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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來，經濟不穩定、定存利率低，降低以儲蓄的投資方式。使

得大眾尋找其他的投資理財，例如，股票、基金、債券和期貨...等，

股票是目前大眾投資的標地物，股票則是短期內獲利最大。但股票價

格會隨著經濟、政治、財政金融、公司、市場性的因素，股價易造成

大幅度的波動。 

本組是蒐集有關半導體股票的相關資料，將資料整理後做為本研

究的資料，資料探勘的定義是從資料中取出隱含過去或未知有價值的

潛在資訊，通常它應用在資料分析，也是一個具有豐富意涵的詞彙，

也可以用於不同的領域。 

本研究是利用自我組織映射圖分群法，來分析近幾年科技類股之

財報，找出有利投資的股票或是隱藏危機的股票，以利投資時參考讓

投資者能更謹慎選擇。 

 

關鍵字：資料探勘、股票、自我組織映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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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研究背景 

在民生物價的高漲薪水低迷的時代，基本儲蓄已是過時的方法，投資

理財是增加額外收入的來源，現今的投資方式可以說是百百種，而大家耳

熟能詳也是帶動台灣經濟活躍的就是股票。由於股票資料取得愈來愈容易，

投資者可以很容易的從網路、電視、報紙、雜誌收集有關股票的訊息，但

是並不是所有的投資者都是專家，股價波動充滿不少陷阱，很多時候不小

心就被人家說的套牢，如果投資金額少到還好，相反的被套牢金額不少的

話是非常可怕的。不過近年來資料探勘非常的熱門，透過數據之間的關聯

性，運用合適的演算法，分析出對投資者有利的資料。只要妥善的運用這

些資料規劃出對自己有利的投資，相信能從中得到獲利。本研究以台灣半

導體股為研究對象，把資料探勘的技術運用的非常妥當。 

資料探勘的運用頗為常見，主要是因為大數據間充滿了意想不到的知

識，而資料探勘分析比起傳統分析上具有良好的效率，除了可以節省人力

去分析與篩選資料，也可以嘗試比較不同的演算法，選擇適當的探勘應用

技術，比起傳統分析技術相對省下不少時間，取得分析資料，進一步作出

股票投資決策。 

股票買賣投資最終目的在於獲取最大投資報酬，其關鍵因素於投資前

分析股票是否有潛在危險的因子，降低誤踩到垃圾股。本研究將利用自我

組織映射圖，有利於預測未來的股市或是投資組合，使得在投資時能夠做

出最好的決策，或搭配理想的投資組合，能有效增進股票投資報酬能力。

相對過去眾口相傳的比較，現代人可以從網路比較或尋找專業人士詢問，

理財觀念已大有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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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研究目的 

目前的投資市場上有非常多的股票供以選擇，應用資料探勘技術能在

廣大的市場上找出潛在的一些規律或規則，可協助預測比現在更好的投資

組合或是獲得更佳的投資報酬率，此為本研究之目的與動機。簡言之，本

研究目的如下： 

（1） 以半導體公司的股票作為研究對象，分別以本益比，市值，營

收成長率，淨值股價比，負債權益比這五個財務因子來分群，

分析出更好的投資組合，以及預測未來的投資方向，盡而達到

投資報酬之最大化。 

（2） 應用自我組織映射圖對股票作出分群，讓大量的股票資料簡化

成量少的群組，使投資人在投資時能更簡單的分析，利於投資

人在投資做出更好的決策。 

（3） 使用台灣財務新報所提供的股票資料與應用自我組織映射圖分

群法，將資股票資料分群再將分群所得結果加以計算投資報酬

率與風險，再用傳統排序法所算出的投資報酬率與風險加以比

較，探討兩種方式的哪方的績效比較優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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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次專題先預先設定專題主題方向，進而採集相關文獻，再針對股票

資料蒐集及彙整，並運用資料探勘中的自我組織映射圖分群技術進行資料

分析，最後找出影響投資股票選擇策略關鍵因素。本研究流程如下圖 1所

示。 

 

圖 1研究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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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為探究本研究之方法分析模式，本章搜集相關理論及過去之研究結果，

內容包括資料探勘、類神經網路、股票之相關文獻。 

 

