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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對每一個投資人而言，如何獲取超額報酬是做投資交易的
最終目標，而投資決策中，除了投資標的選擇與進出場時機的
決定之外，資金控管亦是很重要的一個要素。本研究以2004年
12月至2017年12月之近月份台指期貨日資料為標的，探討在相
同進出場機制下，運用保證金目標、波幅型風險、最大權益數
回落、ATR波動度等不同交易部位資金管理策略之間的績效比
較，並採用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t檢定對樣本測試結果進行分
析。
實證結果顯示，就此四種資金管理策略的績效而言，保證
金目標策略劣於另外三種策略，由此可知，有加入風險考量運
算部位之策略優於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之資金管理策
略。此外，波幅型風險策略在多數情況下都是表現最佳的，最
大權益數回落策略適合多頭時使用，ATR波動度策略在空頭和
盤整期間使用較佳，而金融海嘯期間則使用最大權益數回落策
略或ATR波動度策略兩者之一皆可。
關鍵詞：台指期貨、資金控管、最佳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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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und Manage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on the trading
strategy in the framework of controlling losses and increasing
returns.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performances of four
different fund management strategies by using the daily data of
the nearby TAIEX futures contract, which spans from December
2004 to December 2017.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margin target strategy
underperforms the other three strategies, which are the strategies
with consideration of risk in their calculation. It can be also seen
in the empirical results that the volatility risk strategy performs
the best in most cases, the maximum drawdown strategy is
suitable for bull market, the ATR volatility strategy performs
better in bear market and correction period, and it is appropriate
to operate either the maximum drawdown strategy or the ATR
volatility strategy dur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period.
Keywords: TAIEX Futures, Fund Mnagement, Optimization of
Parame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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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與動機
期貨本身是屬於衍生性商品交易而非現貨交易，即期貨買賣
雙方依據契約事先約定雙方在某時間點以某價位買賣某數目的商
品，期貨是先從傳統大宗物質發展而來，其出現時間可追溯至18
世紀；而金融期貨的出現源自1970年代布列頓森林會議崩潰後，
此事件導致國際間的匯率與利率產生巨幅波動，進而促使外匯期
貨契約的誕生，自此金融期貨發展迅速，至今已成為期貨交易最
大的契約。自臺灣期貨交易所(TAIFEX)於1998年7月21日推出了
第一個股價指數期貨契約「臺灣證券交易所加權股價指數」後，
交易量節節攀升，主因是股價指數期貨可作為投資大眾在現貨市
場規避價格風險的有利工具，其亦具有投機、套利與價格發現等
功能，且具有交易成本低、資金門檻低及能在短時間內獲取高額
報酬等特色，因此吸引眾多交易者前往投資。
許多人做投資決策時往往只關心投資標的、進出場時機，且
坊間的書籍也大多是教導與基本面和技術面相關的資訊分析，但
事 實 上 決 定 輸 贏 的 關 鍵 ， 大 部 分 決 定 於 資 金 管 理 。 如 同 Larry
Williams著，穆瑞年譯(2013)所述，成功的交易會賺錢，成功的交
易加上適當的資金管理則會創造龐大的財富，故其實投機客生財
之道來自於他們的資金管理方法。例如在交易時，我們運用了基
本分析挑選出交易標的，並以技術面分析制定了進出場機制，此
過程即為一種風險管理方法；而進場時部位大小的決定即是一種
資金管理。如在期貨市場中做買賣，投資人只需準備相當於契約
價值10%左右的保證金即可交易，其低資金門檻使投資大眾容易
承作過多口數，並在行情有大幅波動且是對投資人非常不利時因
無力支付被追繳的保證金而被迫斷頭出場，從而導致後續在碰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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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出場策略有利波段時無法賺取報酬。從上述可知，有時並非是
進出場交易策略設計得不好，只是恰好在遇到壞的時機點時沒有
足夠的財力可作為保證金追繳準備，所以這時做好交易部位資金
管理就非常重要，而本研究則想更深入探討在不同的交易部位資
金管理策略運作下，策略間績效結果又會呈現什麼樣的面貌？

二、研究目的
期貨是一種有機會在短時間內賺取鉅額報酬的商品，但期貨
也是一種具有高槓桿及高風險的交易，對於期貨而言，資金控管
更是最重要的事，因在高槓桿的金融商品交易中，稍微不留神就
有可能傾家蕩產，而這種風險則可透過部位大小來有效控制
(Scholz, 2014)，故良好且有效的資金管理與風險管理，除了可以
讓自己的資金遠離風險外，亦可以讓自己能保留財力以供後續觸
碰進場時機點時使用，而非一次交易後即斷頭出場導致無資金可
供未來交易，也因此本研究目的在探討相同的進出場條件下，不
同資金管理策略之績效比較。除了分析考量風險後的資金管理策
略是否會比單純以資金比例管理資金的策略績效來得好之外，也
分析考慮風險的資金管理策略之間的績效表現。

三、研究假說
由於普遍投資者比較認同的績效指標是報酬相對於風險的比
例，因此本文採用兩種這類型的績效指標，分別是獲利因子及風
險報酬比。這兩種指標都是報酬相對於風險的比例，差別只在於
分母的定義不一樣；獲利因子是按照虧損金額來定義風險，而報
酬風險比則是以在行情不利策略時帳戶回落的最大金額，亦即最
大權益數回落，來代表風險。本文將四種資金管理策略歸類成兩
大類，亦即單純以資金比例管理資金的策略以及考量風險後的資
金管理策略。保證金目標策略屬於第一類，而其他三種策略，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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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波幅型風險策略、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ATR波動度策略，則
屬於第二類。謹將本研究的假說列示於表1。
表1

研究假說

考量風險後的資金管理策略之績效優於單純以資金比例管理
資金策略的績效。
加入考量風險的波幅型風險策略、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與
假說二 ATR波動度策略等三種資金管理策略間績效值是沒有明顯差
異的。
假說一

