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冊4勘誤表

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6 第2段第3-4行 公正的 公心的

p.6 倒數第1行 社會批評 社會的批評

p.9 第3行 附注 附註

p.10 第6行 各省地方人民 各省區地方人民

p.11 第3段第2-3行 《不關重要的國民代表會》 〈不關重要的國民代表會〉

p.11 倒數第3行 捨本求末 舍本求末

p.14 倒數第6行 只在政治上 祇在政治上

p.15 第4行 一錘 一鎚

p.15 第2段第3行 有槍階級 有鎗階級

p.15 第3段第3行 炮火 砲火

p.15 第3段第4行 機關槍 機關鎗

p.15 倒數第6行 機關槍 機關鎗

p.15 倒數第2行 鏟除 剗除

p.18 第1行 題為， 題為

p.18 第7行 取消偽國 取銷偽國

p.18 倒數第10行 侵佔各地 侵占各地

p.19 倒數第4行 稍異同 稍有異同

p.20 第2行 這幾種方式…… 排版：齊頭

p.20 第7行 這裡所指的…… 排版：齊頭

p.20 倒數第4行 攻占 攻佔

p.22 倒數第10行 計劃 計畫

p.23 倒數第3行 只要 祇要

p.24 第8行 源於 原于

p.24 倒數第13行 哪裡 那裡

p.24 倒數第13行 哪裡 那裡

p.24 倒數第12行 計劃 計畫

p.26 倒數第14行 有兵有槍 有兵有鎗

p.26 倒數第6行 槍械 鎗械

p.26 倒數第5行 鏟除 剗除

p.27 倒數第8行 計劃 計畫

p.27 倒數第2行 附注 附註

p.28 第4行 互助 互相

p.28 第1段倒數第3行 毋寧 無寧

p.28 第1段倒數第3行 是共同的是普遍的。 是共同的，是普遍的。

p.28 倒數第2行 把三三兩兩 把上〔馬上〕三三兩兩

p.28 倒數第1行 不消化 不能消化

p.29 第4行 治學方法 作學方法

p.29 第8行 相併 相並

p.29 第3段第8行 必需應用 必需要應用

p.29 第3段倒數第3行 我們所應用 我所應用

p.29 第3段倒數第2行 制備 製備

p.29 第3段倒數第2行 不易 不輕易

p.30 第3行 貫徹 貫澈

p.30 第5行 比方說 比方說是

p.30 第6行 一定用 一定用過

p.30 第2段第2行 也不放過 不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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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30 第2段第6行 霉菌 黴菌

