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冊8勘誤表

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19 倒數第3行 表面 裡面

p.21 第2段第4-5行

在個人的歷史上，這件事本身的

方面有許多是偶然的。在個人的

歷史上

在個人的歷史上

p.22 倒數第6-7行

上層文學呢？可以說是貴族文學

，文人的文學，私人的文學，貴

族的朝廷上的文學。大部分我們

現在看起來

大部分我們現在看起來

p.22 倒數第5行 死文章 死文學

p.23 第2行 媽媽要教小孩 媽媽要叫小孩

p.23 第5行 他也不能等 她也不能等

p.23 倒數第11行 聽得懂得話 聽得懂的話

p.23 倒數第7行 《隋唐演義》 《隋唐演義》、

p.24 第1段倒數第3行 這些名住 這些名著

p.25 第11-12行 把他看完 把它看完

p.26 倒數第12行 給他一個 給它一個

p.26 倒數第6行 老百姓說他是 老百姓說它是

p.27 第3行 徐長 徐良

p.27 第15行 當初提倡拔 當初提倡

p.28 倒數第2行 提倡有新 提倡有心

p.29 第1段倒數第6行 難為情的很 難為情得很

p.30 第7行 最重要它是寫了 最重要他是寫了

p.30 倒數第9行 間是魯迅 監視魯迅

p.31 第2行 「醬」在面去 「醬」在裡面去

p.31 倒數第11行 文藝的裡 文藝裡

p.32 第1段第2行 此地有齊如山先生 此地有齊如山先生在

p.32 第1段第4行 科學家作家 科學家、作家

p.32 第1段倒數第9行 文藝做的自由 文藝創作的自由

p.32 第1段倒數第2行 黨籍 黨齡

p.34 第2段倒數第2行 有沒有 也沒有

p.42 倒數第5行 國際的形式 國際的形式〔形勢〕

p.43 第2行 不顧原子大戰 不願原子大戰

p.43 第8-9行
介紹陳裕

請先生
介紹陳裕清先生

p.43 第14-15行 攻守間盟 攻守同盟

p.43 倒數第13行 受到侵略。就等於 受到侵略，就等於

p.43 倒數第5行 沒為參加 沒有參加

p.43 倒數第4行 東敵 東歐

p.43 倒數第1行 美間國 美國

p.44 第1行 此接 此後

p.44 第3行 美間 美國

p.44 第5行 最接 最後

p.44 第9行 前以 所以

p.44 倒數第4行 探取 採取

p.44 倒數第2行 最大轉轉捩點 最大轉捩點

p.44 倒數第1行 社魯門 杜魯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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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45 第1行 問時 同時

p.45 第3行 飛機除 飛機隊

p.45 第9行 接來 後來

p.45 倒數第1行 河以 可以

p.47 第3行 在做諸位 在座諸位

p.48 第5行 來要學習 還要學習

p.49 倒數第4行 同於 對於

p.50 第8行 一到 到

p.50 第1段倒數第11行 初來辦黨 出來辦黨

p.53 倒數第5行 沈宗翰 沈宗翰〔沈宗瀚〕

p.53 倒數第3行 沈宗翰 沈宗翰〔沈宗瀚〕

p.53 倒數第3行 惟一 唯一

p.57 標題 從中國思想史上談到反共運動 從中國思想史上談反共運動

p.57 註腳 從中國思想史上談到反共運動 從中國思想史上談反共運動

p.58 第1行 共產來 共產黨

p.58 第2段第2行 再加中 在家中

p.58 第3段第3行
沒有人的社會也就是私有財產的

社會，沒有人
沒有人

p.58 第3段倒數第3行 抑足已事父母 仰足以事父母

p.69 第4行
但是現在臺糖公司的領袖們已經

開始憂慮將來的困難
另起一段

p.69 第6行 臺灣自營農場
臺灣（加註：《南港檔（手

稿）》作：「台糖」）自營農場

p.69 第10行 若確屬「品種 若確屬品種

p.69 第13行 Ecological Variety

Ecological Variety（加註：《南

港檔（手稿）》作：ecological

variety）

p.72 第2行 很甜美
很甜美（加註：《南港檔（手

稿）》作：很甜很美）

p.76 第7行 國學們 國學門

p.76 第1段倒數第5行 教授強迫 教授受強迫

p.76 第1段倒數第5行 《清算胡適思想》 清算胡適思想

p.76 第1段倒數第4行 《清算梁漱溟思想》 清算梁漱溟思想

p.77 第8行 現再 現在

p.77 第2段第2行 多少奮鬥 多年奮鬥

p.77 第2段第3行 瞭解 明瞭

p.78 第4行 這備 這輩

p.81 第2段倒數第6行 在減少 再減少

p.82 倒數第6行 那一幫 那一邦

p.83 第2行 派表 派代表

p.83 第3行 阿那普烈斯 阿那普列斯

p.83 第4行 這種 各種問題

p.83 第2段倒數第5行 最多 最多時

p.83 第2段倒數第4行 最出 最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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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83 第2段倒數第4行 代表參加而已 代表而已

