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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08年以來，從美國所爆發的金融海嘯席捲全球，幾乎沒有一個

國家能夠倖免。更嚴重的是，不但每國家都受到重創，而且幾乎每一

個國家中的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受到影響。有些人買了美國的連動

債，直接受到損失；有些人投資股票，而遭受到股價腰斬的損失。 

 

投資股票是現今相當普遍與重要的一種金融活動，投資人買賣股

票皆希望能夠提高報酬，並且能進一步去控制風險。因此，過去已有

許多的學術研究，期望能找出準確預測股價漲跌的方法，以確實降低

投資風險，並提高報酬。本研究主要運用資料探勘方法，從投資組合

中之股票選擇，運用關聯規則、K-means、粗集合、灰色理論，一併應

用在股票的篩選，利用關聯規則將過去公司的財務報表進行分析，演

算出影響股票漲跌幅度較大的因素，以K-means進行分群，將分群後的

財務指標做為粗集合理論的篩選條件，並利用股價的漲跌做為決策條

件，篩選出影響股價漲跌的核心因子、規則與門檻值，接著利用灰預

測預測出下一季的財務指標的值，再透過粗集合理論所運算出的規則

加以篩選，將所篩選出來的公司股票以整體的灰關聯度特徵的權重，

計算各個財務指標所佔的比例並加以排序，提供投資者一個投資的方

向，以達到投資避險。 

 

 

 

關鍵字：灰色理論、K-means、粗集合理論 、投資組合、 

      資料探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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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2008年，世界經濟受到經濟不景氣的肆虐，自1929年經濟大蕭條

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這一次危機所引發的金融海嘯，造成全球房

市的萎縮、股市的疲弱、經濟成長的趨緩、企業的倒閉，以及

勞動力人口的大量失業，世界經濟快速緊縮，其嚴重程度比以

往的能源機、亞洲金融風暴等金融危機更甚。在美國次級房貸風暴影

響年餘後，2008年9月中旬之後進一步演變成全球金融風暴。9月8日美

國政府接管房利美（Fannie Mae）與房地美（Freddie Mac），9月15日

受到雷曼兄弟宣佈破產、美林被迫委身美國銀行、美國國際集團 （AIG）

尋求400億美元融資遇挫三大利空影響，9月 19日美國政府計畫以

7,000億美元，收購銀行持有的不良房貸資產，使銀行免於擔心美

國房價下跌降低資產價值，得以繼續正常營運，讓金融體系回歸

正常，全案必須國會配合立法。全球股市慘跌四個交易日（圖

1-1），寫下 1929年華爾街風暴跌以來，最嚴重的紀錄。  

 

Source：IMF , Note: EESA = Emergency Economic Stabilization Act. 

圖 1-1 國庫券利率及 08年 9 月發生之金融大事件 

http://www.npf.org.tw/search?query=%E5%A4%B1%E6%A5%AD�
http://www.npf.org.tw/search?query=%E9%87%91%E8%9E%8D%E9%A2%A8%E6%9A%B4�


 亞洲股市也無一倖免，其中台股加權指數當日大跌295.86點，不

但盤中跌破6,000關卡，更創2005年10月以來新低。9月短短兩週期間，

美國主要的房貸業者、投資銀行及保險集團紛紛垮台，風暴亦蔓延至

歐洲，冰島也瀕臨破產，10月6日至10日道瓊指數跌幅更創下道瓊指數

成立112年以來單週最大跌幅，70年迄今最劣熊市。前美國聯邦準備理

事會（FED）主席葛林斯班（Alan Greenspan）也提到：「這是百年來

僅見的金融危機！」 

 

 台灣是地球村的一員，自然受到此波金融風暴的衝擊。根據金管會

的統計，台灣有 5.1 萬名投資人直接買到約 400 多億元的雷曼兄弟發行

或保證的結構債，銀行投資雷曼兄弟的債券、結構債或授信約有 162 億

元，保險公司則有 185 億元，投信基金也有 34 億元，券商則是 0.34 億

元。金管會 10 月 21 日調查更指出，共有 2 家券商、16 家銀行、1 家

票券公司及部分保險公司投資到冰島相關債券等，共計新台幣 202.6

億元，目前已認列 39 億元。 

  

除了直接衝擊之外，企業營運亦受到影響。報載中華徵信所透露百

大企業集團 2008 年上半年獲利，比 2007 年衰退了 21.56％，百大集團

中，衰退的集團數達 69 個。且下半年旺季不旺，預估衰退企業集團數

目與幅度比上半年更高。衰退集團中又以 9 個金控集團獲利損失嚴重，



若依照過去亞洲金融風暴經驗，此次可能要到 2009 年至 2010 年，台

灣經濟才會觸底。(譚瑾瑜) 

  

此次全球金融風暴，台灣股市自 9 月 15 日的 6052.45 點下跌至 10

月 24 日的 4579.62 點，不但一個多月台股指數已破 5000 點，一個多月

跌幅亦高達 24.33％，10 月 13 日起已實施兩週跌幅減半的措施(圖

1-2)，一旦取消跌幅減半措施之後，賣壓恐使台股指數繼續下跌的機率

大增。 

 

 

Source：口木看盤室 

圖 1-2 2008年至 2009年股市示意圖  

 

1.2 研究目的  

  要真正的預測股票市場的漲跌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也



沒有任何方式可以完全準確的進行股票預測，正因為沒有完美的預測

方法，所以如何提高預測準確度是值得投入研究的方向。分析各個公

司的財務指標，運用資料挖掘中關聯規則的方法對財務 指標進行

分析處理，運用分群技術將資料先行分群，再利用分類對資料進

行篩選、透 過預測方法預測股票指數等，運用上述技術建立股

票投資組合，提高投資效率 。 

1. 預測股票市場的漲跌 

2. 提高股票預測的準確度 

3. 建立一個標準化的投資程序 

4. 提供投資人做為買賣股票的參考 

 

1.3 研究範圍 

本研究主要以台灣股票市場之前 50大上市公司為研究對

象，根據台灣證券交易所資料顯示，由於金融業在基本面所需

考量之屬性，與其 他一般產業有顯著的差異， 是因為金融業的

會記科目計算方式與一般產業不同，故在此金融業不列入本研

究範圍中。本研究之原始資料期間為 2008 年第一季至 2009 

年第三季，共6 季之財務比率季資料。本研究 2008 年5 月31 

日以後才新增上市之公司亦不列入本研究範圍中。  



 

在此，有一點投資人必須特別注意的是，財務報表的發布

時間相當晚：年度報告要等  4 個月才能取得 ;半年度報告要等

2 個月 ;即使是不須簽證的第一季和第三季季報，也還要等上

一個月，而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 (TEJ)中財務報表資料建檔完

成之時間，分別說明如下 ：  

1、年度報告(證管會要求的送件日是結帳日後  4 個月內 )--

曆年制上市公司 (TSE 及OTC)於5/31 之前建檔完畢。  

2、半年度報告 (證管會要求的送件日是結帳日後  2 個月

內 )--曆年制上市公司 (TSE 及OTC)於 9/21 之前建檔完

畢。  

3、第一季報告 (證管會要求的送件日是結帳日後  1 個月

內 )--曆年制上市公司 (TSE 及OTC)於 5/31 之前建檔完

畢。  

4、第三季報告 (證管會要求的送件日是結帳日後  1 個月

內 )--曆年制上市公司 (TSE 及 OTC)於 11/15 之前建檔

完畢。  

 

第四季的年 度報告資料必須等到隔年的 5 月 31 日才能

取得，所以每一年只能操作三次。  



 

影響股市多空走勢的變數錯綜複雜，舉凡政治面、心理

面、籌碼面…等等皆有可能使得股票價格無法自由或正確的反

應出應有的價值。本研究主要是以台灣股市市場指數成份股為

研究對象以及上市上櫃各產業龍頭股為研究對象，並與 全額交

割股進而探討。  

 

1.4 研究步驟 

本研究主要依照粗集合理論、灰預測及資料探勘的研究方法而設

計，經由相關文獻探討後，尋找出研究分析的構面，訂定研究流程及

標準化投資決策模式，在進行資料搜集與整理，而後執行實證研究及

績效評估。其研究步驟詳列於下： 

 

一、建立研究動機與目的:尋求一個可提升股市預測準確度的方法。 

二、回顧相關文獻探討：搜集並整理股市交易資料與資料探勘相關文

獻，並解釋粗集合及灰色理論…等相關研究方法，如何適當地應

用於股市交易。 

三、交易資料蒐集：以台灣所有上市公司為對象，蒐集其近二年個股

的財務報表。 

四、資料整理與分析：把所收集的資料做統整，並針對所取得之各項



資料針對不同演算法，詳細定義各變數及屬性，然後建構分析平

台及一個股票投資實務的標準流程。 

五、分析投資風險：利用MATLAB篩選出每一季的地雷股進行分析與

實證。  

六、績效評估及結論建議：綜合本研究之實證結果與發現，並提出後

續研究之建議。 

 

