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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gretl 的英文全名是 Gnu Regression, Econometrics and Time-series Library, 它

是 使 用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授 權 的 開 放 原 始 碼 軟 體  (Open Source 

Software)，由 Allin Cottrell and Riccardo "Jack" Lucchettii 共同發展的計量軟體。目

前在台灣可能比較少人聽說過這個軟體，所以我特別撰寫此手冊來推薦它給國人。 

gretl 雖然源自於 Linux 作業系統, 但它的 Windows 版本 也十分好用, 特

別是初學者幾乎不需學習任何語言指令, 只要用點選選單、填入數據的方式，就可

以估計大部份的統計檢定和計量模型，功能十分完整，繪圖部份則由著名的 gnuplot 

來支援顯示，其多樣性不在話下，相較於其它有名的商業收費統計軟體而言，一點

也不遜色。而且 gretl 除了中、英文版之外，已經有法文、德文、義文、萄文、俄

文、西班牙文、波蘭文、土耳其文、巴斯克 (Basque) 文等各種語言的版本，這是

一般商業計量軟體無法達成的國際化程度，相信 gretl 這個軟體很快就會有廣大的

使用者社群。 

特別的是，gretl 是一個完全免費的自由軟體，大家可以自由下載，在教學上

或使用上，都十分方便，並且可以理直氣壯。對於經費有限的教師和學生來講，都

不需要再擔心是否侵犯別人的版權。而且 gretl 這個軟體目前已有繁體中文的使用

介面 (是由我翻譯的，請多指教)，對台灣的使用者而言，學習的進入障礙可以大大

地減少，我們也不需要非使用只有英文顯示介面的計量軟體了! 老師們也可以多一

些專注在計量的應用詮釋，而不用太多時間花在計量軟體操作的指導。 

其實我在 2002 年就開始接觸、觀察、使用 gretl，且曾實際應用於計量相關

課程的教學, 經過幾年之後，發現 gretl 的功能日益成熟，因此決定也對自由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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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群貢獻小小的心力。2009年初，在加入 gretl 團隊進行軟體介面的中文翻譯的初

步工作之後，發現 gretl 目前的使用手冊都是英文的，對中文的使用而言，還是有

一點隔閡。因此決定再撰寫此中文使用手冊，將 gretl 介紹給大家使用。經過數個

星期的奮鬥，勉強搶時間寫出這本書的 beta 版 (就是開始讓大家試用的電子書 

PDF 版)，以分享推廣的精神，先在網路上公開下載，提供免費的教育目的使用 (即

非商業性使用)。[註1] 

什麼是自由軟體？ 

以下對「自由軟體」一詞的詮釋，係引自教育部校園自由軟體應用諮詢中心，

網址 http://ossacc.moe.edu.tw/modules/tinyd1/index.php?id=308。 

自由軟體是指可以讓您自由的使用、研究、散佈、改良的軟體。 

自由軟體在使用授權上賦予軟體使用者以下的四種自由： 

〔自由 0〕使用的自由： 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來使用軟體。 

〔自由 1〕研究的自由： 可以研究軟體運作方式、並使其適合個人需要。 

〔自由 2〕散佈的自由： 可以自由地複製此軟體並散佈給他人。 

〔自由 3〕改良的自由： 可以自行改良軟體並散佈改良後的版本以使全體社群受益。 

它和傳統商業軟體之間最顯著的差異在於： 

自由軟體鼓勵你拷貝 

自由軟體允許你研究、改良 

而其中的關鍵點在於自由軟體將不但將程式原始碼開放，並授權您不只可以看到程式原始

碼，並且可以對它改良及散佈，自由軟體幾乎等同於是公共的智慧財，而相對的另一類我們

在網路上常見的免費軟體及共享軟體，雖然您一樣可以免費的下載使用，但您卻無法看到它

的程式原始碼，更不可能也不可以對它的程式進行修改，而且即使是免費，您也不可以任意

的拷貝給您的朋友，所以這就是為什麼免費軟體不等於是自由軟體。 

 

                                                 
1 本書免費授權提供給對 gretl 有興趣的老師、學生和個人，於教育性非商業之使用 (即個人可下載列

印使用, 或以合理成本的代價形式, 集體由學生送往影印店印製，並裝訂為講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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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本書 

這本書並非 gretl 官方英文版手冊的翻譯，它的定位只是「簡易操作手冊」，

所以才命名為「gretl 入門手冊」，因此本書並非為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授

權的 PDF 電子檔，但仍然歡迎教學及個人免費下載使用 (見註 1 之說明)。 

目前本書的重點是介紹 gretl 的「軟體操作部份」，並沒有就統計、計量理論

做詳細的說明。所以有涉及計量模型、或統計檢定的部份，需要配合課程，或其它

參考書來使用會比較恰當。 

其實我原本想要直接翻譯英文手冊，這樣的中文手冊就會自動隨附在安裝檔

中。但英文手冊內容很紮實 ( grelt 1.8.0 版的有 215 頁之多，且大部份都是文字)，

翻譯的工作量不是我一個人可以負荷。原本最理想的情況，依自由軟體的發展模式，

應該是號召自願團隊，每人只要貢獻一點點，但大家一起來，翻譯會比較快、比較

週延。可是我在我原來的網站 http://yaya.it.cycu.edu.tw/gretl/ 徵求過自願者，但可能

沒什麼人聽過這個軟體，或者是在這個領域的人比較少，所以沒有什麼回應。(對此

工作有興趣者，歡迎和我連繫，e-mail: yinyang@ms17.hinet.net)。 

所以我先行翻譯了主要的軟體操作介面之後 [註2]，再來就是決定動手寫出此

書，當做公益推廣。 

gretl 的特色: 

� 繁體中文視窗介面, 使用容易 

不需學習指令撰寫, 即可操作大部份功能 (直接下載安裝體驗, 就知道!) 而且

應該不需手冊, 在中文使用介面的導引下 (中文界面是我加入 gretl 團隊所翻

                                                 
2 其實也還沒有全部完成, 在 3000多條英文項目中，大約只翻譯了 2/3 ，有一些翻譯的考量是「刻

意」保留原文，有一些是翻譯後會影畫面顯示，所以中譯後又恢復為英文。當然我目前仍持續在翻

譯，以及進行測試中，您若想試用最新的翻譯 *.po 檔, 我也會公佈在網站中，讓大家自行下載使用。 



4   gretl 入門手冊  楊奕農 CYCU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譯的, 在中文環境下安裝完, 自動就是中文版), 馬上就會上手操作 (加上我即

將要在網站上釋出的 gretl 入門手冊來說明一些需要特別說明的功能, 在教

學、學習上就更不會有問題了)。 

 

� 自由下載, 合法免費使用 

這是自由軟體的特色... 給教學資源經費不是很充裕的教學機構在計量教學研

究的另一種選擇 (alternative)。 

 

� 計量功能完整 

特別是在我較熟悉的時間序列方法方面, gretl 提供自我迴歸移動平均 

(ARIMA) 、一般化自我相關條件異質變異 (ARCH/GARCH)、向量自我迴歸 

(Vector Autoregression)、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VECM)、Engle-Granger 

Engle-Granger共整合檢定、Johansen Johansen共整合檢定；另外 gretl 也可以

估計 Panel、非線性模型 (Nonlinear models)、最小誤差絕對誤差迴歸 (LAD)、

分量迴歸 (quantile regression)、最大概似法、GMM 一般動差法、聯立方程式

(Simultaneous equations) 等。 

 

� 支援各主要計量教科書的範例資料 

目前的版本安裝完後, 除了 gretl 示範檔之外, 自動附有 William Greene,  

Econometric Analysis, 和 Ramanathan,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教科書中的

範例資料, 另外也可以自 gretl 官方網站 http://gretl.sourceforge.net/index.html 

下載以下教科書的範例資料: 

 

    * Wooldridge, Introductory Econometrics 

    * Gujarati, Basic Econometrics 

    * Stock and Watson, Introduction to Econometrics  

      (還有程式範例 script) 

    * Davidson and MacKinnon, Econometric Theory and Methods 

 

� 有即時回應的使用討論與問題反應 mailing list 網路社群 

雖然只有英文的討論網路社群, 但我親自反應過一些問題, 發現回應超快,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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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專業, 過去的 mailing list 討論紀錄可以參見: 

http://lists.wfu.edu/mailman/listinfo/gretl-users 

 

� 支援多國語言 

這是大部份商業軟體做不到 (或沒有誘因) 的, 目前 gretl 除了中、英文版之

外，已經有法文、德文、義文、萄文、俄文、西班牙文、波蘭文、土耳其文、

巴斯克 (Basque) 文等各種語言的版本，這是一般商業計量軟體無法達成的國

際化程度，相信 gretl 這個軟體很快就會有更廣大的使用者社群。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第 1 章  gretl 的下載與安裝 

gretl 軟體的首頁網址是：http://gretl.sourceforge.net/。gretl 的原始版本是在 

linux 作業系統下所開發的，但是它的 Windows 版本也同步地在更新成長，目前 

(2010年 11月) 的正式釋出的版本為 1.9.2。3 在此手冊中只簡要地介紹 Windows 版

本的下載與安裝方式。 

1.1  正式釋出版下載 

 

 
 

目前 (2010 年 11 月) 的正式釋出的版本為 1.9.2。如果你想要下載的是 

Windows 版本，在左邊的選單中點  gretl for Windows，然後找文中第一行的 

                                                 
3  2009年 4 月時的正式釋出的版本為 1.8.0，這個版本是我翻譯的第一個中文版本，只有選單是中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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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etl-1.9.x.exe 連結，應該就會引導你到 Sourceforge (自由軟體的大本營) 網站去下

載，由於台灣有同步映像站 (mirror site)，所以下載速度「飛快」。 

一般而言，連結到了這個 Sourceforge 網站，幾秒鐘後應該就會自動開始下

載 (如下圖所示)。如果等很久還沒有動作，請點選 “Your gretl download will start 

shortly…” 下一行的「direct link」，即可手動下載。 

 

 

 

1.2 下載 CVS 版和最近翻譯 PO 檔 

CVS 版本 

若想體驗 gretl 的最新功能，可下載 CVS (current version snapshot) 版，即發

展 中 版 本  1.9.x (經 常 更 新 ， 常 常 會 推 出 新 的 功 能 ； 更 新 紀 錄 可 參 見



8   gretl 入門手冊  楊奕農 CYCU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http://gretl.sourceforge.net/ChangeLog.html )。但請注意，CVS 版是下一正式版本的

測試版，內含新功能和舊 bug 的修正，但由於新功能還在測試中，所以也可能比較

容易有一些新的 bug。下載點 

http://gretl.sourceforge.net/win32/gretl_install.exe 

或是由 gretl 的首頁去連結所有版本的下載點和相關說明。 

1.3  安裝 gretl 

在  Windows 下 安 裝  gretl 很 簡 單 ， 在 下 載 完 成 的  gretl-1.9.x.exe 或 

gretl_install.exe 之圖示上點擊兩下後，會開啟如下的安裝畫面，雖然安裝程式介面

是英文的，但還好通常只要一直按 [Next] 或 [OK] 鈕即可順利完成安裝，在此就

不多贅言。 

 
 

安裝好 gretl 之後，用滑鼠在桌面的圖示上點兩下，或者是由 Windows XP 的 

[開啟/所有程式/gretl] 群組中的 gretl 選項來開啟皆可。

中文顯示的字形設定 

更改字形設定，以在報表與繪圖中正確顯示中文 (不然你會看到亂碼) 之示範

操作畫面與說明, 詳見「gretl 入門手冊」之第 2、5 章。簡要敘述如下: 

� 文字報表顯示中文字形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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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主選單, 點選 [工具/偏好設定/設定固定寬度字形大小]，然後在出現的對話