貳、文獻探討
一、成功的交易
成功的投機操作必須包含三項原則：保障資本、一致性的獲
利能力及追求卓越的報酬，三者缺一不可(Victor Sperandeo著，俞
濟群譯，2011)。投資大眾在市場上發生虧損的原因很多，但交易
者最容易犯的嚴重錯誤就是在單一操作中投入過多資金。之所以
發生這樣的錯誤，主要是因為人們在交易之前，往往沒有一套清
晰的資金管理模式。規劃交易計畫的過程中，首要之務是保障資
本，風險考量永遠要擺在第一位。在思考可以實現的獲利有多大
之前，應先考慮可能產生的虧損有多少。其次是追求報酬的一致
性，此為一保障資本的輔助原則。由於資本會因獲利或虧損而變
化，因此要讓資本穩定增加，必須保障獲利且盡可能降低損失；
為達到此目的，必須衡量每一項決策的風險與報酬關係。最後是
追求卓越的報酬，當累積更多收益後，可在勝算機率高的情況
下，用部分利潤去進行較大風險的交易，這時即使判斷錯誤，損
失的不過是半數利潤，而判斷正確情況下，亦可能出現獲取鉅額
報酬的機會，而在此階段交易過程中，必須符合兩個原則：「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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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認賠，但讓獲利持續發展」、「任何既有的獲利都不可再損失
50%」，因此無論判斷是否正確，此時的風險已被控制住。從前
述可知，想要做好一個成功的交易，資金控管是最為關鍵的因
素，故本研究將針對這一部分作深入探討。

二、保證金制度
本研究是以近月份台指期貨作為投資標的，故探討資金控管
之前，需先了解期貨商品。期貨交易採用保證金制度，即投資大
眾在買賣期貨商品時，不需要支付合約價值的全額資金，只需按
照合約價值的一定比例繳納資金即可，此制度旨在保護市場參與
者和整個市場免受投資者違約的影響。在期貨交易過程中，原始
保證金指的是交易者建立部位時所需繳納的保證金金額，而維持
保證金是交易者保留倉位不被強制平倉所需的最低保證金金額，
若交易者保證金帳戶低於維持保證金時就必須再補足金額至原始
保證金的水平，此一過程即為保證金的追繳，補足保證金才能證
明自己有應付價格波動的能力，否則就會被強迫出場。在本研究
中，考慮到交易策略比較的公平性，有設定總資金限制，故在保
證金餘額不足時，並不補足被追繳的保證金額度，而是直接斷頭
出場，以符合實際買賣之損益。
保證金的增加會減少所有交易者類型的交易活動。由於機構
交易者對保證金要求的變化比個體交易者更敏感，因此提高保證
金將導致市場價格波動性增加與市場流動性下降(Chou, Wang and
Wang, 2015)。這說明了調高原始保證金額度會增加投資人的交易
成本，從而使投資大眾交易數量減少；反向思考，我們可知設有
保證金制度的期貨商品會比全部用自有資金交易商品可買賣的數
量多，因而提升了市場流動性。雖然保證金制度因為投入資金的
門檻較低而使得交易者的購買力提升，但同時也使得盈虧產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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槓桿效應。保證金交易所產生的槓桿倍數可以快速讓帳戶中資金
累積，但也可能快速耗竭帳戶中的資金。從前述可知，期貨保證
金的槓桿效應會影響投資人的交易損益及風險程度，故判斷建立
一口期貨所需資金多寡是本研究中交易部位資金管理策略的重
點。

三、資金控管
風險控制和資金管理的基礎是每筆交易的風險程度與投資人
的 交 易 策 略 可 能 產 生 的 連 續 虧 損 交 易 數 量 之 間 的 關 係 (Harris,
2002)，由此可知交易部位數量之決定與資金控管息息相關，而此
觀 點 在 安德烈 ‧ 昂 格爾著 ， 許 琛譯(2015)實 際交 易 中 亦獲得 證
實。資金控管的主旨是透過減少失敗交易中的虧損和最大化贏利
交易中的利潤來累積資金，而交易部位多寡是其中關鍵，故找尋
一個部位控管模式是非常重要的。前一節中提到期貨保證金的槓
桿效應，為了能減少其資金全額投入可能帶來的負面影響，本研
究採用了以10%至90%為建立所有部位所需金額占總資金比例模
式作為策略之一，使投資者能將另一部分資金比例作為被追繳保
證金時可緩衝之資金準備額度，避免因槓桿倍數過高而無法讓策
略持續運作。然而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方法，其實並未考量
到交易過程中可能產生的虧損風險所帶來的影響，故本研究為了
能更有機會縮減風險並擴大利潤，參考了以下相關文獻作為加入
風險考量後之交易部位資金管理策略的探討，並沿用參考文獻中
的進出場模式作為本研究進出場策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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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量風險後交易部位資金管理策略及進出場模式
表2

海龜交易模式

定義每次交易的單位=(資金的1%)/(20天 ATR*商品的每點價
值)，即海龜希望單筆交易可能會遭遇的最大風險為1%的總資
金損失，而單口最大風險程度為20天ATR波動度，故投資者依
資金狀況所作之交易單位也會不同。
原 理
ATR(真實波幅平均)：A指的是平均；TR(真實波幅)為今天股
價真正的波動範圍，指的是在今日最高價減最低價、今日最高
價減昨日收盤價的絕對值與今日最低價減昨日收盤價的絕對值
三者中數值最大者。

