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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現今股票投資已成為最受青睞的理財途徑，而在證券市場中，除了一般

的散戶之外，還有機構法人與政府的參與，證券市場非效率性之證實，

以及資訊不對稱與複雜非線性之特性，造就了一個複雜的證券市場，因

此要從中獲取超額報酬就非易事了。近年來，價值投資法逐漸應用於證

券市場的投資上，許多國際的投資大師，如彼得林區、葛拉漢、巴菲特

等人，他們以基本分析為出發點，選擇有用的財務比率，以及依據自己

經驗所設定的門檻值，建構出適用的投資規則，據此尋找適合的投資標

的股，且大都能獲得可觀的報酬。因此，本研究想要運用遺傳程式規劃

(genetic programming, GP)的演化機制與強大的搜尋能力，進行投資規則



的挖掘。亦即透過將一般財務指標、評價模式的相對指標以及適當的門

檻值，加以有效的結合，以挖掘出適用的投資規則，以輔助投資人的選

股策略，尋找證券市場中價格合理的標的股，進行買入持有的投資策

略，以提升其投資報酬率。 本研究是以台灣傳統產業中的水泥業、食品

業與塑膠業為研究對象，以移動視窗的方式進行投資規則的訓練與測

試。研究結果發現：(一) 運用遺傳程式規劃所挖掘出的投資規則，整體

的績效報酬佳，確實能輔助投資人的選股策略。(二)同時結合了一般財

務指標與評價模式相對指標的整合式模型，與只考慮一般財務指標或評

價模式相對指標，以及葛拉漢的內在價值公式，進行績效報酬比較時，

有較佳的投資報酬，此外，相較於該產業，也有不錯的績效報酬表現。 

(三)資料區間越長的財務資訊，其資訊含量的充分性越好，且投資報酬

的波動度小，亦即能獲取穩定且可觀的報酬。總之，本研究創新利用

GP 演化出的整合式投資規則，能有效的輔助投資人進行的選股策略，

以獲取不錯的投資報酬。換言之，本研究對於 GP 與財務領域的研究具

有啟發與累積傳承的貢獻，而在實務上亦有應用的價值。  

摘要

(英) 

Nowadays, the investment of stocks is the most popular way to manage finances. 

Besides the general investors, there are coporations and government in the 

security market. The proof of the inefficiency of security market and the feature 

of the asymmetric informations compose of a complicated security market, so it 

isn’t easy to get abnormal return of investment. Recently years, the value-

investing have been puutting in use in the stock market. Many experts of 

investment, for example Peter Linch, Grahand etc, they use the financial ratios 

and the value according their experience to construct the rules of investment. 

They use these rules to find the stocks that have the reasonable price, and they 

usually could get abnormal return. So, this research will use genetic programming 

to find rule models by the feature of evolution and the power ability of searching 

of GP. Combine the general financil ratios, the relative indexes of evaluation 

model and the suitable value to construct rules. These rules can help investors to 

find the stocks that have the reasonable price and get abnormal return of 

investment. This research uses the data of cement industy, food industry and 

plastics industry of traditional industry to be the research population. The 

conclusion including: (1) Useing GP to construst the rules really can help 

investors to find the stocks that have the reasonable price and get abnormal return. 

(2)Compare the rules combining the general financil ratios, the relative indexes of 

evaluation model to other models, can get good return of investment. (3)The 

longer financial report, the information is more adequate and the fluctuation of 

return of investment is small. In short, this research use the rules evoluted by GP 

can help effectively the portfolio strategy of investors and get good return of 

investment. In other words, this research contributes to the future research on GP 

and financial field and also has application in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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