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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L T U R E

2009年1月，金融海嘯的影響正擴大，美國道

瓊指數不久將會跌到谷底。當時如果還有勁打開 
《華爾街日報》的人，無不受到這個標題吸引： 
「做數學能找到好工作」。《華爾街日報》有投資的

CareearCast.com上更列出洋洋灑灑兩百種職業，

而排名第一的行業竟然是「數學家」！

仔細看看排名前十名的行業，依序是數學家、精

算師、統計學家、生物學家、軟體工程師、系統工程

師、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工業設計、會計師。而且

這十項職業至少有五個和數學能力息息相關（前六名

除去生物學家）。如果這個榜單可以信任，似乎就暗

示著家長應該好好培養小孩的數學能力，雖然不見得

要當數學家。

但是數學家怎麼可能比得上公司主管、律師、醫

生，或者光鮮亮麗的明星、歌星、運動員呢？這就牽

涉到排名的方法了。該不會是金融海嘯症候群的表

現，是金融集團一時的反璞歸真（但不是說數學家要

為金融海嘯負責嗎？）。

排名的解讀

概括的說，「收入」只是一項因素，其他還有 
「環境」、「壓力」、「體力」和「展望」各因素。

根據這五個因素，《華爾街日報》這麼描述排名

第一的數學家：

根據這項研究，數學家排名最好的部分原因是他們通

常有適宜的環境──在室內、無毒、無噪音，不像排

名低的污水處理工、油漆工、泥水工。他們也不需要

為什麼您家小孩應該讀數學
2009～2013職業排行大剖析 編輯室

抬重物、爬來爬去、彎腰蹲伏，這些是消防隊員、修

車工、水管工的專長。

（這位記者似乎完全不懂這個職業的內容，或許和編

輯一樣有趕稿的壓力，記者的排名應該不太好。）

他們的調查方式還算「科學」。譬如展望因素考

慮了「雇用成長」、「失業率」、「薪資成長」、「

升遷」。其他像環境因素也分出各種細項。細項分數

加總就是該因素的總分。收入取的則是中位數再加上

考慮前景因素的微調。

根據網站上的排名方法，是將職業的五大因素依

分數各自做排行，從1排到200（數字越小表示職業

越好）。最後再將這些排行分數加總，就得到排行總

分。由於這些因素多少都有無從標準化（或標準化有

無意義）的問題，而且各項之間的分數也難以比較，

因此使用排序法算是不得已的方法。

這些細目的分數，據說許多來自美國的勞工統計

局、人口普查局、貿易機構研究，還有克朗茲（Les 
Krantz）先生的專業知識。最後這點感覺有些可

疑，這位先生是美國求職聖經《職業排名年鑑》的作

者，由於我們正好知道美國數學學會Notices的數學

家主編剛好也姓克朗茲，所以不禁陰謀論了一番。

不過反正職業因素的測量，總帶有方法偏見的色

彩，每個因素要如何測量、標準化、加權都是難題。

所以在2009年，數學家除了摸摸鼻子（不是良心）

自爽或拿來聊天喝茶之外，最好不要做出過多的推

論。一次性的調查，通常意義不大，自然科學如此，

社會科學當然更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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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中強調的是五年平均最好職業。

