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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近十年來隨著金融市場的蓬勃發展，市場投資人偏好選擇權商品的原因

在於選擇權的原理簡單可運用自如，能夠根據投資人的特性，配合其投

資組合及市場狀況，發展出來各種投資策略，但如何從選擇權市場中獲

利，卻是一大難題。本研究以傳統技術指標決定行情趨勢時機，再搭配

選擇權未平倉量及隱含波動率指數，產生最適的臺指選擇權投資策略，



作為投資者進出場時的決策依據，期望能提升市場趨勢之準確度，以及

協助投資者獲取穩健的投資收益。 經由研究結論可歸納以下幾點：（1）

在 GP 系統最佳化的實驗過程中，透過雙重抽樣法(double sampling，或稱

排序抽樣法)反覆實驗測試 480 次，最後取得前三名的最佳實驗模式，此

種方式雖然耗時但能降低 GP 趨勢決策樹在未來時點預測時發生的誤差。

（2）GP 趨勢決策樹結構，不限制於傳統的線性迴歸模式，遺傳程式規

劃可將非線性的變數納入模式，針對不同的大盤走勢，發展出適合的模

式。（3）遺傳程式規劃的建模技術，可使用在跨市場上的應用。（4）

依據趨勢所定的選擇權交易策略，買方策略應持續持有直到趨勢改變，

而賣方策略則是在到期後不再持有，直到下次訊號的產生。（5）利用本

研究 GP 趨勢決策樹再搭配未平倉量及隱含波動率指數，組成不同的策略

方式，可提供投資人另一種組合應用。 經由上述的研究結論，本研究以

遺傳程式規劃作為趨勢決策樹之建模技術，運用在台指選擇權的交易策

略上，的確能幫助投資者獲得報酬，並且亦能適時地規避風險。  

摘要

(英) 

Rapid growth of the financial market in the last decade has steered investor 

preference toward options products for the flexibility afforded by the simplicity of 

their basic principles. Investment strategies can be tailored to each investor to 

accommodate specific investment portfolios and market conditions. The best way 

to profit from the options market remains a difficult issue. This study determines 

market trends by traditional technical indicators in combination with options open 

interest and the implied volatility index to formulate the optimal TAIEX options 

strategy. The strategy can be applied to decision-making regarding timing of buy or 

sell by investors and aims to enhance the precision of market trend forecasts as 

well as to assist investors in securing stable investment returns. The results in this 

study can be summarized in the following points. (1) The three best experimental 

patterns are obtained through a process of double sampling (also known as ranked 

set sampling) which repeats the experiment 480 times in an optimized GP (Genetic 

Programming) system. The method, although time-consuming, reduces errors in 

time forecast by GP regression and decision trees. (2) GP regression and decision 

trees are not confined to the patterns of traditional linear regression. Non-linear 

variables can be incorporated into the structure of Genetic Programming to develop 

appropriate models for different trends in the overall market. (3) Genetic 

Programming models can be useful in cross-market applications. (4) For options 

strategies developed from regression, buy strategies should continue to hold until 

the trend changes direction and put strategies should sell at maturity and wait for 

the next signaling event. (5) GP regression decisions from this study, when 

combined with open interest and the implied volatility index, creates a variety of 

strategic approaches and alternatives for investors. The conclusion from this study 

as described above i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Genetic Programming in structuring 

regression and decision trees and the subsequent adoption of such trees in 

formulating trading strategies for TAIEX options are effective in increasing 

profitability for investors and providing timely risk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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