資金管理的精髓，是在以下兩者之間做出取捨：是要承擔高
風險、最後失去一切或被迫退場；還是要承擔極小風險，最後手
上留了太多現金(Faith, 2007)。Faith (2007)採用表2中海龜的獨特
交易模式作檢測，並在進行回測後得知，若每筆交易風險由1%至
3%，所承受的連續虧損程度將由32%暴增至92%，因此使用海龜
交易法交易時不會一次投注過多資金，以免因無法生存而影響後
續有利交易。由於海龜交易法在部位控制方面，是透過計算波動
性的高低以決定部位大小，波動性較高或合約價值較大的市場，
其單位規模就會較小，反之亦然，因此這種交易法除了能有效控
管部位縮放之外，亦能兼顧風險管理，故本研究採用此部位管理
模式作為資金管理策略之一，且再加入兩種考量風險後的策略(指
波幅型風險策略及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以此來觀察不同資金管
理策略之間績效值表現的優劣。此兩種考量風險策略的差別在於
各自所定義交易的單位計算不同，波幅型風險策略是採用總資金
的1%至5%除以近n日最高價與最低價間價差乘以商品的每點價值
後計算而得交易口數；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則是採用某倍數單口
MDD(指Maximal Drawdown，最大權益數回落，即投資策略於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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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期間，權益數最大滑落的金額)加上一口原始保證金後之總計額
度作為交易一口期貨投入的資金，然後再以總資金除以交易一口
期貨投入的資金，以獲得交易口數。
為了使交易策略檢測結果具一致性，本研究沿用了海龜交易
法中的一種進出場模式作為進出場策略。海龜交易法在進出場模
式中運用了初始單、停損單、加碼單三種，停損單和加碼單都是
以ATR作為判斷進出場標準，而初始單的進出場則是以突破20日
高點時買進一單位及跌破20日低點時賣出一單位作交易。因本研
究未設定加減碼機制，故只採納海龜交易法初始單的交易模式作
為進出場策略，並且將原先20日之天期修改為短期交易策略常用
之時間。
(二)單筆交易可承受之最大虧損
世上沒有一種方法，可以讓你把把賺錢，想在市場穩定獲
利、長久生存，資金控管絕對是決勝關鍵(金湯尼，2016)！因此
交易時必須把生存放在第一位，並集中精力做好資金控管。金湯
尼(2016)提出了兩個關於停損的資金控管原則，分別是單筆交易
的最大損失不能超過本金的2%及單日交易的總虧損不能超過本金
的5%，這兩個原則都是用來做風險控管，使其能透過減少失敗交
易的虧損，延長交易壽命，以便策略能持續運作。本研究將根據
金湯尼的停損機制，設計成為波幅型風險策略及ATR波動度策略
之風險控管機制。由於本研究資料是採用日資料作為測試樣本，
故融合了金湯尼的兩個停損的資金控管原則，在設計時將單筆交
易的最大損失之參數設定成不得超過本金5%。從上述可知，波幅
型風險策略及ATR波動度策略兩者間之策略設計概念近似，差別
在於兩者間單口最大風險程度之計算方式不同，波幅型風險策略
是採用進出場機制中近n天期最高價與最低價間差額，而ATR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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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策略則是採用進出場機制中近n天期ATR波動度。

四、移動窗格分析法
移動窗格分析法亦稱為前進分析法，Robert Pardo著，李佳儒
譯(2010)指出，當交易系統設計完成之後，要實際交易以前，一
定要先經過前進分析，因要看一個交易系統的穩健度，前進分析
是一個很好的分析方法。由此可得，此方法是建立強大交易模式
中一個不可或缺的功能，故本研究使用此方法作為各個資金管理
策略的分析模式。這種方法與其他最佳化方法的差別在於它獨特
的多步驟策略驗證。首先將整個資料數列切割成多個區段，每個
區段分隔為樣本內和樣本外二個部分，接著針對樣本內的資料進
行最佳化，並將結果套用至樣本外的資料，其他的區段則重複執
行這個程序。由於樣本外的參數是由樣本內數據所產生，所以每
個區段樣本外的績效被認為是真實交易而非曲線擬合的結果，此
種方法同時包含了最佳化與回測，是一種避免策略開發時產生曲
線擬合問題的最佳化方法。曲線擬合是使交易系統與歷史數據緊
密相適應的過程，通常發生在模型過於複雜時，例如使用太多參
數。在金融市場上，這種過度量身訂作的策略往往導致參數無法
適應未來的多變性，而造成績效的表現不如預期。在前進分析法
中，樣本內數據是整個數列的70%到80%，而樣本外數據則是整
個數列的20%到30%(Kirkpatrick and Dahlquist, 2011)。因此本研究
以此作為參考設定了二比一、三比一及四比一等三種樣本外與樣
本內資料比例去作分析。

五、趨勢判斷
本研究四種交易部位資金管理策略完整資料之檢測期間涵蓋
了完整價格週期波動，是為了避免交易策略測試時偏頗價格趨勢
上漲或下跌區間狀況。然而詳細區分出不同市場條件下各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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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表現優劣則是為了研究四種交易部位金資管理策略在完整測試
期間表現優異或不佳的潛在原因。投資人無法精算市場價格走
勢，只能預估資金未來的意圖(林家洋，2017)，而均線即為一種
研判市場趨勢的方法。均線全名為移動平均線(Moving Average,
MA)，是指收盤價在一段時間的平均值，被用來判斷一個時期的
平均成本。手塚宏二著，李貞慧譯(2018)以短期均線與中期均線
組合作為研判目前股市狀況的依據，其短期採用5日均線，中期則
採用20日均線。本研究採納其市場趨勢判斷組合作為依據，列出
了以下判斷趨勢方法：
表3

趨勢判斷模式

多

頭

空

頭

盤

整

均線上揚：收盤價 > 5MA > 20MA。
均線下彎：20MA > 5MA > 收盤價。
5MA > 收盤價 > 20MA及20MA > 收盤價 > 5MA。

參、研究設計與方法
一、資料來源與研究期間
市場上價格的波動是由投資大眾買賣商品所造成，其波動會
遵循週期循環規律。本研究為了在測試交易策略時不至於偏頗價
格趨勢上漲或下跌區間，而是涵蓋完整價格週期波動，所以測試
期間包含價格波動幅度較大之金融海嘯發生時期。完整的樣本外
測試期間為2007年1月至2017年12月，其價格波動如圖所示。由於
在測試期間的策略設計需要採用前置期間資料，因此完整資料期
間包含2004年12月至2017年12月。此期間資料取自臺灣期貨交易
所的近月份台灣加權股價指數期貨日資料，共有3,242筆。由於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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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指期貨契約於交易市場上分為五個交割月份 ，即交易當月起連續
二個月份及3月、6月、9月、12月中三個接續的季月合約，且因多
數投資人交易的是近月份合約，故本研究只採用近月份資料作為
樣本。
1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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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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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本外測試期間價格波動圖

