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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現行投資環境詭變多端，不同的情況下適合不同的投資判斷工具如何能在複雜的

環境裡掌握局勢，隨時動態產生新的投資策略，即可獲得優渥的風險溢酬，亦即若可

以適時的採用不同投資環境偵測工具，正確的判斷出選股、擇時和資金分配策略，則

投資人將可獲得不錯的超額報酬。 

本研究將利用演化策略透過歷史資料的訓練和測試以獲得選股、擇時以及資金配

置各個關鍵策略變數的範圍，再將此演化後的最佳變數範圍做為偵測下一階段投資環

境的指標，即可判斷出在面對當前不停變化的股市環境下，可以正確挑選出適合的投

資策略，並套用在股市投資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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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current investment environment is changing, different conditions are correspond 

with different investment judgment tools. If one is able to dominate the complex environment 

and generate new investment strategies at any time, one can gain risk premium. In other words, 

investors will receive good excess returns by accurately using different investment environment 

detection tools to determine selection, timing, and capital allocation strategies. 

This study will use evolutionary strategies to train and test historical data and further obtain 

a range of strategic variables for selection, timing, and capital allocation. In addition, we will 

be able to use this evolved optimal variable range as a detection of the next phase of the 

investment environment. The indicators can be used to determine the right selection, timing, 

and capital allocation strategies in the current stock market environment and be applied to the 

stock market investment to help investors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Keywords: Dynamic decision making, Selection, Timing, Capital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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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動態性策略於股市投資決策制定 

壹、 緒論 

近年來利率走低，同時也身處在低薪以及物價上漲的環境下，如何在投資理財中創

造出更多財富，成為一項重要的課題。面對琳瑯滿目的理財工具中，股票投資是最為大

家所熟悉。股票的優點在於投資人不僅在股價上升或下跌時皆可獲取利得，更能夠在公

司年終時參與股息的分配。相對地，股票也隱含著風險高的危機。時常可以看到投資人

聽信未經確認的消息，或是依照分析師的意見買賣股票，這將導致資訊無法判斷真偽的 

情況下投資面臨虧損的狀況。 

股票投資分析可分為基本面分析和技術面分析兩種方法。投資者可以使用基本面分

析來檢驗其投資的公司之財務狀況，用以了解公司的獲利穩定性。選股的基本方法是利

用財務分析，去了解該公司過去的經營績效以及評估企業真實價值。對於一般的投資者

來說不易了解財務分析，若想要知道此產業是否已走下坡，或者某企業的競爭力是否已

逐漸被淘汰，往往只能夠透過報章雜誌或新聞媒體得知消息，因而錯失了買賣股票的最

佳時機。 

技術面分析使用股市歷史資料來預測未來股價上漲下跌的信號以決定進場時機。技

術分析有許多工具，投資者常利用均線、KD 指標、MACD 指標以及 RSI 指標等技術指

標來判斷買賣時機，儘管很多人使用技術指標，但存在著許多問題，像是投資者時常因

為同時使用多個技術指標而發生相互矛盾的現象，導致投資人不知所措。 

大多數的投資者在進行資金配置時，會考量到市場的風險因素，才能決定需要投入

多少的資金數量，但市場的波動是很難預測的。例如，將較多的資金投資在目前看似穩

定的股票，但股市瞬息萬變，這股票若出現意想不到的劇烈波動。資金配置勢必要隨時

調整，否則將無法獲取超額報酬。 

從過去的研究中，發現大部分的文獻少以兼顧選股、擇時以及資金配置投資策略，

本論文將彙整多種常用選股、擇時和資金配置工具，例如使用股神巴菲特的基本面分析

指標與彼得林區的選股指標做為選股策略，Ohlson Model 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式(CAPM)

