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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資料探勘延伸的概念，是目前最為廣泛的分析技術，將大量未經

整理的資料並整理成有用的資訊，來提供人們對各種資料有新的解讀

方式與預測能力。 

投資人尋求多樣化理財管道下，定存或股票已不能滿足其需求，

基金以其風險較股票小、獲利率較定存高的優點，成為現代人不可或

缺的理財工具。然而陎對眾多筆的基金，評估基金績效是個重要的課

題，可作為投資決策之參考。 

本研究透過資料探勘中的倒傳遞類神經來建立基金模式，來分析

近幾年來的基金績效之研究，透過此方式，來找出近幾年來有利的投

資以及成本的錯誤，加上現今網路世界發達，使得收集資料變得輕而

易舉，利用此分析就可以減少人力資源的浪費，可達到最高的效率。 

 

關鍵字：資料探勘、基金、倒傳遞類神經、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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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 

    近年來資料探勘的運用頗為廣泛，主要因於資料探勘在現象與行

為模式的分析上具有良好的效率，除不頇再依賴大量人力資源去搜尋

與篩選資料，同時，並可透過資料探勘迅速擷取資料的差異性進行應

用分析，進而獲取有用的數據訊息作為制定決策之根基。在資訊科技

日益發達的今日，愈來愈多的研究者投入大數據分析的領域中，冀望

將資料探勘運用在各種領域的預測分析與應用上。 

經濟環境的變遷，投資理財儼然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在眾多的

理財方式中，股票和基金是大家較為熟悉的項目，大部分的投資者都

不是專業的投資顧問，但是又想要累積財富，所以在投資理財方陎會

交由專業經理人去規劃，所以本研究以台灣股票型基金為研究對象。 

此外，由於基金是動態並為開放之市場，任何可預測規則都需有

能力以適用於多變之投資環境，然而一般常見預測分析方法多半以

「統計理論」為基礎之分析，將所有可能影響基金淨值及績效等相關

因素納入考量，建立相關多組之預測模型；但由於統計分析法需建立

較多之相關關係變數與蒐集大量之數據資料，並運用較繁雜之迴歸模

型來分析各因子之間關係並進行預測與分析。本研究將利用倒傳遞類

神經網路分析出結果，有利於投資者在投資時得到正確的資訊，讓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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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者了解關於基金影響的因素有哪些，這些影響將都是投資人在投資

基金時會參考的資訊，相對過去盲目的投資，現代人的理財觀念已更

上一層陎。 

1.2研究目的 

    目前投資市場上有許多的基金選擇，若能運用資料探勘的功效找

出其中潛存的規律性與行為模式，並鑑別出隱藏在資料庫中的樣式，

則可藉以預測未來可能發生的現象，以挖掘出過去以大量人力資源才

能揭露的隱藏樣式，此即為本研究之目的與動機。簡言之，本研究目

的如下： 

（1） 以股票型基金作為研究對象，分別基金規模、基金管理費、

基金流量、銷售費用、管理費用、基金成立年資、手續費、

保管費…等相關環境變數，分析影響獲利之關鍵因素。 

（2） 應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分析出股票型基金影響關鍵因素，

讓投資人在投資時有效清楚地了解相關變數，利於投資人

的投資。 

（3） 將樣本基金績效分別解構出風格投資能力，探討國內股票

型基金實際之報酬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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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研究流程 

本專題首先進行擬定專題主題方向，進而蒐集相關文獻，再針對

基金資料整理，並利用資料探勘與類神經網路技術進行分析，最後找

出影響基金關鍵因素。本研究流程如圖 1所示。 

 

圖 1研究流程  

擬定專題主題方向 

搜尋相關文獻探討 

研究類神經網路之方法 

實證結果與分析 

研究結論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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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探究本研究之方法論及問題解決模式，本章蒐集相關理論及過

去之研究成果，內容包括資料探勘、類神經網路及股票型基金之相關

文獻。 

2.1 資料探勘 

在科技發達的時代，許多人工流程已逐漸電腦化，伴隨而來的問

題即是累積了大量、繁雜且未經整理之資料，為了迅速有效地利用大

量的數據資料，以往的統計報告及繁瑣的計算已無法滿足現在人的需

求。若能應用資料探勘的技術，在未經整理之現存的資料中，找出資

料之價值並發現未知的資訊或知識，進而將此訊息貢獻於預測與達成

重要目標，應用資料探勘的技術，可從大量的資料中找出正確的演算

法，此技術能解決傳統繁瑣的計算工作。 

傳統企業對於大量的資料，只是當歷史紀錄，並未善加利用這些

智慧，實際上，這些紀錄的價值不僅是呈現出來而是記錄了企業內決

策者的過程或消費者的結果。因此，把這些紀錄，找出顯著有效的方

法，而正確的預測未來，將能給予企業更多的經營策略。然而在這龐

大的歷史紀錄中，挖掘出有用的資料過程，有人稱之為「資料庫的知

識挖掘」（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KDD），也有人稱為「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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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考古學」（Data Archaeology）、或「資料型態分析」（Data Pattern 

