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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股票投資的議題，是大多民眾都相當關心的，對於短期股市仍有一定影響的相關消

息面資訊，卻一直都是容易被大眾所忽略的。隨著社群論壇媒體的普及，投資者即使每

天關注社群媒體之文章訊息，卻無法轉變成用來進行投資的具體決策。因此本研究基於

一般技術指標再搭配不同的情感指標，所產生出不同之輸入變數組合：技術指標、技術

指標+At、技術指標+Bt 及技術指標+At+Bt，以上將用來做為預測股價指數之成長率的

變數。最後本實驗發現在技術指標中加入 At 和 Bt 的情感指標，可以有效降低預測股價

指數成長率之錯誤率，為本研究中最佳的模型變數之組合。 

 

關鍵詞：社群媒體、情感分析、股市指標、台股指數、支持向量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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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導論 
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在繁忙的工商時代，現代人除了追求一份安穩的工作，來擁有穩定的收入生活之

外，也會追求一些不安穩的理財方式，來獲得額外的報酬與收入。在東方快線研究部1 

（2016）調查發現在 2,000 名受訪之民眾中，除了一般的台幣存款之投資方式外，「股

票」是為民眾次要的投資理財方式之工具，投資使用率竟高達四成。另外，根據東方快

線研究部（2016）之調查民眾在選擇投資金融商品時之參考資訊管道，顯示近達六成民

眾是以「自己吸收財經知識，做功課研究比較」作為他們參考資訊的方式，可看出民眾

比較習慣傾向自己研究相關財經知識，可能像是藉由參考財經新聞、財經雜誌、或相關

類型的社群媒體等等。 

黃志典（2012）提到「股價指數」是一項代表性指標，它可用來評估整體股票市場

或一群股票價格之趨勢發展，因此可說明股價指數可做為民眾在股票市場上進行投資的

一項參考的綜合性依據。由於一般的散戶投資者較不容易取得上市公司的財務資訊，因

此在股票市場投資者，大多仍使用技術指標的工具經由公式的計算進行投資決策。王淑

芬（2004）提到利用技術分析於股票市場中，可以有效地脫離效率市場的假設，因此技

術分析是可依據歷史的股票價格變化，來預測股價的未來趨勢。但文揚斌（1995）研究

中則抱持對於技術指標分析不同的意見，其研究說明技術分析法是較為主觀的，所設計

的投資策略因人而異，而且使用其方法只能透露已發生的歷史事件，較不能有效地說明

未來將發生之情況。從上述可知，技術分析法雖然可以有效地打破股票效率市場，但過

於主觀的公式設計，會使投資人較無法客觀地窺見現在而預見未來股票市場之狀況。 

然而在資訊網際網路發展的盛況下，民眾對於股票的討論管道與媒介已開始趨向於

社群網路媒體，舉凡各種大大小小的社群媒體，像是 Facebook、Twitter、Instagram、PTT2，

已成為使用社群媒體用戶在發表各種意見、想法及情緒表達的社群網路平台。 

如上述，社群網路的使用蓬勃發展，透過網路社群媒體，投資者、有興趣於股票市

場者及股票分析師等民眾，可以在大眾的社群媒體上進行討論、交換意見及情緒表達，

因此對於社群媒體上的文字內容或相關情感傳達也大量增加，藉由在社群上利用文字探

勘找尋潛在的文字及語意價值。  

因此，總合上述觀點，本研究想針對在社群媒體中的網路論壇，根據用戶的討論內

容，藉由文字探勘之技術方式來針對台灣股票加權指數（以下簡稱股價指數）的變化作

相對的研究與分析。期望可對有興趣投資台灣股票市場的投資者，有著一項參考的指

標，也可在未來對於股票有進行著手投資之民眾能有參考的可能性。 

二、研究目的 

 綜觀過去相關基於社群媒體在文字探勘後的情感分析應用於股價指數的比較研

究，國內針對這一部份的研究分析甚少。因此本研究利用 PTT 實業坊股票版來做為社群

網路論壇的依據。本研究提出了基於文字探勘在股價指數之相關分析，提供給對國內股

票市場有興趣了解的族群、有進行投資國內股票的投資者，或是沒有太多經驗於投資股

票的民眾，來做為一項參考的依據，可藉此做出相對的措施。根據以上的研究背景與動

機，歸納本研究有以下主要的研究目的： 

（一）利用股票技術指標計算歷史股價指數，並預測股價指數成長率之漲跌走勢結果。 

本研究嘗試利用機器學習方法，結合股票市場之技術面指標，如 KD、MTM、AR、BR

指標等等，用來進行股價指數之漲跌成長率預測。 

                                                

