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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基金投資已成為一般民眾重要的理財工具，而投資人最

關注的是基金績效的好壞，以及績效好的基金在未來是否還能持續維

持先前好的績效表現。因此，本專題主要在探討台灣開放式股票型基

金的環境因子影響與基金報酬率之相互關係。 

本文專題的資料集是採用 TEJ(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中，時間為

2010年 1月起至 2015年 12月止季資料，挑選 24家投信公司，共 24

季之國內開放式股票型基金。應用 9項影響因素及基金的交易資料，

使用 C5.0決策樹方法來探討影響股票型基金之關鍵因素。 

 

關鍵字：資料探勘、股票型基金、決策樹 C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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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1.1 研究背景 

    資料探勘的使用在現今越來越廣泛，尤其是近幾年來資料探勘在

行為模式分析上的效率頗為良好，不用再浪費的人力資源去尋找與過

濾資料，同時，資料探勘快速擷取資料的差異性進行分析，將有用的

數據資料做為未來決策的根基。在資訊科技日益發達的日子中，許多

的學者與研究者投入大數據分析這個廣泛的領域中，希望將資料探勘

運用在各領域的預測分析與相關應用上。 

近年來經濟環境的變遷，投資理財成為投資人必學的重要課題，

在許多的理財方式中，股票和基金是大家普遍投資的項目，大部分的

投資者都不是專業的投資顧問，卻又希望靠投資累積財富，所以在投

資理財上會選擇職業經理人分析去做規劃，因此本研究以台灣股票型

基金做為研究對象。 

此外，因為基金是動態並為開放之市場，因此任何可預測規則都

需要能力以適用於多變繁複的投資環境，而一般常以「統計理論」為

基礎之分析，把所有能影響基金淨值及績效等相關因素納入分析考

量 ，建立相關多組預測模型；但統計分析法需要建立較多之相關關

係變數與蒐集大量之數據資料，並運用決策樹來分析各因子之間關係

並進行預測與分析。本研究將利用決策樹分析出結果，有利於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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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投資時獲得正確的資訊，讓投資者了解投資中的關鍵影響因素有哪

些，而這些關鍵因素都是投資人參考的依據，不在讓投資者盲目的投

資。 

1.2 研究目的 

    目前股票投資市場上有許多的選擇，如果能運用資料探勘的功效

發現其中潛存的規律性與行為模式，並找尋出影響股票型基金的關鍵

因素，讓投資人可以更精準的預測未來走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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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基金管理費、基金規模、

基金流量、管理費用、銷售費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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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5.0 決策樹分析出股票型基金影響關鍵因素，讓投資

人在投資時更精準的掌握發展趨勢，利於投資人做有效的

投資。 

（3） 將樣本基金績效分出不同類型的基金，並探討國內股票型

基金實際之報酬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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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研究流程 

本研究首先進行擬定研究目的，接著蒐集相關文獻，再針對股票

型基金做資料整理，利用資料探勘與 C5.0 決策樹進行分析，找出影

響股票型基金的關鍵因素。本研究流程如圖 1 所示。 

   

擬定專題主題方向 

搜尋相關文獻探討 

研究決策樹之方法 

實證結果與分析 

研究結論和建議 

 圖 1研究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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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為探討股票型基金的研究方法及問題，本章蒐集相關理論以及過

去之研究成果，內容包括資料探勘、決策樹及股票型基金之相關文

獻。 

2.1 資料探勘 

隨著電腦的普及與科技的發展，讓資料的儲存更具有價值，其產

生的資料數量也跟著快速的成長，為了能快速且有效的因應此需求，

資料探勘技術因而產生。所謂資料探勘是指從大型資料庫中萃取出有

興趣的資訊或樣式的過程(Han&Kamber 2000)。對於資料探勘的定義，

有多位的學者有著不同的說明如表 1所示(王珮紋,2012)。 

表 1 資料探勘定義 

學者 定義 

Fayyad et al.(1996) 依據使用者需求，從資料庫中選擇合適資料

加以處理、轉換、探勘到評估的一連串過程，

並且是知識發現的一部分。 

Cabena et al.(1997) 將為之且有效的資訊從大型的資料庫萃取之

過程，並將挖掘出來的有用資訊提供給主管

做決定性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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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w et al.(2001) 尋找和分析資料的一個過程，其目的是尋找

