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冊5勘誤表

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3 註腳第1行 在香港大學的講演 在香港大學的英語演講

p.3 註腳第1行 景冬（記錄） 景冬（譯述）

p.4 第1行 以至於其黨 以至於共黨

p.4 第5段第1行 熟練的改革家 熱練的改革家

p.5 第1行 沒法除去 設法除去

p.5 第2行 洗煉 洗鍊

p.5 倒數第6行 第二版也在兩個月內賣個精光， 第二版也在兩個月也賣個精光。

p.6 第2段倒數第3行 以藥化學為例最著 以藥化學為最著

p.6 倒數第3行 已往之成績自誇滿足 已往之成績，自誇滿足

p.6 倒數第1行 前途未可限量也 前途實未可限量也

p.7 第3行 「共亂」 共亂

p.7 第4行 取消 取銷

p.7 第2段第4行 故如說 故此說

p.7 註腳第1行
1935年1月6日在香港華僑教育會

講。

1935年1月6日應香港華僑教育會

之請，在港僑中學演講。
p.8 第2段第3行 因為廣東是 因為廣州是

p.8 第2段第4-5行 反而守舊如此！ 而且守舊如次。

p.8 第3段第6行 英語傳到 英話傳到

p.8 第3段第8行 英語現讀 英話現讀

p.9 倒數第6行 最近他叫我 最近他們叫我

p.10 第2段第1行 什麼叫 什麼叫做

p.10 第3段第2行 一切的文〔明〕物 一切的文物〔明〕

p.10 倒數第4行 一切文明 一切文物〔明〕

p.10 註腳第3行 經胡適校改剪報 經校改剪報

p.11 第7行 中國「再生時期」的到臨 現在中國是「再生時期」的到臨

p.11 倒數第1-2行 一般不再 一般人不再

p.12 第2-3行 不但唐詩，為我國歷代最著名的 不但唐詩為我國歷代最著名的

p.12 第1段倒數第3行 不立文學 不立文字

p.12 第2段第4行 對於文學的努力 對於文字的努力

p.12 倒數第3行 繼有程顥 繼著程灝〔顥〕

p.13 第1段倒數第2行 期望個人超度 期望個人的超度

p.13 第2段第3行 文學方面 文字方面

p.13 倒數第5行 所提倡的思想 所提倡的思想，

p.14 第2段第1行 不在這方面、就在那方面 不在這方面或者就在那方面

p.14 第2段第4行 白話的詞曲雖然仍舊存在 白話的詞曲，雖然是仍舊存在

p.14 第2段第5行 偉大的傑作 偉大的傑作，

p.14 第2段第5行 如像好像 好像

p.14 第2段倒數第5行 三國演義 三國志

p.14 倒數第5-6行 做古典應試的文章 做古典應試的文學

p.14 倒數第2行 還依舊在繼續地進行 這依舊在繼續的進行

p.15 第3行 已經大功告成 經已大功告成

p.15 第2段第4-5行 如康有為、梁啟超、康有為 如梁啟超、康有為

p.15 第2段第10行 還沒有 尚且還沒有

p.15 第2段倒數第4行 革命運動 革新運動

p.16 第2段第7行 智識分子 智識分子，

p.16 倒數第3行 這裡 這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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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冊5勘誤表

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17 第2段第4-5行 從東邊南京起；到西邊的四川止 從東邊南京起到西邊的四川止