1 EOLembrain 東方快線研究部，世代投資理財大不同：年輕人喜購儲蓄險，中壯年普遍投資股票， 

http://www.eolembrain.com/latest_view.aspx?SelectID=446，2016 年。 

2 PTT，https://www.ptt.cc/index.html，2017 年。 

http://www.eolembrain.com/latest_view.aspx?SelectID=446
https://www.ptt.cc/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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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討文章之正負情緒，並將技術指標之預測結果與消息面之情感指標結合，進行 

股價指數成長率走勢之預測。經由文字探勘技術，在 PTT 實業坊股票討論版上進行分析

用戶發表的文章內容，經由情感字詞之分數計算，並結合兩種情感指標計算之正負情緒

結果，了解每天之情感正負傾向，可作為之後預測之情感（消息）面指標。最後將上述

之結果與此情感面指標結合，同樣進行股價指數之漲跌成長率預測。 

（三）針對上述兩者預測結果，進行相互比較其效益與分析差異性。本研究將上述的兩 

者結果，進行比較股價指數預測之差異，期望可以將情感分析結果納入為判斷股價指數

漲跌之依據，並能以此做為參考。 

貳、文獻探討 
一、社群媒體 

社群媒體是運用 web2.0 的概念為基準，透過網路應用系統平台，使社群用戶們可

以用來建立彼此之間相互生成訊息和內容（User Generated Content, UGC），這樣的概念

被視為用戶使用社群媒體的一整個方式（Kaplan, A. M., & Haenlein, M., 2010）。舉凡用

戶們平常瑣碎事務的表達、傳達自己的想法與意見、或是圖片、影音、文字等等（Turban 

et al, 2009），進而使社群媒體生成多元色彩性的內容。此外，社群媒體最主要的特色，

是由社群使用者透過多對多的方式，相互傳達訊息與互動，進而使社群用戶在平台上使

用者得以產生多量及多樣性的訊息（Straubhaar et al., 2013）。在社群媒體已經蓬勃發展

的時代，訊息及討論量都擁有相當龐大及可觀的數量，也甚至影響了我們對意見表達及

資訊交換有了巨大的變化，相對於傳統的方式，有著無形的潛在影響力。 

在社群媒體中的 PTT 實業坊是以電子佈告欄系統形式提供用戶整個全面之服務，其

內容看板可以分成八卦版、棒球版、遊戲版、男女版、股票版等等，是台灣最大的社群

論壇網站，用來提供給民眾在多樣性的主題版上，能夠在網站上發表自己意見、資訊的

互換以及相互交流討論，可以為台灣目前較具活躍以及兼具特色的社群媒體之一。 

二、文字探勘 

是一種新興技術，其目的是將非結構化的文字原始資料中提取有意義的資訊。文字

探勘是從資料探勘到文字原始資料的延伸（He, Zha, & Li, 2013）。在現有關於文字訊息

處理的研究，絕大多集中在信息檢索（information retrieval, IR）、網絡搜索、文字分類

和分群，以及許多其他文字探勘和自然語言處理（Natural Language Processing, NLP）等

多種即時信息的探勘和檢索上（Bing Liu, 2010）。Sullivan（2001）提出文字探勘是ㄧ

種透過編輯、匯整以及分析大量非結構化文件的之過程。文字探勘是ㄧ項自動化之技

術，其可以在文字中做有效率和系統性地驗證、擷取、管理、整合和運用知識內容

（Ananiadou, 2008）。因此用於文字探勘之內容並無擁有特定的格式，也可稱之為自然

語言（Natural Language），舉凡我們常接觸到的報紙、雜誌、新聞、網頁、電子郵件之

內容等等，因此其資料內容是無法隨意地做分割或是任意地分類。因此本研究將藉由文

字探勘之技術的架構，進而挖掘社群媒體的原始資料及發現潛在之價值。 

三、股價預測之探討 

根據台灣證券交易所3編製之「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以下簡稱股價指數，其英 

文簡稱為 TAIEX）所採樣樣本為整個上市公司的普通股。目前針對股價指數定義：是可

以用來專門反應整體股票市場價值變動的一項指標，係以上市股票之市值來做為權數，

進而計算股價指數。而股票價格之預測，目前大多分成三種層面進行預測與分析，分別

為技術分析層面、基本分析層面與消息分析層面方法。 

（一）基本分析法 

主要是依據現行大眾社會的經濟趨勢、各個企業的營運管理情況及各業別之動向等

                                                