做為擇時的參考工具，而資金配置策略則利用凱利公式和最佳化 F 值，成為一個完整的

投資策略。 

現行投資環境詭變多端，不同的情況下適合不同的投資判斷工具如何能在複雜的環

境裡掌握局勢，隨時動態產生新的投資策略，即可獲得優渥的風險溢酬，亦即若可以適

時的採用不同投資環境偵測工具，正確的判斷出選股、擇時和資金分配策略，則投資人

將可獲得不錯的超額報酬。 

本研究提出一動態性投資策略，透過演化策略根據歷史資料求得各種投資策略的最

佳使用情況，再投資於下一期的股票市場時，先偵測股市當前所處的經濟環境，找出股

市在不同時期下分別適合何種選股、擇時與資金配置的投資策略，幫助投資人做出正確

的投資策略，以輕鬆獲得超額溢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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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文獻探討 

投資好的股票很重要，更需要好的投資策略才能獲得最大報酬。股票的投資策略又

分為擇時、選股以及資金配置三種投資方法。 

擇時策略，投資者希望能在正確的時間點以低價買進、高價賣出。Bernard(1995)認

為會計資訊與公司價值之間可以使用 Ohlson Model 建立關連，同時提出會計學者不只

要強調股價行為，也要注重基本面分析。張應華等人(2011)研究股票的投資策略，使用

遺傳演算法進行選股以及資金配置，在擇時策略的部分藉由 Ohlson 評價模型找出股票

的真實價值，去評估所購買的類股是否符合市場價值，用來做為買賣點。結果證實此研

究能做為投資者做投資決策的依據，並且能獲取高報酬率。Chang 與 Wang(2013)使用

Ohlson 評價模型，在當中加入公司治理變數，同時結合類神經網路與演化策略，藉由類

神經網路的預測能力，以及利用演化策略求解實數的最佳化去預測股價，結果證實此系

統有良好的預測能力。Kuo(2017)將行業和公司的特定因素加入 Ohlson 模型中的剩餘收

益估價模型，使用台灣的股票市場數據測試，結論發現此方法提高了剩餘收益估價模型

的預測能力。Radha 與 Padmasree (2015)利用孟買證券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來研究 CAPM

是否能夠合理描述其報酬的產生過程，實驗結果表明，𝛽值能夠顯著解釋股票的月均收

益率，因此 CAPM 的研究證實了能夠使用在孟買證券交易所上，同樣也能夠套用在印度

證券市場中。Lee 等人(2016)研究馬來西亞的 60 家上市股票若使用 CAPM 是否能夠有

效預測每支股票的報酬，以及投資組合中的有效性，同時也評估 Markowitz 模型在馬來

西亞投資組合中的表現。結論顯示，投資者在投資股票時可以使用 CAPM 來估計股票走

勢和系統風險，以達到利潤最大化，並建議投資組合需多樣化才可以降低非系統風險。

Singh(2016)同時利用存在系統風險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和非系統風險的風險溢價方法

來計算預期收益，以印度股票市場做為預測對象。結論表明 CAPM 以及風險溢價法在印

度股票市場中可以有良好的預期收益，其中也提到小規模和中規模的企業收益率比大規

模企業多了10個百分點，原因可能是這些中小型企業屬於成長型公司。Kim和Kim(2016)

使用資本資產定價模型中加入時間波動性的方法，同時提出了幾個程序來對模型的波動

性進行函數的判斷，以利獲得正確的參數，並測試於六支股票上，結果證實此研究提出

的方式能夠掌握 CAPM中波動的動態。故本文的擇時策略利用Ohlson評價模型及CAPM。 

Ohlson 評價模型根據公司的市場價值等於預期未來股利折現值、會計資料具淨剩餘

關係以及線性資訊動態之三項假設後，推導轉換出 Ohlson 股價評價模式： 

𝑃𝑡 = 𝑏𝑣𝑡 + 𝛼1𝑥𝑡
𝑎 + 𝛼2𝑣𝑡                                                       (1) 

其中：𝛼1 = 𝜔/(𝑅𝑓 − 𝜔) ≥ 0；𝛼2 = 𝑅𝑓/(𝑅𝑓 − 𝜔)(𝑅𝑓 − 𝛾) > 0 

資本資產定價模型 (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CAPM)，由 Sharpe(1964)、

Lintner(1965)和 Mossin(1966)等人所提出。在市場均衡時，分析必要報酬率與風險之間

的關係，市場風險則用β係數來衡量。 

β係數又稱為系統風險指標(systematic risk indicator)，當國家的金融市場受到政治、

天災、人禍等總體經濟變數影響時，因而導致股價指數下跌。此時，可藉由β係數顯示整

體經濟的狀況改變後，資產的期望報酬率可能在未來會改變的幅度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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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公式如下： 

