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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台灣經濟仰賴進出口，匯率波動影響產業獲利，國際原油走勢，牽動民生需求與經

濟發展。投資人於選擇投資標的時，無不關心如何於低風險下，提高股匯市或跨金融商

品買賣的報酬。本研究使用關聯法則的資料探勘演算法 Apriori，探討五大國際儲備貨幣

匯率、國際三大原油現貨價、紐約黃金期貨價與台灣發行量加權股價指數，相互之間的

替代關聯規則。分析 2015/01/02 至 2016/12/30 期間交易資料發現，在給定目標支援度，

所獲致的信心度，支持美元、人民幣與日圓匯率之間的關聯性是相互影響，並且隸屬共

同漲跌之群組的結果。實驗發現，可為投資者，未來從事投資活動參考。 

 
關鍵詞：資料探勘、關聯法則、Apriori 演算法、替代效應、大數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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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緒論 
一、研究背景 
 

台灣經濟發展高度仰賴進出口貿易，國際主要貨幣匯率波動，影響產業獲利，更牽

動投資人選擇投資標的時的評估重點。2016 年 10 月 1 日，人民幣正式被國際貨幣基金

(IMF) 納入特別提款權(SDR) 儲備貨幣籃子，人民幣正式成為與美元、歐元、日圓及英

鎊同等重要的國際交易貨幣。然而，國際貨幣匯率變動複雜，多被新聞、政治、國際情

勢或其他未知因素等操作影響，尤其近年受國際恐怖攻擊影響，更加劇股匯市的波動，

以及投資人的信心。台灣逾 98%之能源供給須仰賴進口支應，其中石油占總能源消費比

例超過 40%。每當國際三大原油現貨價格出現劇烈漲跌時，多引發外界對物價通貨膨脹

的疑慮，並左右經濟發展，牽動投資人的投資標的變化。 
投資人選擇投資標的時，通常必須觀察國際主要貨幣匯率、股市、油價以及黃金期

貨之關聯性，作為分析判斷。在傳統方法中，多只能針對兩兩或三者之間進行關係分析。

當投資關係組合太多(例如：五個以上)，就會產生組合爆炸(Combinational Explosion)，
超過人類有限的運算能力，難以理性分析。另外，這些投資組合的關係，必須建立在過

去的基本知識下，面對當前大環境的快速變遷，資訊科技及網路的助益之下，如何運用

資訊科技來進行投資分析、避險及研擬適當的投資組合，成為投資者嚴正思索的課題。 
 
二、研究動機與目的 
 

近年來，資料探勘(Data Mining) 廣泛應用於各領域，協助分析大量資料。希望藉

由過去累積及即時不斷產生的大量資料，探勘其中富含價值的知識。我們假設歷史會

不斷重複，景氣會不斷循環，如果能夠運用資料探勘的技術，提供投資人對下一時點

的預測參考，將可助益提高投資績效的機率。本研究將利用每日交易資料，探尋國際

三大原油現貨價格、五大國際貨幣匯率、紐約黃金期貨與台灣發行量加權股價指數之

關聯性分析。應用關聯法則(Association Rules)，來挖掘大數據裡的知識與關聯性，找

出金融商品之間的連動關係，讓資訊效率化、正確化，以做為日後交易時之投資決策

參考。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主要利用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Database (TEJ)，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做

為研究資料來源，以台灣發行量加權股價指數、國際儲備貨幣與台幣匯率、國際三大

原油現貨價格與紐約黃金期貨為主要研究對象。資料蒐集期間為 2015 年至 2016 年，

共 24 個月的分析樣本。由於國際情勢變化並無週期性與規則性可言，故本研究以 2 年

的連續交易資料來進行關聯性分析。 
 

貳、 文獻探討 
一、資料探勘 
 

隨著資訊科技快速發展，資料儲存成本降低與資料庫技術成熟，資料取得也變得

非常容易。如何管理及運用這些巨量資料，並且將資料轉換成有用的資訊，為企業與

組織帶來獲利，並提供有價值的決策，成為當前新課題。因此，我們可以藉由資料探

勘的各種統計與人工智慧技術，從大量資料中挖掘或找出有效的、嶄新的或有用的資

訊、趨勢、關聯與規則等。其相關資料探勘的定義，如表 1 列舉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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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資料探勘定義 
項次 定義 學者 