視窗中將字形從 Courier New 改成 NsimSun (即微軟新宋體，若選的是新細明體也

無法正常顯示中文 ，因為有的文字報表會有不正確對齊的現象)。 

� 繪圖功能中文字形設定: 

(1) 隨便開啟一個示範資料檔, 然後在任一變數上按滑鼠右鍵, 畫一個「機率

分配圖」或「時間序列圖」。 

(2) 在剛才的圖形視窗上，用滑鼠左鍵在圖上任一處按一下，在出現的選單

中，點選其中的 [編輯]，在 [設定圖字形] 下拉的選單中，建議將字形設定改為 

NSimSun (或者你想自己試試其它字形看會不會出現亂碼)，再勾選「設定為預設」

項，按確定之後，只要設定這一次，以後就都可以順利顯示中文了！ 

1.4  gretl 主視窗說明 

gretl 主視窗中值得注意的有五個部份 (見下圖所示)： 

(1) 主選單 

主選單功能表之分類為:  

‧ 檔案 

舉凡開啟、儲存、關閉檔案的選項都在此 

‧ 工具 

在此項下，可以找到各種分配的臨界值、p 值、均數和變異數的基本假設檢定、

各種分配的繪圖、無母數檢定 (包含 Wilconxon rank sum test，signed rank test，runs 

test)、以及 gretl 之偏好設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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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料 

此項下可以增加、編輯資料變數、增加或移除樣本、進行資料類型轉換 (將資料

轉換成時間序列 (time series)、橫剖面 (cross-sectional)、或追踨資料 (panel data)) 

‧ 檢視 

在此項下可以執行變數繪圖、進行主成份分析 (Principal components)、顯示變數

的敘述統計、相關係數矩陣、交叉自我相關圖等。 

‧ 新增變數 

在此功能表選項下，可以方便地產生常用的變數，例如將變數取自然對數、數取

平方、取落後期、取一階差分、取對數再一階差分、取季節差分，或者依需要產

生各種形態的變數 (例如虛擬變數)、產生順序變數、產生時間趨勢變數、亂數產

生器等。 

 

(4) 資料頻率 與 樣本期間

(5) 快速工具列

(1) 主選單

(3) 資料變數區

(2) 資料檔名

 

 
‧ 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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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功下，可以設定、恢復子樣本範圍，進行樣本篩選等、隨機選取子樣本、以及

替遺漏資料 (missing value) 設定代碼等。 

‧ 變數 

大部份對變數進行檢定、或繪圖的功能都在此項下，包含常性檢定、單根檢定、

計算 Gini 係數等 

‧ 模型 

此選單下之功能提供了各種常見的計量模型，包含一般最小平方法 (Ordinary 

Least Squares ) 、加權最小平方法 (Weighted Least Squares)、異質變異修正模型、

兩步驟最小平方法 (Two-Stage Least Squares，2SLS)、高精準度之一般最小平方

法、Logit、Probit、Heckit、Logistic、Possion 模型；在時間序列模型方面有自我

迴歸移動平均 (ARIMA)、一般化自我相關條件異質變異 (ARCH/GARCH)、向量

自我迴歸 (Vector Autoregression)、向量誤差修正模型 (VECM)、Engle-Granger 

Engle-Granger共整合檢定、Johansen Johansen共整合檢定；另外 gretl 也可以估

計 Panel、非線性模型 (Nonlinear models)、最小誤差絕對誤差迴歸 (LAD)、分量

迴 歸  (quantile regression)、 最 大 概 似 法 、GMM 一 般 動 差 法 、 聯 立 方 程 式

(Simultaneous equations) 等。 

(2) 資料檔名 

gretl 預設的附檔名有以下幾種： 

資料檔：附檔名為 *.gdt (取自 gretl data 的縮寫)，用來存放原始資料。 

指令檔：附檔名為 *.inp，用存放程式指令之用。 

分析檔：附檔名為 *.gretl，用存放已經分析過的結果，方便再次使用。 

(3) 資料變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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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是已開啟的資料檔 *.gdt 中，所有的資料變數，預設是依變數代碼排序，

也可以依需要用變數名稱排序。注意，gretl 的變數只能為英文字元組成，而且英文

的大小寫被視為不相同的變數。 

(4) 資料頻率 與 樣本期間 

這個位置會顯示目前開啟檔案之資料頻率 (年、月、日、或無日期 (Undated) 

與全樣本 (full sample) 期間。若你暫時使用了樣本篩選的功能，也會在此顯示目前

所使用之子樣本 (sub-sample) 期間。 

(5) 快速工具圖示列 

在主視窗最下方，是快速工具圖示列，可以更方便地開始我們所需要的各種

功能 (如下圖所示)。 

開啟新的 gretl

指令檔 (script)

開啟 gretl 指令視

窗 (console)

開啟 gretl 圖示視

窗 (icon view)

估計 OLS 模型
開啟 gretl 使用手

冊 (英文版)

開啟示範資料檔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第 2 章 從簡單迴歸開始 

 
安裝好了 gretl 之後，點選桌面上的圖示，就可以開始使用 gretl 了，你應該

可以看到如下的畫面，不要懷疑，在 gretl 版本 1.8.0 以後，在中文視窗下，你就

可以看到中文化的視窗選單，所以學習起來應該是比其它的英文版計量軟體容易許

多。 

 

 

 

中文顯示的設定 

不過，另外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想要在估計結果，或繪圖中正確地顯示中文，

你必需要點選 [工具/偏好設定/設定固定寬度字形大小]，然後在出現的對話視窗中

將字形從 Courier New 改成 NsimSun (即微軟新宋體，若選的是新細明體也無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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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顯示中文) (如下圖所示)。 

 

2.1 開啟資料檔 

我們先不用準備任何資料，直接使用隨 gretl 安裝時所附的資料庫中的資料，

來說明如何用 gretl 跑簡單迴歸。 

請按 [檔案/開啟資料檔/示範資料檔] ，以開啟示範資料檔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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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點選 [Ramanathan] 的資料庫，並雙點擊選擇其中的 [data3-6] Disposabl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這個選項 (如下圖) 就可以開啟該資料檔了。 

 

 

 



16   gretl 入門手冊  楊奕農 CYCU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data3-6] Disposable income and consumption 這個資料檔中有，你應該可以看到共有 

3 個變數。變數名稱分別為 const、Ct、和 Yt，其變數代碼分別為 0、1、2，以後如

果增加新的變數時，gretl 會自動依序給定變數代碼，使用者可以暫時不需要去管這

個代碼，我們只要記住在跑迴歸時所用的變數名稱就可以了，不過要提醒大家，是

它的變數名稱只能用英文字元，而且 gretl 和其它計量軟體不一樣的地方，而且大

小寫視為不同的變數。 

2.2 敘述統計 

若要看變數的敘述統計，只要同時按 [shift 鍵] 可複選 Ct 和 Yt 這兩個變

數資料，然後滑鼠指標停在陰影區之上，再按滑鼠右鍵，選 [敘述統計] 如下圖，

就可以查看所選的這兩個變數的敘述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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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應該可以看到一個新開啟的視窗，如下圖所示。其中會列出 Ct 和 Yt 這兩個變數

的平均數 (MEAN)、中位數 (MEDIAN)、最小值 (MIN)、最大值 (MAX) 、標準差 

(S.D.)、變異係數 (C.V.)、偏態係數 (SKEW)、和超峰態係數 ( EXCSKURT) (註：

即峰態係數減 3)。 

 

 

2.3 跑簡單迴歸估計 

接著我們示範如何用剛剛開啟的資料來跑簡單迴歸。假設我們想要跑的迴歸

式是： 

Ct = b1 + b2 Yt 

 
亦即應變數是 Ct，而自變數包含一個常數項和 Yt。我們可以在選單上點 [模型/一

般最小平方法]，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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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後就會出現 [設定模型] 的視窗。在視窗左邊的出現的是變數區，點選 Ct 之後，

按應變數下方的 [選取] 按鈕，Ct 就會被選為應變數 (dependent variable)；同樣的

方式，先點選 Yt 變數，按自變數下方的 [加入] 按鈕，Yt 就會被選為自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如果你希下一次執行「一般最小平方法」時，Ct 自動被選為

應變數，則可以勾選 [設定為預設變數] 這個選項。另外，常數項 const 預設是會

自動被加入在簡單迴歸模型之中，若你在估計迴歸式時，有特殊的需求，不要常數

項時，你可以點選自變數框中的 [const]，然後按 [移除] 鈕就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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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定好你需要的選項之後，按確定就可以得到簡單迴歸的估計結果如下： 

 

 

 
在估計結果的視窗中，你可以看到此簡單迴歸估計所使用的樣本數是 36 個，

資料期間是 1959-1994年。在 coefficient 一欄下方所顯示的是估計出來的係數，例

如常數項的估計值 (即 b1) 是 -384.105，而 Y t 的係數 (即 b2) 是 0.932738；在 std. 

error、t-ratio、p-value 欄下方的數字，分別是係數的標準誤、t 值、p 值；不論是用

t 值或 p 值來看，直觀的結果應該是顯著地拒絕這兩個係數為 0 的虛無假設。 

不過通常我們要對迴歸係數進行統計推論之前，應該檢查迴歸模型的殘差，

以確定其是否符合古典迴歸所要求的前提假設，如此一來才能保證我們得到的估計

係數具 BLUE (最佳線性不偏估計式) 的性質。下一章再介紹如何在 gretl 進行這些

檢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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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迴歸殘差圖 

在跑完迴歸之後，我們可以將迴歸殘差圖和迴歸線畫出來看看此模型的配適

狀況如何，gretl 提供了很方便的功能可以做這件事。回到剛才估計結果的視窗 (此

例為 Model 3)，點選 [繪圖/實際及預測值繪圖/以 Yt 為 x 軸]， 

 

 

之後就可看到以下這個迴

歸線和資料的配適情形。

你若將滑鼠移到十字符號

上，它還會顯示該點的資

料標籤，當我們想要看看

哪些點是可能的「極端值」

(outlier) 時，這個功能就

會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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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將迴歸存入分析檔 

分析檔 (session files) 是 gretl 軟體一個特殊的計設，它主要的功能是方便我

們下一次分析同樣的模型時，不必再進行重覆的步驟 (更多詳細的分析檔說明，請

參見第 6 章)。要將方才估計的簡單迴歸模型 (model 3) 存入分析檔，只要在模型

估計結果視窗中點選 [檔案/存入分析檔] 或 [檔案/存入分析檔為圖示後關閉視窗] 

即可 (如下圖)。 

 

 
 

 

要看看存入分析檔之後的結果，請回到主工作視窗，點選 [檢視/圖示]，在新開啟的

圖示視窗中，你應該可以看到有一個 [Model 3] 的圖示 (如下圖)，在 Model 3 的圖

示上用滑鼠點兩下，就可以看到我們剛才跑的迴歸模型了 (在此就不再顯示畫面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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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2 下開啟

Model 3

 

這是如果你想要暫時結束剛才的工作，按主工作視窗右上的 X 按鈕，或按 

[檔案/結束] 你會看到如下問你是否要儲存剛剛變動的分析檔 (s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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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是(Y)] 的按鈕後，選擇並輸入想要存的目錄和檔名，gretl 會將此分析檔存成 

*.gretl 的檔案，方便我們下次再使用。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第 3 章 迴歸模型的檢定 

