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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來物聯網結合開放數據的多元應用發展下，資訊擷取中的文字探勘在幫助閱讀

者快速地在大數據時代的資料裡，挖掘且分析出重要的資訊被視為一個重要的領域。 

在財務分析領域中，過去研究大多以財務數據做為分析公司的股價以及發展未來性

的依據，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處理高維度資料的效能提升，將資料探勘的技術應用在

傳統財務報表的非結構資訊上，挖掘出除了數據資料外能提供的更多發現，結合數據型

資料以及非結構的文字資料，分析出相關財務數據、主題資訊等因素，以機器學習的方

式，探討其是否影響公司的股價報酬之表現。 

 

關鍵詞: 10-K 財報、文字探勘、潛在狄立克雷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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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combined with 

open data, the technique of text-mining helps readers quickly find and analyze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which i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field. 

In the field of financial analysis, most of the past studies used financial data as the 

basis for analyzing the stock price of the company and predic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efficiency of 

processing high-dimensional data, data-mining is applied to financial statements. On 

the non-structural information, excavated more discoveries, and combined traditional 

data and non-structured textual data, analyzed relevant financial data, topical 

information and other factors by using machine learning.  

Keywords: 10-K financial report, Text Mining Analysis, 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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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報主題模型影響公司股價報酬之研究 

壹、 緒論 

工研院產經中心(IEK)指出 2015 為物聯網應用元年，預估全球物聯網市場規

模將從 2015 年的 146 億美元，大幅成長至 2019 年的 261 億美元。IT 研究及顧

問公司 Gartner 也指出，2020 年的全球物聯網商機達 9.8 兆元，其中約 80％來自

物聯網技術所衍生的資料分析與應用服務，大部分物聯網應用最後都涉及物聯網

數據的蒐集和處理，也就是由物聯網上的感測器、可穿戴設備或其他物聯網連接

設備傳輸的數據結果。數據密集型 IoT 應用程序也可以結合其他來源的數據，例

如開放資料(Open Data Source)和社交媒體(Social Media)，因此 Han et al. (2011)資

料探勘(Data mining)為其中一個重要核心技術，在網路上大部份的資訊主要以非

結構方式呈現，文字探勘(Text-mining)技術在幫助閱讀者快速地在大數據時代的

資料裡，挖掘且分析出重要的資訊被視為一個重要的領域。 

財務報表(Financial statements)反映一家企業過去一段期間的財務表現及期

末的財務結構狀態，主要以量化的財務數字表達公司的經營狀況，並進一步做決

策。傳統財務資料的研究中，大多是使用數據資料進行分析或預測，例如財務績

效指標之研究、股價預測或預測企業風險之評估等等，除了在結構性的數據資料

中能找到重要線索外，非結構資料中也隱含重要的訊息，例如財務報表裡的文字

描述、新聞媒體及社群媒體的評論等相關資訊。因此本研究將針對過去財報的資

訊進行文字探勘從中挖掘並發現重要的資訊內容。 

中研院資訊科技創新研究中心的王釧茹助理研究員與團隊運用機器學習分析

財報中的「軟資訊」，找出「特定詞彙的出現」跟「企業財務風險」的關係，並

也說明電腦軟碩體的發展以及機器學地進步，使得運用財務報告中的「軟資訊」

來實現資料分析，有別於過去只以往數學模型依照理論，假設股票遵循某種分配

去擬定理論價格，現在透過非結構的軟資訊裡結合機器學習，便能處理有別於過

往的統計分析難以處理超過二十維度以上的變數問題。由圖一所示，過去研究大

多以財務數據做為分析公司的股價以及發展未來性的依據，隨著資訊技術的發展，

處理高維度資料的效能提升，將資料探勘的技術應用在傳統財務報表的非結構資

訊上，去挖掘出除了數據資料外能提供的更多發現。 

基於上述背景與動機，本研究擬將公司財務報表裡的傳統指標，像是數據型資

料以及非結構的文字資料，將重要主題分類出來，分析出相關財務數據、主題資

訊等因素，以機器學習的方式，擇定目標特徵，探討其是否影響公司的股價報酬

之表現，將資料分為訓練集去進行階段性驗證特徵選選取並且以測試集去做預測，

整體建模過程經由資訊結果迴饋在平台上的顯著效果不斷優化並改良。 



2018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  台灣，2018/06/03  

 

