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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出版社譯介科普書淺探 
  

歐陽亮 

（本會會員） 

  

摘要  冷戰時期，設址香港的美國新聞處今日世界出版社，除了發行《今日世界》月

刊，還譯介大量美國書籍，宣揚美國文化，對海外華人社會與台灣皆影響深遠。其中

文學方面已有許多探討，但科普類尚無專文，當時台灣科普讀物貧乏，該社所譯介的

科普書為青年學子的重要科學知識來源。因此筆者根據國圖、市圖、台大、師大等圖

書館館藏，共查得《相對論入門》等科普書 44種。本文分析其時代背景，簡介各冊內

容，為台灣科普史作一註腳。 

 

關鍵詞：今日世界出版社，科普，科普書 

       

一、前言 

今年（2019）3 月 27 日，張之傑老師在科史會臉書社群貼出一篇貼文：｢……我們

學生時代，台灣的科普讀物少得可憐，今日世界社譯介的科普書成為青年學子的重要

知識來源。收拾書架，找到 6 本，封面如圖所示，……。研究台灣科普史，今日世界

社譯介的科普書，是個很值得研究的題目。」筆者恰好也有一本。於是走訪國圖、市

圖、台大與師大等圖書館，共尋獲 44 本，勉力草成此文。謹略述今日世界社譯叢的來

龍去脈，並製表列出 44 冊之作者、譯者、出版年、內容簡介，文後略作討論。所製表

格原有萬餘字，對於各冊作者及內容簡介敘述較詳，因限於篇幅，已大量刪減。 

 

二、美國新聞處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進入美蘇對抗的冷戰時期。美國為了捍衛自己的意識形態與

國家安全，對於共產主義採取圍堵政策。韓戰對冷戰發展產生重大影響，除了把香港

從原先的難民城轉變為民主櫥窗1，也將撤退到台灣的國民政府納入圍堵共產主義的一

環。美國開始對台灣展開軍事、經濟援助，並積極將其文化輸入台灣。 

二戰初期，美國於 1940 年 8 月成立第一個對外資訊與交流機構——美洲共和國商

業與文化關係協調員辦公室（Office of the Coordinator of Commercial and Culture 

Relations between the American Republics，簡稱 OCCCRBAR），但作用有限。1942 年

6 月 13 日，羅斯福成立美國戰時資訊辦公室（United States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簡稱 OWI），負責廣播、報紙、出版等海外宣傳的資訊發佈活動，使用傳媒充分宣傳

                                                           
歐陽亮，業餘天文學與科學史研究者，台北天文館期刊《台北星空》謎樣星宿專欄作者，電郵：

liangouy@yahoo.com 

 
1 趙滋蕃〈港九文藝戰鬥十五年〉，《文學原理》，臺北：東大圖書，1988。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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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才發揮了較大的效果。「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即為戰時資訊辦公室在海外的分支機構。2 

戰爭結束後，輿論呼籲應解散戰時設立的對外宣傳機構，為順應民意，於是解散

了戰時資訊辦公室等機關，但這只是一個表面現象，實際上它們承擔的業務並未被取

消，其下轄部門也轉入國務院過渡機構，並完全保留了美國新聞處，以確保美國對外

宣傳管道的暢通。冷戰開始之後，對外資訊與文化交流機構重獲國會支持，1948 年正

式立法，原本檯面下的活動才開始有法律上的依據。歷經一些調整後，1953 年總統艾

森豪仍然認為心理宣傳各部門間缺乏有效溝通，因而進行重組，將相關部門整合起

來，在 1953 年 8 月 1 日創立美國新聞署（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USIA，

1953-1999），將原有的美國新聞處納入其管轄，以繼續在國外進行教育交流、強力輸

出思想與文化等具體行動。3 

USIA 表面上是一個獨立的組織，現在已知美國新聞處和中央情報局在很多項目上

明確合作，以影響外國的公眾輿論。4美國在香港活動的最重要機關，就是美國新聞

處，其辦公室與中央情報局就在同一棟建築內。5其主要目的為「破壞中共的力量與資

源」、「誘使華人支持美國政策」、「獲取香港對美國的理解與支持」6，希望利用香

港作為據點，對中國展開宣傳攻勢，以取得軍事或經濟封鎖難以達到的效果。美國新

聞處資助過許多出版機構，包括亞洲出版社、友聯出版社7、台灣的文學雜誌等8，而今

日世界出版社與今日世界社兩者則直接隸屬於美國新聞處，前者出版書籍、後者出版

雜誌。 

選擇在香港做為基地的原因有以下幾點：1.鄰近大陸與台灣，方便運送印刷品。2.