p.83
第2段倒數第2-3

行
簽名在憲法 簽名在憲法上

p.83 倒數第1行 五廿九日 五月廿九日

p.84 第4行 寫的很完備 寫得很完備

p.84 第2段第3行 關起來開 關起門來開

p.84 第2段第9行 弗吉尼亞 佛吉尼亞

p.84 倒數第3行 一句平等 各邦一律平等

p.85 第4行 條： 案：

p.85 倒數第8行 大功無我 大公無我

p.85 倒數第7行 大功 大公

p.86 第4行 Continenta Continenta [Continental]

p.86 第5行
漢彌爾登（Hamilton）翟約翰（

John Jay）

漢彌爾登（Hamilton）、麥迪遜

（Madison）、翟約翰（John

Jay）
p.86 倒數第8行 罵罵 罵罵人

p.88 第5行 都像 都向

p.89 第4行 當出 當初

p.89 倒數第2-3行 事實。和 事實和

p.89 倒數第2行 任和 任何

p.89 倒數第1行
不做為天經地義，不做為絕對真

理

不作為天經地義，不作為絕對的

真理

p.90 第3行 獨斷的、教條 獨斷的，不是教條

p.90 第4行 兼容並包。 兼容並包，

p.90 第6行 採納 採用

p.90 第9行 「民生主義」就是 「民生主義」，就是

p.90 第11行 雖然有民生 雖然有「民生

p.90 第12行 不可不想想： 不可以不想想，

p.90 第15行 最能夠兼容並包 最兼容並包

p.90 倒數第10行
新著〈育〉、〈樂〉兩章，更可

明白

新著的〈育〉、〈樂〉兩章，更

可以明白

p.90 倒數第7行 引伸 引申

p.90 倒數第7行 我的解釋是 我的解釋是：

p.96 第3段第1行 才做成 才能做成

p.96 第3段第4行 這樣死了嗎？ 這樣夠了嗎？

p.104 第6-7行

林肯說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當時

林肯說的"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當時
p.105 倒數第9行 它的 他的

p.105 倒數第3行 當時戰事的延長擴大 另起一段

p.107 第3行 你辭去 你們許我辭去

p.107 第6行 叫人認真不負責的 叫人認為不負責任的

p.107 第7行 編輯方法是否完善 編輯方法的是否完善

p.107 倒數第7行 意見） 意見）。

p.108 第6行 中可以得到 終可以得到

p.109 第9行 敬業旬報 《競業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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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109 倒數第9行 催除 摧除

p.110 第1行 此四株者 此四誅者

p.111 第3段倒數第1行 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 公開主張無神論的自由了。

p.112 第3行 鐵鏈 鐵鍊

p.112 第2段倒數第1行 deBeze de Bèze

p.115 倒數第7行 篇要 偏要

p.115 倒數第1行 後來； 後來，

p.116 第5行 時候 時期

p.116 第6行 成千百 成千成百

p.116 第12行 拆走 折走

p.116 第13行 帳棚 帳蓬

p.116 第13行 再那裡面 在那裡面

p.116 第15行 講話 講話的

p.117 第12行 對於 此外，對於

p.117 倒數第9行 把他禁掉 把它禁掉

p.117 倒數第2行 還有另外 還另有

p.118 第15行 字斟句 字斟句酌

p.118 倒數第13行 在留下 再留下

p.118 倒數第9行 向南京 像南京

p.119 倒數第9行 究發表 就發表

p.120 第14行 實用主義唯心論 實用主義主觀唯心論

p.120 倒數第11行 教育大騙子 教育界大騙子

p.120 倒數第6行 沒有應有 沒有受到應有

p.121 第2行 留下 留下來

p.121 第5行 自然科學方面 自然科學等方面

p.121 第12行 《我怎樣思想》 《我們怎樣思想》

p.121 第15行 所育的 所遇到的

p.121 倒數第11行 普遍 普遍化

p.122 第2段倒數第4行 想論 思想論

p.122 第2段倒數第2行 思想史，宗教史，宗教史的 思想史，宗教史的

p.122 第3段倒數第1行 講 講的

p.123 第6行 法 方法

p.123 第6行 高明 高明；被

p.123 第9行 苦力 努力

p.123 第3段第4行 謾罵 漫罵

p.123 第3段倒數第3行 四十年 四十年來

p.125 標題
〈記美國醫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

改造者弗勒斯納先生〉

〈記美國醫學教育與大學教育的

改造者弗勒斯納先生― Abraham

Flexner (1866-1959) ―〉

p.126 第2段倒數第3行 他自己 他使自己

p.127 第2行 康乃爾 康耐兒

p.127 第3段第2行 徹底 澈底

p.128 第3段第6行 專門學科學家 專門科學家

p.128 第4段第1行 梅西 梅栖

p.128 第4段第4行 開辦經費 的開辦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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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129 第11行 常任教授 常川教授