一般初學者在跑完迴歸模型之後，通常會急著去解釋迴歸估計的結果，或者

馬上對迴歸係數進行檢定，但其實這樣的步驟並不是正確的。因為古典的迴歸模型

對模型的殘差有一些基本的假設，在符合這些假設的前提下，線性迴歸模型所估計

出來的係數才用擁有「最佳線性不偏估計式」(BLUE) 的性質。簡單地說，若線性

迴歸模型的殘差不符合特定的假設，會使我們的統計決策與推論不正確，例如無法

拒絕應該拒絕的虛無假設，或者拒絕了不應該拒絕的虛無假設，這些都是我們在例

用迴歸模型來分析資料時，不可不慎之處。以下先介紹常見的的迴歸殘差的檢定，

後節再介紹迴歸係數的檢定。 

3.1  線性迴歸殘差的假設 

 
根據高斯-馬可夫定理 (Gauss-Markov Theorem)，若簡單線性迴歸殘差符合以下

的假設，我們使用一般最小平方法來估計 21 b̂b̂、  時，就可以得到具有 BLUE 的性

質的估計量。換言之，我們應該要檢定迴歸模型的殘差 (residuals)，看看是否符合

以下的性質： 

(1) 殘差期望值為零 (zero mean) :  E(u) = 0  

(2) 殘差具同質變異 (homoskedasticity) : var(u) = σ2，σ2 為一固定常數。 

(3) 殘差無自我相關 (non-autocorrelation) : cov(ut, ut-s) = 0,  for s ≠0。 

(4) 因變數與殘差無相關 (orthogonality) : cov(x, u) = 0,  for any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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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想要讓所得到之估計式也將具有常態分配的性質，則應該要加上第 5 個假

設： 

 
(5) 殘差為常態性 (normality)  

不過，一般來說，只要樣本數夠大，一般最小平方法所得到估計式之分配，

將可漸進為常態分配 (Hill, Griffiths, and Judge, 2001)。所以在進行迴歸分析的時

候，上述第 (5) 個假設是否成立，在樣本數多的時候就相對較不重要。 

由於在迴歸式中有常數項時，最小平方法 (OLS) 所估計之殘差，都很接近 0，

因此通常我們不會特別去檢定 E(u) = 0 是否成立。而因變數與殘差無相關之檢定，

在文獻中比較少看到，所以以下分別介紹如何檢定殘差是否符合假設 (2)-(3)，以及 

(5) 的檢定。 

 

3.2  殘差同質變異之檢定: White 檢定 

 
這一類常見的檢定有兩種，一種是 White 檢定 (又分成只含平方項，以及含

交乘項兩種形式)，其基本原理就是在估計完迴歸式後，取得迴歸之樣本殘差，將之

取平方後當做應變數，然後對常數項、自變數、和自變數的平方，再跑一次輔助迴

歸式 (auxillary regression)，最後將此輔助迴歸式之樣本數乘上 R2 可得到 LM 統計

量，其服從自由度為 n-1 的卡方分配： 

2
)1n(

2 ~RT −χ×  

(注意，n = 輔助迴歸式中不含常數項之待估參數之數目，此例中，n = 2)。下圖中我

們示範在 gretl 中如何執行 White 只含平方項的異質變異檢定。在剛剛所估計簡單

迴歸的結果視窗中，點選 [檢定/殘差異質性檢定/White 檢定 (含交乘項)]， 



26   gretl 入門手冊  楊奕農 CYCU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即可看到殘差異質性的檢定結果如下。其中應變數 uhat^2，即代表迴歸殘差取平方 

(在 gretl 中殘差被稱之為 uhat，就是 û  的意思)，而 White 檢定所得到的 T×R2 = 

4.186315，其對應之 p 值為 0.123297，所以不管顯著水準是 1%、5%、10% 的情

況下，都無法拒絕 White 類型的「無異質變異」之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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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殘差同質變異之檢定: ARCH LM 檢定 

如果你的樣本資料是時間序列資料的話，通常會再進行 ARCH 類型的異質變

異檢定。如果樣本資料不是時間序列資料，則不需要進行這種檢定。 

要執行 ARCH LM 檢定，請在估計結果視窗中，點選 [檢定/ARCH 異質變異

檢定]，gretl 會要求你輸入欲檢定之落後期數 (Lag order for ARCH test) 如下圖所示 

(此例落後期輸入為 8)， 

 

 

 
按確定後即可得到 ARCH LM 檢定的結果如下圖。初步來看，我們會認為落後期填

入 8 時，LM = 4.74147，其 p 值，P(Chi-Square(8) > 4.74147) = 0.784817，據此得到

無法拒絕落後 1-8 期都沒有自我相關異質變異之結果。但你應該可以發現，下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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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落後 1 期之係數，alpha(1) 的 p-value 有打了一個 * 號，這表示此迴歸模型在落

後 1 期時可能有 ARCH 異質變異存在。 

 

 
所以我們應該重覆上述的檢定步驟，但是這次落後期數填入 1，檢定結果如下： 

 
 
果然得到的結果，LM = 4.65356，其 p-value 是 0.0309892，因此意味著若顯著水準

選擇 5%時，統計推論反倒是應該是拒絕「無 ARCH 型自我相關異質變異」之虛無

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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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還有一種常見的自我相關異質變異的檢定是 Ljung-Box 的 Q2 檢定。要

進行這一種檢定，必需先將迴歸模型之殘差取平方，然後用 Ljung-Box 的 Q 檢定

來得到檢定結果。我們先回到迴歸結果視窗，點選 [儲存/殘差平方]，然後 gretl 會

要求你輸入要將殘差平方儲存成什麼變數名稱，通常我們就用 gretl 給的預設名稱

即可。 

 

 
 

按確定之後，回到主工作檔視窗來看，你應該會看到視窗中多了一個 usq1 的變數 

(你看到的變數名稱可能和我的不一樣，不用覺得奇怪，你只要記住是不是剛剛在變

數屬性中填入的名稱即可)，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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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 usq1，再按滑鼠右鍵

 
 

接著用點選 usq1 這個變數，再按滑鼠右鍵，選 [自我相關圖]，在隨後出現

的對話視窗中的 maximum lag 項中填入你想檢定的落後期數 (此例為 8)，按確定

之後會出現兩個視窗，一個是顯示自我相關函數 (ACF) 和 偏自我相關函數 (PACF) 

的圖；Ljung-Box 的 Q2 檢定則是在另一個視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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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以發現，在上一個視窗所顯示的結果，LAG 一欄表示落後期數，Q-stat. 一

欄下方所顯示的數值才是我們要注意看的 Ljung-Box Q2 值，通常我們會依落後期

數，將之分別表示為 Q2 (1)= 3.4236、Q2 (2)= 3.4671、…、Q2 (8)= 4.5668，而從各個

Q2 值所對應的 p-value 來看，特別是 Q2 (1) 的 p-value= 0.064，若用 5% 的顯著

水準來推論，則應該得到無 ARCH 自我相關異質變異的結論 (注意，這個結果和先

前示範的 ARCH LM 檢定結果並不一致，這是常見的情況，勿需大驚小怪)。 

3.4  殘差無自我相關之檢定 

要進行殘差無自我相關之檢定，要回到迴歸結果視窗，在選單上點選 [檢定/

殘差自我相關檢定]，然後在隨後出現的對話視窗中的「欲檢定之落後期數」 項中

填入你想檢定的落後期數 (此例仍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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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確定之後會出現以下的檢定結果視窗。在視窗中出現的自我相關檢定其實有 3

種，分別為聯合檢定 F 統計量：LMF=3.889762、前面介紹過的 LM 檢定：TR2 = 

19.612900、以及 Ljung-Box 的 Q 檢定：Q(8)= 32.2082；而其對應的 p-value 分別

為 0.00391、0.0119、和 8.55e-005。這些 p-vlaue 值都很小，顯示模型的殘差顯著具

有自我相關的現象。 

 

 

3.5  殘差常態性之檢定 

所謂殘差常態性檢定，就是檢定迴歸模型的常態是否符合常態分配的假設。

要進行常態性檢定，同樣地回到迴歸結果視窗，在選單上點選 [檢定/殘差常態性檢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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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定結果會出現兩個視窗，以下僅列出其中一個如下圖所示： 

 

 
上圖用紅線所框起來的部份，Chi-squared(2)=0.101 是 Doornik-Hansen 檢定的

統計值，從其對應的 p-vlaue = 0.95079 來看，應該的推論應該是『無法拒絕「殘差

為常態分配」的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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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 Doornik-Hansen常態性檢定之外，gretl 也提供了其它常態性檢定，例如

很常見的 Jarque-Bera 常態性檢定。要得到其它常態性檢定的結果，必需先將迴歸

模型之殘差存成一個變數，然後再進行常態性檢定。我們先回到迴歸結果視窗，點

選 [儲存/殘差]，然後 gretl 會要求你輸入要將殘差存成什麼變數名稱，通常我們就

用 gretl 給的預設名稱即可 (此例為填入 uhat2)， 

 
 
最後再按確定。顯示出來的檢定結果如下，其中 JB值 (Jarque-Bera 統計量的簡稱) 

= 0.310095，其對應之 p-value = 0.856374，所以結果和 Doornik-Hansen 常態性檢定

相同，推論都是『無法拒絕「殘差為常態分配」的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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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以上 3.1-3.5節對迴歸殘差的檢定，可知對於第 2 章所估計以下這個迴歸模

型 

Ct = b1 + b2 Yt 

其殘差檢定，無法拒絕 White 類型的異質變異虛無假設，簡單地說，也就「沒有 

White 類型的異質變異」；可是 ARCH-LM 檢定卻指出在 5%的顯著水準之下，必

需拒絕「沒有 ARCH 類型的異質變異」之虛無假設；換言之，就是有 ARCH 型之

異質變異。 

另外在殘差的自我相關上，LM 檢定和 Q 檢定都一致地拒絕「無自我相關」

的虛無假設，這指出迴歸殘差仍有自我相關的問題有待處理。至於在殘差常態性的

檢定上，Doornik-Hansen常態性檢定和 Jarque-Bera常態性檢定 (還有其它的檢定) 

的結果是，我們沒有證據指出殘差不符合常態分配的虛無假設。 

綜合來說，我們所示範的這個迴歸模型之殘差，並不符合高斯-馬可夫定理對

線性迴歸殘差假設的要求，所以沒有再進一步修正迴歸模型之前，其實是不適合對

迴歸係進行檢定。但由於如何修正迴歸模型的計量方法，已超過本手冊的介紹範圍，

無法在此深入說明，大家可自行參考計量的書籍。 

下節我們就直接略過迴歸模型的修正討論，而「假裝」以上所有對迴歸殘差

的假設都符合高斯-馬可夫定理對線性迴歸殘差假設的要求，逕行介紹在 gretl 中如

何檢定迴歸係數。 

3.6  迴歸係數的檢定 

如果我們想對迴歸係數進行檢定，當然必需先建立係數的虛無假設。例如，

我們的虛無假設是 

H0: b2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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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的虛無假設檢定已經不需要再任何特別的步驟了，因為之前跑完迴歸的結果，

就已經有足夠的資訊讓我們來進行判斷。 

回到第 2 章的迴歸模型結果 (再次顯示如下以方便參考)，注意看 Yt 的係數

是 0.932738，而跟在後面的 p-value= 1.44e-041 ***，這告訴我們 p 值很小很小，

這表示我們應該拒絕 H0: b2 = 0 的虛無假設。白話一點來說，也就是 b2 ≠ 0；常見的

詮釋就是 Yt 對 Ct 有顯著的影響，因為如果 b2 = 0，迴歸方程式的意思不就是 Yt 

不影響 Ct 嗎? 