由於本研究採用的策略，進場與出場的時機可能會分別發生
在到期日的前後，為了不中斷進出場策略交易時機點，本研究採
用轉倉的方式，以持續持有未觸碰出場訊號的部位。在進行分析
前，為了避免在期貨合約到期時因轉倉之價格落差造成虛盈或虛
虧的問題，本研究將近月台指期貨日資料做連續化處理，即先計
算結算日當天近月份合約之最後成交價與次月份合約之最後成交
價的差額，再將過去資料所有開、高、低、收價格按照兩者之差
額往回推算，得出調整後價格，而此連續化處理方式，於每月結
算日皆須處理一次，以符合實際買賣操作之損益。

1

台指期從2018年7月2日起實施連續三個月份再加三個季月共六個契約
同時在市場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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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易模式設計過程與策略說明
(一)交易模式設計說明
本研究採用簡易進出場策略搭配交易部位資金管理策略，對
台指期近月份合約的歷史資料進行模擬交易，以得出每次模擬交
易的獲利因子(總獲利除以總虧損)及報酬風險比(總獲利減總虧損
再除以最大權益數回落)。這兩項數據被當作績效指標使用，以比
較不同策略的績效優劣。在全部樣本期間內，本研究使用移動窗
格分析法，以獲取所有模擬交易的樣本外績效指標值及績效指標
平均值。最後再以這些數值進行分析與檢定，以比較策略的績效
好壞。謹將移動窗格分析法應用在本研究的相關設計列示於表4。
表4

移動窗格分析法

先將歷史資料劃分為數個區間，再分割為樣本內期間與樣本
外期間，以樣本內測試後所得之最佳績效指標值的參數去運
原 理
算樣本外資料，最終得出一績效值，而剩餘的區段則重複執
行這個程序。
一般樣本內和樣本外數據所占一區間資料比例如下：
期間比例 1.樣本內數據為整個數列的70%到80%。
2.樣本外數據為整個數列的20%到30%。
為了不因只有一種期間比例造成偏頗某一策略之問題出現，
移動窗格之樣本內資料期間與樣本外資料期間之比例設定共
有下列三種：
應 用
1. 2:1的六個月資料對三個月資料。
2. 3:1的十二個月資料對四個月資料。
3. 4:1的八個月資料對兩個月資料。

(二)交易策略說明
此小節將介紹進出場策略及四種交易部位資金管理策略的原
理、計算方法與參數設定說明。本研究的交易都以新台幣作為計
算幣別。交易的標的為近月份台股指數期貨，其指數1點代表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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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所有策略設定的初始資金都是2,000萬元。原始保證金及維持
保證金分別設為83,000元及64,000元。
表5說明了進出場策略的相關設計。表6至表9則分別說明四種
資金管理策略的相關設計。
表5

進出場策略

以海龜買賣策略中之初始單進出場模式作為進出場的策略：
1.多頭進場：目前價格突破近n日最高價時買進。
原 理 2.多頭出場：目前價格跌破近n日最低價時賣出。
3.空頭進場：目前價格跌破近n日最低價時放空。
4.空頭出場：目前價格突破近n日最高價時買回。
投資大眾常用的長短期判斷包含短期的5日(一週)與10日(雙
天 數 週)、中期的20日(一月)與60日(一季)及長期的120日(半年)與
240日(一年)。
本研究策略為一種短期交易策略，為了避免只用一種參數天
數造成偏頗某一策略之問題出現，故策略中之天數採用了短
應 用 期天數中的兩種天數去做運算，且因期貨市場價格波動較
大，所以將原先短期天數中的5日改成3日，以調高價格判斷
敏感程度。

表6

保證金目標策略

分

類 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之資金管理模式。

原

理 算後所得之金額除以一口期貨的原始保證金，即可得到建立

以10%至90%作為建立所有部位所需金額占總資金的比例，計
的期貨口數。
假設：當時帳戶淨值為1,000萬，資金投入比例為30%。
計算範例：( 10,000,000 × 0.3 ) ÷ 83,000。
計 算
計算結果約為36.14，無條件捨去小數點後，可交易口數為36
口。
1.投入資金比例參數設置範圍為10%至90%之原因：
(1)比例小於10%時，口數之計算會接近於每次只交易一口。
(2)比例大於90%時，口數之計算會近似全數資金皆投入部位
參 數
計算。
如前所述，會不符合本研究探討資金管理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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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保證金目標策略(續)
2.投入資金比例參數值間隔設置為10%之原因：
(1)以便計算時能以整數值去運算。
(2)不做百分比的更加詳細劃分是為了要避免參數的過度優
化。

表7
分

波幅型風險策略
類 加入風險考量去運算部位的資金管理模式。

以1%至5%作為可接受的單筆交易虧損占總資金的比例，將此
比例乘以總資金後所得之金額再除以單口最大風險金額(過去n
原 理 期最高價與最低價的價差乘上台指期一點金額)，即可計算出
建立的期貨口數。此策略中過去n期最高價與最低價的參數n
與進出場策略的參數n相同。
假設：當時帳戶淨值為1,000萬，可接受單筆交易虧損比例為
2%，過去3天最高價與最低價的價差為100點。
計 算
計算範例：( 10,000,000 × 0.02 ) ÷ ( 100 × 200 )。
計算結果等於10，即可交易口數為10口。
單筆交易虧損風險比例之參數設定為1%至5%之原因：
1.下限1%是參考海龜交易法的設定。上限設為5%是參考金湯
尼實際交易經驗所得。
參 數
2.參數值間隔1%是為了避免百分比更細微分割後造成參數過
度優化。

