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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基因演算法整合五大構面選股策略 

Apply Genetic Algorithm in Stock Selective Strategie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Five Stock-Picking Strategies 

葉美均a    周宗南b 

摘要 

近年來，由於金融業的發展與進步，讓我們投資的種類越來越多，而且大眾對於投資的觀念也越

來越普遍，投資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於是投資理財成為一重要的課題。在眾多的衍生性商品

中，股票市場仍然是大眾最青睞的一種投資模式，但是至今的股票市場琳瑯滿目，如何在眾多中挑選

出最佳投資組合該是目前最重要的課題，因此本研究希望建立一合理且具邏輯的選股策略，以提供投

資大眾使用與建議。 

本研究以公司基本面、財務面、技術面、市場面及籌碼面的五大構面分別 EPS選股法、本益比選

股法、營收選股法、資產報酬率選股法、股東權益報酬率選股法、毛利率選股法、負債比例選股法、

RSI 選股法、KD 選股法、MA選股法、MACD 選股法、股價選股法、漲跌幅度選股法、成交量選股法、

主力買賣超選股法、融資融券選股法、外資選股法及投信選股法總共 18個選股法挑選出排名較前的公

司利用基因演算法挑出最佳投資組合，其結果發現，基因演算法所選出來的投資組合報酬率都高於大

盤，可藉此提供給投資大眾作為選股的準則。 

關鍵字：基因演算法、投資組合、選股策略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financial sector, people have proposed a general 

idea that both wealth management and investing become part of our daily life, consequently, financial investing 

is now an issue that cannot be neglected. Among the financial derivatives, the stock market is still favored by 

most of the people, moreover, the market was filled with an assortment of stocks, as a result, how to select the 

best portfolio has become a crucial issue, therefor, in this study, we hope to establish a logical and reasonable 

strategy for stock selection. 

This study applies genetic algorithm to construct stock investing strategies. We select stock sample by 

considering five stock-picking criteria including fundamental, financial, technical and market analysis as well 

as institutional holdings and ownership analysis. We further construct and determine the optimal portfolio, 

holding period, and market timing. Our findings show larger positive returns in genetic algorithm portfolios 

than the market. Thus, our results provide more valuable insights on investment strategies. 

Keywords: Genetic Algorithm, portfolio, strategy of stock selection 

 

1. 前言 

隨著物價攀升及薪資漲幅不斷的世代裡，投

資理財似乎成為大眾的全民運動，若單純的傳統

低利率定存早已不再受到投資人的青睞，而且利

用存款利率做為資金價值方法，財富實質價值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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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逐年降低，於是投資理財的觀念成為一重要的

課題。號稱能創造更多財富價值的衍生性金融商

品也一直不斷推陳出新，然而在眾多的選擇當中，

股票市場仍然為大眾最為依靠獲取投資報酬的地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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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股票市場中投資散戶占為大數，散