1 資料探勘是一種資料轉換的過程，將沒有組織的數字與

文字資料集合並轉換為資訊，再轉換為知識，最後產生

決策。 

(Curt, 1995) 

2 資料探勘的技術可應用範圍相當廣泛，包含財務、金

融、行銷、製造、醫療等。 
(Hui & Jha, 2000) 

3 資料探勘是發現知識的步驟，目的是在海量的資料中找

出有效的、嶄新的、潛在有用的、容易了解的樣式。 
(Fayyad & Stolorz, 
1997) 

4 資料探勘是一種資料轉換的過程，透過資料庫的建立將

沒有規則可循的資料，再利用自動或半自動的方法來分

析大量的資料，並且從中找出具有意義的關聯或法則。 

(Berry & Linoff, 
1997) 

5 資料探勘是一種新的決策支持分析流程，可以在公司數

據資料中找到隱藏的知識，並交付給專業人士提供理

解，這個定義包含一些值得更多闡述的關鍵短語。 

(Kleissner, 1998) 

6 一種能夠在大量資料中自動化發現一些有用資訊的流

程，它可用來處理大量的資料，並且可以從中發現未知

的新奇、有價值的樣式。 

(施雅月 & 賴錦

慧, 2007)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二、資料探勘的方法 
 

資料探勘，是指於巨量資料叢中，挖掘出有助益知識，期間資料整理、轉換的過

程，就相當重要。從資料採礦與商業智慧(廖述賢, 2009)及 From data mining to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Fayyad, Piatetsky-Shapiro, & Smyth, 1996) 提及資料探

勘的主要步驟與流程為：(1)資料庫遴選與抽樣(Selection & Sampling)：須對該領域知識

有一定的了解，並建立目標資料集；(2)資料前處理(Processing & Cleaning)：從目標資

料中先做前置處理，去除錯誤資料；(3)資料轉換(Transformation & Reduction)：適當的

資料編碼與簡化資料量；(4)資料探勘(Data Mining)：選用適合的資料探勘演算法，來

挖掘有用或有趣的資料；(5)評估效益(Evaluation)：從資料探勘所發現的特徵或模式，

用易懂的圖表呈現；(6)知識發現的應用(Knowledge)：將所發現的知識加以應用。 
在資料前處理上，必須先進行特徵選取、維度縮減、正規化和資料分類與分組

後，才能進行資料探勘。施雅月、賴錦慧（2007)書中提到，由於每位學者對於資料探

勘工作的切入角度不同，在此整理出以下六類： 
1.分類(Classification)：為每一類別事先給予特徵與定義，再建立模型，將尚未分類的

資料，加以分類於各個類別中。 
2.推估(Estimation)：根據既有連續性數值之相關屬性資料，推估某一屬性為之的連續性

變數，分類出現的結果會像「是或否」這樣不連續性的答案。 
3.關聯法則(Association Rule) /購物籃分析(Market Basket Analysis)：透過關聯規則，分

析龐大資料庫中發掘總是會同時發生的事情，並找出其特質或屬性兼具高度相關聯

的樣式，該分析是以規則(Rule)來呈現。 
4.預測(Prediction)：透過大量的歷史資料，做為訓練資料來建置模組，再將要預測的資

料輸入到模組中，推論未來市場上的變化與趨勢。 
5.集群化(Clustering)：將一群多異質的群體，區隔為同質性較高、更相似的群集。 
6.描述與視覺化(Description & Visualization)：透過演算法來找出潛在的規則，描述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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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現象，以輔助分析決策者瞭解現況，並藉由資料視覺化來找出有意義的規則。 
本研究要尋找隱藏、未知且無法被人為辨識出的金融商品漲跌替代關聯，因此，