3 TWSE 臺灣證券交易所，http://www.twse.com.tw，2017 年。 

http://www.twse.com.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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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原因進行分析探討，以用來探究股票之價值以及評估股票價格之高低，但企業的財

務報表發佈有固定的時間，而且時效性顯得不足夠，因此無法即時反映股價之價格波動。 

（二）技術分析法 

是相較於基本分析法，可藉由相關的圖表或股票技術指標之紀錄，來探討過去及目

前的市場反應情況，進而預測未來股票價格的變化走勢。而股票技術指標所根據的資料

主要是由股價、成交量或漲跌指數等相關參數之數據計算而來的。常見的股票技術指標

如 MACD 指標、RSI 指標、威廉指標等等。總體來說，技術分析法主要是依據證券市

場本身的變動，但不涉及其它外在影響的因素，像是經濟方面、政治方面等部分。 

（三）消息分析法 

是我們平常較容易接觸到的，舉凡各種報章雜誌、新聞媒體、網路論壇等多種資訊

消息來源，這些消息其內容可能是政治方面、產業動向、市場經濟、公司營運狀況等等

涉及其它外在影響的因素，有可能影響投資者之情緒，進而將情緒與資訊之傳遞於社群

媒體中，在某些程度上會影響股價之價格。根據 Tumarkin & Whitelaw（2001）研究發

現網路之資訊會影響投資者的投資行為，甚至影響股票之價格，進而可能影響到了股票

之交易量，此研究說明網路中的討論熱度與股價價格及交易量有某程度上的相關性。 

綜合以上，技術分析法和消息分析法是最常使用的分析方式，前者是利用相關的股

票技術指標，來衡量或預測股票市場的技術層面，做為投資人或理財專家衡量股票價格

震盪或走勢的參考指標。而後者的研究是因為目前社群媒體之熱絡發展，關於股票的討

論的也逐漸在網路上成形，且已經有一定程度上的成熟，因此，消息面的資訊有某程度

上可能隱含著投資者之情緒在其所發表之文章內容，進而可能影響股價之波動。 

四、股市指標之探討 

本研究從眾多的指標當中，選取了以下六種之技術指標，分別為 MTM、AR、BR、 

RSI、KD 以及 W%R 等指標，做為本研究預測股價指數之技術指標參數。 

（一）MTM（動量指標） 

是由 H. M. Gartley（1935）所提出的指標。主要是用來量化股價上升或是下跌的速

度之技術指標，也稱做為動能，可做為了解股市的超買與超賣之現象，藉由「恆速原則」

來衡量漲跌速率之快慢。 

（二）AR（買賣氣勢指標） 

是用來分析歷史股價之技術指標，主要是依據「開盤價格」來反映目前股票市場的

買賣人氣之狀況。因此，可用來預測未來股價漲跌的強弱趨勢之指標，以計量出買氣是

否強烈，具有作為預測股價達到峰頂或谷底之領先特性。 

（三）BR（買賣意願指標） 

是用來分析歷史股價之技術指標，較為重視「收盤價格」，從而反映在股票市場中

之買賣意願程度。由於股市的漲跌通常會夾帶著投資人的情緒下所產生的影響，因此

BR 是能夠代表在股票市場內買賣意願的情緒指標。 

（四）RSI（相對強弱指標） 

是由 Welles Wilder JR（1978）提出之技術分析方法。是為目前股票市場上最常使

用的技術指標，可用來判別整個證券與市場或是一整個行業的強弱程度或是預測股票價

格未來之變化走勢，甚至還可推估股價在未來漲或跌之可能性。 

（五）KD（隨機指標） 

是經由股票收盤價格與價格之變動區間所進行比較，進而推測股價之走勢。其指標

由 K 值與 D 值兩個指標所組成的，兩者對於短期時間內之股價波動是較為敏感的，因

此適合用來做為中短線投資之參考指標。 

（六）W%R（威廉指標） 

是由 Larry R. Williams（1979）所提出之指標技術。是藉由價格幅動的相對點，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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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度量特定時間內的高或低點，進而來判斷股市是否處於超買或超賣之狀態。 