p.17 倒數第2行
至於我國的方言（口中所講的語

言）能夠表現寫作形式的

至於我國的方言，口中所講的語

言，能夠表現寫作形式的

p.18 第2行 如好像 好像

p.18 第5行 寫作形式 寫作的形式

p.18 第2段第1行 〔就〕在 在

p.18 第2段倒數第7行 到最近，才演進 到最近才演進

p.18 第2段倒數第4行 就可以見到一〔個〕字的創成 就可見到一字的創成

p.18 第2段倒數第1-2行 《三國演義》、《紅樓夢》
《三國志》、《西廂記》、《紅

樓夢》

p.18 第3段第1行 徹底 澈底

p.19 第2行 這些應是 這些是

p.19 第8行 固然怕 固然恐怕

p.19 第10行 非常地需要它 非常地需要著它

p.19 倒數第5行 在民國十六七年的時候 在民十六、七年的時候

p.20 第2-3行 足以妨礙進步、不合人生的要求 足以妨礙進步，不合人生的要求

p.20 第2段第7行 馬丁•路德 馬丁•路得

p.20 第2段第8行 伽利略 伽加略〔伽利略〕

p.20 第2段倒數第4行 文明 文物〔明〕

p.20 註腳第1行 此處胡適校改 此處校改

p.21 第2段倒數第1行 洪流相比。（完） 洪流相比。

p.21 第3段第3行 努力和前進！ 努力和前進！（完）

p.21 倒數第4行 記者附志 記者附誌

p.21 倒數第4行 演講稿 演稿

p.21 倒數第2行 應有〔由〕記者負責。 應由記者負責。

p.23 第3段第3行 功夫 工夫

p.23 倒數第5行 因為沒有 因為我們沒有

p.25 倒數第5-6行 做學問的功夫 做學問的工夫

p.25 倒數第1-2行 養成好的習慣 養成良好的習慣

p.26 第7行 治學的功夫 治學的工夫

p.27 第2段第2行 大家不十分 大家都不十分

p.27 第2段第4行 研究《左傳》 研究《左傳》，

p.28 倒數第6行 一月十三日（1953年） 一月十三日

p.28 倒數第1行 或許聽不到 或者聽不到

p.29 第2段第2行 同我□了一條「治學的方法」， 同我選了一條「治學的方法」。

p.29 第2段第4行 近路 進路

p.29 第2段倒數第1-2行 而此講的時間 而所講的時間

p.29 倒數第4行 一路上□所□為的解決一切了 一路上任所欲為的解決一切了

p.30 第2段第1行 細看看 細看著

p.30 第2段第5行 就有方法了， 就有方法了。

p.30 倒數第7行 發明定律， 發明定律？

p.30 倒數第4行 掉下地面， 掉下地面？

p.30 倒數第2-3行 終將仍舊 終歸仍舊

p.31 第2段第4行 「古文八大家」之一 ――「古文八大家」之一――

p.31 第2段第5行 這是不對的 這是不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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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冊5勘誤表

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32 第4-5行 那部書，《墨子》就無人過問了
那部書――《墨子》――就無人

過問了
p.32 倒數第8-9行 才看得懂呢。 才看得懂呢？

p.33 第6行 記載 所載

p.33 第2段第1-2行 著有《生物進化論》 著有《生物進化論》。

p.34 第3段第2行 或專在學業 或者在學業

p.34 第5段第2行 「古史篇」 「古史篇」〔《古史辨》〕

p.35 第1段倒數第2-3行 什麼地方呢。 什麼地方呢？

p.35 第1段倒數第1-2行 譯成桑樹了 譯成桑〔橡〕樹了

p.35 第2段第1-2行 看護的人要納豬肉 看護的人，要納〔拿〕豬肉

p.35 第2段第4行 Porg Porg[Port]

