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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大經濟系系友

 對於吳聰敏教授，經濟系的學生並不陌
生，關注研究臺灣長期經濟發展已久的吳老
師，不僅發表多篇相關論文，更經常受邀演
講。如今他集多年研究成果之大成，預計將
於 2022上半年出版《台灣經濟四百年》專
書，備受各界矚目。

翻開《台灣經濟四百年》的扉頁，看到
吳老師想要用經濟學角度來述說臺灣在地故
事殷切的心，看臺灣一蕞爾小島，是如何從
交換商品、國際貿易到出口擴張，再創造了
1960年代至 2000年的人均 GDP 成長率平均
為 6.5%，世界第一的高成長率。一般談臺灣
經濟發展史，可能都只聚焦在戰後這段輝煌
成果，但歷史不只是現象的堆疊、事實的軌
跡，歷史是長期連續積累的過程，吳老師在
多年的研究旅途中發現，各個時期的重大事
件，其實有連續的因果關係，值得我們好好
來了解，是什麼造就現在的臺灣。

吳老師認為，經濟學的目的是解釋社會
現象，相對的，歷史學者比較重視呈現事實，
兩者相輔相成。經濟學家會問，「為什麼會
這樣？」「事件發生之後，產生什麼樣的影
響？」臺灣的歷史不只 400年，但早期的紀
錄希微零散，而要從經濟學的角度去分析，
除文字的紀錄之外，還要有統計數字的紀
錄，從荷蘭統治時期，臺灣已有相當豐富的
紀錄，日治時期的統計資料更多，但是清朝
時期的紀錄少，而且可信度偏低。

他在退休前就有想系統性整理撰寫此書
的動機，也直到退休後方能全心投入本書的
寫作，吳老師的筆如針、以經濟學角度思考
的探問如線，一針一線將臺灣經濟事件串聯
起來。

吳老師在本書其中一個關注焦點是近代
120年來臺灣婦女的地位演變，在清朝統治
時期，婦女地位低落展現在殺女嬰、人口買
賣、纏足等現象。那時候所得低的家庭過得

以經濟學之眼導讀臺灣歷史—

吳聰敏教授之台灣經濟四百年
非常辛苦，貧窮使得很多女性要不是沒有機
會長大，成為所謂的「失蹤婦女」，就是養
大後被賣給有錢人家做查某𡢃仔（台語婢女
之意），這些查某𡢃仔因為必須工作，所以
才不能纏足。

  到了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在 1915年禁
纏足，但還是有很多人已經纏足了，吳老師
的研究發現在蔗糖廠附近的女性「解纏足」
的比例明顯較高，究其原因，當時種甘蔗的
都是臺灣人，因為經濟價值高，在糖廠鐵道
附近的田幾乎都改種甘蔗，而產業發展需要
大量的人力，在蔗作農家女性亦被視為勞動
力，這樣條件下的農家女人就可以解纏足，
進一步鬆綁了對女性的束縛。此外，產糖區
的「失蹤婦女」也減少了。

從日治末期到戰後，度過 1940年代後
半惡性通膨的慘澹，到 1960年代臺灣發展
起兩個產業，一是紡織，二是電子，這些產
業需要大量的勞力投入，但是性質跟糖業不
太一樣，日本時期產糖區散佈在各處，所以
婦女就算協助生產也是在家裡附近工作，但
戰後的製造業主要集中在北高幾個區域，中
南部的婦女就移動到雙北、高雄來找工作，
最後，她們的收入有時候甚至比家裡整體
的收入還高，當這些工作機會出現後，女性
收入提升，婦女的地位又接著提高，可以看
得出女性地位提升與經濟活動發展具高度相
關，從日治初期的產業發展到現在，都可以
看得出這樣的軌跡。

以提問、思考與辯證試圖叩問臺灣歷
史原貌

「最難的是怎麼問問題！」吳老師表
示，經濟學解釋現象，當我們觀察到一些社
會現象，就要問「為什麼會這樣？」答案可
能不會顯而易見，也有可能會問錯問題，但
最重要的是要思考，不要別人給了答案就接
受。就像五百年前天文物理學的發展，一開
始有人問太陽為什麼繞著地球轉，每個人有
不同的答案，有人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後
來牛頓說，因為星球之間有引力，後來經過
驗證後我們發現：牛頓是對的！