使用第 3 類：關聯法則，為本研究的方法。 
 
三、關聯法則相關文獻探討 
 

Apriori 演算法已大量被廣泛運用在各個領域，茲將關聯法則應用之相關文獻，整

理如表 2。 
表 2：關聯法則相關應用文獻 

項次 文獻內容摘要與研究重點 應用類別 
1 應用資料探勘技術，探勘非結構化客戶服務報告紀錄器問

題及補救措施、員工與客戶日常管理操作，藉以提供機器

故障診斷和決策支持(Hui & Jha, 2000)。 

售後服務 
行政管理 

2 為落實強化警察機關對警政資訊安全重要性之意識及認

知，透過資料探勘之關聯規則演算法技術，找出 15 則因

素對應資訊安全認知，11 則因素與 8 個高度關聯性的相依

性網路連結(吳建忠, 2011)。 

資訊安全 

3 該研究將顧客的需求與使用產品後所累積經驗與知識，以

資料探勘的方式予以萃取，並結合關聯性資料庫的架構，

配合 Apriori 演算法計算，把結果運用在行銷的策略以及

新產品發展的流程中，以吻合消費者的消費偏好及差異化

(廖述賢、劉基全、鄧敏怡, 2006)。 

產品開發 

4 為了降低因斷電所產生的經濟損失，利用關聯規則分析配

電事故歷史資料，並結合領域專家的知識，找出事故發生

原因的關聯性，以減少維修人員在推測事故定位與事故診

斷所需的時間(彭金堂、張盛鴻、簡禎富、楊景晴, 2005)。

故障排除 

5 應用 Apriori 演算法找出退貨商品授權(RMA) 與製造執行

系統(MES) 之間的品質異常關聯，並建立 RMA-MES 預
測模型，以預測製程異常可能造成的退貨問題，分析與討

論 RMA-MES 關聯性，提供管理人員採取適當對策及防

禦措施之參考(阮業春、吳旻穗, 2015)。 

生產管理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股價預測相關文獻探討 
 

股價預測相關文獻很多，部分有關股價預測之相關文獻整理，如表 3。 
表 3：股價預測相關文獻 

項次 文獻內容摘要與研究重點 主要方式 
1 以 APRIORI 演算法求得股票之間的支持度與新賴度，利

用關聯規則留下高支持度與信賴度的股票，在進行

HMETIS 演算法求得最後想要的股票(鄧德倫, 2009)。 

APRIORI 與
HMETIS 演算法

2 運用關聯法則中的 Apriori 演算法，尋找台灣集中市場各

式類股、外資卷商評等薦買股及台灣 50 成份股有用之關

聯規則，進而提供投資組合之概念及建議，作為投資人投

資決策之參考(呂宜君, 2015)。 

關聯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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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該研究所發展量化的類神經網技術與非量化的模糊德爾菲

法技術的雙重整合方式，進行股票預測以及投資買賣的決

策(李政芳, 1996)。 

類神經網路 

4 結合資料探勘與類神經網路的方法實作股票預測系統。直

接結合兩個方法，分別處理技術指標及總體經濟指標並輔

助投資者做出判斷正確的進出場時機，以避免損失並提高

獲利能力。(郭木良, 2013) 

類神經網路 

5 以決策樹做投資標的的篩選；再使用倒傳遞類神經網路，

做短期的投資預測。並確實能降低與趨勢相反之投資損失

並得到良好的投資報酬率。(曲恬頤, 2009) 

決策樹與倒傳遞

類神經網路 

6 該研究為提高股票價格預測精準度，提出一種基於粒子群

演算法優化支持向量迴歸的股票價格預測模型，利用粒子

群演算法良好的尋優能力，對支持向量回歸參數進行優

化，獲得更高預測精度及參考價值。(谢国强, 2012) 