依照這個調查的標準，排名最差的工作

應包含部分底下的因素：環境惡劣、

工作壓力大、耗費體力、展望極差、收

入很低。讀者普遍覺得這個調查過份強

調前三項因素，不能反映真實情況，自

2012年網站計分規則改變後，低分排

名果然出現變化。

值得注意的是報社記者、空服員、餐廳

服務生、演員這些年輕人「口碑」還不

錯的職業，排名竟然這麼低。尤其報社

記者在2013年殿後，也許是藉機在向

報社老闆暗示吧。

TOP 20

2009～2013
排名前二十名列表

2009～2013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3*

1 數學家 精算師 軟體工程師 軟體工程師 精算師 精算師

2 精算師 軟體工程師 數學家 精算師 生醫工程 生醫工程

3 統計學家 系統工程師 精算師 人事經理 軟體工程師 財務規劃

4 生物學家 生物學家 統計學家 牙醫助手 聽覺矯正 聽覺矯正

5 軟體工程師 歷史學家 系統工程師 財務規劃 財務規劃 驗光醫生

6 系統工程師 數學家 氣象學者 聽覺矯正 牙醫助手 職能治療

7 歷史學家 律師助理 生物學家 職能治療 職能治療 數學家

8 社會學家 統計學家 歷史學家 網路廣告經理 驗光醫生 系統工程師

9 工業設計 會計 聽覺矯正 系統工程師 物理治療 軟體工程師

10 會計師 牙醫助手 牙醫助手 數學家 系統工程師 牙醫助手

11 經濟學家 哲學家 社會學家 語言治療 整脊師 物理治療

12 哲學家 氣象學者 會計 驗光醫生 語言治療 語言治療

13 物理學家 技術文件撰寫 律師助理 物理治療 生理學家 藥劑師

14 假釋官 銀行行員 物理學家 藥劑師 大學教授 生理學家

15 氣象學家 網頁開發 財務規劃 網頁開發 獸醫 心理學家

16 醫學實驗室技師 工業工程 哲學家 石油工程 營養師 大學教授

17 律師助理 財務規劃 職能治療 營養師 藥劑師 整脊師

18 電腦程式師 航空工程 假釋官 統計學家 數學家 人事經理

19 影片編輯 藥劑師 航空工程 整脊師 社會學家 氣象學家

20 天文學家 醫療檔案管理 經濟學家 社會學家 統計學家 足部醫生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3*

200 伐木工 油田工人 油田工人 伐木工 報社記者 伐木工

199 乳農 伐木工 鐵工 乳農 伐木工 報社記者

198 計程車司機 鐵工 伐木工 入伍軍人 入伍軍人 入伍軍人

197 漁夫 乳農 屋頂工 油田工人 演員 油田工人

196 緊急救護員 焊工 計程車司機 報社記者 油田工人 播報員

195 垃圾工 緊急救護員 餐廳服務生 乳農 屋頂工 屋頂工

194 垃圾工 計程車司機 焊工 抄表員 抄表員 洗碗工

193 焊工 建築工 建築工 洗碗工 郵差 餐廳服務生

192 油田工人 抄表員 抄表員 肉販 屋頂工 音樂DJ

191 鐵工 郵差 油漆工 播報員 空服員 空服員

CareerCast.com排名用

的是最簡單的排序法。同

一因素依分數排名，再將

各因素排名分數依權數加

總再做總排名。前三年五

大因素權數相等。2012
年則將前三項合併成「偏

好」因素，和「展望」

與「收入」依相同權數

加總。2013年更將「體

力」因素併入「環境」因

素。

依網站資料（2009年

「展望」資料不全）計

算，2010至2012年大

致相符，但2013年卻出

現較大的偏差，因為除非

「展望」有較高權數，不

然依照網站公開的計算方

式，「數學家」不可能在

18名，右表還原這個「

無偏差」的排行，「數學

家」排名第七（這項排名

僅供參考，本文不另採

用）。

排名最後十名列表

表中強調的是五年平均最好職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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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科醫生 97.8
診斷疾病並動手術修復、重建、

移除、更換種種器官、肢體、身

體系統。

數學家 7.4
在商業、教育、工業各界應

用數學理論與公式進行教學

或問題解決。

環境

壓力

體力

收入

展望

精算師 1.8
依據統計決定意外、疾病、死亡，

以及財物損失（竊盜或天災）之 
機率。

公司高層主管 121.2
為私人或上市公司制訂決策、指

揮運作。

演員 174.2
藉由詮釋舞台、電影、電

視、廣播上的戲劇角色可以

娛樂、傳達、教育觀眾。

軟體工程師 2.4
因應醫療、科學、工業之硬

體發展，進行軟體系統的研

究、設計、開發與維護。

各項因素之 
個別排名比較

CareerCast.com從2009年到

2013年，每年提供200項職業

各項因素的原始分數，我們運

用網站採用的排序法為每項因

素排名，再將排名分數除以40

，變成5分制而且職業愈好分數

越高。再從五年總排名平均最高

的前五項職業，選擇了精算師、

軟體工程師、數學家，再加上讀

者可能會感興趣的演員、外科醫

師、公司高層主管共六項職業，

製成左邊的分析圖。

顯然演員這個亮麗職業，一用中

位數考慮收入因素後，就整體縮

水。這是贏者全拿職業的特徵。

大眾很欣羨的外科醫生與高層主

管，總排名表現大約在中間。

顯然高收入所付出的代價，是嚴

苛的工作環境與沉重的工作壓

力，CP值並不理想。

環境

壓力

體力

收入

展望

環境

壓力

體力

收入

展望

環境

壓力

體力

收入

展望

環境

壓力

體力

收入

展望

環境

壓力

體力

收入

展望

五年平均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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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排名的趨勢 