p.129 第12行 諸先生 諸先生，

p.129 倒數第12行 事業 事功

p.130 第4行 厄布翰 厄布約翰

p.133 第7行 兩句話： 兩句話，

p.137 倒數第4行 翻轉 翻譯

p.138 第4行 份量 分量

p.141 第2段第3行 Pieqner Pieqner [Picquart]

p.142 倒數第5行 Louber Louber [Loubet]

p.143 第8行 781 281

p.143 第9行 kidn opping kidnapping

p.143 第9行 Jactor Factor

p.143 第10行 Brearan Brennan

p.143 第12行 警察級 警察及

p.143 倒數第6行 in resligator investigator

p.143 倒數第5-6行 Saniel Yillert Daniel Gibbert

p.143 倒數第5行 包闢 包庇

p.144 第4行 State ville Stateville

p.144 第5行 紀錄 記錄

p.144 第15行 做辯護。」 作辯護。

p.144 第16行 說：「你們 說：你們

p.144 第17行 述。」 述。

p.144 第18行 的。 的。」

p.144 倒數第10行 Me The

p.144 倒數第10行 Reassersment Reassessment

p.144 倒數第8行 Ocr. Oct.

p.145 第9行 察看 查看

p.145 第11行 Dec. 12 Dec. 22

p.145 第12行 整備 警備

p.145 第14行 Gnians Guiana

p.145 倒數第8行 路軍 陸軍

p.145 倒數第5行 發現，此人 發現此人

p.145 倒數第5行 正式 正是

p.146 第1行 不評 不平

p.146 第2行 Lebtois Leblois

p.146 第3行 Lebtois Leblois

p.146 第3行 Schearer-Keatner Scheurer-Kestner

p.146 第5行 Mattien Mathieu

p.146 第6行 他就呈請，陸軍部正式 他就呈陸軍部，正式

p.146 第15行 是著名的《晨光報》（L'A urore )
最著名的是《晨光報》（
L'Aurore )

p.146 倒數第12行 (I' accuse) (I' accuse [J'accuse])。

p.146 倒數第11行 竹估的人 無辜的人

p.146 倒數第6行 的人，這多年 的人這多年

p.146 倒數第5行 Cot. Col.

p.146 倒數第3行 指明 指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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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147 第2行 Col. Picquart 其實Col. Picquart

p.147 第2行 藍擬真 藍格真

p.147 第4行 Cot. Col.

p.147 第4-5行

結果是Col. Henry被捕下獄，他在

獄裡自殺！

Picquart寫一封公開信給法國總理

Brisson，在報上發表。

Picquart寫一封公開信給法國總

理Brisson，在報上發表。

結果是Col. Henry被捕下獄，他

在獄裡自殺！

p.147 倒數第1-10行

又過了幾年，到1903，一些新事

實發現了，引起了新審判的要

求。

1906年七月十二日，法國最高上

訴院宣判，才完全推翻了1894年

的判決。

政府下令恢復Dreyfus的軍人身份

，任命他為砲兵隊的Major（少

校）。

這案子從1894到1906，共經過了

十二年多，才得真相大白。

這件案子此時已成了整個西方世

界注目的事件。

法庭的判決書震驚了全世界。

在九月十九日法國新總統Loubet

下特赦令，釋放Dreyfus。

這件案子此時已成了整個西方世

界注目的事件。

法庭的判決書震驚了全世界。

在九月十九日法國新總統Loubet

下特赦令，釋放Dreyfus。

又過了幾年，到1903，一些新事

實發現了，引起了新審判的要

求。

1906年七月十二日，法國最高上

訴院宣判，才完全推翻了1894年

的判決。

政府下令恢復Dreyfus的軍人身

份，任命他為砲兵隊的Major（

少校）。

這案子從1894到1906，共經過了

十二年多，才得真相大白。

p.148 第8行 能願意 自己願意

p.148 第9行 取的政權 取得政權

p.148 倒數第9行 不念善惡 不念舊惡

p.148 倒數第5行 發揚 贊揚

p.148 倒數第5行 讚揚 贊揚

p.148 倒數第4行 讚揚 贊揚

p.151 第4行 才脫 方脫

p.151 第9行 書裡的統計 書裡用的統計

p.152 第5行 地專史 的專史

p.152 第3段第2行 很熱烈的 很熱的

p.152 第3段第4行 spirits spirit

p.152 第3段第8行 美國的生活 美國的生活方式

p.152 第3段倒數第5行 西鄂圖 西奧圖

p.152
第3段倒數第2-3

行
閒散 閑散

p.153 第6行 工、商 工商業

p.153 第2段第2行 讚揚 贊揚

p.153 倒數第2行 作者 讀者〔作者〕

p.154 第3行 五月花 五月之花

p.154 第4段第1行 是缺乏 是最缺乏

p.155 第6-7行 最好一部 最好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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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155 倒數第6行 最佩服的， 最佩服的。