p.35 第2段第6行 由小蟲錯成大書 由小蟲〔麥〕錯成大樹

p.35 第2段第7行 錯成豬肉， 錯成豬肉；

p.35 第2段第9行 偵察 偵查

p.35 第2段第10行 偵察 偵查

p.35 第2段第11行 一袋麵包粉 一片〔袋〕麵包粉

p.36 第3段倒數第1-2行 虛心偵察 虛心偵查

p.37 第1行 為虺為蛇 維虺維蛇

p.37 第2段第3行 或此 或者

p.37 第2段第4行 沒有方法此 沒有方法者

p.37 倒數第2行 已經扒到了， 已經扒到了！

p.37 倒數第2行 無論什麼是 無論什麼是〔事〕

p.38 第2行 名聞於世界 名聞於世

p.38 第3行 有烏龜的工夫 有烏龜的功夫

p.39 第1行 喉就 喉嚨

p.39 第2段第1行 龍梁先生，潘先生 龍梁先生、潘先生

p.39 第2段第3行 經過童年 從這童年

p.39 第2段第3行 再經少壯 再從少壯

p.39 第3段第2-3行 他的社會 牠的社會

p.39 第3段第3行 但有時 但此時

p.39 第3段第3行 血脈液輸 血脈灌輸

p.39 第3段第5行 從死復活 臨死復活

p.39 第3段第5行 或如 或者

p.39 第3段第6行 □□新的振作 有番新的振作

p.39 第3段第6行 往往可做 往往叫做

p.39 倒數第4行 □生時經一千多年 是生時經一千多年

p.39 倒數第3-4行 歷史□□了人民衰□文化凋蔽 壓迫得久了人民衰落文化凋蔽

p.39 倒數第2行 血脈之液輸 血脈之灌輸

p.40 第2行 文化上□所說 文化上有所謂

p.40 第2段第4行 到清朝也□， 到清朝也是。

p.40 第2段第5行 不徹底 不澈底

p.40 第2段倒數第3行 太沈重 太沉重

p.40 第2段倒數第2行
液輸的新血葯力不夠，因份子太

少

灌輸的新血，葯力不夠，且份子

太少

p.40 第3段第2行 接觸得機會 接觸的機會

p.40 第4段第2行 枯熇 枯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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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冊5勘誤表

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40 第4段第5行 然後 然而

p.40 第4段第5-6行 當然的了 當然的事

p.40 第4段第6行 為人父母 在父母

p.41 第2行 不依他自由發展 不讓他自由發展

p.41 第2行 不依他遊戲 不讓他遊戲

p.41 第1段倒數第1-2行 一千年來□□鴉片烟毒的□利 一千年來明知鴉片烟毒的厲利

p.41 第1段倒數第1行 日□於□ 日甚於日

p.41 第2段第2行 這一百多年當中 這一百年當中，

p.41 第2段第5行 液輸到 灌輸到

p.41 第2段第10行 才是返老還童 才有返老還童

p.41 第2段第12行 民族，文化 民族、文化

p.41 第2段倒數第2行 再生時期， 再生時期。

p.42 第2段第1行 只□ 只教

p.42 第2段第5行 特幾個 好幾個

p.42 第2段第6行 不配當領袖 不配為領袖

p.42 第2段第7行 革新運動的進行， 革新運動的進行。

p.42 第2段第11行 一筆勾銷， 一筆勾銷。

p.42 第2段第12行 囚人， 囚人。

p.42 第2段倒數第9行 推動革新 推動革新，

p.42 第2段倒數第9行 革新運動□漸 革新運動高潮

p.42 第2段倒數第9行 連到 達到

p.42 第2段倒數第6行 革命運動， 革命運動。

p.42 第2段倒數第6行 人民□□新興 人民從事新興

p.43 第1-2行 把他勾銷 把牠勾銷

p.43 第2-3行 稍微 稍為〔微〕

p.43 第3行 上一奏 上一奏，

p.43 第5行 化為無有 化為烏有

p.43 第7行 廿二年後 廿三年後

p.43 第7-8行 文文運動 文文〔學〕運動

p.43 第2段第2行 解決文字， 解決文字。

p.43 第2段第2行 □□的教育 從前的教育

p.43 第2段第4行 貫輸 貫〔灌〕輸

p.43 第3段第2行 却做不到 却收不到

p.43 第3段第3行 文學革命 文字革命

p.43 第3段第5行 不過作為 不過以為

p.43 第3段第5行 不配談古文 不配讀古文

p.43 第3段第6行 些少而已， 些少而已。

p.43 倒數第4-5行 讀八股文□□苦極 讀八股文章曾苦極

p.43 倒數第2行 熱誠的動機 熱誠的動機，

p.43 倒數第1行 不願意接受的， 不願意接受的。

p.44 第6行 努力推行， 努力推行。

p.44 第8行 然後 然而

p.44 倒數第6行 千百年來 五百年來

p.44 倒數第5行 《□□》 《西遊記》

p.44 倒數第2行 有許多字， 有許多字。

p.45 第1行 寫作「呢」 寫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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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冊5勘誤表

