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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股傻勁的科幻情懷

現任交大建築所助理教授、科幻研究中心主任的葉李華，從小就因父母親開明

的教導，讓他遨遊在充滿想像的繽紛世界中。依稀記得約莫是五、六歲的年紀，

在南台灣的戲院裡，他耳朵聽著父親逐字逐句念出的字幕，眼睛不放過一幕幕驚

異的畫面，隨著情節起伏，充滿想像、偵探、推理、懸疑的〈聯合縮小軍〉，抓

住了他幼小的心靈；而母親不但不阻止他看漫畫，還買了一堆回來與他分享，其

中讓他最著迷的是漫畫家劉興欽的《小聰明》，他甚至把書中的科學實驗，依樣

畫葫蘆的再做一遍，遇到困難就請教父親，一直做到實驗成功才肯罷手。就這

樣，因著對科幻的喜愛，讓他立志長大以後要當科學家。

青少年時代，倪匡的作品進入葉李華的生命，甚至讓他「讀而優則寫」。唸

高中時，葉李華對科幻的喜愛未曾稍減，反而因為看到倪匡的小說《雨花台石》

驚為天人，「終於看到真正的中式科幻小說了！」從此開始著迷，讀遍倪匡小

說，還勤做筆記，甚至延伸故事的構想。雖是如此「不務正業」，還是考上台大

電機系。大三時他自由創作了短篇小說〈曲諧〉，在台大工學院院刊登出，這是

他科幻小說創作的處女作。當兵時，倪匡到台北演講，葉李華還特地請了假，親

手奉上多年閱讀倪匡小說的筆記，讓倪匡大為感動，此後兩人一連串的因緣，讓

他成為倪匡口裡的「小朋友」知己。

服完兵役，葉李華到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唸物理博士，他一面當科學家，一

面用「科學精神」創作科幻小說。他積極參加徵文比賽，屢投屢敗，但他也不氣

餒，還向評審請教如何改進。評審告訴他科學理論太多，於是他以科學家做實驗

的精神，把科學、幻想、小說的比重調出 1：1：2的「科幻雞尾酒」比例，不斷嘗

彭琡靜 採訪撰文

小時候用科幻築夢 長大後用科學逐夢（註）

台灣科幻的推手──葉李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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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並研究他人的寫作技巧，終於以短篇小說〈戲〉獲得張系國科幻小說獎首獎的