p.156 第2行 威廉士 維廉士

p.156 第2段第5行 美國婦女的離婚之多 美國婦女離婚之多

p.157 第1行 五〇三）頁 五〇三頁

p.158 註腳第1行 台北廣播電台 中央廣播電台

p.159 倒數第2行 現在日本人要搶去，
現在日本人要搶去，已經搶去啦

，

p.160 第2段第3行 東交民巷 交民巷

p.160 第2段第5行 東交民巷 交民巷

p.161 倒數第11行 出席和會 出席巴黎和會

p.163 倒數第3-4行
《儒林外史》這一類的，和《西

遊記》小說

《儒林外史》和《西遊記》這一

類的小說

p.164 第7行 從前的的確 從前的確

p.165 倒數第5行 就成了 以後就成了

p.169 第3段第1行 表 代表

p.171 第11-12行 鼓勵 勉勵

p.172 倒數第6行 五代時南唐曾設立白鹿洞書院
五代時南唐曾設立白鹿洞書院於

廬山，至北宋除白鹿洞書院

p.173 倒數第11行 知本原 之本原

p.174 第2段倒數第1行 人師表 為人師表

p.177 第1行 功夫 工夫

p.177 第6行 生存在 生在

p.177 倒數第12行 亨利‧福特（Henry Ford）， 亨利‧福德（Henry Ford）。

p.177 倒數第9行 （一九〇三）他三十九歲 （一九〇三），他三十九歲

p.177 倒數第8行 福特 福德

p.177 倒數第5行
一九一三年――我已在大學三年

級了，福特先生

一九一三年，――我已在大學三

年級了，――福德先生

p.178 第11行 福特 福德

p.178 第15行 海邊Kitty Hawk 海邊，Kittyhawk

p.178 倒數第13行 Owille Wright Orville Wright

p.178 倒數第7行 報紙來報導 報紙派人來報導

p.179 第5行 Kitty Hawk Kittyhawk

p.181 第1行 有一個 在一個

p.181 第2段倒數第7行 藉此 借此

p.184 註腳第1行 中美學會議 中美學術合作會議

p.184 註腳第2行 中國的傳統與將來 中國之傳統與將來

p.184 註腳第2行 第2版 第5版

p.186 第5段第1行 將來如何。 將來如何？

p.186 倒數第5行 洲一篇 洲〔每〕一篇

p.187 附錄第1行 下雨 下午

p.187 附錄第5行 《中國的傳統與將來》 「中國的傳統與將來」

p.187 附錄第7行 《哲學瞭解與合作》 「哲學瞭解與合作」

p.187 附錄倒數第3行 華盛頓大學生 華盛頓大學主動

p.188 第2段倒數第2行 進一步 更進一步

p.188 第3段倒數第1行 變動看 變動來看

p.188 倒數第3行 《詩》的時代 詩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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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9 第5行 比揚 表揚

p.189 第6行 提高 抬高

p.189 第3段第5行 生活裡很長 生活裡的很長

p.190 第2行 古文字 古文

p.190 第3行 及廣大 極廣大

p.190 第3-4行 這個古文字 這種古文

p.190 第2段第5行 中國 中國的

p.190 第2段倒數第4行 友情 有情

p.190 第2段倒數第4行 禁欲 禁慾

p.190 第3段第2行 最寶貴 最可寶貴

p.191 第7行 最著名的 最著名的是

p.191 倒數第2行 屬不盡 數不盡

p.191 倒數第2行 算得八世紀 算到八世紀

p.192 第2行 做到 竟做到

p.192 第8行 一個中從詩歌 一個中國詩歌

p.192 第4段第1行 紀錄 記錄

p.192 第4段第3行 文字 活文字

p.192 第5段第3行 歌曲 歌詞

p.192 第6段第1行 十一、二世紀、 十一、二世紀

p.193 第5行 偉大的 偉大過來的

p.193 第6行 不見 聽不見

p.193 第10行 鄭重 鄭重說

p.193 倒數第12行 神精 精神

p.193 倒數第7行 功夫 工夫

p.193 倒數第4行 稱作 稱做

p.194 倒數第7行 最好了的人 最好的人

p.195 第3-4行 代表團年長些人 代表團裡年長些的人

p.195 第5行 注意 注意與

p.195 第8行 大致估量一下的 大致估量一下：

p.195 第9行 被丟棄了。 被丟棄了？

p.195 第11行 禁得住對照 禁得住這個對照

p.195 第3段第2行 主種最壞 種種最壞

p.195 第4段第2行 自然犧牲 自然的犧牲

p.195 第5段第1行 這些革除 這種種革除

p.195 第5段第2行 解放一部分現象 解放的一部分現象

p.195 第5段第3行 政治思想加沒有解決 政治思想家從沒有解決

p.197 第2段第1行 明顯的 明顯地

p.197 第2段第3行 試圖把 試把

p.197 第2段第3行 可看出這 可以看出做成這

p.197 第2段第5行 透徹 透澈

p.197 第4段第3行 決不容許 絕不容許

p.197 第4段第4行 決不容許 絕不容許

p.197 倒數第5行 是什麼？ 是什麼。

p.198 第1行 老同事 老同學

p.198 第4行 精華 精神

p.198 第6行 才相信 才敢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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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3 第3行 老師、同學 老同學