沒想到《華爾街日報》和CareerCast.com吃了

秤鉈鐵了心，從2009年開始，每年調查公布全美200
職業的排名，而且從善如流，不斷修正排名計算的方

式。於是經過五年的調查，總算有點「底定」的味道

了，值得將這五年的結果比較仔細的檢視一番。由於

這名單中的200項職業，每年有些微調整或變動，我

們暫不考慮新出現的職業。

粗略將這五年的排名加總平均，排名最前面的五

個職業依序出現的赫然是精算師、軟體工程師、系統

工程師、數學家、統計學家（如果你好奇，下面五個

是歷史學家、牙醫助手、社會學家、氣象學家、聽覺

矯正師）。雖然五年中這些職業的排名時有異動，但

是平均前五名竟然就是2009年和數學能力頗為相關

的那五項職業，這就值得讀者玩味了。

仔細看一下網站的定義，其實數學「家」不見得

是在大學任職（2013年他們特別補上一個「大學教

授」的新項目，是壓力最低的第二名），而是在工作

上強烈用到數學知識的專家，所以包括了許多公司研

發或顧問的工作。

平均前五名的職業都與數學或邏輯能力有密切的

關係，而他們的職業特徵也都很相似，平均來說，這

些職業都有頂尖合宜的工作環境，幾乎完全沒有體

能需求，工作壓力普通，前景展望穩定，收入平均也

在排名前30名左右。雖然不敢說是「錢多事少離家

近」，卻也相去不遠。

觀察現在的世局，除了含著金湯匙出生的少數幸

運兒之外，按照這個調查，為了讓自己的小孩進入或

保持在M型社會的右峰。你或許要讓你的小孩至少擁

有比較有競爭力的「數學能力」和「程式能力」。

至少當你的小孩顯現出強烈的數學興趣與能力

時，你或許不需要因為太擔心小孩的前途，強迫他轉

到興趣不合又不幸福的職業。我們相信在大學打下基

礎的數學能力（不管你是本科、輔修、雙主修），是

非常有保障的投資，因為能轉換的跑道很多，絕非是

教書匠而已。由於臺灣學生學習的時間普遍拉長（大

學延畢、碩博士增加），這個基礎能力的說法就更值

得參考。

提醒讀者二三事

回到這份調查，先提醒讀者這畢竟不是臺灣的排

行，職業排行要配合美國的文化環境才算數，在臺灣

看只能做為參考。

「做一行怨一行」是普遍的現象，中西皆然，沒

有真正完美的職業。這個調查以「客觀」數據為目

標，排除了民眾的主觀想像、社會期許或媒體印象。

而整體平均永遠無法反應個人表現、特殊薪資以及私

人抱怨，讀者反而可以調整一下自己的刻板印象。

這個調查有顯然的缺點。譬如它雖考慮展望，但

是展望三年還是三十年顯然很不一樣。想想五年前沒

有智慧型手機的時代，未來世界的前景真難以想像，

對於這種局部理性的測量方法，我們無法苛責。頂多

就是考慮未來關鍵的能力，例如──數學能力。

這個排行最令人詬病的，是完全不考慮職業的滿

足感或使命感。「要選擇自己有興趣或有志向的職

業。」是很多老師掛在嘴邊的話（嗯──家長的考慮

可能不同）。對許多人，更是「我之所以為我」的重

要因素，這是這份唯物或現實的排行完全無法提供，

或正是要刻意排除的。對於有人「歡喜做甘願受」或

者「要賭一把」的態度，它只是提前給你十年後午夜

夢迴時，可能會面對的數據。

調查排行都預設一種看世界的觀點。我們覺得這

份排行，最適合從父母幫子女考慮職業的角度來理

解。如果設身處地想像會不會鼓勵子女繼續從事「自

己的職業」，也許最能感受這個排行的道理。

如果挑餐館CP值要高，影響一生的職業也該如

此。只是職業是長久的事，更該從投資教育時開始考

慮。如果你的小孩整天想要讀數學，何不放膽讓他/
她去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