表8
分

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
類 加入風險考量去運算部位的資金管理模式。

首先計算交易一口期貨的最大權益數回落(MDD，指測試期間
權益數最大滑落的金額)。假設目前測試資料為六個月，而運
算一口期貨MDD的資料期間需再往前推六個月(前置期間資
料)。在前置期間內，按照進出場機制，每次進場都只建立一
原 理
口部位，即可從損益數據獲得交易一口期貨的最大權益數回
落金額。將此金額乘上某倍數再加一口原始保證金金額，即
可得建立一口部位所需的資金。最後再將總資金除以建立一
口部位所需的資金，即可獲得交易口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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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續)
建立每口期貨所需資金=一口期貨的MDD × MDD倍數+一口原
始保證金。
假設： 當時帳戶淨值為1,000萬，一口期貨的MDD為10萬，
MDD倍數為2。
算
計算範例：10,000,000 ÷ ( 2 × 100,000 + 83,000 )。
計算結果約為35.34，無條件捨去小數點後，可交易口數為35
口。
從資金管理角度來看，MDD代表市況對策略非常不利時，帳
戶減少的最大金額。為了確保策略可持續交易，準備的資金
至少要MDD加上一口保證金。事實上，實際交易產生的MDD
往往比測試時的MDD多出許多。為了確保策略可持續交易，
設定MDD倍數，以找出最少應投入的資金，是策略不可或缺
的步驟。以下為MDD倍數之參數設定為設1倍至10倍之原因：
1.參數設定時，若槓桿倍數過低(亦即投入過多資金)，會使資
金無法充分有效利用，但若讓槓桿倍數過高(亦即投入太少
數
資金)，又可能會因保證金不足而被迫斷頭出場，導致無法
繼續交易。以MDD計算投入資金的最主要目的就是確保策
略可以持續運作，故最少要1倍，否則狀況發生時資金極可
能不足，至於倍數上限之設定因每次計算MDD時額度的不
確定性且加上未有相關文獻可供參考，故本研究自行設定為
10倍，
2.MDD倍數參數間跳動倍數設定為1倍，是為了採納整數倍數
作運算來避免詳細劃分後導致參數過度優化。

ATR波動度策略
類 加入風險考量去運算部位的資金管理模式。

以1%至5%作為可接受的單筆交易虧損占總資金的比例，將此
比例乘以總資金後所得之金額再除以單口最大風險金額(指過
去n期ATR乘以台指期一點的金額，亦即ATR是正常的波動區
間，若價格離開這區間就出場)，即可計算出期貨的交易口
原 理
數。ATR的參數n與進出場策略的參數n相同。TR是真實波動
區間，它是指今天的最高價與最低價差價、前一天收盤價與
今天的最高價差價的絕對值、前一天收盤價與今天的最低價
差價的絕對值，這三者的最大值。ATR則為TR的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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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9

ATR波動度策略(續)

假設：當時帳戶淨值為1,000萬，可接受單筆交易虧損比例為
3%，過去3日ATR為150點。
計 算
計算範例：( 10,000,000 × 0.03 ) ÷ ( 150 × 200 )。
計算結果等於10，即可交易口數為10口。
單筆交易虧損風險比例之參數設定為1%至5%之原因：
下限1%是參考海龜交易法的設定。上限設為5%是參考金湯尼
參 數 實際交易經驗所得。
參數值間隔1%是為了避免百分比更細微分割後造成參數過度
優化。

三、交易成本
期貨總交易成本包含期貨買進與賣出時的交易稅、手續費及
滑價。交易稅計算為每口契約價值(台指期貨最後成交價格×200
元)×交易稅率(十萬分之2)，四捨五入後再乘上成交口數；手續費
依各家期貨經紀商或證券商規定而定。本研究的設定為手續費一
口60元，交易稅一口40元，滑價則取一口2點(為400元)作計算，
綜合上述計算，進場或出場一口期貨的總交易成本各為500元。

四、最佳參數
最佳化的定義為在給定限制條件下如何尋求某些因素，以使
某一指標達到最佳的一些學科的總稱。本研究採用移動窗格分析
法進行回溯測試，將資料數列分割成多個區段，每個區段再分隔
為樣本內和樣本外二個部分，用樣本內得到之最佳績效指標值的
參數去跑樣本外資料，所得之樣本外績效值，作為真實交易而非
曲線擬合的結果，以此來防止參數過度最佳化。其中最佳績效指
標值的參數指的是每個策略樣本內的最佳參數，而每個樣本內都
挑選最佳參數的規則是為了讓每個策略都能以各自樣本內表現最佳
的參數去跑樣本外測試，使每一交易策略能在同一基礎上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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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實證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2004年12月至2017年12月之近月份台指期貨日資
料作為樣本期間，其中包含了的前置資料期間與測試期間資料，
並以六個月對三個月資料(二比一)、十二個月對四個月資料(三比
一)和八個月對兩個月資料(四比一)等三種移動窗格之樣本內與樣
本外之期間比例及3日和10日兩種進出場策略短期天數去跑資料測
試，接著剔除樣本外之績效值中獲利因子為零及其值接近無限大
者，最後所得之每一策略的樣本外交易績效指標值各有263筆。
考量到四種資金管理策略在不同市場條件下，可能有不同的
表現，因此本研究繼續挑選了上漲、下跌、盤整及金融海嘯等四
個時期，以對這些策略的績效做分析。樣本外資料區段是以短期
均線及中期均線所構成之模式作為每日趨勢判斷依據，即收盤價
大於5日移動平均價，且5日移動平均價大於20日移動平均價為上
漲趨勢、20日移動平均價大於5日移動平均價，且5日移動平均價
大於收盤價則為下跌趨勢、其餘狀況列入盤整趨勢。資料區段中
某一趨勢所占比例最高者則視此區段為此種趨勢市場；金融海嘯
市場則是取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作為觀察區間。
本研究所採用的檢定方式是依在適當的條件下之大量相互獨
立隨機變數的均值經適當標準化後依分布收斂於常態分布的中央
極限定理作為參考，故而採用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t檢定法(Paired
t test)檢測三種考量風險的資金管理策略之績效表現是否皆優於只
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之資金管理策略的績效表現之假說一及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檢測三種考量
風險的資金管理策略間之績效表現是否近似之假說二。兩種統計
檢定法之檢測結果P值皆四捨五入至小數點後第六位，以便結果之
觀察與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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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樣本外績效指標均值
表10