科學研究在一開始有不同的猜測很正
常，需要慢慢地找證據來證明，在研究經濟
史也是一樣，除了要問對問題，更要找許多
證據去驗證自己的猜測，而這也是吳老師認
為寫作本書的困難之二，過往的研究與資料
零散破碎，需要花費很大的功夫重整理出脈
絡，甚至是推翻某些過去鉅著的說法。例如
第二章《鹿》，講的是荷蘭統治時期臺灣原
住民的資源爭奪造成某些地區有強制墮胎的

制度，乍聽之下覺得不可思議，知
名經濟學家馬爾薩斯在《人口論》
裡也以貧窮導致殺嬰來解釋此一
制度。

但 是， 美 國 學 者 邵 式 柏
（Robert Shepherd）注意到，西拉
雅原住民人高馬大、當時鹿資源豐

富，貧窮恐怕不是正解，且唯有在大員商館
（今台南）附近的西拉雅族原住民才有此殘
忍制度，深究後吳老師現在認為，實是因該
區域有商港，鹿皮鹿肉的出口貿易頻繁，商
品價值高而衍生的利益爭奪戰，使得西拉雅
族有年齡階級的分工及婚姻制度，西拉雅族
原住民早婚，但男性從 17歲開始就集中訓
練並肩負作戰任務直到 40歲退役，在那之
前為了提高戰力、無後顧之憂，才衍生強制
墮胎的規定，後來荷蘭殖民政府在 1630年
代中期也禁止這樣強制墮胎的習俗。

書寫為拋磚引玉 
盼引發讀者興趣、投入研究

科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讓我們對這個世
界多些了解，尤其這是我們生長的土地過去
發生的事情。吳老師謙虛地表示，他很多地
方都還不夠了解，「我寫書不是要解釋所有
的問題。」在做研究的漫漫長路中他發現，
越探索問題越是源源不絕，「就像 1965年
代臺灣快速發展勞力密集產業，為什麼教育
程度並不佳的臺灣人，勞動力品質卻比墨西
哥還要好？這問題我在書中有嘗試想要去解
釋，但我認為我沒有非常好的答案。」

吳老師書寫《台灣經濟四百年》是為
了能拋磚引玉，讓更多人來討論、研究臺灣
的故事，讀歷史不用像早年用填鴨教育的方
式，「我不希望我的下一代、下下一代還要
再背那些沒有意義，甚至是錯誤的解讀。」
就像書中援引一份小學生的歷史考題，題目
問臺灣戰後的惡性物價膨脹如何結束？老師
給的答案是「因為發行新台幣」，這是錯的，
把錯誤且缺乏脈絡的答案死背下來沒有意
義。歷史的意義在於我們了解過去發生的事
情、為何發生，這才有助於我們解決現在的
問題，他希望大家在看了這本書之後，對灌
溉自己成長的這
片土地曾經發生
的故事感興趣、
投入研究，最好
還能回頭來挑
戰他，他爽朗
地說道「假設
書出版兩年後
有人對我說，
這裡面有內容
不對，我會非
常 開 心！」
「下本書我就
可以放修正
的內容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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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友響應捐款回饋母校

助學子乘希望入學 夢想展翅
對於家中環境不理想的學生來說，教育

是促成階級流動的關鍵，但過去的經濟學研

究結果普遍指出，子女的教育成就大多取決

於其家庭背景，且學生來源集中在都會區及

明星學校。為打破教育的藩籬，現今的入學

管道漸臻多元，2014年臺大依教育部規定開
辦「希望入學招生」，針對外配子女、經濟

弱勢學生特別開放一定名額申請入學，原本

經濟系在第一時間並沒有加入，直到 2017
年林明仁教授擔任系主任時，才正式開放此

一多元入學管道，讓有心向學的優秀學生，

不因外在環境的負累錯失翻轉人生的機會。

系友捐逾百萬回饋母校 
拋磚引玉傳善意 望能減輕學生負擔

今年 (110學年度 )由此管道入學的林昱
辰，來自台南家齊高中，不但是新住民子女，

父親更因肢體障礙工作困難，對於林同學要

離家北上求學，一篇新聞報導道盡了林爸爸

的擔憂，經濟系友陳恭鋑注意到這篇關於林

同學的報導，他深受感動，便跟同為 1992
年畢業的同學林明仁教授討論，該怎麼幫助

這位學生，兩人在網路上的同學群組登高一

呼，鼓勵系友們化感動為行動，捐款支持學

弟妹，沒想到引發熱烈回應，只花 24小時
就獲得 10幾位同學的捐款響應，金額更是
很快就超過 100萬！因為從 1992畢業班學
長姊發起，林老師還笑稱是大家的五十歲紀

