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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論 

1.1 研究背景 

股票投資一直以來都是投資人不可忽略的重要投資項目之一，在

台灣單就股票市場的興盛程度而言，更是遠超過美、英等商業金融活

動篷勃發展的先進國家，在台灣劵商的總開戶收已經超過六百萬戶，

也就是平均不到四個人就有一個人是投入股票市場，更可看出在台灣

股票投資儼然已經成為一項全民運動。 

股票市場的熱絡造就了許多看盤專家以及股市名嘴不斷的出

現，技術分析、小道來源、公司重大決策、政治經濟面的重大事件影

響，都是投資人用來預測股市走向的主要依據，其目的就是為了求得

在股價逹到最高點時賣出股票、在股票價格最低點時買入股票，也就

是逹到所謂的「低買高賣」賺取股價價差以獲得最高報酬。 

現今市場上到處充斥著各項分析股市漲跌的技術與方法，從觀看

股票的歷史發展、產業狀況、公司營運情況，到外資買賣趨勢、大盤

走向，甚至是公式的計算，都是希望能逹到「低買高賣」追求利潤最

大的目的。不論這些技術與方法有效與否，股票投資人都在尋找各種

方法做為買賣行為之憑藉，以獲取利潤。 

依上述所言，可以了解想在股市中獲利的關鍵在於投資人的買賣

行為與決策，因此，本研究將研究焦點著重在比較長時間與短時間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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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投資組合與決策」上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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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動機與目的 

我國電子資訊產業的交投近幾年以來相當熱絡，電子業不僅是帶

動我國經濟成長的主流之一，也一直是國內股市盤面的焦點，在電子

產業中一些體質良好頗具潛力的公司，在兼具籌碼及成長爆發性的優

勢下，其創造高人一等的投資報酬率的能是更是誰都無法比擬。目前

台灣的產業當中以電子業最占優勢，電子類股是投信公司的最愛和青

睞的投資標的,非值得各投資人針對電子股各方面深入研究。肩負指

數概念的電子股往往掌控整個台股大盤的走勢，自然而然地投資人都

會將目光集中在電子類股的身上。此外，台灣高科技產業發展迅速，

其中又以電子訊息產業領域尤為突出，在經濟中發揮著越來越重要的

作用，現今不僅已成為台灣最重要的支柱產業，甚至帶動全球之經濟

發展，成為世界上頗具實力的生產基地，大部分僅分析產業內的新興

技術或發展，較少對於企業內部績效排名預測做有系統的研究，再

者，市場上電子類股既多且變化莫測。故引發研究電子類股的動機而

望能探討出一個適合投資者投資此類股的最佳決策，並試著探討研究

其時間長短之差異及影響性。 

除了電子資訊產業以外，電器產業近年來也隨著電子相關產業的

新興技術不斷地推陳出新，今日科技板塊的發達也逐漸使得電器運用

的範圍越來越廣泛，而附有高科技電子技術的電器產業在未來的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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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會使得電器類股的成交量增加，因此由電子類股的演變也得以預估

電器類股未來的成長走勢，電器類股的成長逐年可觀，因此投資者對

電器類股相關研究待需加強。故已發了針對電器類股產業研究的想

法。 

最後，隨著時代的潮流的進步，電子機械工程的運用越來越頻

繁，就連台灣最古老傳統的農業也早在民國 60 年初就不斷地催促及

提倡機械化。此外，電機產業的發展勝衰，亦會影響到進出口的家電

用品、消費品、農產品、工業產品，甚至一些新世代高科技的產品的

生產技術和對外進出口的交流。所以電機工程技術是台灣經濟發展不

可或缺的一環，國內缺發強而有利的集團優勢分析我國整個中小電機

企業的市場狀況，再者，我國近年來由於汽車零組件被認為是最具產

業爆發力遠景的傳產業，在營運耀眼中，已紛紛吸引長線內、外資機

構加碼投資，促使電機股出貨訂單交易大幅成長，加上去年甚至比前

年又成長 1倍以上。但是最近又因台灣部分產業外移，電機相關工程

產業影響台股頗巨，因此對電機類股也是值得深入探討的潛力類股之

一。 

由上述的說明，引發本研究深入探討電子、電器、電機產業。

希望透過對電子、電器、電機類股的研究分析遴選出研究期間在上

述三類股中的每季最佳投資組合，期望能在減少投資風險下穩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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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取投資報酬，以便提供投資者做為選股的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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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範圍與限制 

1.3.1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是針對國內上市之電機、電子及電纜類股，自

2002 年前三季至 2006 年前三季間每季之長期資金適合率、流動

比率、速動比率、利息保障倍數、總資產週轉率、應收帳款週轉

率、存貨週轉率、固定資產週轉率、資產報酬率、營業毛利率、

稅後淨利率、每股淨值等 47 項財務比率做為研究樣本資料。 

1.3.2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財務預測資訊的影響為主要探討，然而影響股票市

場的因素相當複雜，因此本文有以下二點限制： 

一、由於股票市場是一個動態的市場，所以在研究期間中，會影

響公司股價變動的因素很多，舉凡政治、經濟、貿易、社會

情勢、國際關係⋯等等，故本研究以財務分析為主要探討，

在解釋股價波動上，仍有不足之處。 

二、股票市場仍存在許多不符合法令或交易規則現象，例如內線

交易、公司大股東炒做股票、媒體不實、不實財報⋯等，難

免影響研究結果之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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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研究步驟 

本研究之研究步驟如下，並已下圖 1-1 表示： 

第一章：緒論。主要探討研究背景、動機與研究目的、研究範圍、

限制及研究步驟。經由對經濟現況的觀察與各種新進研究方法之發

展，引發本研究之動機，並確認各項研究目的。 

第二章：文獻回顧。主要探討類神經敏感度、決策樹演算法、灰

關聯分析。根據研究目的蒐集相關研究之理論、研究文獻，包含經營

績效的評比、灰關聯分析、相關實證文獻。 

第三章：研究方法。針對所使用的研究方法進行瞭解，並參考取

得之次級資料，包含敏感度分析、決策樹加入Foster Friess擇股準

則、灰關聯分析及修正後歷史模擬法的介紹。 

第四章：實證分析與結果。將所蒐集到的資料進行整理，並運用

資料探勘等相關方法進行實證分析。 

第五章：結論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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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 研究步驟 

 

 

 

 

 

 

 

 

緒論 

文獻回顧 

研究方法 

實證分析與結果 

結論與建議 



 10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類倒傳遞神經網路權重敏感度分析簡介 

類神經網路是一種平行分散式處理計算模式，為電腦科學家們模

擬人類右腦對問題解答的學習與思考方式而利用生物料技對神經網

路的分析，所形成的類似神經運轉過程的分析架構。其可由一個範例

中重覆的學習，使其歸納出一個足以區分的模式，此模式左面對新的

範例時即可根據過去學習的成果歸納、推導出新的結果，屬於機器學

習(machine learning)的一種。Lewinson 在 1993年指出資料擷取可

採用類神經網路的方式，發掘並預測資訊，為非常重要的方法。 

生物神經網路走出巨量的神經細胞(neuron)，或稱神經元所組

成，神經細胞的形狀與一般的細胞有很大的不同，包括了以下幾個部

份：(一)神經核(soma)：神經細胞呈核狀的處理機構。(二)軸索(神

經軸)：神經細胞呈軸索狀的輸送機構。(三)樹突(神經樹)：神經細

胞呈樹枝狀的輸出入機構。(四)突觸(神經節)：神經樹上呈點狀的連

結機構。當神經細胞透過神經節與神經樹從其他神經元輸入脈波訊號

後，經過神經核處理，產生一個新的脈波訊號。如果脈波訊號夠強，

將產生一個約 100 毫伏 0.001 秒的脈波訊號。這個信號在經過神經

軸傳送倒神經樹，再透過神經節與神經樹成為其他神經元的輸入脈波

訊號。如果脈波訊號是經過興奮神經節(excitatory synapse)，則會

增加脈波訊號的速率(pulse xxxiv rate)；如果脈波訊號是經過抑制

神經節(inhibitory synapse)，則會減少脈波訊號的速率。因此，脈

波訊號的速率是同時取決於輸入脈波訊號的速率，以及神經節的強度

(strength)。而神經節的強度可視為神經網路儲存資訊之所在，神經

網路的學習即在調整神經節的強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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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傳遞網路在網路的部分分為訓練（training）及驗證（testing）