p.30 倒數第3-4行 打破砂鍋問到底」。 打破個砂鍋問到底」，

p.31 第4行 學堂裡的老師告訴給我們的。 學堂裡的老師，

p.32 第1行 霉菌 黴菌

p.32 第7行 幫助 則助

p.32 第12行 供你們 給你們

p.32 第12行 你們要打倒 要打倒

p.32 第14行 小孩子 小孩

p.33 倒數第4行 不兔子 不是兔子

p.34 第2行 消彌 消弭

p.34 第4行 消彌 消弭

p.34 第11行 歸並 歸併

p.34 倒數第7行 第一項原因…… 排版：齊頭

p.34 倒數第7行 消彌 消弭

p.37 第1行 政治活動： 政治活動；

p.39 倒數第4行 在那個時代…… 排版：齊頭

p.40 第2段第4行 女婿 女壻

p.40 第4段第2-3行 教會。） 教會）

p.41 第2段倒數第4行 歷史陳跡 歷史陳迹

p.43 倒數第2行 民窮財盡之際 民窮財盡之際，

p.44 第1行 抵抗以前 抵抗以前，

p.44 第3行 引咎辭職 引咎辭職，

p.44 第7行 汪先生已于發電的前一日…… 排版：齊頭

p.44 第9-10行 羅文幹先生 羅文榦先生

p.47 倒數第9行 內田的演說…… 排版：齊頭

p.48 第4段第1行 計劃 計畫

p.49 第2行 自救計劃 自救計畫

p.49 第2行 有計劃 有計畫

p.49 倒數第2行 懶人 嬾人

p.51 第12-13行 程度 程序

p.51 倒數第8行 國防政策。 國防政策

p.51 倒數第5行 自己的「私案」 自己的「私案」。

p.51 倒數第3行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p.52 第1行 只好 祇好

p.52 第11行 季廉君希望由…… 排版：齊頭

p.53 倒數第5行 只好 祇好

p.54 倒數第9行 有計劃 有計畫

p.55 第9行 托古 託古

p.55 倒數第9行 皆系古史料 皆係古史料

p.56 第4行 襌學 禪學

p.59 倒數第3行 關係 關繫

p.59 註腳第2行 9月10日 9月11日

p.61 倒數第1行 剷除 剗除

p.63 第7行 長期計劃 長期計畫

p.63 第2段第1行 我要做一篇 我開始要做一篇

p.64 倒數第6行 作老闆 作老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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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65 註腳第1行 〈究竟那一個條約是廢紙〉 〈究竟那一個條約是廢紙？〉

p.68 第9行 這裡胡佛用的…… 排版：齊頭

p.69 第11行 這就是說，…… 排版：齊頭

p.69 第12行 承認 承諾

p.69 倒數第7行 他說，不光是美國有如此決心， 排版：正文格式、齊頭

p.69 倒數第1行 那一年正是…… 排版：齊頭

p.70 倒數第4行 國內政治 內國政治

p.73 標題
〈《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附

記〉

〈〈一個時代錯誤的意見〉附

記〉

p.73 第9行 這番話出於…… 排版：齊頭

p.73 第11行 《國難政府應強力化》 〈國難政府應強力化〉

p.73 倒數第4行 責皆由負（？）良心所在 責皆由負（？），良心所在

p.74 第3行 摘抄幾句 摘鈔幾句

p.75 第1行 公布於世界 公布於全世界

p.75 第2段第4行 計劃 計畫

p.75 第2段第5行 我個人 我們

p.76 第1行 這是很切實…… 排版：齊頭

p.76 第7行 那關係 那關繫

p.76 第13行 Irredentist irredentist

p.76 第16行 調查團又指出…… 排版：齊頭

p.76 倒數第8行 也許比他 也許比她

p.76 倒數第6行 這種不入耳的良言…… 排版：齊頭

p.76 倒數第1行 各種條約的 各種條約（

p.77 第1行 《九國條約》。 《九國條約》）。

p.77 第4行 適當之解決。 適當之解決。」

p.77 第8行 滿洲政府之改組 「滿洲政府之改組

p.77 第10行 好政府之要件。 好政府之要件。」

p.82 第2段倒數第4行 炮轟 砲轟

p.83 倒數第3行 元 圓

p.84 第2段第2-3行 羌、氏 羌、氐

p.84 倒數第6行 既凶 既兇

p.84 倒數第4行 幸免 倖免

p.85 第5行 意大利 義大利

p.86 倒數第3行 占有 佔有

p.87 第3段第1行 占民族 佔民族

p.90 第13行 咬過的！ 咬過的――

p.91 第1行 地上爬物與…… 排版：另起一段

p.91 第3行 在它死了 在他死了

p.91 第6行 才潔淨 纔潔淨

p.91 第7行 有什麼 有甚麼

p.91 第9行 在什麼 在甚麼

p.91 第10行 鍋臺 鍋台

p.91 倒數第2段第1行 我們看這一大篇…… 排版：齊頭

p.91 倒數第2段第5行 磨練 磨鍊

p.91 倒數第6行 驚嘆 驚歎

p.91 倒數第6行 麻瘋 痲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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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92 第1行 哥蘭經 《哥蘭經》