 

 

圖一 財務報表評估分析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貳、文獻探討 

一、財務報表 

 Dyer et al. (2017)提出美國 10-K 財報所揭露的趨勢會隨著資訊量的長度的增

加使得訊息的可讀性以及資訊傳達的準確性因而降低，並且使用 LDA 主題型去

偵測出特定的主題內容，此一模型也解釋了原先模型無法解釋其文章長度增加資

訊解釋能力下降的原因，同時在研究中的 150 個主題中，以公允價值、內部控制

和風險因素揭露為最具代表性解釋文本特徵趨勢的內容。 

 Hoberg and Lewis (2017)以文字探勘分析美國 10-K 財報中第七項 MD&A 發

現，有詐欺行為的公司在相對於強調異事實異常的口頭揭露中，異常文字預測出

詐欺經理在財報中討論較少的公司業績來源細節說明。Hoberg et al. (2015)使用

隱含狄利克雷分布模型去找尋在財報 10-K 中第七項 MD&A 存在的主題，並且

發現 75 個具有指標性的主題模型。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規定上市公司公開揭露各種公司訊息時，會根據不同的

情況要求提交統一格式的文件(Form)，例如：S-1(Securities Offering Registration 

Statement)為註冊上市聲明、20-F(Registration statement)註冊地在美國以外上市公

司的年度報告、6-K(Report of foreign private issuer pursuant to Rule 13a-16 or 15d-

16 under the Securities Exchange Act of 1934)註冊地在美國以外上市公司的特定財

務報告等等。另外較常見的有：8-K 重要事件或公司變化的臨時報告書、10-Q 季

度報表(Quarterly report)公司於每個季度後 35 天需公佈 10-Q 報表，包括季度的

財務報表及未來財務展望，以及 10 -K(Annual repor)年度報表，包含任何公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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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資訊的揭露、公司整體的盈餘及財務狀況，也需附上已通過審計師審計後的年

度財務報表，公司於會計年度結束後 90 天內，需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繳交年

報 10-K。其中，年度報告書 Form 10-K 要求揭露的資訊內容如下表一所示： 

表 一 SEC 要求 Form 10-k 報告中列入之 15 項目 

Item 1 Business 商業 

Item 2 Properties 屬性 

Item 3 Legal Proceedings 法律程序 

Item 4 Submission of Matters to a Vote 提交表決事項 

Item 5 Market for Securities 證券市場 

Item 6 Selected Financial Data 選定的財務數據 

Item 7 Management Discussion & Analysis 

(MD&A) 

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MD＆A） 

Item 7A Market Risk 市場風險 

Item 8 Financial Statements 財務報表 

Item 9 Change in Accountants 會計師變更 

Item 10 Directors & Executive Officers 董事和執行長 

Item 11 Executive Compensation 高階主管薪酬 

Item 12 Ownership 所有權 

Item 13 Relations & Transactions 關係和交易 

Item 14 Controls & Procedures 控制和程序 

Item 15 Exhibits, Schedules, and Reports on Form 表格 8-K 中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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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K 品，時間表和報告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2009)關於 Form 10-K 第七項 MD＆A 的規則，

要求管理階層揭露已知的趨勢、事件或不確定性事件，Hutchens (2017)也提出關

於減輕分析師對於公司有效稅率誤差的新證據中顯示，財務報表裡所揭露的註腳

資訊量越大，能改善財務分析師中從訊息中的預測誤差值。因此如同註腳的文字

訊息，MD＆A 的目的是幫助投資者提供公司管理階層認為有必要了解的財務狀

況以及經營狀況的資訊。透過管理層的視角看公司，提供有關公司獲利和現金流

量的相關的資訊。因此本研究將對於第七項資訊進行資訊擷取主題分析。 

 