 

 

 

所以 H0: b2 = 0 的這種對係數的虛無假設，在迴歸分析中是很常見的。但有的

時候，可能是由於某種經濟或財務理論的關係，我們必需建立其它的虛無假設，例

如想檢定看看 b2 是否等於 1，則虛無假設就要寫成 

H0: b2 = 1 

在 gretl 要做這種檢定，在模型結果視窗上，點選 [檢定/係數線性限制檢定]，然後

會出現對話視窗，在其中填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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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 =1 

再按確定就完成了我們所要的檢定。 

 

輸入限制式

限制式 b[2] = 0 之

F 檢定結果

 

如果你要做的是聯合檢定 b1 = b2 = 0，在上圖所示的視窗中要分別成兩行來輸

入才可以： 

b[1]=0 

b[2]=0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第 4 章 gretl 資料處理 

gretl 可以直接讀取「匯入」各種常見軟體的資料檔，例如 Stata、SPSS、

Eviews、Excel、ASCII 文字檔、JMulTi、CSV 文字檔等。以下僅介紹匯入 Excel 和 

Eviews 的資料檔做為示範。 

gretl 可讀取匯入的資

料格式

 

4.1  匯入外部資料 

要將外部資料匯入 gretl 檔的方式，其實十分容易。在主選單中點選 [開啟資

料檔/匯入資料]，再選擇資料檔的格式種類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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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Excel 匯入資料 

假設我們要匯入的  Excel 資料檔為  data3-6.xls 的工作表  sheet1，其為 

1959-1994 年，樣本數共 36 筆的資料，變數有 3 個，名稱分別是 obs、CT、YT  (如

下圖所示)。 

 

匯 入  E x c e l  的

資 料 時 ， 要 記

住 工 作 表 名 稱

 

 

 
在主選單中點選 [開啟資料檔/匯入資料]，再選擇 Excel，出現檔案選擇對話視窗

後，點選你要匯入的資料檔 (例如 data3-6.xls)，之後會出現如下的對話視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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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el 資料工作

表中開始的欄

(column)

Excel 資料工作

表中開始的列

(row)

Excel 資料工作

表的名稱

最後按確定即可

 

 

最後回到 gretl 主工作視窗，即可看見匯入的資料 (如下圖)；其中 obs 變數並沒有

匯進來，這是因為 gretl 會自動判定匯入的資料是時間序列的年資料，所以省略了 

obs。注意要檢查一下資料是否已完全匯入。另外，要再次提醒，gretl 對變數的命

名，其英文大小寫是有區別的。 

注意資料頻率，樣本

期間是否正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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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Eviews 匯入資料 

gretl 讀取 Eviews 的資料，幾乎是「無痛」匯入，就是不需要任何其它的特

別動作。我們開啟  Eviews 所附的示範資料  intl_fin.wf1，該檔一般是安裝在 

C:/Program Files/Eviews6/Example Files/Sample Programs/logl 的子目錄下。 

在主選單中點選 [開啟資料檔/匯入資料]，再選擇 Eviews，依上述的子目錄

位置，找到並點選 intl_fin.wf1 之後，按確定即可。如果你不幸遇到以下的錯誤畫

面 

 
 

不要緊張，這個是 Eviews 檔案 5.x 和 6.x 版相容性的問題，你只要先用 Eviews 

重新開啟此 intl_fin.wf1 檔，並再儲存一次，然後就可以在 gretl 中順利開啟了。

開啟之後畫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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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CSV 檔匯入資料 

注意，如果你的資料是股匯市的日資料時，請儘量不要直接用 gretl 開啟或匯

入 csv 檔！因為，這樣子雖然 gretl 仍可以順利讀此 csv 檔，但由於股市日資料通

常是不規則資料 (有很多假日沒有交易)，所以 gretl 不會用日資料的格式來判讀；

當然你匯入的資料仍是正確的，只是 gretl 會使用「無格式」的時間序列資料來儲

存，跑模型和進行檢定都不會有問題，但是畫圖的時候，橫軸就會顯示 1, 2, 3, …，

而不會顯示以日期為座標。 

我的經驗是，先用 Excel 開啟你剛剛下載的 csv 檔，因為 gretl 對 Excel 資

料匯入的支援最為完整。即使 Excel 中的資料時間順序是「遞減」而不是「遞增」

的，也不用去 (重新排序) 處理它，gretl 在讀 Excel 檔時，會自動判斷來修正。 

以下茲以自 Yahoo Finance (英文) 網站下載股市資料 cvs 檔，並匯入 gretl 為

例詳加說明。在連上 http://finance.yahoo.com 首頁之後，點選 [INVESTING]→

[Market Stats] (如圖 4.1.1 所示)。 

 

圖 4.1  Yahoo Finance 首頁進入資料庫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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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就會進入 Yahoo Finance 的全球股市資料庫。在此頁的左上方，[Indices] 項

下，有 [US] 和 [World] 兩個選擇，因為我們示範下載的是台股大般指數，所以點

選 [World]，進入下一網頁後，選擇其中的 [Asia/Pacific]，會出現如圖 4.1.2 的畫

面。畫面框框中最下方的選項 [^TWII] 就是台股大盤指數。 

 

圖 4.1.2  Yahoo Finance 全球股市資料庫。 

點此項 [^TWII] 就會進入台股大盤指數資訊主頁，要下載歷史資料的話，接

著點選左方的 [Historical Prices] (見圖 4.1.3)，即可開始填入你要下載的資料開始日

期 (Start Date)，和結束日期 (End Date) (如圖 4.1.4；還可以選擇你要下載的是日資

料 (Daily)，或者是週 (Weekly)、月 (Monthly) 資料。 

填好後按 [Get Prices] 就會先顯示你填的日期範圍內最近期之前幾筆資料，不

用管它，直接捲到此頁的最下方 (如圖 4.1.5 所示)，找到 [Download to Spreadsheet] 

並點選它。 

然後電腦就會問你是否要儲存檔案，選 [儲存檔案] 後按 [確定]，就可以讓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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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資料要存到那一個子目錄。輸入你自訂位置和檔名即可完成下載 (參見圖 

4.1.6) 

 
圖 4.1.3  Yahoo Finance 台股指數資訊主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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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4  填欲下載的資料日期和頻率。 

 
圖 4.1.5  點選下載資料。 

 

圖 4.1.6  儲存下載資料為 csv 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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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請不要直接用 gretl 開始 csv 檔，因為這樣子雖然 gretl 仍可以順利讀此 csv 

檔，但由於股市日資料通常是不規則資料 (有很多假日沒有交易)，所以 gretl 不會

用日資料的格式來判讀。 

我 的 經 驗 是 ， 先 用  Excel 開 啟 你 剛 剛 下 載 的  csv 檔  (以 此 例 而 言 ，

ex-TW-2004-09.csv)，如圖 4.1.7。注意，其中的資料時間順序是「遞減」的，不過

不用去 (重新排序) 處理它，gretl 在讀 Excel 檔時，會自動判斷。 

 

 

圖 4.1.7  用 Excel 開啟剛剛下載的資料 csv 檔。 

 
將 開 啟 的  ex-TW-2004-09.csv 檔 ， 另 存 為 Excel 的 檔 案 格 式 ， 例 如 

ex-TW-2004-09.xls 檔 (最好是選擇 「Microsoft 97/95 活頁簿」的格式，Excel 2003 

以後的格式我沒有親自試過，不知會不會成功，請讀者自行嘗試看看)。 

最後再開啟 gretl，用 [開啟資料檔]→[匯入資料]→[Excel]，你可能會看到類

似如下的警告畫面，這是正常的，因為我們的日資料本來就會因為有假日的關係而

有「遺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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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8  用 gretl 匯入 Excel資料的警告訊息。 

 

按 [關閉] 鈕之後，我們自 Yahoo Finance 所下載資料應該就已經順利匯入 gretl 

之中了！如下面的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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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屬性 

一般常見的商業計量軟體，對中文的支援都不好，但 gretl 對中文則支援地十

分良好，我們可以在各個變數後輸入變數附註說明，以利將來的使用。以上節所匯

入的 Eviews 資料檔為例，在 CAC40 的變數上用滑鼠點右鍵選一下，然後選 [編

輯變數屬性] ，然後就可以輸入中文的變數說明 (如下圖所示)。 

 

結果可以顯示成以下的樣本，最後再儲存起來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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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檔資訊 

以上的變數屬性編輯完之後，我們可以在主選單上，點選 [資料/顯示資料檔

說明]，  

 
 

gretl 就會自動幫我們製做這個資料檔的說明如下： 

 
 

利用這個功能，如此一來我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了解某一個資料檔的資訊。若你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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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人工加註一些說明，可以在主選單上，點選 [資料/編輯資料資訊]，在其中輸入

資料，存檔以利日後所用 (例如下圖所示)。 

 
 

 

4.2  建立新資料檔 

除了從 gretl 所附的資料檔，或從其它格式匯入資料之外 (如前節所述)，我

們當然也可以自行用手動的方式來輸入資料，以下分別加以說明之。 

gretl 資料類型 

要自行手動輸入資料之前，你當然必需先知道你想輸入的資料類型為何。gretl 

可以處理的資料類型分為 3 種：(1) 橫斷面資料 (cross-sectional) (2) 時間序列 (time 

series) (3) 追蹤資料 (Panel，亦有人譯為「縱橫資料」。要手動建立資料檔，請在

主選單上按 [檔案/建立新資料檔]，gretl 會問你要輸入的資料「樣本數」有幾筆，

填入之後按確定 (此例樣本數填入 20)，然後再選擇「資料類型」，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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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橫斷面資料 (cross-sectional) 

所謂橫斷面資料，簡單地說，就是固定在某一個時間點，經由統計、調查、

實驗等方式，所取得的資料。例如某一年台灣各縣市所得、某一次班級學生期中考

成績等皆是典型的橫斷面資料。 

如果你要輸入的是橫斷面資料，就在前一個畫面的資料類型對話視窗中選擇

「橫斷面資料」即可，按 [下一頁] 鈕後，看你是否要馬上接著手動輸入資料；若

是，則勾選「開始輸入資料」，再按「套用」鈕，之後 gretl 會問你變數的名稱，

請以英文替你的變數取一個名稱 (此例填入 y)，再按確定就會看到出現一個「編輯

資料」視窗，我們就可以開始手動輸入資料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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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輸入完之後，按 [關閉] 鈕即可。回到主視窗，你應該可以看到如下的畫面，

其中已經多了一個變數 y，其變數代碼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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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間序列資料  

所謂時間序列 (time series data)，係指在不同時間點，經由統計、調查、實驗

等方式，所取得的資料。最典型的時間序列資料，就是像某一段期間之股市資料、

或某一段期間之某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統計資料等。如果你的資料是時間序列資料，

則在輸入資料時，就會有「資料頻率」 (data frequency) 的選項必需選擇，操作步

驟請參見下一小節「gretl 資料頻率」的說明。 

(3) 追蹤資料 (Panel data) 

所謂追蹤資料，其實就是橫斷面資料和時間序列資料的「綜合版」，也就是

資料同時包含了某一個時點的的橫斷面資料，但這些橫斷面資料又各有不同時間點

的資料。例如 2000-2008年台灣各縣市的所得資料就是追蹤資料的一種。 

gretl 資料頻率 

gretl 所設定的時間序列資料之資料頻率有年資料、季資料、月資料、週資料、

日資料 (又分成 5 日、6 日、7 日 三種)、小時 (hourly) 資料、10 年資料、其它 

(Other)。其中日資料依資料產生的每週日數來定，例如台灣股市交易每週只有 5 天，

所以日資料就要選 5 日的日資料，其自動排除週六、週日的日期；而如果你的資料

是匯市的匯率交易價格資料，由於交易日可能連週六週日都有，因此必需依照實際

的資料來選擇適當的資料頻率。 

值得特別一提的是「Other」，其它頻率的資料，這種資料有時間上的先後順

序，但並不需要特別去定義它產生的「實際時間」。使用的時機，通常是我們有時

間上不規則的資料，例如交易日遇國定假日而不連續，處理日期上較麻煩時，就會

乾脆把這種日資料定義成「Other」；有的時候是寫程式來進行模擬，像執行蒙地卡

羅實驗 (Monte Carlo experiment) 時，也不需要定義實際的時間頻率，這些情況皆可

以選擇使用「Other」的資料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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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資料頻率轉換 