獎盃。

「科學研究少我一人沒損失，科幻推廣少我一人，就少了很大的力量。」即便

拿到理論物理博士學位，並擔任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客座研究員，葉李華始

終不能忘情科幻；在科學與科幻間掙扎之際，他突然頓悟，因而毅然投入科幻的

翻譯與推廣。他在美國舊金山沉潛四年，天天工作十小時以上，翻譯前一定讀過

兩、三遍才著手，四年內，翻譯了二十四本著作。受到倪匡的鼓勵，一九九七年

他決定回台灣推廣中文科幻。

葉李華是台灣第一位科幻文學的教授。回國之後，他到世新大學、台藝大等

校開科幻通識課程，分析欣賞中西科幻小說、電影的理論和發展，並鼓勵學生創

作，將科幻推向學術領域；他成立第一個專業的中文科幻網站「科科網」，化身

為「科科網子」，介紹科幻和科普作品，建立一個華人世界的科幻科普交流平

台。二○○○年，因緣際會來到新竹交大，因為張俊彥校長、林松山院長對其理

念的認同，交大成為他推廣科幻的基地。

近幾年《交大友聲》也曾刊登歷屆倪匡科幻獎的得獎作品，這便是交大科幻

研究中心推廣的成果之一。春暮夏初，第五屆倪匡科幻獎徵文比賽開跑，藉著這

個機會我們專訪到葉李華，除了向校友們介紹交大科幻研究中心、了解推廣中文

科幻的成果，更想深入探討科幻的迷人之處，以及科幻究竟有用無用？

科幻與奇幻之別

問：科幻小說與《魔戒》、《哈利波特》有何不同？

答：這兩本是標準的奇幻小說，完全沒有科幻的成份，有些作品則兩者兼有，例

如舉世聞名的《星際大戰》這部電影，有科幻的精神，也有奇幻的味道，其中「原

力」就完全是奇幻的元素。

所謂科幻，就是科學幻想，底層是科學，上面是幻想，兩者之間要有合情合

理、合乎邏輯的溝通管道。奇幻的話，不需要有科學根據，就像武俠小說般，讀

者只要接受它的想像世界，不需要去了解主角幻化莫測的超能力（如輕功）是什

麼原理。

1980 年代，張系國教授推廣科幻文學時，當時因為引進科幻作品還很少，因

此沒有科幻、奇幻之分。現在則要有點區隔，特別是分工合作的區隔，奇幻與科

幻相輔相成的地方很多，但彼此也會有所牽制。分工清楚對兩者都好，就讓奇幻

天馬行空、無所束縛，讓科幻滿足科學的愛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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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幻：科學教育的催化劑 科技發展的精神導師

問：請您談談科幻與科學的關係？

答：我在主編的《科幻研究學術論文集》中的序言提到：科幻在這個層面的實用

功能，應從科學教育與科技發展兩方面來探討。

先談科學教育，廣義的科學教育包括科學知識的傳授與科學精神的培養。就

科學知識而言，無論國內國外，體制內的科學教育總是過分刻板，常常容易弄壞

學生的「科學胃口」，讓許多人畢業後仍是科學文盲，甚至逢科必反──碰到科

學就反胃。

當然，在學校教育之外，還有許多生動有趣的科普教材，例如科普書、科普

影集、科普演講等等，可是碰到上述的科學絕緣人，即使再生動、再有趣的教材

也是對牛彈琴。至於科學精神的培養，無論體制內或體制外的科學教育，在這方

面一律顯得有心無力，主要的原因，在於科學精神太過抽象，根本就無從教起。

相較之下，凡是精采的科幻作品，無論小說、漫畫、電影⋯⋯都能在科學教

育上扮演催化劑的角色。而在科學精神的倡導上，科幻作品可說是最好的媒介。

我認為凡是優秀的科幻作品，都蘊含著豐富的科學精神，只要多接觸、多欣賞，

便能在不知不覺

間心領神會。讓

我們舉兩個極端

的例子：一、科

幻大師艾西莫夫

（Isaac Asimov,

1920-1992）受過

嚴格的科學訓

練，本人又是標

準的理性主義

者，因此作品中

充滿理性思維與

邏輯推理。二、

倪匡的科幻小說

一向走通俗路

線，其中的科學

知識相當有限， 倪匡、葉李華於美國舊金山倪匡寓所後院合影，攝於1999年(葉李華教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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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科學精神仍不虞匱乏，比方說衛斯理總是鍥而不捨、打破沙鍋問到底，這就是