粒子群演算法優

化支持向量迴歸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以各種技術指標來做股價預測分析(技術指標如：K 值、D 值、RSI 值、MACD 
等)，運用統計或資料探勘預測的文獻(如表 3)很多，預測方式也很多種。然而，使用關

聯法則技術(Association Rule)來進行金融商品預測的研究論文較少。本研究選擇使用關

聯探勘技術，來分析金融商品每日漲跌關係，從中找出表面上看似不相關，但卻存在

某種關聯規則的金融商品。例如：金融商品當中，A 匯率、B 匯率或與 C 匯率同一

天上漲，那麼 D 匯率有 X % 的機率，也會在同一天上漲；或是當 A 匯率上漲時，國

際三大原油會是上漲或是下跌之關聯規則，於連動之間所存在的各種商品漲跌替代關

係探討。 
 

參、 研究方法 
 
一、關聯法則 Apriori 概念 
 
 關聯法則探勘又稱為購物籃分析，用於發掘大型交易或關聯資料庫中，項目之間

所存在的關聯性或相互關係，例如：美國沃爾瑪(Walmart)，發現的「尿布與啤酒」案

例，即可提供沃爾瑪針對這個新發現，進行商品銷售組合促銷規劃。關聯法則探勘，

首先是由 Agrawal 和 Srikant 於 1994 年提出，主要用來挖掘購物籃交易項目之間的關

係。利用關聯分組(Affinity grouping) 的功能，檢視歷史資料的狀態及變化，透過資料

探勘，來預測消費者的購買行為，並找出哪些事物總是會同時發生(廖述賢, 2009)。以

購物籃資料來模擬關聯法則，首先，將顧客每一筆購物資訊當成是一筆交易(表 4-a)。 
將交易資料先作前處理，每一列為一筆交易資料，每一個欄位代表一個購買商品，若

出現交易寫入表示值 1，若無出現交易則值為 0。資料整理轉換後，如表 4-b 所示。 
交易紀錄(Transaction) 為資料庫裡的每一筆紀錄；項集(Item) 即代表每筆交易紀

錄由多個屬性集合；項目集(Itemset) 是由多個項集集合而成，稱為項目集。例如：交

易編號 TN001 就是項集 牛奶、尿布、可樂、啤酒、雞蛋、麵包 ，交易編號 TN002 

就是項集 牛奶、尿布、可樂、麵包 ，以此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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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a.購物籃資料記錄形式 b.購物籃資料二元化表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關聯法則，通常以 →  表示，即假設關聯規則為達成 X 條件者，同時會達成