有的時候，根據研究的需要，我們會將手中的時間序列進行資料頻率轉換，

通常是將高頻率的資料，轉成低頻率的資料；gretl 可以協助我們將日資料轉成週或

月資料，將週資料轉成月資料，將月資料轉成季或年資料等功能。以下僅顯示將日

資料轉成週或月資料的畫面，它提供了以平均方式轉換、以加總方式轉換、取期末

值、或取期初值等等的方式來轉換。各種方式以及其它頻率的轉換，各位可以自行

實驗看看其轉換的結果。 

特別提醒一下，有時在將日資料轉成週資料時，會遺失原有的日期格式，此

時可依你原本選擇的轉換方式 (即以平均方式轉換、以加總方式轉換、取期末值、

或取期初值等來轉換)，再重新設定「資料類型」，選擇「時間序列」之後，即可再

次輸入實際的時間標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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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日資料轉為週

/月資料

 
 

 

4.4  在工作檔中新增資料 

改變子樣本數 

有的時候，因為分析資料的需要，我們可能會改變估計或分析所採用的樣本

數，如果我們只暫時根據某些條件來選取某些樣本，成為分析所用的「子樣本」

(sub-sample)，那我們可以在主選單上選取 [樣本/樣本篩選]，設定條件來選子樣本；

如果我們的資料是時間序列類型的資料，那我們可以點選 [樣本/設定子樣本範圍] 

來選擇特定時間的樣本為子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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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時間篩選子樣本

以特定條件篩選子樣本

 

 

增加樣本總數 

有的時候，我們會需要真正增加資料的樣本總數，而不只是如上前所述，暫

時改變子本樣數而已。如果要增加樣本總數，要在主選單上點選 [資料/增加樣本]，

在隨後出現的對話視窗中，填入 [要增加的樣本數]，再按確定即可。 

 

 
 



楊奕農 CYCU   gretl 入門手冊 57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人工輸入新變數資料 

不管你原本的資料類型為何，在維持「樣本數相同」的前提下，如果你要另

外手動輸入其它 (例如第 2 個變數 x)，則皆可在主選單上，點選 [新增變數/產生新

變數]，隨後會出現一個對話視窗，要求你輸入變數名稱 (此例填入 x)，按 [確定] 鈕

之後的步驟，就前面所述，和手輸入 y 資料的方式相同。輸入完資料後，若還要繼

續輸入其它資料，請重覆相同的步驟即可。 

 

根據公式產生新變數 

我們在估計計量模型的過程中，常常會需要在原始的資料變數之外，再根據

某些特定的公式產生新變數，以利後續的估計，例如將變數取差分、將變數取對數、

用原始股價來計算報酬率、將變數取倒數等等這樣的功能需求。常見的產生新變數

函數功能，在 gretl 主選單中 [新增變數] 功能表之下可以找到許多內建常用的函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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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產生新變數。gretl 會自動依預設的命名方式，來產生新的變數。 

 

 

 

以下皆以 gretl 所附之 djclose.gdt 的 djclose 變數為例來說明 gretl 預設的

命名和變數產生的公式。其中包含： 

‧ 取自然對數 

l_djclose = log(djclose) 

‧ 取平方 

sq_djclose=djclose^2 

‧ 取落後期 

點選此功能後，gretl 會請你輸落後期，本例填入 4 之後，即會產生 4 個新變

數，分別是落後 1, 2, 3, 4 期，相當於執行了以下 4 個指令 

djclose_1=djclose(-1) 

djclose_2=djclose(-2) 

djclose_3=djclose(-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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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jclose_4=djclose(-4) 

其中 djclose(-1) 係指 djclose 落後一期的變數資料。不過要特別注意的是，gretl 會

將新產生的變數，和原來的 djclose 包裹在一起，按 djclose 變數前出現的「+」，

展開之後才可以看得到方才產生的 4 個落後期變數。 

 

 

 

 
‧ 取一階差分 

d_djclose=djclose-djclose(-1) 

或者是 

d_djclose=diff(djclose) 

其中，diff() 是 gretl 內建的一階差分函數 

‧ 取對數再一階差分 

ld_djclose=diff(log(djclose)) 

這是在處理財務變數常用的方法，其意義相當於計算報酬率 (的近似值)，因為根據

自然對數全微分的法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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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ln(P)) = dP/P，若 P 代表股價，則 dP/P 則可詮釋為報酬率；如果 P 是總體物價

水準，那 dP/P 則可詮釋為物價上漲率。 

‧ 取季節差分 

這裡指的季節，其實字面意義太過於狹小，它應該是「週期」差分，不過大

家沿用已久，所以就維持了季節差分這個名詞的用法。在這個功能之下，gretl 會根

據你現在所用工作檔的時間序列資料頻率，來決定取季節差分的這個選項的新變數

產生的公式 (時間序列資料頻率，請回到前節詳閱「gretl 資料頻率」那一斷的介紹)。 

如果你的時間序列資料頻率是年資料，這個季節差分功能就會自動變成灰色 

(表示無法使用)，週資料時雖然這個選項可以選，可是產生的新變數沒有包含任何

值。所以，只有資料頻率是季資料、月資料、日資料可以使用這個功能。以 y 當做

變數為例，在資料頻率為季資料的情況下，季節差分就是和落後 4 期相減 

sd_y = y – y(-4) 

在資料頻率為月資料的情況下，季節差分就是和落後 12 期相減 

sd_y = y – y(-12) 

在資料頻率為日資料 (又分成 5 日、6 日、7 日 三種) 的情況下，季節差分就是和

落後 5、6、7 期相減 (略去日季節差分的公式)。 

但有時候我們還是會使用到並非由 gretl 內建的功能表所包括的函數，像上述

提及的「將變數取倒數」這種方式，我們就必需自行用 [新增變數/產生新變數] 的

功能，然後在出現的「新增變數」視窗中，填入我們所要產生的變數和公式。以下

圖為例，我們將可產生 djclose 變數的倒數，並將新產生的變數命名為 y，按確定

之後，主視窗就隨即會出現這個新產生的變數了，gretl 還會幫我們記著第一次產生

這個變數所使用的公式在變數附註說明之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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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用運算符號 

如上一節所示範的例子，我們在分析資料時，常需要自行依特定公式來產生

一些新變數，gretl 支援在產生新變數公式中常見的基本運算元，這些符號除了會在

產生新變數時使用之外，也常用在樣本篩選的選單功能對話視窗中。茲以 Table 4.4.1 

整理如下。 

 

Table 4.4.1  gretl 支援之常用運算符號與範例 
符號 功能 範例 
+ 
− 
* 
/ 
^ 

加 
減 
乘 
除 
次方 

x2 = x1 + x2 
x3 = y2 – x2 
x5 = x1 - 0.5* y2 
x6 = 1/(x1+x2) 
x7 = x1^3-(x2+x3)^0.5+x4^(0.5+3*x5) 

= 大於、等於、小於 、條件判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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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不等於  
(常見於條件判斷式

之中，或產生虛擬變

數時使用) 

   if  my_pv<=0.05 
      … 
   endif 
 
   smpl x1<>0 --restrict 
產生虛擬變數 
   badnews = (my_return<0) 

 

常用函數 

gretl 所支援常用的函數，大致分為兩類，一個是在估計模型之後，可以將一

些與模型有關的統計量、係數等取出另存為 (數值、矩陣、或資料) 變數，以利後

續之使用，在 gretl 英文手冊中，稱之為 accessors (我將之譯為內部函數)，其是以

「$」符號為開頭，再跟著英文字來命名；另一類的函數就是一般常見的數學、統計

函數。以下依變數名稱之英文字母順序，分別用兩個表整理之，以供參考。值得附

帶說明的是，以下所列舉的這些函數，是比較常用的，要完整的支援函數列表，可

在在主選單中，點選 [說明/函數參考說明] 後就可以看到：此外，這些函數也可以

和上一節所介紹的運算符號混合使用， 

 

Table 4.4.2  gretl 支援之常用內部函數與範例 
函數名稱 功能 範例 
$aic Akaike information 

criterion 
my_aic = $aic 

$bic Schwarz's Bayes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 

my_bic = $bic 

$coeff(x1) 
$coeff 

取出模型其中之係數 
(或放入矩陣) 

在估計完 OLS 模型之後，例如： 
   ols y const x1 x2 x3 
取出 x2 的係數 (填入你要抓的自變數名稱)： 
   my_b2 = $coeff(x2) 
或將全部的係數放入一個矩陣 
   my_coeff = $coe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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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4.2  gretl 支援之常用內部函數與範例 
函數名稱 功能 範例 
$df 取出最近一所估計模

型的自由度 
 my_df = $df 

$dwpval 取出最近一所估計模

型的 Durbin-Watson 
統計量的 p 值 

 my_pv = $ dwpval 

$ess 殘差平方和 (error 
sum of squares)，有的

教科書稱為 SSR (sum 
of squared residual) 

 my_ssr = $ess 

$Fstat 迴歸的 F 統計量  my_F = $Fstat 
$h 這是 GARCH 模型所

估計的條件變異數 
在估計完 GARCH 模型之後才可取用 
 h = $h 
殘差標準化 
 stz_err = $uhat/$h 

$lnl 最大概似值  my_logL = $lnl 
$ncoeff 模型中待估參數的個

數 
 my_k = $ncoeff 

$nobs 目前所選的 (子) 樣

本中的樣本數 
 my_nobs= $nobs 

$pvalue 取出最近一次所進行

檢定所對應的 p 值  
在估計完 OLS 模型之後，例如： 
   ols y const x1 x2 x3 
對 x2 的係數進行檢定，H0: b[2] =0，即在模型估

計結果視窗選單，點選 [檢定/係數線性限制檢

定] ，在出現的對話視窗中輸入限制式： 
   b[2] =0 
然後回到模型估計結果視窗，在選單中點選 [儲存/
產生新變數]，在出現的對話視窗中，將方才執行的 
Wald 檢定之 p 值取出，放在 my_pv 變數中： 
   my_pv = $pvalue 

$rsq 這是迴歸的 (未調整) 
判定係數，即 R2 

my_R2 = $rsq  

$sigma 迴歸的標準誤 
(standard error of the 
regression) 

my_sigma = $sig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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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4.2  gretl 支援之常用內部函數與範例 
函數名稱 功能 範例 
$stderr(x1) 
$coeff 

取出估計模型之係數

標準誤 (或放入矩陣) 
在估計完 OLS 模型之後，例如： 
   ols y const x1 x2 x3 
取出 x3 的係數之標準誤 (填入你要抓的自變數名

稱)： 
   my_b3_stderr = $stderr(x3) 
或將全部的係數標準誤放入一個矩陣 
   my_stderr = $stderr  

$T 取出最近一次估計模

型時，所使用的樣本個

數 
(注意和 $ nobs 並不

相同) 

my_nobs = $T 

$t1 目前使用之子樣本的

第 1 筆資料之 index 
my_first_obs = $t1 

$t2 目前使用之子樣本的

最後 1筆資料之 index 
my_last_obs = $t2 

$test 取出最近一次所進行

檢定所對應的 統計值 
在估計完 OLS 模型之後，例如： 
   ols y const x1 x2 x3 
對 x2 的係數進行檢定，H0: b[2] =0，即在模型估

計結果視窗選單，點選 [檢定/係數線性限制檢

定] ，在出現的對話視窗中輸入限制式： 
   b[2] =0 
然後回到模型估計結果視窗，在選單中點選 [儲存/
產生新變數]，在出現的對話視窗中，將方才執行的 
Wald 檢定之 Wald 值取出，放在 my_W_stat 變數