最基本的科學精神。

至於科幻對科技發展的影響則絕對是正面的，因為科幻作品常常提供新穎的

科技概念，而只要這些概念有實用價值，就一定會有人設法實現。我們甚至可以

大膽地說，科幻作品經常扮演科技發展的精神導師。稍加比較科幻發展史與科技

發展史，便不難找到許許多多的真實案例。大至核能潛艦與登月火箭，小至奈米

級機器人，多多少少都是在科幻概念指導之下發展出來的。

想像力是絕對可以啟發與扼殺的

問：父母親的啟蒙讓您對科學產生莫大的熱情，即使在求學時還可以一面念教科

書、一面看小說寫小說，您是否可以給時下望子成龍成鳳的父母什麼建議？

答：我很感謝我的父母，特別是他們倆都是軍人，我又是獨生子，但他們卻是以

最開明的方式教導我。我的父母也在乎我的功課，但他們重視的是啟發，他們認

為愛看書、不管看什麼書，就是好事情。他們買了一堆漫畫書給我看，後來發現

我最喜歡劉興欽的漫畫。劉老師的漫畫我都很喜愛，其中通俗科學漫畫裡的小聰

明，用實驗追求真理的精神對我影響滿大。三年前交大舉辦劉老師作品的捐贈儀

式，我恰好在圖書館電梯間遇到他，非常開心，我向他說：「你害我唸了一個物

理博士。」

其實，孩子們將來

想學任何一門學問，想

像力（也就是所謂的創

意）都是非常重要的。

我堅決相信兩件事：想

像力是可以啟發的，沒

辦法一板一眼教的；但

是另一方面來看，想像

力也是絕對可以被扼殺

的。要在孩子的成長與

求學過程中，不管是校

內或校外，不斷啟發他

們的想像力。像我自己

是比較幸運，不管在家
科幻研究中心一隅，攝於93.10.07(科幻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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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或是學校，我的父母和老師都一直不斷啟發我的想像力。

如果說要給父母什麼建議的話，就是讓孩子盡量多接觸各種多元的知識，有

一些媒體（如電玩），不應排斥讓孩子接觸，其實身為父母一眼就可以判斷它們

的好壞，像是太有賭博性質，或會讓孩子打到手抽筋、過胖、近視等問題的就要

避免。這個尺度應該要放寬，千萬不要以自己童年的尺度為標準。

科幻小說的入門：張系國教授的《星雲組曲》

問：若想要對科幻小說產生興趣，入門的方法為何？可以參考的小說為何？

答：其實不一定從小說開始，喜歡小說就可以看軟一點的科幻小說；喜歡漫畫，

可以看科幻漫畫；喜歡電影，就看科幻電影。

至於我最推薦的入門小說是張系國教授的《星雲組曲》。這本小說是當年張

教授為了推廣科幻，自己著手寫的十個短篇小說，可說是中文科幻最佳的入門小

說，每一篇故事都非常精采。倪匡小說有的是科幻有的是奇幻，比較難拿捏，但

張系國這本小說是科幻的品質保證。

其他如倪匡的《尋夢》、張草的《北京滅亡》，還有幾本翻譯小說《滾石家

族遊太空》、《4=71》、《正人子》、《夜幕低垂》與《基地》都相當精采，電

影方面，《接觸未來》、《關鍵報告》、《機械公敵》都是不錯的科幻作品。

讀而優則寫 寫而優則推廣

問：科幻之於您生命的角色為何？

答：我一開始本來是業餘愛好者，慢慢不知不覺手癢，投入其中變成創作者。在

美國柏克萊唸書期間，我的指導教授、一位高能物理大師級的人物，明知道我一

邊寫論文，一邊寫小說，但他卻很鼓勵我，這就是美國人可愛的地方。記得有次

聊天，我指著黑板跟他說，「這些公式沒有辦法滿足我的想像力，所以我的想像

力還要發揮在科幻創作上頭，」他聽了很開心。

後來我遇到一些瓶頸。我發現即使很努力寫、很用心翻譯，盡量設計出最精

緻的菜餚，但端上桌時，享用的人卻依然這麼少。因為科幻在中文世界只有小眾

讀者，喜歡它的人很喜歡，不喜歡它的人看都不看一眼。但我認為這其中還是有

許多潛在讀者，如果能想辦法找些軟的東西吸引大眾，這樣，科幻就會慢慢被推

廣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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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與倪匡討論過這個問題，他認為不該設法培養讀者，只要很多人寫，