二、機器學習 

機器學習涉及機率論、統計等多門學科。機器學習理論主要是分析和設計出

可以讓計算機自動「學習」的演算法。機器學習從資料中自動分析並優化每次的

輸出結果，並利用此一模型結果對未知的資料進行預測。機器學習已廣泛應用於

數據挖掘、計算機視覺、自然語言處理、生物特徵識別、搜尋引擎、醫學診斷、

檢測信用卡欺詐、證券市場分析等領域。機器學習的類別又包括四項：監督式學

習(Supervised learning)、非監督式學習(Unsupervised learning)、半監督式學習

(Semi-supervised learning)、增強學習(Reinforcement learning)。 

(1) 監督式學習：從給定的訓練數據集中學習出一個模型，當下一次輸入新

的數據資料時，可以根據這個模型預測出結果。監督學習的訓練集合包

括輸入的特徵值和輸出的目標值。訓練集的目標是由人工標註，常見的

監督學習算法包括決策樹、隨機森林、線性回歸、支持向量機、邏輯回

歸等等。 

(2) 非監督式學習：非監督式學習與監督學習的差別在於，訓練集沒有經過

人工標籤。常見的非監督學習有分群演算法或是關聯分析等。 

(3) 半監督式學習：模型學習方式介於監督學習與非監督學習之間。 

(4) 增強學習：機器學習透過觀察環境來學習如何動作。每個動作都會對環

境有所影響，學習對象根據觀察到的周圍環境的反饋來做出判斷。 

本研究使用在文本挖掘的工具使用的是隱含狄利克雷分布主題模型，屬於非

監督的機器學習算法，用來挖掘文檔集合中隱藏的主題結構，如下圖二是一個典

型建立主題模型的流程，文檔的文字集合進入主題建模演算法後會得到以下輸出

結果： 

(1) 主題清單：主題是代表整個文件組合的關鍵主題。每個主題都是單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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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合。一個詞可以屬於多個主題，一個詞在不同的語境中可以有不同的

含義。 

(2) 主題定義：主題用加權頻率表示。 

(3) 文檔的主題分布-每個文檔都表示為主題的分布，其中主題的權重定義

了該主題所涵蓋的文檔部分。  

 

圖二 主題模型流程圖 

（資料來源：Linkedin-Saket Khare, FRM） 

 Blei et al. (2003) 所提出的隱含狄利克雷分布模型，是一種以統計為基礎的

主題分類方法，被廣泛地運用在機器學習、資料檢索等相關領域，屬於非監督式

學習的主題分類。LDA 主題模型中，假設所有主題是被所有文章共享，每一篇

文章是由多個主題依照機率分布隨機混合產生，也就是每一篇文章能以主題分布

機率所組合成的多項式表示之，而主題是由字詞所組合而成，所有的字詞也被所

有主題共享，如下圖所示，文章由各主題依不同機率分布以及主題各字詞所組合

而成以顏色做為區分。 

 

 

  

圖三 文章由各主題依不同機率分布以及所包含的字詞所組成 

(資料來源: Blei et al.,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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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在分析目標變數股價報酬之影響中，使用多元邏輯斯迴歸分析，

主要原因為為目標變數可推廣至多項式時使用。多元邏輯斯迴歸(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 ，是一種分類方法，Böhning (1992)由邏輯斯迴歸(Logistic 

regression)推演而成，將邏輯回歸推廣到多項式的問題中，即具有兩種以上的分

類結果，用於預測一個分類目標變變的不同可能產生結果的機率。 

 

三、特徵選取 

特徵選取，又稱子集選取（Subset Selection），目的是從原有的特徵集合中過

濾掉一些無效、不具影響力、及鑑別能力較弱的特徵，挑選出真正有鑑別度的特

徵。假設原有的特徵集合為V = {𝑉1, 𝑉2, … , 𝑉𝑑} ，𝐽(𝑉)為原有的特徵集合透過分類

器所得的正確率函數，透過特徵選取之方法，期望可以得到具有鑑別效果的子特

徵集合𝑆，𝐽(𝑆)則表示選取的子特徵集合透過分類器所得的正確率函數，因此特徵

選取的目的為要從特徵集合𝑉中找出最具有鑑別程度的子特徵集合𝑆，使得𝐽(𝑆) ≥ 

𝐽(𝑉)。 

特徵選取的評估方法有許多種，Georg（2003）在其研究中提出，資訊增益

以及卡方分配兩者為特徵選取對於分類器之分類效果最貢獻度以及效能的方法。

Keefe (2009)透過資訊增益、卡方分配以及交互資訊三者特徵選取方式比較，其

結果顯示使用資訊增益的方法正確率最高，因此本研究將使用資訊增益作為特徵

選取之方法。 

資訊增益是 Quinlan (1979)所提出的，其是基於資訊理論（Information theory），

以 Entropy 的概念來計算所有特徵的資訊增益值(Information gain)，透過計算出

來的數值大小判斷其特徵重要度，辨識該特徵是否被挑選或是否被刪除。因此在

篩選特徵前必須先設定一個門檻值（threshold），若是此特徵的資訊增益值高於門

檻值時，代表此特徵有達到分類辨識的標準而需要被挑選出來；相反地，若是此

特徵的資訊增益值低於門檻值，則代表此特徵未達到分類辨識的標準而必須被刪

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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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以下圖四為本研究之研究流程圖，並可以分為：資料蒐集、資料預處理、主