p.95 第2段第4行 肩負 掮負

p.95 第2段第5行 不睬 不倸

p.95 倒數第5行 才能 纔能

p.96 第3行 計劃 計畫

p.96 第4行 精彩 精采

p.96 第2段第1行 計劃 計畫

p.96 第2段第7行 言語及 言語，

p.96 倒數第9行 然而他在同書裡又說： 排版：齊頭

p.96 倒數第5行 其實新疆與廣東…… 排版：齊頭

p.101 第1行 一句戲 一齣戲

p.101 第2段倒數第1行 眼光短淺 眼短光淺

p.101 倒數第1行 直接了當 直截了當

p.102 第2段第2行 燒毀 燒燬

p.102
第2段倒數第2-3

行
於是集中 他於是集中

p.102 第3段第1行 法國三種 法國有三種

p.102 倒數第1行 法國的的蠶業 法國的蠶業

p.105 第6行 第二個決議案大致分幾段： 排版：另起一段

p.105 第9行 《九國公約》 《九國條約》

p.106 第12行 國聯盟約 《國聯盟約》

p.107 第3行 《九國公約》 《九國條約》

p.108 第2行 氣焰 氣燄

p.108 倒數第2段第2行 《九國公約》 《九國條約》

p.109 倒數第5行 國聯盟約 《國聯盟約》

p.110 標題 《東方》雜誌 《東方雜誌》

p.110 第6行 《二十年的回顧》 「二十年的回顧」

p.110 倒數第1行 全部都 全都

p.113 第11行 所以我不反對…… 排版：齊頭

p.114 第2段第7行 會員、 會員，

p.119 倒數第8行 期中 其中

p.121 倒數第1段第2行 送交法律。然事實上罕有如此， 送交法院；然事實上罕有如此。

p.121 倒數第1段第3行 一斑， 一斑。

p.121 倒數第5行 真正意義 真正意義。

p.123 倒數第1段第1行 這正是「權利」的意義。…… 排版：齊頭

p.125 第2段第5行 託人情 托人情

p.130 第4段第3行 計劃 計畫

p.134 倒數第5行 計劃 計畫

p.136 倒數第1段第2行 計劃 計畫

p.136 倒數第4行 計劃 計畫

p.136 倒數第2行 計劃 計畫

p.137 倒數第14行
同日《大公報》也提出四個結

論：
排版：齊頭

p.137 倒數第12行 計劃 計畫

p.137 倒數第2-3行 高射炮 高射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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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139 第2段第7行 計劃 計畫