戶投資性格明顯，持股週轉性高，容易受到市場

資訊而影響投資行為。近年國際金融市場紛擾不

斷，在 2008年的金融海嘯應該是無人不知的，而

此波金融海嘯最直接也最顯著的影響就是股票市

場，當年發生雷曼兄弟的破產導致美國股市重挫，

其後的影響尤其盛大，並且波及到全球的金融經

濟上，雖然台灣並非金融海嘯的震央，但是所受

到的影響也是不容小覷，在金融控股的績效也比

往年的差，企業在人事部分也嚴重裁員減薪並且

實施放無薪假，後來各國紛紛調降利率以及擴張

貨幣和貸款這些辦法實施後，金融市場才逐漸趨

於復甦。 

隨著證券市場資訊揭露日益透明化，投資人

可以利用許多管道取得公開發行公司的資訊，使

國人理財觀念雖有普及化的趨勢，但投資散戶在

選擇投資標的時，還是依據證券投信等相關事業

之機構經理人所提供的資訊做為決策要件，機構

經理人常常基於各公司的歷史資訊直接對未來作

直觀的預測，使投資大眾因經理人的個人主體觀

點產生投資風險，造成決策上的錯誤。 

過去已有許多學者對於選股策略相關議題研

究探討，Banz(1981)、Fama and French(1988)與

Rosenberg et al. (1985)，但都只針對策略進行驗證，

不同於一般投資大眾的所需，因此近年來逐漸對

於如何選擇投資標的與組合等相關議題均有研究，

Roko and Gilli (2006)、Newton et al. (2005)等，在

過去文獻中使用的研究方法都計算過程太過複雜

以及難以理解，或者是經由問卷方式求得資料來

源，資料參雜填卷者主觀意識，導致資料不夠客

觀。 

本研究希望建構出一套有效率且具也科學依

據的客觀選股投資決策，幫助投資散戶在眾多家

公司中選擇體質較好的公司，獲得最佳獲利保障

與風險控管。除此之外，希望利用簡單、易懂且

客觀的角度彌補過去文獻上的不足。 

投資股票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乎：報酬最大化

及風險最小化。因此，如何利用各種方面做出一

個好的投資決策以及降低風險，並獲得最大報酬，

一直是股票投資人共同追求的目標。 

本研究首先收集臺灣銀行每日以基本面、財

務面、技術面、市場面及籌碼面分別五大構面股

票。並且整合五大構面總共18個指標排名較前者

利用基因演算法選出最佳投資組合，最後再將結

果加以統整並對想從事相關研究者給予建議。 

2. 相關理論與文獻回顧 

本研究主要是以基因演算法為研究方法，從

財務基本面、財務面、技術面、市場面及籌碼面

的角度作為選股決策的準則。本章針對投資組合、

基因演算法之相關文獻簡述說明，並作為參考依

據。 

自 Markowitz在 1952 年發表投資組合理論

(Portfolio Selection)以來，利用投資組合來分散風

險的觀念深植於投資大眾心中，提供投資人於投

資分析時，能以較科學之方法來管理並選擇最適

投資組合，達到分散風險之目的。而其衍生的平

均數─變異數投資組合分析也成為現代投資組合

理論之基礎。此理論發展迄今超過五十年，仍是

財務領域中強而有力的理論基礎與工具，證明其

價值。蔡美枝(2010)。 

Markowitz(1952)提出組合理論，探討如何在

固定報酬下將投資變異降到最低；或是相同變異

下投資報酬率最大的有效組合並形成組合的效率

前緣，再配合投資人偏好決定出最佳組合

(Optimal portfolio）；Markowitz(1959)提出多角化

投資組合之風險必定不大於單獨持有資產之風險，

投資人可選擇其投資組合，使在可接受之風險水

準下之報酬率最大化。Sharpe(1966)提出 Sharpe 

Ratio 衡量投資組合承擔每一單位風險所獲得的

超額報酬(excess return)。投資組合所對應的標竿

(benchmark)資產為無風險資產。傅澤偉、林曼莉

(2008)，台灣投資人之投資組合選擇，整合了多個

構面來研究影響投資人投資組合的因素。相較於

以往有關投資人理財行為的研究中，可能只是探

討人口統計變數與投資組合上的相關性，或是只

探討投資者的風險認知與單一投資標的物的相關

性。在投資決策構面有「資訊從眾」、「學習與理

性」、「過去經驗」、「長期獲利」等四個投資決策

因素構面；而在風險認知構面有「風險愛好」、「風

險管理」及「風險規避」等三項因素。以投資決

策因素及風險認知因素將投資人依集群分析分為

三群，分別為「理性控險群」、「避險從眾群」及

「短線冒進群」；且有將近 1/3 的投資人對於投

資有從眾的現象。各群在性別、年齡及所得等人

口統計變數上有顯著差異。各群在投資組合的選

擇上有顯著差異。 

基因演算法(Genetic Algorithms)源自於 John 

Holland 在 1975 根據達爾文的進化論所提出，精

神以模擬自然界「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的法則，

將變數模擬為生物的染色體 (Chromosome)，並

設計一適應函數(Fitness Function)對於環境之適

應程度量化以比較其優劣，再透過隨機的交配 

(Crossover)以及交配過程中可能產生的突變

(Mutation)演化出新的子代，反覆使子代之適應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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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優於父代，並在競爭生存的過程中將不適應者