題模型、社群聲量析視覺化呈現以及使用機器學習探討股價報酬之影響因素等階

段。 

 

 

 

 

 

 

 

 

 

 

 

 

 

一、資料蒐集 

在資料蒐集部份，本研究的財務數據型資料是使用美國道瓊工業平均指數

影響股價正報酬 

美國 10-K財務報表 

     第七項 

    決策管理 

LDA 主題模型 

主題與詞頻資料

 

詞頻聲量討論度 

機器學習-多元式邏輯式迴歸 

視覺化 

加入 

 

圖四 研究流程圖 

財報主題詞頻 

影響股價正報酬 

影響股價負報酬 

財務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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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IA)裡的 30 家上市公司每年的財數據型資料，採用 1986 至 2016 年期間，合

計 30 年財務數據資料，資料來源自 Compustate 資料庫，變數整理參考 Dyer et 

al. (2017) 提到有關影響公司股價趨勢之財務數據，如下表二所示： 

表 二 財務數據之描述 

Variable Description 

Age Age is calculated as the number of years since the first year a firm 

was listed in Compustat. 

BigN  Takes the value of 1 for the following five audit firms: Arthur 

Andersen, Ernst and Young, Pricewaterhousecoopers, and KPMG. 

Missing values are set to 0. 

BusSeg The number of business segments [BUSSEG]. If missing, 0. 

ForSeg The number of foreign segments [GEOSEG]. If missing, 0. 

Intangibles The percentage of assets classified as intangible [INTAN]/[ AT ]. 

If missing, 0. 

Leverage The long-term and current period debt scaled by total assets 

([ DLTT ] + [ DLC ])/[ AT ]. 

LnAssets The natural logarithm of total assets [AT]. 

Loss An indicator variable that takes on the value of 1 when net income 

[NI] is below 0, and 1 otherwise. 

Material 

Weaknesses 

The number of material weaknesses in internal controls that a firm 

reports for that period. 

MTB The market value of equity [CSHO] ∗[PRCC_F] divided by the 

book value of equity [CEQ]. 

NYSE The market value of equity [CSHO] ∗[PRCC_F] divided by the 

book value of equity [CEQ]. 

Risk The standard deviation of daily returns during the fiscal year. 

Special Items Special items [SPI], scaled by total assets [AT]. If missing, 0. 

Trend A variable that increments by 1 each year, starting at 0 in the fiscal 

year 1996. 

資料來源: Dyer et al.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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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道瓊工業平均指數(DJIA)裡的 30 家上市公司財務報表型資料，以美國

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10-K 年度財務報告，使用 R 語言的文字探勘 Tm-package，

將美國 10-K 財報報表讀入 R，採用 1986 至 2016 年，合計 30 年之年度報表資

料，以圖五為例。 

 

圖五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 10-K 年度財務報告，以蘋果公司為例 

 

二、資料預處理 

本研究在進入主題模型分類之前，必須先將蒐集的實驗資料集進行預處

理，因此本研究將使用 R 語言 tm_map 套件裡的停用詞資料庫進行停用詞過

濾，如下圖六所示。 

 

圖六 停用詞過濾 

 

接下來使用 R 語言 SnowballC 套件進行詞幹提取，將單詞還原成標準化的

形式，整理出可供後續研究使用的內容，如下圖七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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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詞幹提取 

三、LDA 主題模型 

本研究使用 Blei et al. (2003)所提出的潛在狄利克里分配主題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 LDA)進行主題識別，LDA 主題模型對於字詞部分，是以詞袋