p.139 第2段第12行 有五點 有五點：

p.142 第7行 這真是一針見血的話…… 排版：齊頭

p.142 第9行 氣焰 氣燄

p.143 倒數第10行 Bernàrd Bernard

p.143 倒數第5行 徹底 澈底

p.144 第2行 六月十二日 六月十二

p.144 倒數第3行 徹底 澈底

p.145 第3段第3行 答覆 答復

p.145 第3段第4行 答覆 答復

p.146 倒數第2段第1行 司汀生的話…… 排版：齊頭

p.147 第13行 計劃 計畫

p.150 第4-5行 止有敵人而無與國 止有敵人，而無與國

p.150 倒數第10行 題。 題。……

p.153 第7行 僥倖 徼倖

p.155 第11行 摘抄那篇 摘鈔那篇

p.155 倒數第4行 易了。 易了。……

p.157 倒數第5行 管顧得住的 管顧得住的。

p.160 第1行 諸侯並起 諸侯竝起

p.160 第2行 《史記》、〈平準書〉 《史記‧平準書》

p.160 第10行 攻城掠地 攻城略地

p.160 倒數第12行 參於是避正堂…… 排版：另起一段

p.160 倒數第5行 曹參在齊相國任內…… 排版：齊頭

p.161 第1行 軏斥去之 輒斥去之

p.161 第4-5行 請參遊園中 請參游園中

p.161 第8行 惠帝看了曹參的行為…… 排版：齊頭

p.161 倒數第11行 這裡明明說出他的無為政治…… 排版：齊頭

p.162 第3行 天下宴然 天下晏然

p.162 倒數第5行 有了這六七年的…… 排版：齊頭

p.162 倒數第5行 六七年 六七【十】年

p.163 第1段倒數第1行 這是麼緣故呢？ 這是為了什麼緣故呢？

p.163 倒數第1行 自己問道「 自己問道：「

p.165 倒數第1行 都要指出 都是要指出

p.167 第2段第3行 偷閒 偷閑

p.168 第2段倒數第1行 鍥而不捨 鍥而不舍

p.168 第2段倒數第1行 反覆申明 反復申明

p.169 第4行 做計劃 做計畫

p.169 第4行 計劃 計畫

p.169 第5行 建設與計劃 建設與計畫

p.169 第7行 礦業 鑛業

p.170 倒數第9行 〈我的意見也不過如此〉 〈我的意見不過如此〉

p.170 倒數第2行 工作，拼命工作！ 工作！拼命工作！

p.174 第2段倒數第4行 讚歎 贊歎

p.175 倒數第5行 旭生先生這段話…… 排版：齊頭

p.175 倒數第2行 巨大 鉅大

p.176 第3行 巨大 鉅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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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176 第1段倒數第2行 華北淪陷 華北也淪陷

p.176 第1段倒數第1行 的地位了。 的地位了！

p.177 第2段第4行 引起國聯 引起國際

p.177 倒數第9行 因他在 因她在

p.179 第5-6行 太平洋匯報 太平洋彙報

p.179 第12行 新加入）， 新加入）。

p.180 第9行 煤油 煤池

p.180 第11行 工業之野心 工業主義之野心

p.180 第11-12行 舉一反三推而想之 舉一反三，推而想之

p.181 第2行 僥倖 徼倖

p.181 註腳第1行 10日 11日

p.184 第1行 此種及個人主義 此種反個人主義

p.184 第7行 計劃 計畫

p.184 第12行 價值： 價值；

p.186 倒數第4行 火拼 火併

p.189 第8行 計劃 計畫

p.189 倒數第1行 今日的外交…… 排版：齊頭

p.190 第2段倒數第2行 抬抬頭 抬頭

p.191 第2段倒數第5行 理想界 理想境界

p.191 倒數第3行 徹底 澈底

p.192 第2段第5行 可能的援助 可能的援助，

p.195 第6行 無線電臺 無線台

p.195 倒數第12行 參加各國代表 參加國各代表

p.200 第2段第2行 洗衣鋪子 洗衣舖子

p.200 第2段第4行 槍口 鎗口

p.200 第2段第5行 槍口 鎗口

p.203 第4-5行 紡織業 紡績業

p.203 第7行 都還遠在 都遠在

p.203 倒數第11行 現在所感覺 我們現在所感覺

p.204 倒數第2行 塚子襲產制 冢子襲產制

p.207 倒數第8行 卷二十九。頁三五～四一）。 卷二十九，頁三五～四一）

p.207 倒數第7行 現時有些人心目中…… 排版：齊頭

p.208 第14行 與民權 興民權

p.210 倒數第9-10行 護法的問題過去了。 護法的問題過去了，

p.211 第9行 柏來士（Bryce） （柏來士Bryce

p.211 第12行 （如赫胥黎等人）？ 如赫胥黎等人？）

p.212 第5-6行 「格就是到」 「格」就是「到」

p.213 倒數第8-9行 他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他們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p.214 第4行 勞動政策 勞働政策

p.215 第7行 〈漫遊散記〉 〈漫游散記〉

p.215 第7行 遠遊外國 遠游外國

p.215 第12行 〈漫遊散記〉 〈漫游散記〉

p.218 第2段第1行 聲明：今天到校太遲 聲明：第一，今天到校太遲

p.219 倒數第3行 厲害 利害

p.222 倒數第10行 進學再致知 進學則在致知

p.222 倒數第8行 印接 迎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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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22 倒數第7行 喜怒哀樂欲七情 喜怒哀樂愛惡欲七情