香港為英國殖民地，表面上是中立的，較方便進行文化外交。3.不滿國共雙方的知識份

子在此居留，翻譯人才很多，包括著名作家張愛玲、余光中也曾協助翻譯，但僅限文

學作品。4.英國殖民地政府為避免共產勢力影響其統治，於是壓迫左派並任憑美國施展

文化策略。5.香港有較大的言論自由空間。6.香港的物質條件與印刷品質較佳。9 

1979 年中共與美國建交後，美國新聞處仍持續運作，1981 年仍有出書，但隨著蘇

聯解體、冷戰結束，美國對外宣傳活動亦喪失了明確目標，美國新聞署的主要使命已

告結束，於是在 1999 年 10 月併入國務院。USIA 關閉後，向海外宣傳的職責轉移到廣

播理事會（Broadcasting Board of Governors, BBG），該組織仍致力於用新聞傳播來促

進美國在國外的利益。 

 

三、今日世界社與今日世界出版社 

                                                           
2 鄧峰，〈美國對外宣傳機構的演變〉，《學者筆談》，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3，頁 191。 
3 同註 2，頁 194。 
4 Matt Novak, Meet Guy Sims Fitch, a Fake Writer Inven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Gizmodo, 2016 

https://paleofuture.gizmodo.com/meet-guy-sims-fitch-a-fake-writer-invented-by-the-us-g-1787060769 
5 單德興《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2009。頁 123。 
6 趙稀方〈五十年代的美元文化與香港小說〉，《二十一世紀雙月刊》，2006-12。頁 87。 
7 同註 6，頁 88。 
8 張瑞芬《胡蘭成、朱天文與「三三」—臺灣當代文學論集》，台北：秀威資訊科技，2007。頁 247。 
9 同註 5，頁 121。 

https://kinja.com/mattnovak
https://paleofuture.gizmodo.com/meet-guy-sims-fitch-a-fake-writer-invented-by-the-us-g-17870607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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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世界社在 1950 年創刊，原名《今日美國》，1952 年改名《今日世界》，提供

一般讀者閱讀，1980 年停刊，歷時 28 年。由於紙張好、編排好、價錢便宜，其報導的

科學新知、世界動態、文藝創作等質量俱佳，因此廣受歡迎，成為港台雜誌界的龍

頭，而其中的美國價值觀也深深影響了台灣讀者對於世界的看法。10 

至於今日世界出版社則以出版翻譯專書為主，目標對象為知識份子與年輕學子，

由於此為美國外交政策的一環，翻譯品質佳，一般民間出版社難以望其項背11 ，因此

為戒嚴時期的台灣封閉社會，提供了接觸新知的重要管道，影響深遠。12據任職今日世

界出版社主編最久的李如桐表示，該譯叢出了 400 到 500 本書。13在 1976 年該出版社

發行的《今日世界譯叢目錄》雖號稱三百餘本，但筆者統計後發現實際內容僅有 224

本，共記錄了文學類 78 本、藝術類 7 本、傳記類 34 本、史地類 13 本、社會科學類 59

本、科技類 31 本、英語教學類 2 本，以文學類為最大宗。 

翻譯品質好的原因，除了上述的翻譯人才多之外，稿酬也是一大因素，可高達一

般報紙投稿的四到六倍14，與今日世界出版社同時被美國資助的亞洲出版社稿費則為一

般報刊的四倍。15此叢書雖然主要是宣傳美國文學與文化，卻也對華文文學界發揮了難

以估計的影響與效應。16而科普類對當時的台灣而言，也是最高水準的科普刊物17。但

是科技發展日新月異，科普書容易因新發現而過時、失去介紹新知的作用18，在無法持

續暢銷與廣泛流通的情況下，閱讀者遂日益減少，因此現今在二手書市不易發現，圖

書館的借閱率亦低於新書。 

至於版權問題方面，此叢書大多難以重新出版，因當時是以採購方式向譯者購買

服務，不是版權，導致今日世界出版社結束後，其他出版社難以再出。19目前意欲重新

出版者，需向美國在台協會洽詢。科普類由於上述版權問題與時效問題的雙重影響，

更難經由其他出版社重新出版。 

 