念。

像這樣願意支持弱勢學子的善意比比皆

是，2001年畢業的系友唐婉崴也是看到報
導後立即連絡系上，表示願意捐款 10萬給
昱辰，財團法人喜瑪拉雅研究發展基金會也

捐了 30萬，這些寒冬送暖的獎助金已歸入
經濟系基金會並訂立獎助辦法，未來透過希

望入學管道加入的學生，符合資格者均可申

請，每學期得申請 5萬元生活津貼補助。
林老師表示，系方擔心透過希望入學管

道加入的學生，不像其他學生有許多來自同

校的同學作伴，適應環境會比一般生來得辛

苦，若再加上經濟弱勢，好不容易取得最高

學府的入場券，卻要煩惱是否能順利畢業，

「至少讓這些學生不要為了錢煩惱，可以專

心適應環境及在學業上努力。」因此不管是

站在系方、老師或是學長姐的立場，都希望

能助他們一臂之力，這筆捐款求拋磚引玉，

期盼能有更多系友響應，把善意傳下去。

「這件事對身為老師的我來說，一方面

是鼓勵，另一方面是警惕。」他發現其實同

學們都記得當年臺大師長們對自己的教誨栽

培，有機會就想回饋母校，林老師也抱持這

樣的信念，希望為人師長可創造更多的正向

循環。

林老師也觀察到這幾屆臺大經濟系希望

入學的學生，並沒有原先系方所擔心的跟不

上的問題，也許往後可以考慮加開名額，畢

竟多元化的學生背景組成，可促成學生多面

向的思考及解決問題的能力，不管對一般生

或透過希望入學管道入學的學生都是正面的

激勵。

入學後才是挑戰 
獎助金讓學習無後顧之憂

林昱辰同學在就讀台南家齊高中時，在

校成績即十分優異，原本想挾其優勢以繁星

計畫申請入學，理想目標是離家近的成功大

學，後來聽學長姐跟導師提起臺大的希望入

學方案，在他們的鼓勵下，以新住民子女身

份挑戰申請，很幸運脫穎而出，讓他展開不

一樣的學習旅程。

他自述閱讀速度較慢，是屬於「苦讀型」

的學生，看見身邊聰明的同學讀書有自己的

一套方法，覺得相當值得效法學習，不僅是

同系的同學，也在不同系的理工科系室友身

上學到很多，「臺大有一部分的學生表現特

別突出，不論是學術領域方面或是籌辦各類

形式規模活動的能力，此外，大家可能都會

抱著外界給予『臺大』學生的壓力，在這種

期許下，我們不得不持續努力精進。」。身

為大一新鮮人，除必修的 12學分，林同
學還另選修包括日文在內共 10學分的
課程，加上本來就對球類運動有興趣的

他，入學就立刻加入系上的羽球隊跟桌

球隊，大學生沒有如高中時期的老師在

後面排讀書計畫、耳提面命何時該做什

麼事，他靦腆笑說，現在空閒時間都得趕緊

讀書、寫作業，都沒有空閒玩遊戲了！

一路走來，他覺得新住民子女身份對

自己來說沒有很顯著的影響，但媽媽的新住

民身份的確造成她工作上的經濟劣勢，高中

時很多同學都去補習，他不想增加家裡的負

擔，就跟同學借補習班發的例題來做，少了

補習班老師的講解，必須花比較多時間自己

練習找答案，所以他深知「缺乏資源，自己

就得更努力」的硬道理，也成為他最強

的學習動機。

希望入學給予弱勢學生機會，讓林

同學放膽追求更好的求學環境，耳濡目

染下也讓他加速進步。曾因為想省住宿

費而把成大當作理想志願的他，北上求

學雖增加一筆開銷，但也發現住宿舍反

而對讀書有增強的效果，因為同寢室友

習慣在房內讀書，他處在這樣的環境之

下，久而久之也養成回寢室就翻開書本

的習慣，「看到室友在讀書，自己也不

能輸！若是住家裡就沒有這種外在環境

刺激，或許讀書效率會沒有這麼好。」

同儕間良性競爭心態發揮了正面的成

效，面對身邊優秀的夥伴會刺激自己更

加想要努力、想要進步，雖然壓力會隨之而

來，但同時也是加速成長的動能。