𝐸(𝑅𝑖) = 𝑅𝑓 + 𝛽𝑖[𝐸(𝑅𝑚 − 𝑅𝑓)]                                              (2) 

資產𝑖的期望報酬率等於無風險利率加上資產𝑖的系統風險乘上市場組合之超額報酬。 

選股策略，該如何從眾多的上市上櫃股票當中，選出可以獲得較多報酬的股票，是

投資者面臨的一大問題，必須注意投資該企業的營運狀況等風險。鄧安鎮(2007)利用巴

菲特選股標的，包括 ROE、年盈餘、盈餘再投資率、本益比和董監持股比率，再加上公

司財務指標做為篩選股票之標準。結果顯示巴菲特選股的投資績效比大盤高出 54.7%。

Weigand 與 Irons(2007)使用巴菲特提出的本益比來預測未來之股價報酬，結果顯示，對

於股價的長期報酬，本益比是個良好的預測指標。李雅璇(2013)利用符合巴菲特選股標

準的標的公司進行選股，其中的指標包括 ROE、公司盈餘再投資率、本益比等，加上公

司財務基本面的指標所建立起來的投資組合，其投資績效的結果能夠優於大盤。鐘麗文

(2014)利用股東權益報酬率(ROE)、每股盈餘(EPS)、現金股利率、本益比(P/E)和股價淨

值比(P/B)等做為選股策略的指標，並將其策略運用在台灣上市股票。結論為此選股策略

之報酬是相當好的。陳尚武(2015)採用股價淨值比(PBR)、股價營收比(PSR)與本益比

(PER)去探討成長型投資之風險調整報酬的影響，研究對象為台灣股票上市公司的資料，

並以 ANOVA 分析檢定在三種不同的水準下，其風險調整的報酬是否不同。結論發現使

用股價淨值比(PBR)選股的效果最佳，再來是本益比(PER)，最後是股價營收比(PSR)。謝

耀德(2009)使用 1997 年至 2007 年的台灣上市上櫃公司之財務報表，利用本益比、盈餘

成長率及負債比例等七個財務指標，篩選出符合彼得林區選股模式的公司，並建立投資

組合。評估投資組合之績效方式為加權比重持股法以及相同比重持股法。實驗結果為不

論是以哪種方法來計算，績效皆優於大盤，因此認為彼得林區適用於台灣股市。王恆娟

(2012)探討彼得林區選股法在台灣股市當中是否適用，觀察其選股指標是否優於大盤與

短期平均績效是否優於長期平均績效，經過檢定與回歸模型分析後，發現以彼得林區篩

選後的標的績效較大盤優異，短期平均績效也優於長期平均績效。故本研究利用巴菲特

選股指標及彼得林區選股指標作為選股策略之指標。 

巴菲特的投資理念和選股法則影響了全世界，進而成為了世界聞名的「股神」。巴菲

特並不在意股價的漲跌，而是重視公司的績效表現。藉由觀察財務報表、獲利成長能力

及公司組織結構等財務與獲利的所有因素，找出公司的內在價值。同時也認為，只要公

司盈利持續增長，股價大漲是早晚的事。 

彼得林區選股指標須符合以下條件：本益比<20%、近兩年的平均營收成長率>25%、

近五年的平均稅前淨利成長率>7%、近一季負債比<30%及刪除股價低於 5 元、五日均量

低於 500 張的股票。 

資金配置策略，利用選股後的投資標的，根據其風險分配資金比例，有效的分散投

資組合可以增加報酬同時也能夠降低風險。張婷容(2008)在擲幣模型、輪盤模型以及傳

輸受干擾下的三種不同賭博模型中，利用凱利準則求出最佳策略，結論提出在股市中也

能使用此投資策略，但因為股市波動大，所以該如何分配投資組合就是個複雜的問題了。

Breiman(2011)發現利用凱利公式下注能夠有最適當的資金比例，使資產成長快，同時也

能讓達成投資目標的時間減少。Azar(2016)為了使投資者對 Twitter 上的情緒觀點在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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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上有實際影響，模擬了基於 Kelly 準則的一個交易策略，此策略同時也使投資組合