逐漸淘汰，最終求得代保留之最優秀的品種即最

佳適應程度的染色體，為其演算求解之結果。 

基因演算法至今也有一段時間，該方法適合

用來處理最佳化問題，受到許多學者青睞。Xia

（2000）提出一投資組合選擇模型，透過預測證

券期望報酬率的排名，使用 GA 最大化投資組合

績效目標。適應函數則由投資組合報酬率、風險

因子兩個變數加權組合而成。其實證結果顯示，

使用此模型所得到之投資組合績效，較傳統投資

組合分析佳。Orito(2001)將遺傳演算法應用於指

數基金投資組合 (Index fund portfolio)的選股上。

該研究將東京股市中與大盤相關程度較高的前 

1100 支股票，分成 9 組股票集合作為選股標的，

目的是尋找相關程度最大且風險最小的投資組合。

其實證結果顯示，透過 GA 每日動態選取指數基

金投資組合的績效，較固定成份的組合佳。陳安

斌、張志良(2001)，基因演算法自動演算化之類神

經網路在選擇權評價及避免之研究，運用基因演

算法自動演化之類神經網路，掌握特定認購權證

之時間價值與避免比例行為，以進行價格預測與

避險模擬。實證結果顯示，以類神經網路為基礎

之方法，針對台灣已到期之十五檔認購權證，不

論在評價上之解釋能力與誤差程度，或在避險上

之風險暴露與獲利均優於 Black-Scholes 模型，即

表示在台灣認購權證市場中，基因演算法自動演

化之類神經網路能提供一個比Black-Scholes模型

更能精準評價，以及更有效率避險的模型。林妙

雀、酈芃羽(2005)影響量販店與百貨公司消費者

購買決策因素之研究－以基因演算法最佳化類神

經網路模式加以驗證，為深入瞭解人口統計變數、

企業形象與服務品質，對消費者購買決策影響之

全貌，同時配合基因演算法最佳化隱藏層結點數、

學習次數及轉換函數，求得最適網路架構模式，

並利用類神經網路模擬結果予以驗證，並將所得

結果與迴歸分析相互對照比較，期能客觀得出人

口統計變數、企業形象、服務品質，對消費者購

買決策之影響結果，進而對零售業經營者提供管

理策略之建議。陳俊宏、王素華(2013)，應用遺傳

演算法於投資組合建構，整合不同種類資產的風

險等級，並透過投資人對風險的偏好為投資人定

義風險屬性，從眾多的資產中篩選出符合投資人

風險屬性的資產建構投資組合。並且可供投資人

自行選擇投資組合內是由多少個資產所組成，而

投資組合的搜尋方法則是利用人工智慧之遺傳演

算法，找出風險屬性符合投資人期許且夏普值最

高的投資組合。最後研究中將依所提出之架構建

置一個軟體系統，實際輸入資產的數據與投資人

的資料進行系統的運作，證明可行性，並從實例

中找出系統未來可供改善之處。吳忠敏、周聖鈞

(2013)，應用分群技術與基因演算法建構以趨勢

為基礎之股市投資策略，提出一個新的股價趨勢

分群與趨勢投資決策模型，利用基因演算法的最

佳化能力，建構出隨股價趨勢波動之投資策略，

股價趨勢分群模型運用分群技術將股價分為漲勢、

盤整、跌勢等三種趨勢，以台灣加權股價指數

(TAIEX)為研究對象，探討趨勢策略於股市投資

決策之績效，並與市場上常用的投資策略做比較，

以驗證趨勢策略之有效性。實證結果顯示，股價

趨勢分群模型能夠正確的將股價分為三種趨勢；

另外，基因演算法所建構之趨勢策略模型於多頭

或空頭期間，投資績效皆優於葛蘭碧法則策略、

KD 指標策略與買入持有策略，是一個穩定且有

效的投資策略。 

林豐澤(2005)指出，基因演算法重複循環的

演化程序是在龐大的搜尋空間中有系統的多點搜

尋可行解，這種平行多點找尋方式，與其他技巧

所使用的搜尋方法有極大的不同，這也是基因演

算法被視為是有效率搜尋方法的原因之一。應用

基因演算法求解組合最佳化問題的基本精神是：

將欲搜尋問題的參數編碼成 0 與 1 的二進位碼

型式，根據問題的條件或目標函數來設計適應函

數。適應值程度較佳的個體就有較多的機會被挑

選交配池來進行交配跟突變，交配即是在搜尋空

間中做大幅度跳躍搜尋，突變則是在鄰近區域局

部搜尋，設計基因演算法求解問題大致可分成下

列七個步驟: 

(1)編碼設計方式。(2)決定群體規模。(3)設計

適應函數。(4)決定挑選與複製的方式。(5)定義交

配與交配率。(6)定義突變與突變率。(7)決定終止

條件。 

根據上述步驟歸納成基因演算法的四個主要

架構，由基因編碼方式(Genetic Encoding)、適應

函數、挑選機制(Selection Mechanism)、交配與突

變機制(Crossover and Mutation Mechanism)為主

要架構。 

3. 研究方法 

資料取自於臺灣銀行快速選股，圖 1 及表 1

說明五大構面 18個指標分佈與各指標定義，樣本

期間為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年 1 月 25 日，

資料形態以日資料為主，共 39 日。本研究在基本

面的 EPS選股法及營收選股法選取排名前十名者、

本益比選股法選取排名前二十名者；財務面的營

業利益選股法、毛利率選股法、股東權益報酬率

選股法及資產報酬選股法選取排名前十名者；技



全球商業經營管理學報 

第八期  105.09 

116 

術面的 RSI 選股法、KD 選股法、MA 選股法及

MACD 選股法選取排名前十名者；市場面的主力

買賣超選股法、成交量選股法、漲跌幅選股法及

股價選股法選取排名前十名者；則籌碼面的融資

融券選股法及自營商選股法選取排名前十名者、

外資選股法選取排名前二十名者。 

首先由分別五大構面各 40 筆公司進行漲跌

值排名，漲跌值幅度越小者為排名較前進行整理，

再由基因演算法選擇出每日體質較優的 20 支股

票選做投資組合進行計算投資報酬率及各項分析

結果，本研究分別比較單獨五大構面各別的損益

及之間差異、由基因演算法選出的投資組合與大

盤比較之間的投資報酬率、進行分類投資公司的

產業種類、再與有無使用基因演算法選出的各別

五大構面及投資組合報酬率比較之間的差異。 

本研究使用的投資報酬率如下：  

       
Pj,t：第 j 股，在 t 時期賣出時之股價； 

Pj,m：第 j 股，在 t 時期買進時之股價； 

 

設定基因演算法的限制條件： 

1. 基本面、財務面、技術面、市場面及籌碼

面五大構面每個構面限制值為 20 家投資公

司 

2. 總家數小於等於在 20家投資公司 

3. 基本面、財務面、技術面、市場面及籌碼

面五大構面標準差小於等於 30% 

 