五、情感分析 

情感分析可以稱為意見探勘（Opinion Mining），是隨著網路社群媒體熱絡發展之 

後開始受到注意，因為民眾可以在網路平台上自由的發表自己帶有情緒色彩的主觀意見

和想法。例如：消費者對於一項商品購買後的使用心得，可能會在社群媒體上表達自己

對於商品的評價，甚至是自己的喜好程度等等。 

通常情感分析都會搭配情緒辭典來輔助了解文字中所含有的情緒意義，而在中文常 

見使用的情緒辭典為台灣大學中文情感辭典4（Nation Taiwan University Sentiment 

Dictionary，NTUSD），其包含 2,810 個正向評價字詞與 8,275 個負向評價字詞，但不

包含意見詞屬性與意見詞之極性程度，僅為單易傾向之意見詞（見表 1）。 

表 1：NTUSD 意見字詞範例表（摘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林宜萱（2013）是基於 Loughran and McDonald 所建置之英文財經內容領域為基礎

之情緒辭典，是先將其內容翻譯成中文，並以電腦自動化比對中文新聞之後，再進行挑

選，最後彙整成以繁體中文語言為主的財經領域之情緒辭典（Nation Taiwan University 

Finance Sentiment Dictionary, NTUFSD）。其包含 369 個正向評價字詞與 522 個負向評

價字詞。其研究結果發現，所建立之辭典經過評估之後，是能有效做為衡量新聞報導所

隱含之正向和負向情緒（見表 2）。 

表 2：NTUSD 意見字詞範例表（摘錄）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隨著現今眾多的網路社群媒體的普及出現，情感分析之技術也因此受到愈來愈多的

研究與重視，像是 Guiying Wei, weiwei Zhang, & Lei Zhou（2015）提到以往的股價研究

方法大多只考慮歷史股價的規則性，而忽略了相關的時事等因素，因此，此研究探討社

群媒體─微博（Weibo）影響因素，事實證明能針對股指期貨的準確性能有效的提高。

另外，有研究結合社群媒體的情緒並搭配其研究所建立之模型，用來預測股票價格之變

動，且其研究事實證明比單純利用股票的歷史價格進行預測，所得出結果的正確率提高

了 2.07%（Thien Hai Nguyen, Kiyoaki Shirai, Julien Velcin, 2015）。因此從以上可以看出

結合了社群網路媒體之情感分析，可以有效地提升股票預測之準確度，而社群之輿論情

感分析針對台灣股價指數研究較少，因此，本研究基於國內之論壇 PPT 批踢踢股票討論

版，並提取其文章內容，利用情感分析技術實驗於國內股價指數之漲跌影響之研究。 

六、支持向量迴歸 

在提到支持向量迴歸前，先來說明支持向量機（Support Vector Machine, SVM）， 

它是一種監督式的機器學習方法，是 Vapnik（1995）等研究者所提出的統計學習理論為

基礎的一種演算法。支持向量機使用非線性映射將原始訓練資料模組轉換成更高的維

度，接著利用新的維度，來尋找最佳的分離超平面即為決策的邊界，使一群不同的資料 

                                                

4 臺灣大學中文情感辭典，http://academiasinicanlplab.github.io/，2017 年。 

http://academiasinicanlplab.github.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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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即可被這超平面給區分開來，最後則成為兩個類別的資料集。 

而基於支持向量機的理念推導出於迴歸的問題中，此方法稱為支持向量迴歸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SVR）。對於支持向量機處理的是類別型的資料點，支持向

量迴歸是利用歷史的時間序列資料所建立的迴歸模型，而用來解決非線性迴歸估計的問

題，此方法主要目的是希望預測與實際兩者間之值，彼此差異愈小愈好。 

而利用支持向量迴歸的方法，在已往的研究中有被應用在許多領域，像是吳昭霖

（2012）利用支持向量迴歸來探討在醫學美容產業中顧客流失之預測，其研究印證了支

持向量迴歸運用在商業模型的預測中，可以有效地保有顧客之屬性。支持向量迴歸也運

用在飛機巡航段燃油消耗量的預測，且結果與導傳遞類神經網路（Back 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BPNN）比較，發現支持向量迴歸之預測結果準確度較高（陳靜杰，

2014）。目前支持向量迴歸已被廣泛應用構建於股市趨勢預測的預測模型。在 H Yang

（2002）研究中利用支持向量迴歸預測恆生指數和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Xia, Y., Liu, Y., 