(Bag-of-Words, BOW)模型為基礎，因此 LDA 並不會將字詞的順序納入模型抽樣

的考量而大幅降低了模型的複雜度，故常被應用於解決大規模文件之主題偵測的

問題上。本研究將每一篇財報視為 M 篇文件集 ；其中 W 表示經由本研究預處

理後整理出來的語料集；N 為語料集字詞的總數；k 為主題識別的群數；α 代表

每個文件 d 的主題分配的先驗分配參數；β 代表每個主題下的詞的分配的先驗分

配參數；θ 代表第 M 篇文件的主題分配；φ 代表第 K 個主題的字詞的分配，如

圖八所示。 

 

圖八 潛在狄利克里分配主題模型 

 

LDA 是一種以機率分配為基礎的非監督式模型，故不需要事先對文章等資料

進行人工標記訓練，選取需識別主題的財報範圍，本研究以 Form 10-K 之第七項

內容為例，並選擇適當的主題數 K 與資料預處理即可從大量討論文章中識別出

潛在主題。α、β 變數對於主題於文章上的機率分布和字詞在主題中的機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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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很大的影響，α值太大會導致文件上的主題分布效果不明顯，不易判斷出該文

章偏向何種主題，β值太大會造成主題上的字詞分布不精確，也會影響文章主題

判別的精準度，故α、β變數須透過不斷調整與修正來使得主題分類效果達到最佳

化 (洪崇洋等人，2012)。 

 

四、機器學習 

本研究利用文本挖掘出來的主題特徵，放入機器學習之分類器中進行分類

學習，為了使分類效果達到一定水準，在放入分類器前必須先透過特徵選取的

步驟，計算特徵向量、挑選有效的特徵以利改善分類效果。 

假設有𝑛個主題模型的資料{1,2,…,n}，而每個主題模型都具有相同的𝑑個特

徵{1,2,…,d}，最後分類出𝑘個類別{1,2,…,K}。因此若要針對單一的特徵資訊增益

值，則必須計算兩者相關性的數值，此數值又被稱為熵值（Entropy），其公式如

下： 

𝐸𝑛𝑡𝑟𝑜𝑝𝑦(𝑁) = ∑ 𝑃𝑖𝑙𝑜𝑔𝐾 (
1

𝑃𝑖
) = −𝐾

𝑖=1 ∑ 𝑃𝑖𝑙𝑜𝑔𝑘𝑃𝑖
𝐾
𝑖=1       (1) 

𝐸𝑛𝑡𝑟𝑜𝑝𝑦(𝑁)為計算整個分類問題中所具有的總資訊含量，並以此作為單一

特徵的資訊增益根據。其中，𝑁為總主題資料數量，𝐾為類別數量，𝑃𝑖為第𝑖個類

別出現在𝑁筆資料中的機率。 

𝐸𝑛𝑡𝑟𝑜𝑝𝑦(𝐷𝑗𝑖) = ∑
𝐷𝑗𝑖

𝑁

|𝐷𝑗|

𝑖=1
× 𝐸𝑛𝑡𝑟𝑜𝑝𝑦(𝐷𝑗𝑖)        (2) 

𝐸𝑛𝑡𝑟𝑜𝑝𝑦(𝐷𝑗𝑖 )為計算第𝑗個特徵維度中，第𝑖個數值以及類別與資料數量間的

資訊含量，其全部加總即為單一特徵的總資料含量。其，𝐷𝑗𝑖為特徵𝑗中含有𝑖種不

同的數值。 

𝐼𝐺(𝐷𝑗) = 𝐸𝑛𝑡𝑟𝑜𝑝𝑦(𝑁) − 𝐸𝑛𝑡𝑟𝑜𝑝𝑦(𝐷𝑗𝑖)                 (3) 

𝐼𝐺(𝐷𝑗 )為分類問題中第𝑗個特徵所得出的資訊增益是由全部資料集中總資訊

的含量，其與第𝑗個特徵總資訊含量兩者間的差值，將透過計算出來的數值大小

判斷其特徵重要度，辨識該特徵是否被挑選進分析變數中，或是將其刪除。 

本研究將以多元邏輯斯迴歸方式，將財報數據、推特聲量以及財報主題等變

數依序加入，探討哪些重要特徵與公司股價報酬之分析，迴歸分析流程如下圖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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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九 迴歸分析步驟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多元邏輯斯迴歸模型中，目標變數與特徵變數之間屬於非線性關係，目標變