四、今日世界社的科普書 

科普一詞，不見於 1949 年以前出版的任何辭書，可見這是個中共建政後的新生詞

彙。據學者研究，科普一詞源自俄文 Популяция научных знаний，和 1950 年「全國科

普協會」的成立有關。台灣於 1983 年首次有人倡議採用這個大陸的詞彙，至 1990 年

代才為公私機構普遍採用。20 

至於今日世界社譯叢中的哪些書可列為科普書？《今日世界譯叢目錄》的列法不

能全為依據。例如它將科幻小說《火星紀事》列入科技類，應列為科技類的《生態學

淺說》、《污染問題發凡》，卻列為社會科學類。本文採取此間出版界的普遍看法，

                                                           
10 傅月庵，〈懷念出版社之美帝‧今日世界〉，遠流博識網，2003。 
11 見註 5，頁 126。 
12 見註 5，頁 129。 
13 見註 5，頁 123。 
14 見註 5，頁 128。 
15 同註 6，頁 88。 
16 見註 5，頁 141。 
17 張之傑，電郵訪問，台北，2019/8/9。 
18 見註 5，頁 143。 
19 見註 5，頁 142。 
20 張之傑〈試論科普讀物的層級與評量〉，《科學文化評論》第 7 卷第 4 期，2010 年，頁 110-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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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即將數學、物理、化學、天文、地理、生物、工程、醫學、農學等方面的通俗讀

物，皆歸類為科普書。據此筆者從國圖、市圖、台大、師大圖書館等館藏，尋獲科普

書 44 本。（見下表）亦有書名看似科普但內容完全無關者，例如《偉大的實驗》屬歷

史類、《試管春秋》屬戲劇類，均未列入。 

這 44 本的作者有許多知名人士，包括諾貝爾獎與普立茲獎得主、名作家等。44 本

中，論及核能或核武威脅者高達 32 本，佔 73%，遠高於太空競賽或登月任務之比例，

成為此叢書的最大特點，因為當時距離原子彈爆炸只有 10 到 30 年，但登月計劃才剛

展開中。叢書中有幾本敘述到科學家原本在大眾印象中是不修邊幅、薪水低微的探秘

者，原爆後其形象卻轉變為發明家並享有聲望與權力（見於《科學的貧乏》，《氣候‧

人‧歷史》，《現代科學與現代人》），甚至在《人類的前途》裡把科學家比喻為伊甸

園中的蛇，可見冷戰時的核武，形成了強烈的社會氛圍，讓各類別的科普書都以此做

為比喻、對照或警惕。 

若細加分類，以綜合論述最多，共有 14 本，內容主要為介紹各種科學新發現、面

對科技時應有的態度，或討論科學與其他領域間的相關問題，諸如哲學、藝術、文

化、宗教、工業、醫學、國防、政治等。其他專門分科，以太空科學數量最多，共有 8

本，且有一半與登月計劃有關。地球科學與生物學居次，各有 6 本。有趣的是，登月

計劃原本在 1959 年全國科學委員會的報告中，是二十一項研究裡優先順序最低的，卻

因為政治與軍事因素而在 1961 年被調到最高（《科學與生存》，頁 53）。不過有些書

名看似屬於太空，但其實是在簡介太空科技如何應用於其他各領域。 

上述 44 本的封面與原文版本設計不同，大多改為幾何圖形或實物簡化後的抽象造

型，表現出當時美術界的風格，主要設計者有香港畫家兼封面裝幀家蔡浩泉、畫家兼

作家李維陵以及辜宣鎬等。不採用原封面的原因除了版權問題外，或許還有叢書需統

一風格、印刷成本限制、美學觀點不同等因素。 

 

今日世界出版社 44種科普書簡介 

序號 書名 出版年 作者 譯者 內容簡介 

1 宇宙探秘 1959 海荻 Margaret O. 
Hyde  

易家愿 國際地球科學年成果摘要，當時科技展望過於樂
觀，第一顆人造衛星才剛發射，太空競賽正開始，
因此書中特別強調美國火箭科技。 

2 星星.原子.
人 

1966 合貝爾 Heinz 
Haber  

重明 介紹古代星座起源、地球、碳十四、太陽能量、外
星生命觀、宇宙結構等。文章流暢有趣，但部份資
料已不正確。作者認為人類雖不在宇宙中央，但仍
往原子與星辰兩方向探測，就像是處於萬物的中
心。 

