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冊7勘誤表

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3 註腳第1-2行
原文載《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週

刊》，1951年1月19日

原文為：“Why the Main War Will

be Fought in Asia─Not Europe: An

Interview with Hu Shih,” U. S.

News & World Report  (January 19,

1951), pp.34-37

p.6 第7行 不止血統關係 不止有血統關係

p.6 倒數第8行 共產 共黨

p.7 第2行 鄉村 各鄉村

p.9 倒數第10-11行 吃的好些 吃得好些

p.11 第3行 邀我講 邀我講演

p.11 倒數第6行 戰爭的 戰爭中的

p.11 倒數第3-4行 不協調協 不調協

p.12 第6行 己盡其所有能 已盡其所能的

p.12 倒數第10行 美國便開始厭憎，
美國便開始厭憎中國了。這個厭

憎，

p.13 第4行 厲害 利害

p.13 第2段第2行 驚嘆 驚歎

p.13 第2段倒數第1行 篤城 篤誠

p.13 第3段倒數第2行 盎格魯薩克遜 盎格魯撒克遜

p.13 第4段第1行 傲然之氣勢 傲然之氣是

p.13 倒數第4行 印度，緬甸 印度、緬甸

p.14 第1行 站場 戰場

p.14 第5行 亞洲大力 亞洲大陸

p.14 第8行 物資 物質

p.14 第3段倒數第1行 厭憎了， 厭憎了。

p.14 倒數第1行 擇善 責善

p.15 第5-6行 強力的 強烈的

p.16 第1行 傲寰 儆寰

p.16 第6行 也細密 也很細密

p.16 倒數第3行 干涉自由 干涉言論自由

p.17 第1行 十一期（二） 十一期社論（二）

p.17 附錄第1行 傲寰 儆寰

p.17 附錄第2行 最後誇括弧內 最後括弧內

p.17 附錄第9行 也細密 也很細密

p.18 倒數第4行 干涉自由 干涉言論自由

p.18 倒數第3行 誘民入罪 誘民犯罪

p.21 倒數第4行 天之所履 天之所覆

p.22 第3段第2行 即十七 即有十七

p.23 第2段倒數第2行 仍乃被鎖 乃被鎖

p.24 倒數第2行 已經很 已很

p.26 第1行 與情 輿情

p.26 第7行 美國不疑干涉 美國不擬干涉

p.26 倒數第6行 二十五日日 二十五日

p.27 第3行 投入人壽 投人壽

p.27 第7-8行 奠下良好 奠下了良好

1/18



《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冊7勘誤表

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28 第3段第4行 已經遲疑 已從遲疑

p.28 倒數第5行 都看過的 都看見過了

p.28 倒數第2行 早說過 早就說過

p.29 第2行 看過胡適的書 看胡適的書

p.29 第3段倒數第2行 自由中國人 自由中國

p.30 第4行 位競選 為競選

p.30 第4行 多不能 都不能

p.31 第2行 演講詞 講演詞

p.31 第3段第5行 那個晚上 那天晚上

p.31 第3段倒數第3行 發展 發表

p.32 第4段倒數第1行 雜事 雜誌上

p.32 倒數第6行 這是 這次

p.33 倒數第8行 的前途」同時 的前途」，同時

p.35 第6行 不得派遣 不得不派遣

p.35 第7行 遭遇 遭遇到

p.35 倒數第1行 以前我們 以前對我們

p.37 倒數第1行 寫的 寫得

p.38 第12-13行 他們都很客氣 他們很客氣

p.38 最後1段第5行 有一條 有那一條

p.38 倒數第1行 隨時隨地地 隨時隨地

p.39 第4行 是夠 能夠

p.39 第7行 當時的人 當政的人

p.39 第2段第3行 做點文章 作點文章

p.39 第2段第6-7行 要坐監的； 要坐監的，

p.39 第2段第7行 要罰欵的； 要罰欵的，

p.39 第2段第8行 這位未免 這未免

p.40 第10行 這一方面， 這一方面。

p.42 第7行 告訴我 告訴我說

p.42 第8行 很多人 很多的人

p.42 倒數第1行 打的最長久 打得最長久

p.43 第3行 把美國人牽入 把美國牽入

p.43 第15行 幾位事實 幾件事實

p.43 倒數第11-12行 這一塊 這一大塊

p.43 倒數第11行 最惶恐不安 最惶恐最不安

p.44 第8行 英、美大國 英、美兩大國

p.44 第13行 所援的 所援助的

p.44 倒數第3行 租借與 租與

p.45 第1行 回遠東 回遠東來

p.45 第1行 亞洲第一 亞洲的第一

p.45 第6行 感受 感到

p.45 第1段倒數第1行 這不是 這不能

p.45 第2段第3行 不幸的很 不幸得很

p.45 第3段第1行 復員的 復員得

p.46 第1行 主要的的 主要的

p.46 第12行 即船舶 及船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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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6 倒數第2行 硬吵着 便吵着