p.204 第3行 十七日校慶 十七日的校慶

p.204 第5-6行 「拳匪」之亂 拳匪之亂

p.204 倒數第3行 抄出 鈔出

p.204 倒數第2行 〔戊戌六月〕甲申 ��(1)〔戊戌六月〕甲申

p.205 第3行 甲辰 (2)甲辰

p.205 第7行 克日 尅日

p.205 第15行 《孫家鼐傳》 〈孫家鼐傳〉

p.206 第14-15行 宏遠 閎遠

p.207 倒數第13行 通教習 總教習

p.207 倒數第11行 克日 尅日

p.207 倒數第10行 克日 尅日

p.208 第5行 徐致清 徐致靖

p.208 第13行 第七頁下 第七葉下

p.208 倒數第11行 《書孫文正公事》 〈書孫文正公事〉

p.208 倒數第3行 七月四日 七月三日

p.213 第9行 西元 公元

p.213 第9行 文學上詩與散文 文學上的詩與散文

p.213 倒數第5行 西元 公元

p.213 倒數第1行 頗為尊重 頗有尊重

p.214 第2行 他們所用 以他們所用

p.214 第3行 活的文學，有各色各樣的形式，
活的文學。這一種通俗的民間文

學，有各色各樣的形式

p.214 第2段第2行 經學大師 儒學大家

p.214 第3段第2行 沒有生命的模仿的上層文字 沒有生命，模仿的高層文字

p.214 第6段第1-2行
質美單純，達意的「自覺的認

可」與「自覺與蓄意」

質美、單純、達意的「自覺的認

可」，以及「自覺與蓄意」

p.214 第6段第2行 主張白話 主張將白話

p.214 第6段第2-3行 必要而且有效 必要且有效

p.214 倒數第3行 發展 發表

p.214 倒數第2行 急烈 激烈

p.215 第3行 類抄 類鈔

p.217 第2段第4行 《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 〈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劃〉

p.218 第1行 巨額 鉅額

p.218 第2行 炮戰 礟戰

p.218 第3-4行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領》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領〉

p.218 第2段第1行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領》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領〉

p.218 第4段第1行 依靠 倚靠

p.218 第4段第4行 專門委員會 專門委員

p.218 第5段第1行 《國家發展科學專款運用辦法》 〈國家發展科學專款運用辦法〉

p.219 第3行 「長期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長期科學技術發展基金」

p.219 第5行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領》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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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19 倒數第5-6行 二十五點三萬 廿五萬三千

p.220 第2行 通過 通知

p.220 第3段第2行 一點五萬 一萬五千

p.221 第6行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領》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領〉

p.221 第6行 捐款 專款

p.221 倒數第1行 年 年度

p.222 第3行 一九六〇年年度 一九六〇年度

p.222 第4-5行
美金三千六百〇五萬五千一百三

十元

美金三十六萬〇五百五十一點三

〇元

p.222 第7行 中有 其中有

p.222 第9行 一九六一年部分 一九六一年度部份

p.222 第10行 十二個學術機關 十二學術機關

p.222 第12行 補助額 補助款額

p.222 第2段第5行 四十八 四十七

p.222 第2段第5行 四十九年 四十九年度

p.222 第2段第5-6行
經本會審查，受過補助的研究者

為十七個學術機關

經本會審查過受補助研究者為十

七學術機關

p.223 第2段第1行 一九五九年美援費 一九五九年度美援經費

p.223 第2段第3行 一九六〇年 一九六〇年度

p.223 第2段第4行 十二個學術機關 十二學術機關

p.223 第3段第4行 現經本會審查 現經本審查

p.223 倒數第3行 臺幣 新臺幣

p.223 倒數第1行 學歷 學經歷

p.224
表格左起第1欄第

3列
四十八年度 四十七年度

p.224
表格左起第4欄最

末列文字第1行
家具 傢具

p.225
表格左起第4欄第

1列文字第1行
能實際 實際

p.225 第2行
《修正四十九年度公自費留學考

試原則》

〈修正四十九年度公自費留學考

試原則〉

p.226
表格右起第2欄第

2列
240元 400元

p.226 第4行 五、結論 五、結語

p.226 第5行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在最

初試行

「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在初

試行

p.227 第1行 研究補助 研究補助費

p.227 第2段第4行 直接接受 直接受

p.228 第2行 紀念 記念

p.229 第6行 Marshall Stone（前年來過臺灣）
（Marshall Stone前年來過臺

灣）

p.229 第7行 ）Robert. Beyer (Brown) Robert Beyer (Br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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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0 第5行 會中各種論文，各種論文，多數 會中各種論文，多數