 

 

 

 

 

 

 

 

 

 

 

 

 

 

 

 

 

 



第二章 文獻探討 
2.1 基本分析 

投資股票是現代相當普遍與重要的一種金融活動，投資人買賣股

票無非希望能夠提高報酬，並且能進一步去控制風險。因此，過去已

有許多的學術研究，期望能找出準確預測股價漲跌的方法，以確實降

低投資風險，並提高報酬。 

 

2.1.1 股票 

股票代表對某一公司的所有權，一般區分為普通股及優先股，股

票之擁有者稱為股東，普通股股東通常擁有包括選舉董事以及決定重

大事件的投票權，及經由股價的升值及股利的分配分享企業所創造出

來的利潤。優先股股東通常並不擁有投票權，但卻擁有優先分配公司

盈餘的權力，在公司清償資產時，優先股股東請求清償的權利僅次於

債權人但卻優於普通股股東。  

 

股票的價格主要由交易市場的買賣雙方決定，反映投資人對公司

未來盈餘及股利的預期，也反映出投資人對整個經濟環境變遷的預期

心理。以長期的報酬率統計來看，股票的報酬率優於其他投資工具，

但也伴隨較高的投資風險。 

 

 

 

 

 

 

 

 



2.2 資料探勘 

資料探勘（Data Mining ,DM）是近年來隨著資料庫技術和人工智

慧的發展，而出現的一門新興的技術。本節將分別說明資料庫中發掘

知識及其步驟，資料探勘的定義、功能、方法、步驟以及其應用。 

 

(張云濤及龔玲) 指出資料探勘，顧名思義就是從大量的資料中探

勘出有用的資訊，也就是說從大量的、不完全的、有雜訊的、模糊的、

隨機的實際應用資料中，發現隱含的、規律的、人們事先未知的，但

又是潛在有用的知識過程。當然，資料探勘並沒有一個完全統一的精

確定義，在不同的文獻或應用領域皆有其定義。如 (Frawley ) 認為所

謂的資料探勘就是指從資料庫中挖掘出潛在、明確、而且非常有用資

訊的過程; 學者 (Fayyad, Piatetsky-Shapiro and Smyth(1996)) .定義資

料庫中發掘知識（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簡稱 KDD）是

在資料中確認正確、新穎、潛在有用以及最終能被瞭解的樣式之重要

程序；並強調 KDD 特殊之處在於發現未知的樣式，而這些樣式是有

用的解釋或有興趣的知識，而資料探勘在 KDD 程序中是一特殊步驟-

應用特殊演算法從資 料中萃取樣式（Patterns）；也就是說資料探勘只是

知識發掘過程當中的一個步驟。 

 

廣義來說，資料探勘可解釋為資料庫之知識發掘（KDD）。也

就是說可以從一個大型資料庫裡頭所儲存的大量資料當中萃取出有

趣知識，這個大型資料庫有可能是線上作業的資料庫  (On-line 

Database)，也有可能是資料倉儲 (Data Warehouse)。 

 
 
 
 
 
 



2.2.1 知識的過程 

(曾憲雄) 指出知識發現的過程如圖 2-1 所示，可分為以下六大步

驟： 

圖 2-1 知識發現的基本步驟 
資料來源：(曾憲雄) 

 

1. 資料收集：知識發現的第一步驟是收集原始資料，而原始資料的來

源很多，像資料庫系統、Excel 表格、文字檔、網際網路等。 

 

2. 資料前置處理 : 在真實世界的資料其實是非常雜亂的，一方面來自

於收集資料的來源管道太多了，而收集資料的工具本身也許並沒有

做精確的檢查，導致收集到非常多的資料，但是這些資料並不見得

全部都可以用，許多專家認為有 80% 的時間精力是花費在資料前

置作業階段。 

3. 資料倉儲的建立 :資料倉儲包含一些整合過的資料、詳細的資料以

及整合性的資料，還包含歷史性的資料和描述資料綱要的資料。 



 

4. 資料探勘 (Data Mining)：用來將資料中隱藏的資訊挖掘出來，它使

用了許多統計分析和模型化的方法，到資料中尋找有用的樣式和關

聯性。 

 

5. 樣式評估：資料探勘所萃取出的知識不見得每一個都是我們所需要

的，所以需要評估所探勘出來的知識是否真的有用，因為探勘工具

所探勘出來的東西，有些是有意義的、有些是沒有意義的。所以樣

式評估的主要目的在去蕪存菁，留下有用的知識提供給末端使用者。 

 

6. 結果展示：複雜的探勘結果要讓末端使用者看懂並不容易，通常需

要一個圖形的介面來呈現這些結果，讓使用者能迅速了解探勘的結

果並加以運用。 

 

2.2.2 資料探勘的流程 

資料探勘的流程也可以用另一種名詞來解釋為資料探勘的生命週

期(Life Cycle) 包含以下步驟： 

 

1. 定義問題：此步驟包含清楚地定義資料探勘的標的、定義整個資料

探勘的目標與分析產生的問題是否可以用資料探勘的技術來解決，

以及如何運用資料探勘後所得結果來解決問題。 

 

2. 資料的蒐集與選擇：當問題定義之後，此階段主要工作項目為定義

所需資料，並進行資料的蒐集以及從資料庫中選擇資料。 

 

3. 資料的預備：在資料探勘的流程中，資料的預備扮演非常重要的角

色，此步驟主要建立在可探勘的資料上，其最主的目的在清理資料，



並將資料轉換成進行資料探勘所需的格式以及在一些特殊的資料探

勘任務中，特別是預測目的的任務，將資料分成數個集合，例如： 

(1) 訓練資料集：用來建立最初模式的資料。 

(2) 測試資料集：用來調整最初模式，並使之一般化的資料。 

(3) 評估資料集：用來產生對於模式效率評估值的資料。 

 

4. 選擇資料探勘的方法：此步驟可細分為二個步驟： 

(1) 選擇一個模式或演算法。 

(2) 選擇模式或演算法的參數。 

5. 訓練/測試資料或應用演算法：在擁有可進行資料探勘所需的資料後，

選擇合適的演算法及決定相關的參數後，接下來則是實際的利用資

料探勘的模式或演算法，進行資料的訓練與測試。 

6.  

7. 模式最後的評估和整合：在進行資料探勘所需的相關任務之後，最

後透過評估所得的結果作整合與呈現相關的結果。 

 

 

資料探勘是一段反覆的過程，包含相互的聯繫動作，最後作應用

也隨著不同的運用需求或資料基礎不同，其所探勘的步驟也會不同。 

 

本研究並以 (丁一賢及陳牧言) 所提出的過程標準，針對老舊校舍

改建評估發展出辨識校舍需改建的預測模式，做為本研究之參考。 



 
 

圖 2-2 資料探勘流程圖 
資料來源：(丁一賢及陳牧言) 

 
 

 

 

 

 

 

 

 

 

 



2.2.3 資料探勘的技術 

(曾憲雄等) 指出資料探勘常用的技術有： 

 

1. 傳統技術：是以統計分析為代表，包括統計學中的敘述統計、機率

論、迴歸分析、類別資料分析等。由於資料探勘的對象

大多是變數繁多而且筆數龐大的資料，因此可用高等統

計學裡所含括的變因分析  (Factor Analysis) 來精簡

變數、用區隔分析(Discriminated Analysis) 來做分類，以

及用群集分析 (Cluster Analysis) 來區分資料的群體等。 

 

2. 改良技術方面：運用了各種人工智慧的方法，例如類神經網路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決策樹 (Decision 

Tree)、基因演算法 (Genetic Algorithms)、規則

推論法(Rules Induction) 以及模糊理論 (Fuzzy 

Logic) 等。 

 
基本上在資料探勘領域中，並沒有任何所謂唯一的技術可以解決

所有的問題，唯有深入了解每個技術層面的使用方法與時機，才能一

一解決問題。因此在做資料探勘時，隨著處理對象不同，選擇的探勘

技術也會有所不同。 



 
圖 2-3 資料探勘流程圖 

資料來源：(丁一賢及陳牧言) 
 

在資料挖掘的研究中，(孫惠民) 有幾種主要的研究技術，這些技

術分別是：關聯規則（Association Rules）、分類（Classification）、

分群(Clustering)等，這些技術可運用在決策及市場預測等活動中，提

供決策者一個決策的參考資訊。 

 

2.3 灰色系統理論分析 

灰色理論是由 (鄧聚龍) 教授(1982)提出的，其主要用途是針對在

系統模型不明確、資訊不完整的狀況下，對系統進行關聯分析和模型

建構，藉由預測及決策之方法來解  決人們自己的行為及特微。主張

人們在處於對系統環境認識不清楚的情況下，依據不完全、不確定的

資訊，來解決自己所產生的問題。 

 