的預期幾何增長率最大化，結果發現使用 Kelly 準則模擬的策略勝過買入持有策略。

Subbiah 和 Fabozzi(2016)使用三種投資組合比較對沖基金收益的預測準確性，結果發現，

其中基於凱利準則的投資組合比另外兩種方法有更好的效果。黃國鳴(2017)運用基因表

達規劃法提升期貨的預測能力，同時建構出具有動態性的資金管理策略，以因應市場的

變動。其中提到的最佳化 F 值結論為，可以維持獲利並且同時穩定了風險的波動，能夠

產生較好的獲利風險比，此資金配置策略適合風險趨避者。本研究利用凱利公式與最佳

化 F 值做為資金配置策略。 

凱利準則指當賭客長期參與了一個賭局，應該追求幾何平均報酬率最大化。凱利公

式又稱為凱利方程式，最早是運用在賭博遊戲中，在多次的賭博遊戲裡，利用前一期的

賠率、獲勝率及落敗率使資金的期望增長率即可獲得最大化。最佳化 F 值由

Vince(2009,2011)提出，其運用 Kelly 的概念，但避開固定機率與賠率的限制。 

目前有許多研究提出不同的最佳化方法，以供投資者使用，如層級分析法、模擬退

火法、類神經網路等，而本研究利用演化策略做為決策之工具。 

演化策略(Evolution Strategies, ES)由 Ingo Rechenberg 及 Hans-Paul Schwefel 在 1960

年代為了解決流體力學模型參數最佳化而提出。是模仿生物演化的一種演化式計算。最

初的 ES 較為單純，其演化過程中只有單一個體，靠著突變與基因重組產生子代，來搜

尋優秀的個體，將母代與子代比較，較優者可以被選至下一代。 

一直到 1977 年 Schwefel 提出套入人口族群的想法，並用𝜇表示母代的族群人口、λ

表示子代的族群人口，使突變部分可以自我調整，讓突變與重組效果更好。挑選染色體

的方式有(𝜇, λ)與(𝜇+λ)兩種，(𝜇, λ)表示由 λ 個子代中挑選出𝜇個最好的染色體做為下一

代的母代；(𝜇+λ)為從𝜇個母代與 λ 個子代中挑選出最好的𝜇個做為下一代的父代。 

先隨機產生𝜇個染色體，做為第 0 代的初始解。接著根據下面公式進行重組，並產

生 λ 個子代。 

σi
′ = σi ⋅ exp(τ′Z + τZi)                                                       (3) 

xi
′ = xi + σi

′Zi                                                                 (4) 

σ：具自我調整能力的策略參數 

τ、τ′：全域學習率、區域學習率 

𝑍、Zi：對應標準常態分佈 N(0, 1)與Ni(0,1)的亂數 

其中τ、τ′通常設為 1。σ表示具有自我調整能力的策略參數。σ的初始值設定可參考

Deb(2001)提出的概略算法，以變數 X 範圍的最大值減最小值再除以√n，n 通常可用 12

代入。 

σi =
xi

U − xi
L

√12
                                                                  (5) 

重組後，評估適應值，並選擇前𝜇個優良染色體，來建立下一代母體。 

反覆進行重組、評估、和選擇，直到結束一定次數的世代演化或找到足夠優秀的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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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體(終止條件)，即可結束。 