2.1 資料探勘 

在科技爆發的時代，資料處理逐漸採用非人工的方式，造成海量的數

據資料且非常繁雜及未經過整理，以及現在的傳統統計及計算已無法滿足

需求，資料爆炸的時代，為了迅速有效整理大量的數據資料，運用資料探

勘的技術，從資料中找出合適的演算法，此技術能解決傳統繁瑣的計算工

作。 

資料探勘又譯為數據挖掘,資料挖掘,資料採礦。尋找隱藏在資料中的

訊息，如趨勢、關聯性、特徵。尤其是資料庫系統、人工智慧、資料倉儲。

近幾年，資料探勘技術相當地熱門，許多商業、金融業、製造業、開發業

都積極利用所挖掘的資訊選擇其投資降低風險(許銘源,2013)。 

知識在廣義上解釋，數據和信息是知識表達的方式，而人們把數據和

訊息轉換成有用的資訊，形成知識的泉源，就像礦山中挖掘金礦是一樣的

(梁定彭,2004)。 

在資料探勘分析上一個標準作業的流程，該流程涵蓋了所有資料探勘

研究步驟。CRoss-Industry Standard Process for Data Mining SPSS 

和 NCR 在 1996 年為克萊斯勒做資料採礦時制訂。CRISPD-DM 標準流程，

所需的步驟如下圖 2所示(黃世勇,2012)。 

(1) 商業理解（Business Understand）：此流程瞭解探勘的方向與

目標，規劃如何收集資料，分析資料及用何種方式呈現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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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資料理解（Data Understand）：此階段從相關的資料庫中濾出

相關資料，從資料中取得獨立相關變數。變數中的獨立性，可

以降低訊息的重複性，提高變數最終的效果。 

(3) 資料預備（Data Preparation）：當確定資料資源可用性之後，

將資料過濾、整合、缺漏值的填補，使得資料完整性更加的完

善。 

(4) 塑模（Model）：將大量的資料分割成訓練資料集與測試資料集，

並建構訓練集模型以測試集來進行測試，依分析結果來回修正。 

(5) 評估（Evaluation）：可分析獲得的知識是否符合企業的目標

與預期結果，且獲取資料中隱藏的知識是否更具有價值的資訊。 

(6) 部署（Deployment）：若適用於企業，應繼續使用此計畫，但

知識必須隨時監控著，以防環境的變化使得目前的知識不符合

環境需求，導致企業競爭弱減。 

 

圖 2 CRISP-DM流程 

圖片來源：http://ppt.cc/j85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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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探勘主要技術分別為：類神經網路、決策樹、基因演算法、近鄰

演算法、自我組織映射圖，相關說明如下(何鴻聖,2004)。 

(1) 類神經網路：具有自學習、聯想儲存功能、高速計算及容錯的

能力，而自學習功能對於預測非常的重要，用此技術預測未來

的應用前途很遠大。 

(2) 決策樹：以樹狀資料結構為基礎，易於人類了解和運用的決策

法。 

(3) 基因演算法：是一種新的資料探勘技術，通常運用在解決最佳

化問題的工具。 

(4) 近鄰演算法：利用受測資料點旁已知類別的鄰居資料點決定所

屬類別，類別的決定則採用最多鄰居點所屬的類別。所使用的

技術和應用對象不同，所得到的結果會大不相同。 

(5) 自我組織映射圖：屬於非監督式與競爭式之類神經網路，具備

資料探勘群集化的功能。 

資料分析主要分四種類型：資料分類、資料關聯、資料分群、循序樣

式探勘，如下(許銘源,2013)。 

(1) 資料分類：針對資料集分析資料的屬性，按照屬性和特徵分類加

以定義，以建立類組(class)。 

(2) 資料關聯：找出資料項目集合與其他項目集合相關性之關聯規則。 

(3) 資料分群：依據資料的特性，分別歸類到數個群集，將相似群集

與相異群集分別出來。 

(4) 循序樣式探勘：主要分析按次序排好的行列的轉變，從相關序列

當中預測未來的狀態。與資料關聯所不同的是循序樣式探勘以時

間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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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自我組織映射圖(SOM) 

自我組織映射圖（Self-Organizing Map）最早由 Kohonen(1982)提

出了此概念，屬於非監督式與競爭式之類神經網路，具資料探勘中群集化

的功能，其特點是利用資料的異同性來進行集群的動作，而概念是可以將

一群異質性的資料聚集成為同質性高的分群，並可依據需求自訂分群的數

量，所輸入的資料異質性越高、相關性越低，最後產生的分群也越具有參

考價值(黃鈺琳,2011)。 

自我組織映射圖網路是類神經網路的一種。類神經網路或譯為人工神

經網路，是指模仿生物神經網路的資訊處理系統。大部分成以下三類(何

鴻聖,2004)：   

(1) 監督式學習：在資料進入網路系統演算之前，我們就已經清楚知

道輸入變數跟輸出變數之間有很密切的關係，而這一層關係是一

種非線性的關係。例如倒傳遞類神經網路。 

(2) 非監督式學習：只有輸入變數而沒有相對應的輸出變數，利用輸

入變數樣本之間的相似性作為一種聚類演算，或是將輸入樣本的

特徵值擷取出來，通常此網路是利用競爭式的學習，此研究的主

要網路系統自組織映射神經網路就是此類。 

(3) 聯想式學習：是從訓練範例中，學習範例的內 在記憶規則，以應

用於當有不完整輸入狀態資料時，需推論其完整資料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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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發表，為監督式學習的一種，其基本原理為使用最陡坡降法之觀念，將

誤差函數給予最小化(McClelland, J. L., & Rumelhart,1986)，倒傳遞

類神經網路之架構，而架構之功能分述如圖 3所示。 

(1) 輸入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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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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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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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元個數看需要解決的問題狀況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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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以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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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惠妍,2003)。 