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45 第2段第5行 大的小的石印的 大的、小的、石印的

p.45 第2段第6行 而所有的報 而所出的報

p.45 第2段第7行 三百年 五百年

p.45 第2段倒數第6行 文學的工具了， 文學的工具了。

p.45 第2段倒數第4行 用了白話文， 用了白話文。

p.45 第2段倒數第2行 在這二年間 在這一年內

p.45 第3段第3行 □□提高 容易提高

p.45 第3段第3行 更為進步 更易進步

p.45 第4段第3行 想像得到的， 想像得到的。

p.45 倒數第1行 看不起軍隊，可教育 看不起軍事教育，

p.46 第1行 的錯誤， 的錯誤。

p.46 第1行 也有□人 也有些人

p.46 第3行 拿□送給 拿錢送給

p.46 第5行 亂來呢？ 亂來呢？！

p.46 第1段倒數第5行 同從前 同以前

p.46 第1段倒數第4行 變了一樣， 變了一樣。

p.46 第1段倒數第3-4行 參政權，種種都是 參政權種種，都是

p.46 第2段第3行 灌輸 貫〔灌〕輸

p.46 第2段第5行 宗教復興， 宗教復興。

p.46 第2段第6行 古文、 古文，

p.46 第2段倒數第2行 把他提高 把牠抬高

p.46 倒數第4行 三件事之外 三件事之外，

p.47 第2段倒數第3行 等處 各處

p.47 第2段倒數第1行 慢慢的超 慢慢的趕

p.48 倒數第4行 必得交卷 必得要交卷

p.49 倒數第2行 不需自了 不能自了

p.50 第2行 值得我們患恨 值得我們想想

p.50 第2段倒數第4行 □使 即使

p.50 第3段第1行 這里 這里〔裡〕

p.50 倒數第5行 叫做「娜拉」， 叫做「娜拉」。

p.51 第3行 □幕 落幕

p.52 第1行 民四六年 民四〔國〕六年

p.52 第1行 我們□□人 我們幾個人

p.52 第3行 自由思想」， 自由思想」。

p.53 倒數第10-11行 一敗塗也 一敗塗地

p.54 第3段第1行 牛羊瘋病 牛羊瘟病

p.54 第3段第4行 做成了血□ 做成了血法

p.54 第3段第7行 巴斯德來了 巴斯德也來了

p.54 倒數第7行 養蠺 養蠶

p.54 倒數第7行 蠺病 蠶病

p.54 倒數第5行 養蠺 養蠶

p.54 倒數第3行 養蠺 養蠶

p.55 倒數第4行 □【健】全的個人主義 健全的個人主義

p.56 註腳第3行 共同政治的信仰 共同政治信仰

p.57 第1行 教育方式 教育的方式

p.57 第2-3行 被治者用和平的方法 被治者有和平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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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58 第3行 一種收獲 一種收穫

p.60 倒數第5行 Dr L. Forster Dr. L. Forster

p.60 倒數第4行 體諒人的。 體諒人的，

p.61 第3-4行 佛斯脫夫婦 佛斯脫先生夫婦

p.61 第6行 濃豔 穠艷

p.61 第3段第2行 比較弱 比較最弱

p.62 第4行 希望有一個 希望一個

p.62 第2段第2-3行 三巨冊 三鉅冊

p.63 第1段倒數第3行 徹底 澈底

p.63 倒數第5行 容易的多了 容易的多多了

p.64 第3行 徹底 澈底

p.64 第2段第8行 決不可能 絕不可能

p.69 第3段第1行 他只能 但只能

p.70 註腳 不演講 不講演

p.71 第4行 遊柳州，桂林 遊柳州桂林

p.71 第2段倒數第4行 黑下來了。 黑下來了，

p.73 倒數第4行 為何 如何

p.74 第1段倒數第7行 廣州演講 廣州講演

p.75 倒數第6行  昔人所嘆  昔人所歎

p.77 第2行 另抄 另鈔

p.77 第10行 某項條款。 某項條款，

p.78 倒數第4行 何等方策 何方策

p.80 第2行 Raymond B.Fosdick Raymond B. Fosdick

p.81 第1-2行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p.84 第6行 「中國本位」，是不必 「中國本位」是不必