 

圖 1 五大構面 18個指標分布圖 



應用基因演算法整合五大構面選股策略 

117 

表 1  五大構面 18個指標定義表 

五大構面 指標定義 

基本面 

1. EPS 選股法，EPS 為公司獲利能力的最後結果。每股盈餘高代表著公司每單位資本額的獲利能

力高，這表示公司具有某種較佳的能力。 

2. 本益比選股法，以投資的角度來看，股價則是投資 1股所需要的成本(購買成本)，而每股獲利意

思是投資 1 股所得到的獲利，因此本益比就是投資該股票 1 股的成本與獲利的比值，即為報酬

率的倒數。 

3. 營收選股法，一家公司的營運績效好壞，首先表現在營收項目。當營收持續成長時，則表示公

司的規模處於擴張期，投資這種公司通常會較具獲利潛力。留意營收創新高的公司以及成長幅度

是尋找好投資標的的重要方法。 

市場面 

1. 漲跌幅度選股法，股價的具波動性成為股價具有較高報酬的原因之一。由市場股票的漲跌幅度，

可以尋找出盤面上的強勢股及弱勢股。一般而言，股價為基本面的領先指標，亦即當消息未傳出

市場前，股價可能已經開始反應了。 

2. 成交量選股法，成交量為人氣聚集與否的指標。當一檔個股成交量突然上升，代表某些事情的

發生而吸引了先知先覺的人參與市場交易。所以觀察成交量的變化，可以更明確的掌握每檔個股

的變化。即所謂的量是價的先行指標。 

3. 主力買賣超選股法，市場主力是指資金規模雄厚，其買賣意圖足以影響單一個股行情的市場參

與者。因此主力的特色便是進出量大，並且其進出股市可能分散於不同家券商並且同一時間作

買進與賣出的動作，以達到作價目的。 

4. 股價選股法，一般而言，較低的股價，表示股票的分割性較佳，在一般散戶預算的考量下，可

能會有流動性較佳的現象。因此低股價股票，散戶的追價意願將可能較強，相對的，其投資獲利

潛力也會較佳。 

技術面 

1. RSI選股法，RSI指標的原理是假設收盤價是買賣雙方力道的最終表現與結果，把上漲視為買方

力道，下跌視為賣方力道。而式中RS即為買方力道與賣方力道的比。亦即雙方相對強度的概

念。 

2. KD選股法，先求RSV(Raw Stochastic Value)=(C_n-L_{n})/(H_{n}-L_{n}) *100  

其中C_n代表第n日的收盤價，H_{n}、 L_{n}分別代表最近n日內的最高價與最低價。 

3. MA選股法，移動平均線MA為前n日內的價格平均。就意義而言，是較長期的價格發展線，即

其具有一種趨勢的概念，且平均的日期越大，所代表的時間趨勢刻度就越大。 

4. MACD選股法，MACD是價格指標的重要工具。其利用利用快慢二條(快線:DIF，慢線:MACD)

移動平均線的變化作為盤勢的研判指標，具有確認中長期波段走勢並找尋短線買賣點的功能。 

籌碼面 

1. 融資融券選股法，一般而言，融資及融券使用率代表著散戶動向，融資使用率高代表許多散戶

有看多的傾向；而融券使用率高則為散戶看空傾向的人多。 

2. 外資選股法，三大法人中的外資是屬於於較長期的投資者。由於外資多具有全球性的資訊研究

機構，因此在趨勢上會較一般人判斷更為準確；並且外資具有資金雄厚足以形成風潮，因此在

資訊的優勢以及資金優勢且具長期投資特點下，外資的買賣標的通常為長期的潛力股。 

3. 投信選股法，三大法人的投信亦是屬於較長線的投資者，並且亦具有資訊領先及資金雄厚上的

優勢。因此可以找尋投信的買賣超的個股作為投資的標的。 

財務面 

1. 資產報酬率選股法，資產報酬率即在衡量公司所其資產是否充份利用。資產的來源包括自股東

籌資及舉債購入資產二種，而總資產報酬率便在衡量公司的營運使整體資產的報酬運用效率狀

況。 

2. 股東權益報酬率選股法，股東權益報酬率就是該年度股東權益的成長速度。其中稅後淨利部分

係指扣除掉特別股股利後之盈餘，而股東權益係指普通股權益總額。 

3. 毛利率選股法，毛利率為公司產品獲利能力的指標，享有高毛利率的公司通常表示公司在該領

域具有獨特的能力，因此具有高毛利率公司往往是該領域的龍頭廠商或是利基型廠商。 

4. 負債比例選股法，負債比例為負債總額與資產總額的比率關係，是衡量一家公司資本結構的重

要指標。資本的來源，不外乎由股東出資或是由公司對外舉債而得到。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4. 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章節說明基因演算法求得的結果，並將結

果區分為基本面、財務面、技術面、市場面及籌

碼面五大構面分別計算損益，以及基因演算法選

擇出來的投資組合進行每日買賣一張股票為基準，

進行結算總投資報酬率。最後將研究期間總共 39

日所挑選出來的公司進行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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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五大構面投資組合損益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的研究期間為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25 日的大盤指數於表 2 由於研究期