 

圖 3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之網路架構圖(葉怡成,2010) 

Xn為輸入變數，Ya為輸出向量，Waa為神經元 a到神經元 a的連接權重 

為神經元 

自組織映射圖網路主要分成輸入層、輸出層及網路連結(加權)三層組

成的網路架構(陳桂霞,1999)，如圖 4所示。輸入層即訓練範例的輸入向

量，輸出層則是由網路拓撲所組成，而網路連結則是每個輸出層與輸入層

相連結的加權值所成的向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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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 SOM的架構圖(陳桂霞,1999) 

 

SOM 是類神經網路中最具代表性的分群方法，是一種競爭加上合作的

特殊型式，透過初步的輸入向量，一次學習循環只有一個神經元將在競爭

中獲得勝利，此優勝神經元將造福其拓樸空間中周圍的神經元，這些神經

元將同時被激勵，一起學習修正連結值向量。SOM的優點如下列說明(楊

東昌,2004): 

(1) 穩健性：設鄰近區域函數延伸至足夠遠如高斯函數，則 SOM會有

穩健的特性，因為競爭式學習因而產生的原型會受到所有資料樣

本的影響。 

(2) 局部調整：拓樸的次序性會把每個優勝神經元的附近區域發揮作

用，因而形成朝向資料密度特性作局部的調整。 

(3) 易現性：SOM是有規則的網路格點可以建造一個有效率且視覺化的

使用者介面。 

SOM演算的流程主要分為三大部分，一開始為競爭，神經元跟神經元

之間的競爭，誰贏就成為優勝神經元，然後合作以優勝神經元為中心其附

近神經元將受益一起學習訓練，最後是適應階段，更改權重值向量使權重

值向量更靠近輸入資料向量，下面以數學形式說明 SOM學習訓練演算過程

(何鴻聖,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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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元之間的競爭，定義為輸入資料向量的維度，在輸入的資料中隨

機選取一個輸入向量 x, 

x=[𝑥1, 𝑥2, … , 𝑥𝑚]𝑇 

神經網路每個神經元的鍵結值和輸入向量都有一樣的維度，神經元 j

的鍵結值為: 

𝑤𝑗 = [𝑤𝑗1, 𝑤𝑗2, … , 𝑤𝑗𝑚]
𝑇
,j=1,2,…,l 

 

其中 l為神經網路中輸出層神經元的個數 

找出最適合或優勝神經元，可以利用下面兩個方式，此兩個方式得到

的結果都會相同，第一種方式為極大化內積，輸入向量的內積可表示為

w 𝑥𝑗
𝑇 ,j=1,2,…,l 

第二種方式為極小化距離,距離可表示為 

‖𝑥−𝑦‖=√∑ |𝑥𝑖−𝑦𝑖|2𝑛
𝑖=1  

令𝑖(x)為優勝神經元,則 

𝑖(x) = arg min
𝑗

‖𝑥 − 𝑤𝑗‖ , 𝑗=1,2,…,l 

神經元之間的合作和互相激勵作用，在輸出拓樸空間中心，而學習訓

練中附近的神經元都會被激勵神經元，設ℎ𝑗,𝑖為以優勝神經元為中心的拓

樸鄰域， 𝑑𝑗,𝑖為優勝神經元𝑖 和欲激勵神經元𝑗的側向距離，𝑑𝑗,𝑖定義如下 

𝑑𝑗,𝑖‖𝑟𝑗 − 𝑟𝑖‖ 

其中𝑟𝑗定義為在輸出空間中被激勵神經元𝑗的位置，𝑟𝑖定義為在輸出空間中

優勝神經元𝑖的位置，‖. ‖ 距離的量測是在輸出空間中的距離。 

 

假設拓樸鄰域ℎ𝑗,𝑖為𝑑𝑗,𝑖的單峰函數,而設ℎ𝑗,𝑖為高斯函數,即 

ℎ𝑗,𝑖(𝑥)=exp(
𝑑𝑗,𝑖

2

2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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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參數ℴ為拓樸鄰域的有效距離, ℴ描述學習訓練過程中在優勝神經

元周圍神經元被激發的程度。 

拓樸鄰域ℎ𝑗,𝑖會隨時間的增加而慢慢減少,所以當ℴ隨時間的增加而下

降時, ℎ𝑗,𝑖也會隨著時間的增加而慢慢減少因此ℴ為 

ℴ(n) = ℴ0exp(−
𝑛

𝑟1
), 𝑛=0,1,2,… 

其中ℴ0為ℴ的初始值,  𝑟1為時間常數, 𝑛為學習次數 

    所以拓樸鄰域ℎ𝑗,𝑖可表示為 

ℎ𝑗,𝑖(𝑥)(𝑛)=exp(
𝑑𝑗,𝑖

2

2ℴ2(𝑛)
), 𝑛=0,1,2,… 

我們將ℎ𝑗,𝑖(𝑥)(𝑛)視為鄰域函數,最後是適應階段,就是調整鍵連值𝑤𝑗, 

𝑤𝑗必須不斷隨著輸入向量 x改變,讓𝑤𝑗成為輸入向量空間的聚類型心向量, 

𝑤𝑗的修正過程為: 

