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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為針對台灣證券交易所於 2003 年 6 月 30 日所推出之台灣

50 指數 ETF，建立台灣 50 指數 ETF 之開盤價格預測模型及漲跌預測模

型，並利用倒傳遞類神經網路之方式，以檢視非現貨交易時段之期貨價

格變動是否能夠有效預測台灣 50 指數 ETF 之開盤價格和漲跌方向，另

外，本研究也考慮美國股票市場之價格變動，以觀察美國股票市場之動

向，是否能進一步提高本研究對現貨市場價格的預測能力。而針對所建

立之漲跌預測模型，吾人並選擇其中預測績效最佳者，將其運用於本研

究所建構之交易策略，以模擬該交易策略之報酬。   本研究之實證期

間為 2003 年 7 月 1 日至 2004 年 3 月 31 日。由實證結果顯示，利用前一



日台灣 50 指數 ETF 現貨收盤價、前一日現貨收盤後之期貨收盤價及當

日現貨開盤前之每五分鐘近月台指期貨價格作為網路之輸入變數，與加

入美國重要股價指數所建立之模型為一最佳之開盤預測模型。另外，利

用台股指數期貨之相關報酬率及美國指數之報酬率作為輸入變數所建構

之模型 F，為最佳之漲跌方向預測模型。不過，由於該模型較不穩定，

因此本研究另加入前一日現貨之交易量，建構一修正模型（模型 G）。

實證結果顯示，模型 G 在驗證數據集之預測能力極佳，整體之預測能力

達 69.57%，若以交易策略模擬該模型之報酬，其年報酬率也達 94.73%，

因此本研究認為，修正後之模型的確能夠提供投資人一極佳之參考決

策。  

摘要

(英) 

This study applies back-propagation neural network to predict the opening price 

of Taiwan Top50 Tracker Fund and its return rate. The purpose of this thesis is to 

help investors use some effective and accessible variables to forecast the opening 

price and intraday return of the market. Disregarding the complicated fundamental 

and technical indicators, this study simply considers the Taiwan index futures 

price between the previous cash market closing time and the daily opening time 

and several important American stock indices as the inputs of our opening price 

and return prediction models. Besides, a speculative trading strategy is applied to 

evaluat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best return prediction model. The empirical 

interval is from July 1st, 2003 to March 31, 2004. The empirical result shows that 

the opening price prediction model using the previous Taiwan Top50 Tracker 

Fund closing price, previous Taiwan index futures closing price and the American 

stock indices as the inputs is the best. In addition, using the futures return and the 

American stock indices return rate as the inputs in the return rate prediction 

model, the forecasting ability would be very good. However, the shortage is that 

the model is unstable. Therefore, by adding the trading volume as an extra input 

( model G ), the model shows a better stability and forecasting performance. The 

trading strategy can earn a 94.73% annual return during the validation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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