兩部分，由於資料的日趨複雜化，使得模式常會有訓練模式的正確率

很高，但在驗證模式方面表現卻不如原本所預期的狀況，也就是網路

的「重現性」足夠，但網路的「適應性」（普遍性，generalization）

卻不足的現象，也就是說此網路的學習狀態只適用於此學習範例，對

於其後來新增加的資料在模式轉移性上就略顯不足。 

對於倒傳遞網路適應性修正的問題，除了傳統的採用以轉換函數

來修正其網路的訓練效果，期望能達到訓練及驗證兩部分的訓練效果

都能有良好的表現。部分學者嘗試使用適當修剪網路的大小，也就是

選取適當的隱藏層數目、隱藏層單元數、連結權重的大小來增進網路

的適應性。如 Giles 在 1994 年提到經由適當的減低權重的鏈結可增

加網路的適應性。對於類神經網路來說，敏感度分析可用於挑選輸入

變數，亦可應用到挑選網路權重上。如 Karnin 在 1990 年時提出權

重對於目標輸出值的敏感度分析，由敏感度分析來了解哪一個權重鏈

結對此目標輸出值較為重要，接著刪除敏感度較低的鏈結權重與隱藏

層單位元，以達成促進倒傳遞網路適應性修正的目的。 

對於投資組合來說，敏感度分析可用於挑選投資權重，權重敏感

度分析主要是了解哪一個權重對此目標輸出值較為重要，即是在什麼

權重下投資組合的淨值會最高(加入資料期間及選擇這三類股之原

因)，因此，以台灣股市最近的主流類股—電子、電纜及電機來模擬

各種權重之組合。其中敏感度 S 表示如下：公式 2.1.1 

( ) ( )
( )

f
if

if
w

WW
WEWES

−

−
−≅

                            

iW ：網路訓練初始的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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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W ：網路訓練終了的權重 

( )fWE ：在權重為
fW 時輸出層之誤差值 

( )iWE ：在權重為
iW 時輸出層之誤差值 

而當權重
iW =0 的時候，其公式 2.1.1 中之分子部分可以寫成為： 

公式 2.1.2 

( ) ( ) ( )dw
w

wuEwEwwE
F

I

f ∫ ∂
∂

≈=−=
,0

                    

將公式 2.1.2 帶入公式 2.1.1 中可修正 S成為
^
S，

^
S如下公式 2.1.3

所示： 

公式 2.1.3 

( ) ( )
i
ij

f
ij

f
ij

ij
N

ij
ij

Ww

W
nWn

W
ES

−
∆

∂
∂

= ∑
−1

0

^

                       

另外由前面章節我們得知 ij
ij W

EW
∂
∂

−=∆ η
因此我們又可將上式修

為如下式： 

公式 2.1.3 

( )[ ] ( )∑ ∆
−

−
=

1

0

2^ N

i
ij

f
ij

f
ij

ij
WW

W
ijS nW

η
=

[ ] ( )∑
−

−
−1

0

21N

i
ij

f
ij

f
ij

WW

Wn
i

n
j Y η

ηδ
       

在求得
^
S之後可計算出各權重之敏感度，將敏感度較低之權重予以暫

時凍結或刪除。 

2.2 決策樹演算法簡介 

2.2.1 決策樹 

決策樹可以算是歸納式學習法中最簡單的一支(Gordon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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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off , Data Mining )，而且實作上並不困難，所以應用的層面相

當廣泛，如建構專家系統、動力控制⋯ 等都使用它。它主要的功能，

是藉由分類已知的事例來建立一樹狀結構，所產生出來的決策樹具有

規則，與類神經網路不同。規則可以用文字或數字來表達，所建立之

決策樹模型亦能利用來做樣本外的預測。傳統決策樹的根部在頂端，

建立決策樹時，一筆資料從根部進入後，應用一項測驗選擇進入下一

層哪個子節點（node），雖然測驗的選擇有不同演算法，但不論是哪

一種演算法，目的都是一樣的，測驗過程不斷重複，直到資料到達葉

部節點（leaf node）為止。 

建立決策樹演算法背後的精神是找出測試集合裡最重要的屬

性，再將測試集合依該屬性的值分為數個子集合（subset），並為每

個子集合建立相對應的子節點（child node），直到每個樹葉節點裡

例子的種類都一致為止。當然，也有找不到這種決策樹的情況，這可

能是因為測試集合裡包含錯誤的資料（我們叫它雜訊（noise）），

也可能是測試集合太小，或是真實的世界裡根本就沒有這種規律性存

在。在建立決策樹時，減少測試後產生新子節點內的凌亂度

（disorder）是選擇測試屬性的基本精神。換句話說，就是希望節點

測試的動作盡量減少，盡快使每個樹葉節點內的每個例子種類都相

同，這樣建立起來的決策樹的深度會比較淺，亦比較小。 

選擇測試屬性的方法可以分為兩類：第一種是直覺上的方法，第

二種方法以資訊理論（information theorem）做為衡量凌亂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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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order）的利器，由 Quinlan 於 1979年首先提出。所謂直覺上

的方法，就是要找到一個屬性使測試後的每組例子的子集合之間的差

異性最大。亦即，想辦法使測試的例子盡量歸屬於已經不用繼續再測

試的子集合。 

一旦訓練集合內的例子變多，就有可能發生無論使用哪個屬性測

試都無法產生不須再測試子集合的情況。所以直覺上的方法只適用於

訓練集合很小的時候。而上述的棘手情況，可以使用資訊理論來解

決。資訊理論於 1949年由 Shannon 提出，最早用來處理一些與通訊

上有關的問題。之後，Quinlan 於 1979 年提出 ID3 決策樹歸納演算

法，使用資訊理論來當作選擇測試屬性時的依據，造成了革命性的突

破。 

2.2.2 決策樹範例 

 最常被使用決策樹範例包括卡方自動互動偵測

（chi-squaredautomaticinteraction detection, CHAID）、分類與

迴歸樹（Classification and Regression Tree, CART）、和C4.5

這3種演算法。CHAID卡方自動互動偵測是由Kass於1980年所發展出來

的一種非常有效率的統計區隔方法，也是決策樹方法中即為著名的演

算法之一，其與CART、C4.5之差異在於CHAID之變數只限於類別變數，

若為連續變數必須採用區段分類的方式，轉換成類別變數。另一差異

為決策樹修剪的方法，CART、C4.5是採事後修剪，但CHAID則是採事

前修剪。CART 於1984年由 Breiman 所提出，是建構決策樹時最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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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算法之一，在開始建構時，必須有一預先分類好的訓練組資料，

CART 藉著一個單一輸入變數函數，在每一個節點分隔資料，建構一

個二分式決策樹。CART演算法是一種二元（Binary）分割的方法，依

據Gini Index決定分割的條件，每次分割都將資料分為二個子集合，

再重複由每一個子集合中找尋下一個測試屬性，經由不斷將資料分成

二個子集合的方式來建構樹，直到無法再做分割為止。 

基本上，決策樹可視為一個布林函數（Boolean function），其

函數的輸入值為某情況的一組屬性（property），且輸出值為「是」

或「否」的決策值。在決策樹裡的每個內部節點（internal node）

代表此屬性的一個可能值；最後，每個樹葉節點（leaf node）則是

對應到一個目標族群（target class）。如下圖便是決策樹分析法中

一有名的例子；其目標類別是 WillWait 表示「顧客在客滿時是否願

意等待」的意思，而圖中出現的 Patrons 代表的是「老顧客」的意

思，WaitEstimate 則是代表「預估等待的時間」、Alternate 表示

「有無其他餐廳可替代」以及 Hungry 表示「是否很餓」，以上這些

節點均為這些屬性的測試，其他值為「Yes」或「No」的節點均為樹

葉節點亦是表示一個決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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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 決策樹分類法 