3 火箭與太空
飛行 

1967 葛德溫 Harold 
Leland Goodwin  

柳金 介紹火箭歷史，提及第一個利用火箭飛行的萬和、
登月計劃細節、光帆、太空梭與回收火箭等，並認
為二十世紀末人類已去過火星。 

4 月球生活 1969 邁薩克 Lawrence 
Maisak 

澄清 月球生活將面臨與地球截然不同的問題：稀薄大
氣、植物需避免長夜、月表建築困難點、需躲地底
以防宇宙射線、月面車特殊設計等，書中並比較了
太空衣優劣（包括罐頭形式）。 

5 太空攬勝 1969 西麥 Clifford D. 
Simak 

成臯 以簡單易懂的說法講述太陽構造、星星的誕生到死
亡、估算銀河系大小、人類退出宇宙中心的歷程、
類星體、生物污染、與外星智慧接觸的難題等，書
中資料較新，許多觀測至今未獲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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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我們到了月
球 

1972 惠爾福 John 
Noble Wilford 

唐錫如 記錄登月任務的細節、繞月壯觀景象以及如何選擇
最佳登月方法等。有英漢對照與彩色照片。登月行
動帶回解開宇宙之謎的線索，讓我們以地球整體眼
光來提升人類視野。 

7 火星紀事 1973 布萊伯雷 Ray 
Bradbury  

趙銘 描述遠征火星的虛構故事。情節部份類似《小王
子》，並諷刺美國生活與思想，例如殖民主義、種
族歧視、思想箝制等。書中居家自動化已接近現
在，如掃地機與牆面螢幕。 

8 福自太空來 1975 奧德韋 Frederick 
I. Ordway III 等 

易家愿 NASA 為經費龐大的太空計劃辯護，故羅列許多衍
生技術，如防火材、新材料、計算機等大家已享受
到的額外紅利。太空研究取代了戰爭，成為技術進
步催化劑，讓人類認清處境並愛護地球。 

9 太空科學與
衣食住行 :
一九七七年
美國航空太
空總署報告 

1977 哈格蒂 James J. 
Haggerty 

羅天德 記述 NASA 貢獻，涵蓋範圍甚廣，迪士尼也曾受
惠。二十世紀初電動車也可能因電池改良而捲土重
來。其季刊「技術簡訊」免費提供技術移轉與創新
商用訊息。 

10 南極的故事 1960 沙利文 Walter 
Sullivan  

易家愿 以豐富文采寫出南極景象、嚴寒氣候與艱苦冒險，
特別是飛機發明前的探險，每當探險家到達無人曾
抵之地就會宣布該處為領地。後半部為飛機探險與
科學探索。 

11 地球古今談 1967 葛茂 George 
Gamow 

澄泉 序文自稱大雜燴。前段講述文明神話、太陽系、地
球壽命，認為木星土星有固體表面。中段提到地質
與氣候，認為氣象預測是藝術而非科學。後段講述
生物。 

12 海洋富源：
海洋學介紹 

1969 卡力索 Norman 
Carlisle 

景雲 人類從只知航行與漁獵，進而想要利用海洋的礦產
與水，因此開發了潛水科技、觀測技術、以海藻與
魚粉做食物、人造鰓、海底採礦法與地質研究等，
詳述許多技術細節。 

13 瀛海探奇 1973 索爾 Gardner 
Soule  

葉友琴 全書混合生物學與地質學發現，但許多譯名與今日
不同。詳述發掘板塊漂移證據的過程，當時該理論
剛被接受。 

14 陸移海轉 1975 布里格斯 Peter 
Briggs  

魏約瑟 介紹海洋鑽探船格羅麥挑戰者號的誕生、運作、獲
得板塊漂移證據等故事，亦有許多科學紛爭與經費
問題。此任務引發各國重視附近海域石油資源，並
拒絕探測船進入。 

15 氣候.人.歷
史 

1978 克萊本 Robert 
Claiborne  

楊震宇 氣候影響了人類演化與文明。書中詳述冰河時期成
因與如何加速人類演化。在原爆後科學家享有聲望
與權力，但權力使人墮落，故科學家亦需被批判。
企圖控制氣候可能導致未知後果。 