& Chen, Z.（2013）研究結果證明支持向量迴歸是一個針對金融市場強大的股票預測工

具。此外，支持向量迴歸由於具有獨特解決方案的能力，已經成為股票趨勢預測的方法

（Dai et al., 2013）。因此從以上可說明已有許多研究嘗試使用支持向量迴歸來預測股票

價格之趨勢。 

從上述了解支持向量迴歸可以用來完成基於非線性的輸入特徵值組合之迴歸決

策。因此本研究先基於四種不同的指標，結合了支持向量迴歸的技術，並預測未來一個

月中的股價指數成長率，並將這些輸入變數之組合的結果進行比較與評估。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系統架構 

 
圖 1：系統架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 為本研究之系統架構圖，以台灣當前討論最踴躍之社群論壇網站「批踢踢實業

坊 PTT」為基礎，進行股票討論版之資料蒐集以及做為本研究之實驗資料集，本研究以

網路探勘的方法來撰寫一個網路爬蟲程式，擷取論壇中的每則文章內容，作為本研究用

來情感分析之資料集。當資料蒐集完畢後，搭配 Jieba 斷詞系統以及本研究蒐集之詞庫

進行對資料的斷詞、標點符號以及停止詞刪除等資料預處理，成為本研究預處理後的語

料庫，再以 NTUSD 和 NTUFSD 雙情感辭典結合做為語料庫中的正負情感之字詞，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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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得到每篇文章之情感傾向，隨後藉由看漲指數和協議指數兩者之公式計算，獲得每

日之情感正負結果；另外，在台灣證券交易所網頁中，整理每日股價指數之紀錄，與股

票市場之六種技術指標為基礎，經由計算之後，來做為技術指標模組之變數，再透過支

持向量迴歸之機器學習演算法進行未來一個月之每日股價指數成長率預測，再來將技術

指標模組之變數與兩種情感指標搭配，同樣使用支持向量迴歸演算法進行股價指數在未

來一個月中每日之漲跌成長率預測，最後將不同的變數組合預測結果進行比較與分析，

期望可以做為目前或未來投資者或有興趣之民眾的一項有效之參考方向。 

二、資料蒐集 

本研究透過網路爬蟲（Web Crawler）程式從「批踢踢實業坊 PTT」股票討論版之

公開資料，蒐集相關的討論文章之主文以及其文章發表的時間資訊，作為本研究所使用

情感指標之資料集。 

三、資料預處理 

圖 2 為本研究在進入情感分析模組之前，先將蒐集的實驗資料進行預處理，再透過 

斷詞處理、停止詞過濾等等。 

 
圖 2：資料預處理步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一）斷詞處理 

「詞」在任何語言中，通常都是組織一個句子中最小的語言單位，因此對於文章的 

前置作業處理，斷詞是相當重要的第一步，而在自然語言中，Jieba 斷詞系統改善了中

文斷詞之問題，它是一個開放之原始套件，可以處理繁體與簡體中文之文章，且其本身

對於社群媒體文章中的預處理部分是足以負荷的，因此本研究希望藉由此斷詞工具來提

高中文分詞之效果。表 3 為本研究其中一篇文章之內容，經由 Jieba 斷詞處理後之結果。 

表 3：Jieba 中文斷詞範例─PTT 文章之內文 

 內容 

 

PTT文章之內文 

根據經驗 拉到 10日線為反彈結束 有放空者可於現在空單加碼放空 由於此股為

長空 放空該股相對安全 沒有到 235附近 無須停損 若超過 260以上 才可考慮翻

多 PS: 若要做多可以買進 3673(TPK) 此股有嘎空行情 -- 

 

 

 

斷詞後 

 

根據 / 經驗 / 拉 / 到 / 10 / 日 / 線 / 為 / 反彈 / 結束 / 有 / 放空 / 者 

/ 可於 / 現在 / 空 / 單 / 加碼 / 放空 / 由於 / 此 / 股 / 為 / 長空 /  / 放

空 / 該 / 股 / 相對 / 安全 / 沒有 / 到 / 235 / 附近 / 無須 / 停 / 損 / 若 

/ 超過 / 260 / 以上 / 才 / 可 / 考慮 / 翻 / 多 / PS / : / 若 / 要 / 做 / 

多 / 可以 / 買進 / 3673 / ( / TPK / ) / 此 / 股 / 有 / 嘎 / 空 / 行情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停止詞過濾 