p.47 第2行 所留下，祇不過 所留下的，祗不過

p.47 第2段第5行 要蘇俄 要把蘇俄

p.47 第2段倒數第2行 祇剩下 祗剩

p.47 第3段第1行 因位 因為

p.47 第3段第1行 那個澈底 那麼澈底

p.48 第3段倒數第4行 軍事援助 軍事的援助

p.48 第4段第1行 提出了經濟援助 提出了以經濟援助

p.48 第5段第1行 一見 一件

p.48 第5段第2行 一九四年 一九四九年

p.48 倒數第3行 都給承認 都得承認

p.49 倒數第2行 整個自由世界有前途；
整個自由世界有前途，我們也有

前途；

p.50 第5行 及解放 即解放

p.51 第6行 感動的 感動得

p.51 第7行 做戰 作戰

p.51 第10行 五千萬的的 五千萬的

p.51 倒數第12行 兩前半 兩年半

p.51 倒數第5行 所以強調 所以特別強調

p.55 第2段第1行 關於材料、 關於材料，

p.56 倒數第7行 新聞《每週評論》 新聞評論〔《每週評論》〕

p.59 第1行 過世 過去

p.59 第3段第1行 治學的方法 治學方法

p.60 第4段第6行 發生困難， 發生困難：

p.61 第3段第3行 還重要 還更重要

p.61 第3段第6行 叫作 叫做

p.61 第4段第1行 辦法 方法

p.61 第4段第3行 不知不覺的 不知不覺地

p.61 倒數第6行 紈褲子弟 紈袴子弟

p.61 倒數第3行 《紅樓夢考證》 〈紅樓夢考證〉

p.62 第3行 納蘭性德 納蘭成德

p.62 第6行 化妝變性 化裝變姓

p.63 第4行 火上燒燒，看看試驗管 火上燒燒看看，試驗管

p.64 倒數第2行
家裡有多少錢，多麼闊？家裡有

多少錢？多少闊？
家裡有多少錢？多少闊？

p.64 倒數第1-2行 真正能夠招待 真正不能夠招待

p.66 第4行 聊齋志異 聊齋誌異

p.66 第8行 凶狠 很凶狠

p.66 第8行 聊齋志異 聊齋誌異

p.66 第14行 編寫成為 編成為

p.66 倒數第6行 聊齋志異 聊齋誌異

p.66 倒數第5行 聊齋志異 聊齋誌異

p.68 第3行 就是 這就是

p.68 第2段第5行 禮拜的 禮拜堂的

p.68 第2段倒數第5行 Sri S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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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9 第1行 地位很高 地位很多

p.69 第8行 真的』」， 真的』；

p.69 第9行 而來的。 而來的。」

p.69 倒數第1行 方法人 方法的人

p.69 倒數第1行 今天美國 今年美國

p.72 第1行 借著 藉著

p.72 第2行 借 藉

p.73 第1段倒數第10行 或得 或者

p.76 第2行 爛污 濫污

p.76 第9行 說句話 說這句話

p.76 倒數第6行 最要重 最重要

p.79 第12行 法國漢學家 ，法國漢學家

p.80 第2段倒數第3行 後來的歷史 與後來的歷史

p.83 第3段第4行 歷史語言研究集刊 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p.85 第2段第1行 時期， 時期，――在

p.85 第2段第4-5行 伽利略（Galileo） 伽利略（Galilei）

p.86 倒數第9行 作研究材料是 作研究材料的是

p.86 倒數第3行 結果只有 結果，只有

p.89 第2段第3行 ，雖然不完全 ；雖然不完全

p.89 第2段第5行 一大批 一張

p.89 第2段倒數第5行 下雨， 下雨：

p.89 第2段倒數第2行 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p.92 第6行 演講 講演

p.93 第4段第2行 約翰霍布金斯大學 約翰‧霍布金斯大學

p.93 第4段第3行 它以 她以

p.93 第4段第4行 制度―― 制度――，

p.93 第5段第2行 約翰霍布金斯大學 約翰‧霍布金斯大學

p.94 第2段第3行 《實驗主義》 〈實驗主義〉

p.94 第2段第4行 《最近五十年的世界哲學》 〈最近五十年的世界哲學〉

p.94 倒數第10行 C.S.Peirce C.S. Peirce

p.95 第6行 重新 從新

p.95 倒數第2行 第一、二 第一、二集

p.96 第1段倒數第6行 往前進， 往前進。

p.96 第1段倒數第4行 決沒有 絕沒有

p.96 倒數第5行 不過很短 不過在很短

p.97 第10行 《天演論》 「天演論」

p.97 倒數第1行 就變 變

p.102 倒數第10行 理智的本身 理智本身

p.103 第12行 新的， 新的。

p.109 第2段第3行 叫他 叫牠

p.110 第2段第2行 預備」 預備。」

p.110 第2段第2行 改造」。 改造。」

p.110 第2段第7行 重新 從新

p.111 第3段第7行 去募化 去摹化

p.112 倒數第3行 蠢話―― 蠢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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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13 第1行 院長，副院長，各位委員 院長、副院長、各位委員