 資料來源：整理自【Stuart Russell, Peter Norving, 1995】 

 

從邏輯的觀點來看，決策樹可以使用一組蘊含句（implication 

sentences）來表示。每個蘊含句皆代表決策樹裡某一條由樹根（root）

開始至某個樹葉節點的路徑（path）。 

由上述的蘊含句可知，每個決策樹分析出的蘊含句只參考到一個

物體，所以決策樹的表達能力與零階邏輯（propositional logic）

相同；因此，決策樹無法描述在一個測試裡會同時參考到兩個物體的

情況。故在建立決策樹時，減少測試後產生的新節點內的凌亂度

（disorder）是選擇測試屬性的基本精神。換句話說，也就是希望節

點測試的次數儘量減少，並儘快地使每個樹葉節點內的每個例子都能

具相同屬性值，這樣建立起來的決策樹的深度會比較淺；相對地，決

策樹也會比較小。 

 

Yes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se No 

0-10 10-30 30-6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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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Estim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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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No 

None Fu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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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灰關聯分析簡介 

 灰色系統理論之基本觀念在於，針對系統模型之不明確性及資訊

不完整之情況下，進行系統關聯分析及模型建構，以解決實務上無法

滿足傳統機率統計需要大量樣本假設之問題，使研究者得以在少量的

資訊情況下，經過特定的數據處理，在隨機的因素序列間找出它們的

關聯性，依此可對研究對象的未來狀態進行估計和推測。 

而所有自然界存在之已知訊息為白（white），未知訊息為黑

（black），介於黑白間不明確未知與不明確已知之地帶則為灰

（grey），灰色系統主要是在訊息缺乏下去挖掘系統本質，強調對系

統的訊息補充，充分利用已確定之白色訊息，進行系統的關聯分析

（Relational Analysis）、模型建構（Model Construction）使得

系統由灰色狀態轉為白化狀態，並藉預測（Prediction）及決策

（Decision）的方法來探討及了解系統。 

灰色系統主要之研究方法： 

2.3.1 灰生成（Grey Generating）： 

在一堆雜亂無章的數據中，採取一定方式，就數找數找出其可能

隱藏之特徵與規律性，以降低數據之隨機性。在灰色理論中，所有之

原始數據皆不可為負數。灰生成之方法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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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累加生成（Accumulated Generation Operation，AGO） 

  將數據依次累加。 

（二）逆累加生成（Inverse Accumulated Generation Operation，

IAGO） 

  累加生成之反向運算。 

（三）差值生成 

  利用現有之數據及慣用之數學方法以生成其間數據。 

2.3.2 灰關聯分析（Relational Analysis）： 

這是在灰色系統理論中分析離散序列間相關程度的一種測度方

法。在不完全信息中，對所要分析研究的各因素，通過一定的數據處

理，在隨機的因素序列間，找出數據的關聯性，其主要目的在以量化

表示影響研究主題的各因素間的關聯程度。 

2.3.3 灰建模（Grey Model）： 

灰色理論的微分方程式或模型稱之。做法為利用生成後之數據建

立一組灰差分方程式（Grey Differential Equation）與灰擬微分方

程式（Pseudo Differential Equation）之模式稱為灰建模。 

2.3.4 灰預測（Grey Predi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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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GM(1,1)模型為基礎，對現有數據所進行的一種預測方法。灰

預測又可分為數列灰預測、災變灰預測、季節災變灰預測、拓樸灰預

測及系統灰預測等種類，其基本類型即為數列預測。其演算過程如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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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生成及 GM 模型做法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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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 灰決策（Grey Decision）： 

在事件發生時選擇一最佳方案之過程即為決策，而將決策與 GM

模型結合所作之決策即稱為灰決策。又可分為灰色局勢決策、灰色層

次規劃與灰色整體規劃三種。 

2.3.6 灰控制（Grey Control）： 

透過系統行為數據，找出系統行為發展的規律，以預測未來系統

行為，再將此預測值回授至系統，以進行系統修正、控制的一種法則。 

 在此我們介紹鄧聚龍的灰色關聯度公式。利用滿足四項公理而得

出的第一個灰色關聯度公式，主要分成兩大部份: 

 一、灰關聯係數： 

      .max )(
.max .min))(),(( 0 ∆+∆

∆+∆
=

ζ
ζγ

k
kxkx

oi
i

   

      其中 

(1)  .,,3,2,1 mi L= .,3,2,1 nk L= ij∈  

(2) 0x 為參考序列， ix 為一特定之比較序列。 

(3) =∆ oi
)()( kxkx jo −
: 0x 和 ix 之間第 k 個差的絕對值

(模:Norm)。 

(4) kij ∀∈∀=∆
.min.min

.min )()(0 kxkx j− , kij ∀∈∀=∆
.maxmax

.max )()(0 kxkx j−
 

(5) ζ：辨識係數， [ ]1,0∈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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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灰關聯度：取灰關聯係數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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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由數學運算，得到圖 2-3 的圖形 

0
0.2

0.4
0.6

0.8
1

0

0.5

1
0

0.2

0.4

0.6

0.8

1

 

圖 2-3 傳統灰色關聯係數的圖形 

 

由 2-3 中，很明顯的可以看出灰色關聯係數的圖形為一超平面

(hypersurface)，並且為非線性的，因此上述方程式的缺點是只能做

定性的分析，不能做定量的分析。利用此方式在創業模式上的研究截

至目前為止尚無，故本計劃如通過，是為首創之研究。 

  除此之外翁慶昌也發展另一種灰色關聯度，同樣地利用滿足四

項公理的方式得出一個新的灰色關聯度公式，同樣的也分成兩部份： 

 一、灰關聯係數： 

    

ς
γ }

min.max

)(.max{))(),((
∆−∆
∆−∆

=
koikixkox
     

 二、灰關聯度：灰色關聯度則和鄧聚龍之灰色關聯度相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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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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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
kixkx

noi
1

))(),(0(1 γ
     

同樣的對方程式做圖，如圖 2-4 所示。由圖 2-4 的分佈情形，我

們可以容易的瞭解翁慶昌所發展的灰色關聯度的主要優點為辨識係

數在改變時所造成的 ij∆
與灰關聯係數分佈曲線的範圍變化是一個固

定範圍的分佈，提供了一個可行的新方法，此點即是和鄧聚龍的方式

最大的差別點。但是缺點仍是為定性的分析，無法做定量的分析。 

 

圖 2-4 翁慶昌提出的灰關聯係數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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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方法 

3.1 研究設計 

3.1.1 研究流程 

本研究之研究設計流程圖，如下圖3-1，其詳細說明如下： 

 

 

 

 

 

 

 

 

 

 

 

 

 

        圖3-1　研究設計流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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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研究樣本 

 本研究採樣MSCI（摩根士丹利資本國際）於2005年5月所公布

MSCITAIWAN INDEX權重排名為前十二大之成分股，與根據【臺灣證券

交易所股份有限公司營業細則第49 條】被變更為全額交割股之股票

進行配對；財務資料採樣期間為2002年前三季至2006年前三季之財務

資料，作為形成決策樹模式之樣本資料。另外，因為金融、保險、證

券業之財務衡量基礎與一般製造業有所不同，故予以排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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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資料蒐集 