林同學表示，臺大給予相當多的資源，

除了原本的助學方案及輔導機制，他也爭取

在系辦打工，再加上這筆「希望入學獎助

金」，讓他有信心不會增加家裡的額外負擔，

也能有心力拚學業，十分感謝系上提供這個

資源。

原本就對商學跟社會科學感興趣的他，

打算花一些時間好好了解跟探索這些廣袤的

知識領域，目前的規劃我想要多嘗試不同系

所開的課程，對商業資料分析感興趣的他，

預計嘗試更多程式和管理學院的課程，相信

在不久的未來，自己的人生能有更多不同的

選擇。

 ▲林昱辰同學

 ▲  蔡崇聖系主任在獎座上題下「與人希翼，德深

望重」，希望兩字正是林明仁、陳恭鋑等人發

起捐款的初衷。

 ▲   促成此次自發性捐款的 1992年畢業班合影，左一為系

友陳恭鋑，左三為林明仁教授，中間為蔡崇聖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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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學年新進教師

羅珮瑜 副教授

學歷：美國耶魯大學經濟學博士 (2006)

經歷：�香港大學助理教授、上海財經大

學助理教授、香港浸會大學助理

教授及訪問學者

研究專長：�賽局理論、資訊經濟、政治
經濟、產業組織

朴至鎬 助理教授 ( 韓籍 )

學歷：�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 (2021) 
研究專長：�國際貿易、總體經濟學、都

市經濟學

兼具理性與感性的計量經濟學家

—楊睿中副教授

今年經濟系新進教師中，你是否有發

現一位熟悉的身影？他是 95年度經研所畢
業的系友楊睿中，前幾年任教於清華大學的

楊老師，說到回臺大教書的契機其實十分感

性，影響他的正是臺大的學生。

時間拉回到今年三月，楊老師應舊識之

邀正考慮是否要申請臺大的教職，想到清大

可愛的學生們，難以抉擇的他決定趁此機會

回母校走走看看，久未踏進曾經熟悉的臺大

校園，他心情分外激動，回憶總是美好，他

形容自己有如「戴了玫瑰色的眼鏡」一般，

看景色、看學生都多了份悸動。此時正好巧

遇也是今年新進教師的陳冠銘老師正在跟學

生話家常，被他們的笑語青春活力鼓舞，此

時他腦中響起了邦喬飛（Bon Jovi） 的經典
名曲《Who Says You Can't Go Home》，正
是如此！臺大是家，何不回家？

感性的楊老師，教的是充滿理性數字

的統計與計量方法，研究專長是計量經濟學

的他，回到重視計量經濟學的臺大經濟系實

屬必然，原來，統計學中其實有很多方法經

濟系學生較少應用，比方說處理實驗數據或

是生物統計的部份，因此，臺大經濟系規劃

用一個學期教完經濟系常用的統計學核心概

念，第二個學期則是直接聚焦在以各種定量

方法研究經濟學問題的計量經濟學。

楊老師談到，真實世界不若實驗室，總

是有很多不同的環境因子干擾，要做經濟學

實驗困難度頗高，經濟學家必須審慎地選擇

及觀察真實世界的數字，而真實世界的數字

也會有各種狀況，所以當我們在研究這些問

題時，不能只單純去比較兩組數字，而要考

慮他們背後形成這些數字的因素。計量經濟

學嘗試用各種方法研究我們觀察到的數據間

彼此的關係，廣為人知的例如今年甫頒發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卡德（David Card），
他與合作者在基本工資相關的研究中，探討