p.84 倒數第1行 頑固的勢力 頑固勢力

p.85 第2行 三十 三十一

p.88 倒數第5行 訪搜 搜訪

p.89 第9行 只亭閣耳 祗亭閣耳

p.89 第13行 只亭閣耳 祗亭閣耳

p.90 第3行 故看得 故看的

p.91 第2段倒數第5行 ，這兩本 ：這兩本

p.93 倒數第5-6行 抄幾首 鈔幾首

p.94 第13行 筍子 笋子

p.94 倒數第7行 同心轉意 回心轉意

p.95 倒數第1行 《飛行小讚》 〈飛行小讚〉

p.97 倒數第5行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

p.99 倒數第4行 《文字的保守》 〈文字的保守〉

p.100 第3行 一語而為來 一語而來

p.101 倒數第2行 東交民巷 交民巷

p.102 第1行 旗桿 旗杆

p.103 第4段第4行 摘抄 摘鈔

p.104 倒數第5行 銅鐧 銅簡

p.107 第7行 執著偏見的 執著偏見

p.107 倒數第6行 侵害他國 侵害百姓

p.109 第10行 蕩盡 盪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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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9 註腳第1行 頁19-20 頁19-21

p.110 第9行 全抄 全鈔

p.111 倒數第5行 蕩盡 盪盡

p.113 倒數第6行 他還有 它還有

p.113 倒數第5行 除過與 除遇與

p.114 倒數第11行 一、是 一是

p.114 倒數第9-10行 二、是 二是

p.116 第2段第3行
的色彩（《言行錄》頁一九

七）。

的色彩的。（《言行錄》頁一九

七）

p.116 倒數第4行 愛自由愛獨立 愛自由、愛獨立

p.118 倒數第7行 沒有花過 沒花過

p.119 第2行 書本讀 書來讀

p.119 第13行 很重要 很需要

p.119 倒數第7行 看見罷了 看見吧了

p.119 倒數第1行 都不能。 都不能，

p.119 註腳第1行 胡適 胡適（講）、草茵（筆記）

p.121 第7行 刊物： 刊物；

p.123 第8行 用負責的 用負責任的

p.123 第14行 不能通過： 不能通過；

p.125 第5-6行  送糖果  送給糖果

p.128 第8-9行
我試從我平日

最敬愛的一個朋友……

我試從我平日最敬愛的一個朋友

……

p.135 第10行 抄在 鈔在

p.138 倒數第8行 但他的主要方法 但它的主要方法

p.140 倒數第2行 不避承認」。 不避承認。」

p.142 第7行 紀念的 記念的

p.145 倒數第2行 上海四廠 上海廠四

p.146 第14行 改革的思想 改革的理想

p.146 倒數第1行 洗刷 洗刷淨

p.148 第2段第5行 碎米等等 碎米，等等

p.148 倒數第1行 政治方面， 政治方面、

p.151 倒數第6行 一本一利 一本一利，

p.153 第3段第2行 所造也。 所造也，

p.153 第3段第6行 碑碣現存 碑碣見存

p.153 第3段第8行 我們今日 我們在今日

p.153 第3段第10行 顧惜 顧恤

p.153 倒數第1行 蓺黍 蓻黍

p.155 第4段第1行 三處古碑碣。我只見一處。 三處古碑碣，我只見一處；

p.156 第1行 石窟的記載： 石窟的記載，

p.156 第7行 嘉莊一統志 嘉慶一統志

p.156 倒數第4行 雕飾奇偉 雕飾奇偉，

p.159 第4段第2行 於德尼區（Judenitch） 于德尼區（Judenitch）

p.160 第2段第5行 將勝的 將戰勝的

p.162 第6行 談到具體主張…… 排版：齊頭

p.162 倒數第9行 錢端升先生主張三點： 排版：齊頭

p.163 第2行 兩先生 兩位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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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163 倒數第12行 多少的： 多少的；