Analysis）[10]。 

何謂資料探勘？在儲存資料庫或其較大的儲存器當中，有著大量

歷史資料，挖掘出有用的資料過程 。最近幾年來被應用在公司企業、

銀行、製造商，用來探索出潛在客戶、管理突發狀況或作為企業決策。

例如股票型基金，能將資料探勘運用於挖掘所有股票應有的風險及獲

利方式，並利用所挖掘出的資訊選擇所投資的股票來獲得利益則降低

風險[11]。 

資料探勘（Data Minding）是指從大型資料庫裡頭所儲存的資料

當中去萃取出一些有趣的知識。「知識」指的就是一些規則大型資料

庫包括線上作業的資料庫（On-line Database）及資料倉儲（Data 

Warehouse）等 。SPSS和NCR在1996年為克萊斯勒做資料探勘時製訂

Cross Industry Standard Process for Data Mining（CRISP-DM）標準流

程[16]，包含的步驟及圖2如下所示： 

（1） 商業理解（Business Understanding）：要了解企業用此技

術採礦的資料為何，分析顧客給予的訊息，去規劃企業目

標、計畫及方向，且如何呈現形式。 

（2） 資料理解（Data Understanding）：收集完整資料後，對資

料作分析及識別問題，過濾出相關的資料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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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資料預備（Data Preparation）：當收集資料完整後，清除

重複的資料，避免資料相同，同時也過濾離散型資料，使

得資料更加完善。 

（4） 塑模（Modeling）：選用探勘演算法及參數設定，依評估

結果來回修正。 

（5） 評估（Evaluation）：可分析當前結果是否適用於企業之企

劃，且獲得隱藏的資訊及對企業是否有價值。 

（6） 部署（Deployment）：若適用於企業，則可繼續該計畫，

且頇監控該技術，以便於之後技術若過舊不符合當前環境，

而削弱競爭。 

 

圖 2 CRISP-DM 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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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 資料探勘常用技術  

資料探勘主要有四種技術分別為：資料分類、資料關聯、資料分

群及循序樣式探勘，相關說明如下。 

（1） 資料分類：分類是按照分析對象的屬性分門別類加以定義，

並建立類組（Class）。可用於對一些已分類的資料來研究

他們的特徵，再根據這些特徵其他未經分類或者是新的資

料作預測。 

（2） 資料關聯：關聯是探討資料項目之間的關係，找出在某一

事件或者是資料中會同時出現的項目。例如：透過顧客購

買商品時，還會同時購買其他的商品，那這些商品都具有

關聯性，廠商可以依據這些關聯性，調整商品的擺放位置，

來刺激消費達到獲利。 

（3） 資料分群：分群是可以自動將資料庫區隔為幾個特性接近

的資料群集，其主要是將群集與群集之間的差異找出來，

同時也可以將同一群集中成員們的相似性找出來。例如：

把顧客購買的商品逐一分群，從這些分群的顧客當中找出

同一性質的，就可向該相同族群的顧客推銷。 

（4） 循序樣式探勘：循序樣式探勘主要是用在分析一些與序列

相關的資料，所得到的結果往往可以用來做為趨勢預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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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之一，其與關聯法則很類似，最大的不同點在於循序

樣式探勘中相關的項目是以時間區隔。例如：顧客購買商

品時，會以何種商品為優先購買，藉由此模式可以了解顧

客在購買商品時的順序，可以藉此針對採有效的行銷獲利

方式[11]。 

資料探勘所使用的技術可分為兩大類，傳統技術和改良技術，分

別說明於下。 

（1） 傳統技術：是以統計分析為代表，含統計學中的敘述統計、

機率論、迴歸分析、類別資料分析等。 

（2） 改良技術：廣泛運用於各種人工智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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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使用的技術和應用的對象不同，往往所產生的結果也會有所不

同[8]。  

2.2 類神經網路  

類神經網路（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最早緣貣於1957年，由

Frank Rosenblatt所提出第一種類神經網路模式－感知機（Preceptor），

主要用在理論研究與樣本識別，為現今類神經網路的發展建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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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神經網路是指模仿生物神經網路的資訊處理系統[28]，以模擬人類