紐澤西州提高基本工資與就業率的關聯，正

是運用計量經濟學中常見的差異中之差異法

（Difference in differences, DID）。
更進一步，楊老師下學期在研究所將開

設機器學習相關課程，計量經濟學常需要作

各種預測，利用演算法作更複雜的參數設定

新進教師

為楊老師親切且願意跟學生打成一片，許多

學生請教學業之餘也向他吐露心事，他觀察

到現在學生人手一支手機，時時刻刻想到什

麼都能立即查詢，資訊易於取得的同時，焦

慮也隨之而來。安迪沃荷（Andy Warhol）
曾說「在未來，每個人都會有十五分鐘的成

名時間。」但反過來說，若未成為眾所矚目

的頂尖成功人士，是否就是魯蛇（loser）？
「現在的學生得到太多資訊，看越多

越焦慮。」加上臺大學生自小到大都是學

校中頂尖的優秀學生，自我期許高自然不在

話下，交互作用下反而變成一股揮之不去

的心理壓力，令他十分憂心，「Winners or 
Losers這種二分法思維造成的焦慮跟負面情
緒，本身就是很大的問題，我反而鼓勵大家

要放輕鬆、多探索、多去接觸來自四面八方

的人。」楊老師認為，大學時期本來就是探

索自我的時機，建議學生不要因為跟別人比

較就急於立定目標，甚至焦慮煩惱現在離所

謂的目標還有多遠，「It's OK to be confused 
sometimes！你心裡帶著一些問題，大學正
是你尋找答案的地方。」因此，更推薦學生

們該趁此時多去了解自己有興趣的事物，甚

至是原本少接觸的領域。

而他自己也正在拓展新技能，去年

Covid-19疫情延燒到今年，漫長的遠距教
學讓他意外踏上油土伯（Youtuber）之路，
他笑稱真是一夕之間所有老師都要變身影片

創作者，雖然影片學習不限時間地點有其優

勢，但他還是比較喜歡實際跟學生互動，

才能了解學生吸收教學內容的狀況。除教學

外，楊老師更致力於研究，延伸計量經濟學

的研究領域至氣候變遷等重大議題，加入臺

大經濟系後，未來他期許自己能在研究上更

精進，進一步擴大經濟系的研究能量。

本系這學年 (110學年度 )共計新聘了 4名教師，除了從清華大學來的楊睿中
老師，還有一位是從香港浸會大學回來的羅珮瑜老師，另 2位是今年甫自美國芝
加哥大學獲得博士學位的陳冠銘與朴至鎬兩位老師，其中朴老師是韓籍。本系近

年來積極募款徵聘優秀的師資，包括外籍師資，並開設相當多的英語授課課程，

希望藉全英語的學習環境培養學生國際化能力。

楊睿中 副教授

學歷：�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經濟學博士 
(2014) 

經歷：�清華大學經濟系助理教授

研究專長：�非參數計量經濟學、機器學
習、氣候變遷

陳冠銘 助理教授

學歷：�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 (2021) 
研究專長：�勞動經濟學、應用計量經濟

學

及模型，從而獲得更精準的預測，機器學習

的加入成就更智慧的數據分析方法，可以修

正或印證過去研究問題的結論。

臺大清大學生比一比 
臺大學生更想知道「為什麼」

楊老師的教授生涯中，學生是關鍵，當

問到臺大學生跟清大或其他學校的學生有什

麼不同？他歸納出這三點，「聰明、好奇，

還有焦慮。」臺大的學生聰明無庸置疑，但

並不是聰明的學生就會具備好奇心這個罕見

的特質。他分享道，有次課堂上在教要算某

係數，公式是將模型中圖形的面積乘以二就

能得到該係數，在清大任教三四年間從來沒

有學生對這個公式有疑問，但臺大學生發問

了：「老師，你教的我都懂，但為什麼要乘

以二？」

「我覺得好奇心是很重要的特質，我發

現，臺大有更多學生想要知道『為什麼？』，

之前很少遇到有人會問這種根本性的，甚至

有人可能覺得有點蠢的問題。」然而這種追

根究柢的精神不但是探索知識的根本，還是

能舉一反三，將所學再思考變化運用的基

石，如果學生在吸收新知的時候，只將老師

所言全盤接受，不去思考背後原因，就很難

發展出屬於自己的觀點，所以楊老師樂於接

受學生的各種提問，這也促使自己思考更深

入。

不樂見學生過度焦慮 鼓勵大家放輕鬆
探索自我

「但我同時也看到他們特別焦慮。」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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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1 學年度經濟學系碩士在職專班招生
　　隨著臺灣經濟環境快速的變遷，為滿足產官學界對專業經濟知識的需求，臺大
經濟系特別開設碩士在職專班（公共政策與經濟分析組），培養學生統計分析、政
策評估、以及金融系統與產業研究等能力，歡迎各界菁英報考！