 財務報表來源為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在資料的使用上，需考量

證管會要求上市（櫃）之送件日與TEJ 建檔資料有時間上的落差，見

表3-2。 

     表3-2 TEJ與證管會公布時間資料 

項目 證管會 TEJ建檔日期

年度報告 
結帳日後4

個月 

TSE及OTC於5/31

之前建檔完畢 

半年度 
結帳日後2

個月 

TSE及OTC於9/21

之前建檔完畢 

第一季 
結帳日後1

個月 

TSE及OTC於5/31

之前建檔完畢 

第三季 
結帳日後1

個月 

TSE及OTC於11/15

之前建檔完畢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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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決策樹分類 

 軟體採用IBM Intelligent Miner，其決策樹演算法為二元分類；

本研究之自變數的選取，由資產負債表、損益表、現金流量表中，選

取共47個財務比率，而應變數乃選用二項虛擬變數；觀察MSCI（摩根

士丹利資本國際） 所挑選的前十二大股票，大多為各產業龍頭，財

務透明，且具前瞻與創新能力，故本研究以MSCITAIWAN 之成分股定

義為Y=「0」代表「體質健全」；而實質發生財務問題的全額交割股

定義為Y=「1」代表「體質不健全」。 

 

3.5 測試樣本 

 與建立決策樹模式相同，採樣來自同一母體（MSCI TAIWAN INDEX 

與全額交割股） 

3.6 預測樣本 

 為台灣上市（櫃）之電子、電機、電纜產業，採用2002年前三季

至2006年三季的半年報，作為決策樹分類模型之預測樣本， 

3.7 灰關聯排序 

 挑選3個財務比率，此3個比率不在建立決策樹之47個比率裡面，

需另外自行計算；採用2003年第一季之季報與2003年6月的半年報，

股價則以9/15 之收盤價計算，其財務內涵如下表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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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研究設計 

第一節 多空頭研判 

股價指數是總體經濟的領先指標之一，而大盤的漲跌幅又是全體

上市公司經營狀況優劣之表現，本研究利用電子、電機、電纜這三類

上市公司(不包含金融相關產業)之單季季報，比較短時間(2002年至

2003年)和長時間(2002年至 2005年)影響分析投資之影響性，以稅

後股東權益報酬率（ROE）大於產業平均值與市場平均值做為篩選門

檻值，若全體上市公司(不包含金融相關產業)之 ROE 大於產業平均值

以及市場平均值即定義為經營優良的公司，並以 R*來衡量該季全體

上市公司之整體狀況。 

* ( ) 100R = ×
經營優良公司

全體上市公司(不包含金融相關產業)

 

以 ( ( 1))* t tR − −∆
與加權股價指數於該季操作時間點做個比較；以下幾

個研判做多或放空的方法。第 1、在觀察時點間大盤和 R*變動量同

漲，且 R*的變動量變動小於 3%，則預期大盤還會再漲，顧買進。第

2、觀察時點間大盤和 R*變動量同漲，且 R*的變動量變動大於 3%，

則預期大盤會下跌，因此融券放空。第 3、在觀察時點間大盤和 R*

變動量呈現反向，且 R*的變動量變動大於 3％，預期大盤會下跌，所

以融券放空。第 4、在觀察時點間大盤和 R*變動量呈現反向，且 R*

的變動量變動小於 3％，預期大盤會再漲，故買進。第 5、在觀察時

點間大盤和 R*變動量同跌，預期大盤會上漲，故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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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敏感度分析 

敏感度之輸入變數為財務比率，輸出變數為（體質健全＝0，體

質不健全＝1），而就體質健全與體質不健全的區分，本研究採用自

2005年以來一直都是 MSCI 台指成分股（排除金融相關產業）為體質

健全變數；故先以類神經網路敏感度分析來做為篩選財務比率的方

法。挑選敏感度在研究期間皆大於 1的財務比率為本研究之重要財務

比率。表 4-1 為全額交割股，表 4-2 為 msci 成分股： 

表 4-1 全額交割股 

 

 

全額交割證券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證券代號 證券名稱

4461 建華 M6 2539 櫻花建 

4695 永豐 30 2540金尚昌 

4751 工銀 99 2827 中聯 

4902 富邦 E3 2904 匯僑 

4995 寶來 D5 3004 宏達科 

1107 建台 3018 同開 

1438 裕豐 3021 衛道 

1453 大將 3053 鼎營 

1805 凱聚 3056 駿億 

2418 雅新 3142 遠茂 

2429 永兆 3701 大眾控 

2496 卓越 9906 興達 

2528 皇普 9922 優美 

2537 春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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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msci 成分股 

msci 成交股     

證劵代號 證劵名稱 證劵代號 證劵名稱 
證劵

代號
證劵名稱 

2330 
台灣積體電

路製造   
2352 

明基電通

(股)公司 
1520 復盛   

2317 
鴻海精密工

業   
2884 

玉山金融控

股   
2349 錸德科技   

2303 聯華電子   2890 
建華金融控

股   
1102 亞洲水泥   

2882 
國泰金融控

股   
2325 

矽品精密工

業   
2391 合勤科技   

2002 中國鋼鐵  6004 
元大京華證

券 
2418 雅新實業   

2409 友達光電   1402 遠東紡織  2889 國票金融控股 

1301 
台灣塑膠工

業   
6116 瀚宇彩晶 2379 瑞昱半導體   

1303 
南亞塑膠工

業   
2498 

宏達國際電

子 
2356 英業達   

2412 中華電信   2323 中環   2388 威盛電子   

2886 
兆豐金融控

股   
9904 寶成工業  2615 萬海航運   

2454 聯發科技   3012 廣輝電子  2105 正新橡膠工業   

2357 華碩電腦   1216 統一企業  2204 中華汽車工業   

2891 
中國信託金

融控股   
2354 鴻準電腦 2332 友訊科技   

1326 
台灣化學纖

維   
2344 華邦電子  2376 技嘉科技   

2353 宏碁   2371 大同   2606 裕民航運 

2883 中華金控  2808 
台北國際商

銀行  
1802 台灣玻璃工業   

3009 奇美電子   2609 陽明海運  2023 燁輝企業   

2881 
富邦金融控

股   
1605 華新麗華  2395 研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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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2 
第一金融控

股   
2885 

復華金融控

股 
2618 長榮航空   

2382 廣達電腦   2912 統一超商  2610 中華航空   

2887 
台新金融控

股   
1722 台灣肥料 2854 寶來證券   

2324 
仁寶電腦工

業   
2201 

裕隆汽車製

造   
1504 東元電機   

2880 
華南金融控

股   
2347 聯強國際  3008 大立光電   

2311 
日月光半導

體製造   
2384 勝華科技 2394 普立爾科技   

3045 
台灣大哥

大   
2315 神達電腦 1907 永豐餘造紙   

2801 
彰化商業銀

行   
2327 國巨   2377 微星科技   

2301 光寶科技   3019 亞洲光學  2312 金寶電子工業   

2475 中華映管   3051 
力特光電科

技   
1710 東聯化學   

2888 
新光金融控

股   
1101 台灣水泥  9915 億豐綜合工業   

2308 
台達電子工

業   
2337 旺宏電子  9917 中興保全   

2411 飛瑞   2603 長榮海運  2501 國泰建設   

2331 精英電腦   1434 福懋興業  2313 華通電腦   

2345 智邦科技   1451 年興紡織  9921 巨大機械工業   

1717 
長興化學工

業   
1310 

台灣苯乙烯

工業   
1503 士林電機廠   

2343 精業           

 

第三節 採用 Foster Friess 的觀念代入決策樹 

 利用敏感度分析所求出之重要財務比率帶入決策樹分析。在變

數方面為經由敏感度分析所得到之重要財務比率。而在輸出變數方面

則依舊分為體質健全與體質不健全的區分。經由決策樹分析可以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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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投資期間的篩選公司的基本準則，並利用此基本準則初步篩選每