間是跨兩個月份，所以本研究分別以每月週資料

的方式將損益計算由表 3 及表 4 說明，表 5 說明

在研究期間的總損益。基因演算法所挑選出的投

資組合進行每日購買一張所計算出的損益，再將

以每週結算五大構面各別的損益，由於得知在研

究期間的大盤指數的走勢向下，漲跌幅為-6.72%，

所以在這期間所購買的股票幾乎相對都是賠本居

多，而由表 5 顯示研究期間的總損益，技術面為

-215,500、市場面為-210,440、基本面為-93,170、

財務面為-685,800 及籌碼面為-63,510，在這過程

中，本研究發現籌碼面的損失相對技術面、市場

面、基本面及財務面為較低。 

由於籌碼面是由融資融券選股法、外資選股

法及投信選股法三個選股法所組成，在融資融券

選股法中融資及融券使用率代表著散戶動向，融

資使用率高代表許多散戶有看多的傾向；而融券

使用率高則為散戶看空傾向的人多。在外資選股

法中本研究是挑選每日外資買超前三十名的個股，

再由這前三十名挑選出前二十名進行基因演算法，

由於三大法人中的外資是屬於於較長期的投資者。

外資多具有全球性的資訊研究機構，因此在趨勢

上會較一般人判斷更為準確；並且外資具有資金

雄厚足以形成風潮，因此在資訊的優勢以及資金

優勢且具長期投資特點下，外資的買賣標的通常

為長期的潛力股，並且投資股票通常都是跟隨著

外資做買賣，所以相對賠的會較少。而在投資選

股法中三大法人的投信亦是屬於較長線的投資者，

並且亦具有資訊領先及資金雄厚上的優勢。因此

可以找尋投信的買賣超的個股作為投資的標的。

不過，由於投信具有最低持股限制，不得零持股

的規定，且投信的操作評比是以擊敗大盤為目標，

因此在下跌走勢時，投信的選股會以抗跌性為考

量，則此時零持股將可能較投信持股具更佳報酬。 

表2 研究期間大盤指數跌幅表 

日期 加權指數 總報酬 

2015 年 12月 1日 8463.3 
-6.72% 

2016 年 1月 25日 7894.1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2.投資組合結果與分析 

在研究期間的大盤指數於表 2，表 6為研究期

間投資組合的總損益結果。在研究期間的大盤指

數的總報酬為-6.72%，所以在這期間所購買的股

票幾乎都是賠本居多，但是在研究期間總共 39

日的總投資報酬率中，由基因演算法所挑選出股

票計算總投資報酬率都高於在研究期間的大盤總

報酬，結果顯現出基因演算法所挑出的投資組合

相對有幫助。 

 

表3  五大構面每週分別損益結果表(12月份) 

日期 1技術面 2市場面 3基本面 4財務面 5籌碼面 總額 

2015/12/01-04 -11,350  -49,400  20,810  -6,250  10,350  -35,840   

2015/12/07-11 -64,250  -121,950  -72,280  -238,910  -84,670  -582,060  

2015/12/14-18 19,100  51,470  43,000  114,350  37,450  265,370  

2015/12/21-25 -18,050  -49,950  -14,950  -4,000  4,700  -82,250  

2015/12/28-31 -24,750  -34,750  -17,350  -8,500  -16,910  -102,260  

總額 -99,300  -204,580  -40,770  -143,310  -49,080  -537,04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4  五大構面每週分別損益結果表(1月份) 

日期 1技術面 2市場面 3基本面 4財務面 5籌碼面 總額 

2016/01/04-08 -96,300  -44,050  -68,240  -162,840  -22,400  -393,830  

2016/01/11-15 -56,600  44,800  -167,830  -315,400  -20,280  -515,310  

2016/01/18-22,25 36,700  -6,610  183,670  -64,250  28,250  177,760  

總額 -116,200  -5,860  -52,400  -542,490  -14,430  -731,38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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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研究期間五大構面總損益結果表 

日期 1 技術面 2 市場面 3 基本面 4 財務面 5 籌碼面 總額 

2015/12/01-2016/01/25 -215,500  -210,440  -93,170  -685,800  -63,510  -1,268,42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6  研究期間投資組合的總損益結果表 

日期 總買價 總賣價 總損益 總投資報酬率 

研究期間 183,787,420  182,519,000  -1,268,420  -0.69%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3. 有無基因演算法選股結果分析 

本章節說明有無使用基因演算法求得的結果

互相比較，本研究資料為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1 月 25 日，跨兩個月份為 8 週，並將比