出隱藏在資料中有用的資訊。 

Elovici et al.(2003) 為一種過程，從大量資料庫中決取先前的有

用資訊，並將挖掘出的資訊幫助主管做重大

的決策。 

Thuraisingham(2000) 使用各種機器學習的工具，例如決策樹、類

神經網路等的演算法，在資料中萃取主要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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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探勘交叉產業標準程序(CRISPD-DM)是由

SPSS 等世界著名公司依其實務經驗與理論基礎所共同訂定出來的資

料探勘的一套標準作業資料來源程序。CRISPD-DM 標準流程，所需

的步驟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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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CRISP-DM 過程模型 (SPSS) 

 

一、 商業理解（Business Understand）：資料挖掘最重要的部分。商

業理解包括決定形勢評估、商業目標、決定資料挖掘目標，及

制定一個專案計畫。 

二、 資料理解（Data Understand）：資料提供了資料挖掘的原始資

料。這個部份強調需要了解資料來源是什麼，這些資料的特徵

是什麼，這個包括收集原始資料、描述資料、探索資料，及證

實資料的質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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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資料預備（Data Preparation）：將資料來源分類後，需要準備

用於挖掘的資料。準備的過程包括選擇、清理、重構、整合以

及格式化資料。 

四、 塑模（Model）：此為資料挖掘中最引人注意的地方，成熟的

分析方法將用在資料中提取資訊。這個部分包括選擇模型技巧、

產生測試計畫，以及塑模和模型評估。 

五、 評估（Evaluation）：一旦選擇了模型，接著對資料挖掘的結果

是否到達商業目標作評估。這部分包括評估結果、回顧資料挖

掘的過程，及確定接下來的步驟。 

六、 部署（Deployment）：這個部分注重於將新知識融會到每天商

業運作過程中，從而解答最初的商業問題。這個部分包括計畫

發佈、監控與維護、產生最終報告，及回顧整個專案。 

 

2.2 決策樹 

決策樹又稱分類樹，是一種監督式特徵萃取的演算法，廣泛的應

用在解決分類型態上的問題，讓使用者依照其目的將資料依據特性來

加以分類，使用者並可以利用決策樹之各項不同的變數來判斷以及預

測可能之結果（QuinlanJ.，1993）。決策樹的主要功能，是藉由分類

事例來建立出樹狀結構，所產生出來的決策樹具有規則，及類神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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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不同(余忠祐，2009)。依照各種方法的不同，步驟也不同，要產生

決策樹，先以訓練資料建立決策樹的模組，再測試資料、修剪決策樹，

以及提升正確率，最後才可預測新的資料(王珮紋，2012)。 

如果決策樹的樹狀圖過多，代表每個葉節點包含的樣本資料數太少，

會產生過度配適現象。過度配適是模型對於範例的過度訓練，導致模型

記住的不是訓練資料的普通特性，反而是訓練資料的局部特性。對測

試樣本的分類將會變得不精確(Duda,Hart&Stork,2001)。當原始的訓

練資料呈現不完整或稀疏、有雜訊時，則容易造成決策樹『超適』的

問題，導致產生的決策樹太過複雜，因此必須再做適當的修剪。 

1. 事前修剪：運用統計門檻值加以衡量，譬如卡方值或資訊

獲得值等技術，評估是否該繼續分割某內部節點成數個子

分支或是應該立刻停止。 

2. 事後修剪：允許決策樹超適情形的合理存在，當完成決策

樹的建立之後，再來進行修剪的程序。 

 