樣本外獲利因子的均值

完整期間
金融海嘯期間
看漲期間
看跌期間
盤整期間

保證金目標

波幅型風險 最大權益數回落 ATR波動度

1.419066326
1.289883807
1.305792268
1.673577558
1.458769058

1.874961713
1.549274061
1.742981349
2.426009363
1.844644031

1.605594187
1.382653245
1.593067965
1.791028630
1.562658530

1.574801630
1.379767561
1.443378877
1.800049184
1.641939884

單純從獲利因子的均值方面觀察，從表10中可知，加入風險
考量計算部位的波幅型風險策略、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及ATR波
動度策略等策略之獲利因子均值皆優於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
位的保證金目標策略獲利因子均值。而有加入風險考量之三種策
略間之獲利因子均值排序部分，以波幅型風險策略表現最佳，另
二者策略之排序中在看跌及盤整期間是ATR波動度策略表現優於
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而在完整、金融海嘯及看漲期間中則是最
大權益數回落策略表現優於ATR波動度策略。
表11

樣本外報酬風險比的均值
保證金目標

波幅型風險 最大權益數回落

ATR波動度

0.113767716 0.211508774

0.176975758

0.152603912

金融海嘯期間

0.251227478 0.389632864

0.320570065

0.326123798

看漲期間

0.103639588 0.152722790

0.198616302

0.123090707

看跌期間

0.712907757 0.937488624

0.798789936

0.823078617

盤整期間

−0.056107493 0.053419034

−0.032333846

−0.018835099

完整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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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純從報酬風險比的均值方面觀察，從表11中可知，加入風
險考量計算部位的波幅型風險策略、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及ATR
波動度策略等策略之報酬風險比均值皆優於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
算部位的保證金目標策略報酬風險比均值。而有加入風險考量之
三種策略間之報酬風險比均值排序部分，除了看漲期間是最大權
益數回落策略最佳之外，其餘期間皆以波幅型風險策略表現最
佳；另二者策略之排序中在完整及看漲期間是最大權益數回落策
略表現優於ATR波動度策略，而在金融海嘯、看跌及盤整期間中
則是ATR波動度策略表現優於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
綜合本小節中獲利因子及報酬風險比兩種績效指標均值來
看，在五種期間下四種交易部位資金管理策略績效表現排序，皆
以保證金目標策略績效表現最差；而另三者策略中，除了在看多
期間的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報酬風險比均值為最佳外，其餘皆是
波幅型風險策略的績效指標均值表現最好；多數情況下表現優劣
排序位於中間的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與ATR波動度策略兩者間績
效指標均值相互比較之結果，在完整期間及看漲期間時兩種績效
指標均值皆是以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表現優於ATR波動度策略，
在看跌期間及盤整期間中兩種績效指標均值則皆是以ATR波動度
策略表現優於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另外在金融海嘯期間因其兩
種績效指標均值皆非常相近，故金融海嘯時期最大權益數回落策
略表現與ATR波動度策略表現為勢均力敵。

二、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t檢定法
表12

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t檢定法之假設

右尾檢定
H0：A策略績效值 ≤ B策略績效值
H1：A策略績效值 > B策略績效值

雙尾檢定
H0：A策略績效值 = B策略績效值
H1：A策略績效值 ≠ B策略績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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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以表12中統計檢定法檢測三種考量風險的資金管理
策略之績效表現是否皆優於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保證金
目標策略的績效表現，若三種考量風險的資金管理策略之績效表
現皆拒絕其小於等於單純以資金比例管理資金策略的績效表現之
虛無假設則符合假說一，但若兩者績效值接近，檢定之判斷可能
出現無明顯差異，則代表不符合假說一。
表13

完整期間考慮風險策略與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策略之
檢定結果
右尾檢定 H0：考慮風險策略績效 ≤ 保證金目標策略績效

考慮風險策略

獲利因子

波幅型風險
P(T<=t) 單尾
最大權益數回落 P(T<=t) 單尾
ATR波動度
P(T<=t) 單尾

0.003436
0.004117
0.008233

報酬風險比

P(T<=t) 單尾
P(T<=t) 單尾
P(T<=t) 單尾

0.000270
0.000004
0.025914

表13顯示了在完整期間有加入風險考量去運算部位的策略與
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保證金目標策略之間績效優劣的結
果。有加入風險考量策略的右尾P值皆大於顯著水準0.05，代表拒
絕考慮風險策略小於或等於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策略之
績效值的虛無假設，也就是說考慮風險策略的波幅型風險策略、
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及ATR波動度策略等三種績效值皆優於只單
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保證金目標策略績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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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漲期間考慮風險策略與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策略之
檢定結果
右尾檢定 H0：考慮風險策略績效 ≤ 保證金目標績效
雙尾檢定 H0：考慮風險策略績效 = 保證金目標績效

考慮風險策略

獲利因子

波幅型風險
P(T<=t) 單尾
最大權益數回落 P(T<=t) 單尾
ATR波動度
P(T<=t) 雙尾

0.087591
0.027978
0.200845

報酬風險比

P(T<=t) 雙尾
P(T<=t) 單尾
P(T<=t) 雙尾

0.221193
0.000134
0.520198

表14顯示了在看漲期間有加入風險考量去運算部位的策略與
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保證金目標策略之間績效優劣的結
果。以獲利因子為績效指標時，有加入風險考量的策略，除了
ATR波動度策略之外，其他兩種策略的右尾P值中有的值雖然大於
顯著水準0.05，但仍然小於顯著水準0.1，代表在顯著水準0.1的情
況下，拒絕考慮風險策略小於或等於保證金目標策略之績效值的
虛無假設，也就是說考慮風險策略績效值除了ATR波動度策略之
外，皆優於保證金目標策略。至於以報酬風險比當作績效指標
時，除了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表現優於保證金目標策略，其他兩
種策略的雙尾P值大於顯著水準0.05，代表無法拒絕考慮風險策略
績效小於等於保證金目標策略績效之虛無假設，也就是說兩者之
間的績效表現無明顯差異。
表15