16 雙螺旋鏈 1970 華生 James D. 
Watson  

童亦暢 諾貝爾獎得主回憶錄，敘述如何發現遺傳基本物質
結構、新思想如何產生與爭搶新發現的過程。 

17 生命奇觀 1970 亞希摩 Issac 
Asimov  

易家愿 作者雖為科幻大師但本書無科幻成份，只用簡易比
喻說明蛋白質、酵素、維生素、激素的作用，如消
化就像裝配線般有效等。 

18 森林和海洋 1976 貝茲 Marston 
Bates 

丘佩華 以森林與海洋的許多相似處開始討論生態學，提及
專家應留意與其他領域的關係、人類智力因使用工
具而開發出來、需用生態學看待萬物、保持生態多
樣性。 

19 污染問題發
凡 

1976 艾爾斯華斯
Thomas Gibbons 
Aylesworth  

陶良謀 可怕污染事件讓人警覺空氣、水源、噪音的污染，
並預測電動車將捲土重來，鼓勵多方面合作，認為
核廢料沒有完善解決方法。 

20 生態學淺說 1977 達林 Lois Darling 丘佩華 用散文般筆觸介紹自然為生態系統。解釋自然如何
平衡、適應，警告人類破壞荒地時應三思。草原易
被過份利用而變荒漠。人類隨著文化形成，開始傷
害生態，卻害了自己。 

21 生物學與人
生 

1979 博德曼 Harry 
Boardman；羅斯

伊敏, 
胡叔仁 

美國之音廣播輯錄，介紹生物學與醫學問題，如優
生學爭議、人類生命目標、侵略性在核武時代需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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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art A. Ross 制、種族歧視與遺傳等。 

22 相對論入門 1960 巴湼特 Lincoln 
Kinnear Barnett  

仲子 愛因斯坦也說此書極到分寸。科學原是解釋為什
麼，但現在只以指出事物數理關係就滿足。光速被
斷定不變，是質量會變，能有質量。重力等於慣性
並非偶然，不過不確定性與統一場論似乎顯示已無
路。 

23 電的故事 1960 孟德堡 Arnold 
Mandelbaum 

明君 描述按鈕世界如何產生，從電的發現，到靜電機、
萊登瓶、避雷針、電池、電話、發電機、電燈、無
線電等發明，全文幽默有趣，並預言薄型電視出
現。 

24 原子能與日
常生活 

1968 曼馬丁 Martin 
Mann 

羅天德 此書強調核能的和平用途，如發電、治療、示蹤、
農業改良、測量等，但提到核廢料只說無解決方
法。書中預期之商用原子船、火車、飛機以及用核
爆造港等皆未曾實現。 

25 化學的故事 1964 傑斐 Bernard 
Jaffe  

王學理 描述化學從煉金術變科學如何改善人類生活，並提
及苯環、DDT 滅蝨、改善酸性體質假藥等。看好
用後即拋，卻未意識到汙染問題。 

26 現代科學與
現代人 

1955 康南特 James B. 
Conant 

明君 由四篇講稿串成，講述科學的文化意義。當時普遍
對核能有所憂懼，科學家變發明家、核子物理變秘
密，威脅科學的自由。科學家精神與藝術家類似。
但科學是有限的，研究範圍不可能無限擴大。 

27 人類的前途  1962 哈里遜 George 
Russell Harrison 

易家愿 科學雖使世界日益複雜，但只要能控制，就可接近
真理。科學、藝術與宗教是探求真理三大途徑。在
氫彈問題上科學家被譬喻為蛇，並非決策者。此書
稱讚的 R12、DDT、核能等尚未曝露其問題。 