中： 
   my_W_stat = $test 

$trsq TR2 = $T*$rsq 即常見的 LM 的統計量： 
my_TR2 = $trsq 

$uhat 取出殘差資料 my_resid = $uhat 
$yhat 取出模型對應數的配

適值 
在估計完 OLS 模型之後，例如： 
   ols y const x1 x2 x3 
即在模型估計結果視窗選單，點選 [儲存/產生新變

數]，然後在出現的對話視窗中，將方才估計的模型

之配適值 (就是樣本內的預測值) 取出，另存放在 
my_yhat 變數中： 
   my_yhat = $y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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函數範例說明 

函數是一種變數轉換的概念，即「輸入『參數』 � 得到『結果』」這樣的

將 A 轉成 B 的轉換關係。函數表達的形式一般為：  

結果 = func(參數 1, 參數 2, 參數 3, …) 

例如將資料變數 x1 透過取落後 2 期的函數 lags()，將結果存入 z1 資料變數之中，

在下表中的語法是寫成 

lags(p, x) 

由於此例落後期數 p=2，x = x1，結果存成 z1，所以在產生新變數的對話視窗 (或

指令視窗) 中要輸入的公式就是 

z1 = lags(2, x1) 

除了特別有註明之外，下表中的一些變數符號代固定的義意，例如： 

(1) 資料變數： y, x, x1, x2, … 

(2) 數值變數： scalar 

(3) 矩陣變數： matrix 

(4) 分配形式： dist 

(5) 自由度： df1, df2, … 

(6) 符號「|」：代表「或」的意思 

例如 abs(x | scalar | matrix) 係指輸入參數可以是資料變數 x、或數值 scalar、

或矩陣變數。 

(7) 中括號： 代表「可不填入」的選項，視情況而決定是否要給的輸入參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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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 cdf(dist, y|df1 [,y|df2] [,y])，可以是 cdf(z, y)，或是 cdf(t, df1, y)，或是 cdf(f, 

df1, df2, y)。 

(8) 落後期數或階次 (orders): p, q。 

這是依循類似像 ARMA(p,q) 的表達方式，在時間序列模型中，是一種常見

的慣例。  

 

Table 4.4.2  gretl 支援之常用數學與統計函數與範例 
函數名稱 功能 範例 

abs(x | scalar | matrix) 取絕對值 my_positive_x1 = abs(x1) 
abs(-0.5) = 0.5 

acos(x | scalar | matrix) cos() 的反函數 產生圓週率 
my_pi = acos(-1) 

boxcox(x,d) 
 

d: 參數 

著名的 Box-Cox 轉換，公式

如右所示 
 










=

≠−

=

0dif)xlog(

0dif
d

1x

x

t

d
t

t  

cdf(dist, y|df1 [,y|df2] [,y]) 累積機率密度函數 
若 
   pr=Pr(X≤y) 
即 
   pr=cdf(…,y) 
    
dist: 分配形式 
   z: 常態分配 
   t:  t分配 
   F:  F分配 
   x: 卡方分配 
   其它分配詳見手冊 
df1, df2: 自由度參數 

以 chisq 分配為例,  
   卡方值 y =10, 自由度=2 
my_chisq_cdf=cdf(x,2,10) 
 
其它分配： 
z: cdf(z,y) 
t: cdf(t,df1,y) 
F: cdf(F,df1,df2,y) 
x: cdf(x,df1,y) 
 

ceil(x | scalar | matrix) 取得大於等於變數之整數  ceil(2.3) = 3 
 ceil(-2.3)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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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4.2  gretl 支援之常用數學與統計函數與範例 
函數名稱 功能 範例 

cholesky(matrix) 矩陣之 cholesky 轉換 (分解 
decoposition)  

A 必需為對稱矩陣, 例如 

   








−
−

=
31

12
A  

產生新 (矩陣) 變數： 
   k=cholesky(A) 
將滿足 
   A = kk' 
且 k 為一個下三角矩陣 
(lower-triangular matric) (以 2x2 矩
陣而言，即 k 矩陣右上角元素 = 
0)，此例之結果為： 

   








−
=

5811.170711.0

04142.1
k  

cnorm(x | scalar | matrix) 常態分配累積密度函數 cnorm(1.96) = 0.975 
相當於 cdf(z, 1.96)  
cdf(z, 1.96) = 0.975 

corr(x1, x2) 相關係數 rr = corr(y, x) 
corrgm(x1,p [,y]) 產生 ACF 和 PACF 

p: 落後階次 
若有給定參數 [y]，則產生交

叉 ACF 和交叉 PACF 

matrix my_ACF = corrgm(x, 12) 

cov(x, y) 共變數 my_cov= cov(x,y) 
critical(dist [,df1] [,df2], val) 計算臨界值 c1 = critical(t, 20, 0.025) 

c2 = critical(F, 4, 48, 0.05) 
diff(x) 一階差分 dx1=diff(x1) 

dnorm(x | scalar | matrix) 標準常態分配密度函數 my_pdf=dnorm(1.96) 
 
常態變數標準化 
  mu = 100 
  sigma = 5 
  x = 109 
  fx = 
(1/sigma)*dnorm((x-mu)/sigma) 

exp(x | scalar | matrix) 自然指數函數，即 ex my_exp=exp(0) 
floor(x | scalar | matrix) 取得小於等於 x 變數之整數  floor(2.3) = 2 

 floor(-2.3) = -3 



68   gretl 入門手冊  楊奕農 CYCU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Table 4.4.2  gretl 支援之常用數學與統計函數與範例 
函數名稱 功能 範例 

int(x | scalar | matrix) 取得 x 變數之整數部份  int(2.3) = 2 
 int(-2.3) = -2 

inv(matrix) 反矩陣 A={1,2; 3,4} 
B=inv(A) 
? print B 
B (2 x 2) 
   -2      1  
   1.5   -0.5 

invcdf(dist, pr|df1 [, pr|df2] [,pr]) 累積機率密度反函數 
若 
   pr=Pr(X≤y) 
即 
   y=invcdf(dist, pr) 
 
dist: 分配形式 
   z: 常態分配 
   t:  t分配 
   F:  F分配 
   x: 卡方分配 
   其它分配詳見手冊 
df1, df2: 自由度參數 

以常態分配為例,  
   cdf(z, 0.025)= -1.96 
 
其它分配： 
z: invcdf(z,pr) 
t: invcdf(t,df1,pr) 
x: invcdf(x,df1,pr) 
F: invcdf(F,df1,df2,pr) 
 

lags(p, x) 取 p 期之落後期變數 lag1_y = lag(1, y) 
ldiff(x) 將 x 取自然對數再一階差分 dlny =ldiff(y) 

等同於 
   dlny=diff(log(y)) 

log(x | scalar | matrix) 將 x 取自然對數 lny = log(y) 
log10(x | scalar | matrix) 將 x 取以 10 為底的對數 log10_y = log10(y) 

max(x | list) 找最大值 
 
若 x 是 list，則找出在 list 
中，每一個觀察值所有變數之

最大值，成為一個新的資料變

數 

my_max = max(x) 

mean(x | list) 取平均值 
 
若 x 是 list，則計算在 list 
中，每一個觀察值所有變數之

平均值，成為一個新的資料變

mu = mean(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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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4.2  gretl 支援之常用數學與統計函數與範例 
函數名稱 功能 範例 

數 
median(x) 取中位數  

(即 50% 分位數) 
my_median=median(x) 
註: median(x) = quantile(x, 0.5) 

min(x | list) 找最小值 
 
若 x 是 list，則找出在 list 
中，每一個觀察值所有變數之

最小值，成為一個新的資料變

數 

my_min = min(x) 

movavg(x, p) 計算 x 的移動平均值 
 
y=movavg(x, p) 

∑
−

=
−=

1p

0i
1tt x

p

1
y  

取 3 期移動平均 
y=movavg(x, 3) 
相當於 

)xxx)(3/1(

x
3

1
y

2t1tt

2

0i
itt

−−

=
−

++=

= ∑
 

若想要產生 

   )xxx)(3/1(z 3t2t1tt −−− ++=  

則可再用 lags()  
   z = lags(1,y) 
混合一次到位執行的語法會發生

錯誤 (這種用法可能還不支援) 
z=lags(1,movavg(x,3)) 
>>Data types not conformable for 
operation 

normal([mu, sd]) 
 

mu: 平均數 
sd: 標準差 

產生常態分配之隨機變數 
mu、sd 參數不給的話，預設 
mu=0, sd=1 

u = normal() 
v=normal(1,3) 

pdf(dist, y|df1 [,y|df2] [,y]) 
 

y 可以是 (x | scalar | matrix) 

機率密度函數 
    
dist: 分配形式 
   z: 常態分配 
   t:  t分配 
   F:  F分配 
   x: 卡方分配 
   其它分配詳見手冊 

以常態分配為例,  
 
pdf(z, 1.96) = 0.0584 
 
其它分配： 
z: pdf(z,y) 
t: pdf(t,df1,y) 
x: pdf(x,df1,y) 
F: pdf(F,df1,df2,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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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4.4.2  gretl 支援之常用數學與統計函數與範例 
函數名稱 功能 範例 

df1, df2: 自由度參數  
qnorm(pr | scalar | matrix) 

 
pr: 機率值 

標準常態分配累積機率密度

函數之反函數 
qnorm(0.025) = -1.96 
qnorm(0.5) = 0  
 
等同於 
   cdf(z, 0.025)= -1.96 

quantile(x, pr) 
 

pr: 機率值 

找出 x 資料中的 pr 分位數 例在指令視窗中輸入: printf 
"%.4f\n", quantile(x, 0.05) 
可以顯示列出 x 變數的 5% 分位

數 
 

round(x | scalar | matrix) 四捨五入的函數，但 x 變數 < 
0 時，是進位到負整數部份 

 round(2.49) = 2 
 round(2.5) = 3 
 round(-2.49) = -2 
 round(-2.51) = -3 
 

sd(x | list) 計算樣本標準差 
 
若 x 是 list，則計算在 list 
中，每一個觀察值所有變數之

樣本標準差，成為一個新的資

料變數 

my_sigma = sd(y) 

sum(x) 變數加總 my_sum = sum(y) 
 

uniform([a,b]) 
 

a: 下界 
b: 上界 

產生均等分配之隨機變數 
a、b 參數不給的話，預設 a=0, 
b=1 

產生界於 [0,1] 間的均等分配隨

機變數 
u = uniform() 
產生界於 [-1,3] 間的均等分配隨

機變數 
v= uniform (-1,3) 

var(x | list) 計算樣本變異數 
 
若 x 是 list，則計算在 list 
中，每一個觀察值所有變數之

樣本變異數，成為一個新的資

料變數 

my_sigma2 = v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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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產生虛擬變數 

時間週期之虛擬變數 

前節中曾經介紹過，gretl 支援年季月週日時等不同時間頻率的資料，如果我

們想要依時間的週期來產生虛擬變數，gretl 提供了很快速的方法，不過這種方法只

能用在季資料、月資料、週資料、日資料 (又分成 5日、6 日、7 日 三種)、小時 (hourly) 

資料上。 

要自動依時間週期產生虛擬變數，可在主工作視窗選單上，點選 [新增變數/

自動產生「週期性虛擬變數」]，gretl 就會按照目前工作檔的時間序列資料頻率，

自動產生虛擬變數。 

例如，若你的資料是季資料，gretl 會自動產生 dq1, dq2, dq3, dq4 四個虛擬變

數 (如下圖所示)，其意義為 

dqi = 1  若時間為第 i 季，否則 dqi =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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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如果你的資料頻率是月資料，gretl 就會幫我們產生 dm1, dm2, …, dm12 的