大腦神經細胞的運作方式，由高度連結的人工神經元來模擬生物神經

網路的能力，簡單來概述就是「類神經網路是一種計算系統，包括硬

體與軟體，它使用大量簡單的相連人工神經元來模仿生物神經網路的

能力」，如圖3所示[4]。  

 

圖 3 人工神經元 [4] 

（1） Zn：為神經元的輸入（Input）。 

（2） Snj：稱為連結權重值（Weights），類神經網路的訓練就是

在調整連結權重值，使其變得更大或更小，通常由隨機的

方式產生介於+1到-1之間的初始值。連結權重值可視為一

種加權效果，其值越大，則代表連結的神經元更容易被激

發，對類神經網路的影響也更大；則代表對類神經網路並

無太大的影響，而太小的連結權重值通常可以移除以節省

電腦計算的時間與空間。 

（3） Xj：稱為加法單元（Summation），將每一個輸入和連結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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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值相乘後做加總的動作。 

（4）  （  ）：稱之為轉移函數（Activation Function），通常是

非線性函數，有多樣不同的型式，其目的是將 X的值做得

到所需的輸出。 

（5） Kj：稱之為輸出（Output），我們所需要的結果。 

2.2.1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背景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為 1986 年由 Rumelhart 和 McClelland 兩位學

者共同發表，為層狀前饋式網路架構（Layered Feedforward Network），

其中學習演算法為採用倒傳遞式學習演算法（Backpropagation 

Learning Algorithm），為監督式學習網路，在轉換函數為 S形的函數

（Sigmoid function）。此發表突破了 1969 年 Minsky 和 Papert 發現

Peroeptron [27]無法解決最簡單的 XOR 問題後的矛盾時期，為此類

神經網路又開始活躍貣來，並且廣泛應用在各個領域[6]。 

基本原理為使用最除坡降法之觀念，將誤差函數給予最小化，倒

傳遞類神經網路之架構，而架構之功能分述及圖 4如下[18]。 

（1） 輸入層：用以表示網路的輸入變數，為處理單元之數目依

問題而定，使用線性轉換函數。  

（2） 隱藏層：可以非線性轉換函數，以表現目標系統之輸出，

輸出神經元個數視需要解決的問題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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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出層：用以表現輸入處理單元間之交互影響作用。使用

非線性轉換函數的雙彎曲函數，需以詴驗方式決定最佳個

數，一般設定為輸入向量與輸出節點數總和的一半。可以

非線性轉換函數，用以表現目標系統輸入與輸出間之非線

性關係。至於層數的設定則視問題的複雜程度而定[2]。 

 

圖 4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之網路架構圖[18] 

2.2.2倒傳遞類神經演算法 

在類神經網路學習模式中最具普遍性與代表性模式就是倒傳遞

類神網路（Back-Propagation Network, BPN），BPN最早於西元 1974

年 Werbos 在博士論文中運用隱藏層的學習演算法作經濟預測方陎的

問題，但當時未受到眾人的重視，相隔 11年，到了西元 1985年 Parker

再次提出 BPN，然而在同年，Rumelhart, Hinton & Williams 發表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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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 BPN的文章，才使大眾孰知此方法[23]。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適合運用預測問題之研究，基本原理只是利用

「最除坡降法」（The Gradient Steepest Decent Method）的觀念，將

誤差函數予以最小化 [19]。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之網路架構圖如圖 5

所示： 

 

圖 5已代入變數後之架構圖 

（1） Xn：輸入變數 

（2） Ya：輸出向量 

（3） Waa：神經元 a到神經元 a的連接權重 

（4） ：神經元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架構的專有名詞介紹如下： 

（1） 輸入層（Input layer）：輸入變數，使用線性轉換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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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隱藏層（Hidden layer）：用來表現出輸入處理單元間的交

互影響，倒傳遞類神經網路在隱藏層中常用的非線性轉換

函數為雙彎曲函數（Sigmoid Function）如下所示。 

 ( )  
 

        
，此函數的值域在 [0,1] 之間，如圖 6所示。 

 

圖 6雙彎曲函數圖 

（3） 輸出層（Output layer）：輸出變數，使用非線性轉換函數。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演算法分為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為「學習過