28 科學入門 1964 康南特 James B. 
Conant 

趙盾 廣泛探討科學與其他面向的關係，包括宗教、工
業、醫學、國防、政治等。中段為科學史故事，並
檢視科學家地位的改變、科學家與工藝家的差別。 

29 漫遊科學世
界 

1966 克魯斯 William 
H. Crouse 

蔡廣 介紹科學基本概念與發展史，包括火、蒸汽、電、
無線電、光、電視、雷達、計算機、飛機、火箭、
原子能等。 

30 科學新發現 1966 賴恩費爾德 Fred 
Reinfeld 

謝叔斐 淺顯解釋電子、交通、醫療、光學、太空、原子、
氣象、海洋等領域的新技術，提及可利用氫彈取頁
岩油或鏟除高山，可見當時人定勝天想法遠盛於保
護環境。 

31 科學展望 1968 哈里斯 D. S. 
Halacy  

易家愿 此書談 20 年內重要發明，如雷射、電腦、人造衛
星、超導體、太陽能電池，作者認為科學劃分是人
為的，理想的科學是統一整合的研究。 

32 科學探奇 1971 蒲耳東 Tom 
Purdom 選輯：作
者有 Poul 
Anderson、Issac 
Asimov 等  

明君 由十篇科學故事組成，主題包括人類發展史、氬、
培根、恆星視差、科學界騙子、尋方位運動與肝
炎、夢、改變氣候、找尋 X 行星等。 

33 現代科學談
趣 

1972 伯恩施坦 Jeremy 
Bernstein  

易心儀 記錄古代與現代物理學家的逸事、理論誕生的過
程、擴張宇宙與生物歷史長度、物理與哲學的奇妙
關係，甚至有物理不適合追尋真理、需從直覺去尋
求的看法（p81）。 

34 科技時代與
科技人 

1974 費基斯 Victor C. 
Ferkiss 

祝振華 科技與達爾文學說、基督教共同影響社會，可產生
文明，也能造成末日。原子彈給科學家新的社會責
任感。科技人是指能控制科技、了解萬物皆相連、
找出未來方向的人。 

35 科學的貧乏 1975 布什 Vannevar 
Bush  

李克 論文集，指出科學外還有哪些重要事物。科學並非
萬能，科學不能解釋時不能迷信科學，也不能因問
題而放棄探索。其個人圖書館概念類似現在個人電
腦。 

36 科學與生存 1975 康芒納 Barry 
Commoner  

梁宗元 盲目相信科學的時代已過去，二氧化碳與殺蟲劑累
積的災難是因人類未充分了解新科技就應用，拿自
己與環境做實驗。科學已開始違背基本原則以致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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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有觸礁危險。 

37 大地復原 1977 泰勒 Theodore B. 
Taylor；韓浦斯通
Charles C. 
Humpstone 

李宜培 由於人類難以降低物欲控制污染，只好以法律遏
阻，並訂定時限來改善。因污染種類太多，應採全
面處理以治本，而非逐一控制僅治標。以數據說明
除污方案與花費可行，但對核融合過於樂觀。 

38 未來二百年 1978 卡恩 Herman 
Kahn；布朗
William Brown；
馬特爾 Leon 
Martel 

蘇子美 以數據推測未來，認為新技術可解決問題，短缺可
舒緩。成功預測人口增長將因經濟發展而減少、溫
室效應、過度城市化、過度旅遊與整容等。除了核
子擴散外，對新能源預測與應付技術問題過於樂
觀。 

39 能源縱橫談 1979 海斯 Denis Hayes  蘇子美 描述各種能源的利弊與效率過低問題，已注意到溫
室效應。能源政策常不考慮社會後果，以為能源可
互相替代。環保將限制發電種類，最好以節約為
重，增加使用效率。困難又大型的技術不一定是明
智選擇。 

40 電腦入門 1969 鍾斯 Weyman 
Jones 

周乾
康、林
明岳 

電腦已應用在控制、學習、設計、工廠、醫療、太
空競賽等領域。書中介紹算盤、二進位、打孔卡等
相關技術。電腦像木偶，無法做價值判斷或找到新
邏輯，但它讓人類理想更完美。 

41 人與電腦 1975 凱默理 John 
George Kemeny  

吳振明 以共生來形容人與電腦的關係，討論電腦是否生
物、分時系統優點，預言未來發展是與通訊網結
合。書中之未來圖書館已於今日實現，也預見對新
聞業的衝擊、在家辦公等趨勢。 

42 美國科學家
小傳 

1965 傑斐 Bernard 
Jaffe  

易家愿 包括 1560 到 1958 年十九位科學家的傳記，如富蘭
克林、哈伯與費米等，亦記述相關的科學史，並論
及美國對科學的貢獻、歐美間交流與矛盾、科學與
政治宗教的衝突、核子世紀科學家的社會覺醒更明
顯、美國基礎科學落後歐洲情形已在二戰前消失。 