灰色系統理論將一切隨機過程看作是在一定範圍內變化的灰色

量，將所有資訊信息歸類為白、灰、黑三類，白信息為確定且清楚的

信息，黑信息代表對完全未知的資訊，而介於其間的即是灰信息；若

系統中的資訊或信息牽涉到灰信息，則稱為灰色系統。只需少量的數



據，即可通過生成變換來建立灰色模型。灰色系統理論與其他分析法

的不同在於，灰色系統理論強調只要少量的灰信息，就可以利用決策

流程以進行分析與預測。 

 

2.3.1 灰預測 

灰色理論系統由 (鄧聚龍) (1982)教授所提出，其理論中包含了各

種不同領域之應用，其中灰預測是極為重要的部分之一。然而這個具

有一階一個變數的灰色模型稱為 GM(1,1)模型，而其 GM (1,l)為此理論

中應用層面最為廣泛的預測模型。 

 

灰預測之所以被廣泛應用，是因為可以僅利用少數的資料，建立

生成建模的方法，其建立所需之預測模型，即為了達到預測的目的。

但其預測的精確度不高，因此有許多的研究，是對此理論的改良，例

如，(羅傑瀛、林彥宏、王正賢) 利用迴歸模 型對於誤差的變化予以模

式化，進而能將下一期之預測結果進行修正調整。透過實際之數據資

料進行驗證，改良後之 GM(1,1)  預測方法與誤差修正方法之結合確實

有效 提升原始 GM(1,1)  模型之預測精準度。(許寶東、陳清燿、羅啟

豪) 以出國旅客為主 要的研究對象進行預測，並與相關預測方法進行

模式精確度檢驗與誤差值檢驗之比對。 

 

2.3.2 灰關聯方法（Grey relation）  

1. 灰關聯分析（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灰色關聯分析，即對灰色系統因素之間的發展動態進行定量比較

分析，它是一種 根據因素與因素之間發展趨勢的相似或相異程度(關聯

度)來衡量因素間關聯程度的方法，把系統有關因素間的各種關係，一

一呈現出來，當做系統決策、預測，提供有用信息和比較可靠的依據，



這種分析模式可將灰色系統內各因素間灰關係清晰化，(白振義) 針對

灰色關聯分析研究提出以下特點： 

(一) 所建立的模型乃屬非函數形之序列模型。 

(二) 計算方法簡便易行。 

(三) 對樣本數量多寡沒有過份要求。 

(四) 不要求序列數據必須符合常態分配。 

(五) 不會產生與定性分析相徑庭之矛盾結論。 

2. 灰關聯度 

 灰關聯度為一種描述資料序列之間相互關係大小的測度，其具有

整體性測量的特性，而在求灰色關聯度時，如果只取一個序列 x0 (k ) 

為參考序列時，稱為局部性（Localized）灰色關聯度。如果其中的任

何一個序列 xi (k ) 均可為參考序列時，稱為整體性灰色關聯度。在目

前所發展的灰色關聯度中，可以分成兩大系列，一是存在著辨識係數，

主要的目的是使數學模式能顧及到整體的中庸性及補足四大公理的完

整性。但是在分析過程中由於辨識係數的存在，會使得灰關聯度的結

果成為超平面的情況而造成只能做排序的分析， 不能做計量分析之用。 

 

 

2.3 關聯規則 

關聯規則是由 (Agrawal) 於1993年首先提出的，關聯規則其原理

如下所述：假設在一個存在多筆交易紀錄的交易資料庫中，每筆交易

紀錄皆記錄顧客所購買的項目。關聯規則即是用來表示各個項目之間

的關係，假設顧客買A產品後接著會買B產品，利用關聯規則的形式來

表示為“ A → B ＂(Support：10%，Confidence：60%)，其中的支持

度（S：Support）是用來表示資料庫中有10%的顧客在買A產品後再購

買B產品，而信賴度(C：Confidence)是表示在A產品出現的條件下，B

產品也一起出現的條件機率。 



 

關聯規則主要是協助尋找資料庫中資料與資料之間的相互關係，

其定義為：假設 

 

I={i1, i2, i3, … ., in}，I 為所有商品項目(items)所成的集合，一筆

交易(Transaction)紀錄階紀錄某一顧客於某次所購買的商品明細。交易

資料庫(transaction database)則是由許多交易資料所組成。交易資料庫

中的交易資料，包括交易編號、客戶編號、所購買的項目、時間…等。

項目集是由項目所構成，每一次交易即為一個項 目集，項目集長度

(length)為項目集所包含項目的個數，一個長度為K的項目集，我們稱

此項目集為k-項目集 (Brianton Geoffrey)。 

 

關聯規則的形式如左所示“ X → Y[Support,Confidence]”，其中X 

⊂ I ，Y ⊂ I ，X ∩Y =φ ，語意為「IF X Then Y 」， X 表示為因，

Y 表示為果，在此關聯規則有包含兩個重要的因素： 

 

1. 支持度(Support；s)：指X 此資料項目在資料庫D中所佔的比例，

且s 介於零到壹之間( 0 < s ≤ 1)，而s(X → Y) 

形式為P(X ∪Y)，表示為同時發生X 與Y 的

兩個交易項目的機率。 

 

2. 信賴度(Confidence；c)：表示發生某事件的情況下，發生另一事件

的機率，亦可視為關聯的強度。如 c(X 

→ Y) 形式為P(Y | X )，表示為在X 資

料項目下，發生Y資料項目之機率，且 

c 介於零到壹之間( 0 < c ≤ 1)。 

 



一個有效的關聯規則，其支持度與信賴度必須要大於或等於研究

者所定之最小支持度及最小信賴度，只有滿足這兩個條件的關聯規則

才具有意義與代表性。 

 

表2.3  關聯規則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于還莒(民 89) 應用資料探勘技術 
於一對一行銷系統 

關聯規則。 透過關聯規則分析

消費者之間的相互

關係，進而分群以

利行銷。 

陳啟仁(民 93) 網站用戶行為模型 
分析之研究。 

數位學習、網站挖 
掘、關聯規則。 

利用關聯規則找出 
使用者的習慣，以 
計算偏好度，作為  
網站個人化行銷的

準則。 
林惠雯(民 94) 台灣股票市場與國 

際股票市場及匯率  
關聯性探勘之研究 

關聯規則 利用關聯法則中的

Apriori 演算法，以

最小支持度、最小

可靠度與增益值做

為門檻值，尋找關

聯法則，做為在選

擇投資類股上的參

考依據。 
史育英(民 94) 資料探勘技術運用 

在股市序列樣型技  
術分析之研究 

關聯規則 利用關聯規則的技

術建構台灣股票期

貨市場指數期貨的

操作行為模式，以

提供投資者作正確

的金融投資決策。 

 

 

 

 



2.4 集群分析 

集群分析(Cluster Analysis)是一種一般邏輯性程序，它能根據相似

性與相異性，客觀的將相似者歸集在同一集群(cluster)內。所謂「集群」

就是相似事物之集合，集群是分類 (classification)的同義字，集群的形

成是根據某種準則進行分類而得。它的目的在辨認某些特性相似的事

物，並將這些事物按照這些特性，劃分成幾個集群，使在同一集群內

的事物具有高度同質性。而不同集群間的事物具有高度相異性。 

 
2.4.1K-means 

資料挖掘是一種可以從資料庫中分析原始資料，將隱含的、先前

並不知道的的資訊從資料庫中萃取出來的技術。而空間資料挖掘是資

料挖掘中的一個分支，它主要用在處理空間資料。在空間資料挖掘

中，資料分群(data clustering)乃是從原始資料中發掘出我們有興趣的資

料，是一種非常有用的技術。將所有樣本點分割為K個原始群集，此K

個群集重心稱為種子點(SEED POINT)。重複針對每一樣本，計算比較

該樣本在該群中之差離差平方和以及失去該樣本後該群之離差平方

和。若失去該樣本後可使離差平方和降低，便將該樣本改為指定至其

他群集中，重新上述之計算，目的是要使各群中之 離差平方和最小化。

重複動作直到其收斂，各樣本不需重新指派到其他群集中，便可完成

分群(張紘愷，「應用分群技術於資料探勘之研究」) (民國 93 年)。 

 

K-means演算法透過持續重複的尋找較前一次為佳的群集中心，直

到失真值開始收斂則獲得群集結果(Alsabti,1997)。而在眾多的群集分析

方法中，K-means演算法是最常被使用的方法之一(Pelleg,1997)，原因在

於其具備以下之優點：(1)概念較為簡單；(2)對於較大的資料集合也能

夠有很好的效率；(3)有較高的可擴充性。於K-means 演算法以及大多

數劃分式群集分析方法係透過循環漸進(iterative)的方式以獲得最終之



群集結果(Pham,2004)。 

 