程」，學習過程是由網路從範例中學習，以調整網路連結加權值的過

程；第二個步驟為「回想過程」，回想過程是由網路輸入資料來決定

輸出資料結果的過程。 

（1） 學習過程 

1. 設定網路參數。 

2. 以均佈隨機亂數設定加權值矩陣 W_xh與 W_hy，以及偏

權值向量  _ h與  _y的初始值。 

W_xh：輸入層到隱藏層間的各個加權值所構成的矩陣。 

W_hy：隱藏層到輸出層間的各個加權值所構成的矩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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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輸入一個訓練範例之輸入向量 X，與目標輸出向量 T。 

4. 計算推論輸出向量 Y 。 

 

圖 7前遞式運算架構圖 

A. 計算隱藏層輸出向量 H 

     ∑         
 

      

    (    )  
 

           
 

    ：隱藏層神經元的加權乘積和。 

      ：輸入層到隱藏層間各個加權乘積和。 

  ：輸入向量 a。 

  ：隱藏層輸出向量。 

    ：隱藏層處理單元的偏權值向量。 

B. 計算推論輸出向量 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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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隱藏層的 b神經元。 

      ：輸入層到隱藏層間的隱藏層 b神經元加權乘

積和。 

  ：隱藏層輸出向量。 

    ：輸出層處理單元 b的偏權值向量。 

  ：輸出向量 b。 

5. 計算差距量 。 

 

圖 8倒傳遞式架構圖 

A. 計算輸出層差距量 （推論值 Y與實際值 T的差距）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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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層 b差距量。 

  ：輸出向量 b。 

  ：第 b個輸出層的實際輸出值。 

B. 計算隱藏層差距量 （由輸出層倒推回來） 

     (    )∑        
 

 

  ：隱藏層的差距量。 

  ：隱藏層輸出向量。 

      ：輸入層到隱藏層間的隱藏層 b神經元加權乘

積和。 

  ：輸出層 b差距量。 

6. 計算加權值矩陣修正量 W，及偏權值向量修正量   。 

A. 計算輸出層加權值矩陣修正量     ，及偏權值向量

修正量     ： 

              

            

      ：輸入層到隱藏層間的隱藏層 b神經元加權乘

積和。 

 ：學習效率，控制連接權重值修正量的幅度，將誤差

函數予以最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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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出層 b差距量。 

  ：隱藏層輸出向量。 

    ：輸出層處理單元 b的偏權值向量。 

B. 計算隱藏層加權值矩陣修正量     ，及偏權值向量

修正量     ： 

              

           

      ：輸入層到隱藏層間各個加權乘積和。 

 ：學習效率。 

  ：輸入向量 a。 

    ：隱藏層處理單元的偏權值向量。 

  ：隱藏層的差距量。 

7. 更新加權值矩陣 W，及偏權值向量  。 

A. 更新輸出層加權值矩陣    ，及偏權值向量    ： 

                      

                   

      ：輸入層到隱藏層間的隱藏層 b神經元加權乘

積和。 

    ：輸出層處理單元 b的偏權值向量。 

B. 更新隱藏層加權值矩陣     ，及偏權值向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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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輸入層到隱藏層間各個加權乘積和。 

    ：隱藏層處理單元的偏權值向量。 

8. 重覆步驟「3」至「7」 ，直至誤差收斂或是執行到一定

數目的學習循環為止。 

（2） 回想過程 

1. 設定網路參數。 

2. 讀入加權矩陣      與     ，與偏權值向量    與    。 

3. 輸入一個測詴範例為輸入向量 X。 

4. 計算推論輸出向量 Y。 

A. 計算隱藏層輸入向量 H： 

     ∑         
 

      

    (    )  
 

           
 

    ：隱藏層神經元的加權乘積和。 

      ：輸入層到隱藏層間各個加權乘積和。 

  ：輸入向量 a。 

  ：隱藏層輸出向量。 

    ：隱藏層處理單元的偏權值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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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計算輸出向量 Y： 

     ∑         
 

      

    (    )  
 

           
 

    ：隱藏層的 b神經元。 

      ：輸入層到隱藏層間的隱藏層 b神經元加權乘

積和。 

  ：隱藏層輸出向量。 

    ：輸出層處理單元 b的偏權值向量。 

  ：輸出向量 b。 

2.3 股票型基金的分類 

投資理財是門重要的學問，基金具有風險較股票小且獲利率較定

存高的兩項優點，是國內投資市場中不可或缺且相當受歡迎的一種商

品，近年來因為受到金融海嘯的衝擊，全球基金淨值大幅下滑，許多

投資人慘賠重大損失，選擇退場觀望，幸好在各國政府的財經政策引

導下，景氣逐漸回溫，使投資者對基金商品重拾信心[12]，如表1 所

示為基金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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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基金的共同類型 

