, but
the
offer
expires
at the end of the week.
The executive
does not currently have a better offer,
加哥的房子。有位員工願意以
$210,000
的價錢買下她的房子，但要求她要在這
but can afford to leave the house on the market for another month. From conversations with
個週末以前答覆。這位主管目前沒有其他更佳的買主，但直到下個月以前，她
her realtor, the executive believes the price she will get by leaving the house on the market
for
another month is uniformly distributed between $200,000 and $225,000.
都可以委託經紀人代為出售房子，根據經紀人的說法，到了下個月，該房屋的
a. If she leaves the house on the market for another month, what is the mathematical ex售價會在 $200,000 以及 $225,000 之間呈現均勻分配。
pression for the probability density function of the sales price?
b.a. 假設該主管真的決定委託經紀人在下個月底前賣出她的房子，請以數學式表
If she leaves it on the market for another month,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she will get at
least $215,000 for the house?
示房屋售價的機率密度函數。
c. If she leaves it on the market for another month,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she will get
b. 假設該主管決定委託經紀人賣房子，則房子售價至少
$215,000 的機率為何？
less than $210,000?
d.c. 假設該主管決定委託經紀人賣房子，則房子售價小於
Should the executive leave the house on the market for another
month? Why
or why not?
$210,000
的機率為何？
40. Sixty-eight percent of the debt owed by American families is home mortgage or equity
d. 該主管是否應該委託經紀人賣房子？你的理由為何？
credit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January 1997). The median amount of mortgage debt
40.for
美國勞工統計局的報告指出，家庭在飲食方面的年度平均支出是
$5700
(Money,
families with the head of the household under 35 years old is $63,000.
Assume
the
amount
of
mortgage
debt
for
this
group
is
normally
distributed
an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December 2003)。假定飲食方面的年度支出是常態分配，標準差為 $1500。
is $15,000.
10% 的家庭是多少錢？
a.a. 飲食方面的年度支出最低的
What is the mean amount of mortgage
debt for this group?
b.b. 有多少百分比的飲食方面的年度支出超過
How much mortgage debt do the 10% with the$7000？
smallest debt have?
c. What percent of these families have mortgage debt in excess of $80,000?
5%is 的家庭是多少錢？
d.c. 飲食方面的年度支出最高的
The upper 5% of mortgage debt
in excess of what amount?
Motorolaused
公司利用常態分配檢測生產過程的不良品機率和期望次數。假設有一
41.41.Motorola
the normal distribution to determine the probability of defects and the number
of
defects
expected in a production
process (APICS —The Performance Advantage,
個生產過程，在製造一種有
10 盎司重的產品，而製造的產品平均重量亦為
10
July 1991). Assume a production process produces items with a mean weight of 10 ounces.
盎司，請計算
1000 個產品中，下列情況下的不良品機率和不良品期望次數。
Calculate
the probability
of a defect and the expected number of defects for a 1000-unit
production
run
in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a. 產品重量標準差為 0.15，製程控制在正或負一個標準差，若產品重量小於
a. The process standard deviation is .15, and the process control is set at plus or minus
9.85
或大於 10.15
盎司就視為不良品。
one standard
deviation.
Units with weights less than 9.85 or greater than 10.15 ounces
will be classified as defects.
b. 為改善製程使得製程標準差限制在
0.05 盎司，若產品重量小於 9.85 或大於