2.5 分類技術 

分類（classification）可按照分析對象的屬性分門別類加以定義，

建立類組（class）。例如將信用卡申請者的風險屬性，區分為高度風

險申請者、中度風險申請者及低度風險申請者。分類的模型可用以對

一些已經分類的資料來研究它們的特徵，再根據這些特徵對其他未經

分類或是新的資料作預測，用以找出特徵的已分類資料，通常來自現

有的歷史資料，或對一個完整資料庫作部份取樣，再經由此模型作預

測。  

 

2.5.1 粗集合理論 

粗集合理論(Rough Sets Theory)是由波蘭Z.Pawlak(1982)提出的一

種數據分析理論，是一種研究模糊與不確定關係的理論方法。理論上，

在資訊系統中，收集完整的屬性資料便能將問題完全表達。粗集合理

論是近代新的數學理論方法，又稱為Pawlak’s 模式(Dominik Slezak, 

Wojciech Ziarko,2005)，它是處理資訊不確定、不完備的專家系統，可

進行挖掘資料中的數據資料集合，發現潛在的決策規則和知識。(陳利

銓, 民國91 年) 

利用粗集合理論來解決問題的領域有： 

1.不確定或不嚴密知識的表達 

2.靠經驗學習或經由經驗獲得知識的領域 

3.知識分析 

4.衝突分析及研究 

5.具有一致性及重復性資料模型出現與否的有效資訊的品質評估 

6.依據資料的評估及確認 



7.近似模型的分類 

8.對於不確定性的驗證 

9.資料簡化過程中的資訊保存 

 

主要的功能是利用集合論中的下近似集(lower approximations) 和

上近似集(upper approximations)之差集，藉著條件機率的概念，將已分

類的集合加以計算，求出客觀之結果。在運算的過程之中，利用所提

出的決策系統(decision system)，針對問題進行描述，並將結果建立在

直觀的二維決策表的基礎之上。決策表上的每一列描述一個對象，每

一行則表示一種屬性或因子，包括條件屬性與及決策屬性，而最後一

行稱為決策規則。在不丟失任何的資訊之下，可以得到與原決策系統

相同的知識，但此時的狀態為最小條件的屬性，並保持和原決策系統

相同分類能力的最簡形式。(溫坤禮, 民國 93 年) 

 

 

 

 

 

 

 

 

 

 

 

 

 

 

 

 

 

 



表 2.5粗集合理論相關研究  

研究者 研究主題 研究方法 實證結果 

陳柏翰(民 89) 以 RSS 演算法挖

掘股市交易資料之

研究 

資料挖掘、約略集

合、關連規則、序

列樣式 

以股市交易資料為

例，將可能影響公

司股價當作條件屬

性，而將公司股價

漲跌情形當作是決

定屬性。先將對決

策屬性有重要影響

的條件屬性找出，

過濾掉對決策屬性

無幫助的條件屬

性，接著再進行序

列樣式的尋找，找

出最長的序列樣式

後，最後進行關連

規則的尋找。 
賴佩君(民 92) 灰色系統、模糊理

論與約略集理論於

權變投資組合保險

策略之應用 

權變投資組合保

險、人工智慧、粗

糙集理論、模糊理

論、灰色理論 

灰關聯分析法與模

糊-約略集合法，報

酬率普遍上優於濾

嘴法則。灰關聯分

析法適合短期投

資，而模糊約略集

合法較適合長期投

資。權變投資組合

保險策略的績效優

於買入持有策略，

而買入持有策略的

績效又優於複製性

賣權策略。 
吳忠原(民 95) 結合粗略集合論、

支援向量機及最佳

化演算法於財務系

統之應用 

粗略集合、技術指

標、自組織映射圖

網路、支援向量機 

針對技術指標分析

能力的不完整，利用

粗略集合論結合技

術指標使用方式，使

投資者明確地知道

股價漲跌幅度。 

 
 



第參章 研究方法 
一般股市預測所考量的指標於國內外已有許多相關研究，但由於

資料取得不易及某些資訊不足，故本次研究利用台灣 2008 年第一季

~2009 年第三季間上市股票公開財經指標為條件屬性，綜而言之，本

研究可歸納有下列幾個方向： 

一、  利用關聯規則針對公司的財務報表分析，演算出影響股票漲跌

幅度較大的因素。 

二、  接著進行K-means分群，分群後的財務指標做為粗集合 理論的篩

選條件，並利用股價的漲跌做為決策條件。 

三、  利用資料探勘針對企業財務報表進行分析處理、萃取、

進而得到存在於資料中的資訊加以運用做為決策依據。 

四、  利用灰關聯每一季風險較高的公司，再透過實證分析規則加以

舉證。 

五、  建立一個標準化投資程序供投資人做為參考。  

 

決策屬性的功用則是站在投資人的角度，來檢視公司之獲利性是

否良好，以作為篩選投資標的之依據。 

 

3.1 投資三要點 

1、 時間:投資的意義在於犧牲目前的消費以換取未來的利益，因此投

資的期間自然為投資者所需考慮的因素。 

2、 報酬:對投資人而言，投資就是為了要獲利，因此投資人會選擇報

酬率高的投資標的，但由於未來證劵的價格是無法準確預測的，

因此投資人僅可利用相關分析方法來求取預期報酬。預期報酬可

以分成兩部分 :投資收益 (Investment Income)及資本利得 (Capital 

Gain)，前者是指債券的利息及股票所發放的股利，後者為證券買



賣的價差。 

3、 風險:風險是指投資報酬的不確定性，即預期報酬與實際報酬發生

差異的可能性。一般而言，在其他情況不變之下，報酬與風險呈

正向關係，即當投資風險愈大時，投資人所要求的報酬 率會愈高，

但此處所稱的要求報酬率是屬於預期報酬率，因此風險高，事後

實際報酬率不一會高。 

 

投資時的『投資策略』就是要決定買賣什麼、何時買賣及買賣多

少的原則。如 3-1 圖所示，完整的投資組合策略應該包括「選股」、「擇

時」及「資金配置」等三大方向，三者缺一不可。 

「選股」：決定該買什麼股票(what) 

「擇時」：決定何時買賣(when) 

「資金配置」：決定要買多少(how many)。 

綜合這三個面向的規劃，就可以依照這套完整的投資組合策略來

進行操作投資了。 

 
 

 

1、在『選股策略』方面，本研究採用改良式的粗集合理論，根據篩選

出的條件屬性與決策屬性加以應用；並以利用MATLAB 程式中灰

關聯、灰預測及粗集合理論…等，進行資料整理與篩選，預期報酬

最大之投資組合；或各預期報酬下，總風險最低的投資組合。將挑

選股策略 

擇時策略 資金配置策略  投資組合 

投資績效 

圖 3-1投資組合策略 



出的投資組合連線，就是所要的效率前緣(Efficient Frontier)。 

2、依此概念，即可組成最佳的投資組合──挑股、及決定權重。以下

我們就一一的來詳細介紹，每一個部分的實際操作過程與應該考慮

的每個步驟，以建構出一套具有系統化、資訊化的投資策 略工具，

作為投資人在進行投資時之參考依據。 

3、本研究所建構之投資策略主要可分為兩個，第一個為利用動態廣義

式變精度粗集合預測模型，來做為篩選機制的『選股策略模型』。 

 

雖然電腦程式交易在許多方面都優於人工操盤，但電腦的人工智

慧與操盤決策邏輯是人腦灌輸的，因此設計決策系統的專業知識與市

場經驗很重要。建構這些不同的資訊與模組其實並不容易，原則上，

若能克服，電腦程式交易所精算出來的結果，從統計學概念上看來，

是具有相當的準確度與可信度的。 

 
表3-1 程式交易與人工操作之優缺點比較 

 程式交易 人工操作 

交易策略 
太偏理論基礎，市場經驗

薄弱。 
操盤人專業及經驗很重

要。 

執行決策 依指示執行，較客觀。 
依操盤人主觀認定，心情

容易波動起伏。 
停損執行 按電腦指示執行較確實。 執行時易產生心理障礙。 

市場衝擊 
對快市或突發重大利多

或利空因素較無法掌握

變通。 

遇特殊市場行情時，經驗

操盤手可立即產生替代

策略。 

除錯 
電腦錯價或當機時計算

出之決策會產生錯誤。 
依操盤人的經驗技術決

策，可輕易判別不合理之

價位。 

部位管理 
可同時監控多種商品之

及時交易及帳戶管理。 
無法監控多組帳戶，及時

損益不易計算掌握。 

穩定度 
依據計算結果執行決策

績效及操作部位穩定。 
隨著操盤人的情緒起

伏，績效易受到外在因素

影響較不穩定。 
執行者 專業的需求不必太高，但 需要較專業且經驗豐富



仍需要對系統及市場衝

擊有經驗的人來執行。 
之專家來操作執行。 

 