p.223 倒數第12行 嘆了一口氣 嘆一口氣

p.223 倒數第10行 鴉片之毒 鴉片之毒害

p.225 第11行 （一）為什麼中國人…… 排版：空兩格

p.229 第2段第6行 剪抄 剪鈔

p.230 倒數第7行 三版半 二版半

p.230 倒數第4行 所占 所佔

p.230 倒數第3行 只占 只佔

p.231 倒數第2行 文字哪得 文字那得

p.233 倒數第10行 抄寫 鈔寫

p.233 倒數第2行 抄一首 鈔一首

p.234 倒數第3行 近來做詩的人…… 排版：齊頭

p.236 第3行 便分裂了。 便分裂了。……

p.236 第9行 就難免。 就難免。……

p.237 倒數第11行 忌妒心 忌妬心

p.238 倒數第1行 毛病不在軍閥； 毛病不在軍閥，

p.240 倒數第8行 的立場： 的立場，

p.241 倒數第6行 這是迷信歷史…… 排版：齊頭

p.241 倒數第4行 今 排版：另起一段

p.242 倒數第4行 如法炮製 如法泡製

p.245 第4段第4行 計劃 計畫

p.245 第4段第6行 機關槍 機關鎗

p.247 第2段第2行 人民不要選舉代表。 人民不要選舉代表，

p.248 第1行 機關槍 機關鎗

p.249 第4行 通知寄件人 通知寄件人。』

p.249 第2段第2行 答覆 答復

p.249 倒數第5行 煉丹 鍊丹

p.250 倒數第1行 （適） （適之）

p.251 第2段第1行
「No man putteth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

"No man putteth new wine into old

bottles"

p.252 倒數第1行 瓷瓦 甆瓦

p.253 倒數第4行 復幕廢藩 覆幕廢藩

p.256 倒數第2行 這正是無為政治的目的…… 排版：齊頭

p.257 倒數第8行 釐金裁撤了 厘金裁撤了

p.257 倒數第8行 依靠釐金 依靠厘金

p.257 倒數第7行 釐金附加的 厘金附加的

p.259 第13行 鏟除 剷除

p.259 倒數第4行 計劃 計畫

p.259 倒數第1行 計劃 計畫

p.262 倒數第3行 不只 不止

p.264 倒數第8行 氣焰 氣燄

p.266 倒數第4行 只軍人 只須軍人

p.266 倒數第4行 一封介紹信 一封介紹，

p.267 第4行 循情面 徇情面

p.267 第2段倒數第3行 七八百函的： 七八百函的；

p.267 倒數第8行 法定的限制。 法定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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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7 倒數第6行 超過限制 超越限制

p.268 第3行 臣伏睹 臣伏覩

p.268 第4行 漳州 潭州

p.268 第10行 郡守，狀尾云： 郡守狀尾云：

p.268 第13行 郡守，狀尾云： 郡守狀尾云：

p.268 倒數第13行 《乞申嚴薦舉連坐之法》 〈乞申嚴薦舉連坐之法〉

p.268 倒數第11行 今莫若此嚴申此制 今莫若嚴申此制

p.268 倒數第2-3行 鋪保 舖保

p.269 第2行 讚揚 贊揚

p.272 倒數第2段第2行 第四八號 第八四號

p.276 倒數第5行 四十二項。） 四十二項）

p.276 倒數第1行 新生活。 新生活，

p.277 第6行 奇跡 奇蹟

p.279 第2段第3行 井非 並非

p.279 第2段第4行 研究事實 研究實事

p.280 第10行 二千四百萬裡 二千四百萬里

p.281 倒數第6行 建設與計劃 建設與計畫

p.281 倒數第4行 先有計劃 先有計畫

p.281 倒數第4行 計劃又必有 計畫又必有

p.281 倒數第2行 做計劃 做計畫

p.281 倒數第1行 這種計劃 這種計畫

p.282 第10行 徹底 澈底

p.282 第11行 徹底 澈底

p.282 倒數第13行 計劃 計畫

p.282 倒數第9行 計劃 計畫

p.282 倒數第7行 計劃 計畫

p.286 倒數第7-8行 獨立第九十一號 《獨立》第九十一號

p.291 第8行 劉姥姥 劉老老

p.291 第9行 劉姥姥 劉老老

p.291 倒數第11行 拘執 拘拘

p.292 第4行 捆住 綑住

p.292 倒數第3行 實行起來， 實行起來。

p.293 第9行 在獨立 在《獨立》

p.293 倒數第2行 恐系 恐係

p.293 倒數第1行 我謝謝何先生的指正。 排版：齊頭

p.294 註腳第1-2行
〈「協和外交」原來還是「焦土

外交」〉

〈「協和外交」原來還是「焦土

外交」！〉

p.296 第3行 計劃 計畫

p.296 倒數第5行 跌一大跤 跌一大交

p.297 第10行 唯有他 唯有她

p.297 倒數第9行 吞下肚去―― 吞下肚去：――

p.301 第7行 他的口袋 她的口袋

p.301 第3段第1行 況且， 「況且，

p.301 第3段第2行 「切腹」 『切腹』

p.301 第3段第3行 可能的事。 可能的事。」

p.301 第4段第2行 渡過 度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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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01 第4段第3行 對農民說； 對農民說，