簡章公告 111年 1月 05日（三）

報名時間 111年 2月 18日（五）至 111年 3月 10日（四）

報名資訊 其他規定請至 http://www.aca.ntu.edu.tw/查詢

本系專班相關資訊請詳見經濟系網頁或電洽 (02)3366-8440

「大家都在談大數據，但現在的狀況
是很多公司空有許多數據，卻不知道要用什
麼方法來分析，轉化為有價值的資料，這」
就像你擁有一座山，山裡有各種珍奇植物樹
木，卻不知道如何觀察、採集、整理、分
析、使用，讓它們產生真正的價值？」現任
PChome露天拍賣總經理的曾薰儀相信在經
濟學能找到問題的答案，來到了臺大經濟系
碩士在職專班。

她所處的網路產業，這幾年正是資料
科學應用從萌芽進入風起雲湧的時代，她認
為「數據科學語言」將會是網路世代工作者
需要具備的基本語言能力，而且經濟學是開
啟這個能力的鑰匙。「現在數據分析能力可
能還算稀有財，再過了幾年，應該就是標配
了。」，十多年前，母公司網路家庭在臺灣
IPO(股票首次公開發行 )，成為臺灣第一家
上市櫃的網路公司，原本負責電商市場行銷
與媒體公關工作的她，為了學會使用財會語
言與投資法人溝通互動，讓更多資金、資源
引入網路業，她進入臺大 EMBA會計組就
讀，讓自己在原來的行銷公關職能上，再加
上財務會計專業技能。

下一個經濟系畢業生的舞台不在華爾
街？

時隔十二年，她又再度回到校園。「契
機是去年詹先生（詹宏志，臺大經濟系 1978
年畢業系友）傳了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的一篇文章《科技公司為何偏愛經濟學家》
給我，那篇文章主要在分析為何矽谷的科技
公司偏好錄用經濟學家。」以前經濟系的
學生，尤其是博士，大多都是去華爾街投資
銀行從事財務分析工作，但這幾年的趨勢是
矽谷的公司在跟華爾街搶人才，曾薰儀指出
原因，「金融業要分析財務數據，但財務數
據都是落後指標，財務報表通常都是落後一
季，GDP則是落後一年，可是網路產業不
同，網路數據的特性就是即時，而且所有動
作都有軌跡紀錄。」網路提供非常自然、即
時且大量的數據蒐集環境，而經濟學研究過
去做很多實證或是模型推導都需要數據，網
路服務恰好每天都在蒐集大量數據及行為，
矽谷取代華爾街成為經濟學家的新熱區也就
不難理解了。

「確實，當網路服務與用戶行為越來
越動態複雜，很多服務或規則設計如何做適
當的分配和規劃也變得不容易。」她表示，
制定平台的規則很像政府制定政策，用戶行
為會因為規則而改變。以購物網站為例，你
希望用戶用什麼方式結帳、選擇何種取貨方
法，都可以設些誘因去引導用戶，這之中有
許多行為設計跟成本計算的學問，網路公司
一開始發展，這些行為自然產生，但慢慢走
向更個人化的時候，就需要優化。當資料庫
裡的數據越來越多，就越來越能理解每個人
不同的興趣、軌跡，進而優化投放的廣告或
用戶行為轉換率，曾薰儀認為這背後的分析
計算跟標記，經濟學可以有很大的發揮，正
確的數據分析對於決策很有幫助。

「可是要去哪裡找經濟系的學生來工

作？我就跟詹先生說，最快的方法是去重新
去當學生！念經研所是從產業連結到學界的
捷徑，進入在職專班就讀就能從產業跳進學
界，然後再把學界的知識帶回業界。」最後，
她決定自己跳下來，再度開啟半工半讀的人
生。

聯考數學 28分勇敢挑戰經研所 攜伴報
考成班對

這個決定對她來說並不容易，第一個卡
關的就是數學，「當年大學聯考數學滿分是
120，我只考 28分，低標以下，沒錯，就是
從後面數過來的 1/4啦！」找了學姊諮詢經
濟系的課程內容，學姊有點擔心的問：「妳
真的要念嗎？人家說經濟系是數學系，應該
是有點困難。」但曾薰儀不是容易放棄的
人，遇到任何困難的時候，她想的是如何突
破。