𝑤𝑗(𝑛 + 1)= 𝑤𝑗(𝑛)+𝜂(𝑛)ℎ𝑗,𝑖(𝑥)(𝑛)[x-𝑤𝑗(𝑛)] 

其中學習速度 

η(𝑛)=η0exp(−
𝑛

𝑟2
) ,  𝑛 = 0,1,2, … 

𝑟2為另一個時間常數 

經以上說明,將 SOM的學習過程跟演算步驟重述如下: 

步驟 1初始化連結權重值: 隨機選取神經元𝑤𝑗 

wj = [wj1, wj2, … , wjm]
T
,j=1,2,…,l 

步驟 2 相似性配適: 找出輸入向量和連結權重值距離最小的神經元令𝑖(x)

為優勝神經元。 

𝑖(x) = arg min
𝑗

‖𝑥 − 𝑤𝑗‖, 𝑗=1,2,…,l 

                            

步驟 3  更新權重值 

𝑤𝑗(𝑛 + 1)= 𝑤𝑗(𝑛)+𝜂(𝑛)ℎ𝑗,𝑖(𝑥)(𝑛)[x-𝑤𝑗(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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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驟 4  回到步驟 1繼續執行 

SOM神經網路就是由步驟 1到步驟 4的反覆運算,在每一次的學習過

程中,一組接一組的樣本輸入向量進入 SOM神經網路,直到所有樣本都輸入

完後,才完成一次的學習循環,第二次學習循環也跟上次一樣的步驟,最後

SOM神經網路的內部權重值將趨近於樣本向量資料。 

2.3 股票選擇策略 

股票是公司經營需要大量資金，而以公開募股的方式，將內容，介紹

給大眾，以獲得資金，使公司能夠長時間的運用及經營，在籌資時，發給

投資人一張憑證，票券上的數字就是您擁有有的股數，這就是股票。股票

是每個投資人的經濟活動的工具，透過股市，投資人可取得所需資金。買

股票、就是在投資一家公司，持有股份的人都是公司的股東，股票則為憑

證，股票的漲跌就是投資者的報酬。 

股票的投資，是透過公開的市場交易機制，由股票的買進及賣出來賺

取其間的價差已獲得報酬，其操作方式包括現金買進、賣出，或是融資買

進、賣出及融券買進賣出等交易模式，股票交易來獲得利潤的目的卻是相

同的，因此，如何選擇股票投資以獲得投資利益，一直是股票投資人關心

的議題之一(林碁域,2016)。 

利用台灣證劵交易所電子類股公司資料，以 SOM 神經網路建構選股策

略，由於 SOM 模型是具有高度非線性的聚類特性，因此，它能夠捕捉股票

報酬的非線性現象，我們以市值、淨值股價比、營收成長率、本益比與負

債權益比實證結果發現，SOM 神經網路選股模型的投資績效顯著優於傳統

排序法(何鴻聖,2004) 。 

以台灣五十之成份股為研究對象，目的是比較倒傳遞類神經網路與灰

預測模式何者預測能力較佳。研究方法則是使用類神經網路、倒傳遞類神

經網路、灰預測模式來預測市值，稅後淨利成長比，股價淨值比，股東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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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報酬率，負債比率。結論顯示，倒傳遞類神經網路的預測效果最好 (吳

月明,2006) 。 

針對 2001 年 4 月底至 2011 年 4 月底為測試期，樣本是台灣上市公

司的普通股，選取本益比及股價淨值比較偏低者和市場組合做為比較，以

體質強健的公司做為投資組合，實證結果表現優於市場報酬；進一步研究

該有效的投資組合在月份表現以及市場多空頭的情形如何，最後則將該投

資組合利用模擬投資的方式，驗證累計報酬率並和市場比較，實驗結果仍

優於市場報酬(楊至中,2012)。 

預測股票報酬率，使用速動比率，稅前純益佔實收資本比率，總資產

報酬成長率，負債比率，流動比率，總資產週轉率，固定資產週轉率，存

貨週轉率及應收帳款週轉率，這 9 個財務變數來預估股票投資報酬率方面，

因為自變數與因變 數的組合為非線性的組合，不易將所有的資料劃分為

幾個簡單的區間，因此，在於類神經網路與決策樹的模型建立上，類神經

網 路較能夠比決策樹取得更佳的預測準確度(曾欽正,2003)。 

大部分文獻簡單採用市價、淨值比及市價、盈餘比等區分價值股與成

長股來做研究。本研究加入其它定義做參考，看結果是否會不同。在此想

法下加入股票之股東權益報酬率大於零之定義，在根據市價、淨值比及市

價、盈餘比來做篩選，選出價值股與成長股的樣本，探討在定義下價值股

與成長股投資績效，必與加權值比較。再者加入負債比及規模因數，市場

異常現象及持股時間，對於投資績效是否會變化(楊慶豪,2007)。 

以本益比、市價淨值比、市價銷貨比探討價值型投資策略，研究期間

是 2000 年 1 月 1 日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共 12 年，以公司之本益比