10.15 盎司就視為不良品。
c. 降低製程變異和設定管制界限在離平均數更多個標準差的優點為何？
42. 美國每年每戶的日常交通費用平均為 $6312 (Money, August 2001) 。假定交通費
用的分配為常態分配。
a. 假定你得知每年每戶的日常交通費用少於 $1000 的機率為 5%。請問交通費用
分配的標準差是多少？
b. 每年每戶的日常交通費用介於 $4000 至 $6000 的機率是多少？
c. 每年每戶的日常交通費用最高的 3% 的交通費用至少是多少？
43. 某單位出版了世界各地頂級旅館的最佳名單。擁有 700 間客房、位於科羅拉多
的 Broadmoor 旅館在 2004 年也名列其中 (Condé Nast Traveler, January 2004)。假
定 Broadmoor 的行銷團隊預測接下來的週末的平均訂房數是 670 間。假定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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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訂房需求是常態分配，標準差是 30。
a. 請問旅館客滿的機率是多少？
b. 有 50 間或更多客房未被預訂的機率是多少？
c. 你建議旅館進行推廣活動以提高訂房率嗎？什麼考量是重要的？
44. Ward Doering Auto Sales 公司正考慮提供一項可包含出租汽車全部服務成本的
特殊契約，管理人員依照過去的經驗，估計每位顧客每年的服務成本呈常態分
配，平均數為 $150，標準差為 $25。
a. 若該服務契約一年索價 $200，則某位顧客的服務成本會超過 $200 的的機率
為何？
b. 每份服務契約的期望利潤為何？
45. 睡眠不足導致交通事故？全國高速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主持的研究發現，每年
因昏昏欲睡的駕駛所導致的死亡車禍事件平均有 1550 件 (BusinessWeek, January
26, 2004)，假設每年的死亡車禍數目為常態分配，且標準差為 300。
a. 一年內死亡車禍數目少於 1000 件的機率是多少？
b. 一年內死亡車禍數目介於 1000 件到 2000 件的機率是多少？
c. 一年內死亡車禍數目是 5% 的年度，死亡車禍數目是多少？
46. 假設某學院入學考試成績呈常態分配，平均數為 450 分，標準差為 100 分。
a. 得分在 400 分到 500 分之間的人數比例為何？
b. 若某人得分 630 分，則有多少百分比的人考得比他更好？有多少百分比的人
考得比他差？
c. 若某大學不收低於 480 分的學生，則有多少百分比的學生可以被允許進入該
大學就讀？
47. 根據《廣告時代》(Advertising Age) 的調查，廣告公司女性文案的平均底薪高
於男性文案。女性文案的平均底薪是 $67,000，男性文案則是 $65,000 (Working
Woman, July/August 2000)。假定女性與男性文案的薪水都是常態分配，標準差
都是 $7000。
a. 女性文案的底薪超過 $75,000 的機率為何？
b. 男性文案的底薪超過 $75,000 的機率為何？
c. 女性文案的底薪低於 $50,000 的機率為何？
d. 如果要比 99% 男性文案的薪水都高，一位女性文案的薪水至少要是多少？
48. 根據過去的資料顯示，某裝填產品進入容器的機器，裝填重量的標準差為 0.6
盎司，若只有 2% 的容器裝填重量少於 18 盎司，則平均的裝填重量為何？即 µ
為多少？假設裝填重量呈常態分配。
49. 某份考試卷有 50 題四選一的選擇題。假設有按時上課及練習作業的同學，每個
題目的答對率是 75%。
a. 答對 43 題 (含) 以上的同學可得 A，請問按時上課及練習作業的同學得 A 的
百分比為何？
b. 答對 35-39 題者可得 C。請問按時上課及練習作業的同學得 C 的百分比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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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c. 答對 30 題 (含) 以上才可以及格。請問按時上課及練習作業的同學可以及格
的百分比為何？
d. 假定有位同學沒有上課也沒寫作業，而且所有的試題都是用猜的，請問這位
同學可以答對 30 題 (含) 上且及格的機率為何？
50. 拉斯維加斯賭場的 21 點玩家，如果玩 4 小時，而且平均籌碼是 $50，莊家會提
供免費的房間。已知任一手的賭局中，玩家有 0.49 的機率會贏錢，每小時可以
玩 60 手。假定有位玩家賭 4 小時且平均籌碼是 $50。
a. 玩家的預期報酬為何？
b. 玩家的損失在 $1000 (含) 以上的機率為何？
c. 玩家贏的機率為何？
d. 假定玩家原先有 $1500 的賭本，則完全輸光的機率為何？
51. 某大學電算中心學生使用電腦的時間呈指數機率分配，平均數為 36 分鐘，假設
某學生到達時剛好另一名學生剛開始上機。
a. 該學生等待 15 分鐘 (含) 以下就可上機的機率為何？
b. 該學生要等待 15 到 45 分鐘才能上機的機率為何？
c. 該學生要等 1 個小時 (含) 以上的機率為何？
52. 北美民宿協會的網頁 (www.cimarron.net) 每分鐘有 7 名訪客 (Time, September
2001)。假定每分鐘的網頁訪客數是卜瓦松機率分配。
a. 兩位訪客點選網頁的平均時間間隔為何？
b. 寫出兩名訪客的平均時間間隔的指數機率密度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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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1 分鐘內沒有人瀏覽網頁的機率為何？

d. 12 秒內沒有人瀏覽網頁的機率為何？
53. 紐約市居民的平均通勤時間是 36.5 分鐘 (Time Almanac, 2001)。
a. 假定通勤時間是指數機率分配，典型紐約市居民的通勤時間的機率密度函數
為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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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典型的紐約市居民花 20 分鐘至 40 分鐘通勤的機率是多少？
典型的紐約市居民花
40 分鐘以上通勤的機率是多少？
54. Thec. time
(in minutes) between
telephone calls at an insurance claims office has the following
exponential
probability
distribution.
54. 某保險公司辦公室兩通來電的間隔時間 (分鐘) 呈下列指數分配。
f (x) � 0.50e�0.50 x