12 個虛擬變數，其定義類似季資料虛擬變數的方式，即 

dmi = 1  若時間為第 i 個月，否則 dmi = 0。 

如果你的資料頻率是週資料，gretl 就會幫我們產生 52 個虛擬變數；如果你的資料

頻率是日資料，依照 5 日、6 日、7 日 三種情況，gretl 就會分別幫我們產生 5、6、

7 個虛擬變數；如果資料頻率是小時資料，gretl 就會幫我們產生 24 個虛擬變數 (分

別代表第 1, 2, …, 24 小時的資料； 

依所選變數產生虛擬變數 

如果你的資料不是時間序列，而是其它類型的，例如橫斷面資料，我們可能

會需要依性別、地區、偏好等級，班級等這些不連續變數 (discrete variable) 來產生

虛擬變數，gretl 也提供了不需要寫指令，就可以產生虛擬變數的功能。 

先回到主視窗，點選要產生虛擬變數所依據的變數，按滑鼠右鍵，選 [編輯變

數屬性]，勾選 [將此變數視為不連續變數 (treat this variable as discrete)]，再按確定，

如此下一步驟的功能才能順利達成，否則 gretl 會告訴你有錯誤。  

然後，在主視窗的選單上，點選 [新增變數/以所選變數產生虛擬變數]，在隨

後出現的對話視窗中，選擇你要編碼的方式：(1) 所有的值都編碼 (2) 編碼但略過

最小值 (3) 編碼但略過最大值，最後再按確定即可產生所需的虛擬變數。 

舉例來說，假設有 4 個班級，以 class 為代號，其值分別是 1, 2, 3, 4。編碼方

式選 (1) 時，則會產生 4 個虛擬變數；而選 (2) 的話，就只產生 3 個虛擬變數 

Dclass_2, Dclass_3, 和 Dclass_4，如下圖所示；若選 (3) 的話，可以此類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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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隨機變數產生器 

gretl 提供了各種隨機分配的隨機變數產生功能，方便我們產生各種隨機變

數。像均等分配、標準常態分配、t 分配、卡方分配、F 分配、gamma分配、二項分

配、波式分配、weibull 分配等，都不用像其它統計或計量軟體，還必需學會輸入指

令才能產生某種分配的隨機變數。在 gretl 之中，只要有基本的統計分配之概念，

就可以輕鬆產生我們所要的隨機變數。 

產生隨機變數常用在蒙地卡羅模擬 (Monte Carlo simulations) 的研究之中，在

控制隨機變數的參數條件下，我們得以了解模型資料產生過程 (data generating 



74   gretl 入門手冊  楊奕農 CYCU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process，常縮寫為 DGP) 方程式的係數對估計所造成的影響。例如像常見的 ADF 

單根檢定 (augmented Dickey-Fuller test) 的臨界值和 p 值，都是透過這種方式模擬

計算而得來的。 

要在 gretl 中產生隨機變數，從主選單點選 [新增變數/隨機變數產生器]，在

隨後出現的「中文」對話視窗，相信不用太多說明，你就會使用它們。以下就以產

生自由度 = 1 的 t 分配為例，來說明如何產生 t 分配的隨機變數；其它的分配，

就留給你自行試試看囉。 

在剛剛出現的「中文」對話視窗中，點選 [t 分配]，然後在 [自由度] 處填入

1，在 [變數名稱] 處填入你要命名的變數名稱 (此例為 random_t)，最後按確定即

可 (如下圖所示)。 

 

 
 

回到主視窗之後，你應該就可看到多了一個 random_t 的變數，我們可以檢定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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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不是符合常態分配 (我們已經知道它不是，因為它應該是 t 分配)，在主選單

中，先點選 random_t 變數，再按 [變數/常態性檢定]，就會出現檢定結果，如下圖

所示。 

 

 

從以上的檢定結果來看，gretl 所提供的 4 種常態性檢定結果： 

Doornik-Hansen test = 49562.8, with p-value 0 

Shapiro-Wilk W = 0.225163, with p-value 4.00929e-073 

Lilliefors test = 0.343473, with p-value ~= 0 

Jarque-Bera test = 3.5264e+006, with p-value 0 

不管是哪一種，其 p 值都很小，非常接近 0 (或等於 0 了)，所以不論我們選的主觀

顯著水準是 1%, 5%, 還是 10%，都可以判定「強烈地」拒絕此變數服從常態分配的

虛無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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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第 5 章 gretl 繪圖功能 

由於 gretl 的繪圖功能，是「借用」另一個有名的自由開放源碼軟體 GNU 

plot，所以 gretl 的開發者只要專注在統計計量功能的撰寫就可以了，繪圖的部份交

給「專門」繪圖的 GNU plot 就好了 (你看，這就是自由軟體的強項之一，它們可

相互組合，找到最好的「軟體零件」來搭配即可…)。對 gnuplot 的完整介紹，各位

可以參見該軟體的網頁 http://www.gnuplot.info/ (不過好像只有英文的說明，要中文

的說明，可能要到各大蒐尋網站去找看看) 

gretl 所提供的一般性統計繪圖功能，諸如時間序圖、XY 散佈圖 (scatter)、

迴歸線與殘差圖、頻率分配圖 (這兩種我們先前已經在第 2、3 章中介紹過)，箱形

圖 (boxplot) 等 (如下圖所示為其中一部份的繪圖功能)，在本章就不再仔細描述。

在中文的操作環境下，這些就同樣地留給各位自行玩玩看 (這就是我為何要將這個

軟體譯成中文版的原因了!! 因為不用另外再講太多軟體的操作方式)。下節就介紹一

些比較需要操作說明、或特殊的 gretl 繪圖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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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常見之機率分配繪圖 

gretl 可以很方便地繪製各種常見之機率分配圖，例如常態分配、t 分配、F 分

配、卡方分配等。例如在財務資料上常見的厚尾分配的情況，可以將自由度=1 之 t 分

配和標準差=2 的常態分配圖畫在一起來示意。 

機率分配繪圖的選項在主選單的 [工具/機率分配圖]，出現對話視窗後 (如下

圖)，先選 t 分配，並在其中填入自由度 = 1， 

 

 
 

 
然後按確定，即會出現自由度為 1 之 t 分配圖；此時用滑鼠左鍵在圖上任一處按一

下，會出現一個選單，選其中的「新增曲線」，就會再度剛才出現的繪圖對話視窗，

這次點選常態分配，並在標準差的位置填入 2 (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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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按確定就可以完成以下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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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我們如果想用黑白圖和不同的線條來呈現同一張圖，可以在上圖中用滑鼠左

鍵在圖上任一處按一下，在出現的選單中，點選其中的 [複製至記憶體中/黑白]，然

後再貼到你想要貼上的軟體 (例如 Word)，將大小設為 40%之後，呈現的效果如下

圖所示。 

 0

 0.1

 0.2

 0.3

 0.4

 0.5

-10 -8 -6 -4 -2  0  2  4  6  8  10

t(1)

N(0, 4)

 

5.2  編輯繪圖功能 

中文顯示的設定 

gretl 在程式的設計架構上，原本就適用於多國語言，所以顯示中文當然沒有

問題，不過字形要設對，否則看到的仍然是亂碼。要順利顯示中文，在剛才的圖形

視窗上，用滑鼠左鍵在圖上任一處按一下，在出現的選單中，點選其中的 [編輯]，

在 [設定圖字形] 下拉的選單中，建議將字形設定改為 NSimSun (或者你想自己試

試其它字形看會不會出現亂碼)，按確定之後，只要設定這一次，以後就都可以順利

顯示中文了！當然包圖標題、Y 軸、X 軸、資料標籤…等，甚至可將圖另存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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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 (session) 為圖示，圖的名稱也可以用中文顯示，這是不是很方便呢？ 

 
 

由於 gretl 的使用介面是中文的，所以我在此就不詳細說明圖形設定步驟，各位可

以自行玩玩看就明白了。gretl 也可以將做好的圖形存成 PDF、PNG、Postscript、

Windows metafile 等格式，以利後續編輯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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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中文

存成 PDF 檔

 

5.3  多重繪圖 (multiple graphs) 

在 gretl 中，要一次畫多個圖也是很方便的，在主選單中選 [檢示/multiple graphs]，

其中有兩種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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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X-Y scatters:  

這個功能是固定其中一個變數當 Y 軸，其它的變數則當 X 軸來繪製散佈圖 

(scatters)。 

2. 時間序列圖: 

這個功能是以時間序列的方式，將所有選擇的變數繪圖。 

其餘的操作方式皆相同 (如下圖所示)。提醒一下，要複選變數時，需同時按著鍵盤

的 [Ctrl] 鍵和滑鼠左鍵來選變數。 

 

複選你要畫

圖的變數

按加入後，按

確定即可。

 

 

繪製結果分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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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3D 立體圖 

gretl 提供一個有趣的繪製 3D 立體圖功能，圖可以三度空間旋轉，以利我們

檢視各變數之間的相對關係。這個功能在主選單的 [檢視/3D plot] 之下，設定 X、

Y、Z 軸的變數之後，再按確定 (如下圖所示)。 

選擇 X、Y、

Z 軸的變數，

再按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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旋轉的結果如下圖所示。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第 6 章  gretl 的分析檔與圖示 

6.1  分析檔 (session file) 

分析檔 (英文名稱是 session file，本來我將之譯為「分析結果檔」，後來覺得

名稱太長了，所以簡稱為「分析檔」) 是 gretl 的一個特殊設計，它的主要功能是

用來 (暫時) 儲存你的分析結果，以利下一次的繼續使用。 

gretl 的這個設計，是有別於其它的計量軟體的做法。大部份其它的統計軟體

都是直接將資料分析的結果儲存 (覆蓋) 原來開啟的工作檔之中，當然 gretl 也可以

將分析過程中所產生的資料變數 (例如新產生的變數) 附加在原始的工作資料檔，

然後存起來。不過 gretl 的分析檔除了資料變數之外，主要儲存的是各種分析的結

果。也就是在你分析過資料後，你可以決定是否保留此次的各種分析結果，像是模

型估計結果、檢定結果、圖形、新產生的變數 (包含資料變數、數值變數、矩陣變

數等)。 

分析檔的預設內容 

當你開啟一個新的資料工作檔之後，gretl 會自動幫你預設啟動一個分析檔 

(雖然我們看不到)。要看預設分析檔的內容，可點選 [檢視/分析檔圖示 (Icon 

View)]，gretl 會打開一個「分析檔圖示」的視窗，如下圖所示，預設的分析檔會自

動。包含檔案資訊 (Data info)、資料變數表列 (Data set)、數值變數 (scalars)、分析

檔註記  (Notes)、摘要(summary)、Correlation Coefficients、模型比較表  (Model 

Table)。你可以自已點選各個圖示看看其中之內容，或看簡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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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檔案資訊 (Data info)  

在此圖示中，主要是紀錄變數資料的說明，如果先前已經有人編輯輸入過資

料說明， gretl 則會顯示該說明；如果沒有，gretl 就會問你要不要新增資訊或說明 

(見上圖右下)。 

(2) 資料變數表列 (Data set) 

點選後會開啟所有資料的編輯視窗，你可以直接瀏覽內容或編輯資料。 

(3) 數值變數 (scalars) 

如果已有存在數值變數，會放在這裡；如果沒有任何數值變數，gretl 會問你

要不要新增。(4) 分析檔註記 (Notes)、 

這裡可以填寫任何文字，通常是用來紀錄分析過程，或者是把暫時得到的結

論摘要、參考文獻寫在這裡也可以。 

(5) 摘要(summary) 

這裡放的其實是所有變數的「敘述統計」，即平均數、標準差、最大值、最

小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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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orrelation Coefficients 

這裡放的是所有變數的相關係數。 

(7) 模型比較表 (Model Table) 