(P/E)、市價淨值比(P/B)、市價銷貨比(P/S)過去趨勢中之相對低點與高

點作為進出時點。結果發現：以個別公司自己過去市價淨值比(P/B)及市

價銷售比(P/S)兩項財務指標趨勢，在相對低點進場及相對高點賣出，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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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能顯著提高投資年化報酬率，實證結果支持價值型投資策略(高惠娟、

王澤維及陳建葦, 2013)。 

依上述的論文文獻中我們統整成表一如下圖所示： 

 

表一股票選擇所使用的財務因子之相關文獻 

時間 作者 方法 變數 

2003 曾欽正 

使用類神經網路與決策樹

技術預測股票報酬率 

本比率、總資產報酬成長

率、負債比率，流動比率、

總資產週轉率、 固定資產

週轉率、存貨週轉率及應收

帳款週轉率 

2004 何鴻聖 

以 SOM神經網路建構 選

股策略 

市值、淨值股價比、營收成

長率、本益比與負債權益比 

2006 吳月明 

使用類神經網路、倒傳遞

類神經網路、灰預測模式

來預測 

市值、稅後淨利成長比、股

價淨值比、股東權益報酬

率、負債比率 

2007 陽慶豪 

參考變數之投資組合，來

研究台灣股票市場 

市價、淨值比及市價、盈餘

比、股票之股東權益報酬

率、負債比、規模因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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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者 方法 變數 

2012 楊至中 

以本益比及股價淨值比，

選取較偏低者，並和市場

組合做為比較，而後再從

上述組合，選取體質強健

的公司做為投資組合， 

 

 

本益比、股價淨值比 

2013 

高惠

娟、王

澤維及

陳建葦 

以本益比、市價淨值比、

市價銷貨比探討價值型投

資策略 

 

本益比(P/E)、市價淨值比

(P/B)、市價銷貨比 

資料來源:本文整理 

2.4.應用 SOM選擇股票策略相關文獻探討 

自我組織映射圖(Self-organizing Maps)網路(簡稱 SOM)是根據非監

督式學習的一種網路，輸出層的類神經元是用矩陣方式排列於一維或二維

的環境中，並且根據目前的輸入向量彼此競爭以爭取得到調整鏈結值向量

的機會，而最後輸出層的類神經元會根據輸入向量的「特徵」以有意義的

「拓樸結構」（Topological Structure）呈現在輸出環境中(陳慶

瀚,2006)。 

 

何鴻聖(2004)使用 1995 1月到 2003 12月台灣證券交易所電子類上

市公司，使用自我組織映射圖(SOM)以公司市值、淨值股價比、營收成長

率、本益比、負債權益比，這五個財務因子生產出１７個變數計算投資報

酬率，再以傳統排序法作為比較發現自我組織映射圖(SOM)的報酬率優於

傳統排序法。 

 

林維垣，郭子文，黃境煌(2006)延續何鴻聖(2004)的研究，依台灣

上市電子類股公司為樣本，將輸入資料由財務數據年資料換成技術指標

月資料、投資策略更改為更短的月投資策略，以 SOM 為基礎，分別結

合逐步迴歸法與主成份分析法，針對 23 種技術指標進行股票聚類，形

成三種以技術指標分類的投資組合， 採月底形成投資組合，於隔月初

形式投資策略，投資策略有買進持有法、順向趨勢法、逆向趨勢法的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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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策略及具有學習機制的倒傳遞網路、輻狀基底函數網路 人工智慧預

測法，透過預測股價走勢再決定做多或者放空該投資組合。實驗結果以

主成分分析法和逐步迴歸法先將技術指標做篩選再以 SOM分類，對 SOM

聚類運算的時間並無明顯減少。然而以 SOM 形成投資組合確實做到分

散風險，以 SOM產生的投資組合為基礎，結合 BPN、RBF 與改進型 RBF 

預測法的投資策略皆有比傳統投資策略較佳的報酬。因此，SOM應用於

投資組合確實可行。 

 

棗厥庸(2004)使用了類神經網路中的自我組織映射圖(self-

organizing maps)，而對金融市場的交易進行計量建模，這種方法我們稱

軌跡域模型(Trajectory-Domain Model, TDM)，在這研究找出，不同的市

場可以找到相似的型態，也知道軌跡域模型在不同的市場會有不同的適應

力。 

依上述的論文文獻中我們統整成表二如下圖所示： 

 

表二應用自組織映射於分群之相關實證文獻彙整表 

時間 作者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2004 
何鴻聖 

 