較結果區分為每週、每月與全部總共 39 日研究期

間比較之間的差異。 

未使用基因演算法求得的投資組合為臺灣銀

行快速選股，本研究在基本面的 EPS選股法及營

收選股法選取排名前一名者、本益比選股法選取

排名前二名者；財務面的營業利益選股法、毛利

率選股法、股東權益報酬率選股法及資產報酬選

股法選取排名前一名者；技術面的 RSI 選股法、

KD 選股法、MA選股法及 MACD 選股法選取排

名第一名者；市場面的主力買賣超選股法、成交

量選股法、漲跌幅選股法及股價選股法選取排名

前一名者；則籌碼面的融資融券選股法及自營商

選股法選取排名前一名者、外資選股法選取排名

前二名者。與有使用基因演算法求得投資組合報

酬率相同。 

表 7 及表 8 是未使用基因演算法的投資組合

進行每日購買一張所計算出的損益，再將以每週

結算五大構面各別的損益。由前面表 5 顯示有使

用基因演算法在研究期間的總損益，技術面為-

215,500 元、市場面為-210,440 元、基本面為-

93,170 元、財務面為-685,800 元、籌碼面為-63,510

元及總損益為-1,268,420。而表 9為未使用基因演

算法在研究期間的總損益結果，技術面為 -

1,174,250 元、市場面為-344,030 元、基本面為-

1,604,950 元、財務面為-1,358,500 元、籌碼面為-

11,110 元及總損益為-2,235,430。經實證結果顯示，

在未使用基因演算法的情況下，只有籌碼面的損

失小於有使用基因演算法的，則其他四個構面損

失都是大於有使用基因演算法的，而在總損益方

面，有使用基因演算法的總損益領先未使用基因

演算法 43%。 

表7  五大構面每週損益結果表(12月份) 

日期 1 技術面 2 市場面 3 基本面 4 財務面 5 籌碼面 總額 

2015/12/01-04 -101,750  -45,630  -194,600  50,650  5,200  -286,130  

2015/12/07-11 -193,850  -72,380  -202,150  -194,300  -3,050  -665,730  

2015/12/14-18 42,000  27,450  94,250  190,950  5,630  360,280  

2015/12/21-25 24,600  -49,610  -16,900  -29,300  6,950  -64,260  

2015/12/28-31 -6,850  -18,680  4,850  15,850  -4,400  -9,230  

總額 -235,850  -158,850  -314,550  33,850  10,330  -665,07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8  五大構面每週損益結果表(1月份) 

日期 1 技術面 2 市場面 3 基本面 4 財務面 5 籌碼面 總額 

2016/01/04-08 -78,300  -47,070  -315,000  -342,050  -10,590  -793,010  

2016/01/11-15 -231,400  49,630  -226,300  -385,750  -5,510  -799,330  

2016/01/18-22,25 -83,150  -31,450  106,750  29,400  430  21,980  

總額 -392,850  -28,890  -434,550  -698,400  -15,670  -1,570,36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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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研究期間五大構面總損益結果表 

日期 技術面 市場面 3 基本面 財務面 籌碼面 總額 

2015/12/01-2016/01/25 -1,174,250  -344,030  -1,604,950  -1,358,500  -11,110  -2,235,430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 10 為有無使用基因演算法每週的相互比

較結果，由於本研究在研究期間共為 8 週上，有

四週的未使用基因演算法投資報酬率贏過有使用

基因演算法的，因為本研究的觀察時間太短，導

致有些計算出的投資報酬率不如預期，但是在總

體上，有使用基因演算法的投資報酬率是有明顯

的改善。在第一週中有使用基因演算法的投資報

酬率贏過未使用基因演算法的投資報酬率，使用

基因演算法的投資報酬率領先 75%。第六週使用

基因演算法的總投資報酬率領先 32%。第七週使

用基因演算法的總投資報酬率領先 18%。最後在

第八週中，未使用基因演算法的投資報酬率輸給

使用基因演算法的投資報酬率，而在第八週投資

報酬率上結果顯示，使用基因演算法的總投資報

酬率比未使用基因演算法成長了 11倍。 

表 11 為有無使用基因演算法每月的相互比

較結果，在 12 月份中雖然未使用基因演算法求得

之投資組合的投資報酬率些微贏過有使用基因演

算法的投資報酬率，但是有使用基因演算法的總

投資報酬率只有輸了 48%。在 1月份中，使用基

因演算法求得之投資組合的投資報酬率贏過未使

用基因演算法的投資報酬率，而且使用基因演算

法的投資報酬率領先了 28%。 

表 12 為在研究期間有無使用基因演算法所

求得投資組合投資報酬率差異結果，經表 4-11結

果顯示，使用基因演算法求得之投資組合的投資

報酬率贏過未使用基因演算法的，然而，使用基

因演算法的投資報酬率領先了 17%，說明使用基

因演算法挑選投資組合方面，相對上有較佳的表

現。 

 

表10  每週投資組合差異結果分析表 

週 
有使用基因演算法 未使用基因演算法 

總損益 投資報酬率 總損益 投資報酬率 

1 2015/12/01-04 -35,840 -0.19% -286,130 -0.78% 

2 2015/12/07-11 -582,060 -2.69% -665,730 -2.11% 

3 2015/12/14-18 265,370 0.90% 360,280 0.92% 

4 2015/12/21-25 -82,250 -0.31% 64,260 -0.16% 

5 2015/12/28-31 -102,260 -1.40% -9,230 -0.09% 

6 2016/01/04-08 -393,830 -1.78% -793,010 -2.64% 

7 2016/01/11-15 -515,310 -1.79% -799,330 -2.19% 

8 2016/01/18-22,25 177,760 0.60% 21,980 0.05%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11  每月投資組合差異結果分析表 