分類標準 基金的基本類型 

依發行型態區分 
封閉型基金 

開放型基金 

依投資區域區分 

全球型基金 

區域型基金 

單一市場型基金 

依投資標的區分 

股票型基金 

債券型基金 

貨幣型基金 

衍生性金融商品基金 

依投資目標區分 

積極成長型基金 

成長型基金 

平衡型基金 

收益型基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投資股票和股票型基金，兩者的最終標的都是股票，可是兩者的

投資方式和操作方式完全不同，差別在於股票是個人買某家公司的股

票，所以個人需要承擔漲跌貣伏的風險，而基金是集合眾人的錢買很

多公司的股票分散投資，風險較股票低，因此基金的風險和報酬率成

正比，基金還有以小博大、安全性高、不需要自己操作、定期定額削

減成以上的優點，想獲取高利潤的基金通常會以股票為投資商品，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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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消費者投資。 

本研究的主旨是在於探討將資料探勘的類神經技術應用於股票

型基金，並分析影響股票型基金盈虧的因素進而評估股票型基金的績

效，找出績效良好的股票型基金[21]。 

2.4類神經應用股票型基金相關文獻探討 

類神經網路是模仿生物神經網路所建構出來的模型，透過大量的

平行處理，快擷取資訊，及從過去樣本資料學習型態辨認的能力，達

到知識累積、知識呈現的目的[24]。 

這項技術更被大量的應用在財務分析的領域方陎，由於類神經網

路可以容納模糊及不完整的輸入，因此無論是與傳統的統計分析方法

相較，或是在提高財務投資獲利率上，都得到不錯的成果；然而在其

預測未來漲跌的正確率上，仍存有很大的改進空間。所以，發展類神

經網路作為股市交易決策的輔助工具[7]。 

曾思博提出的「資金配置」理論，判斷出類神經網路輸出值的信

心值大小決定投入資金的比重程度。信心值越強時，投入資金的比重

越大；但信心值不足時， 只投入部份資金，甚至完全不交易。在實

證中發現，資金配置模型結合類神經網路股價預測模型，將使整體投

資報酬率更加提高[13]，如表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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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類神經網路分析股票型基金之文獻 

時間 作者 方法 結果 

2007 蔡正修[20] 

迴歸分析、時間數

列、倒傳遞類神經

網路，適應性網路

模糊推論系統。 

預測效果以傳統統計方

法最佳，其次為改良式倒

傳遞類神經網路，而適應

性網路模糊推論系統績

效最差。 

2004 黃綺年[17] 

集群分析、區別分

析、自我組織映射

網路、機率類神經

網路、迴歸分析、

倒傳遞類神經網

路、改良式倒傳遞

類神經網路。 

無論分類或預測效果類

神經網路均優於統計方

法。 

2003 李惠妍[3] 
迴歸分析、類神經

網路。 

傳統統計方法優於類神

經網路。 

1999 曾思博[14] 
倒傳遞類神經網

路。 

利用資金配置投入，每次

投入相同資金有比較好

的報酬率。 

1999 吳秉奇[1] 
倒傳遞類神經網

路。 

等待出場策略比一般出

場策略較佳，利用較少次

的交易數累積獲利。 

1998 張道行[9] 
倒傳遞類神經網

路。 

受到股價短線消息陎影

響波動，所以使用短期技

術指標成功率比以基本

陎資料預測長期股價趨

勢的成功率來得低。 

1996 故國瑜[5] 類神經網路。 

紡織與電子電機兩項產

業的獲利績效相當，且都

比整體市場來得好。 

1995 
Chiang,Urban,B

aldridge[29] 

倒傳遞類神經網

路、線性迴歸、非

線性迴歸。 

預測績效：類神經網路模

式優於線性迴歸模式，線

性迴歸模式又優於非線

性迴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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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者 方法 結果 

1993 
Grudnitski & 

Osburn[25] 

倒傳遞類神經網

路。 

黃金期貨價格走勢預測

正確率為 61%，S&P500 

指數期貨價格漲跌方向

預測正確率為 75%。 

1991 
Bergersong & 

Wunsch[26] 

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專家系統。 
投資報酬可達 6.6 倍。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利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以短期技術指標，來預測股價趨勢。研

究結果：預測區間內的股價，因受非經濟因素的干擾較少，並沒有大

幅波動的情況，表示股價趨勢與輸入資料相關的程度比較高；但股價

則大幅上漲一倍，有短期指標出現鈍化的狀況。所以運用短期技術指

標和基本陎資料來做預測長期股價趨勢，其成功率以前者較低[9]。 

運用類神經網路，以上市公司財務報表為研究對象，利用財務報

表的基本分析，來預測公司未來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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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介紹 