利用五個財務

所產生 17 個

輸入變數作為

用 SOM 建構

選股策略的輸

入變數。 

證實使用自我組織映射圖計

算的投資報酬率優於傳統排

序法之投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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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作者 研究方法 研究結果 

2006 

 

林維

垣，郭

子 文，

黃境煌 

 

 

以 23種技術指標去進行較短期

的月投資組合與策略．並使用

主成份的分析法、逐步迴歸法

對 23種技術指標進行因數分

析，使其縮短 SOＭ的運算時

間、增進投資報酬。 

以 SOM形成投資組合確實

能達到分散風險，以 SOM

配合輻狀基底函數神經網

路預測法(RBF)的投資策略

平均報酬率為最佳的報

酬。 

2004 

 

棗厥庸 

 

使用類神經網路中的自我組織

映射圖，對金融業市場中的交

易進行計量建模                                     

研究發現在不同的市場中可

找出相似的型態，也找出軌

跡域模型在不同的市場中有

不同的適應力。 

 

資料來源:本文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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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介紹 

本研究利用股票的變數及股票交易的資料，來研究台灣股票市場，使

用台灣經濟新報 TEJ 資料庫，以及 Matlab 軟體利用自我組織映射圖方法，

將半導體股票作分群加以計算報酬率。 

3.1研究架構 

影響股票的變數及股票交易的資料，在過去文獻中，發現一些被公認

為重要的變數，市值、本益比、營收成長率、淨值股價比、負債權益比五

個財務因子，後面小節將會有詳細解說，則股票資料是由台灣經濟新報資

料庫所提供，研究架構如圖 5所示 

 

圖 5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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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資料處理 

在做資料探勘之前一定要先做資料處理的動作，而做資料處理有以下

三項必須先做的工作，分別是資料整合和資料清理以及資料轉換，如圖 6。 

 

圖 6資料處理過程 

（1） 資料整合：將多個資料來源整合在一個資料倉儲，而資料整合

的主要工作是消除資料的不一致以及消除重複的資料。 

（2） 資料清理：確認資料的正確性以及完整性，讓資料探勘能夠順

利進行，經過資料清理之後，原本亂七八糟的資料將變得非常

整齊，讓接下來的工作可以順利進行。 

（3） 資料轉換：將資料內容轉換成更能容易探勘或者是探勘所得的

結果更可信的結果。 

3.2.1資料分析 

本研究選擇 2010年到 2015年期間，選擇半導體的股票，經由公司的

資料是否上市、是否齊全、是否倒閉及有空值得這些方向來去篩選之後，

得出 47家公司如表三所示。 

  

表三股票公司名稱 

公司名稱 

勤益控公司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日月光集團 矽品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華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股份有限公司 

旺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台灣光罩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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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稱 

台灣茂矽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華邦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順德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矽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菱生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瑞昱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威盛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凌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南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超豐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創見股份有限公司 

聯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全新光電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義隆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晶豪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陽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嘉晶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聯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智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揚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聯傑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台塑勝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富鼎先進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全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尚志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通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松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盛群半導體股份有限公司 力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迅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矽格股份有限公司 

矽創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致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福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華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創意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敦泰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偉詮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根據上表公司的股票資料，用資料探勘中的自我組織映射圖方法，針

對股票交易的資料以及財務因子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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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說明： 

（1） 本益比(Price-Earnings Ratio，簡稱 P/E、PER) ：指的是股

票的股價收益比，指每股市價除以每股盈利通常作為股票是便

宜還是昂貴的指標，其公式為下列所示: 

本益比=股價  /  EPS (每股盈餘) 。 

（2） 市值(market capitalization): 指一間上市的公司在證卷市場

上的「市場價格總值」的簡稱，其公式為下列所示: 

市值 = 股價 X股本。 

（3） 營收成長率(Revenue Growth Rate):  一家公司某一段時間營

業收入的變化程度，通常以百分比顯示，其公式為下列所示: 

營收成長率=(本年度營收/上年度營收)-1。 

（4） 淨值股價比(Price-Book Ratio，簡稱 PBR):指企業於特定時間

點的股價，相對於最近季底每股淨值的比值，其公式為下列所

示: 

淨值股價比=股價/淨值。 

（5） 負債權益比(Debtequity Ratio):是指企業的負債與所有者權益

(股東權益)之間的比值，其公式為下列所示: 

負債權益比=負債總額/股東權益。 

根據上方的五個財務因子本益比、營收成長率、淨值股價比，將其分

成四季，一季為一個變數，合計 12 個變數，再加上市值、負債權益

比，共有 14個變數，為研究變數。 

 