p.165 第3段第7行 那樣悻悻然 那悻悻然

p.165 倒數第5-6行 「九一八」事件 九一八事件

p.166 第3行 槍尖 鎗尖

p.166 倒數第9行 要的一個 要的是一個

p.167 第9行 並作 併作

p.173 第3段第2行 中世紀 中世

p.175 第2行 棉大衣 綿大衣

p.175 第2段第2行 挽救人超 挽救入超

p.179 第1段倒數第2行 感嘆 感歎

p.179 第3段第2行 廣西年鑒 廣西年鑑

p.181 第3行 手楂 手

p.183 第5行 欺凌 欺陵

p.183 第2段第4行 正正東 正東

p.183 第2段第6行 他的殖民帝國 她的殖民帝國

p.184 第2段第4行 把他 把她

p.184 第2段第6行 第一，是 第一是

p.186 第5-6行 他的外交政策 她的外交政策

p.188 第3行 他要等候 她要等候

p.188 第3段第3行 九月十一 九月十一日

p.189 倒數第6行 走上了 走上

p.194 倒數第4行 反日的情感與思想 反日的情感與思想，

p.195 第5段第4行 步步進逼。 步步進逼，

p.196 倒數第7行 他的進展 她的進展

p.196 倒數第6-7行 他自己要毀壞他自己 她自己要毀壞她自己

p.196 倒數第1行 他的萬世 她的萬世

p.196 倒數第1行 他的勤儉 她的勤儉

p.196 倒數第1行 他的武士道 她的武士道

p.197 第1行 他的愛美 她的愛美

p.197 第1行 他的好學 她的好學

p.198 附錄第1段第5行 通訊全文 通讀全文

p.199 第3段第4行 反日的情感與思想 反日的情感與思想，

p.199 倒數第5-6行
形勢之下繼續努力整頓我們自己

的國家。

形勢之下，繼續努力，整頓我們

自己的國家。

p.200 倒數第8行 之患， 之患。

p.203 第3段第2行 獨立 《獨立》

p.204 第2行 家伙 傢伙

p.205 倒數第7行 探礦 探鑛

p.205 倒數第6行 外國與本國人 外國人與本國人

p.205 倒數第5行 稅收、及專利事業 稅收，及專利事業

p.205 倒數第3行 作領袖， 作領袖；

p.207 第2行 報告書， 報告書；

p.207 第5行 阿比西尼 阿比西尼亞

p.208 第2行 戰爭行為」。 戰爭行為。」

p.208 第2段第3行 退出國聯」。 退出國聯。」

p.208 第2段第5行 他是不退出 她是不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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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8 倒數第9行 這三項之中…… 排版：齊頭