數的測量值結果呈現多項式分配，因此當有ｋ個特徵變時，公式如下： 

𝑝𝑖 =
𝑒𝛼+∑ 𝛽𝑘𝑋𝑘𝑖

𝑘
𝑘=1

1+𝑒𝛼+∑ 𝛽𝑘𝑥𝑘𝑖
𝑘
𝑘=1

                       (4) 

其中，𝑝𝑖 = 𝑃(𝑦𝑖 = 1|𝑥1𝑖，𝑥2𝑖，…，𝑥𝐾𝑖)為在給定特徵變數𝑥1𝑖，𝑥2𝑖，…，

𝑥𝐾𝑖值時的事件發生機率。 

特徵變數𝑥1𝑖，𝑥2𝑖，…，𝑥𝐾𝑖來自於以下變數集合：第一層邏輯式迴歸分析，

以 Dyer et al. (2017) 提到有關影響公司股價趨勢之財務數據，進行以股價報酬為

目標變數之監督式迴歸分析。第二層邏輯式迴歸分析，以非監督式的主題模型-

LDA 演算法進行主題提取後的結果加入財務數據，進行第二層以股價報酬為目

標變數之監督式迴歸分析，探討以上特徵對於公司股價報酬是否具有影響性。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利用文本挖掘出來的主題特徵，以 10-K 財報中的管理階層的 MD&A

資料集，放入機器學習之分類器中進行分類學習，首先將資料集分析，辨識出具

有顯著性的特徵。以美國 Walmart 為例，管理階層針對該年度的文件報告裡可以

發現，由 2012 年 Walmart 的財報結果顯示，財務內容中以客戶、零售、運送及

商品價格等資訊上較為強調，從文字分析裡面可以看到，2013 年到 2015 年期間，

「客戶」這個字詞出現字數屬於高頻率，「零售」與「銷售」等與銷售直接相關

的字詞都是在報告裡出現比重很高，因此在主題的分類上，銷售的主題為其中一

個重要的一環，由 2014 年到 2015 年期間，「投資」、「全球化」、「管理」與「法

令遵循」取代過去「零售」與「銷售」的字詞成為高頻率出現的內容，可以看出

管理階層在不同階段的看法與策略是否影響著股價變動的方向。 

財務

數據

• R-tm 套件

• LDA演算法與特徵
選取

•第二層邏輯式迴歸
分析

加入

10-K

財報

•變數整理

•第一層邏輯式迴歸分析



2018第二十九屆國際資訊管理學術研討  台灣，2018/06/03  

 

此外，我們也可以再進一步討論，當「投資」、「全球化」、「管理」、「法令遵

循」、「零售」與「銷售」這樣的字詞出現時，與上述高頻率字詞一同出現在文字

結構中的前後文也是需要被分類出來，進一步更深入去探討管理階層是在討論什

麼樣的主題或是論點時出現這些高頻的詞，因此主題模型可以進一步深入探討趨

勢發現對於股價正負報酬預測的影響。圖十為 Walmart 於 2012 年至 2015 年針

對 MD&A 資料集之分析結果。 

 

  

圖十(a) Walmart 於 2012 年 MD&A

分析結果 

圖十(b) Walmart 於 2013 年 

MD&分析結果 

  

圖十(c) Walmart 於 2014 年 MD&A

分析結果 

圖十(d) Walmart 於 2015 年 MD&A

分析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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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結論與建議 

從本研究的結果中可以發現，在進行主題模型分析，初步的文字特徵分類對

於股價預測的準確度仍可以將各多元的變數考慮進來，因此主題模型的分類在同

性質的文字上需要加以分類來提高迴歸分析的顥著性。本研究目前是以多元邏輯

斯迴歸方式，將財報數據及財報主題等變數依序加入，探討哪些重要特徵與公司

股價報酬正負報酬影響之分析，未來可以再加入社群媒體的聲量分析，以特徵選

取的方式將相關變數加入迴歸分析中，而 Christensen et al. (2017) 也提出在美國

財務報告中將公司安全記錄納入其財務報告中，這些資訊可能減少產業的潛在風

險同時也被證明反應在股價以及持股的數據都具有顯著性的效果，因此未來建議

可以將社群聲量及產業安全紀錄等相關資訊加入迴歸分析變數中做進一步地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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