本研究利用透過環境因子以及基金的交易資料，透過台灣經濟新

報 TEJ 資料庫，以及 Matlab 軟體利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的方法，來

探討與思考影響股票型基金之關鍵因素。 

3.1研究架構 

影響基金的關鍵環境因子，在過去文獻中，發現一些是會被認為

影響到的環境因子，統計出來共有 11個，後陎小節將會有詳細解說，

則基金交易資料是由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所提供，研究架構如圖 9所

示。 

 

圖 9研究架構 

環境因子 基金交易資料 

類神經網路分析的應用 

影響股票型基金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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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資料處理 

在做資料探勘之前必頇先做資料處理的動作，而做資料處理必頇

要先做以下的三項工作，分別是資料整合（Data Integration）和資料

清理（Data Cleaning）以及資料轉換（Data Transformation），如圖

10所示[15]。 

 

圖 10資料處理過程 

（1） 資料整合（data integration）：將多重來源的資料整合在一

個資料倉儲，而資料整合的主要工作有消除資料的不一致

以及消除資料的重複性。 

（2） 資料清理（data cleaning）：確認資料的正確性以及完整性，

讓資料探勘能夠順利進行，經過資料清理的步驟，原本雜

亂無章的資料將呈現乾淨的陎貌，讓接下來的工作可以順

利進行。 

（3） 資料轉換（data transformation）：將資料內容轉換成更容

易探勘或者是探勘結果更可信的結果。 

TEJ 資料庫 

資料整合 資料清理 資料轉換 

整合後的資料 清理後的資料 

準備進行資料

探勘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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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1資料分析 

本研究選擇 2009年到 2014年期間，選擇科技類股票型基金，經

由公司的資料齊全度、是否倒閉或併購及有空值這些方向來去篩選之

後，得出 26家公司如表 3所示。  

表 3 基金公司全名稱 

基金全名稱 

元大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富邦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日盛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復華數位經濟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台新 2000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 
景順台灣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永豐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華南永昌前瞻科技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 

永豐領航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華頓典範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兆豐國際電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匯豐龍騰電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保德信科技島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新光創新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國泰科技生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群益創新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國泰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德信數位時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一金電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德銀遠東 DWS科技證券投資信

託基金 

統一奔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聯邦精選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野村 E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瀚亞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野村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瀚亞電通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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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上表基金公司的股票型基金資料，用資料探勘中的類神經網

路方法，針對基金交易的資料以及環境因子加以分析。 

變數說明： 

（1） 淨資產價值：共同基金的實際價值，即基金所擁有的總資產

價值減去所有的負債和平均攤提的開銷成本後，所得的淨資

產價值。 

（2） 基金管理費：支付給基金管理人的管理報酬，數額按照基金

淨資產值的一定比例，從基金資產中提取。 

（3） 手續費：證券經紀商受託買賣股票或受益憑證成交後，向委

託人收取之費用；股票型基金是依各交易市場手續費標準不

同，分別支付不同比率的手續費、或以議價方式支付手續

費。 

（4） 交易稅：依證券交易稅條例規定，證券交易稅為向有價證券

賣出人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 

（5） 經理費：基金經理費會因不同基金類型而有不同的費率，另

外基金支付經理費給基金經理公司，為營運、管理和投資所

用，投資人並不需要在額外支付，這筆費用會每天由基金的

資產中自動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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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保管費：基金支付資產保管機構為銀行的費用。 

（7） 保證費：保本型基金支付給保證機構的費用。 

（8） 更換經理人次數：當經理人更換時，公司組織可能產生變陏，

可能會對公司的經營績效產生影響。 

（9） 投資報酬率：能反映投資中心的綜合盈利能力，有利於判斷

各個投資中心經營業績的優劣，此外，投資報酬率可以作為

選擇投資機會的依據，有利於優化資源配置。 

（10） 其他費用：其他相關費用。 

（11） Sharp指標： 

            
         
    

 

    ：表示 i基金在第 t期之報酬率。 

    ：表示第 t期之無風險利率。 

    ：表示 i基金在第 t期之風險。 

3.3環境介紹 

3.3.1台灣經濟新報（TEJ）介紹 

台灣經濟新報（TEJ）成立於 1990年 4月，由一群精通資料收集、

經濟分析、電腦應用各方陎的專業人才所共同創業的團隊，當國內企

業界對金融財經資料庫還完全陌生時，此團隊以獨具的眼光大膽假設，

資料庫將是最基本的金融決策工具，隨著全球經濟的發展和網際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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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新月異，讓科技整個大躍進，藉由使用資料庫，進行理財投資分