3.3環境介紹 

3.3.1台灣經濟新報（TEJ）介紹 

台灣經濟新報自 1990年 4月，專門提供證券金融市場基本分析所需

的資訊。TEJ資料庫是由一群精通資料收集、經濟分析與電腦應用的專業

http://wiki.mbalib.com/zh-tw/%E4%BC%81%E4%B8%9A
http://wiki.mbalib.com/zh-tw/%E8%B4%9F%E5%80%BA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9%80%E6%9C%89%E8%80%85%E6%9D%83%E7%9B%8A
http://wiki.mbalib.com/zh-tw/%E6%89%80%E6%9C%89%E8%80%85%E6%9D%83%E7%9B%8A
http://wiki.mbalib.com/zh-tw/%E8%82%A1%E4%B8%9C%E6%9D%83%E7%9B%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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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共同組成的團隊，當國內企業界對於金融財經資料庫還不瞭解時，此

團隊以獨特的眼光創立金融財經資料庫，隨著電腦應用和網路應用的普及，

使用資料庫來進行理財投資分析，勢必會成為大家使用的方法之一。而

TEJ的資料是以傳統排序法來作排序，台灣經濟新報（TEJ）系統圖如 7

所示。 

 

圖 7台灣經濟新報（TEJ）系統 

3.3.2 MATLAB介紹 

MATLAB是 matrix laboratory的縮寫，是一款由美國 The wathworks

公司在 1984年出品的商業數學軟體。MATLAB特性如下 

1. 繪圖功能：2D，3D，三維圖形處理，聲音及動畫處理。 

2. 程式語言功能：流程控制指令，除錯器，Ｃ語言產生器，字串

處理，二進制資料之輸入。 

3. 繪圖介面設計的功能：下拉式功能表之設計，按鈕設計，滑鼠

處理。 

4. 強大的工具盒：控制系統，模糊邏輯，影像處理，頻譜分析，

信號處理器，統計，偏微分方程，類神經網路。 

5. 擴充功能：matlab compiler，matlab C數學程式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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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LAB系統版面如下圖 8所示。 

 

圖 8為 MATLAB操作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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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的資料來源，源自於台灣經濟新報 TEJ系統，我們擷取

2010年到 2015年的台灣半導體公司的股票資料，再將這些半導體股

的資料中找出許多變數，在使用台灣經濟新報 TEJ系統選取這些變數

中找出所需的資料，再把所得資料加以整理排序，若該公司因倒閉跟

變數值為空值時或是他種原因被併就則為刪除，資料篩選及統整完後

進行建立即設定輸入值的資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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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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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0 萬就相當於賺

了 100萬，那麼投資報酬率如果是 100%也可以說等於賺了一個資本。 

4.1實驗步驟 

      SOM分群法我們先將從台灣經濟新報 TEJ所選取的 5年的台灣半

導體公司的股票的數據代入 Matlab在得出結果，Matlab操作如下： 

1. 建立資料內容，使用半導體公司 47 家以五個財務因子，本益

比、營收成長率、淨值股價比，將其分成四季，一季為一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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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合計 12 個變數，再加上市值、負債權益比，共有 14 個變

數，為研究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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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Command windows 輸入 nntool

開啟工具箱的主畫面，把所需實驗的數據匯入（Inputs）畫面

中所對應的欄位中，如圖 9所示。 

 

圖 9匯入 MATLAB資料圖 

 

4. 建立網路設定值/架構，如圖10所示。  

(1) 點選New Network，進入新增網路設定值的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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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Network Name：建立網路名稱。  

(3) Network Type：選取網路類型。 

(4) Input data：輸入資料來源。  

(5) Dimensions of map：設定map的權重數目。  

(6) Ordering phase learning rate :排序階段學習率  

(7) Ordering phase steps : 排序階段步驟  

(8) Tuning phase learning rate : 設定學習速率。  

(9) Neighborhood distance : 設定鄰近半徑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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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網路設定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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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設定完之後，按下 view 可看見網路架構，如圖 11 所示 

 

圖 11網路架構圖 

6. 設定網路架構視窗值，連點network1或選取open網路架構視窗

會顯現出來，再進入Train 網路訓練設定視窗設置訓練變數，

如圖10所示。  

 

圖 12 訓練變數設置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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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完成設定，按下Trian Network開始訓練，如圖13所示。  

(1) Algorithms :相關參數。  

(2) Progress :終止條件。  

(3) Polts :各種圖形曲線。  

 

圖 13 訓練網路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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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資料匯出，回到類神經網路工具箱畫面，按下Export匯出所有資料，

如圖14所示。 

 
圖 14 資料匯出 

 

9.匯出結果，形成兩個群集，建立新的投資組合，如圖15 

 
圖 15 匯出結果 

10.將其分群結果代入報酬率算出平均報酬率 

 

傳統階層排序法是以市值的大小做排序，前 50%的公司作為贏家組合，而

後 50%為輸家組合，再將報酬率代入得出平均報酬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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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實驗結果 

本研究以投資策略做為研究方法，再用投資報酬率資料帶入來做比對

得出研究結果，評估 SOM分群與傳統式階層排序法哪一種投資策略較佳。 

1. 第一季投資組合績效 

SOM分群與傳統階層排序法於第一季的績效比對，再 SOM分群與傳

統階層排序法的投資組合中 SOM的投資組合為最好，SOM的贏家投

資組合平均報酬率為 2.74%，比傳統階層排序法的贏家投資組合平

均報酬率 2.11%，所以在第一季 SOM是優於傳統階層排序法，如圖

16所示。 

 
圖 16第一季投資組合比對圖 

 

