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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台灣的證券市場中主要組成結構為三大法人（外資、投信及自營

商）與散戶，其中散戶又佔了大多數。而一般的散戶欠缺有效的投資決

策輔助工具，所以往往成為證券市場中的犧牲品。近幾年來，股市呈現

巨大波動性與空頭的行情，使得以價值投資法為基礎的投資策略受到重

視。在投資策略中，不外乎選股策略、擇時策略及資金配置策略三者，



然而在台灣的研究文獻中發現，大多僅針對一種投資策略進行探討，少

有將兩種以上的投資策略同時進行探討之研究，所以本研究將以遺傳演

算法與價值投資法為建構基礎，建立一套將選股、擇時及資金配置三者

整合的完整投資策略，以輔助投資人獲取穩定的報酬。因此，本研究主

要有兩大創新的運用，分別為（一）將投資策略中三種投資策略同時做

考慮，建構完整的投資策略。（二）在擇時策略方面，創新運用企業評

價模式，做為買進賣出的依據，而非一般之技術指標的處理方式。 本研

究以在台灣證券市場中上市電子類股為研究標的，以移動時間視窗之模

式進行投資策略的訓練及測試。研究結果發現：（一）採行同時考慮三

項的整合式投資策略，與只考慮兩項投資策略進行績效比較時，具有較

佳投資報酬。（二）運用股價是否高估或低估來制定買賣點，發現股票

內在實質價值可當作擇時判斷依據，更獲致不錯的投資報酬。（三）盈

餘品質指標在選股上有良好的績效表現，可幫助投資人找出具有發展潛

力之投資組合，對投資人進行投資時，提供有用的參考價值。(四) 以價值

型投資策略進行投資時，在多頭的走勢下，可以有效的擊敗大盤，獲得

較佳之超額報酬，並且於空頭的走勢時，可減少損失的幅度，甚至獲得

正向之報酬。（五）遺傳演算法運用在整合式價值投資策略的研究上，

將可打破傳統效率市場假設的限制，無論在何種市場中，皆可獲致超額

報酬，是十分有效與合適的技術。總之，本研究創新使用三合一的整合

式投資策略，並以價值投資法進行選股與擇時的處理，配合染色體組合

式編碼進行資金配置策略，所制定的整合式價值投資策略模型，對財務

投資決策領域有新的啟發，更在實務上可運作，以輔助投資人尋找良好

的投資策略，以獲取穩定甚或超額報酬的模型系統。  

摘要

(英) 

ABSTRACT There are three corporations (foreign capital, investment trust 

companies, and securities firms) and in addition general investors to compose a 

stock exchange in Taiwan. Among them, general investors are in the majority. But 

general investors lack efficient investment strategy assist tools to invest in stock 

markets; therefore, they usually become victims in the security markets. Recently 

years, the stock markets appears short-sellers, so it pay much attention to value 

investing. The investing strategy includes portfolio strategy, timing strategy, and 

assest allocation strategy. In this paper, we construct an investment strategy, which 

integrates portfolio, timing and asset allocating based on genetic algorithm and 

value investing to assist investors obtain a stable rewards. There are two 

originalities in this paper: (1) Building an integrated investing strategy. (2) Using 

Business-Valuation model to build timing strategy. This research uses electronics 

industry that is in Taiwan stock exchange to be the investing matrix. The 

conclusion including: (1) Integrating three investing strategies can obtain more 

rewards; (2) Using business-valuation model can identify the time of buy and sell. 

(3) When making portfolilo, earning quality can be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matrial. 

(4) No matter bear-market 0r bull-market, value-investing model can obtain good 

results. (5) Using Genetic Algorithm in the subject of investing strategy is suitable. 

The research result indicates that applying the integrated investment strategy can 

help investors receive a high return of inves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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