3.2 股票篩選系統操作流程步驟 
步驟一、資料搜集與屬性之決定 

在進行股票篩選之前必須先決定欲探討之範圍與對象，並確定條

件屬性與決策屬性的選擇；在決定屬性之後，選擇適當的資料庫，再

根據想要的研究期間搜集相關之財務比率資料，且資料頻率為季資

料。條件屬性的選擇，是用來檢測一家公司的體質好壞，本研究建議

可以就經營能力、獲利能力、償債能力、成長比率與每股比率，這五

大分類來選擇條件屬性；而決策屬性的功用則是站在投資人的角度來

檢視公司之獲利性是否良好，以作為篩選投資標的之依據。 

 

步驟二、資料前處理 

搜集到相關的研究資料之後，必須先對資料作初步的處理，以提

高資料的可用性。首先，將資料中遺漏的值作補齊的動作，因為資料

中如果有空缺的值，則無法進行系統之操作；本研究採用灰預測與內

插法來處理遺漏值的問題，若無法處理該筆資料則將該公司之屬性給

予全部刪除。在實務的操作中，研究資料常常會出現相對來說非常大

或非常小的數值，也就是所謂的極端值；本研究的做法是設定一個區

間，若該筆資料超出這個區間則視為極端值，則將該筆資料設為此區

間的門檻上。最後，將研究資料中，有被列入全額交割股之股票給予

刪除，因為全額交割股不管做多或做空皆無操作之價值，且具有很高

之風險。 

 

步驟三：編製不確定性資訊系統表 

將經過前處理好的每一季財務比率資料，編製成不確定性資訊系

統表，如表 4.1所示，本研究所使用的不確定性資訊系統是建立在 Pawlak



所定義的資訊系統之基礎上[Paw82]，並以不確定性與不同的重要性來

處理元素。在不確定性資訊系統中，每個元素皆有一個不確定性 u 與

一個重要性 d，不確定性 u 是在區間 0~1 之間的實數；假如不確定性 u

等於 1，它表示是一個完全正的元素，若不確定性 u 等於 0，即表示是

一個完全負的元素。重要性則是表示在資訊系統中元素的重要程度，

在不確定性資訊系統中，d*u 表示正的分類，且 d*(1-u)表示負的分類；

例如在表 4.1 中表示出了不確定性資訊系統的分類，不確定性資訊系統

(UIS)之定義如下： 

 

, , ,{ } , ,a a CUIS U C D VAL u d∈=< >  
 

其中，U 表示為元素的非空集合、C 表示條件屬性的非空集合、D

為含有不確定性 u 的決策屬性、 aVAL 是條件屬性 a 的類別且至少含有

兩個元素，不確定性 u 則是針對決策屬性，d 表示元素的重要度。 

 

 

 

 
表3.2 不確定性資訊系統表(Uncertain Information System; UIS) 

不確定性資訊系統 UIS 

Obj 
R 

C dec D 
C1 C2 C3   Cn dec1 dec2 dec3  decm iD  

1x  11c  12c  13c    
1nc  11dec  12dec  13dec    

1mdec  1D  

2x  21c  22c  23c    
2nc  21dec  22dec  23dec    

2mdec  2D  

3x  31c  32c  33c    
3nc  31dec  32dec  33dec    

3mdec  3D  

                        
ix  1ic  2ic  3ic    

inc  1idec  2idec  3idec    
imdec  iD  

 

3.3 粗集合理論 



粗集合理論是於學者 Pawlak 所提出來的數學方法，於處理不確

定、不完備的知識的專家系統。粗集合主要對於不確定性的資料進行

分析，然而，在粗集合中提出之決策分析的方法，是用來找出物件的

關鍵屬性，建立物件屬性集合的上下近似集合，粗集合中常常是以資

訊系統來作為物件屬性的顯現方式，若是資訊系統除了物件的條件屬

性外還包含了決策屬性，則一般稱之為決策表(雷賀君,民國 94 年)。在

粗集合理論的第一個部份即是決策表的建立，決策表是由所要分析的

資料所組成；接著找出各個屬性之間的不可區分關係，接著以屬性約

簡及尋找核即是找出所有可能的最小屬性集合；然後再以上、下限近

似集作為資料分類，最後就是找出最有分類結果的決策規則了(賴威利, 

民國 94 年)。粗集合理論中的近似集合和邊界域的定義，粗集合理論有

幾個基本定義。 

 

3.3.1粗集合理論基本定義 
資訊系統S=(U,A,Va,f) 

U 是有限非空物件集合的論域集合。 

A 是整體屬性集合，可以是特性、變數。 

A =CD ，C為條件屬性，D 則是決策屬性。 

f {U Va,aA} Va 為 a 的定義域，f 為資訊函數。 

下近似集合： 

上近似集合： 

邊 界 域 ： 

負 域   ： 

 

3.4 灰色系統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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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為不受限於樣本數量必須大的條件，其

應用範圍日趨廣泛，由於這種方法能使灰色系統各因素之間的「灰」

關係「白」化，所以把它稱之為灰色關聯分析。 

 

3.4.1 灰色預測(GM(1,1)) 
以下式子為一階一個變數的灰色預測GM(1,1)模型， 

 

將式(1)的原始數據作累加生成 

 

建立GM 模型 

 

 

式(3)中的a,b兩參數可由最小平方法來求出來: 

 

 

 

 

 

 

 

 

 

 

 

 

 

將參數a,b代入微分方程式中，可求得離散響應函數為 



 

 

 

從上式中可以得到一組序列，但是因為一開始建了累加生成

(AGO生成)，所以必須再作逆累加生成式(8)(IAGO 生成)還原。 

 

如此，就可得到一組預測序列。 

 

3.4.2 灰色關聯生成 
在灰色系統理論中的灰色關聯生成，可在一些要處理可是卻又紊

亂無章的數據之中，以此方法將被覆蓋的規律和特徵使其浮現。另一

個說法即是提高數據的規律性，利用此方法使其降低數據之中的隨機

性，也就是就數找數的規律數據處理的方法。(紀隆裕，民國94年) 

效果測度(望大、望小、望目)： 

1. 望大之型式：希望目標越大越好時。 

 

 

 

2. 望小之型式：希望目標越小越好時。 

 

 

 

3. 望目之型式：希望目標介於最大與最小之間。 

 

 

在式子中       ：灰色關聯生成後之數值。 

 

 



 

 

中選定的值。 

 

3.4.3 灰色關聯分析 

灰色關聯分析是依灰色關聯度來作為衡量因素之間關聯程度的大

小。即對灰色系統因素之間的發展動態進行定量比較分析。（俞宏昌，

民國89 年） 

1. 灰色關聯系數 

 

 

2. 灰色關聯度 

 

 

3.5 K-means 
約在一九六七年，由學者 J. B. MacQueen 提出 K-means，是最早

的組群化資訊技術。K-means 演算法是以叢集內資料物件平均值作為叢

集的中心。假設將資料分為三群，就以亂數隨機選擇三個數來做為三

群的中心，再以每一數與群中心之距離，移動至與其較接近之群組，

再計算其新的中心值，一直重覆至群內之元素不再變動為止。 

 
 
 

為所屬的   群之中心座標，  為需分成的群數 

以下用一個簡單的範例來說明K-means 分群演算法的運作，範例是將

所給定的集合   ，分為三個群組： 

={1,5,3,2,9,10,4,11,6,2} 



 
 

 
圖 3-2 K-means 範例圖 

 

 

 

 

 

 



動態廣義式變精度粗集合預測模型 

條件屬性的刪減 

 

計算相對分類誤差 決策屬性的合併 

 

 

模型近似集之篩選 

趨勢資料形成 

 

使用 K-means數值轉換工具 

 

資料推論 

 

編製資訊系統表 

 

資料搜集與屬性之決定 

資料前處理 

 

結果檢測 

 

完成初步投資組合篩選 

進一步篩選投資標的 

補齊資料、處理

極端值、刪除全

額交割股 

 

 

 

 

 

第四章 實證研究 

4.1 流程架構圖 

 
 
 
 
 
 
 
 
 
 
 
 
 
 
 
 
 
 
 
 
 



 
 
 
 
 
 

圖 4-1 本研究股票篩選系統架構圖 

 
如上圖 4-1 所示，本研究根據動態廣義式變精度粗集合預測模型，

發展出一套標準化股票篩選程序，對台灣股票市場進行投資標的之篩

選，以找出最佳的投資組合；以下使用由上而下的分析法，一步一步

的來說明資料處理的過程。 

 