p.230 第6行 過分熱心 過份熱心

p.230 第6行 過分輕信 過份輕信

p.230 第7行 天地測量 大地測量

p.230 第3段第1行 來台灣 來臺灣時

p.231 第3行 的鐵礦 鐵礦

p.231 第6行 煤礦 煤鐵

p.231 第10行 在關內 在關內的

p.231 第15行 煤礦 煤鐵

p.231 倒數第9行 做的祕密製造原子武器了 做祕密的製造原子武器去了

p.231 倒數第8行 物理人才 物理學人才

p.231 倒數第6行 開五天 開了五天

p.232 第2段第1行 舊曆習慣 舊習慣

p.232 倒數第6行 七個字。 七個字：

p.232 倒數第5行 綿綿 緜緜

p.232 倒數第3行 青年 青年人

p.233 第3行 身體健康） （身體健康）

p.233 第7行 《會歌》 〈會歌〉

p.233 第7行 行中求知精益求精 行中求知，精益求精

p.234 第11行 四健《會歌》 〈四健會歌〉

p.235 第3段第2行 教人天說性 教人談天說性

p.235 第3段第2行 教人空談談道理 教人空談道理

p.235 倒數第1行 弦求 絃求

p.236 第3行 手與弦忘，手與弦忘， 手與絃忘，

p.236 第12行 尚不如 當不如

p.237 倒數第3-4行 目前 月前

p.239 第2行 讚美 贊美

p.239 第5行 藉此 借此

p.239 第8行 Reginal Reginald

p.239 第14行 Ms. Mr.

p.239 第18行 孟加拉（Bengali） 孟加拉（Bengal）

p.239 倒數第2行 十一月 十月

p.240 第6行 同伴。 同伴，

p.240 第7行 村子裡， 村子裡

p.240 第8行 風雨的沈暗 風雨中的沉暗

p.240 第9行 捨不得離開他們 捨不得他們

p.240 第10行 討厭那山下 討厭山下

p.240 第11行 也許還下雹哩， 也許還下雹哩。

p.240 第13行 瞧啊，他終於下山來了， 瞧呵！他下山來了，

p.240 第15行 管塌 管他

p.240 倒數第3行 加爾加達 加爾加答

p.240 倒數第3行 一九六一年 一九六一年五月一日

p.240 倒數第1行 vol. Vol.

p.241 標題 PARINAMANA PARIṆĀM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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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41 第2行 or of

p.242 第1行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這題目，不是我自己定的

〈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

，這題目不是我自己定的

p.243 第6行 不發達 不很發達

p.243 第4段第1行 現在，正是 現在正是

p.245 倒數第4行 又見收在 又見於收在

p.246 第3段第2行 必須 必需

p.246 第4段第1行 透徹 透澈

p.246 倒數第1-2行 安理得 心安理得

p.249 第2行 能加 參加

p.249 倒數第1-2行
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

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

而吳大猷卻是饒毓泰的學生，楊

振寧、李政道又是吳大猷的學

生。排行起來，饒毓泰、吳健雄

是第二代，吳大猷是第三代，楊

振寧、李政道是第四代了。

p.249 倒數第1行 聚餐餐時 聚餐時

p.250 第14行 是達不到的 那是達不到的

p.250 倒數第7行 管他 管它

p.255 第9-10行 《美國的婦人》 〈美國的婦人〉

p.255 倒數第4行 為卒 而卒

p.255 倒數第3行 己在於 已在於

p.255 倒數第1行 其能乎哉？ 其能乎哉？（楊墨）

p.256 第4-5行 伙食賬 伙食帳

p.257 第7行 發生 發出

p.257 第8行 後來的共合作 後來的國共合作

p.257 第10行 創建 創見

p.257 倒數第6行 Ang Aug

p.257 倒數第5行 Vot.2,No2 Vol. 2, No. 2

p.257 倒數第2行 孫中山的〈建國大綱〉 孫中山的《建國大綱》

p.257 倒數第2行 公布〈建國大綱〉 公布《建國大綱》

p.258 第9行 改完稿 改定稿

p.258 第13行 行之不易 行亦不易

p.258 第14行 改完稿 改定稿

p.258 第15-16行 轉載《新月》二卷四期 （轉載《新月》二卷四期）

p.258 倒數第9行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以有憲法？ 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

p.258 倒數第1行
New York Time  Editorial, Ang. 31.

1929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Aug.

31, 1929.

p.259 第1行 Hallet Hallett

p.259 第1行 Abend Abend:

p.259 第2行 My Life in China 1926-1949 My Life in China 1926-1941.

p.259 第3行 P p.