p.113 註腳第1-2行
新聞獨立與言論自由――臺北市

編輯人協會歡迎會上講詞
立法院歡迎會上講詞

p.116 第4行 Fili-bustering Filibustering

p.116 第3段第1行 作學生 做學生

p.117 倒數第1行 借此 藉此

p.119 第2段第5行 卻是 確是

p.119 第2段第6行 時後 時候

p.119 註腳第2行 第3號 第3期

p.120 第2段第1行 重大問題， 重大問題。

p.123 倒數第7行 可以轉移 所能轉移

p.124 第2段倒數第4-5行

我們應該基於深刻的同情，知道

他們沒有說話的自由，都是在非

人環境的生活中，被壓迫而這樣

做的。

刪除

p.124 第2段倒數第2行 決不是 絕不是

p.125 第9行 最容易 容易

p.125 第1段倒數第4行 統治 統制

p.126 標題第2行 《文藝協會座談會答問》 〈文藝協會座談會上答問〉

p.127 第2行 必須 必需

p.128 倒數第10行 繳白卷了， 繳白卷了。

p.129 倒數第10行 並在一塊 併在一塊

p.129 倒數第6行 純粹性， 純粹性。

p.129 倒數第5行 希望， 希望。

p.130 第2行 膿包 濃泡〔膿包〕

p.132 標題 提倡白話文的起因 文藝協會歡迎會上講詞

p.132 註腳第2行 提倡白話文的起因 文藝協會歡迎會上講詞

p.135 第3行 就是白話文 這是白話文

p.136 第4行 就在 就是在

p.137 第2段第1行 鴻鑾禧 鴻鸞禧

p.137 倒數第7行 做姑老爺不太好 作姑老爺不大好

p.137 倒數第5行 河裡去 河裡

p.137 倒數第3行 要娶續絃 要續絃

p.138 第1行 讀的好 讀得好

p.138 第2行 做宰相 作宰相

p.138 第2段第4行 的確 的確是

p.138 第2段第12行 它可以 他可以

p.138 第2段第13行 在按 再按

p.139 第10行 這個保障 這個保障，

p.139 第11行 都御史 都察御史

p.139 倒數第7行 在這麼 在這個

p.139 倒數第1行 要出 要提出

p.140 第6行 的地方， 的地方。

p.140 倒數第10行 高組 高祖

p.140 倒數第10行 事蹟 事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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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1 第2行 生命財產 生命財產的態度

p.142 第2行 文化成 文化城

p.142 倒數第10-11行 怎麼樣 怎樣

p.143 第6行 也沒有 也沒有了

p.143 倒數第12-13行 共產黨部 共產黨黨部

p.143 倒數第5行 論語 《論語》

p.144 第2段第3行 不屬于政府 不屬于黨不屬于政府

p.144 第3段第1行 大戰 大戰前

p.144 第3段第1行 是在籠罩 是籠罩

p.144 倒數第6行 及東歐 以及東歐

p.144 倒數第5行 伸張和外蒙 伸張到外蒙

p.144 倒數第2行 征服的 征服全世界的

p.145 第7行 一個力量 一個有力量

p.145 第13行 第一二個條件 第一二兩個條件

p.145 第14行 第二個 第三個

p.145 第15行 國際政爭 國際戰爭

p.146 第4段第2行 沒有力量 沒有力量了

p.147 第1行 剛才說過 剛才說過，

p.147 第3行 就是要 就得要

p.148 倒數第5行 擬定 擬訂

p.149 第2段第4行 整　東南亞 整【個】東南亞

p.151 倒數第4行 統治 統制

p.151 註腳第1行 選科與擇業 台中農學院座談會上答問

p.152 第6行 比便 方便

p.152 第4段第1行 人才 人材

p.153 第7行 《哲學史大綱》 哲學大綱〔《哲學史大綱》〕

p.153 第11行 歷來年 歷年來

p.154 第2段倒數第1行 不容易的了 不容易了

p.159 第1行 《世界人權宣言 《世界人權宣言》

p.159 第4段第3行 最普遍 最普通

p.160 第5行 談論 談談

p.160 倒數第4行 什麼做 什麼叫做

p.162 第2行 所其領導 其所領導

p.162 第5行 如何開除 如何可以開除

p.162 第2段第12行 三分至二 三分之二

p.162 倒數第4行 修《憲章》 修改《憲章》

p.164 標題 日本《每日新聞》訪談記錄
對日本《每日新聞》記者訪問談

話

p.164 第2段倒數第1行 在兩方面 在這兩方面

p.164 註腳第1-2行 日本每日新聞訪談記錄
對日本《每日新聞》記者訪問談

話

p.165 第4行 建設的 建設計劃的

p.165 第2段第3行 簽訂 簽定

p.165 第2段第4行 做一個 作一個

p.165 第2段倒數第4行 很厲害 很厲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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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5 倒數第3行 沒有 沒有被