Y，也就是說達成 X 條件者，且同時會達成 Y 的機率為 
∩

。 

如表 4-b 所示，尿布→啤酒，表示在購買尿布的 5 筆交易中，有 3 筆同時購買啤

酒，即購買尿布且同時購買啤酒機率為 
啤酒∩尿布

尿布
60%。啤酒→尿布，則表示

在購買啤酒的 3 筆交易中，有 3 筆同時購買尿布，即購買啤酒且同時購買尿布機率為
啤酒∩尿布

啤酒
100%。當以單二維度檢視表 4-b 所示資料，尿布+牛奶→麵包：表示

有 4 筆交易購買包含 尿布，牛奶 ，且 4 筆都同時購買麵包，即購買 尿布，牛奶 且同

時購買麵包機率為
尿布∩牛奶∩麵包

尿布∩牛奶
100%；同樣，尿布+牛奶→雞蛋，則表示存在

4 筆交易都有包含 尿布，牛奶 ，這 4 筆交易中有 1 筆是同時購買雞蛋，亦即購買

尿布，牛奶 ，且同時購買雞蛋的機率為
尿布∩牛奶∩雞蛋

尿布∩牛奶
25%。 

 
二、關聯法則之原則 
 
 透過 Apriori 演算法的運用，續以 Agrawal 和 Srikant (1994) 提出的支持度

(Support)與信心度(Confidence)，對資料庫裡具有相互關聯的商品做進一步分析，使之

得以運用於行銷與管理等層面，提供決策參考與助益營業收益。交易紀錄中的項集資

料，須滿足支持度與信心度設定之最小門檻，才具有價值、意義。支持度，表示決策

變數在資料庫中，所出現的多寡比例，支持度高，表示發生機率高；信心度，則表示

這個關聯法則的可靠程度。關聯性法則，即是利用支持度與信心度來篩選導出結果。 
1.支持度：決策變數  在資料庫中所出現的比例，以 	  表示。支持度越高，表示

發生機率越高，越值得重視。支持度，介於 0%~100%。 

項目集合 	在資料庫中出現總次數

資料庫中總交易筆數
 

2.信心度：為此關聯法則的可靠程度，也就是當決策變數  成立時，另一決策變數 Y 
發生的機率，以 	 →  表示。信心度介於 0%~100%。 

∩
 

三、關聯法則 Apriori 演算 
 
 以表 4-a 交易紀錄為例，並假設最小支持度為 50%。目前總交易筆數為 6 筆，所



2018 年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理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以通過最小支持度門檻，個數須為 3 個（含）以上。關聯法則 Apriori 演算說明如下： 
1.每個項目都會當成第一候選項目集合，並且計算其支持個數出現的各筆交易次數。 

2.候選項目集合中，低於最小支持度的項目集 可樂 、 花生醬 、 餅乾 與 雞蛋 將會

被刪除。 

3.接續第二輪執行，第二候選項目集合，只會使用上一次的 4 個高頻集合，產生

6組之第二候選項目集合，計有 牛奶、尿布 、 牛奶、麵包 、 尿布、麵包 、

尿布、啤酒 、與 牛奶、啤酒 與 啤酒、麵包 。 

4.低於最小支持度門檻之項目集 牛奶、啤酒 與 啤酒、麵包 ，將被刪除。其餘 4 個候

選項目集，為高頻集合。 

5. 第三輪的候選項目集合，只剩下 牛奶、尿布、麵包 、 牛奶、尿布、啤酒 、

牛奶、啤酒、麵包 與 尿布、啤酒、麵包 四組。低於最小支持度門檻之項目集

牛奶、尿布、啤酒 、 牛奶、啤酒、麵包 與 尿布、啤酒、麵包 ，予以刪除。 

6. 最後剩下 牛奶、尿布、麵包 這組高頻集合，再沒有新的高頻集合產生時，演算法

終止，並檢查 牛奶、尿布、麵包 是否超過最小支持度為 50%的設定門檻。上述簡

易演算高頻集合的流程，如圖 1 所示。 

 
圖 1：產生高頻項目集流程圖 

 
肆、 研究內容暨分析結果 

 
一、軟硬體環境 
 

本研究程式執行的硬體規格為 Intel Core™ i7-4200HQ CPU@ 2.60 GHz 處理器，安

裝 12.0GB 記憶體，掛載 Windows 8.1 家用進階版 64 位元作業系統。主要運用資料庫

為 Taiwan Economic Journal Database (TEJ)，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做為研究資料來源，

使用 Microsoft Excel 處理資料前置作業，IBM SPSS Modeler 執行演算法分析計算。 
 
二、資料蒐集 
 
 本研究之原始資料取自台灣經濟新報資料庫(TEJ)，擷取標的內容的日期與每日收

盤價，資料標的包括：台灣發行量加權股價指數、五大國際儲備貨幣兌台幣匯率、國

際三大原油現貨價格與紐約黃金期貨，研究資料範圍自 2015 年 01 月 02 日至 2016 年

12 月 30 日止，共有 518 個交易日。資料蒐集內容格式，例如表 5 所示。 
 
 



2018 年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理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表 5：人民幣匯率每日交易資料 