p.209 第12行 他不承認 她不承認

p.209 第13行 他只承認 她只承認

p.210 第2段倒數第4行 純樸 純駁

p.211 第1行 《再記國聯的抬頭》 〈再記國聯的抬頭〉

p.218 第2行 屈伏 屈服

p.218 第5行 炮台 砲台

p.218 第5行 高射炮 高射砲

p.219 倒數第3行 全國的人心； 全國的人心，

p.221 第3-4行 問題的評論 同題的評論

p.221 倒數第6-7行 《留學日本的面面觀》 〈留學日本的面面觀〉

p.221 倒數第6行 他描寫的 他描【寫】的

p.224 第2行 貴刊 貴社

p.224 倒數第8行 看清了 看清楚了

p.225 第9行 仇恨的心理 仇恨心理

p.225 倒數第7行 恐怕是 恐怕只是

p.225 倒數第5行 這樣想， 這樣想：

p.226 第2段第4行 我可敬愛 我可以敬愛

p.226 倒數第2行 是足夠 足夠

p.227 第4-5行 開一炮 開一礮

p.227 倒數第1行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卅日 十一月卅日

p.229 倒數第7-8行 贍前顧後 瞻前顧後

p.232 第7行 糊里糊塗 糊裡糊塗

p.235 第5行 辜負 孤負

p.236 第6行 處理不善。 處理不善，

p.239 倒數第3行 之干城了。 之干城了。……

p.243 第2段第6行 簽訂 簽定

p.244 第2行 的環境； 的環境，

p.253 第1段倒數第4行 幾項具體事項 九項具體事項

p.258 倒數第2行 編著 篇著

p.262 第1行 盡職 盡職。

p.262 第3行 「破壞國體」）。 「破壞國體」。）

p.262 倒數第6行 徹底 澈底

p.264 第2行 妨害他 妨害她

p.264 第3行 他自己要毀壞他自己 她自己要毀壞她自己

p.264 倒數第9行 鏟除 剗除

p.267 倒數第4行 在各地了， 在各地了。

p.269 倒數第14行 湖北川漢歌謠 湖北漢川歌謠

p.270 倒數第7行 靜氣地 靜氣的

p.270 倒數第3行 寶礦 寶鑛

p.271 第3段第1行 改善他的 改善她的

p.271 倒數第4行 一九二九年 一九二五年

p.272 第2段倒數第1行 萊因河兩岸 萊因兩岸

p.272 第3段第3行 手續就是 手續，就是

p.273 倒數第4行 鏟除 懺除

p.273 倒數第2行 鏟除 懺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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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6 第4行 在日本國民遭遇了…… 排版：齊頭

p.278 第6行 一五二一―一五九五 一五二一――一五九五

p.278 倒數第2行 下田耕作。又曾 下田耕作，又曾

p.278 註腳第1行 〈廢止內戰大同盟〉 〈編輯後記〉

p.279 第3段第3行 惟一 唯一

p.279 第4段第3行 自無半錢分」。 自無半錢分。」

p.281 標題
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告

日本國民

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告

日本國民――

p.281 註腳第1行
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告

日本國民

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告

日本國民――

p.282 倒數第9行 承認他是 承認她是

p.282 倒數第8行 頌揚他自己 頌揚她自己

p.284 倒數第2-3行 屈伏 屈服

p.287 註腳第1-2行
〈關於《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

件》〉

〈關於〈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

件〉〉

p.289 第3行 如果這樣。那末 如果這樣，那末

p.289 倒數第7行 橫堅 橫竪

p.292 第2行 各位朋友， 各位朋友

p.294 倒數第6行 這半年的《獨立》 這半年的《獨立》，

p.296 第2-3行 〈再記國聯的抬頭〉 〈再論國聯的抬頭〉

p.296 倒數第6行 外交部 外部

p.297 第2段倒數第1行 他對 她對

p.297 第5段第1行 淒愴 悽愴

p.298 倒數第3行 他寧可 她寧可

p.301 註腳倒數第4行 許多人同聲悼惜的， 無數人同聲悼惜的。

p.301 註腳倒數第1行 卻是 都是

p.302 第2行 建設與計劃 建設與計畫

p.302 第2-3行 《有為與無為》 〈有為與無為〉

p.302 第5行 計劃 計畫

p.309 第4行 仇者所快」。 仇者所快。」

p.311 第6-7行 因槍尖對外得來，一旦槍尖向內 因鎗尖對外得來，一旦鎗尖向內

p.315 第1行 礦權 鑛權

p.315 第1行 礦產 鑛產

p.316 第2行 思想改革 思想改革，

p.317 第2行 兩點 兩部

p.317 第4行 三百周年 三百週年

p.317 第7行 到會的 到【會的】

p.317 第1段倒數第4行 第二意大利大學 第二義大利大學

p.318 第1段倒數第4行 麻省大學 加省大學

p.318 倒數第8行 菲律賓 菲列濱

p.318 倒數第5行 什麼 什末

p.320 第3段第2行 國子監學院太學生等 國子監書院太學生等

p.320 倒數第5行 麻省大學 加省大學

p.320 倒數第4行 理化學 理學

p.320 倒數第3行 還有 欲〔卻〕有

p.321 第3段第1行 軌道； 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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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22 倒數第9行 舊瓶不能裝新酒嗎？ 「舊瓶不能裝新酒」嗎？