Bonde(2012)分別使用基因演算法和演化策略，預測 8 間公司的股價在第二天為上

漲或下跌的準確度，研究中找出預測與第二天股價有關的六個屬性以及他們與股價之間

的權重，分別為開盤價、收盤價、最高價、最低價、成交量和調整收盤價，在這個實驗

中，演化策略使用(𝜇, λ)-ES 策略，結論為使用基因演算法和演化策略都有不錯的準確性。

Beyer 等人(2014)為了解決風險價值之非線性交易形成的非線性問題，提出多目標演化

策略的情境樹，並演化節點下考慮風險後的投資權重，能以得到最佳投資策略。 

參、 研究架構 

本研究提出一動態投資策略架構，在使用投資工具前，先透過股市的歷史資料由演

化策略的輔助來找出各種策略工具的使用時機，亦即求解出各種工具的變數適用範圍再

利用偵測目前股市所處環境以決定使用何種選股、擇時和資金配置工具，以形成一完整

的投資策略，研究架構如圖一所示。首先，偵測股市當前所處的環境，決定由巴菲特或

彼得林區的選股指標挑選出幾家優良的公司當投資標的，再由 Ohlson 模型或 CAPM 兩

個擇時工具中選出最適策略來決定買進賣出，並使用 Kelly 公式或最佳化 F 值計算出最

佳資金配置，以進行投資。綜合以上敘述，即是從備選策略之中分別找出最符合當下環

境的選股策略、擇時策略以及資金配置策略，成為一完整的股票動態投資策略，再將此

策略實際投資於股票市場上，以證實策略之有效性。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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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顯示學習、偵測與決定策略的過程，首先將兩年當中所有策略變數的歷史資料

做學習訓練，利用演化策略，接著透過不斷重組、排序、篩選後，從中找出各種選股、

擇時及資金配置策略的最佳變數範圍，接著利用此變數範圍偵測下一階段的環境，判斷

當前環境適用何種策略，以決定投資策略進行投資。 

 

 

圖 2 學習、偵測與決定流程 

並利用移動視窗法，根據時間的推進，在每一期投資前皆利用前兩年歷史資料訓練

出的變數最佳範圍，來決定當期適合的投資判斷工具，成為一動態性投資策略，最後由

其預測準確率及報酬率來驗證動態投資策略的效果。 

變數定義 

1. Ohlson 評價模型在本研究利用段怡安(2016)所提出之變數，包括收盤價、每股

淨值、每股盈餘、股東權益報酬率、營收成長率、市值比、股價淨值比以及成

交量比做為模型的變數。 

2. 資本資產定價模式中包含𝛽值以及無風險利率兩個變數，其中無風險利率以台

灣銀行定存利率作為變數定義之。 

3. 巴菲特選股指標在本研究利用三個變數，包括淨值報酬率(ROE)大於 15%、本

益比小於 12 倍以及盈餘再投資率小於 40%較佳，不可大於 80%。 

4. 彼得林區選股指標在本研究因為樣本數的關係，故將股價低於 5 元五日均量低

於 500 張的股票此項指標刪除，剩下變數為本益比小於 20%、近兩年的平均營

收成長率大於 25%、近五年的平均稅前淨利成長率大於 7%以及近一季負債比

小於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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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凱利公式因需要觀察上一期的期望值，而期望值需大於零才能投資下一期，故

在本文做稍微的調整，如果當上一期的期望值為零或負時，投資比例不變，按

照上一期的投資比例繼續下注。變數為投注的賠率、獲勝率及落敗率。 

6. 最佳化 F 值的變數包括第 N 次交易所得的利潤、第 N 次交易資本的收益增值

率、最大虧損額、所有交易之後的最終資本與初始資本相比的增值收益率。 

演化策略染色體編碼 

將選股、擇時以及資金配置三個部分的策略變數編入染色體中，隨機產生 50 組染

色體當做初始父代，染色體編碼方式為變數之中心值加上一個範圍值δ，中心值以歷史

資料的最大和最小值為範圍並隨機產生，δ值根據隨機中心值乘上十分之一後的值作為

範圍值。產生 50 條染色體後根據經驗法則(μ:λ=1:7)，重製後將會產生 350 條子代，根據

適應值評估進行篩選。 

每條染色體當中的變數範圍為中心值減去範圍值至中心值加上範圍值，以圖三中的

每股淨值為例，變數範圍為𝑎1 − δ1 ≤每股淨值≤ 𝑎1 + δ1，以此類推，每個變數用同樣方

式找出範圍。 

Ohlson—

每股淨值 

Ohlson—

每股盈餘 
….. 

CAPM—

Beta 值 

CAPM—

超額報酬 
….. 

𝑎1 δ1 𝑎2 δ2 ..... ..... 𝑎8 δ8 𝑎9 δ9 ..... ..... 

