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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股票、期貨與選擇權，以及共同基金等金融商品，是非常普遍的投資工

具，特別是股票市場的投資特別熱絡，但要從中獲利的確不容易。因

此，多年來在學術界與實務界投入許多心力在擇時，擇股，及資金配置

等議題上，期望能找出提升報酬與降低風險的股票投資組合（portfolio）

與投資策略(investment strategy)。遺傳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 GA)在解

決這些複雜的投資決策議題上，具有不錯的效果，但以往許多的研究在

計算股價的投資報酬率時，通常採用一定之持股時間(例如 100 日，200

日不等)做為適應函數中，計算報酬率的根據，但容易因實驗資料期間的

不同而產生不同的影響。因此，本研究將利用遺傳演算法結合擇時策略



（timing strategy）(使用技術指標)以建構一個不同的投資組合模型

(portfolio model)，將技術指標做為投資標的篩選依據，並將其過去績效

做為 GA 適應函數的設計依據，將在在空頭及多頭時期進行模擬投資操

作，以檢驗模型之適用性與績效。 本研究實驗結果發現：(1)本研究之投

資組合預測模型在多頭或空頭市場中，皆有不錯的表現。(2)使用過去技

術指標的績效的確能夠做為未來投資之參考（歷史資訊會重演），但因

股票市場受其它因素如基本面及消息面之干擾，故還是有例外的情況。

(3)本研究建構之投資組合模型決定了買進時機，並搭配不同的賣出策

略，發現使用較寬鬆的賣出條件，在多頭時期獲利較小，在空頭時期相

對損失也較小。反之則獲利較大但在空頭時就必須承受較大之風險。(4)

股價因某種外在因素持續下跌，如金融海嘯，技術指標常會出錯誤賣超

訊號，由於無法偵測未來仍會持續下跌，故容易造成誤判，可利用賣出

策略來降低此種情況誤買的負報酬之風險。  

摘要

(英) 

Stocks, futures and options, as well as financial products such as mutual funds, are 

very common investment tools, especially the investment in stock market is the 

most popular. However, making a profit from it is not easy at all. Therefore, for 

many years in th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communities put a lot of efforts in, 

among others, timing of investment, selection of stocks, and capital allocation 

with a view to searching for stock portfolios and investment strategies with higher 

profit but lower risk. Genetic algorithm (Genetic Algorithm, GA) in solving these 

complex issues of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produces good results. 

Nevertheless, a lot of research in the calculation of ROI of stock prices usually 

adopts a fixed time period (for example, 100 days , 200 days) as the basis of the 

calculation of ROI in the fitness function. However, different period of the 

different experimental data will produce different effects. Therefore, this study 

will use the genetic algorithm strategy combining timing strategy (use of technical 

indicators) to construct a different portfolio model. Technical indicators will act as 

criteria for selecting investment targets and the design of GA fitness function will 

base on the past performance. The simulation of investment operation will be 

conducted in both bear and bull market with a view to examine the applicability 

and performance of the model.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found that: (1) in this 

study, prediction model of the investment portfolio has good performance in both 

bull and bear market. (2) taking advantage of past performance of technical 

indicators can indeed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future investment (information will 

be a repeat of history). However, there are some exceptions because stock will be 

affected by other factors such as news and fundamental aspect (3) the investment 

portfolio model created by this study will determine the timing of buying stock. 

With a variety of selling strategies, it is found that less profit appears in bull 

market and smaller losses in bear market by using more lenient conditions of sale. 

On the contrary, a larger profit will be made; however, greater risk will be taken 

in the bear market. (4) if the prices of shares continue to fall by some external 

factors, such as the financial tsunami, technical indicators often generate wrong 

signals to oversell. As the decline of prices of shares can not be forecast in the 

future, it is easy to judge wrongly. In this regard, the risk of negative profit by 



false buying can be reduced by using selling strate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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