p.259 第13行 附錄胡適知難，行亦不易
附錄　胡適　〈知難，行亦不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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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9 第15行 胡適刊著「人權與約法」之蔡鍔 胡適所著「人權與約法」之荒謬

p.259 第18行 附錄胡適 附錄　胡適

p.260 第3行 附錄胡適 附錄　胡適

p.260 第6行 評論 議論

p.260 倒數第3行 微調 徵調

p.264 第5行 提高 抬高

p.264 第6行 桌凳 桌櫈

p.264 第7行 指手劃腳 指手畫腳

p.264 倒數第5行 精神。 精神，

p.269 第2段第5行 應該由我們 應該我們

p.270 第3行 應該由我們 應該我們

p.275 倒數第8行 裡海 裏海

p.275 倒數第3行 乎眼前 忽眼前

p.281 倒數第4行 以禦亞洲 以禦此亞洲

p.282 倒數第3行 由從而和之 又從而和之

p.283 第3段倒數第3行 美洲其南非 美洲及南非

p.289 第3段第3行 畫鬂 畫鬢

p.291 倒數第5行 不鐘於 不鍾於

p.291 倒數第3行 說一下 說一下，

p.293 倒數第10行 中國人的人 中國人的心

p.297 第4行 吳大徵 吳大徵〔吳大澂〕

p.297 第3段第3行 溪流是多半流向 溪流，是多半流向

p.297 倒數第2-3行 政治上 他在政治上

p.298 第4行 強健的 強健

p.301 倒數第1行 自己念書， 自己念書。

p.302 第1行 資治通鑒 資治通鑑

p.302 第2段第4行 引人人勝 引人入勝

p.302 第3段第5行 判燒春磨 剉燒舂磨

p.302 第4段第4行 見解 主見

p.302 第4段第4行 質地 質也

p.302 倒數第6行 透徹 透澈

p.302 倒數第5行 喧嘩 喧譁

p.303 倒數第3行 胡言 胡說

p.307 倒數第10行 克洛浦 克洛甫

p.308 第8行 勃浪甯寧 勃浪甯

p.309 倒數第8行 Club Clubs

p.309 倒數第5行 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ce Is there a Substitute for Force

p.312 倒數第7行 以及 以是

p.313 第4-5行 褻讀 褻瀆

p.313 第3段倒數第2行 Band Bland

p.320 第2段第2行 能在九世同堂 能九世同堂

p.320 第3段第4行 也沒有 也從沒有

p.320 第3段第6行 我的房門 我們的房門

p.320 倒數第4行 我連 那連

p.323 第3段第1行 同時， 排版問題：前面空兩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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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323 倒數第2行 惜使 借使

p.324 第2行 和平 平和

p.326 第2段第3行 開玩笑 開頑笑

p.326 第3段第3行 機構 機械

p.326 第3段第3行 無蹤 無踪

p.326 倒數第6行 Portis Fortis

p.327 第3段倒數第4行 無疑是 無疑的是

p.327 註腳第2行 未見
見胡適檔案檢索系統《南港檔》

，館藏號：HS-NK05-199-019

p.330 第2段第2行 變更中 變更中的

p.330 第4段第1行 中國因之 中國也因之

p.331 倒數第4行 人民必須 人民必先須

p.332 第1行 徹底 澈底

p.332 第3段第2行 落後的觀察 落後的膚淺的觀察

p.332 第5段第2行 代表團其中 代表團中

p.332 第6段第2行 同一 同一的

p.332 倒數第2行 改革中 改革中的

p.333 第1行 陳獨秀 陳獨秀等

p.333 倒數第6行 維持了五年 維持五年

p.334 倒數第3行 很顯然地 很顯然而有規劃地

p.335 第2行 《二十一條》 「二十一條」

p.335 第3行 三四年年 三四年

p.335 第2段第1行 我們我們 我們

p.335 第3段第2-3行 感情 情感

p.336 第4段第3-4行 那些要求 那些讓步要求

p.337 第2段倒數第1行 因素？ 因素。

p.338 第3段第3行 目前 墓前

p.343 第3段第1行 歐美各國 歐美各

p.344 第4段第1行 更趨於 便趨於

p.346 倒數第6行 武裝的的 武裝的

p.347 倒數第3行 此圖 此之圖

p.348 第3行 適用我們 適用於我們

p.348 註腳第1行 原稿不詳，
此為Hu Shih, "Can China

Survive?"的節錄譯文。

p.350 第1行 一切的改革 一切改革

p.350 倒數第6行 不但這樣 不但這樣，

p.351 第3段第2行 從前中國 從前從中國

p.351 第6段第1-2行 代表團一個 代表團中一個

p.354 第1行 轟炸地 轟炸的

p.354 倒數第2行 種援助 這種援助

p.355 第6行 Trupert Terring Turpert Terring[Hubert Herring]

p.355 第6行 Harper's Harper

p.355 第8-9行 他的具體辦法 它的具體的辦法

p.356 第1行 希望它 希望他

p.356 第2段第2行 萬沒料美國總統走到這麼遠， 萬不料美國總統走到這麼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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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356 倒數第3-4行 也無用處， 也是無用。

