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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 

本研究主要探討基金投資的決策模式，在面臨全球化的投資浪潮下，先進

國家的資本市場大多數具有專業機構來提供詳盡的投資資料，作為基金投

資決策的參考，在公正、公開的基金投資決策制度下，不僅有助於投資者



迅速取得正確資訊，以作出正確的決策，可減少不必要的交易成本。本研

究結合總體經濟理論和層級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建立決

策模式，將投資者風險屬性與基金風險屬性的進行配對。 本研究首先利

用 AHP 找出影響投資者對基金投資的風險承受影響因素；經由專家的意

見，AHP 過程可以找出各項因素的權重及交叉影響關係，運算結果發現影

響投資者風險屬性前三項重要因素為「總體經濟」、「國家政策」與「金

融市場」。接著，利用群聚分析來進行共同基金的分群，然後配合投資者

風險承受度問卷來進行分析。最後，經由實證分析結果與權重評量計分

後，在投資者和基金風險屬性的選擇限制條件下，進行共同基金關聯分

析，建立適合投資者風險屬性下的投資建議模型，根據投資者風險屬性，

本研究能夠提供「風險分散」及「資產配置」的最佳化基金投資決策。  

摘要

(英) 

This study focuses on decision models of offshore funds investment. Facing 

investment trends of globalization, the capital market of the advanced countries 

mostly has the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to provide the detailed investment 

information, such that references for fund investment decisions can be offered. Open 

and real-time fund investment decision-making system not only can help investors 

to quickly get the right information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but also can reduce 

unnecessary transaction costs. Therefore, this study combined with macroeconomic 

theory and the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o build investors’ risk attributes, 

as well as the relevant pairs of their assessed values and fund risk-attribute values. 

First, this study applies AHP to identify the impact of factors of investor’s risk 

tolerance which affects the Fund’s investment. By experts’ recommendation, 

AHP process can identify weights of various factors and relationships of cross-

influence. After operation of AHP software, Expert Choice, it is found that three 

very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investors’ risk attributes which are 

“macroeconomics”, “national policy”, and “the financial markets”. Next, 

using the cluster analysis for mutual funds clustering, this study surveys and 

analyzes questionnaire for fitting investor risk tolerance. Finally, after implementing 

empirical analysis and scoring weight of each criterion of evaluation, as well as 

under selection constraints of the fund’s risk attributes of investors, this study 

conducts mutual fund association analysis in order to establish an investment 

recommendation model for satisfying the requirement of investors and risk 

attributes, according to the investor’s risk attribute, this study provides “risk 

diversification” and “asset allocation” to optimize fund investment decis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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