月 
有使用基因演算法 未使用基因演算法 

總損益 投資報酬率 總損益 投資報酬率 

2015/12 -537,040 -0.52% -948,810 -0.35% 

2015/01 -731,380 -0.91% -2,580,260 -1.26%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12 研究期間投資組合差異結果分析表 

期間 
有使用基因演算法 未使用基因演算法 

總損益 投資報酬率 總損益 投資報酬率 

研究期間 -1,268,420 -0.69% -2,235,430 -0.83%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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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股票分類之結果與分析 

本章節說明在研究期間所挑選出的股票進行

分類，由於生技醫療產業、半導體業、金融業及

文化創意為目前台灣重要的產業別，本研究將每

日所選出的投資公司做次數統計並整理於表 13、

表 14、表 15、表 16。 

由於台灣醫術的進步，生技產業成為一個資

金、技術、專業相當密集的產業，以台灣來說，

生技產業可以分成三個部分：醫療器材、製藥、

應用生技。其中占比最高屬醫療器材，次之則為

製藥產業。本研究在生技產業中挑選出 26家投資

公司，F-康友(6452)挑選次數達到最高為 12 次，

其次為葡萄王(1707)挑選次數為 8 次。F-康友

(6452)在 2015 年前 11 月營收 39.9 億元，年成長

率 13.2%，前 3 季 EPS 也交出 11.15 元佳績，隨

著第 4 季的旺季效應，加上營運主體六安華源製

藥將獲認定為高新技術企業，在 3年稅率減免下，

法人預估該公司全年 EPS 將高於原先預估的 17

元。由於看好公司營運，F-康友(6452)大股東最近

還加碼買進自家的股票。F-康友(6452)已規劃攜

手維科生物，斥資 4 億人民幣在印尼設廠，生產

禽流感動物疫苗，初期先發展雞疫苗。F-康友

(6452)持股 6 成以上，維科生物則以技術入股持

股 10%，其他則為當地戰略夥伴，該合資廠預估

2017年投產，2018年即可望獲利。也是證券業看

好的股票之一。可參考 13之公司做為選股決策的

依據。

表13  生技醫療業投資公司之次數統計表 

公司名稱 建議次數 公司名稱 建議次數 公司名稱 建議次數 

6452F -康友 12 1786  科妍 2 4190F -佐登 1 

1707葡萄王 8 1784  訊聯 1 4142國光生 1 

4174  浩鼎 7 8406F –金可 1 4168  醣聯 1 

4162  智擎 6 4164承業醫 3 4119  旭富 1 

4147  中裕 6 4157F *太景 2 3176  基亞 1 

3205  佰研 5 4126  太醫 1 1795  美時 1 

4137F –麗豐 4 1762 中化生 1 4105  東洋 1 

4180安成藥 4 4163  鐿鈦 1 4107  邦特 1 

4123  晟德 3 4130  健亞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台灣半導體業的發展是由政府主導技術取得、

擴散與應用的整體技術的整體技術發展策略，而

產業發展過程中能夠提升技術能耐促使產業成長，

是產業發展的成功因素。本研究在半導體產業中

挑選出 35家投資公司，台積電(2330)挑選次數達

到最高為 16 次，晶圓代工龍頭台積電雖然受到半

導體庫存持續去化影響，2015 年 12 月合併營收

583.47 億美元，月減 8%、較去年同期減少 16.1%，

為 2014 年 3 月以來新低，但是仍然不損 2015 

全年好表現，累計去年 1 到 12 月營收來到

8,434.97 億新台幣，相較去年同期大增了 10.6%。

可參考表 14 之公司做為選股決策的依據。 

由於金融業是受到政府高度監管的行業，故

隨著近年來台灣政府朝向政策開放及法規鬆綁的

方向發展，將有助於讓台灣股市跟國際股市接軌，

提供台灣金融產業更大的發展機會，也才能維持

一定的競爭力。本研究在金融產業中挑選出 15 家

投資公司，元富證(2856)挑選次數達到最高為 6次，

在 2015 年 11 月稅後盈餘逼近 5 億元、衝高到

4.98 億元，超越龍頭券商元大證券單月獲利 3.75

億元，居證券商獲利首位。可參考表 15 列之公司

做為選股決策的依據。 

國內對於文化創意產業的定義，係參酌各國

對文化產業或創意產業的定義，以及台灣產業發

展的特殊性，將其定義為：「文化創意產業係指源

自創意或文化積累，透過智慧財產的形成運用，

具有創造財富與就業機會潛力，並促進整體生活

環境提升的行業。」本研究在文化創意業中挑選

出 7 家投資公司，大宇資(6111)挑選次數達到最

高為 16 次。大宇資訊 2015 年 12 月合併營收

6401.2 萬元年增 137.66%。而在 2016 年 1 月合

併營收 4219.6萬元年增 3.65%，是一家看好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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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股。可參考表 16所列之公司做為選股決策的依 據。 