目前最常見的決策樹分類方法有卡方自動互動偵測(Kass，1980)、

分類與迴歸樹(Breiman，1984)、ID3(Quinlan，1979)、C4.5(Quinlan，

1993)與 C5.0(Ha，2007)等。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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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演算法比較 

 學者 資料屬性 分枝規則 修剪樹規則 

ID3 Quinlan(1979) 離散型資料 Entropy、Gain 

Ratio 

PredictedErrorRate 

CHAID Kass(1980) 離散型資料 
Chi-SquareTest NoPruning 

CART Breiman(1984) 離散型、連續型資

料 

GiniRatio EntiteErrorRate 

C4.5 Quinlan(1993) 離散型資料、連續

型 

GainRatio PredictedErrorRate 

C5.0 Ha(2007) 連續型資料 
GainRatio PredictedErrorRate 

資料來源：林博隆(2016) 

(一)ID3 

ID3是由 Quinlan(1979)年提出，使用 Shannon(1949)提出的資

訊理論作為選擇測試屬性的根據。假設全部的屬性都是類別型態，

用資訊獲利作為準則，選取資訊獲利最大當成分類屬性，使用熵當

成資訊量的凌亂程度指標，熵值越大，代表資訊的凌亂程度越高。

因此 ID3演算法中是以選取測試後資訊量最小的屬性為主，即是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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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獲利最高的屬性當成節點，建構出最佳的決策樹。 

Shannon(1949)提出的資訊理論基礎概念如下: 

假設有一資料庫共有|A|筆資料，|A|筆資料可分類為 n種的結果，

這 n種結果發生的機率分別為𝑡1,…,𝑡𝑛，這些機率都是已知，則是這

個事件發生後得到的資訊量： 

𝐼𝑛𝑓𝑜(D) = ∑ −𝑛
𝑖=1 P(𝐴𝑖) log2 𝑃(𝐴𝑖)           (1) 

P = 出現機率 

n = 訊息 (分為不確定性、選擇自由度) 

𝐴𝑖 = 輸入變數 

 當機率越平均時，也就是事件機率越均勻，「不確定性」最高，

「訊息熵」最大。 

 一條資訊的信息量大小和它的不確定性有直接的關係。 

資訊獲利的定義是測試前的資訊量扣除測試後的資訊量。資訊量

愈小則亂度越小，分類的目的是希望將資訊量樣本分成亂度最小個子集

合，也就是所有樣本都屬於同一分類標記的子集合。 

資訊獲利定義如下： 

Gain(A)=Info(D)-Info(D)                (2) 

 資訊獲利 = 分割前的資訊量 - 分割後的資訊量 

(二)CHAID決策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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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ss 在 1980年提出卡方自動交叉檢視法，結合卡方檢定與統

計的方法，利用卡方檢定將相同性質的樣本歸於同一群，再利用半

層次逐次搜索而完成分割過程，確保自變數之反應水準擁有最少的

分類群，提升最大的自變數將原始樣本分割成若干子群體，其子群

體又可視為母群體依同樣作法再行分割，直至分群結果無顯著差

異而停止。卡方檢驗只針對分類變量，它是統計樣本的實際觀測

值與理論推斷值之間的偏離程度，實際觀測值與理論推斷值之間

的偏離程度就決定卡方值的大小，卡方值越大，偏離程度越大；

卡方值越小，偏差越小，若兩個值完全相等時，卡方值就為 0，表

明理論值完全符合。  

決策樹的建立以及演算法雖然複雜，但是在資料挖掘中卻是

最常見的，因為它可以輕易地將結果表達，轉換法則使人清楚了

解。 決策樹優點： 

１.明白指出最佳變數的能力。  

２.產生易於了解的規則。  

３.節省分類時的計算時間。 

４.可處理連續與類別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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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CART決策樹 