p.302 第4行 照抄 照鈔

p.306 第1段倒數第4行 絕對反對！ 絕對反對。

p.307 第1段倒數第5行 計劃 計畫

p.308 第2段第3行 在很近的眼前 在很近的將來

p.308 第3段第1行 徹底 澈底

p.310 第2行 跑步〔速度〕 跑步

p.310 第2段第7行 伏槍伏炮 伏槍伏礮

p.310 第2段倒數第5行 敵軍的中隊 敵軍的簑中隊

p.310 第2段倒數第3行 敵炮 敵礮

p.311 第3行 驚嘆 驚歎

p.311 第4行 遺屍 遺尸

p.311 倒數第7行 憑弔敬禮的！ 憑弔敬禮的，

p.313 倒數第4行 《論憲法初稿》 〈論憲法初稿〉

p.314 第6行 《引言》 〈引言〉

p.314 倒數第8行 大公報 《大公報》

p.316 第9行 《太監》 〈太監〉

p.318 第1行 劃除 剗除

p.318 第2段倒數第2行 鏟除 剗除

p.321 第1行 壽生 「壽生」

p.322 第2行 「學」字； 「學」字：

p.322 倒數第14行 的時期了， 的時期了。

p.323 倒數第10行 科學與工業的進步 科學與工業的大進步

p.324 倒數第2行 誠心誠意的想， 誠心誠意的想想

p.325 第1行 悲嘆 悲歎

p.325 第3段第3行 劃除 剗除

p.325 第3段第5行 劃除 剗除

p.325 倒數第5行 剷除 剗除

p.326 第2段第3行 槍頭 鎗頭

p.327 第1行 獨立評論 《獨立評論》

p.327 倒數第4行 獨立 《獨立》

p.329 第1行 各國一致贊成 各國的一致贊成

p.329 第3行 在他的第二次演說裡…… 排版：齊頭

p.330 第8行 規定制裁 規定有制裁

p.332 第3段第1行 子固先生 「子固」先生

p.332 倒數第4行 子固先生 「子固」先生

p.333 第6行 子固先生 「子固」先生

p.333 第14行 子固先生 「子固」先生

p.334 倒數第7行 無救于 無救於

p.335 倒數第8行 子固先生 「子固」先生

p.336 第1段倒數第5行 子固先生 「子固」先生

p.340 第4段第4-5行 為什麼叫做 為什麼同叫做

p.344 第5行 把它 把牠

p.344 第6行 彎身 灣身

p.345 第7行 脊樑 脊梁

p.345 第1段倒數第4行 向前努力嗎？ 向前努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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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45 倒數第3行 稀有 希有

p.346 倒數第6行 的」。「但 的」，「但

p.347 第6行
Kaempffert：Modern Wonder

Workers，pp.

Kaempffert: Modern Wonder

Workers, pp.