𝑎𝑖：中心值 δi：範圍值 

圖 3 染色體編碼—擇時 

巴菲特—

ROE 

巴菲特—

本益比 
….. 

彼得林區

—本益比 

彼得林區—

營收成長率 
….. 

𝑎1 δ1 𝑎2 δ2 ….. ….. 𝑎4 δ4 𝑎5 δ5 ….. ….. 

𝑎𝑖：中心值 δi：範圍值 

圖 4 染色體編碼—選股 

Kelly—賠

率 

Kelly—獲

勝率 
….. F 值—𝑃𝑛 

F 值—

𝐻𝑃𝑅𝑛 
….. 

𝑎1 δ1 𝑎2 δ2 ….. ….. 𝑎4 δ4 𝑎5 δ5 ….. ….. 

𝑎𝑖：中心值 δi：範圍值 

圖 5 染色體編碼—資金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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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化策略評估 

當變數落在範圍內不予扣分，如果超出這個範圍則依照距離長短給與扣分，以得

到一個值當作評估的標準。例如，某一變數之最佳範圍在 10-50 之間，而在此區間的

染色體則給予評估分數 100 分。若變數為 65，超出最佳範圍，則此評估分數為 100-

(65-50)=85 分，即是變數若超過或小於此範圍之值則給予扣分的方式來計算其正確

性。接著透過排序挑選出前 μ 條染色體當作下一代的母體，依序演化。終止條件則需

要執行 3000 代，演化才會停止。 

表 1 演化策略參數設定表 

染色體長度 25 

染色體數量 50 

子代數量 350 

選擇方式 (𝛍, 𝛌)−𝐄𝐒 

終止條件 執行 3000 代 

其中染色體長度為擇時、選股及資金配置所有策略的變數加總起來成為一條染色

體。 

肆、 實驗分析 

本研究使用資料來源為台灣經濟新報(TEJ)，採用八大類股總市值最高的其中一支股

票做為資料樣本，標的公司包括水泥類股—台泥、食品類股—統一、塑化類股—南亞、

紡織類股—遠東新、機電類股—華新、造紙類股—永豐餘、營建類股—興富發與金融類

股—國泰金，共八間公司。訓練與測試期間為 2010/01/01 至 2013/12/31，共 4 年的交易

日，以週資料為單位。測試資料方法運用移動視窗法(sliding windows)，先使用兩年的歷

史資料訓練，將訓練的結果測試在下一年的歷史資料。例如，先訓練 2010 年與 2011 年

的歷史資料，將其訓練結果測試在 2012 年以觀察其適用性。 

表 2 2010-2011 年最適變數範圍 

變數 每股淨

值 

每股盈

餘 

ROE 營收成

長率 

市值比

重 

股價淨

值比 

成交量

比 

超額報

酬 

Beta 值 ….. 

變數範

圍 

15.83-

26.96 

0.32-

2.79 

3.03-

11.34 

4.73-

23.87 

0.19-

1.38 

1.18-

2.59 

0.18-

0.78 

-1.98-

3.67 

0.98-

1.36 

….. 

表 3 2011-2012 年最適變數範圍 

變數 每股淨

值 

每股盈

餘 

ROE 營收成

長率 

市值比

重 

股價淨

值比 

成交量

比 

超額報

酬 

Beta 值 ….. 

變數範

圍 

16.58-

27.63 

0.59-

1.97 

1.87-

8.66 

8.99-

11.38 

0.18-

1.56 

1.16-

2.59 

0.17-

0.64 

-1.83-

3.46 

0.93-

1.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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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12-2013 年最適變數範圍 

變數 每股淨

值 

每股盈

餘 

ROE 營收成

長率 

市值比

重 

股價淨

值比 

成交量

比 

超額報

酬 

Beta值 ….. 

變數範

圍 

20.23-

32.78 

0.41-

1.99 

1.63-

9.08 

-5.29-

5.79 

0.25-

1.64 

0.94-

2.16 

0.28-

0.98 

-1.86-

1.91 

0.96-

1.31 

….. 