p.356 倒數第2-3行 機會多些 機會要多些

p.356 倒數第1-2行 我會算命。 我也會算命，

p.358 第4段第1行 很快的； 很快的，

p.358 倒數第6行 因為抗戰 另起一段

p.359 倒數第7行 革命戰爭 革命戰事

p.362 第3行 原因 原素

p.364 倒數第8行 口一種 是一種

p.375 倒數第3行 而定 而定。

p.376 第5行 收獲 收穫

p.378 倒數第1行 徹底 澈底

p.379 倒數第6行 異彩 異采

p.380 第5行 傳布 傳佈

p.382 第3行 人才 人材

p.383 第7行 政體 體制

p.383 第3段第2行 在我問 在我向

p.384 第5段第1行 TelsujiroInoue Telsujiro Inoue

p.385 第11行 註定 注定

p.387 第3行 也就 也是

p.387 第8行 戰爭國際 戰後國際

p.390
第2段倒數第1-2

行
相同 如同

p.390 第2段倒數第1行 權衡 權柄

p.390 第3段第2行 已為 以為

p.390 第3段第3行 善聽 善應

p.390 第4段第1行 司穀者 司殺者

p.390 第5段第4行 夫雖不爭 夫唯不爭

p.391 第2段第1行 那個 那一個

p.391 第2段第2行 要向 要像

p.391 第4段第3行 觀察 觀念

p.391 第4段倒數第2行 不很 不再

p.392 第2段第2-3行 稱為（Brutal Foroe[Force]） 稱為武力（Brutal Force）

p.392 第2段第6行 所用的是力 用的是力

p.392 第5段第2行 他們互相 它們互相

p.393 第5段第1行 二十五年前面現在 二十五年前而現在

p.394 倒數第12行 願大致 想大致

p.394 倒數第5行 很明顯 很明顯的

p.395 第3段第1行 和平連盟 和平聯盟

p.395 倒數第3行 做過 作過

p.396 第5行 辦論時間 辯論時

p.396 第6行 當他們 當牠們

p.396 第8行 答到 答道

p.396 第1段倒數第1行 撤銷 撤消

p.396 第3段第3行 含意 含義

p.398 第3行 不招 不召

p.398 第4行 是代大匠斲， 是代大匠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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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398 倒數第3行 交托 交託

p.399 第4段第1-2行 即一個 及一個

p.399 第5段第1行 有時候 有時

p.399 第5段第2行 enorgy [energy] energy

p.399 第5段第2-3行 Coercionor [Coer-cion] Constraint coercion or constraint

p.399 第5段第3行 Violence violence

p.400 第3行 說到 說道

p.400 第4段第1行 二十五年前的多少少 二十五年前的，多多少少

p.402 第4行 復興時期 復興期

p.402 第5行 時代起。 時代起，

p.402 倒數第6行 作憑藉 做憑藉

p.403 第3行 主要的 主要地

p.403 第7行 看作 看做

p.403 第2段第2行 智識 知識

p.403 第2段第5行 唯理智主義 唯理主義

p.403 第3段第2-3行 研究過程的各有不同 研究過程的注重程度，各有不同

p.403 第3段第5行 曾把 曾經把

p.403 第3段第6行 超自然 超自然的

p.403 第4段第2行 而且對於 而對於

p.404 第6行 理論 倫理

p.404 倒數第6行 庖有肥肉 「庖有肥肉

p.404 倒數第4行 為民父母也？ 為民父母也？」

p.405 第2段第1行 成為後來中國後來 成為中國後來

p.405 第2段第3行 許多種類的外國思想 許多種類外國思想

p.405 第3段倒數第2行 蜂擁 蜂湧

p.406 第4行 嚴厲 嚴厲的

p.406 第5行 皇家的庇護 皇家庇護

p.406 第3段第4行 放開了來 放了開來

p.406 第4段第4行 徹底 澈底

p.406 倒數第2行 注疏 註疏

p.407 第4行 再敘 再敘述

p.407 第5行 最老哲學家 最老的哲學家

p.407 倒數第6行 所作的許多卷劄記， 所做的許多卷劄記。

p.407 倒數第4行 莫作 不作

p.407 倒數第2行 覺應 覺得

p.408 倒數第6行 kerr Kerr

p.408 倒數第5行 注冊 註冊

p.408 倒數第2行 決心改造 決心改革

p.408 倒數第2行 改革中國 改造中國

p.409 倒數第7行 康得黎 康德黎

p.412 倒數第9行 復蘇 復甦

p.417 第2段第4行 日軍、 日軍，

p.418 第5段第1-2行 范孫 範孫

p.420 第4段第3行 熏陶 薰陶

p.421 倒數第6行 弦歌 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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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22 倒數第4行 同學曾說 同學會說

p.423 第3行 小幾個 十幾個

p.424 倒數第12行 雖有 確有

p.424 倒數第1行 由憲法 是由憲法

p.425 第1行 是與對政黨 與對政黨

p.425 倒數第13行 相法 相反

p.427 倒數第10行 他再 他在

p.428 第5行 獨立 獨自

p.428 第4段第3行 過度 過渡

p.429 第3段第4行 這小粗 這小粗〔組〕

p.429 倒數第7行 不准有 不准許有

p.430 第4段第2行 不從國家 不從國教

p.430 第5段第2行 經神 精神

p.431 第8行 公共團的 等公共團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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