4.2 實證資料選擇與屬性決定之說明 

實證資料選擇與屬性決定之說明  本研究主要以台灣股票市場之

上市公司為研究對象，其中，由於金融業在基本面所需考量之屬性，

與其他一般產業有顯著的差異，故在此金融業不列入本研究範圍中；

全額交割股因不具投資操作上之效益，故亦不納入。且為了樣本之一

致性，本研究 2008 年 5 月 31 日以後才新增上市之公司亦不列入本

研究範圍中。原始資 料期間為 2008 年第一季至 2009 年第三季，共 6 

季之財務比率季資料。資料來源：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 

 
表 4.1歷年來金融類股之上市公司  

代碼 公司 代碼 公司 代碼 公司 
2801 彰銀 2814 兆豐票券 2837 萬泰銀 
2802 一銀 2815 中信銀 2838 聯邦銀 
2803 華銀 2820 華票 2839 建華銀 
2804 開發 2821 復華 2840 玉山銀 
2806 兆豐商銀 2824 交銀 2843 復華銀 
2807 竹商銀 2826 國泰世華 2844 台新銀 
2808 北商銀 2827 中聯 2845 遠東銀 



2809 京城銀 2830 台北富邦 2847 大眾銀 
2811 東企 2831 中華銀行 2849 安泰銀 
2812 台中銀 2834 台企銀 5854 合庫 
2813 國票 2836 高雄銀 M2800 金融保險 
 

 

表 4.2條件屬性與決策屬性計算說明  

屬性 財務指標 計算說明 

條  
件  
屬  

性 

每股淨值 (A) 

**庫藏股數 (T240F) 係母公司之庫藏股股數 +子公

司持有母公司股票之股數  
**自 2000/12 起，公司可在一定的範圍內買回自家

股票，另 2000/7 財會準則 30 號 "庫藏股票會計處理

準則" 發布，自 2001/12 起，子公司持有母公司股

票亦視同庫藏股票處理。  
非合併： = (股東權益-特別股股本)/(普通股股本+增
資準備-庫藏股股數*10)*10  
合併： =(股東權益-特別股股本-少數股權)/(普通股

股本+增資準備-庫藏股股數*10)*10  
= (T2000 -T2120) /(T2110 +T2300 -T240F *10) *10  
= (T2000 -T2120 -M2900) /(T2110 +T2300 -T240F 
*10) *10  

每股現金流量 
= (來自營業之現金流量 -特別股股息) /加權平均股

本 *10 = (T7210-T2117)/T2115*10 

每股營業額(元) 

普通股股本、特別股股本、增資準備及庫藏股數均

使用當年度最後一季之季底資料。 
例如普通股股本 Q1 時為 100、Q4 時為 200，此時會

回溯將 Q1 之普通股股本以 Q4 之 200 計算。  
= 營業收入淨額 /(普通股股本 +特別股股本 +增資

準備 -庫藏股數 *10) *10 = T3100 /(T2110 +T2120 
+T2300 -T240F *10) *10 



每股營業利益

(元) 

普通股股本、特別股股本、增資準備及庫藏股數均

使用當年度最後一季之季底資料。例如普通股股本

Q1 時為 100、Q4 時為 200，此時會回溯將 Q1 之普

通股股本以 Q4 之 200 計算。  
= 營業利益 /(普通股股本 +特別股股本 +增資準備 
-庫藏股數 *10) *10  
= T3395 /(T2110 +T2120 +T2300 -T240F *10) *10 

 

總資產報酬成長

率 

所得稅法修正，自 2010 年後所得稅率由 25%降為

20%，故 2010 年以前所計算之比率  均乘上

(1-25%)，2010 年以後所計算之比率均乘上(1-20%)。  
= (稅後息前折舊前淨利 -去年同期稅後息前折舊前

淨利)/期初資產總額 *100  
= {[本期稅後淨利 +(利息支出 +折舊 +攤提) *(1 
-25%)] -[去年同期稅後淨利 +去年同期利息支出 +
去年同期折舊 +去年同期攤提) *(1-25%)]} /期初資

產 總額 *100  
={[T3950+(T3510+T7211+T7212)*(1-0.25)]-(L3950+
(L3510+L7211+L7212) *(1-25%)]} /B0010*100 

營收成長率 
=(營業收入淨額 -去年同期營業收入淨額) /ABS(去
年同期營業收入淨額) *100%  
= (T3100 -L3100) /ABS(L3100) *100%  

營業毛利成長率 
= (營業毛利-去年同期營業毛利) /ABS(去年同期營

業毛利)*100%  
= (T3295 -L3295) /ABS(L3295)*100% 

營業利益成長率 
= (營業利益 -去年同期營業利益) /ABS(去年同期營

業利益) *100  
= (T3395 -L3395)/ABS(L3395)*100% 

決  

策  

屬  

性 

負債比率％ 
= 負債總額 /資產總額 *100(%)  
= T1000/T0010*100(%)  

每股稅前淨利

(元) 
= (稅前淨利 -特別股股息) /加權平均股本 *10  
= (T3900 -T2117) /T2115*10 

總資產成長率 
= (資產總額 -去年同期資產總額 /ABS(去年同期資

產總額) *100%  
= (T0010 -L0010) /ABS(L0010) *100% 



 

 

 

 

 

 

 

4.3 實證步驟說明 

步驟一：資料搜集與屬性之決定 

本研究以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TEJ)與時報資訊資料庫為實證資料

來源，擷取 2008 年第一季至 2009 年第三季，台灣股票市場之一般產

業上市公司的財務比率資料，資料頻率為季資料，共包括 8 個條件屬

性、3 個決策屬性。 

 

在進行股票篩選之前必須先決定欲探討之範圍與對象，並確定條

件屬性與決策屬性的選擇；在決定屬性之後，選擇適當的資料庫，再

根據想要的研究期間搜集相關之財務比率資料，且資料頻率為季資

料。條件屬性的選擇，是用來檢測一家公司的體質好壞，本研究建議

可以就經營能力、獲利能力、償債能力、成長比率與每股比率，這五

大分類來選擇條件屬性；而決策屬性的功用則是站在投資人的角度，

來檢視公司之獲利性及基本面是否有潛藏的危機，以作為篩選投資標

的之依據。 

 

步驟二：資料前處理(填補空缺值、修正極端值) 

採集到相關的研究資料之後，須先對原始資料作初步的處理，以

提高資料的可用性。以圖 4-2 為例，在進行股票篩選之前，必須先將研

究資料進行前處理，資料前處理主要可分為二個部分:第一個部分則為



補齊資料，將資料中遺漏的值作補齊的動作，因為資料中如果有空缺

的值，則無法進行系統之操作。最後一個部分則是極端值的處理，在

實務的操作中，研究資料常常會出現相對來說非常大或非常小的數

值，也就是所謂的極端值；本研究的做法是設定一個區間，若該筆資

料超出這個區間則視為極端值，則將該筆資料設為此區間的門檻上。

在補齊資料以及極端值之處理皆利用 Matlab 軟體系統來處理。 

 

 

 

 

 

 

 

 
 
 
 
 
 
 
 
 
 
 
 
 
 
 
 
 
 
 

圖 4-2 本研究軟體 MATLAB 填補空缺值 
 

 

 

 

 

 



  

 
 
 

圖 4-3 本研究軟體 MATLAB 修正極端值 

 

步驟三：編制不確定資訊系統表 (UIS) 

 

 

 

 

 

 

 

 

 

 

 

Uncertain Information Systems 

Obj 
R 

條件屬性 決策屬性 
C1 C2 … C8 Dec1 Dec2 Dec3 

1101 台泥 24.87 0.26 … -84.72 24.57 0.4 8.14 
1102 亞泥 28.13 -0.01 … -46.46 28.75 1.08 28.11 
1216 統一 17.87 -0.19 … 137.94 33.93 0.36 15.28 
1301 台塑 42.94 0.45 … 30.44 26.08 1.4 11.51 
1303 南亞 38.29 1.8 … 46.25 29.25 1.14 6.77 
1326 台化 46.98 0.14 … -7.37 30.42 0.97 16.68 
1101 台泥 24.87 0.26 … -84.72 24.57 0.4 8.14 
1102 亞泥 28.13 -0.01 … -46.46 28.75 1.08 28.11 

… … … … … … … … 

8046 南電 64.64 4.16 … 1.79 11.63 2.65 -9.41 

9904 寶成 17.48 -0.13 … 1,910.10 33.2 1.19 9.18 



 

 

 

步驟四：利用 K-means 分群轉換(資料分群) 

進行資料處理之後，將動態趨勢資料利用 K-means 分群工具進行

數值轉換，目的是為了在雜亂無章的資料中，找出隱藏在資料集中有

用的資訊，以利我們篩選出優良之投資標的。 

圖 4-4 K-means 分群工具數值轉換圖  
 

步驟五：利用重要性(Significance)刪減條件屬性 

知識(屬性)約簡是粗集合理論的核心內容之一，本研究利用計算決

策屬性依賴條件屬性的程度，作為刪除條件屬性的依據；也就是先計

算出每個條件屬性的重要性，之後再將重要性較低的屬性給予刪除。 
 
 
 
 
 



 
 

 
圖 4-5 重要度刪除  

 