CART演算法全名為「分類和迴歸樹」，是由Breiman、Friedman、

Olshen 與 Stone（1984）提出的統計方法。其做法為建立一顆複雜

的決策樹，根據交互驗證之結果，將樹修剪成最佳樹型，在建立決

策樹時，預測因子能對資料做不同的預測，決定所選取之預測因子，

他能降低資料的失序現象而被選取，CART 演算法的優點如下： 

1. 可產生獨立的群體，直接自動的提供重要解釋變數的交互作

用情形。 

2. 產生的結果易於解釋和暸解，可以全面的描述每個群體裡的

個體特性，每個群體也有其結果變數的平均估計值。 

3. CART 本質上是非參數統計技術，在資料分析上不需要特定

的資料分配情形。 

(Clarke, Bloch, Danoff, & Esdaile, 1984） 

CART 是採二元分割的方法，所以在每個節點上都只會出現兩

個分支，而修剪決策樹的方式是採事後修剪的方式，根據整體誤差

率做為指標，期望以最少階層的樹來得到最有效的分類。 

(四)C4.5 

C4.5演算法是機器學習演算法中的一種分類決策樹演算法，其

核心演算法是由 ID3演算法演化而來， C4.5演算法繼承了 ID3演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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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優點，並對 ID3演算法進行一些改進，能在樹構造過程中進行剪

枝、對連續屬性的離散化與能夠對不完整的資料進行處理及用資訊增

益率來選擇屬性，克服用資訊增益選擇屬性時偏向選擇取值多的屬性

不足。C4.5基於生成的決策樹中節點所含的信息熵最小的原理。它

把信息增益率作為屬性選擇的度量標準，可以得出很容易理解的決策

規則。故 C4.5利用屬性的增益比值為分支準則，增益比值是資訊獲利

正規化後的結果。求某屬性 A的增益比值時除資訊獲利外，尚需計算

該屬性的分割資訊值: 

SplitInfo(S)=∑ �𝑆𝑗�
|𝑆|

× log2
�𝑆𝑗�
|𝑆|𝑡𝑒𝑇              (3) 

 獲利比率 GainRatio(A) = Gain(S,A)/SplitInfoA(S) 

 

(五)C5.0 

C5.0是基礎於 C4.5決策樹演算法和產生法則方法的更高階演算

法，主要能對連續型變數屬性以及離散型變數屬性加以解析，並且將

運算的結果依使用者需求設定生成決策樹或規則集，再依最大資訊

增益的欄位來拆分樣本。 

(Han&Kamber,2001;Moran&Bui,2002;Ali&Smith,2006;Wong&C

hung,2007)。 

本研究為股票型基金屬於連續型變數屬性，故採用 C5.0決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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樹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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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表3所示。 

表 3 現有基金類型分類 

分類標準 基金的基本類型 

依發行型態分類 
封閉型基金 

開放型基金 

依投資區域分類 

全球型基金 

區域型基金 

單一市場型基金 

依投資標的分類 

股票型基金 

債券型基金 

貨幣型基金 

衍生性金融商品基金 

依投資目標分類 
積極成長型基金 

成長型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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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型基金 

收益型基金 

 

本研究將基金類型分為以上 4大類，探討出各類型基金的差異，

讓投資者更能了解基金各類型區別，以利於投資者方便投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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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透過環境因子及基金的交易資料，使用台灣經濟新報

TEJ 資料庫，再以 SPSS Modeler 軟體利用 C5.0決策樹的方法來探討

影響股票型基金之關鍵因素。 

3.1 研究架構 

 本研究目的是為找出影響基金投資報酬率的關鍵影響因素，參考

過去的文獻中，找到一些影響基金的環境因子，統計後共找出了 9個

影響因素，而這 9個關鍵因子後面會加以解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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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所示。 

 

  
環境因子 基金交易資料 

決策樹分析 

影響股票型基金的關鍵因素 

 

  圖 3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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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九項關鍵影響因素 