43 電氣大師 1970 唐謨士 Henry 
Thomas 

 思果 喬治·威斯汀荷西傳記。他曾發明火車壓縮空氣制
動器、復軌器、交流電供應與發電機、改良電力火
車、汽車減震器、擁有 300 多項專利。為人誠實親
切，且為員工提供養老金，在當時極為罕見。 

44 原子時代的
奠基人:費
米傳 

1973 羅拉.費米 Laura 
Fermi 

葉蒼 從兩人相遇趣事開始，描述 1926 年仍有學者不相
信相對論、義大利優秀大學生都唸工程系、費米對
發現新元素的謹慎、意外發現慢速粒子、獲諾貝爾
獎的喜悅與憂慮、原子堆實驗的保密等，並提及費
米對使用核武的利弊與良心問題。 

 

五、討論與結論 

今日世界出版社叢書主要介紹美國的文學、文化、價值觀與提供新知，對文學界

的影響難以估計，而科普書數量雖然較少，且大部分具有時效性，無法像文學書那樣

不斷被閱讀而無損其價值，但應有類似文學界的影響，從台大教授撰寫的文章21到香港

天文學會會長的深刻記憶22，都可以明顯看出此叢書對於部份讀者的生涯與志向有很大

的決定性價值。不過以上兩例僅顯示對個人的影響，由於美國政府在臺灣進行的文化

教育活動十分多元，對群體的效應來自多重因素23 24，非本文探討之範圍，然而其影響

力雖無法用定量方式確認，但從美國文化在當時台灣的勢力，即可略知一二。 

                                                           
21 劉家瑄，〈海洋科學鑽探－成真的夢想〉，地球科學園地季刊第十七期，2001。 

http://web.fg.tp.edu.tw/~earth/learn/esf/magazine/010301.htm 
22 向問天，〈東周行星獵人〉——楊光宇專訪，Asktheheaven，2011。 

http://ashtheheaven.blogspot.com/2011/11/blog-post.html 
23 林果顯，〈1950 年代臺灣外來中文媒體塑造的國際觀：以《今日世界》為中心〉，臺灣史研究所國

科會研究計畫，2013。 
24 趙綺娜，〈美國政府在臺灣的教育與文化交流活動〉，《歐美研究》，2001-3。 

http://web.fg.tp.edu.tw/~earth/learn/esf/magazine/010301.htm
http://ashtheheaven.blogspot.com/2011/11/blog-post.html
http://140.119.115.26/handle/140.119/2228
http://140.119.115.26/handle/140.119/2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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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此譯叢之科普類涵蓋了自然科學的多項領域，作者大多為美國知名人士與領

導者，翻譯者則幾乎完全與文學類譯者不同，難以查得譯者相關資料。 

二、科普書除了傳播知識，內容亦受政治與當代重大事件影響，例如此系列中提

到核能或核武的比例高達 73%，現在的科普書則不再如此高比例地談到核能核武。此

叢書中具有現代批判精神的幾本書曾提及，核武器與太空競賽已使得科學的基本原則

被漸漸侵蝕，甚至為政治目的而服務，進而造成許多技術災難，並將人類帶往觸礁的

危險。 

三、譯叢對科技抱持樂觀態度者居多，具批判與警示概念者僅佔 1/4。例如社會已

從早期認為氣象無法預測，發展到譯叢當時對於氣象預測有很大期待，甚至認為未來

可以控制氣象，演變到現今會因預報不準而怪罪氣象單位，顯示科學已被大眾過度信

賴。其原因是否為科普書中關於科學研究的限制與極限很少介紹（因為這並非科普書

的主要目的），而造成上述的現象，尚需進一步研究。 

四、由於譯叢的文學類無時效性，但科普書因版權問題與時效問題的雙重影響

下，閱讀者日益減少，長期下來其影響力將不若文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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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USIS-Hong Kong published the monthly magazine 

"World Today" and translated a large number of American books to promote American culture. 

It has far-reaching influence on overseas Chinese society and Taiwan.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cussions on literature, but there are no special articles in popular science. Taiwan’s popular 

science books were rare at that time, so the popular science books translated by World Today 

Press were important scientific knowledge sources for young students. Therefore, according 

to the collections of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he Taipei Public Library, th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Library, and the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Library, the author 

has found 44 kinds of popular science books published by World Today Pres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times, introduces the contents of each book, and makes a 

footnote for Taiwan's popular science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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