p.166 第4段第5行 這幾年 這幾年來

p.166 第4段第6行 口號曰 口號名曰

p.166 倒數第1行 深受 身受

p.167 第5行 到過來 倒過來

p.167 第6行 保會 保衛

p.167 第11行 不打不相識 不打不成相識

p.168 註腳第1-2行 教育學生培養興趣
台北市中等以上學校校長座談會

上問答

p.170 第4-5行
此地朋友待我太好，

天天要我用嘴吃飯……

此地朋友待我太好，天天要我用

嘴吃飯……

p.171 第4行 發展 發表

p.173 第2行 向他 像他

p.173 第4段第1行 思想， 思想。

p.174 第2段第6行 《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 〈白話文學與心理的改革〉

p.174 第2段倒數第2行 思想運動 新思想運動

p.175 第3行 時期 時期中

p.175 倒數第13行 中國古代文學史 《中國古代文學史》

p.175 倒數第3行 〈夷夏東西〉說 〈夷夏東西說〉

p.176 第3行 滕候 滕侯

p.176 倒數第1-4行
先開化的鄉下人自然是殷遺民…

…
排版：另起一段

p.178 第1行 國家 國家？

p.178 第1行 我們為什麼要反共 我們為什麼要反共？

p.178 第2行 力〉 力〉。

p.178 倒數第4行 進代化 進〔近〕代化

p.180 標題 中國公學校友歡迎會上講詞 中國公學校友會歡迎會上講詞

p.180 第3段第4-5行
是發揚中國公學的歷史價值，是

發揚中國公學的歷史價值，
是發揚中國公學的歷史價值，

p.180 註腳第1行 校友 校友會

p.180 註腳第2行 校友 校友會

p.181 第1行 有很趣味 很有趣味

p.181 第2行 匯集 彙集

p.181 倒數第5行 校務由 校務雖由

p.182 倒數第7行 我們的母校 我們母校

p.183 第5行 軍事的 軍事的援助

p.183 第2段倒數第4行 Tumultuous tumultuous

p.183 第3段第1行 是在 在

p.183 第3段第2行 許多國家 許多國家，

p.183 倒數第2行 三件事件 三大事件

p.184 第7行 現在說 現在談

p.184 第7行 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p.184 倒數第13行 深層 深遠

p.184 倒數第10行 Collective Security collective security

p.184 倒數第7行 精疲力進 精疲力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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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4 倒數第7行 不得以 不得已

p.185 第1行 延展 延長

p.185 第1行 東西 東亞

p.185 第2行 向東 向來

p.185 第4行 韓戰的延長 ，韓戰延長

p.185 第6行 中國大路 中國大陸

p.185 第7行 Man man

p.185 第7行 侵略主義， 侵略主義

p.185 第8行 世界略上 世界戰略上

p.185 第9行 也許可說 也許可能

p.185 第9-10行 中國的四萬五百千萬人民 中國四萬五千萬人民

p.186 註腳第1行 台南工學院演講
在台南工學院七週年紀念會上演

講

p.187 第7-8行
但是它的範圍，它用的只是它自

己的本能。

但是牠的範圍，牠用的，只是牠

自己的本能。

p.188 第1行 古帝之 古帝之一

p.188 第8行 煉成鋼 鍊成鋼

p.188 第10行 製器 制器

p.191 倒數第4行 怎麼樣 怎樣

p.193 第3行 必須 必需

p.194 倒數第10行 認為， ，認為

p.194 倒數第9行 搜集 蒐集

p.195 倒數第5行 標準重要， 標準重要？

p.196 第7行 偶然 偶然的

p.197 第5行 ，普通名稱 、普通名稱

p.197 第6行 只需 只須

p.197 倒數第12行 與朋友們 以前與朋友們

p.197 倒數第8行 都是 都是在

p.197 倒數第6行 很快樂。 很快樂，

p.198 第3行 不願 不願意

p.198 第7行 小說 小說中

p.199 第2段倒數第3行 組織 組設

p.199 第3段第5行 失去 失去了

p.200 倒數第8行 朱予 朱予〔子〕

p.200 倒數第5行 閻李學派 閻〔顏〕李學派

p.201 倒數第6-7行 失業了保障 失業了有保障

p.201 倒數第4行 砲彈 炮彈

p.201 倒數第3-4行
更大的力量打倒小的力量。更大

的力量打倒小的力量。
更大的力量打倒小的力量。

p.202 第4段第1行 文史倒塌 文史倒榻〔楣〕

p.203 倒數第5行 報告材料 許多材料

p.204 倒數第3行 遷入大戰 牽入大戰

p.207 倒數第7行 都是制憲的。

都是制憲的，以他們養成的優美

遺風和傳統，作為憲法的一部

份。這才是活的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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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7 倒數第5行 大法家 大法官