針對基金交易資料與環境變數加以分析後，找出股票型基的 9項

影響因素，下列為變數說明：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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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資產淨值：共同基金的實際價值，即基金所擁有的總資產減去所

有負債與平均攤提的開銷成本後，所得的資產淨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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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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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保管費：基金支付資產保管機構為銀行的費用。 

（6） 更換經理人次數：當經理人更換時，公司組織可能產生變革，可

能會對公司的經營績效產生影響。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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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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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按每次交易成交價格。 

（8） 其他費用：其他相關費用。 

（9） Sharpe 指標： 

     Sharpe 指標代表投資者承擔每單位總風險所可以獲取的超額報

酬。指標值越大即表示基金績效越佳。Sharpe 所使用的風險指標，

為個別證券之總風險，其中除系統風險外，亦考量了基金所面臨

的非系統風險。 

 夏普比率計算公式： 

𝑆ℎ𝑎𝑟𝑝𝑒 𝐼𝑛𝑑𝑒𝑥 =
𝑅𝑖,𝑡 − 𝑅𝑓,𝑡

𝜎𝑖,𝑡
 

𝑅𝑖,𝑡：表示 i基金在第 t期之報酬率。 

𝑅𝑓,𝑡：表示第 t期之無風險利率。 

𝜎𝑖,𝑡：表示 i基金在第 t期之風險。 

 

3.3 資料處理 

 資料探勘前必須先執行資料處理的動作，而做資料處理首先先分

為七大步驟，分別是資料清理（Data Cleaning）、資料整合（Data 

Integration）、資料選擇（Data Selection）、資料轉換（Data Trans

formation）、資料挖掘（Data Mining）、型樣評估（Pattern Evaluat

ion）、知識呈現（Knowledge Presentation），如圖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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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資料探勘流程圖 (Han&kamber,2000) 

1. 資料清理（Data Cleaning）：移除雜訊和不一致的資料 

2. 資料整合（Data Integration）：整合不同的資料來源 

3. 資料選擇（Data Selection）：從資料庫或資料倉儲中選取

與研究主題相關的資料。 

4. 資料轉換（Data ransformation）：將目標資料透過摘要或

集合的動作使其有利於挖掘進行。 

5. 資料挖掘（Data Mining）：應用資料挖掘技術萃取資料的

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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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型樣評估（Pattern Evaluation）：利用衡量指標判定有用

的型樣。 

7. 知識呈現（Knowledge Presentation）：利用視覺化與其他

技術，將挖掘出來的知識呈現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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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選擇 2010年至 2015年間，選擇開放式科技類之股票型基

金，經公司的資料齊全度、經營是否完善或是併購以及有這些方向去

篩選之後，得出 24家基金投信公司如表 4所示。 

表 4 本研究的基金名稱 

基金全名稱 

元大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瀚亞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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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兆豐國際電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瀚亞電通網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保德信科技島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匯豐龍騰電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國泰科技生化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新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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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益創新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第一金電子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德信數位時代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統一奔騰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德銀遠東 DWS科技證券投資信託

基金 

野村 E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聯邦精選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野村高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富邦科技證券投資信託基金 

 

應用 24家基金公司的股票型基金資料，用資料探勘中的 C5.0決策樹

方法，針對基金交易資料以及環境因子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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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環境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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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腦應用各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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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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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所示。 

 

圖 5台灣經濟新報（TEJ）系統 

SPSS為 IBM公司推出的一系列用於統計學分析運算、數據挖掘、

預測分析和決策支持任務的軟體產品及相關服務的總稱為 IBM 公司

推出的一系列用於統計學分析運算、數據挖掘、預測分析和決策支持

任務的軟體產品及相關服務的總稱。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BM%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8%A8%88%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6%8D%AE%E6%8C%96%E6%8E%9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BM%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IBM%E5%85%AC%E5%8F%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5%B1%E8%A8%88%E5%AD%B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5%B0%E6%8D%AE%E6%8C%96%E6%8E%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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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SS Modeler 系統 