一投資期間符合準則的公司。在篩選的過程中發現電子類藉由敏感度

分析後帶入的財務比率後，因剩下眾多公司，為求其篩選之精準度，

運用 Foster Friess 之觀念，再次對電子類進行篩選。 

福斯特．佛萊斯發現營業利益率以及稅前淨利成長率是預測經營

失敗的最佳指標，故在電子類將加入營業利益率＞25%、稅前淨利成

長率＞36%獨立出來並帶入決策樹所求出的每一投資期間優良，進而

找出每一投資期間符合投資要求的公司。下圖 4-1 為電子類敏感度分

析與決策數處理流程： 

             圖 4-1 電子類敏感度分析與決策數處理流程 

第三節 灰關聯排序 

將全體研究樣本經過敏感度與決策樹所篩選而剩下的股票透過

所選的技術分析指標「買賣氣勢指標（AR）、買賣意願指標（BR）、

震盪指標（OSC）、心理指標（PSY）共四個指標」進行灰關聯排序分

析，找出每一投資期間投資優先順序以決定最初的投資名單。下表

營業利益率＞25%

稅前淨利成長率＞36%

敏感度分析

決策樹訓練 

財務基礎 

大於 1

決策準則 

電子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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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為灰關聯排序訂定之標準：利用類神經敏感度分析將財務指標進

行分析後，選出會影響其股票篩選具意義性指標並使用採礦系統流程

計算出其影響性之平均值。 

表 4-3 灰關聯排序標準說明 

篩選優良公司如下 

 
項目 策略 AR BR OSC PSY 

1 買進 0.35 0.2 92 7.69 

2 賣出 1.4 5.2 110 92.3 

 

第五章 實證研究結果與分析 

第一節 研究樣本 

    本研究的研究樣本為台灣電子、電機和電纜之上市公司(扣除金

融類股)的 47 個財務比率，研究樣本期間自 2002年 1 月至 2006年 9

月一至三季刪除 MSCI 成分股之季報。 

 

第二節 敏感度分析 

   確定樣本之後，接下來進行敏感度分析，找出最影響公司經營狀

況的重要財務比率。表 5-1 為每季所有財務比率經過敏感度分析後所

選出的六個主要的財務。經過篩選後其各季各類篩選經灰關聯軟體排

列其權重前五名公司之結果如下(表 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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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重要的財務比率 

1 利息支出率 4 營業比率 

2 利息支出率(現金支付制) 5 營業利益率 

3 利息淨支出率 6 淨值週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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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電子、電機、電纜三類經灰關聯軟體之權重前五名公司 

 

 

2002 年第一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2474 可成 1529 樂士 1609 大  亞 
2451 創見 1525 江申 1615 大  山 
5203 訊連 4532 瑞智 1618 合  機 
2361 鴻友 1506 正道 1617 榮  星 
3030 德律 1539 巨庭 1608 榮  電 
*電子類未刪除共 289
項 ，刪除 MSCI 45項 
及未符合佛斯特兩項指

標 236項，共刪掉 281
個，餘 8項。 

*電機類未刪除共 35
項 ，刪除MSCI 2項，餘
33。 
 

*電纜類未刪除共 13
項，刪除 MSCI 1項，餘
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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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第三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2448 晶  電 1530 亞  崴 1608 榮  電 
2436 偉詮電 1521 大  億 1612 宏  泰 
5203 訊  連 1522 堤維西 1617 榮  星 
  1539 巨  庭 1601 台  光 
  1537 廣  隆 1611 中  電 
*未刪除共 262項，刪除 
MSCI 42項及未符合佛
斯特指標 217項，餘 3項。 

*未刪除共 28項，刪除 
MSCI(0項，餘 28項。 

*未刪除總共 9項，刪除 
MSCI 0項，餘 9項。 
 

 

2002 年第三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2448 晶  電 1530 亞  崴 1608 榮  電 
2436 偉詮電 1521 大  億 1612 宏  泰 
5203 訊  連 1522 堤維西 1617 榮  星 
  1539 巨  庭 1601 台  光 
  1537 廣  隆 1611 中  電 
*未刪除共 262項，刪除 
MSCI 42項及未符合佛
斯特指標 217項，餘 3項。 

*未刪除共 28項，刪除 
MSCI 0項，餘 28項。 

*未刪除總共 9項，刪除 
MSCI 0項，餘 9項。 
 

 

 



 37

2003 年第一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2495 普安 1524 耿鼎 1615 大山 
3022 威達電 1530 亞崴 1614 三洋電 
3030 德律 1525 江申 1601 台光 
6168 宏齊 1514 亞力 1608 榮電 
2448 晶電 1521 大億 1609 大亞 
*未刪除共 222 項 ，刪除

MSCI 49項及未符合佛
斯特指標 212項， 剩 10
項。 

*未刪除共 31 項，刪除 

MSCI 2項，剩 29項。 
*未刪除共 10項，刪除 
MSCI 1項，剩 9項。 

 

2003 年第二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2495 普  安 1528 恩德 1616 億泰 
5203 訊  連 1523 開億 1618 合機 
2374 佳  能 1517 利奇 1608 榮電 
6235 華  孚 1514 亞力 1614 三洋電 
6155 鈞  寶 1513 中興電 1612 宏泰 
*未刪除共 296項，刪除
MSCI 48項及未符合佛
斯特兩項指標 242項，餘
6項。 

*未刪除共 34 項，刪除 

MSCI 2項，剩 32項。 
*未刪除共 11項，MSCI 1
項，剩 1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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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第三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1529 樂士 1613 台一 
  1514 亞力 1606 歌林 
  1516 川飛 1601 台光 
    1615 大山 
    1611 中電 
*此類經過MSCI及佛斯
特指標篩選後，皆無任何

一家符合其優良公司條

件。 

*未刪除共 3項， MSCI 0
項，剩 3項。 

*未刪除共 6項，MSCI 0
項，剩 6項。 

 

2004 年第一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2408 南科 1540 喬福 1540 喬福 
2449 京元電 1532 勤美 1532 勤美 
6239 力成 1530 亞崴 1530 亞崴 
2474 可成 1514 亞力 1514 亞力 
2441 超豐 1523 開億 1523 開億 
*未刪除共 260項，刪除
MSCI 49項及刪除未符
合佛斯特兩項指標 199
項，剩 12項。 

*未刪除共 31項，刪除
MSCI 2項，餘 29項。 

*未刪除共 31項，刪除
MSCI 1項，餘 30項。 

 

2004 年第二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2441 超豐 1524 耿鼎 1618 合機 
2495 普安 1521 大億 1616 億泰 
2338 光罩 1514 亞力 1612 宏泰 
6239 力成 1537 廣隆 1603 華電 
3006 晶豪科 1530 亞崴 1606 歌林 
*未刪除共 260項，刪除
MSCI 49項及未符合佛
斯特兩項指標 200項，剩

*未刪除共 35項，刪除
MSCI 2項，剩 33項。 

*未刪除共 13項，刪除
MSCI 1項，剩 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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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2004 年第三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2441 超  豐         1532 勤  美         1608 榮  電        

3030 德  律         1526 日  馳         1606 歌  林        

2473 思  源         1527 鑽  全         1609 大  亞        

2449 京元電         1536 和  大         1611 中  電        

2408 南  科         1514 亞  力         1618 合  機        

*未刪除共 269項，刪除
MSCI 50項及未符合佛
斯特兩項指標 210項，餘 
9項。 

*未刪除36項，刪除MSCI

 3 項，餘 33 項。 

*未刪除共 13 項，刪除

MSCI 1 項，餘 12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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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第一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6239 力  成         1527 鑽  全         1606 歌  林        

5303 訊  連         1529 樂  士         1617 榮  星        

  1530 亞  崴         1614 三洋電        

  1536 和  大         1603 華  電        

  1535 中  宇         1611 中  電        

*未刪除共 300項，刪除
MSCI 50項及未符合佛
斯特兩項指標 248項，餘 
2項。 

*未刪除共 34 項，刪除

MSCI 3 項，剩 31 項。 

*未刪除共 12 項，刪除

MSCI 1 項，剩 1項。 

 