 
資料來源：台灣經濟新報 TEJ 

 
三、資料篩選與整理 
 

由於國際市場交易日與台股交易日略有不同，本研究以國際市場交易日期為主，

以台股交易日期對齊國際市場交易日期，台股無交易日期時，則以空白顯示。各金融

商品每日收盤價彙整，如表 6-a 所示，相關處理步驟，如下說明： 
表 6：各金融商品每日漲跌推導程序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假設：今日收盤價以 X 表示，昨日收盤價以 Y 表示，透過漲平跌條件式(表 6-b)，

以布蘭特原油及西德州原油為例，可推導出表 6-c 的金融商品每日漲跌計算範例。再依

此分析要點，即可將本研究要分析之各金融商品，整理至同一工作表，如表 7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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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漲跌平表範例 

 
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 

 
四、資料探勘實作 
 

本研究使用 IBM SPSS Modeler 進行關聯法則 Apriori 演算法建模，操作處理程

序，如圖 2 所示，步驟說明如下： 
1.建立資料串流，從「來源」分頁中選取 Excel，並將前處理完成資料（如表 7）匯

入，如圖 2-a 所示。 
2.接續如圖 2-b 所示，將每個欄位屬性進行設定，並將測量部分設為名義，角色部分設

為兩者。 
3.從「建模」分頁中選取 Apriori 節點，設定相關屬性，如圖 2-c 所示。最小規則支持

(援)部分，代表總交易日數之百分比；而最小規則信心度部分，代表在前項條件成立

下符合條件之交易日百分比。本研究設定三組門檻，進行分析：(1)最小規則支持

20%與最小規則信心度 85%；(2)最小規則支持 25%與最小規則信心度 85%及(3)最小

規則支持 30%與最小規則信心度 85%。並將此三組最小規則支持，搭配最小規則信

心度 80%，了解關聯資料量變化。最大前項數目均設定為 3。 
4.從「Apriori 節點設定參數」分頁中選取執行，支援度為 20%時，依信心度排序結

果，如圖 2-d；依支援度排序結果，如圖 2-e 所示。 
5.從「圖表」分頁中選取關聯網，將相關屬性進行設定(圖 2-f)，執行後產生支援度關

聯網圖，如圖 2-g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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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IBM SPSS Modeler 操作處理程序 
 

當信心度相同時，支援度的設定大小會影響規則的數量，設定最小信心度 80%、

85%與最小支援度 20%、25%及 30%， 得到的法則數量，如表 8 所示。 
表 8：規則數量表 

規則數量 
最小支援度 

20% 25% 30% 

最小信心度 80% 76 29 11 

最小信心度 85% 46 20 6 

 
當然，要獲得新的知識與未知的領域，就必須透過不斷的測試與實驗，才能從中

找到有趣的資訊。本研究設定三組分析門檻：(1)最小規則支持 20%與最小規則信心度

85%；(2)最小規則支持 25%與最小規則信心度 85%及(3)最小規則支持 30%與最小規則

信心度 85%，執行結果，將於接續單元說明。 
 
五、結果解釋與評估 
 
 本研究運用 Apriori 挖掘五大國際貨幣基金匯率、三大原油期貨價、紐約黃金期貨

價與台股發行量加權指數的替代關聯規則，其結果說明如下： 
1.當最小支援度大於 30%與最小信心度大於 85%的條件下，會有 6 條關聯規則（圖 3-

a）。本研究發現人民幣、美元與日圓其共同漲跌的關聯性非常的高，在【規則 ID 
1】當美元匯率跌時約佔總交易筆數的 46.8%，人民幣有 89.25%的信心度會跌；【規

則 ID 2】表示，當人民幣匯率漲時約佔總交易筆數的 48.54%，美元匯率有 88%的信

心度會漲。 

 
圖 3：支持度、信心度關聯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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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當最小支援度大於 25%與最小信心度大於 85%的條件下，在 20 條關聯規則中（圖 3-
b），可以發現人民幣與美元匯率的漲跌和西德州與布蘭特原油呈現反比的關係；不

僅如此，紐約黃金的漲跌也與美元匯率及人民幣匯率呈現反比關係。【規則 ID 4】
西德州原油漲且美元匯率跌時，佔總交易筆數的 25.9%，則人民幣匯率有 90.29%的