p.207 註腳第1-2行
公布憲法六週年紀念茶會演說（

談護憲）

立監兩院制憲國大代表歡迎會上

講詞（附答問）

p.208 倒數第2行 兩次 兩個

p.208 倒數第1行 徹底 澈底

p.209 第1行 這個人 個人

p.209 第7行 國家侵略 國家的侵略

p.209 第11行 可以越過 可越過

p.209 第2段第1行 其次 其次是

p.209 倒數第6行 就兩次 就有兩次

p.210 第2段第1行 政制 政治

p.210 第3段第5行 這方面 各方面

p.210 第3段第7行 全力 權力

p.210 倒數第5行 制裁限制 制裁和限制

p.210 倒數第1行 借 藉

p.212 第1段倒數第6行 交會 教會

p.213 第3行 在選舉方法 在選舉票選舉方法

p.216 第11行 我可以 我們可以

p.216 第11行 第一、二個 第一、二兩個

p.217 第2段第1行 在三百年 在這三百年

p.217 第2段第4行 過從來 過去從來

p.217 第2段倒數第3行 電器 電氣

p.217 第3段第5行 不是天賦 不是天賦的

p.217 第3段第5行 是天賦 是天賦的

p.217 倒數第2行 人價值 人的價值

p.218 第1行 凡事 凡是

p.218 第4行 來行 來實行

p.218 倒數第8行 像簡單 頂簡單

p.219 第2段第4行 美洲 在美洲

p.219 第3段第6行 這這個 這個

p.219 倒數第9行 正式 正是

p.220 第4行 得到政權之後 得到政權之後，

p.220 第1段倒數第4行 大反動 大的反動

p.220 第2段第3行 不許你以 不許你有

p.220 第2段第7行 第一步讓你 第一步，不讓你

p.220 倒數第4行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p.220 倒數第1行 他們的信仰 他們信仰

p.221 第4行 權力 權利

p.221 第2段第3行 道了 到了

p.221 第2段第4行 三百年 三百年來

p.221 第3段第4行 萬萬的人 萬萬人

p.221 第3段第5-6行 成可 誠懇的

p.221 第3段第7行 歷史上的一個 歷史上一個

p.221 倒數第3行 小小波折 小小的波折

p.223 第1行 看的太輕 看得太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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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3 倒數第1行 將會 將來

p.224 第2行 談談 談談的

p.224 第3段第4行 康乃爾大學。 康乃爾大學，

p.224 倒數第3行 從何寫起 從何說起

p.224 倒數第1行 幣可以 便可以

p.224 註腳倒數第1-2行 ――編註。

收入〈五十年來的美國（附答

問）〉，《胡適言論集乙編――

時事問題》（台北：華國出版社

，1953），頁28-35。――編註。

p.225 第2段倒數第1行 起比 比起

p.225 第3段第1行 塔虎托 塔虎脫

p.225 第3段第2行 有很作為 很有作為

p.225 第3段倒數第2行 結過婚的人稅率的起征點 結過婚的人，稅率的起徵點

p.225 第4段第3行 高過 超過

p.225 第4段倒數第3行 各人 個人

p.225 倒數第5行 以告 已告

p.226 第2-3行 注意的事 注意的是

p.226 第9行 五十萬輛 五十輛

p.226 第12行 買的起 買得起

p.226 第13行 制造 製造

p.226 第14行 制造 製造

p.226 第1段倒數第6行 電視氣 電視器

p.226 第1段倒數第4行 交通不變 交通不便

p.226 倒數第4行 巨子 鉅子

p.227 第2段第4行 訓練 訓練的

p.227 第3段第1行 政治家 政治家們

p.227 倒數第3行 開始打擊托辣斯。

開始打擊托辣斯。當這個案子提

出的時候，摩爾根穿著大禮服出

席一個晚會，從電話上獲得這個

消息，面目失色，很憤氣的說：

「這個小孩子，政治掮客，不同

我好好商量！」

p.228 第5-6行 很重要 最重要

p.228 第2段第3行 制成品 製成品

p.228 第2段第8行 所始有 使所有

p.228 第2段第8行 制造 製造

p.228 第2段倒數第3行 初制 初製

p.228 第2段倒數第2行 却不見怪 却並不見怪

p.228 第3段第3行 巨款 鉅款

p.228 倒數第3行 征求 徵求

p.232 第7行 範國 範圍

p.233 第1行 工商素 工商業

p.233 第13行 就是 ，就是

p.233 倒數第10行 改造讚然 改造自然

p.235 標題 在《國語日報》歡迎會上答問 《國語日報》歡迎會上答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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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5 註腳第1-2行 在《國語日報》歡迎會上答問 《國語日報》歡迎會上答問