2005 年第二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6280 崇貿 1522 堤維西 1601 台光 
  1535 中宇 1606 歌林 
  1517 利奇 1608 榮電 
  1533 車王電 1618 合機 
  1539 巨庭 1614 三洋電 
*未刪除共 282 項，刪除 

MSCI 49項及未符合佛
斯特指標 232項，剩 1項。 

*未刪除共 36 項，刪除 

MSCI 3項，剩 33項。 
*未刪除共 14 項 ，刪除

MSCI 1項，剩 13項。 

 

2005 年第三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5471 松翰 1513 中興電 1613 台一 
6277 宏正科 4526 東台 1611 中電 
3356 奇偶 1527 鑽全 1614 三洋電 
3189 景碩 1536 和大 1603 華電 
6280 崇貿 1524 耿鼎 1612 宏泰 
*未刪除共 250 項，刪除 

MSCI 48項及位符合佛
斯特指標 197項 ，剩 5
項。 

*未刪除共 32 項，刪除 

MSCI 3項，剩 29項。 
*未刪除共 13 項 ，刪除

MSCI 1項，剩 1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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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第一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6286 立錡 1530 亞崴 1613 台一 
2474 可成 1538 正峰工 1611 中電 
8072 陞泰 1537 廣隆 1609 大亞 
2441 超豐 1512 瑞利 1606 歌林 
6277 宏正科 4526 東台 1612 宏泰 
*未刪除共 281 項，刪除 

MSCI 49項及未符合佛
斯特指標 221項，剩 11
項。 

*未刪除共 35項，刪除
MSCI 3項，剩 32項。 

*未刪除共 13 項， MSCI 
1項，剩 12項。 

 

2006 年第二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2474 可成 1538 正峰工 1613 台一 
6286 立錡 1537 廣隆 1616 億泰 
3030 德律 1540 喬福 1617 榮星 
6277 宏正科 1516 川飛 1614 三洋電 
2446 全懋 1507 永大 1611 中電 
*未刪除共 277 項，刪除 

MSCI 46項及未符合佛
斯特指標 219項，剩 12
項。 

*未刪除共 34項，刪除
MSCI 2項，剩 32項。 

*未刪除共 14 項，MSCI 1
項，剩 13項。 

 

2006 年第三季 
電子 電機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代碼 優良公司 
6286 立錡 1532 勤美 1615 大山 
6239 力成 1516 川飛 1609 大亞 
2474 可成 1539 巨庭 1614 三洋電 
3057 喬鼎 1517 利奇 1618 合機 
3016 嘉晶 1540 喬福 1613 台一 
*未刪除共 276 項，刪除

MSCI 47項及未符合佛
斯特指標 221項，剩 8項。 

*未刪除共 33項，刪除
MSCI 2項，剩 31項。 

*未刪除共 11 項，MSCI 1
項，剩 10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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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最佳投資組合 

在找出影響公司整體體質好壞的重要財務比率後，本研究利用決

策樹分析和灰關聯再加上修改後歷史模擬法，將電子、電機、電纜各

季篩選後其投資組合報酬率及權重(表 5-3)，將各類股短時間(2002

年~2003年)、長時間(2002年~2006年)圖表(表 5-4)與各類長短時間

大盤報酬率(表 5-5)，下列表之總報酬率單位為百分比。 

表 5-3 每季各類最佳投資組合權重及報酬 

 

 

 

 

 

 

 

 

 

 

 

 

 

 

 

 

 

 

 

 

2002 年第一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2474 可成 1.283 0.333 
2451 創見 0.622 0.267 

5203 訊連 -0.039 0.2 
2361 鴻友 2.467 0.133 
3030 德律 -0.047 0.67 
總報酬率 0.882134 

2002 年第二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3030 德  律 -0.102 0.667 
3035 智  原 -0.313 0.333 

總報酬率 -0.17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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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第三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2448 晶  電 0.953 0.5 
2436 偉詮電 -0.006 0.333 

5203 訊  連 -0.161 0.167 
總報酬率 0.447615 

2002 年第一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29 樂士 1.846 0.333 
1525 江申 0.473 0.267 

1506 正道 0.372 0.133 
1539 巨庭 0.423 0.67 

1530 亞崴 0.153 0.167 
總報酬率 1.09946 

2002 年第二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21  大億 0.935 0.333 
1517  利奇 -0.235 0.267 

1519  華城 -0.136 0.2 
1525  江申 0.448 0.133 
1513  中興電 0.058 0.67 
總報酬率 0.280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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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第三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30 亞  崴 -0.09 0.333 
1521 大  億 -0.109 0.267 

1522 堤維西 0.042 0.2 
1539 巨  庭 -0.157 0.133 
1537 廣  隆 -0.183 0.67 
總報酬率 -0.19416 

2002 年第一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09 大  亞 1.525 0.333 
1615 大  山 0.68 0.267 

1618 合  機 1.213 0.2 
1617 榮  星 0.453 0.133 
1608 榮  電 0.452 0.67 
總報酬率 1.295074 

2002 年第二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08 榮  電 -0.071 0.333 
1614 三洋電 0.021 0.267 

1609 大  亞 0.103 0.2 
1601 台  光 -0.037 0.133 
1611 中  電 -0.07 0.67 
總報酬率 -0.04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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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 年第三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08 榮  電 -0.123 0.333 
1612 宏  泰 -0.1 0.267 

1617 榮  星 -0.111 0.2 
1601 台  光 -0.2 0.133 
1611 中  電 -0.215 0.67 
總報酬率 -0.26051 

2003 年第一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2495 普安 0.058 0.333 
3022 威達電 -0.021 0.267 
3030 德律 -0.173 0.2 
6168 宏齊 -0.172 0.133 
2448 晶電 -0.254 0.067 
總報酬率 -0.06079 

2003 年第二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2495 普  安 0.548 0.333 
5203 訊  連 0.221  0.267 
2374 佳  能 0.264 0.2 
6235 華  孚 0.681 0.133 
6155 鈞  寶 0.125 0.067 
總報酬率 0.39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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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第一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24 耿鼎 0.072 0.333 
1530 亞崴 0.184 0.267 
1525 江申 0.125 0.2 
1514 亞力 -0.055 0.133 
1521 大億 -0.025 0.067 
總報酬率 0.089114 

2003 年第二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28 恩德 0.016 0.333 
1523 開億 0.517 0.267 
1517 利奇 0.013 0.2 
1514 亞力 -0.052 0.133 
1513 中興電 0.081 0.067 
總報酬率 0.144478 

2003 年第三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29 樂士 -0.240 0.333 
1514 亞力 -0.107 0.267 
1516 川飛 0.045 0.2 
總報酬率 -0.09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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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第一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15 大山 0.21 0.333 
1614 三洋電 -0.004 0.267 
1601 台光 -0.039 0.2 
1608 榮電 0.11 0.133 
1609 大亞 -0.129 0.067 
總報酬率 0.067049 

2003 年第二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16 億泰 0.010 0.333 
1618 合機 0.216 0.267 
1608 榮電 0.134 0.2 
1614 三洋電 -0.077 0.133 
1612 宏泰 -0.034 0.067 
總報酬率 0.075283 

2003 年第三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13 台一 -0.209 0.333 
1606 歌林 0.475 0.267 
1601 台光 0.203 0.2 
1615 大山 -0.057 0.133 
1611 中電 0.042 0.067 
總報酬率 0.093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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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第一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2408 南科 0.222 0.333 
2449 京元電 0.208 0.267 
6239 力成 0.188 0.2 
2474 可成 0.066 0.133 
2441 超豐 0.175 0.067 
總報酬率 0.187565 