信心度會跌；【規則 ID 20】西德州原油跌且人民幣匯率漲時，佔總交易筆數的

29.59%，則美元匯率有 88.88%的信心度會漲；【規則 ID 19】布蘭特原油跌且美元

匯率漲時，佔總交易筆數的 27.08%，則人民幣匯率有 87.14%的信心度會漲。 
3.當最小支援度大於 20%與最小信心度大於 85%的條件下，依信心度排序，在 46 條關

聯規則中，可以發現國際貨幣匯率相互連動性較高且是正相關，而國際三大原油、

紐約黃金還有台灣發行量加權指數與國際貨幣匯率的關聯規則呈現反比關係，如圖

3-c 所示。【規則 ID 9】布蘭特原油漲且美元匯率跌時，佔總交易筆數的 23.79%，

則人民幣匯率有 91.05%的信心度會跌；【規則 ID 12】美元匯率跌且台灣總加權指

數漲時，佔總交易筆數的 25.33%，則人民幣匯率有 90.84%的信心度會跌；【規則

ID 30】人民幣匯率漲且紐約黃金跌時，佔總交易筆數的 25.33%，則美元匯率有

90.84%的信心度會漲。 
 

伍、 結論與未來研究方向 
 
一、結論 
 
 本研究以五大國際貨幣基金匯率、三大原油期貨價、紐約黃金期貨價與台股發行

量加權指數為主要研究對象，且針對最近 518 個交易日的歷史資料作為資料探勘的標

的，運用關聯法則找出相互之間的替代關聯規則。經演算不同支援度與不同信心度門

檻關聯分析，發現在支援度大於 45%時，美元與人民幣匯率於同一交易日之共同漲或

是共同跌的信心度均高於 85%；在支援度大於 30%時，日圓、人民幣還有美元匯率於

同一個交易日之共同漲或是共同跌的信心度均高於 89%，由此可看出美元、人民幣與

日圓匯率之間的關聯性是相互影響，而且同屬共同漲跌群組。若信心度大於 90%時，

五大國際儲備貨幣均呈現正相關之關聯規則，而其他金融商品與五大國際儲備貨幣之

關聯規則均呈現反向關係，如圖 3-c：在 20%支持度、85%信心度所示，以上這些於各

種不同漲跌幅狀況下揭露之關聯法則，正可提供投資者於投資決策之參考。 
 
二、未來研究方向 
 

本研究對後續研究者，提供以下三點建議： 
1.未來可再針對台股各類股加權指數(如：油電天然氣類、金融類、鋼鐵類與塑膠類股

等)作進一步的分析研究。 
2.本研究僅以收盤價做為樣本，未來可增加開盤價、最高價與最低價為樣本分析資料。 
3.本研究以當日個股間之漲跌關聯法則分析，後續研究者可增加對於下一交易日，做漲

跌關聯預測研究。 
 

致謝 
本研究承蒙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經費補助，計畫編號為 MOST 106-2410-H-194-026-MY2，
謹致謝忱。 

  



2018 年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理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參考文獻 

曲恬頤，2009，運用決策樹與倒傳遞類神經網路建構台股之整合性投資策略，國立清華

大學工業工程與工程管理學系碩士論文。 

吳建忠，2011，資訊倫理與資訊安全認知之關聯性研究-以嘉義市政府警察局為例，國立

中正大學會計與資訊科技學系碩士論文。 

呂宜君，2015，使用 APRIORI 與 HMETIS 演算法找出股票市場的群組關係，淡江大學

管理科學學系企業經營碩士在職專班碩士論文。 

李政芳，1996，應用類神經網路與模糊德爾菲法於股票預測模式建立之研究，高雄工學

院管理科學系碩士論文。 

阮業春、吳旻穗，2015，『退貨商品與製程異常之關聯分析－以工業電腦為例』，技術學

刊，第三十卷．第三期：253～263 頁。 

施雅月、賴錦慧，2007，資料探勘，新北市：台灣培生教育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郭木良，2013，結合資料探勘與類神經網路應用於股票市場的預測，國立中正大學財務