p.347 倒數第14行
（《信心與反省》一〇三號頁

二）
（一〇三號頁二）

p.351 第5-6行 自己拿自己成績 拿自己的成績

p.351
第2段倒數第1-2

行
功夫 工夫

p.351 倒數第5行 答覆 答復

p.352 第1行 聯會 聯合會

p.352 第3行 五日晚上 五日晚

p.352 第4行 《青年的出路》 「青年的出路」

p.352 第2段第3行 也曾看見過 也許看見過

p.352 倒數第4-5行 發展（Grow） 發長（Grow）

p.353 倒數第3行 萬一開不成 萬一不成

p.353 倒數第2行 又學 又懂

p.354 第10行 玩意而 玩意兒

p.354 第14行 馬可波羅的遊記、 馬可波羅的遊記，

p.354 倒數第7行 就說它 就說他

p.354 倒數第3行 學醫學。 學醫學，

p.354 倒數第2行 坐大的貢獻 最大的貢獻

p.355 第2行 集團的發展 團集的發展

p.355 第3行 不妨講講幾句 不妨講幾句

p.355 第5行 集團的發展 團集的發展

p.356 第2段第2行 讚頌 贊頌

p.357 第7行 國立公立 國立、公立

p.357 第10行 講座名為 講座皆名為

p.357 第2段倒數第2行 獨立 獨力

p.358 第6行 10餘年 十餘年

p.358 第1段倒數第6行 教會大學值得 教會大學是值得

p.358 第1段倒數第3行 只占得 只佔得

p.358 倒數第3行 一般 一班

p.359 第6行 一整天 一個整天

p.359 第1段倒數第4行 他的解放 他們的解放

p.361 第3行 才多哩 纔多哩

p.363 第7行 安全的協約 安全協約

p.363 倒數第1行 把他 把她

p.364 倒數第9行 只要在 祇要在

p.367 第6行 制定 製定

p.370 倒數第5行 只多 祇多

p.375 第11行 戰爭終了 戰事終了

p.375 倒數第10行 這件事 這事件

p.376 倒數第3行 火砲 火炮

p.376 倒數第2行 火砲 火炮

p.377 第1行 Samsonff Samsono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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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377 第3行 勒嫩坎夫 勒嫩坎夫將軍

p.377 第17行 抄出 鈔出

p.378 第8行 大都 大半都

p.379 第2段倒數第2行 可是使 可也使

p.379 第3段第1行 奠定 奠安

p.382 第3段第9行 氣焰 氣燄

p.383 倒數第5行 《反宗教運動引論》 〈反宗教運動引論〉

p.384 倒數第3行 淒慘 悽慘

p.386 第1段倒數第1行 班襌 班禪

p.386 第2段第4-5行 絕沒有 絕對沒有

p.386 第2段第5行 偷渡 偷度

p.387 第5行 趨蹌」；（用八月廿七日 趨蹌」（用八月廿七日

p.387 倒數第11行 品花寶鑒 品花寶鑑

p.388 倒數第3行 崩潰 奔潰

p.389 第7行 士人政治。） 士人政治）

p.389 倒數第15行 凌駕 陵駕

p.389 倒數第13行 嘆氣 歎氣

p.390 倒數第4行 頌贊 頌讚

p.393 第1段倒數第1行 補充它 補充他

p.393 倒數第2行 徐癲子 徐顛子

p.393 倒數第1-2行 「Cranky Hsfi」 "Cranky Hsü"

p.393 倒數第1行 「Crazy Ku」 "Crazy Ku"

p.394 第3行 「想不出好對句， 「想不出好對句；

p.394 第4段第5行 兜賣的人 兜買的人

p.395 倒數第12-13行

我要說你們法國客人大發議論

了。他說：「先生們，不要見怪

，

刪除

p.395 倒數第11行 □！ 刪除

p.395 倒數第8行 之圖！」 之圖」！

p.395 倒數第5行 送給徐世昌呃！ 送給徐世昌，呃！

p.396 倒數第5行 托給 託給

p.397 第2段第3行 向他們 問他

p.397 第2段第4行 折成 摺成

p.399 標題
〈「九一八」的第三週年紀念告

全國青年〉

〈九一八的第三週年紀念告全國

的青年〉

p.399 第8行 磨練 磨鍊

p.399 註腳第1行
〈「九一八」的第三週年紀念告

全國的青年〉

〈九一八的第三週年紀念告全國

的青年〉

p.400 註腳第2行 〈整整三年了〉 〈整整三年了！〉

p.401 倒數第5行 糟蹋 蹧蹋

p.402 第3段第1行 徹底 澈底

p.402 第3段第1行 強大 強力

p.402 第3段第2行 收獲 收穫

p.402 第4段第1行 徹底 澈底

p.403 第2行 〈九一八一年了！〉 〈「九一八」一年了！〉

p.404 倒數第6行 夥伴 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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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11 第2段第5行 僵化 殭化