3.5 C5.0 

C5.0採用事後修剪法，在修剪階段利用設定修剪的信賴水準下的

信賴區間作為基準，然後計算該子節點以及下節點統計上預期錯誤率

與案例數之信賴水準，當目前子節點錯誤率小於下一個子節點時，該

發現節點繼續分割下去沒有更好的結果，便會將其修剪。 

C5.0演算法優點如下: 

 模型在面對遺漏值時非常穩定。 

 模型不需要很長的訓練次數。 

 模型比較其他類型的模型易於理解。 

 增強技術提高分類的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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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5.0演算法的結果可產生決策樹及規則集合兩種模型，並且

在依最大資訊增益的欄位來切割樣本，並重複進行切割直到樣本

子集不能再被分割爲止。但過度精細的分割可能造成資料結構過

於龐大，因此必須重新檢驗最低的樹枝，將沒有明顯貢獻的子集

刪除、合併與修剪。C5.0是一個由上而下的樹狀結構，且採用各

個擊破的方式來建立決策數。(曾瑞智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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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實驗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基金交易資料是由 TEJ(台灣經濟新報資料庫提供)，採用

2010年 1月起至 2015年 12止季的資料，挑選 24家投信公司，共 576

筆資料，並將資料分割為 67%的訓練樣本與 33%的測試樣本。 

在這 24家公司裡找出資料，經過清理、整合、選擇、轉換…等

等選擇適合的資料後加入報資報酬率、手續費、其他費用等9項變數，

運用環境因子與基金交易資料，使用 C5.0決策樹與夏普指標分析出

影響股票型基金關鍵因素，提供給投資者，選擇基金的依據。  

4.1 實驗步驟 

(1) 建立資料集: 將 24家股票型基金公司的交易資料中加入 9項研

究變數在進行預處理，9項變數中有(基金淨資產、手續費、交易

稅、保管費、保證費、其他費用、更換經理人次數、報酬率、夏

普指標)。 

(2) 匯入資料：在 SPSS Modeler 中選取適合的檔案類型匯入已處理

過的資料集如圖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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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匯入資料集 

(3) 資料集審核：處理極端值/離群值，資料審核如圖 7所示。 

 

圖 7 資料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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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進行欄位設定：首先須讀取各欄位的值，與調整各項變數的角色，

如圖 8所示。 

 

圖 8 資料類型設定 

(5) 訓練與測試樣本：打開分割區工具，設定訓練樣本與測試樣本分

割區大小做設定，如圖 9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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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分割區設定 

(6) 建立模組：設定完成後，建立 C5.0決策樹的模組並設定規則與

驗證完成後，執行出的結果，如圖 10所示。 

 

圖 10 輸出金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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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實驗結果 

預測變數重要性，得到五個重要變數，以「sharpe 指標」為最主

要影響，報酬率、手續費、其他費用、經理費等其次，然而其他變數

因為影響比例較小，故在結果上不會特別顯示出來，如圖 11所示。 

 

圖 11 預測變數重要性 

表 5 預測變數重要性 

節點 重要性 比率(%) 

Sharpe 指標 0.3027 30% 

報酬率 0.1758 18% 

手續費 0.1738 17% 

其他費用 0.1738 17% 

經理費 0.1738 17% 

 

 

利用變數比較分析後，發現夏普指標是主要影響股票型基金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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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因此我們利用決策樹 C5.0估計驗算，以正確類別(0或 1)來判定

是否為賺錢，0代表賠錢;1代表賺錢。 

 

圖 12 規則 1決策樹 

1. 如圖 12 規則 1決策樹所示如下： 

（1） 當 sharpe 指標 ≦ -0.368 ，則類別為 0，使用 261個樣本數；

有 100%信心水準預計結果為賠錢。 

（2） 當 sharpe 指標 > -0.368 ，則類別為 1，使用 126個樣本數；

有 99.206%信心水準預計結果為賺錢。 

此規則的準確度 9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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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規則 2決策樹 