第二季投資組合績效 

SOM分群與傳統階層排序法於第一季的績效比對，再 SOM分群與傳

統階層排序法的投資組合中 SOM的投資組合為最好，SOM的贏家投

資組合平均報酬率為-3.23%，比傳統階層排序法的贏家投資組合平

均報酬率-4.10%，所以在第二季 SOM是優於傳統階層排序法，如圖

17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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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第二季投資組合比對圖 

第三季投資組合績效 

SOM分群與傳統階層排序法於第一季的績效比對，再 SOM分群與傳

統階層排序法的投資組合中 SOM的投資組合為最好，SOM的投資組

合平均報酬率為 3.30%，比傳統階層排序法的贏家平均報酬率

2.72%，所以在第三季 SOM是優於傳統階層排序法，如圖 18所示。 

 

圖 18第三季投資組合比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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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季投資組合績效 

SOM分群與傳統階層排序法於第一季的績效比對，再 SOM分群與傳

統階層排序法的投資組合中 SOM的投資組合為最好，SOM的投資組

合平均報酬率為 7.99%，比傳統階層排序法的贏家平均報酬率

6.51%，所以在第四季 SOM是優於傳統階層排序法，如圖 19所示。 

 

圖 19第四季投資組合比對圖 

 

4.3評估各種投資組合與投資策略 

  依 SOM與傳統階層排序法這兩種投資策略比較來說，可以看出從第一季

到第四季的贏家投資組合都由 SOM較好，依此證實已 SOM分群方法比傳統

階層排序法較於優越，能提高投資報酬率及增強選股績效，達到提高報酬

的最終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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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為報酬率所算出的前三家贏家公司 

三月贏家前三家公司 

3006 晶豪科 

2455 全新 

6257 矽格 

六月贏家前三家公司 

6257 矽格 

2330 台積電 

2455 全新 

九月贏家前三家公司 

2388 威盛 

8016 矽創 

3545 敦泰 

十二月贏家前三家公司 

2408 南亞科 

3532 台勝科 

3579 尚志 

 

由上表可看出 SOM贏家前三家公司，第一季三月贏家公司為晶豪科、

全新 、矽格，因此第一季這三家投資者可以考慮購買。第二季六月贏家

公司為矽格、台積電 、全新，因此第二季這三家投資者可以考慮購買。

第三季九月贏家公司為威盛、矽創 、敦泰，因此第三季這三家投資者可

以考慮購買。第四季十二月贏家公司為南亞科、台勝科 、尚志，因此第

四季這三家投資者可以考慮購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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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 

  本研究使用 SOM分群後再運用報酬率代入分群之結果與傳統階層排序的

方法針對半導體公司的股票進行比對之研究。其目的是藉由自組織映射圖

對大數據解決一些對人來說非常複雜計算工作的能力找出股票投資人所關

心的課題與市場走向，其目的是提高報酬率、投資績效讓投資人在於選股

中能夠參考資料使得投資人有更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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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可以有

良好的判斷。因此研究結果顯示，再 SOM 分群所得出的報酬率比一般的

傳統階層排序法的投資報酬率還要高，但是說不定有更好的方法能讓報酬

率比 SOM 分群還要高，或者是有更好的變數，更能影響股票的關係得以

提高報酬率。 

   希望此方法不依定只用於在半導體股票，也能用在不同種類的股票加以

分析，也有可能使用更好的驗證方法或不同的變數能讓 SOM 分群的報酬

率更大也能讓投資人選股時有更多更好的選擇，現在是大數據時代所以會

留下許多的資訊，因此大數據分析開始慢慢掘起大家也開始重視它的存在，

希望大家在投資股票時參考使用大數據的分析資料，可以有良好的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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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一、 工作預定進度表：  

     年月 

份 

 

工作 

項目 

105 

年 

5 

月 

105 

年 

6 

月 

105 

年 

7 

月 

105 

年 

8 

月 

105 

年 

9 

月 

105 

年 

10 

月 

105 

年 

11 

月 

105 

年 

12 

月 

106 

年 

1 

月 

106 

年 

2 

月 

106 

年 

3 

月 

106 

年 

4 

月 

106 

年 

5 

月 

題目 

製定 

             

蒐集 

資料 

             

分析 

資料 

             

製做 

書面 

             

製作 

海報 

             

第一次 

口試 

             

修改及最

後演算 

             

第二次 

口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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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忠諺 資料蒐集、書面匯整、美工設計 

黃頎祐 資料蒐集、書面匯整、美工設計 

彭程尉 資料蒐集、簡報製作、書面匯整 

林承威 資料蒐集、簡報製作、軟體測試 

何奕霆 資料蒐集、簡報製作、軟體測試 

 

指導老師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