在中文字詞的文章內容中，常出現的停止詞則有“的”、“在”、“個”、“著”、

“了”、“是”等無特定涵義字詞。遇到以上這些字詞，並須在文章或句子中立即刪除

處理，除了可以節省儲存的空間，還可提升研究的效率與效益。而文章中除了涵蓋出現

機率較高的停用詞字詞之外，還包括了標點符號、運算符號、英文字元等等。 

四、情感指標模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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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情感指標模組分析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3為本研究結合NTUSD和NTUFSD兩種情緒辭典所提供之字詞集合來做為本實 

驗之情感分析用，並計算每篇論壇之內文字詞的情感分數，再將每天的文章情感分數搭

配「看漲指數」（bullishness index）和「協議指數」（agreement index）兩種情感指標，

其結果將用來做為本實驗每日情感指標模組之參數建置。 

本研究對照每篇文章中出現哪些字詞符合情緒辭典中的情感特徵詞，將它們做為情

感分數之計算單位並進行加總，做為該篇論壇文章的情緒分數。但若須了解每日之情

緒，則需要進行量化的方式，得知該天的情感值，因此本研究將利用 Werner Antweiler & 

Murray Z. Frank（2004）所提出的兩種衍生出來的情緒量化方法。第一個為「看漲指數」

（bullishness index），它是用來做為一天當中每篇股票論壇之文章的情感值進行整合。

該指標在其他相關之研究被證實是做為情緒評估較不錯的方法，可以求得投資者之情感

數值。而用來量化情緒之第二個指標為「協議指數」（agreement index）是有關正向和

負向情緒之間的關係。在 Checkley（2017）研究中證實其增加協議指數之參數後，在某

些情況下還能降低多數股票的預測誤差率。公式 1 和公式 2 分別為看漲指和數協議指數

之計算方式。 

                             (1) 

                           (2) 

表示一天當中認為股票看漲的文章篇數，也就是指正面情緒之文章數量； 則表

示一天當中認為股票看跌的文章篇數，亦指負面情緒之文章數量。 

五、技術指標模組 

 
圖 4：技術指標模組分析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4 為本研究在進入最後預測股價指數漲跌之前，先蒐集台股指數之歷史資料，再

搭配本研究所使用的股市技術指標之計算。 

（一）MTM 指標計算方式（公式 3）： 

                           (3) 

指第 t 日的收盤價， 為第 t-n 日的收盤價。若要觀察這兩週區間內的股價走勢 

會設 n=10 為基準值。若要觀察中長期的股市震盪，則會設 n=20 或是更大為基準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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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AR 指標計算方式（公式 4）： 

                          (4) 

是第 t 日的最高價， 是第 t 日的開盤價， 指在第 t 日的最低價。在一般正常的情況

下，n=26 來做為一個月份的股價氣勢強弱指標。 

（三）BR 指標計算方式（公式 5）： 

                         (5) 

是第 t 日的最高價， 是第 t-1 日的收盤價， 是指在第 t 日的最低價。在正常情況

下，BR 無法單一被使用，須與 AR 指標配合使用，兩者指標又合稱為「能量指標」。 

（四）RSI 指標計算方式（公式 6）： 

                        (6) 

其中的 UA 可以用來表示一段時間內股價收盤時上漲總和的平均值，DA 是為一段時間

內股價收盤時下跌總和的平均值。 

（五）KD 指標計算方式（公式 7，公式 8）： 

                     (7) 

                      (8) 

α一般會取大眾以往的經驗值，設定 α= 。若 和 沒有前一日之值時，依照過往很

多經驗，皆會直接取中間值 50 為替代。當中的 為「未成熟隨機值」，是為在 t 日內

的原始隨機值，可以用來表示市場為「超買」或「超賣」之情況。 

（六）W%R 指標計算方式（公式 9）： 

                        (9) 

代表第 t 日內的最高價， 表示第 t 日的收盤價， 是為在 t 日內中之最低價。本研究

是為短期時間預測，因此設置 t=13，即表示在第 13 日內中的股票最高點與最低點。 

本研究將得到了總共七個技術指標，分別為：10 日 MTM 指標、26 日 AR 指標、26

日 BR 指標、6 日 RSI 指標、9 日 K 指標、9 日 D 指標、13 日 W%R 指標。將做為本研

究技術指標模型之一項變數。 

六、股票預測模組 

 
圖 5：股價指數預測流程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5 為本研究取得情感指標與技術指標後，來做為支持向量迴歸預測模型之變數， 