看跌期間考慮風險策略與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策略之
檢定結果

右尾檢定 H0：考慮風險策略績效 ≤ 保證金目標策略績效
考慮風險策略
獲利因子
報酬風險比

波幅型風險
P(T<=t) 單尾
最大權益數回落 P(T<=t) 單尾
ATR波動度
P(T<=t) 單尾

0.002500
0.040974
0.0828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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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5顯示了在看跌期間有加入風險考量去運算部位的策略與
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保證金目標策略之間績效優劣的結
果。有加入風險考量策略的右尾P值中有的值雖然大於顯著水準
0.05，但仍然小於顯著水準0.1，代表在顯著水準0.1的情況下，拒
絕考慮風險策略小於或等於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策略之
績效值的虛無假設，也就是說考慮風險策略的波幅型風險策略、
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及ATR波動度策略等三種績效值皆優於只單
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保證金目標策略績效值。
表16

盤整期間考慮風險策略與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策略之
檢定結果

右尾檢定 H0：考慮風險策略績效 ≤ 保證金目標策略績效
考慮風險策略
獲利因子
報酬風險比

波幅型風險
P(T<=t) 單尾
最大權益數回落 P(T<=t) 單尾
ATR波動度
P(T<=t) 單尾

0.025627
0.026918
0.034053

P(T<=t) 單尾
P(T<=t) 單尾
P(T<=t) 單尾

0.001963
0.009927
0.084640

表16顯示了在盤整期間有加入風險考量去運算部位的策略與
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保證金目標策略之間績效優劣的結
果。有加入風險考量策略的右尾P值中有的值雖然大於顯著水準
0.05，但仍然小於顯著水準0.1，代表在顯著水準0.1的情況下，拒
絕考慮風險策略小於或等於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策略之
績效值的虛無假設，也就是說考慮風險策略的波幅型風險策略、
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及ATR波動度策略等三種績效值皆優於只單
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保證金目標策略績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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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海嘯期間考慮風險策略與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策略
之檢定結果

右尾檢定 H0：考慮風險策略績效 ≤ 保證金目標策略績效
考慮風險策略
獲利因子
報酬風險比

0.022291
0.028644
0.058732

波幅型風險
P(T<=t) 單尾
最大權益數回落 P(T<=t) 單尾
ATR波動度
P(T<=t) 單尾

P(T<=t) 單尾
P(T<=t) 單尾
P(T<=t) 單尾

0.066267
0.035163
0.064205

表17顯示了在金融海嘯期間有加入風險考量去運算部位的策
略與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保證金目標策略之間績效優劣
的結果。有 加入 風險 考量 策略的右尾P值中雖然有的大於顯著水準
0.05，但仍然小於顯著水準0.1，代表在顯著水準0.1的情況下，拒
絕考慮風險策略小於或等於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策略之
績效值的虛無假設，也就是說考慮風險策略的波幅型風險策略、
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及ATR波動度策略等三種績效值皆優於只單
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的保證金目標策略績效值。
綜合本小節中獲利因子及報酬風險比兩種績效的成對母體平
均數差異t檢定結果可知，除了在看漲期間中波幅型風險與保證金
目標策略的報酬風險比績效指標表現以及ATR波動度與保證金目
標策略檢測之兩種績效指標表現是無明顯差異之外，其餘皆顯示
考量風險策略的績效指標值表現皆優於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
位策略的績效指標值表現，此結果符合本研究之假說一。

三、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
表18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之假設

雙尾檢定
H0：波幅型風險績效值 = 最大權益數回落績效值 = ATR波動度績效值
H1：波幅型風險績效值 ≠ 最大權益數回落績效值 ≠ ATR波動度績效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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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將以表18中統計檢定法檢測三種考量風險的資金管理
策略間之績效表現是否近似，若無法拒絕虛無假設則代表三者間
之績效表現無明顯差異，符合本研究之假說二，但若三者績效值
落差較大，檢定之判斷可能出現拒絕虛無假設，即代表不符合假
說二。
表19

樣本外之獲利因子及報酬風險比ANOVA test雙尾P值
完整期間 金融海嘯期間 看漲期間

獲利因子 0.472896
報酬風險比 0.798359

0.803862
0.947825

0.740540
0.830035

看跌期間

盤整期間

0.225575
0.873733

0.826791
0.763144

表19顯示了以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檢測三種考量風險的資金
管理策略間之績效指標值是否相同的結果。表中之雙尾P值皆大於
顯著水準0.05，代表無法拒絕波幅型風險策略績效指標值等於最
大權益數回落策略績效指標值等於ATR波動度策略績效指標值之
虛無假設，也就是說無論是以獲利因子還是報酬風險比作檢測，
三種考量風險的資金管理策略間之績效指標值表現無明顯差異，
符合本研究假說二。
綜合上述所有關於各種條件下四種交易部位資金管理策略之
績效指標均值及檢定結果來看，無論是在完整資料測試期間，還
是在上漲趨勢、下跌趨勢、盤整趨勢及金融海嘯四種市場條件
下，四種策略績效表現中只單純以資金比例管理資金策略的保證
金目標策略之績效表現於多數情況下皆為最差，投資人應避免選
用這種部位控管策略；然而，雖然在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之檢定
結果中顯示三種考量風險的資金管理策略間之績效指標值皆為相
近，但若以績效均值詳細區分可知波幅型風險策略的表現在多數
情況下都是最好的，是投資人應用部位控管策略時最優先的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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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至於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與ATR波動度策略兩者間的績效表
現方面，在完整期間與上漲期間是以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表現較
好，在下跌期間及盤整期間則是以ATR波動度策略表現較優秀，
而於金融海嘯發生期間，因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與ATR波動度策
略兩者間的兩種績效指標均值皆很相近，代表金融海嘯期間的兩
種策略表現旗鼓相當。