表 5 2012 年 Ohlson 模型使用演化策略預測股價之準確率 

 預測正確次數 預測錯誤次數 準確率 

台泥 14 12 53.85% 

統一 16 11 59.26% 

南亞 15 13 53.57% 

遠東新 11 15 42.31% 

華新 15 11 57.69% 

永豐餘 14 17 45.16% 

興富發 7 10 41.18% 

國泰金 15 12 55.56% 

表 6 2013 年 Ohlson 模型使用演化策略預測股價之準確率 

 預測正確次數 預測錯誤次數 準確率 

台泥 9 10 47.37% 

統一 15 13 53.57% 

南亞 11 8 57.89% 

遠東新 14 12 53.85% 

華新 10 8 55.56% 

永豐餘 13 10 56.52% 

興富發 5 7 41.67% 

國泰金 9 10 47.37% 

表 7 2014 年 Ohlson 模型使用演化策略預測股價之準確率 

 預測正確次數 預測錯誤次數 準確率 

台泥 12 11 52.17% 

統一 8 6 57.14% 

南亞 13 8 61.90% 

遠東新 15 12 55.56% 

華新 9 13 40.91% 

永豐餘 11 13 45.83% 

興富發 5 4 55.56% 

國泰金 14 7 66.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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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 2012 年 CAPM 使用演化策略預測股價之準確率 

 預測正確次數 預測錯誤次數 準確率 

台泥 14 13 51.85% 

統一 15 12 55.56% 

南亞 13 14 48.15% 

遠東新 12 16 42.86% 

華新 11 10 52.38% 

永豐餘 9 12 42.86% 

興富發 6 5 54.55% 

國泰金 12 14 46.15% 

表 9 2013 年 CAPM 使用演化策略預測股價之準確率 

 預測正確次數 預測錯誤次數 準確率 

台泥 14 15 48.28% 

統一 16 14 53.33% 

南亞 13 17 43.33% 

遠東新 15 17 46.88% 

華新 11 10 52.38% 

永豐餘 17 13 56.67% 

興富發 5 8 38.46% 

國泰金 15 13 53.57% 

表 10 2014 年 CAPM 使用演化策略預測股價之準確率 

 預測正確次數 預測錯誤次數 準確率 

台泥 9 5 64.29% 

統一 7 4 63.64% 

南亞 8 9 47.06% 

遠東新 6 8 42.86% 

華新 13 9 59.09% 

永豐餘 12 10 54.55% 

興富發 11 12 47.83% 

國泰金 14 9 60.87% 

由上表可知 Ohlson 模型在 2012 年準確率最高為 57.89%、2013 年準確率最高為

56.86%與 2014 年準確率最高為 66.67%。而 CAPM 在 2012 年準確率最高為 55.56%、

2013 年準確率最高為 56.67%與 2014 年準確率最高為 64.29。由此可知兩個模型準確率

大約五至六成。 

其中興富發進場次數少，原因可能為興富發的某些變數的數值差異大，而導致變數

範圍無法被挑選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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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結論與未來展望 

研究設計透過演化策略根據歷史資料求得各種投資策略的最佳使用情況，再投資於

下一階段的股票市場時，先偵測股市當前所處的經濟環境，找出股市在不同時期下分別

適合何種選股、擇時與資金配置的投資策略，幫助投資人做出正確的投資策略。 

由於各個策略工具本身具有適用性，同時卻也包含某些限制，故本研究利用多種工

具形成一個合作決策，其中包括股神巴菲特的基本面分析指標與彼得林區的選股指標做

為選股策略，Ohlson Model 和資本資產定價模式(CAPM)做為擇時的參考工具，而資金

配置策略則利用凱利公式和最佳化 F 值，成為一個完整的投資策略。 

實驗結果可以發現在面對不同時期的經濟環境中，根據本論文所提出的各個策略並

找出變數之最佳範圍，即可判斷當前環境選出適當的投資策略，以因應環境的動態變化。 

本研究使用八大類股其中市值最高的公司作為研究對象，某些個股因為變數差異大

導致不易學習工具的適用性，因此期望在未來可以先將研究類股資料使用分群的方法，

接著再做訓練，或是產業類別不僅僅侷限於八大類股，使分析能更為準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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