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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外匯市場是 24 小時運作之高度流通性的全球市場，投資人需善用基本分

析及技術分析才可及時掌握匯率趨勢與交易時機，匯率分析之複雜性與

專業性是一般投資人的一大難題。本研究運用影響匯率之貨幣市場、股

票市場、外匯市場、技術指標中各項重要因子投入遺傳程式規劃法

(Genetic Programming)中，欲利用其自我學習特性與智慧型計算能力建構

一預測模型，並運用其模型產出之匯率趨勢進而建議投資人最適交易策

略。 經由實驗結果可歸納於以下幾點：(1)系統最佳化測試，輪盤法較競

賽法穩定性高。產生子代計算方法以排序法 89(Rank89)表現最佳，其次

為排序法 85 (Rank85)。複製方式精英法保留 10 個父代(KeepBest-10)較精



英法保留 1 個父代(KeepBest-1)佳。（2）開盤匯率、五日波幅及技術指標

在短期匯率預測中，確實是輔助判斷之重要因子。(3)MAE、MAPE、

MSE、MSPE 四種適應值所預測之外匯皆屬高精確度範圍。四個適應函

數相比較以 MSE 所預測出匯率最為精確。(4) 將預測五日之匯率資料以

報酬率衡量均為正向報酬，佐證了誤差率精確之說法。(5)應用於實際交

易策略上，四種策略皆有正向報酬，以持有美金較有利，在報酬率高的

情況下累計部位之投資方式獲利率較佳。  

摘要

(英)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is a highly dynamic global market that runs 24 hours 

a day. It requires an excellent command of both fundamental and technical 

analyses on an investor’s part to stay ahead of rate trends and determine the best 

trading points. The complexity of exchange rate analysis and the necessary 

professional expertise pose a great difficulty for the average investors. This study 

takes important factors that influence exchange rates, including the money market, 

the stock market, the foreign exchange market, and technical indicators, and 

applies them to genetic programming. The intended approach is to establish a 

forecast model by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self-learning characteristics and smart 

computing capacity. The model will be then utilized to produce rate trends and 

make recommendations on optimal trading strategies for investors. Several 

conclusions can be drawn from results of this study. (1) When it comes to system 

optimization, roulette wheel selection is more stable than game. The best method 

of producing offspring generations is Rank89, followed by Rank85. As for 

reproduction mechanism, KeepBest-10 outperforms KeepBest-1. (2) Opening 

exchange rates, 5-day range, and technical indicators are indeed important 

reference tools in forecasting short-term exchange rates. (3) Foreign exchange 

forecasted by the four fitness values, MAE, MAPE, MSE, and MSPE, all fall 

within high precision range. Among the four values, MSE gives the highest degree 

of precision. (4) Measuring 5-day exchange rate data by return reveals positive 

returns across the board, which supports the theory of error rate precision. (5) 

When applied to practical trading strategies, all four strategies achieve positive 

returns and holding US dollars is a particularly attractive position. Investing by 

accrual position yields a better profit when returns are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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