x�0

兩通來電的平均間隔時間是多少分鐘？
a. a.What
is the mean time between telephone calls?
b. b.What
is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30 seconds or less between telephone calls?
下一個鈴聲在
30 秒 (含)
內會響起的機率為何？
c. What is the probability of having 1 minute or less between telephone calls?
下一個鈴聲在
1 分鐘of
(含)
內會響起的機率為何？
d. c.What
is the probability
having
5 or more minutes without a telephone call?
d. 連續有 5 分鐘 (含) 以上沒有鈴聲的機率為何？

Case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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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cialty Toys
Specialty Toys, Inc., sells a variety of new and innovative children’s toys. Management
learned that the preholiday season is the best time to introduce a new toy, because many
families use this time to look for new ideas for December holiday gifts. When Specialty discovers a new toy with good market potential, it chooses an October market entry date.
In order to get toys in its stores by October, Specialty places one-time orders with its
manufacturers in June or July of each year. Demand for children’s toys can be highly volatile.
If a new toy catches on, a sense of shortage in the market place often increases the demand
to high levels and large profits can be realized. However, new toys can also flop, leaving Specialty stuck with high levels of inventory that must be sold at reduced prices. The most 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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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倍夏玩具公司
史倍夏玩具公司銷售許多新奇的兒童玩具。管理者認為聖誕假期之前的假日是
推出新玩具的最佳時機，因為許多家庭都利用這段時間搜尋新產品以為聖誕假期做
準備。史倍夏公司發現一款深具市場潛力的新玩具，預計在 10 月上市。
為了讓玩具能及時在 10 月鋪貨，史倍夏公司在每年的 6 月或 7 月會下訂單給
製造商。兒童玩具的市場需求變化萬千，一項玩具若大受歡迎，會造成消費者的搶
購，進而創造更大的需求。但是，新玩具也可能不受歡迎，使得史倍夏公司必須降
價出清。所以，對管理者而言，最大的問題是決定向製造商訂貨的數量。若訂購量
不足而造成缺貨，對公司當然是損失。若訂購量太多，也會因為降價出清而侵蝕了
利潤。
史倍夏預計在這一季推出的是氣象泰迪熊，這是一款會說話的泰迪熊，由台灣
廠商製造。當小朋友按泰迪熊的手，泰迪熊就會說話。內建的濕度計讓泰迪熊可以
根據濕度狀況在五種回答中擇一作答。例如「看起來是個好天氣喲！祝你有快樂的
一天！」或者是「我想今天可能會下雨，別忘了帶傘哦！」產品的測試顯示，即使
預則結果不是完全準確，但也八九不離十。幾位史倍夏的經理認為，氣象泰迪熊的
預測準確度與地方電視台的氣象報告有同樣的水準。
一如往常的是，史倍夏必須決定到底要訂購多少數量。經理建議的數量有
15,000 個、18,000 個、24,000 個或 28,000 個。訂購數量的分歧表示經理對市場潛
力的看法相當不同。管理者要求你分析，在不同的訂購數量下降價出清的機率，估
計獲利的可能性，並提出訂購量的建議。史倍夏希望以定價 $24 來販賣成本 $16 的
氣象泰迪熊。如果過了聖誕假期仍有存貨，史倍夏將以成本加 $5 的價格出清所有
庫存。檢視過去相同產品的銷售紀錄，史倍夏的資深業務員預估市場預期需求為
20,000 個，需求介於 10,000 個至 30,000 個的機率是 0.90。

管理報告
請準備管理報告以說明下列議題，並建議氣象泰迪熊的訂購量。
1. 如果需求是常態機率分配，請以銷售預測來建立需求的分配。繪出分配的形
狀，並標示出平均數及標準差。
2. 請計算在管理團隊提出的不同訂購量下，必須出清庫存的機率。
3. 請計算在管理團隊提出的不同訂購量下的預期利潤。考慮以下情況：最差的
情況是銷售 10,000 個；最可能的情況是銷售 20,000 個；最好的情況是銷售
30,000 個。
4. 一名史倍夏的經理認為泰迪熊的前景看好，因此他的訂購量應該有 70% 的機
會可以銷售一空，只有 30% 的機會變成降價出清的存貨。請問這個訂購量是
多少？而在上述三種不同的需求狀況下的預期利潤是多少？
5. 請提出你的建議訂購量，並說明相關的利潤預測。請說明你的建議所根據的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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