進而了解利用技術指標預測與加入情感指標後預測結果之差異。 

支持向量迴歸在進行資料訓練時，有兩者重要的參數需要設定，分別為 cost 和

gamma。前者參數在損失函數中扮演著「容錯項」，可以用來決定超平面的那些資料點

的影響力，當值愈大時，代表容錯能力愈小，容易形成過擬合；反之，當值愈小，則代

表容錯能力愈大，進而追求更大的資料邊界。gamma 是當原始資料映射到特徵空間時，

無形中決定了資料在特徵空間的分佈狀況。當值愈大，對近點產生的影響力較大，易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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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過擬合；反之，當值愈小，對較遠的資料點有影響力，也較能出現接近直線的超平面。 

綜合以上，本研究將基於支持向量迴歸之函式來做為預測未來股價指數成長率之走

勢，此方法結合情感指標和股票技術指標，來做為輸入之參數，而輸出值為股價指數成

長率，而以調整核函數之 cost 和 gamma 值來增強預測模型以找出較佳結果。最後經由

資料樣本之訓練及測試之後，找出適合預測股價指數成長率走勢之參數組合。 

肆、 實驗結果與分析 
一、實驗環境 

本研究實驗環境為 Intel(R) Core(TM) i7-6700 CPU @ 3.40GHz，RAM 8.00 GB，作

業系統為 Windows 7 專業版 64 位元，本實驗主要使用 R 語言、RStudio 來做為本實驗研

究的開發程式語言及開發工具，資料庫為 MySQL。 

二、資料來源與處理 

（一）資料預處理 

本研究將以 PTT 的股票討論版來做為建立情感指標模組的資料來源，利用 R 語言

針對股票討論版文章與發布時間進行網路爬蟲，蒐集資料的時間從 2016 年 3 月 23 日至

2017 年 10 月 24 日，共蒐集了 17,224 篇的文章。本研究用來做為訓練資料之時間區間

為 2016 年 3 月 23 日至 2017 年 9 月 23 日，剩餘的一個月則做為本實驗用的測試資料。

另外，為了要預測每天股價指數之成長率，須配合台灣股票證券收盤時間為下午一點

半，因此將文章發布時間的前一天下午一點半以後至當天下午一點半前，做為用來預測

當天的股價指數之成長率（見圖 6）。 

 
圖 6：交易日情感分數之調整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二）預測模型輸入變數集合 

本研究主要以技術指標為基礎的預測模型之變數，並搭配兩種情感指標來做為預測

模型之變數，產生四種不同的變數組合，進而進行結果比較之。 

1. 技術指標：單純使用常用的七項不同的股票技術指標，用來做為本研究預測台

股指數之成長率走勢之變數。 

2. 技術指標+ At 指標：以上述的技術指標並搭配情感指標中的協議指標，用來做

為本研究預測台股指數之成長率走勢之變數。 

3. 技術指標+ Bt 指標：使用技術指標並搭配情感指標中的看漲指標，用來做為本

研究預測台股指數之成長率走勢之變數。 

4. 技術指標+ At+ Bt 指標：使用技術指標並搭配上述兩種不同的情感指標中的協

議指標與看漲指標，用來做為本研究預測台股指數之成長率走勢之變數。 

（三）模型參數之設定 

根據林宗勳（2006）提到 cost 和 gamma 兩者參數沒有固定的公式去決定其值，但 

一般而言 cost 和 gamma 參數最佳的設定範圍皆為 （林弘德，2003）。因此本研

究將嘗試在設定區間範圍內找出適合不同輸入變數之模型中的 cost 和 gamma 值來增強

支持向量迴歸模型，期望以找到最佳之預測結果（見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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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各輸入變數之模型較佳參數之值 

模型輸入之變數 cost gamma 

技術指標 128 0.0009765625 

技術指標+ At 1024 0.001953125 

技術指標+ Bt 64 0.0009765625 

技術指標+ At+ Bt 512 0.0039062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另外，本實驗在訓練不同的輸入變數之模型時，是以 10 次交叉驗證（10-fold cross 

validation）的方式，期望可以得到可靠又穩定之模型結果。 

三、實驗結果 

（一）技術指標預測結果： 

 
圖 7：技術指標預測結果與實際成長率比較之走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7 為在支持向量迴歸模型下使用技術指標來預測下一個月股價指數成長率的走

勢，與實際成長率走勢圖進行比較，可發現兩者走勢圖之結果並無太多相同的波動走勢。 

（二）技術指標+At 指標預測結果： 

圖 8 在支持向量迴歸模型下使用技術指標+At 來預測下一個月股價指數成長率的走

勢圖，與實際成長率走勢圖進行比較，可發現兩者之走勢有明顯較多類似的波動走勢。

指標預測結果。 

 