2004 年第二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2441 超豐 -0.291 0.333 
2495 普安 -0.313 0.267 
2338 光罩 -0.066 0.2 
6239 力成 -0.305 0.133 
3006 晶豪科 -0.318 0.067 
總報酬率 -0.25555 

2004 年第三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2441 超  豐 0.218 0.333 
3030 德  律 0.135  0.267 
2473 思  源 0.124 0.2 
2449 京元電 0.177 0.133 
2408 南  科 0.045 0.067 
總報酬率 0.15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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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第一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40 喬福 0.136 0.333 
1532 勤美 0.372 0.267 
1530 亞崴 0.135 0.2 
1514 亞力 0.084 0.133 
1523 開億 0.029 0.067 
總報酬率 0.184727 

2004 年第二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24 耿鼎 0.029 0.333 
1521 大億 -0.101 0.267 
1514 亞力 -0.242 0.2 
1537 廣隆 -0.103 0.133 
1530 亞崴 -0.202 0.067 
總報酬率 -0.09294 

2004 年第三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32 勤  美 0.003 0.333 
1526 日  馳 0.178 0.267 
1527 鑽  全 -0.037 0.2 
1536 和  大 0.054 0.133 
1514 亞  力 -0.016 0.067 
總報酬率 0.047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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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年第一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40 喬福 0.136 0.333 
1532 勤美 0.372 0.267 
1530 亞崴 0.135 0.2 
1514 亞力 0.084 0.133 
1523 開億 0.029 0.067 
總報酬率 1.756 

2004 年第二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18 合機 0.052 0.333 
1616 億泰 -0.265 0.267 
1612 宏泰 -0.034 0.2 
1603 華電 -0.434 0.133 
1606 歌林 -0.188 0.067 
總報酬率 -0.13056 

2004 年第三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08 榮  電 0.023 0.333 
1606 歌  林 -0.091  0.267 
1609 大  亞 0.017 0.2 
1611 中  電 -0.127 0.133 
1618 合  機 -0.178 0.067 
總報酬率 -0.04206 

2005 年第一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6239 力  成 0.289 0.333 
5203 訊  連         0.05  0.267 
總報酬率 0.1095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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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第二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6280 崇貿 0.401 0.333 
總報酬率 0.133533 

2005 年第三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5471 松翰 -0.056 0.333 
6277 宏正科 0.011 0.267 
3356 奇偶 -0.063 0.2 
3189 景碩 0.021 0.133 
6280 崇貿 0.005 0.067 
總報酬率 -0.02518 

2005 年第一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27 鑽  全 -0.037 0.333 
1529 樂  士 -0.096  0.267 
1530 亞  崴 -0.031 0.2 
1536 和  大 0.054 0.133 
1535 中  宇 -0.021 0.067 
總報酬率 -0.03838 

2005 年第二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22 堤維西 -0.033 0.333 
1535 中宇 0.102 0.267 
1517 利奇 -0.219 0.2 
1533 車王電 -0.01087 0.133 
1539 巨庭 -0.208 0.067 
總報酬率 -0.042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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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第三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13 中興電 0.394 0.333 
4526 東台 -0.096 0.267 
1527 鑽全 0.045 0.2 
1536 和大 0.195 0.133 
1524 耿鼎 0.109 0.067 
總報酬率 0.147808 

2005 年第一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06 歌  林 0.098 0.333 
1617 榮  星 -0.107  0.267 
1614 三洋電 -0.008 0.2 
1603 華  電 -0.256 0.133 
1611 中  電 0.051 0.067 
總報酬率 -0.02817 

2005 年第二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01 台光 0.343 0.333 
1606 歌林 0.174 0.267 
1608 榮電 -0.014 0.2 
1618 合機 -0.045 0.133 
1614 三洋電 0.014 0.067 
總報酬率 0.15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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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年第三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13 台一 -0.06 0.333 
1611 中電 0.037 0.267 
1614 三洋電 -0.063 0.2 
1603 華電 -0.025 0.133 
1612 宏泰 0.067 0.067 
總報酬率 -0.02154 

2006 年第一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6286 立錡 0.437 0.333 
2474 可成 0.102 0.267 
8072 陞泰 0.26 0.2 
2441 超豐 0.016 0.133 
6277 宏正科 0.165 0.067 
總報酬率 1.98 
 
2006 年第一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30 亞崴 0.261 0.333 
1538 正峰工 0.064 0.267 
1537 廣隆 0.305 0.2 
1512 瑞利 -0.065 0.133 
4526 東台 0.19 0.067 
總報酬率 0.1690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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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第二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2474 可成 0.138 0.333 
6286 立錡 0.007 0.267 
3030 德律 0.051 0.2 
6277 宏正科 0.004 0.133 
2446 全懋 -0.384 0.067 
總報酬率 0.032827 

2006 年第三季 
電子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6286 立錡 0.216 0.333 
6239 力成 -0.023 0.267 
2474 可成 -0.187 0.2 
3057 喬鼎 0.325 0.133 
3016 嘉晶 -0.093 0.067 
總報酬率 0.065381 

2006 年第二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38 正峰工 0.046 0.333 
1537 廣隆 0.211 0.267 
1540 喬福 0.408 0.2 
1516 川飛 0.114 0.133 
1507 永大 0.058 0.067 
總報酬率 0.172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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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年第三季 
電機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532 勤美 0.195 0.333 
1516 川飛 -0.029 0.267 
1539 巨庭 0.046 0.2 
1517 利奇 -0.016 0.133 
1540 喬福 0.059 0.067 
總報酬率 0.068217 

2006 年第一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13 台一 0.035 0.333 
1611 中電 -0.028 0.267 
1609 大亞 -0.0037 0.2 
1606 歌林 -0.101 0.133 
1612 宏泰 0.027 0.067 
總報酬率 -0.00819 

2006 年第二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13 台一 0.489 0.333 
1616 億泰 0.255 0.267 
1617 榮星 0.439 0.2 
1614 三洋電 0.244 0.133 
1611 中電 0.218 0.067 
總報酬率 0.365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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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 電子、電機、電纜篩選後短時間、長時間總報酬率表 

 

 

 

 

 

 

 

 

 

 

 

 

 

 

 

 

 

 

 

2006 年第三季 
電纜 
代碼 優良公司 報酬率 權重 
1615 大山 0.107 0.333 
1609 大亞 0.165 0.267 
1614 三洋電 -0.157 0.2 
1618 合機 -0.095 0.133 
1613 台一 -0.215 0.067 
總報酬率 0.021246 

電子類(篩選) 2002年~2003年 2002年~2006年

總報酬率 1.489938 3.981801

電機(篩選) 2002年~2003年 2002年~2006年

總報酬率 1.32039 1.935512

電纜(篩選) 2002年~2003年 2002年~2006年

總報酬率 1.220697 3.28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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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5 各類股各季大盤報酬率 

 

 

 

 

 

 

 

 

 

 

 

 

 

 

 

 

 

           

 

 

 

 

 

 

 

 

 

 

 

 

 

 

 

 

(2002 年第一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0901174 
電機 0.1693455 
電纜 0.3085429 
(2002 年第二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2630776 
電機 -0.0472668 
電纜 -0.1190178 
(2002 年第三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1718097 
電機 -0.0643305 
電纜 -0.2855377 

(2003 年第一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0487171 
電機 0.004631 
電纜 -0.0385259 
(2003 年第二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1794799 
電機 0.0190916 
電纜 -0.0217139 
(2003 年第三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1605474 
電機 0.0679233 
電纜 0.0446735 

(2004 年第一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0491303 
電機 0.1024869 
電纜 0.2842175 
(2004 年第二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1312825 
電機 -0.1167524 
電纜 -0.1854684 
(2004 年第三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0627885 
電機 -0.0053133 
電纜 0.0409663 