p.411 第2段第6行 僵化 殭化

p.414 第3段第4行 中學堂的博物、用器畫 中學堂的「博物」、「用器畫」

p.414 第3段第9行 「Peter Parley」 "Peter Parley"

p.415 第2段第8行 氣象學、 氣象學，

p.418 第4行 〈建設與計劃〉 〈建設與計畫〉

p.418 倒數第4行 閒談 閑談

p.418 倒數第4行 讀書的閒談 讀書的閑談

p.418 倒數第4行 每兩周 每兩週

p.418 倒數第3行 〈雙周閒談〉 〈雙週閑談〉

p.423 第3段第1行 閒談 閑談

p.423 第3段第2行 閒談 閑談

p.423 第3段第3行 閒談 閑談

p.423 倒數第1行 目睹 目覩

p.426 倒數第9行 計劃 計畫

p.427 倒數第15行 筆式 筆試

p.431 標題 〈誰教青年學生造假文憑的〉 〈誰教青年學生造假文憑的？〉

p.431 第4行 賣十八圓； 賣十八圓：

p.431 第5行 賣八十圓。 賣八十圓！

p.431 倒數第6行 一□□大學 一個□□大學

p.431 註腳第1行 〈誰教青年學生造假文憑的〉 〈誰教青年學生造假文憑的？〉

p.432 第2行 侄兒 姪兒

p.432 第5行 哪裡 那裡

p.432 第1段倒數第2行 侄兒 姪兒

p.432 倒數第11行 僥幸 徼幸

p.432 倒數第6行 功課 工課

p.432 倒數第4行 僥幸 徼幸

p.433 第1行 有一條活路 有了這一條活路

p.434 第5行 是徹底的 倒是澈底的

p.437 第9行 計劃 計畫

p.440 第1行 探礦 探鑛

p.440 第3行 計劃 計畫

p.440 第5行 ，森林方面 ；森林方面

p.444 倒數第6行 像只鴨子 像隻鴨子

p.444 倒數第4行 民國二十二年底 民國二十二年的年底

p.445 倒數第14行 TotalitarianState Totalitarian State

p.446 第4行 熏陶 薰陶

p.446 倒數第8-9行 前者表現實例 前者的表現實例

p.447 第2段第7行 還不能比 遠不能比

p.447 倒數第5行 計劃 計畫

p.447 倒數第4行 計劃 計畫

p.447 倒數第3行 計劃 計畫

p.448 第1段倒數第3行 計劃 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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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48 第2段倒數第2行 不能倖免 不能免

p.451 第1行 精彩 精采

p.451 第11行 托洛斯幾 託洛斯幾

p.453 第6行 制定 製定

p.455 第10行 不加以防制，……。 不加以防制，

p.456 倒數第12行 跌一兩跤 跌一兩交

p.459 倒數第8行 為學問而來 為學問知識而來

p.460 第5行 臺維斯 台維斯

p.460 倒數第6行 宣布他的 宣布她的

p.462 第4行 《世界國際大事年鑒》 《世界國際大事年鑑》

p.465 第7行 餘閒 餘閑

p.465 第11行 （《工黨報》） （工黨報）

p.465 第12行 計劃 計畫

p.466 第3段第2行 「No」 "No"

p.466 第3段倒數第2行 徹底 澈底

p.467 第1行 「No」字。 No字。

p.467 第1行 「No」字來。 No字來。

p.467 第10行 鏟除 剗除

p.467 倒數第7行 模棱 模稜

p.468 第3行 〈雙週閒談〉 〈雙週閑談〉

p.469 倒數第2行 越沒錢 越沒有錢

p.470 第3行 能力的大小 能力的小大

p.470 第5行 繁重 煩重

p.470 第1段倒數第4行 抽他一個錢 抽他們一個錢

p.470 倒數第5行 頂需要的？ 頂需要的！

p.470 倒數第4-5行 人民的吃飯的問題 人民吃飯的問題

p.471 第1行 蘆席 蘆蓆

p.472 倒數第3行 使當為判離 便當為判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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