 
圖 8：技術指標+At 指標預測結果與實際成長率比較之走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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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技術指標+Bt 指標預測結果： 

 
圖 9：技術指標+Bt 指標預測結果與實際成長率比較之走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9 在支持向量迴歸模型下使用技術指標+Bt 來預測下一個月股價指數成長率的走

勢圖，與實際成長率走勢圖進行比較，可發現兩者之走勢也同樣有許多明顯類似的波動

走勢。 

（四）技術指標+At+Bt 指標預測結果： 

 
圖 10：技術指標+At+Bt 指標預測結果與實際成長率比較之走勢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圖 10 在支持向量迴歸模型下使用技術指標+At+Bt 來預測下一個月股價指數成長率

的走勢圖，與實際成長率走勢圖進行比較，可以看出預測後的走勢明顯有較多與實際的

成長率之值，有類似的波動且有明顯地趨近。 

 

四、實驗評估 

本研究採用 MAE、MSE 和 RMSE 三種常見的預測模型之評估方法來做為本實驗之

評估標準與指標。根據每一天的技術與情感指標模組的計算，所建立之序列資料。而為

了評估在測試期間所加入的不同情感參數對於本實驗所建立之預測台股指數成長率模

型的有效性，當這些評估指標之值愈小，表示與實際之成長率變化愈類似，ㄧ致性愈高。

在圖 11 中可發現「技術指標+At+Bt」在 MAE、MSE 和 RMSE 之值為所有變數組合中

最小的，即表示「技術指標+At+Bt」為支持向量迴歸預測模型中最佳之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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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1：變數結果之比較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伍、 結論 

股票投資的相關議題，向來不管是投資人、投資專家或是其他仍在觀望股市的民眾

都相當關心的，儘管可從股票市場的歷史脈動去推測未來之走勢，但相關的消息面之資

訊，對於短期股市仍有一定的影響，卻一直都是容易被大眾所忽略的。而隨著社群論壇

媒體的發展與普及，目前早已成為大多民眾用來流覽及討論的工具，但儘管如此，即使

投資者每天關注社群媒體之文章訊息，但無法轉變成可以用來進行投資的具體相關決

策。因此本研究基於一般技術指標再搭配不同的情感指標來預測股價未來之成長率變

化，在技術指標模組的地方透過技術指標的運算及分析即可知曉；在情感模組的部分，

本研究利用不同的情感指標，最終在預測股價指數之成長率產生出不同的預測模型之輸

入變數組合：「技術指標」、「技術指標+At」、「技術指標+Bt」及「技術指標+ At+Bt」，

最後透過支持向量迴歸之預測模型來進行預測未來股價指數之成長率，便找出預測錯誤

率最低的輸入變數之組合。 

在建立情感模組之前，本研究先利用網路爬蟲程式蒐集 PTT 社群論壇的文章及發文

時間，透過斷詞、停止詞之過濾後，並利用雙情緒辭典計算每篇文章之情感分數，再調

整發文日期時間來與股市交易相匹配，即可經由情感指標計算產生情感模組；在技術模

組的部分僅藉由技術指標之計算即可建立之。最後透過支持向量迴歸預測模組中找出每

個輸入變數組合其適合模型之 cost 和 gamma 參數，藉由模型訓練即測試後，發現在技

術指標中同時加入兩種不同的情感指標，可以有效降低預測股價指數成長率之錯誤率，

是為最佳的模型變數之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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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opic of stock investment is the most people are very concerned about it. The 

relevant news information that still has a certain impact on the short-term stock market has 

always been easily overlooked by the public. With the popularity of community forum media, 

even if investors pay attention to the articles and messages of social media every day, they 

cannot be turned into specific decisions for investment. Therefore,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general technical indicators and then with different emotional indicators, resulting in a 

different combination of input variables: technical indicators, technical indicators +At, 

technical indicators + Bt and technical indicators + At +Bt, the above will be used as a 

prediction Changes in the growth rate of the stock index. Finally, this experiment found that 

adding At and Bt's sentiment indicators to technical indicators can effectively reduce the error 

rate of forecasting stock price index growth rate, which is the best combination of model 

variables in this study. 

 

Keywords: Social Media, Sentiment Analysis, Stock Market Index, TAIEX, Support Vector 

Regress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