(2005 年第一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0107987 
電機 -0.0336055 
電纜 -0.1282901 
(2005 年第二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0802463 
電機 -0.0265425 
電纜 0.0151002 
(2005 年第三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0040734 
電機 -0.0020077 
電纜 -0.1966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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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6 電子、電機、電纜大盤長、短時間總報酬率 

 

 

 

 

 

 

 

 

 

(2006 年第一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0254803 
電機 -0.0251141 
電纜 0.0513864 
(2006 年第二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0585331 
電機 0.0656413 
電纜 0.1612054 
(2006 年第三季) 
產業 報酬率 
電子 0.0552564 
電機 -0.0304808 
電纜 0.0239933 

電子類(大盤) 2002 年~2003 年 2002 年~2006 年

總報酬率 -0.05346 -0.08108 
電機類(大盤) 2002 年~2003 年 2002 年~2006 年

總報酬率 0.149394 0.077706 
電纜類(大盤) 2002 年~2003 年 2002 年~2006 年

總報酬率 -0.11158 -0.0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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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操作流程 

使用 IMB DB2、情報贏家及 GreyRelation 等軟體。 

※進行類神經敏感度分析之程序步驟 

步驟一 進行智慧型採礦系統伺服器的設定 

 

使用此系統軟體必須登入其伺服器才提供使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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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 軟體主程式畫面 

 

於主程式的左方建立資料，才可將資料匯入進行分析。 



 61

步驟三 將資料匯入進行類神經敏感度分析 

 

可藉由將財務比率匯入篩選出其重要財務比率及其標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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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四 資料匯入後進行採礦 

 

為了讓資料具有其意義，故將資料匯入篩選後還需訓練其值，讓篩選

後值能更符合分析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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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五 選擇類神經進行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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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行樹狀分析 

步驟六 選擇分類樹狀 

 

由於樹狀分析操作與類神經敏感度分析之操作流程相同，故重覆步驟

一到步驟四在選擇樹狀分析。樹狀分析之目的希望將資料分析分類，

已篩選其數據值，故將體質健全設為 0，不健全設為 1進行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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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七 類神經敏感度分析進行欄位選取 

 

將財務比率進行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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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八 選取 47 個財務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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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九 進行設定 



 68

步驟十 建立好之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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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一 進行執行畫面 

 

開始訓練資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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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二 執行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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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三 類神經資料完成之結果 

 

可從結果看出各個財務比率之敏感度高低，敏感度值高的財務比率表

示對於篩選上有較大的影響。 



 72

步驟十四 樹狀分類設定 

 

目的為將資料分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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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五 樹狀分類結果 

 

可知道優良與惡劣的總數及比率，可降低篩選錯誤之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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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六 結果分析圖 

 

此圖目的方便了解優良及惡劣之情況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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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資料整理後開始進行灰關聯決策樹分析 

步驟十七 將資料各股匯入進行篩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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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十八 抓取情報贏家資料 

 

已藉由類神經敏感度分析得到財務比率及其值，再利用軟體抓取固定

日期當日其財務比率之值，以便進行比較。 

 

 

 

 



 77

步驟十九 將情報贏家資料進行整理 

 

將符合其值的公司留下，不符合者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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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十 進行灰關聯排序 

 

目的為了解其投資組合的投資權重，其參考序列為標準值，將資料與

標準值進行比較，瞭解其權重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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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二十一 灰關聯排序結果 

 

每個代號都表示每一家公司，分析完後對應輸入資料其公司名稱，即

可該公司其權重比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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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章 結論與研究建議 

第一節 結論 

    本次將電子、電機、電纜上市公司，由 2002年第 1季~第三季至

2006 第一季~第三季，共 15 季進行長、短時間報酬率之比較，發現

經過篩選之公司單季報酬率不高，但由下表 6-1 得知總平均報酬率與

大盤單季之總平均報酬率相當，可表示經過篩選之公司若進行投資仍

可獲利。經由表 6-2 觀察在長、短時間的筆較上，大盤長、短時間之

總報酬率相當接近，而在篩選公司中電子、電纜在時間上的總報酬率

相差約 2左右，若跟大盤比較，觀察到篩選後短時間之總報酬率較為

接近，而長時間比較仍有大於 1的落差，表示經由篩選之公司仍須要

更精密之篩選，以降低其落差。 

表 6-1 每季各產業在大盤與篩選公司總報酬率之比較 

2002 年第一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0901174 0.882134 
電機 0.1693455 1.09946 
電纜 0.3085429 1.295074 
2002 年第二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2630776 -0.17226 
電機 -0.0472668 0.280994 
電纜 -0.1190178 -0.04926 
2002 年第三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1718097 0.447615 
電機 -0.0643305 -0.19416 
電纜 -0.2855377 -0.26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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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年第一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0487171 -0.06079 
電機 0.004631 0.089114 
電纜 -0.0385259 0.067049 
2003 年第二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1794799 0.393239 
電機 0.0190916 0.144478 
電纜 -0.0217139 0.075283 
2003 年第三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1605474 0 
電機 0.0679233 -0.09949 
電纜 0.0446735 0.093061 

 

2004 年第一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0491303 0.187565 
電機 0.1024869 0.184727 
電纜 0.2842175 1.756 
2004 年第二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1312825 -0.25555 
電機 -0.1167524 -0.09294 
電纜 -0.1854684 -0.13056 
2004 年第三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0627885 0.159995 
電機 -0.0053133 0.047235 
電纜 0.0409663 -0.04206 
 
2005 年第一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0107987 0.109587 
電機 -0.0336055 -0.038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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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纜 -0.1282901 -0.02817 
2005 年第二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0802463 0.133533 
電機 -0.0265425 -0.04294 
電纜 0.0151002 0.15283 
2005 年第三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0040734 -0.02518 
電機 -0.0020077 0.147808 
電纜 -0.1966993 -0.02154 
 
 
2006 年第一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0254803 1.98 
電機 -0.0251141 0.169086 
電纜 0.0513864 -0.00819 
2006 年第二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0585331 0.032827 
電機 0.0656413 0.172303 
電纜 0.1612054 0.36578 
2006 年第三季 總報酬率 
產業 大盤股票 篩選股票 
電子 0.0552564 0.065381 
電機 -0.0304808 0.068217 
電纜 0.0239933 0.021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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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2 比較大盤時間長短總報酬率與篩選公司之比較 

 

 

 

 

 

 

 

 

第二節 研究建議 

1. 經加篩選門檻之條件： 

    從研究結果發現篩選公司與大盤比較之落差，可是著降低落差，

以提高精準度，故在篩選的條件下可多設下其界線，讓篩選之精準度

提高，再利用篩選方式投資降低投資風險增加獲利。 

2.灰關聯排序屬性的選擇： 

   本研究帶入灰關聯排序的屬性是以排選出最佳投資組合及其投資

權重，利用相關價量技術指標，而技術分析主要是根據過去的股價資

料，嘗試分析過去的趨勢，以預測未來的走勢做為投資的參考，當越

來越多相關技術指標種類增加，對於一般投資者在選擇上更難下判

電子類(大盤) 2002 年~2003 年 2002 年~2006 年

總報酬率 -0.05346 -0.08108 
電機類(大盤) 2002 年~2003 年 2002 年~2006 年

總報酬率 0.149394 0.077706 
電纜類(大盤) 2002 年~2003 年 2002 年~2006 年

總報酬率 -0.11158 -0.04517 
 
電子類(篩選) 2002年~2003年 2002年~2006年

總報酬率 1.489938 3.981801

電機(篩選) 2002年~2003年 2002年~2006年

總報酬率 1.32039 1.935512

電纜(篩選) 2002年~2003年 2002年~2006年

總報酬率 1.220697 3.286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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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因此，運用本研究之方法，可以找尋一個更加沒有爭議性的屬性

類別來進行本研究的灰關聯排序，使得每一投資期間所篩選出的最佳

投資組合公司能更加精確排列其投資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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