這也是 gretl 的特殊設計，用來比較相同應變數，但不同自變數組的的模型估

計結果比較。我會在下一節舉例仔細說明模型比較表的使用。 

分析檔可儲存的分析結果 

除了如上節所述之自動預設的內容外，gretl 分析檔還可以包含各種模型估計

結果、檢定結果、圖形、矩陣變數。原則上..只要估計或繪圖結果的視窗，在主選單 

[檔案] 項下有 [存入分析檔] 或 [存入分析檔中為圖示...] 的選項，或者看到 ，

這種儲存的圖示，只要點選後有 [存入分析檔...] 之類的選項可用 (見下頁之圖所

示)，皆可以將之存入分析檔。當然你可以將一些名稱改成中文，只要在圖示上按滑

鼠右鍵，選 [更名]，然後填入你要的改的命稱即可。以下就顯示我自己的一個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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儲存或另存分析檔 

在你進行一些統計分析、檢定、或繪圖之後，若要將你的結果儲為分析檔，

在主工作視窗中，點選 [檔案/開啟分析檔/儲存分析檔]，或 [檔案/開啟分析檔/另存

分析檔]，即可達成目的。gretl 會將你的分析檔存在預設，或者你指定的目錄中，

其附檔名為 *.gretl。 

 

按此會出現以下視

窗

 

開啟分析檔 

要開啟你儲存過，或者從它處取得之分析檔，同樣地在主工作視窗中，點選 [檔

案/開啟分析檔/開啟分析檔]，然後選擇分析檔所在位置的子目錄即可。gretl 也會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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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便地紀錄你最近曾在 gretl 中存取過的分析檔 (如下圖所示)，只要直接點選你要

的就可以了。 

 

最新存取過的

分析檔

 

 

當然你也可以自行從檔案管理員中，打開分析檔所在位置的子目錄，然後和

開啟一般其它的已知附檔名的方法一樣，在 *.gretl 檔案的名稱用滑鼠點兩下，gretl 

就會自動開啟分析檔。  

6.2  模型比較表 (Model Table) 

gretl 的分析檔圖示中的「模型比較表」 (Model Table)，其主要功能是讓我們

方便地比較「相同應變數」的兩種以上不同模型的估計結果。不同的模型可以是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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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形式不同 (例如比較 Logit 和 Probit 模型)，或者是自變數不同。 

以下我們就利用 gretl 所附的 greene19_1.gdt 檔的資料，分別估計 Logit 和 

Probit 模型，然後將結果放入「模型比較表」 (Model Table) 中來進行比較。其步

驟如下。 

(1) 估計 Logit 和 Probit 模型 

打開 geene19_1.gdt 之後，在主選單上按 [模型/非線性模型/Logit/Binary]，在

隨後出現如下的視窗中，將 GRADE 選為應變數，將 const、GPA、TUCE、PSI 設

成自變數，然後按確定即可得到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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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Logit 估計結果視窗中，點選 [檔案/存入分析檔中為圖示...] 的選項，將結果存

入分析檔之中，gretl 預設給定的名稱是 Model 1。Probit 的應變數和自變數的設定

都和 Logit 相同，畫面也幾乎完全相同，所以不再重覆 show 出畫面，但是 Probit 

的模型存入分析檔之後的自動預設命稱是 Model 2。 

(2) 開啟分析檔圖示 (Icon View) 

然後點選 [檢視/分析檔圖示 (Icon View)]，gretl 會打開「分析檔圖示」的視

窗，裡面的內容應該如同下圖所示，分別在 Mode l 和 Model 2 的圖示上按滑鼠右

鍵，選 [更名]，將 Mode l 改成 Logit，將 Mode 2 改成 Probit。 

Model 1 改名為

Logit 模型Model 2 改名為

Logit 模型

 

(3) 用拖拉的方式放入 Model Table 

再來用拖拉 (drag-and-drop) 的方式，將 Logit 模型和 Probit 模型都丟進模

型資料表 (Model Table) 之中，最後點選模型資料表的圖示，打開後就可以看到這

兩個模型的比較結果了，如下圖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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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比較習慣以 t 值來判斷係數的顯著性，也可以在模型比較表 Model table 

上用滑製右鍵，點「選項」後，就能選擇 () 中的數字是顯示「標準誤」或「 t 值」。 

在模型比較表 Model table 上用滑製右

鍵，點「選項」後，可以選擇 () 中的數

字是顯示標準誤或 t 值。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第 7 章  gretl 的函數套件 

任何統計軟體的預設功能總是有限的，而且軟體開發者在新增功能的優先次

序之取捨，總無法滿足各式各樣的使用者需求。所以如果該軟體的使用者社群願意

貢獻自行撰寫的程式碼，則可大幅擴張軟體的適用層面。gretl 也有這樣的設計。 

尤其特別的是，gretl 提供了函數套件 (function package) 的特殊介面功能，

讓使用者社群除了貢獻自行撰寫的程式碼之外，還可以將程式碼「包裝」成圖形使

用界面 (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讓其它的使用者可以更方便地 (即不用寫程

式) 重覆使用使用者社群貢獻的程式碼。 

在這樣的「分享精神」之下，我也對 gretl 貢獻了好幾個函數套件，以方便教

學上之使用、與學生之學習。例如： 

‧GJR-garchm 套件 

用來估計 GARCH、GJR-GARCH、GARCH in mean 模型，並可儲存條件變

異數和殘差，同時執行 Q 和 Q2 檢定。 

‧JB 套件 

適用於迴歸殘差之檢定，允許依迴歸中待估參數之數目，來設定自由度，以

計算之 Jarque-Bera 常態性檢定統計量和和 p-值。 

‧summary_ts 套件 

特別適用於財務時間序列資料，可以同時替多個 (報酬率) 變數，計算平均

數、標準差、偏態係數、峰態係數、Q 和 Q2 統計量和 p-值，並可自訂要顯示的

數字位數長度、和小數點位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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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節以下即說明如何從 gretl 函數套件伺器下載函數套件，以及函數套件之使

用。 

由於 gretl 內建的 GARCH 功能只能估計標準的模型 (無法估計下節所介紹

的 ARCH-M 和不對稱 GARCH 模型，所以我特別為 gretl 的使用者撰寫了一個免

費的 「自訂函數套件」(function package)，可以用來估計各種常見的 GARCH 模型，

以下的示範，皆用我自己撰寫的這個「GJR-garchm」自訂函數套件來當做示範。 

7.1  從伺服器下載函數套件 (function package) 

確定你的電腦可以連上網際網路 (因為這個函數套件必需從 gretl 伺服器上

下載)，在 gretl 主選單中，點選 [檔案]→[自訂函數套件]→[從伺服器讀取]。然後 

gretl 會顯示如圖 7.1.1 所示的畫面。 

找到 GJR-garchm 這一個套件，4 用滑鼠右鍵點選，然後選 [安裝]，這個套

件就會自動下載到你的電腦中。注意，這個步驟只要做過一次，以後就可以直接「從

本機讀取」這個 GJR-garchm 套件，不需要每次都下載一次。以下的示範，皆用我

自己撰寫的這個 「GJR-garchm」自訂函數套件來當做操作示範 

7.2  執行函數套件： 

以 下 的 範 例 ， 將 使 用 拙 著 「 財 務 計 量 」 一 書 中 之 示 範 資 料 檔 

ex-IBM-2004-2009.gdt 中的 r_ibm 日報酬率變數 (並假設你已經按照前述的步

驟，下載了「GJR-garchm」自訂函數套件)。 

                                                 
4 由於 gretl 內建的 GARCH 功能只能估計標準的模型 (無法估計下節所介紹的 ARCH-M 和不對稱

GARCH 模型，所以我特別為 gretl 的使用者撰寫了一個免費的 「自訂函數套件」(function 
package)，可以用來估計各種常見的 GARCH 模型。 



96   gretl 入門手冊  楊奕農 CYCU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圖 7.1.1  自 gretl 伺服器下載 GJR-garchm 函數套件。 

 

(1) 並新增 r_ibm 變數之落後期 r_ibm(-3)、r_ibm(-25) 

開啟示範資料檔之後，在 gretl 主視窗中，先以滑鼠點選 [r_ibm] 這個變數，

然後在主選單中，點選 [新增變數]→[取落後期]，再隨後出現的對話視窗中 [輸入

要新增的落後期數] 後填入 25，表示將 r_ibm 這個變數取落後期到 25 期。 

雖然我們只需要 r_ibm(-3)、r_ibm(-25) 這兩個變數當做自變數，但上述的步

驟會幫我們新增 r_ibm(-1)、r_ibm(-2)、...、r_ibm(-25) 共 25 個 r_ibm 的落後期變

數。如圖 7.1.2 所示。 

注意其中的落後期變數，gretl 會自動  (依序) 給定的名稱是 r_ibm_1、

r_ibm_2、...、r_ibm_25。 

在 gretl 主選單中，點選 [檔案]→[自訂函數套件]→「從本機讀取」；如果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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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已經依前節的說明下載過我撰寫的這個「GJR-garchm」自訂函數套件，你應該

已經可以看到「GJR-garchm」這個函數套件出現在視窗當中，用滑鼠連擊兩下，就

可以開始估計你要的 GARCH 模型。 

 

 

圖 7.1.2  新增 r_ibm 之後落後期至 25 期之部份結果。 

 

 (2) 新增變數集合 (list)  

變數集合 (list) 是 gretl 中的一個特殊變數，最常使用的方式，是利用它來代

表幾個資料變數的集合，以本例而言，我們將定義一個名為 x0 的變數集合，用指

令來定義，即 

    list x0 = r_ibm_3  r_ibm_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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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用點選的方式定義這樣的集合變數，請在主選單中點選 [新增變數]→[產生新變

數]，再隨後出現的對話視窗中 (如圖 7.1.3)，輸入上述的文字，表示將新增 x0 這

個集合變數 (名稱不一定要用 x0，讀者可自行命名，要注意大小寫之不同)。再按 [確

定] 鈕即可產生我們在下一步驟所需的集合變數 x0。 

  

圖 7.1.3  新增集合變數 x0。 

(3) 執行 GJR-garchm 函數套件 

在 gretl 主選單中，點選 [檔案]→[自訂函數套件]→「從本機讀取」；如果你

先前已經依前節的說明下載過我撰寫的這個「GJR-garchm」自訂函數套件，你應該

已經可以看到「GJR-garchm」這個函數套件出現在視窗當中，用滑鼠連擊兩下，就

可以開始估計你要的 GARCH 模型。 

請依圖 7.1.4 「GJR-garchm」自訂函數套件的說明，填入適當的變數和參數。

這些設定表示，注意一下，我們將要估計的 GARCH 模型是 

r_ibm = b1 × r_ibm(−3) + b2 × r_ibm(−25) + u 

ht = ω + α1ut-1
2 +β1 ht-1  

並將「順便」幫我們對「標準化後殘差」進行 Q 和 Q2 檢定；還有將「標準

化後殘差」與估計的「h」分別另存成 (預設的) stz_u、h 兩個變數，以利可能後續

之用。最後再按 [確定] 鈕即可完成估計。 



楊奕農 CYCU   gretl 入門手冊 99 

中原大學國際貿易學系 Chung Yuan Christian University, Taiwan. 

如果你要自己給定「標準化後殘差」與估計的「h」不同的變數命稱，請自行

在欄位中顯示 [null] 處，自行填入你要的變數名稱。 

提醒一下，如果你重覆估計，同名的變數會被最後一次估計的模型覆蓋過去，

所以請視情況，必要時更改變數名稱。最後按 [確定] 即可見到如圖 7.1.5 的結果。 

這表示要估計

GARCH(1,1) 模型

這裡填上一步驟

所產生的 x0

勾這裡可將標準

化後殘差和 h

填入殘差檢定落

後期，順便做 Q

與 Q 2 檢定

這裡隨意填上一

變數命稱即可

 

圖 7.1.4  GJR-garchm 自訂套件執行畫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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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3,25)-

GARCH(1,1) 模型

之估計係數

 

圖 8.3.9  r_ibm 之 AR(3,25)-GARCH(1,1) 之估計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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