2. 如圖 13 規則 2決策樹所示如下： 

（1） 當 sharpe 指標 ≦ -0.368 ，則類別為 0，使用 100個樣本數；

有 100%信心水準預計結果為賠錢。 

（2） 當 sharpe 指標 > -0.368且手續費>3900.000，則類別為 1，

使用 176個樣本數；有 100%信心水準預計結果為賺錢。 

（3） 當 sharpe 指標 > -0.368且手續費≦3900.000，則類別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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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111個樣本數；有 97.425%信心水準預計結果為賠錢。 

此規則準確度 99.26% 

 

 

圖 14 規則 3決策樹 

3. 如圖 14 規則 3決策樹所示如下: 

（1） 當報酬率 ≦ 3.400，則類別為 0，使用 70個樣本數;有 100%

信心水準預計結果為賠錢。 

（2） 當報酬率 > 3.400且經理費≦925134.000，則類別為 0，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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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117個樣本數；有 71.968%信心水準預計結果為賠錢。 

（3） 當報酬率 > 3.400且經理費>925134.000，則類別為 1，使用

200個樣本數；有 98.595%信心水準預計結果為賺錢。 

此規則準確度 90.81% 

 

 

圖 15 規則 4決策樹 

4. 如圖 15 規則 4決策樹分類法則所示如下: 

（1） 當報酬率 ≦ 3.400，則類別為 0，使用 54個樣本數;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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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心水準預計結果為賠錢。 

（2） 當報酬率 > 3.400且其他費用≦13578.000，則類別為 1，使

用 231個樣本數；有 93.798%信心水準預計結果為賺錢。 

（3） 當報酬率 > 3.400且其他費用>13578.000，則類別為 0，使

用 102個樣本數；有 69.869%信心水準預計結果為賠錢。 

此規則準確度為 88.36% 

 

表 6 正確率分析結果 

分割值 

觀察值 
訓
練 

測
試 

樣本 387 189 

正確 385 188 

總數 99.48% 99.47% 

 

經決策樹 C5.0估計分類矩陣和正確率分析後的結果，最後輸出

訓練組和測試組的混淆矩陣和正確率分析結果，如表 6所示，可看到

訓練資料正確率為 99.48%，測試資料正確為 99.47%，估計模式表現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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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決策樹是一門研究領域，它擁有很好發展的潛力，本研究運用

C5.0方法，針對科技類股票型基金進行深入研究，從中找出對投資

者最大的利益，然而現在投資人最關注的顯然是基金績效的好壞，以

及績效好的基金在未來是否還能持續維持先前好的績效表現。因此本

研究希望對台灣開放式股票型基金分析出最佳的報酬率，以降低投資

人的投資風險。 

本研究應用 C5.0 決策樹分析出股票型基金影響關鍵因素，找出

最具影響力的變數為夏普指標，其次為投資報酬率，再次之為經理費，

分析出這些影響關鍵因素，可以讓投資人在投資時更精準的掌握發展

趨勢，有利於投資人做有效的投資。 

未來希望能夠運用不同類的股票型基金來驗證此方法，這樣就有

更多的實驗能夠驗證決策樹 C 5.0是否效果良好，讓投資人在選股策

略的時候能夠有更好的選擇，也期許未來有關 C 5.0用於股票型基金

的研究能夠更多， 讓一般大眾也能運用此方法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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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附錄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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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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工作分配： 

 

指導老師簽名：                             

 

姓 名  工 作 內 容  

賴威嘉 資料蒐集、書面匯整 

張簡明祐 資料蒐集、書面匯整 

袁振維 資料蒐集、簡報製作 

李建呈 資料蒐集、軟體測試 

黃晟健 美工設計、軟體測試、簡報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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