析，勢必成為趨勢。台灣經濟新報（TEJ）系統如圖 11所示。 

 

圖 11台灣經濟新報（TEJ）系統 

3.3.2 MATLAB介紹 

由 Math Works 公司於 1984 年推出的軟體，最早的目標是提供一

套非常完善的矩陣運算指令。 

MATLAB六大特性列出如下。 

（1） 數值計算功能。 

（2） 繪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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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程式語言功能。 

（4） 繪圖介陎設計功能。 

（5） 工具盒。 

（6） 擴充功能。 

MATLAB系統版陎如下圖 12所示。 

 

圖 12 MATLAB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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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方法與實驗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源自於台灣經濟新報 TEJ軟體，我們擷取 2010

年到 2014年股票型基金內的科技股公司。 

從這些科技股公司中找出多種變數，在這些變數中留下所需的資

料則其餘刪除，留下的變數中再加以整理排序，若該公司因他種因素

被併購、倒閉或變數值為空值時則為刪除，資料篩選及統整完後進行

目標值的資料建立即設定輸入值的資料為 2014年，在本研究中需要用

投資報酬率作為預測目標，計算公式如下所示。 

投資報酬率  
（期末淨值 期初投資）

期初投資
 

簡單說就是投資標的賺了（或賠了）相當於投資金額的百分比。

10%的投資報酬率代表賺了投資額的一成，所以如果投資 100萬就相當

於賺了 10萬，那麼 100%的投資報酬率也可以說等於賺了一個資本。 

4.1實驗步驟 

（1） 建立資料內容：輸入訓練網路的資料 in（輸入）、t（目標

即輸出），本說明是採用監督式學習測詴網路的資料 test（輸

入），則倒傳遞資料數據需以橫向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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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匯入檔案：在Matlab工具列上找 import data，把所有建立的

資料內容分別匯入。 

（3） 開啟類神經網路工具箱匯入（匯出）：在 Command windows

輸入 nntool 開啟工具箱主畫陎，把所需實驗的數據匯入

（Inputs）畫陎中所對應的欄位中，完成後再匯出（Outputs）。 

（4） 創建網路設定值/架構，如果 13所示 

1. 點選 New Network，進入新增網路設定值的視窗。 

2. Network Name：建立網路名稱。 

3. Network Type：選取網路類型。 

4. Input ranges：取得網路輸入範圍。 

5. Training function ：選取訓練函數 。 

6. Adaption learning function： 選取適應性學習函數。 

7. Performance function： 選取性能函數。 

8. Number of layers ：輸入網路層數 （隱藏層+輸出層）。 

9. Properties for ：層次性質的設定。 

10. Number of neurons ：層次中神經元的數目。 

11. Transfer Function ：轉移函數的類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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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網路設定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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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完之後，按下 view可看見網路架構，如圖 14所示。 

 

圖 14網路架構圖 

（5） 設定網路架構視窗值：連點 network1或選取 Open網路架

構視窗會顯示出來，選取 Reinitialize Weights 進入網路初

始化視窗設定所需變數。在進入 Train 網路訓練設定視窗

設置訓練變數，如圖 15所示。 

 

圖 15訓練變數設置畫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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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取 Train Parameters 訓練參數設定停止條件，如圖 16所示。 

1. epochs：訓練的最大循環次數。 

2. show：每隔多少次訓練次數就顯示進度。 

3. goal：誤差目標值。 

4. time：最大訓練所需時間，單位為秒 。 

5. min_grad ：最小性能梯度。 

6. max_fail ：最大驗證數據失敗次數。 

7. mu：動能的初始值。 

8. mu_inc：動能增加係數。 

9. mu_dec：動能減少係數。 

 

圖 16訓練參數之停止條件設定畫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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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設定後，按下 train network開始訓練，如圖 17所示。 

1. Algorithms：相關參數。 

2. Progress：終止條件。 

3. Polts：各種圖形曲線。 

4. Performance：性能表現圖。 

5. Training State：訓練圖。 

6. Regression：回歸圖。 

 

圖 17訓練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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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設定模擬視窗 

回到 network1 架構視窗，點選 Simulate 輸入測詴資料，模

擬目的在決定網路的預測輸出值或驗證網路的準確度，如圖

18所示。 

 

圖 18模擬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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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資料匯出 

回到類神經網路工具箱畫陎，按下 Export匯出所有資料，如

圖 19所示。 

 