伍、結論與建議
一、結

論

由於期貨的保證金制度是一種槓桿交易模式，例如原本要用
自有資金100%投入之商品，可能在保證金制度下只需10%資金即
可做交易，因此保證金制度除了降低投資資金門檻，也同時提供
了眾多投資人參與金融市場的機會。無論交易時是購買或賣空，
這種機制都可以增加市場的流動性和效率。在台股期貨這種高槓
桿的金融商品交易中，高報酬伴隨著的是高風險，如何讓自己在
交易時在報酬與風險之間取得平衡，良好且有效的資金控管及部
位管理就是一個很重要的要素。由於良好的資金管理策略可避免
槓桿倍數過低導致資金無法充分有效利用或過高造成部位斷頭使
策略無法持續運作，因此本研究想從中探討在相同的進出場條件
下，不同資金管理策略的績效優劣。除了分析考量風險的資金管
理策略是否會比單純以資金比例管理資金的策略績效來得好之
外，也分析考慮風險的資金管理策略之間的績效好壞。
本研究採用了四種不同交易部位資金管理策略，其各自可建
立部位口數的運算方式分別是波幅型風險策略與ATR波動度策略
以1%至5%作為單筆交易虧損風險比例，以此比例乘以總資金算
出單筆可接收虧損金額，再將它除以一口期貨部位在停損時的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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損金額(波幅型風險策略以近n日最高價減近n日最低價計算，ATR
波動度策略以近n日ATR計算)；保證金目標策略以10%至90%作為
建立所有部位所需金額占總資金的比例再除以原始保證金；最大
權 益 數 回 落 策 略 則 以 全 部 資 金 除 以 每 口 期 貨 的 投 入 資 金 (亦 即
MDD×MDD倍數+原始保證金)。由於口數的多少會影響每筆交易
盈虧的額度，因此運用資金管理的策略以決定交易部位數量是影
響策略績效好壞的重點之一。
在實證結果中，本研究採用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t檢定方法做
檢測，發現只單純以資金比例運算部位之策略的績效表現均劣於
有加入風險考量運算部位之策略的績效；由此可知，在保證金目
標策略中除了配置緩衝金額度以避免因被追繳保證金而強制出場
外，加入風險管理考量對於投資者而言，亦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綜合所有檢定結果，無論是在完整資料測試期間，還是在上漲、
下跌、盤整及金融海嘯四種市場條件下，多數情況下，都是波幅
型風險策略表現最佳，這種資金管理策略應是投資人資金管理的
首選；而若是在ATR波動度策略與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作選擇，
完整資料測試期間及多頭期間應使用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空頭
期間和盤整期間則使用ATR波動度策略較佳。至於金融海嘯時
期，這兩種策略的績效指標均值表現很相近，故使用ATR波動度
策略或最大權益數回落策略兩者之一皆可。
獲利因子和報酬風險比是本研究所使用的績效指標，採用這
兩種績效指標的原因是它們在考慮報酬的同時也兼顧風險，但在
實際交易中投資人很容易為了追求高報酬而忽略其潛在的風險程
度，如同在本研究中亦可以計算並挑選出哪一個策略的報酬是最
高的，但我們會發覺報酬最高者在考慮風險之後它不一定是最好
的。從單純談風險這個角度切入，不同風險屬性的投資者交易的
模式會有所不同，例如討厭風險者就是每次只交易一口，偏好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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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者交易時就是用盡所有資金全押，處於中間區段者可能按每筆
單最大虧損百分比數去計算交易口數。由於本研究探討的主題不
是把追求的目標放在高報酬，目的是放在承受一定風險之下，可
以享有比較好的報酬，故不論投資者的風險屬性如何，用獲利因
子和報酬風險比這兩個績效指標來找出的策略，普遍可以讓那些
同時兼顧報酬風險的投資人認同。

二、研究限制與建議
(一)研究限制

1.資金限制
為了各個策略之間公平交易，本研究有做資金限制，設定投
入資金兩千萬元，並加入追繳保證金制度，即在當日收盤後帳戶
餘額低於維持保證金時，隔日開盤就會被斷頭出場，以符合實際
買賣操作之損益。

2.績效值限制
為了各個策略檢定結果之公平，本研究剔除了績效值中獲利
因子(總獲利除以總虧損絕對值)為零(亦即整個測試期間每一筆交
易損益皆為虧損的交易)與獲利因子的值接近無限大(亦即整個測
試期間每一筆交易損益皆為獲利)等會影響到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
t檢定法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之判斷者。

3.結果限制
因本研究之資料未納入近月份台股指數期貨以外的期貨商
品，故四種交易部位資金管理策略之研究結果僅適用於所取樣之
資料，無法擴及他項期貨商品。

 132 

交易部位資金管理及其績效之研究

‧
(二)對後續研究者建議

1.添加加減碼設定
本研究所使用策略採用資金控管中的部位縮放邏輯，且為了
保證各個策略之間進出場時機點一致，並未加入加減碼設定，但
實際操作上，加減碼是投資人常見的增加報酬與攤平成本動作，
後續研究者可嘗試從這方面下手，探討加入加減碼後，策略最後
測試結果是否有所不同。

2.更改資料期間
由於本研究未能找到完整期貨近月份五分鐘或三十分鐘資
料，所以只採用日資料進行分析，但在台指期貨近月份龐大交易
量下，日內價格變動相當可觀，後續研究者可收集近期台指期貨
近月份五分鐘或三十分鐘資料，並測驗在分鐘資料與日資料下，
測試結果有何差異。

3.觀察交易量變化
本研究中之交易部位資金管理策略並未加入成交量的變化作
為考量因素，但從資金管理角度來看，不管是空手建立部位時或
已有部位要做加碼時，交易口數的決定皆可將成交量列為決策要
素，後續研究者可將其加入資金管理策略中一併探討。有關成交
量之變化情況，譬如在價格向上突破且爆量的情境下，可能是投
資大眾看好後市；在量先價行的概念中，量可以做未來價格的預
測，而對未來價格預測所增加之部位多寡會決定此筆交易暴露風
險的程度。

4.使用其他績效值檢視資金管理策略優劣
本研究是使用報酬相對於風險的比例的指標，除了本文使用
的獲利因子與報酬風險比外，後續研究者亦可找尋此一類型的其
他績效指標做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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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入其他統計方法
本研究為了檢驗不同策略績效的優劣順序，採用之統計方法
為成對母體平均數差異t檢定法及單因子變異數分析法，後續研究
者亦可找尋其他統計方法做測試，例如隨機優勢方法(stochastic
dominance meth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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