為了找出每個屬性的重要性(significance)，本研究的作法是將 UIS

表中去掉一個屬性，再來觀察剔除該屬性後分類會怎樣變化，若去掉

該屬性相對分類變化比較大，則說明該屬性的重要性高；相反則該屬

性重要度低。根據計算出來的重要性，刪除重要性低的條件屬性，以

達到知識約簡的目的。其中，決策屬性對條件屬性的依賴度，又可分

為近似依賴與部分依賴，近似依賴是指在計算決策屬性對條件屬性的

依賴度時，加入 Beta 值的概念，也就是容許某部份的分類誤差；而部

分依賴則是指不允許任何的分類誤差所計算出來的依賴度，近似依賴

性是部分依賴性的推廣，當 Beta 值等於零時，近似依賴性就變成部分

依賴性。引入 Beta 值這個參數後，擴充了基本粗集合理論，更好地體



現了數據分析中的數據相關性，進而為變精度粗集合理論奠定了基礎。 

 
圖4-5.1 重要度刪除 

 

步驟六: 傳統 Roughset 

將刪減後之條件屬性與合併後之決策屬性，把表中的資料輸入操

作系統中，利用本研究建構的模型，篩選出正的下近似集合(POSp)、

負的下近似集合(NEGn)、正的上近似集合(UPPp)、負的上近似集合

(UPPn)與邊界集合。其中，根據本研究決策屬性的關係，下近似即是

我們所尋找的研究對象，從正的下近似中挑選出避險的投資組合，以

作為投資人在進行投資時的投資標的，擺脫過去大部分投資人只會盲

目跟隨或射飛鏢式選股的投資方式，讓投資人有一套可以用科學的方

法來驗證與評估的選股策略。 

 

 

 



 

 

 

 

 

 

 

 

 

 

 

 
圖 4-6 傳統 Roughset 

 

步驟七：還原資料(Lower 資料轉換) 

將步驟六所尋找出的對象，作資料還原為原始數據。 

圖 4-7 還原資料 

 

步驟八：灰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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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透過灰生成，將決策屬性的值縮放至 0

與 1 之間，0 代表最小、1 代表最大。 



圖 4-8 灰生成 

 

步驟九：灰關聯 

灰關聯分析將現有不規律的數據設法將其被掩蓋的規律及特徵浮

現出來，利用灰關聯生成手段降低數據的隨機性，此變換數據層次主

要的目的是為了發現其隱藏的規律性，然後分析離散序列間的關聯程

度。關聯度分析是按發展趨勢做分析，對樣本量的大小沒有太高的要

求，分析時也不需要典型的分布規律，因而有廣泛的應用性 

 

 

 



 
圖 4-9 灰關聯 

 

步驟十：資料推論與結果檢測 (篩選地雷股) 

篩選出模型之近似集後，將上近似集合、下近似集合與邊界集合

進行資料推論，利用以下之粗集合之準確度公式：分別計算出條件屬

性分三群(K=3)，每一季模型之準確度與模糊度。將篩選出來的近似集

合進行資料之推論，若篩選出來的結果符合預期，則繼續進行下一步

之流程，若篩選出來的結果與預期出入太大，則必須回頭重新檢視每

一個步驟是否有操作錯誤，或重新進行屬性之挑選。 

 

 

步驟十一 : 篩選出的地雷股公司(2008 年第一季~2009 年第三季) 

 



2008 

第一季 

2008 

第二季 

2008 

第三季 

2009 

第一季 

2009 

第二季 

2009 

第三季 

公司代號 

/名稱 

公司代號 

/名稱 

公司代號 

/名稱 

公司代號 

/名稱 

公司代號 

/名稱 

公司代號 

/名稱 

2311日月光 1101台泥 2303聯電 1102亞泥 1101台泥 2311日月光 

 2303聯電 3474華亞科 1216統一 1102亞泥 2409友達 

3474華亞科  1301台塑 1402遠東新  
 1402遠東新 1216統一 

2301光寶科 2308台達電 

 

 

 

 

 

 

 

 

 

 

 

 

 

 

 

 

 

第五章 實證分析 

5.1 實證分析(以華亞科為例) 



上市公司 : 華亞科技（3474）         

表 5.1 華亞科 (3474)歷年來損益季報表  
 

華亞科歷年事紀 

1. 2008/04/24-台塑 想買回華亞科股票 

圖 5-1 華亞科月線圖(三月) 
 

台塑集團旗下 DRAM 大廠南科轉與美光(Micron)合作後，業界傳

出，台塑集團有意買下德國 DRAM 大廠奇夢達(Qimonda) 手中的華亞

科全部持股，將華亞科一併納入「美光－南科聯盟」之下，強化台塑

集團的 DRAM 市占版圖。 

 

2. 2008/05/06- Q2 兩大記憶體價格走揚，模組廠商獲利能力將明顯改

善 

受到 DRAM 價格於第一季持續下挫，4 大 DRAM 廠第一季均再

呈虧損慘重的狀況。其中力晶虧損再度超出同業水準，稅前虧損破百

億元，稅後虧損達 97 億元；創見之外，模組廠大部分在第一季均呈虧

損狀態，除了匯損壓力，存貨跌價損失也是造成廠商虧損的重要原因

年度 季度 毛利(損) 股價 EPS(逐季累加) 外資持股 

2008 
Q1 -40.93 26.95 -1.25 1368929 
Q2 -36 17.8 -2.23 1356743 
Q3 -32 9.44 -3.44 1297092 

2009 
Q1 -70.52 -13.45 -1.59 1335535 
Q2 -58 14.15 -2.83 1356248 
Q3 -42 20.65 -3.19 1878234 



之一。南科及華亞科第一季毛損率較第四季擴大，約在 40% 上下，母

子公司虧損總金額也高達百億元。其中南亞科單季虧損達 87.83 億

元，華亞科單季虧損達 41.82 億元，每股虧損各達 1.88 元及 1.25 元。

兩家公司也因應付帳款較高，第一季匯兌部分各有 2.35 億元及 8.49 億

元的收益。模組廠第一季受到 DRAM 及 FLASH 價格雙雙下滑的壓

力，單季持續虧損，創見為少數模組廠仍能在第一季獲利，及獲利能

力好轉的廠商。該公司第一季毛利率回到 6.65% ，稅前獲利 4.87 億元，

稅後獲利 3.78 億元，均較前季毛利率 3.91% ，及稅前獲利 2.78 億元、

稅後獲利 2.05 億元，成長 75% 以上。但因匯率急升影響，使得該公司

第一季匯損約 0.78 億元。威剛第一季雖然毛利率回升，由去年第四季

的毛損轉為獲利，但因兌損達 2.03 億元，加上存貨跌價損失 0.49 億元，

及營業費用較高的影響，單季仍呈虧損狀況，稅前虧損 3.85 億元，稅

後虧損 3.86 億元。 

 
 
 
 

3. 2008/05/08 爾必達插旗茂德鎩羽 華亞科可能是新歡 

近期爾必達在 DRAM 產業氣勢如虹，趁著其他競爭對手元氣大傷

時，到處插旗來擴張版圖，然值得注意的是，日前爾必達與茂德合作

破局後，傳出爾必達對華亞科相當感興趣，趁著 2 家母公司奇夢達和

南亞科還搞不定之時，藉由金援奇夢達的方式，搶下華亞科的股權和

產能。 



 

4. 2008/06/17 DRAM 谷底已過，下半年 DRAM 廠陸續進入募資期 

圖 5-2 華亞科月線圖(六月) 
 

DRAM 谷底已過，廠商將力求轉虧為盈，除了 DRAM 價格為關

鍵，製造成本下降也是重點。要提升成本競爭力，製程技術微縮為必

要手段，要改善製程，募資因應添購新機台需求成為廠商下半年至明

年上半年的重要工作。除了華亞科因經營主導權歸屬問題，尚無法有

具體的擴充產能及製程微縮計劃外，南科、力晶、茂德下半年均有具

體募資計劃。力晶及茂德均已在股東會中討論通過募資計劃，南科也

可望在 6 月 25 日股東會中通過現增發行海外存託憑證(GDR) 計劃，

預期下半年隨著 DRAM 價格好轉，廠商募資行動將相繼展開。茂德於

6/13 股東會通過私募上限為 10 億股增資案後，即於當天訂出私募價格

為每股 7.96 元，以 13 日億股，募集 50.9 億元資金。 

 

海力士藉此私募案後，正式取得該公司約 9.5%持股，並可望取得

一席董事。茂德股東會也通過私募 3.5 億美元海外可轉債(ECB) 、及

現增發行 15 億股為上限發行 GDR 案。但何時發行，及募資規模為何，

均需視市場景氣發展。力晶則規劃今年將發行 10 億股為上限的現增參



與 GDR 發行，及以私募方式發行 3.5 億美元的 ECB 。主要目的為因

應海外購料、支應製程微縮、及新增產出所需。 

 

該公司雖為目前台灣 DRAM 廠中現金部位相對較高的廠商，但在

DRAM 價格仍未達獲利水準，且去年至今年上半年虧損金額大增，持

續募資仍為廠商保持戰力的重要手段。 

 