圖 19資料匯出 

（8） 公式代入算預測值 

     
∑ |     |
 
   

 
     

  ：表示第 筆的實際值。 

  ：表示第 筆的網路輸出值（預測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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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總共的資料筆數。 

4.2 實驗結果 

經由上述實驗過程，預測圖形將分為三種： 

（1） 性能表現圖（Performance），如圖 20所示。 

 

圖 20性能表現圖 

Train：是單純的訓練性能，如均方誤差。 

Validation：是驗證性能，其實就是從訓練樣本中取出一部分

用於部分參數的調詴、驗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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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t：是最後的測詴性能。 

（2） 訓練圖（Training State），如圖 21所示。 

 

圖 21訓練圖 

Gradient：是最除坡降法。 

Mu：動量的初始值。 

Val fai：是指檢驗失敗的次數。



 

41 

（3） 迴歸圖（Regression），如圖 22所示。 

 

圖 22迴歸圖 

依次是訓練樣本、驗證樣本、測詴樣本和全部樣本的迴歸係數，

越接近於 1越好，也就是兩條線越接近越好。 

類神經網路有一個缺點就是過擬合（就是對訓練資料過分擬合，

所以偏離了其他未參加訓練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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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本研究中使用投資報酬率，其計算方法如下：投資報酬率=（期

末淨值 期初投資） 期初投資，簡單解釋就是投資標的賺（或賠）了

相當於投資金額的百分比。10%的投資報酬率代表賺了投資額的一成。

本研究為了證驗所實驗的數據是否為準確，採用 Lewis[22]學者所提出

的平均絕對值誤差率（MAPE）來做為準確率的判斷依據，用來評估預

測的準確值平均絕對值誤差率（MAPE）的值越小，代表預測效果越好。

Lewis將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的預測能力分級如下：  

Lewis將平均絕對百分比誤差的預測能力分級如下： 

（1） 當 MAPE＜10%，則有高度準確的預測能力。 

（2） 當 10％≦MAPE<20％，則有好的預測能力。 

（3） 當 20％≦MAPE<50％，則有合理的預測能力。 

（4） 當 50％≦MAPE，則有不準確的預測能力。 

在最後的實驗中所匯出的資料，帶入公式中所需填空的數值，計

算出預測值。公式如下所示： 

     
∑ |     |
 
   

 
     

本實驗絕對值誤差率的結果為 12%，換句話說代表我們的預測準

確度為 88%，在預測能力中是具有良好的預測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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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類神經網路是一門研究領域，它包含了許多發展的潛力，本研究

運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方法，針對股票型基金進行深入研究。主要藉

由類神經網路在處理非線性問題的優越能力，找出機構投資人的交易

行為與市場走向的內隱知識。目的在於比較關鍵因素影響的能力，對

於台灣股票型基金市場的未來走勢有較好的預測能力；並進一步比較，

對於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的預測能力是否有影響。 

經由上述的研究結果顯示，股票型基金是從 2010 年到 2014 年，

在這五年期間，這 26間公司的投資狀況，前四年 2010到 2013的全變

數為訓練資料集,最後一年 2014年為測詴資料集。 

本研究的目標值為投資報酬率，可以幫助投資者在決策股票型基

金時，可以有良好的判斷。因此研究結果顯示，投資報酬率是以基金

淨值變數作為基礎加以計算，所以在多種變數過程中以資產淨值為最

具影響力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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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 工作預定進度表：  

     年

月 

份 

 

工作 

項目 

104 

年 

5 

月 

104 

年 

6 

月 

104 

年 

7 

月 

104 

年 

8 

月 

104 

年 

9 

月 

104 

年 

10 

月 

104 

年 

11 

月 

104 

年 

12 

月 

105 

年 

1 

月 

105 

年 

2 

月 

105 

年 

3 

月 

105 

年 

4 

月 

105 

年 

5 

月 

題目 

製定 

             

蒐集 

資料 

             

分析 

資料 

             

製做 

書陎 

             

製作 

海報 

             

第一次 

口詴 

             

修改及最

後演算 
             

第二次 

口詴 

             

  

 代表為：預計完成時間。  

 代表為：實際完成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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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工作分配：   

姓名  工作內容  

邱心怡 資料蒐集、書陎匯整、美工設計 

周玲玲 資料蒐集、書陎匯整、美工設計 

江佳儒 資料蒐集、簡報製作 

張喻嘉 資料蒐集、簡報製作 

王凱威 資料蒐集、軟體測詴、簡報製作 

 

指導老師簽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