p.237 第1行
不夠養成一個環境。讓他說方言

，

不夠養成一個環境，讓他說方

言。

p.238 第6行 許多 很多

p.238 倒數第3行 民國七年 所以民國七年

p.239 第7行 作了 做了

p.240 第7行 做證據 作證據

p.240 第12行 當時會 當時曾

p.240 第13行 遇到阻碍。 遇到阻碍，

p.240 倒數第12行 作了 做了

p.241 倒數第3行 民報 《民報》

p.242 第2行 有力量的 有力量

p.242 倒數第10行 自己的 自己

p.242 倒數第1行 僅 謹

p.247 第2段倒數第3行 我們這無數 我們對這無數

p.247 第2段倒數第1行 責備他們， 責備他們。

p.247 第3段第3行 讚成共黨 贊成共產黨

p.248 倒數第6行 聽你 聽您

p.249 第7行 哈克斯萊 赫胥黎

p.249 第9行 經不起 禁不起

p.249 第10行 人人作到 人人做

p.249 倒數第5行 失敗的， 失敗的。

p.250 倒數第5行 講到打仗 講到打仗，

p.251 第1行 二十年。 二十年，

p.253 第5行 時間 時期

p.253 第3段第1行 費德超 賈德超

p.253 倒數第4行 書裡所描寫 書裡面所描寫

p.254 第8行 所寫的 所寫的是

p.254 倒數第9行 從作者 自從作者

p.256 第2段第7行 第一次 第一天

p.257 第7行 打人 打來

p.258 第12行 三三〇） 三三。）

p.258 倒數第9行 歸化者希旨者 歸化希旨者

p.260 倒數第13行 功夫 工夫

p.260 倒數第4行 紀錄 記錄

p.266 倒數第3行 勉牆 勉強

p.267 第9行 困難的境 困難的環境

p.269 標題第2行 裝甲兵俱樂部 裝甲兵軍官俱樂部

p.269 第1行 剛過 剛剛過

p.269 第3行 不方面 不方便

p.269 第2段第4行 吃飯了 吃飯去

p.269 第3段第5行 原奧國 原係奧國

p.269 倒數第4行 一部名著。
一部名著，也可說是新的主張個

人自由主義的名著。

p.269 註腳第2行 裝甲兵俱樂部 裝甲兵軍官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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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70 第2行 大部份是 大部份都是

p.270 第4行 再最近 在最近

p.270 第7行 文章 文章中

p.270 第7行 米塞斯 方米塞斯

p.270 第10行 最為 作為

p.270 第2段第1行 都表示 都可以表示

p.270 第3段第5行 我能 我只能

p.270 第3段第7行 這句話 這兩句話

p.270 倒數第1行 持續這種 持這種

p.271 第2行 把持 把持了

p.271 第6行 已有了 已有

p.271 第9行 社會主義如澳洲、紐西蘭等
社會主義國家如澳洲、紐西蘭等

，

p.271 第9行 相繼 相繼的

p.271 倒數第7行 一句話 一句

p.272 第2行 變化了 變了

p.272 第2行 殷海光 殷海光先生

p.272 第3行 長信 長信給

p.272 第5行 這個變化 這個變

p.272 第9行 這裡面 。這裡面

p.272 第11行 下而 下面

p.272 倒數第8行 做實驗 作實驗

p.273 第3行 在國外 在外國

p.273 第4-5行 作家有 作家中有

p.273 第1段倒數第7行 再公開 再提倡公開

p.275 第2行 可以 很可以

p.277 倒數第7行 反共義士。 反共義士，

p.278 第2行 打破 打碎

p.278 第6行 盡量 儘量

p.278 第8行 講的太長 講得太長

p.278 第2段第1行 題目： 題目；

p.278 倒數第5行 這裡邊作 這裡邊又分作

p.279 第2段第2行 大多的 太多的

p.279 第2段第2行 統一 統治

p.279 倒數第3行 一般人 一班人

p.280 第1行 揚朱 楊朱

p.280 第2段倒數第5行 集權 極權

p.280 第2段倒數第4行 而且是在 而且在

p.280 第3段第3行 菲特 非特

p.280 第3段第4行 「秦帝國」。 「秦帝國」，

p.282 第1行 「儒」到孔子 「儒」是到孔子

p.282 第10行 在往前 再往前

p.282 第13行 考慮 考據

p.282 倒數第9行 無為而治也 無為而治者

p.282 倒數第7行 說的太多 說得太多

12/18



《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冊7勘誤表

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282 倒數第5-6行 天言何哉 天何言哉

p.282 倒數第4行 另一個 另一個人

p.283 第3行 多的很 多得很

p.283 第2段第6行 民之傾死 民之輕死

p.283 倒數第10行 他不僅僅 他僅僅

p.283 倒數第9行 政治思想上 政治思想史上

p.284 第3行 顏色的花。 顏色的花，

p.284 第7行 自證 自正

p.284 第8行 自樸」 自樸。」

p.284 第9行 下之有之 下知有之

p.284 第11行 上面有政府 上面有個政府

p.284 倒數第6行 車船機器 車船等機器

p.284 倒數第5行 十八世紀的 十八世紀時的

p.284 倒數第5行 十九世紀的 十九世紀時的

p.285 第2段第7行 念經 唸經

p.285 第2段第9行 位自己 為自己

p.286 第5行 路成 路程

p.286 第6行 看的很重 看得很重

p.286 第8行 是為 視為

p.286 第2段第1行 自民主 自由民主

p.286 第2段第6行 舉是非之 舉世非之

p.286 第2段倒數第6行 先下 天下

p.286 第2段倒數第3行 做基礎 作基礎

p.286 倒數第1-2行 晉文化 晉國文化

p.287 第7行 為免 未免

p.287 第14行 蓋其與人異議 蓋其語人異義

p.287 第16行 非人之意 非人之義

p.287 倒數第7行 賢可 賢可者

p.287 倒數第6行 賢者可者 賢可者

p.287 倒數第5行 興 與

p.287 倒數第4-5行 皆已告其上 皆以告其上

p.288 第1行 鄉長為能 鄉長唯能

p.288 第3行 國君為能壹同國之意 國君唯能壹同國之義

p.288 第5行 天下上面 天子上面

p.288 第10行 好是壞事 好事壞事

p.288 第11行 古代 古者

p.288 第12行 以上同以為正常 以尚同以為政長

p.288 倒數第12行 舉天子之人 舉天下之人

p.288 倒數第10行 人之耳目，助己視聽 人之耳目助己視聽

p.288 倒數第7行 後市 後世

p.289 第2行 古代哲學 古代的哲學

p.289 倒數第14行 父子 父兄

p.289 倒數第8行 都是戰爭；

都是戰爭；這樣才能做到使百姓

聽到戰爭的名字，看到戰爭，有

如餓狼看見了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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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90 第3行 極權國家 極權的國家