「我想想就問我老公說，那你要不要一
起來考 ....？」曾薰儀的先生是工科博士，
但那時才剛交完臺大 EMBA的論文，辦完
離校手續，對立刻再念另外一個學位書興趣
缺缺，本想用考試那天有三鐵競賽回絕，沒
想到正好遇到 Covid-19疫情，三鐵賽取消，
她打趣的說，不管先生是否答應同行她還是
會去考，「但如果我們一起考上的話就會是
班對喔！」基於這個很酷的理由，先生最後
也決定一起報考，兩人成為在職專班中難得
的夫婦檔，入學第一天自我介紹「我老公今
天也和我一起來，就是我旁邊這位男同學」
讓大家留下深刻印象，一同進修羨煞旁人。
曾薰儀也偷偷說，其實有時候上課的時候聽
不懂，只好回家再繼續請家教幫忙補強。

開拓產學合作通道 旨在發揮經濟學最
大效益

加入經研所後，曾薰儀打開了經濟學
的眼睛，把所學發揮在工作上，「離開的客
人，給什麼樣的誘因能成功挽回？政策如何
設計，能產生良幣驅逐劣幣的效果 ?都可以
用實證分析的方法，去找到更好的配置或設
計。」她指出網路產業的特性就是速度快，
可以進行雙軌並進的 A/B test，上線之後，
幾分鐘到幾小時就可以知道哪一個效果比較
好。網路公司可即刻修改模型參數的環境，
對於經濟學研究來說是個絕佳的實驗場域。

但過往老師們作研究的範圍多侷限於
政府公部門相關單位，於此同時，她觀察到
許多企業在蒐集數據的時候，往往缺乏分析
架構，不知道怎麼整理數據、要用什麼樣的

工具方法去分析，「大家都說數據人才很難
找，臺灣資料科學的系所很稀少，同時跨領
域的知識也很重要，產業裡確實是極缺人
才。」同時也是臺灣網路暨電子商務產業發
展協會成員之一的曾薰儀，非常了解產業界
的困難，一方面雖然市場上有很多各形各色
的數據分析公司，但大多是只有算法卻沒有
數據，同時對實務的瞭解也有不夠深入的問
題，因此，曾薰儀藉此機會在學校了解每個
老師的研究範疇，進而尋找合作機會跟可以
發展的專案，「除了我們公司之外，我也在
幫其他同業找，希望能著手建立起數據實驗
室，並增加實習機會，連結產業界跟學界，
讓資料科學在網路產業開展起來、產生商業
價值。」

經過她的努力，目前已經開始有實習
計畫在進行，「預計在明年我們跟工研院會
有比較正式的實習計畫，且臺大經濟系有開
設跨領域的社會研究與資料科學專長學程，
學生在 Level 3時需要直接到產業實習，希
望最快明年社科學院的學生可來網路產業實
習。」曾薰儀認為經濟系的學生未來出路不
只是銀行，她想協助打開這條連結網路界與
學界的道路。

「網路服務每天產生巨量數據，經濟
學裡有嚴謹的分析推導架構，兩者結合起來
可以減少很多的資源浪費並產生更大的效
益。」曾薰儀舉例，有個參與研究計畫的臺
大經濟系學生提到，他以前在美國 Uber 參
與的專案就發現，有不少司機已經跳脫兼
職，把 Uber司機當作全職工作，所以會有
自己固定上班的時間，Uber就將每個司機
標記，比方說你大概是週一到週五，開早上
8:00到下午 3:00，平時是一般費率，Uber
就測試在 2:50這個人要下班的時間，若是
加 10%薪資的話他會不會願意加班？ Uber
把每個司機對價格的回應進行標記，計算出
每個司機的價格彈性，未來當有一個活動出
現大量派車需求，Uber就能用最經濟的價
格快速雇用適量的人力，曾薰儀笑說，「其
實每一個行為，認真去計算，最後都可以算
出一個價格。」這個實驗所用的觀念就是最
基本的價格彈性與供需法則。

經濟系的三大必修課程—總體經濟學、
個體經濟學跟計量經濟學，搭配出分析數據
的超強組合。曾薰儀認為經濟學一邊教學生
如何去看個體行為，一邊教怎麼用一個宏觀
的角度思考，「而這一切都可以被量化。」
這一年的學習裡面，曾薰儀多了經濟學這個
裝備，就宛若大腦進行了重大版本更新，儘
管四十幾歲才開始學微積分很辛苦，但她仍
大呼：「很值得！」

曾薰儀跨界網路產業與經濟學門

盼搭起業界與學界橋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