南科下半年除了規劃聯貸 200 億元外，內部也規劃於股東會中通

過現增上限 6 億股參與發行 GDR 募資案，因應自有 12 吋廠產能擴充

外，也因與美光合資成立亞美科，至明年底前雙方將共同出資 11 億美

元的資金，必須向外募資。 

 

 

 

 

 

 
 

 

 
 

5. 2008/09/03 合約、現貨雙跌台系 DRAM 廠 8 月營收下滑 



圖 5-3 華亞科月線圖(九月) 

 

受到 DRAM 合約價和現貨價格下跌影響，台系 DRAM 廠 8 月營

收均呈現下滑，力晶 8 月營收受到現貨價跌幅較深之故，8 月營收力

守新台幣 50 億元關卡，南亞科受惠合約價跌幅較小，可望守穩在 40

億元之上，而茂德由於現貨價和合約價各半，營收可望守住 30 億元；

惟受到近期 DRAM 現貨價格創下歷史新低之故，DRAM 股成為殺盤重

心，南亞科股價首度跌破票面價，目前 DRAM 股當中，僅剩華亞科仍

在票面之上。 

 

6. 2008/10/22 南科、華亞科 Q3 虧損小於預期，悲觀看待 

優於市場預期，南科第 3 季虧損未進百億俱樂部，子公司華亞科

第 3 季虧損也控制在 50 億元以下，明顯優於同業表現。公司表示，目

前台塑集團支持度不變，與美光的合作關係持續進行中，11 月下旬美

光將完全取得華亞科股權，同時也將敲定華亞科與亞美合併案。在

DRAM 價格持續下探的壓力下，華亞科也宣佈自 10 月起單月開始減產

2 成，減產幅度及時間也將視實際市場景氣變化而調整。華亞科總經

理高啟全表示，該公司第 3 季在成本效益上有相當明顯的改進，較第

2 季改善 22% ，單季位元成長率達 28% ，但因平均售價下滑 12% ，

使得單季營收較第 2 季成長約 1 成。加上第 3 季庫存跌價損失 3.8 億

元，匯損 8.1 億元，使得單季虧損較第 2 季的 32.65 億元小幅擴張。

據了解，由於華亞科為上市掛牌公司，因此合併案可能採用華亞科併

購亞美的方式，而高層人事方面除了德方體系全數退出，由美系人馬

進駐外，是否維持現有的人事架構，也在商討之中。一般預期，高階

人事佈局也將是整併案中的核心階段之一，市場也頻頻臆測高啟全是

否有繼續留任的可能。南科發言人白培霖表示，第 4 季前景看來較第

3 季還要更辛苦，但公司截至 10 月 21 日止仍有 142 億元約當現金，



其中有 100 億元為了因應 10 月可轉債到期。 

 

公司預期在庫存水位攀升，且下游需求不佳的狀況下，第 4 季合

約價可能持續下探。其中 DDR2 1Gb 1 美元關卡可能在第 4 季面臨失

守風險。由於子公司華亞科減產、南科 FAB3 自 11 月起進行為期 2 季

的溝槽製程移轉至堆疊的動作，將影響部分產能，因此白培霖預估第 4 

季南科位元成長率將趨近 0 ，相較於第 3 季位元成長率 3 成大幅縮

減。 

 

7. 2008/12/11 救 DRAM 得準備 700 億銀彈 

為搶救 DRAM 產業，經濟部已成立 DRAM 產業專案小組，據估

算，包含茂德、力晶、瑞晶、華亞科、南亞科等五家 DRAM 廠，一年

內到期的公司債及銀行貸款合計約 700 多億元，若政府搶救 DRAM 產

業採「雨露均霑」模式，將必須準備數百億元銀彈。據了解，政府的

評估方向以產業策略為主，希望形成聯合美、日、台全力抗韓的形勢。

就各廠 12 吋產能分析，南韓三星有 32 萬片、海力士 26 萬片，爾必達、

力晶、瑞晶合計為 31 萬片，美光、南亞科、華亞總計是 19 萬片，若

再加上茂德 6 萬至 8 萬片，將可與韓國相當。 

 

8. 2009/02/01 奇夢達破產，南亞成南科、華亞科連連重創的最大苦主 

年關期間驚傳德商奇夢達申請破產，華亞科無法順利追回應收帳

款，除了將重創華亞科外，並使得南亞科連坐受累，最大的苦主是南

亞塑膠，該公司在本業不振及轉投資虧損合擊下陷入長期以來前所未

見的壓力。面對虧損不斷擴大，看似無底洞的電子事業轉投資，南亞

因為本業及業外虧損的雙重打擊，該公司陷入罕見的營運壓力中，內

部指出，雖然有過去幾年六輕建廠效益創造龐大的利益支撐，但面對



石化及化纖事業市況全面不振，電子事業的投資虧損對整體經營而言

是雪上加霜，決策借貸 2 億美元給美光買下奇夢達所持有的華亞科股

權，此舉反而讓南亞越陷越深，成為該公司揮之不去的夢魘。南亞 97

年經營反轉而下，一為本業，另一來自業外，去年第 4 季南亞科單季

虧損金額擴大到 103.85 億元，合計前 3 季提列之投資損失將達 133 億

元，情況之慘為台塑四寶之最，該公司連續 2 年認列南科投資損失達

187 億元，其中 96 年認列損失 54 億元，97 年擴大到 133 億元，去年

認列之虧損金額大幅增加近 150%，96 年及 97 年兩年投資損失對南亞

產生的牽動有很大的差別，97 年南亞本業營運逆轉而下，大宗事業由

大賺到虧損，本業不彰，97年一年認列南科投資損失大幅拉高到 133 億

元，大大凸顯此筆投資損失對整體經營績效產生的負面牽動。 

第六章 結論與建議 

6.1 結論 

在投資行為上有一句名言：「雞蛋不宜同時擺在同一個籃子裡。」

在貪婪、恐懼人 類的天性，若無貪婪也不會有今日的投資這行為出現，

而克服恐懼最好的方法便是去了解進而克服它，本研究提供投資人一

套系統化、資訊化的投資篩選系統，讓投資人可以更便利、快速的進

行股市投資分析，且可節省更多的精力與資訊分析的成本，再利用上

市公司基本面的財務報表資料，配合電腦軟體設備的系統操作；符合

了投資應有的客觀性，可避免投資人個人的主觀價值判斷，與盲目跟

進跟出或射飛鏢式的選股，本研究是針對 2008 年金融海嘯下為投資人

建構的投資策略系統可以大幅度的降低投資人篩選地雷股的可能性，

當然在 2008 年金融海嘯下幾乎沒有公司可以幸免逃過，再則，地雷常

常在不景氣時變成流行病。蕭條時期，消費比較緊縮，以致於通路業

績差。而通路，這個產銷的最末端，在這種時候營收往往是全面下降，



拿不到足夠的現金給上游周轉，上游便叫苦連天，而且不是單線的骨

牌效應，很有很能發展成多線的骨牌效應，身為投資者想看透迷團中

的真相卻往往被不實的數字給蒙蔽，甚至地雷爆炸的餘威也難以預

估，只好作最保守的打算。正確的觀念及心態最重要，如果心態不對，

技術好只代表你會繳稅多，資金多可能會讓你輸得多。觀念心態正確，

你才有可能做出正確的判斷…。引用一句股市名言：「千金難買早知

道，後悔沒有特效藥，萬事皆因沒想到，萬般無奈想不到。」 

 

 

 

6.2 研究建議 

本研究針對判斷地雷股的十大關鍵警訊： 

(1) 控制股東持股比率持續大降。 

(2) 董事會趨於家族與內部化，控制股東的權力與承諾偏離程 

度擴大。 

(3) 大股東、機構投資者持續出脫股票。 

(4) 董事、監察人、財務主管有多人辭職與經常更換查帳會計師。 

(5) 長期投資佔資產比率過高，且設立許多投資公司與複雜海外

轉投資。 

(6) 公司存在許多重大且異常的關係人交易。 

(7) 大股東與董監事股票質押比率持續增加或過高，或有介入股

市的傾向(含透過庫藏股政策) 

(8) 頻頻更新財務預測。 

(9) 管理當局激進認列營收：可能有虛增營收，美化財報的嫌疑。 

(10) 過高的員工分光配股與認股權憑證。 

 

http://readforjoy.blogspot.com/2008/02/blog-post_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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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甘特圖 

 
 

 

 

 

 

 

 

 

 

 

 

 

 

 

 



附錄二 工作分配表 

姓名 工作內容 

蔡俊宏 專題相關報導整理、專題書面製作、書面總彙總 

袁光平 股票資料蒐集、程式操作、結果分析 

張大洋 股票資料蒐集、專題書面製作 

林佩璇 資料蒐集、簡報製作、海報製作 

傅郁靜 資料蒐集、簡報製作、海報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