p.291 第2行 蕭何後 蕭何死後

p.291 第6行 像惠帝說 向惠帝說

p.291 第12行 景帝后 景帝死後

p.291 第14行 材料書 教科書

p.293 註腳第2行
胡適昨在一女中演希望政府助推

行白話文學

胡適昨在一女中講演希望政府協

助推行白話文學

p.296 倒數第9行 誰著。 誰著的。

p.297 第9行 應該用 應該由

p.298 倒數第7行 歌謠、 歌謠，

p.299 第4-5行 偉大小說 偉大的小說

p.301 第2行 感覺很榮幸 感覺得榮幸

p.301 倒數第8行 五十年的美國 五十年來的美國

p.301 倒數第5行 多做 多作

p.301 倒數第2行 現實 現時

p.301 倒數第1行 我承認 我相當承認

p.302 第1段倒數第4行 總舉選舉 總統選舉

p.302 第1段倒數第4行 這是一百五十年前 還是一百五十年前

p.302 第1段倒數第4行 這是間接的 還是間接的

p.302 倒數第5行 幾乎 幾幾乎

p.302 倒數第3行 幾乎 幾幾乎

p.303 第5行 是民主 最民主

p.303 第7行 裡頭 裡面

p.303 第2段第5-6行 世界第一部 世界上第一部

p.303 第2段第8行 組織。 組織，

p.303 第3段第3行 民主的 民主黨的

p.303 第3段第6行 一八八五年一八九三年 一八八五年和一八九三年

p.303 倒數第4行 我在美國 我正在美國

p.303 倒數第2行 共和黨力量 共和黨的力量

p.304 第9行 晚報號 晚報號外

p.304 第1段倒數第7行 可說是 可說

p.304 第1段倒數第5行 最後來是 最後還是

p.304 第1段倒數第4行 卻是三千多票 確是多三千多票

p.305 第9行 那一方必可以勝利了 那一方便可以勝利

p.305 第2段第1行 邱吉爾就了 邱吉爾救了

p.305 第2段第2行 那時那 那時他

p.305 倒數第5行 和平接收 和平地接收

p.306 第3行 競選結果 選舉結果

p.306 第3段第4行 沒有問題了 沒有問題的了

p.306 第3段倒數第2行 所訂 所定

p.307 第2行 列外 例外

p.307 第3段第2行 殖民時代 殖民地時代

p.307 第3段第4行 規定是： 規定：

p.307 第3段第7行 請願的權力 請願的權利

p.307 第3段第8行 卻是 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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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7 倒數第10行 再看看 再看

p.307 倒數第8行 扣押的權力 扣押的權利

p.307 倒數第5行 物件 物品

p.307 倒數第5行 所載 所載的

p.307 倒數第4行 搜捕撞 搜捕狀

p.308 第5行 非適當 非經適當

p.308 第10行 吃了虧 吃了虧了

p.308 倒數第11行 使他們 使他

p.308 倒數第7行 訴交保人 訴交保

p.308 倒數第5行 有十多至 有時多至

p.308 倒數第1行 巴人 八人

p.309 第4行 《人民權利法案》 「人民權利法案」

p.309 倒數第3行 合法政府 合法政府的

p.310 第2行 維持原判， 維持原判。

p.310 第5行 柯卜蘭小 柯卜蘭小姐

p.310 第6行 法院審判。 法院審判，法院判為有罪。

p.311 倒數第6行 人類的 人類福利的

p.311 倒數第6行 敬請先生 敬請胡先生

p.312 第4行 做注腳 作注腳

p.312 第11行 多大的危險 多大危險

p.312 第12行 失之週全 失之於週全

p.312 倒數第4行 大多是 大多數

p.313 第4行 莎士比亞的 莎士比亞時代的

p.317 倒數第5行 伊利諾埃州 伊利諾州

p.317 倒數第3行 受制於 被制於

p.320 第2行 一七五五 一七七五

p.320 倒數第3行 這句些子 這些句子

p.321 倒數第9行 摘抄 摘鈔

p.322 第3行 托主人 託主人

p.323 倒數第2行 經濟之業， 經濟之業，取以經濟之才，

p.325 第3-4行 熱誠」； 熱誠」。

p.326 第2段第1行 教育家傳教士 教育的傳教士

p.326 第2段倒數第6行 有學者風範的 有學者風的

p.335 第3行 對中國 對自由中國

p.335 第5行 展望 展望到

p.335 第5行 再這樣 在這樣

p.335 第8行 釋出 譯出

p.335 倒數第9行 街角 街頭

p.335 倒數第7行 重大意義 重大的意義

p.335 倒數第4行 不旦 不但

p.336 第4段第3-4行 兩州之人口和 兩州人口之和

p.336 倒數第6行 良好的基礎 良好基礎

p.337 倒數第9行 一環 一項

p.337 倒數第7行 公同協議 經共同協議

p.337 倒數第3行 鎖鏈 鎖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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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37 倒數第3行 之友好政府確保 之由友好政府確保