金融研究所碩士論文。 

彭金堂、張盛鴻、簡禎富、楊景晴，2005，『建構關聯規則資料挖礦架構及其在台電配電

事故定位之研究』，資訊管理學報，第十二卷．第四期：121～141 頁。 

谢国强，2012，『基于支持向量回归机的股票价格预测』，计算机仿真，第二十九卷．第

四期：379～382 頁。 

廖述賢，2009，資料採礦與商業智慧 (初版)，台北市：雙葉書廊。 

廖述賢、劉基全、鄧敏怡，2006，『資料探勘應用於顧客知識管理之研究』，資訊管理學

術與實務研討會論文集，57～64 頁。 

鄧德倫，2009，使用 APRIORI 與 HMETIS 演算法找出股票市場的群組關係，輔仁大學

資訊工程學系碩士論文。 

Agrawal, R., and Srikant, R. 1994. “Fast algorithms for mining association rule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Proc. 20th int. conf. very large data bases, VLDB. 

Berry, M. J., and Linoff, G. Data mining techniques: for marketing, sales, and customer support, 
John Wiley & Sons, Inc, New York, 1997. 

Curt, H. 1995. "The devil’s in the detail: techniques, tools, and applications for database mining 
and knowledge discovery-part 1," Intelligent Software Strategies (6:9), pp 1-15. 

Fayyad, U., and Stolorz, P. 1997. "Data mining and KDD: Promise and challenges," Future 
generation computer systems, (13:2-3), pp 99-115. 

Fayyad, U., Piatetsky-Shapiro, G., and Smyth, P. 1996. "From data mining to knowledge 
discovery in databases," AI magazine (17:3), p37. 



2018 年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理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Hui, S. C., and Jha, G. 2000. "Data mining for customer service support," Information & 
Management, (38:1), pp1-13. 

Kleissner, C. 1998. “Data mining for the enterpris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ystem Sciences, 
1998., Proceedings of the Thirty-First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2018 年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理學術研討會                                    台灣，2018/6/3 

 

Substitution association rule mining in financial products with big 
data analysis 

Tony, Cheng-Kui Huang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bmahck@ccu.edu.tw 

 

Wen-Hung Yu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gigigaga5168@gmail.com 

 

Yu-Chih Lin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Jokada621@gmail.com 

 

Ming-Ching Lee 

Department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National Chung Cheng University 

wlfa626@hotmail.com 

 

Abstract 

Taiwan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highly dependent on the following: the import and 

export trades, exchange rate fluctuations affecting industry profits, and the trend of international 

crude oil affecting people’s livelihood need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refore, as 

investors are choosing investment targets, they should simultaneously pay attention to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news, politics, corporate, investors’ mind, and other unknown factors. 

How to lower investment risks for increasing the payoffs of the stock market or transactions of 

cross-financial products has been the most concerned issue for investors. In this study, we 

employ an association rules (data mining) algorithm, Apriori, to discover substitution 

association rules for the following financial products, including five major international 

currency exchange rates, three major international crude oil spot prices, New York gold futures, 

and the weighted share price indexes of Taiwan issue. We conducted an experiment, collecting 

data from 2015/01/02 to 2016/12/30 and have the following findings. First, as the support is 

greater than 50%, the confidence of rising up together or falling together for the exchange rates 

of US dollar and RMB (Renminbi) on the same trading day is higher than 85%. Second, as the 

support is greater than 30%, the confidence of rising up together or falling together for the 

exchange rates of Yen, RMB, and US dollar on the same trading day is higher than 90%. As a 

result, we can observe that the relationship among US dollar, RMB, and Yen is mutually 

influenced as well as they are all belonging to the same group of ups and downs. The results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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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periment, therefore, can be proffered to investors for the further inves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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