自然就會有很多讀者。於是一九九七年，我決心回台灣推廣中文科幻，所以現在

變成推廣者。回來之後，就決心往幾個方向發展，像教書、開設網站，最後來到

交大，才真正最符合我的宗旨。我只要專心做推廣，這樣的力量漸漸蔓延開來，

影響就是很大的。

中文科幻推廣的基地：交大科幻研究中心

問：您如何與交大結緣？科幻研究中心成立的經過？

答：二○○○年八月，我參加台大電機系的同

學會，與會的同學盧鴻興目前在交大統計所擔

任教授，他說交大非常重視這種結合科學與人

文的推廣研究，因此，透過他的安排，和當時

的林松山院長見了面。我們一見如故，林院長

還立刻透過 email 與老師們聯繫，投票通過安排

在理學院開課，當時開了一門「科幻天地」的

課，吸引近兩百名學生。我非常認同林院長的

一個理念：要一般人接受科學，最好的方式就

是科學通俗化，而科幻可以說是科學通俗化的

極至。

我在交大是從兼任老師開始的 ，幾個月

後，林院長大力支持舉辦科幻獎，並獲得張俊

彥校長的同意，我則與倪匡聯繫，想借用他的

大名，倪匡一口答應，並說這是他的榮幸，因

此，二○○一年三月一日設立了「倪匡科幻獎

聯絡中心」，以交通大學的名義，主辦首屆的

「倪匡科幻獎」。

科幻研究中心剛開始是借用浩然圖書館五

樓的這一間辦公室，二○○一年七月底，我和當時的蔡文祥教務長、林松山院長

以及楊維邦館長開會，因為大家都非常認同支持，於是正式通過在交大圖書館之

下設立「科幻研究中心」。只是，中心必須自給自足。

科幻研究中心目前已經有五位榮譽顧問：沈君山校長、張系國教授、倪匡大

師、李傑信博士（美國太空總署的太空任務科學家）以及劉興欽老師。我和另一

第二屆倪匡科幻獎頒獎典禮於台北市官邸藝文沙

龍表演廳舉行，張俊彥校長蒞臨致詞，攝於91.

12.21(科幻研究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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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Amy（林繼珠小姐）是這裡的專職義工，此外，還有幾位兼職義工：鄭運鴻、

張草、蘇逸平、高志峰、李知昂等人，他們都是熱心推廣科幻的同好。

到二○○一年底，我還是兼任老師，其實不管是不是兼任，交大一直非常認

同我的理念，所以能付出多少我是盡量付出。後來，張校長與蔡文祥副校長問我

願不願意成為專任老師，我欣然同意，於是在二○○二年二月，我正式成為交大

建築所的助理教授。

歡迎校友加入科幻推廣

問：中心有那些特別的活動？

答：中心推廣科幻所舉辦的活動，是採取動態與靜態並行的方式。

動態的有演講、對談與科幻影展等，每年都不一樣。第一屆曾經主辦過以火

星為主的對談，二○○二年校慶邀請《魔戒》譯者朱學恆、科幻作家蘇逸平對談

奇幻與科幻。去年與台中科博館舉辦科幻影展，我們特別請專家學者到場分析介

紹科幻電影，反應非常好，有寓教於樂的功能。

今年又想到換一個不同的活動，全年的活動都是「科學、科技、科幻」全國

巡迴演講，我們總共有 8 位講師， 54 個講題，歡迎全國各大專院校、高中高職、

任何公司、機關或社團組織邀請這些講師去演講，以面對面的方式推廣科普知識

與科學精神。目前得到很大的回響，整個行程到五、六月幾乎都排滿了，已經將

近一百場。有興趣的校友們，請參考 http://sci.nctu.edu.tw/tour 。

靜態活動上，主要是以一年一度的「倪匡科幻獎」徵文為主，特別選擇和中

國時報合辦，以增加曝光率。因此，從第一屆到今年第五屆，參賽作品來自全球

各地十數個國家，去年參賽總數已超過一千件，打破歷年科幻獎紀錄。此外，中

心的努力也得到政府單位的認同，去年開始，「倪匡科幻獎」已經和「國科會科

普獎」聯合徵文。

另外，中心收藏中文科幻書籍六百餘冊，幾乎將台灣相關出版品一網打盡，

我們也收藏許多科幻影片、藝術品及相關學術資料。另外，中心並與科幻作家、

學者、收藏家、出版社、電影片商、連鎖書店、電影館等保持密切聯繫，以期建

立無形的人才庫與連絡網，促成一個中文科幻虛擬社群。

問：科幻研究中心如何運作？

答：中心的經費來源是採募款方式，在此特別感謝曾經支持我們的校友們與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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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會。倪匡科幻獎的獎金與評審費用是中心最主要的開支，另外，就是科幻推廣