表14 半導體業投資公司之次數統計表 

公司名稱 建議次數 公司名稱 建議次數 公司名稱 建議次數 

2330台積電 16 2311日月光 4 2458  義隆 1 

3474華亞科 14 3105  穩懋 3 2385  群光 1 

3529  力旺 12 3413  京鼎 2 5483中美晶 1 

2454聯發科 11 3545  敦泰 2 2303  聯電 1 

4966F –譜瑞 9 2379  瑞昱 2 6138  茂達 1 

6462  神盾 9 3034  聯詠 2 6261  久元 1 

8086宏捷科 9 8016  矽創 2 3189  景碩 1 

2408南亞科 7 6237  驊訊 1 3035  智原 1 

4947F –昂寶 6 3006晶豪科 1 5269  祥碩 1 

3658漢微科 4 2344華邦電 1 6202  盛群 1 

3227  原相 4 6243  訊杰 1 4919  新唐 1 

6239  力成 3 6415F -矽力 1   

2325  矽品 3 6451F -訊芯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15 金融業投資公司之次數統計表 

公司名稱 建議次數 公司名稱 建議次數 公司名稱 建議次數 

2856元富證 6 2881富邦金 1 2887台新金 1 

2882國泰金 3 2886兆豐金 1 2888新光金 1 

2834臺企銀 1 2883開發金 1 2892第一金 1 

2884玉山金 1 2890永豐金 1 5880合庫金 1 

5820日盛金 1 5880合庫金 1 6005群益證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表16 文化創意業投資公司之次數統計表 

公司名稱 建議次數 公司名稱 建議次數 公司名稱 建議次數 

6111大宇資 16 3662  樂陞 3 8446  華研 1 

3293  鈊象 14 3546  宇峻 2   

3083  網龍 3 6169  昱泉 1   

資料來源：本研究整理 

 

5.結論 

本研究目的是希望能夠建構出一套合理及符

合邏輯的選股策略，以提供給相關事業群或是投

資人所使用，因此本研究利用基因演算法來挑選

具科學依據的客觀選股投資決策，其結果發現，

利用基本面、財務面、技術面、市場面及籌碼面

五大構面 18 個指標分別選出較優質的股票，每個

構面具有不同的代表，在多構面的挑選下，達到

幫助投資大眾減低投資風險的目的。 

在投資組合方面，本研究利用基因演算法挑

選出最佳投資組合，由於運算是獨立的，當日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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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為值得投資之股票也可能在下一日被錄選，其

結果顯示，在 39 日研究期間中，本研究總投資報

酬率高於研究期間的大盤，可藉此提供給投資大

眾作為選股的準則。 

本研究在有無使用基因演算法之投資組合方

面，在各別計算五大構面損益中，只有未使用基

因演算法挑選出投資組合的籌碼面損失小於使用

基因演算法的，其他四個構面的損失皆大於使用

基因演算法挑選的。在投資組合上，因為本研究

的觀察時間太短，導致在每週及每月有些計算出

的投資報酬率不如預期，但是在總體上，研究期

間有使用基因演算法挑選出的投資組合投資報酬

率大於未使用基因演算法挑選出的投資報酬率。 

在投資公司業別分類上，本研究利用基因演

算法所挑選出每日最佳投資公司進行類別分類，

其結果顯示，在生技醫療產業類，本研究挑選出

26 家投資公司，則 F-康友(6452)挑選次數高達 12

次，而且本研究也發現在觀察時間內，F-康友

(6452)的表現在生技醫療產業遙遙領先其他公司。

在半導體業中，本研究挑選出 35 家投資公司，台

積電(2330)挑選次數高達 16 次，台積電(2330)是

台灣半導體業的龍頭，雖然相較去年同期減少

16.1%，但是仍然不損 2015 全年的好表現，在金

融業中，本研究挑選出 15 家投資公司，元富證

(2856)挑選次數達到最高為 6 次，元富證(2856)在

研究期間內，超越龍頭券商元大證券單月獲利

3.75 億元，居證券商獲利首位。而台灣的文創業

目前的進步與發展，是國人稱讚的產業之一，本

研究在文創產業類別中，挑選出 7 家投資公司，

大宇資(6111)挑選次數高達 16 次，大宇資訊在研

究期間的兩個月中，合併營收在 2015 年 12 月份

中為 6401.2萬元年增 137.66%，而在 2016年 1月

合併營收為 4219.6 萬元年增 3.65%，在文創股中

是被看好的一家投資公司。 

本研究是利用基因演算法執行多種變化，在

與未使用基因演算法相互比較分析，經由實證結

果可以證明使用基因演算法在挑選最佳投資組合

或是最佳天期，都是有明顯的改善與進步，可藉

此提供給投資大眾作為選股的準則。 

由於本研究有些許的研究限制，因此無法全

方面地包含進行計算，希望未來可以進行長時間

觀察以及更多不同組合的策略，且具有更強的說

服力與更廣的適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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