p.323 第4行 答序經先生 答陳序經先生

p.324 倒數第1行 平綏路旅行小記 8000 平綏路旅行小記 6000

p.325 第2行 統一型態 統一形態

p.325 第4行 馬尼刺 馬尼拉

p.325 第4行 贊嘆 贊歎

p.325 第2段第1行 遇着 遇着了

p.325 第2段第3行 國際上的地位 國際的地位

p.325 第2段第3行 低薄 低落

p.325 倒數第5行 政府領袖 政府的領袖

p.326 第5行 行為。都是 行為，都是

p.326 第6行 自己的民族 自己的民族，

p.327 第4段第2-3行 此番的事 此番的事變

p.327 第4段第3行 這幾點。 這幾點：

p.327 第4段第4行 只是們 只是他們

p.327 倒數第3行 擁護 擁戴

p.327 倒數第1行 早以明白 早已明白

p.328 第1行 有利的幫手 有力的幫手

p.328 第1行 牠決不會 她決不會

p.328 第3行 我們鐵的事實 我們的鐵的事實

p.332 倒數第2行 閒暇 閑暇

p.333 第2段倒數第8行 屍祝 尸祝

p.333 第2段倒數第7行 屍祝 尸祝

p.335 第3行 我總覺得有話可說 我總得有話可說

p.336 第9行 天才是靠九十九分汗下 天才是九十九分汗下

p.337 倒數第8行 輓他的詩 挽他的詩

p.337 倒數第6行 輓他的朋友 挽他的朋友

p.337 倒數第5行 做輓詩 做挽詩

p.338 倒數第6行 後來因為一位 後來因有一位

p.338 倒數第3行 要事都能 要是都能

p.338 倒數第2行 一定都可以 一定可以

p.339 第6行 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

p.339 註腳第2行 1937年4月10 1937年4月10日

p.343 倒數第6行 第一，是 第一是

p.344 第3段第1行 第二，是 第二是

p.349 倒數第6-7行 不可再浪費了。 不可再浪費了！

p.354 倒數第5行 獨立第二二七號 《獨立》第二二七號

p.354 倒數第1行 奉復 奉覆

p.357 第7行 可以說的是 可以說是

p.357 第2段第6行 保持英國 保持與英國

p.359 第3段第3行 觀察近十年 觀察近幾十年

p.362 第5-6行 ――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案 ――土地問題――的解決方案

p.362 倒數第2行 愛發議論人 愛發議論的人

p.363 倒數第6-7行 摘抄其中的 摘鈔其中的

p.365 第9行 我們預料，…… 排版：齊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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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68 倒數第8行 這句話說的最公平。…… 排版：齊頭

p.371 第5行 不須人「躬親政治」 不須人人「躬親政治」

p.374 第2段第1行 曾託 曾托

p.376 倒數第2行 誤記 誤記為

p.377 倒數第1-2行 一篇《進步的基礎》 一篇〈進步的基礎〉

p.378 第1行 成菲律濱號 乘菲律濱號

p.378 第6行 來這裡等後 來這裡等候

p.378 倒數第6行 十九日路軍 十九路軍

p.379 第6-7行 菲律賓 菲律濱

p.380 第2段第2-3行 受訓事訓練 受軍事訓練

p.380 第2段第5行 五千萬元 用五千萬元

p.380 倒數第1行 財政部鞏固 財政不鞏固

p.381 倒數第5行 明白說 明白些說

p.381 倒數第1行 世界大站 世界大戰

p.382 第1段倒數第2行 現任 現在

p.382 第2段第5行 數量和日本不同 數量質量和日本不同

p.382 第3段第1行 這任我是外行的 這在我是外行的

p.382 倒數第3行 變通告 便通告

p.383 第5行 海案被封鎖 海岸被封鎖

p.383 第2段第4行 最短期內 最短期間內

p.383 第2段倒數第4行 南給各地 南北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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