的活動經費。科普獎是國科會為期三年的計畫，經費沒有問題，但倪匡科幻獎還

是每年都得自籌。

比較傷腦筋的是各基金會的經費都在年底才能申請，所以我們在年底要集中

精力去募款，而當有些基金會通知無法贊助時，這時候就很緊急，壓力就大了。

因此，我們計畫明年的經費從今年年中就開始籌募，希望藉由《交大友聲》

向校友募款，期待認同科幻推廣的校友們一同加入我們的陣營。在網站、海報、

廣告等文宣上，我們都會標示贊助單位的名稱並張貼 logo。

我們對於二○○六年的經費目標是一百萬元台幣，如果能夠提早確定經費無

虞，也就能夠提早規劃明年的活動，讓活動的影響更深、更廣、更遠。若校友們

有興趣，可來電：03-5131323 與林繼珠小姐（編按：即葉師母，科幻中心的專職

義工）聯繫，或寫 email與我聯繫(yeh@sf.nctu.edu.tw)。

交大對中文科幻的推廣：全國一枝獨秀

問：科幻研究中心對交大的影響？您對它的期許？

答：我不敢講，真的不敢講（笑）。唯一敢講的是，從中心成立以來，我們一直

在全國一枝獨秀，而且，風評還不錯，尤其是在文教界。

至於對中心的期許，就是希望它一直不斷的運作下去。中心一直是小而美的

規模，這也很符合我心目中的理想型態。將來如果行有餘力，希望可以多做一些

研究的工作。我目前已試著在做科幻研究的紮根工作，把這五年來的教書心得寫

成一本文集。

問：今天台灣科幻的發展與您剛回國時的區別？

答：我剛回國時，台灣科幻界可說是處於青黃不接的時期，於是，我在九七到九

九這三年之間做了很多聯絡的工作，就是把港台老、中、青三代失聯的科幻作家

聯繫起來，後來第一屆的倪匡科幻獎，他們幫了我大忙，此外我們也發掘了一些

新秀作家。

如今重視科幻的人口愈來愈多，提筆寫作科幻的人口也增加不少，愈來愈符

合倪匡當初的心願──從培養科幻作者開始。倪匡說我有寫作天份，不過，我的

個性求好心切、完美主義，自己寫小說太慢，不如把時間拿來推廣，讓十個人

寫、百個人寫，把時間花在刀口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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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科幻的推手‧

問：最後，請您談談對

中文科幻的期許？

答：希望科幻作品能夠

百花齊放般多元化發

展。例如我認為寫科幻

小說不一定要有什麼目

的，中國大陸寫的人很

多，寫得好的也不少，

但是中國政府把他們定

位為科普作家，要求他

們的作品一定要有推廣

科學知識的目的，雖然

我非常贊成帶有科學知

識的科幻作品，但變成

唯一目的就不對了。中

國大陸在很多方面突飛

猛進，但科幻創作與發展還是落後台灣一段距離，這是意識形態的問題。

總之，我就是盡己所能把科幻推廣出去，倪匡常笑我是「一股傻勁」，今天

看到科幻在中文世界漸漸蓬勃發展起來，我覺得很開心。

註：摘自《文訊雜誌》196 期，葉李華教授的一段話。

葉李華教授小檔案：

一九六二年生於高雄。台灣大學電機系畢業，美國柏克萊加大理論物理博士。

曾任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客座研究員。現任交通大學建築研究所助理教授、交通

大學科幻研究中心主任。

曾獲中國時報張系國科幻小說獎首獎、吳大猷科學普及著作獎銀籤獎。

著有科幻小說集《時空遊戲》(洪範出版)，主編有《科幻研究學術論文集》(交大出版)。

科普譯作包括《喜悅時光》、《大霹靂》、《大自然的數學遊戲》、《宇宙的詩篇》(天

下文化出版)以及《胡桃裡的宇宙》(大塊文化出版)等十餘冊；科幻譯作包括《3001：

太空漫遊》、《正子人》、《童年末日》、《夜幕低垂》、《滾石家族遊太空》、《醜

小孩》、《4=71》(天下文化出版)以及艾西莫夫科幻經典「基地系列」、「帝國系列」、

「機器人系列」 等十餘冊。

「2005科學、科技、科幻全國巡迴演講」台中曉明女中演講會後同學熱烈回應，

攝於94.04.01(科幻研究中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