p.338 第4段第3行 鎖鏈 鎖鍊

p.338 倒數第9行 絕不會 決不會

p.340 倒數第13行 支持下 支持之下

p.340 倒數第13行 進攻海島嶼 進攻沿海島嶼

p.340 倒數第6行 察及 察及到

p.340 倒數第2行 可佈 可怖

p.341 第9行 所做的 所作的

p.341 第13行 都說到 那說到

p.342 第2段第3行 今夜 午夜

p.342 第3段第3-4行 曾經對人口 曾經對中國人口

p.342 第4段第2-3行 以根據 已根據

p.343 標題 歷史意義 歷史意義――

p.343 第9行 突破 突變

p.343 註腳第3行 歷史意義 歷史意義――

p.343 註腳第5行 歷史意義 歷史意義――

p.343 註腳第8行 歷史意義 歷史意義――

p.343 註腳倒數第1行 歷史意義 歷史意義――

p.344 倒數第7行 可以讀了 可以談談

p.344 倒數第3行 四十年 四十年前

p.344 倒數第2行 但是不正確 但最不正確

p.345 倒數第7行 繼續的 繼續為

p.345 倒數第4行 不聲不響不搖旗吶喊 不聲不響、不搖旗吶喊

p.346 第7行 以及三十多年 以後三十多年

p.347 第4行 瑞士 瑞士人

p.347 第2段第3行 民國七年到八年之間 民國七年八年之間

p.347 第2段第5行 紀錄 記錄

p.347 第2段倒數第1行 稱人 被人

p.347 倒數第6行 「西洋人 西洋人

p.347 倒數第6行 許多 多少

p.347 倒數第6行 留了 流了

p.348 倒數第8行 聯合全世界 聯合世界

p.349 第4行 旗幟下 旗幟之下

p.349 第8行 拘捕 捕拘

p.349 第11行 它在北京 他在北京

p.350 第3行 文字 文學

p.350 第8行 我們的反對 我們反對

p.350 第12行 ……」 ……

p.350 第13行 「現在主張 現在主張

p.351 第5行 逐漸 逐漸的

p.352 倒數第4行 他們的爭權 他們爭權

p.352 倒數第2行 一如 一切

p.353 倒數第14行 理論 議論

p.353 倒數第14行 我北京 我在北京

p.354 倒數第4行 參攷資料 參攷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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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55 第1行 《紅樓夢研究》 《紅樓夢》的研究

p.355 第3行 自命的 自命為

p.355 倒數第11行 隨著中國 隨著舊中國

p.356 第3行 和他從 而他從

p.356 倒數第12行 古典文字 古典文學

p.357 第1行 要不限 更不限

p.357 第4行 用字 文字

p.357 倒數第12行 發言了 發言

p.358 第4行 逐漸產生 逐漸發生

p.358 第13行 在上海 從上海

p.358 倒數第9行 「但重要的 但重要的

p.358 倒數第9行 慢慢地能 慢慢地看能

p.360 第4行 一）殊不知道 一）。殊不知道

p.360 第11行 二月八日， 二月八日

p.360 第12行 忍受。 忍受，

p.360 倒數第13行 印做 印作

p.361 倒數第3行 被悶得 被悶的

p.362 第4行 等！ 等等，

p.363 第1行 看做 看作

p.364 第3行 曾說 曾說，

p.365 第4行 無大小 無小大

p.365 第8行 什麼， 什麼。

p.365 第9行 有益與 有益于

p.365 第11行 易卜生的名劇……… 排版：齊頭

p.365 第15行 精彩 精采

p.365 第16行 壓迫少數、 壓迫少數，

p.366 第2段第3-4行 日月食和 日月食的

p.367 倒數第4行 是天星往來處， 是天星往來處！

p.368 第8-9行 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

p.368 第9-10行 《漢學家的科學方法》 〈漢學家的科學方法〉

p.368 第10行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

p.368 倒數第2行 精神」 精神」，

p.371 第9行 目幼年 自幼年

p.371 第14行 朱、李公 朱、李兩公

p.371 倒數第5行 收束。 收束！

p.371 倒數第4行 我很來 我本來

p.371 倒數第2行 也想寫 也只想寫

p.372 第4行 四十四年 四十年

p.372 第5行 叫永久 較永久

p.377 倒數第4行 另加一句說 另加一句話，說

p.377 倒數第3行 封好了。 封好了，

p.380 第2行 直抒所見 直抒所見，

p.380 第3行 響應， 響應。

p.380 第4行 特別為 特為

p.380 第3段第1行 接見一談 接見記者一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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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81 第7行 多做一分 多作一分

p.381 倒數第2段第1行 那些人中 在那些人中

p.381 倒數第2行 就是意味 就意味

p.381 倒數第1行 〔通〕說 聽說

p.385 第5行 獨立乃第二次 獨立，乃第二次

p.385 第6行 一堂共作 一堂，共作

p.386 第1行 共產黨暴政 共產暴政

p.386 第3行 竟然 竟於

p.389 倒數第7行 時間 期間

p.389 倒數第4行 和駁 反駁

p.391 第3行 突然成變 突然變成

p.391 第6段第2行 智識份子 知識份子

p.392 倒數第2行 聯合國會員 聯合國會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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