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冊6勘誤表

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3 第2段第3行 發表過兩次 發表兩次

p.3 第2段第4行 二十年 二十年。

p.4 第4行 這些幫助 這些幫助，

p.4 第7行 等於賒帳 等於賒帳。

p.4 第7行 其他的國 其他各國

p.12 第3段倒數第4行 以後的世界 ，以後的世界

p.14 第4行 全面抗戰 全面作戰

p.14 第4-5行 我們十一年多的抗戰 我們十年多的抗戰

p.15 第5行 最鮮明 最鮮明，

p.15 第4段第1行 在國內方面 在國內的方面

p.15 第4段第4行 奇怪得很 奇怪的很

p.15 第4段倒數第4行 大量土地 大塊土地

p.15 倒數第4行 東亞大戰場 東亞大戰場，

p.15 倒數第2行 歐亞大戰場 歐亞兩大戰場

p.16 第3行 把定信心 抱定信心

p.16 第3段第3行 單獨作戰了： 單獨作戰了；

p.16 第3段第4-5行

三個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強國，這

三個大國英、美、蘇俄和中國一

樣

三個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強國，英

國、美國、蘇俄。這三個大國和

中國一樣

p.16 第3段第6行 拿起鎗桿來的時候 拿起鎗桿來抵抗強暴的時候

p.16 倒數第3-4行 我們必定可以同盟國必定可以 我們同盟國必定可以

p.17 第3行 徹底 澈底

p.17 倒數第3行 可靠的、 可靠的，

p.21 第1行 駐美新聞處 據美新聞處

p.21 第3行 闖出伏爾吉吞 開出伏爾吉吞

p.21 第3行 以獲最後勝利 以達最後勝利

p.21 第4行 從未氣餒， 從未氣餒。

p.25 倒數第11行 條約協定一概無意 條約，協定，一概無意

p.26 第3行 違法神聖條約 違反神聖條約

p.26 倒數第5行 卻是完全 即是完全

p.27 第2段第2行 中國強鄰 中國的強鄰

p.27 第2段第4行 有利的 有力的

p.27 第2段第6行 他們的生活 他們生活

p.27 第5段第3行 基本觀念支配 基本觀念之支配

p.27 倒數第3行 違反條例行為 違反條約行為

p.28 第5段第1行 「第五， 第五，

p.28 第6段第1行 第三個條件 第三個條件，

p.28 倒數第9行 國際聯盟約 國聯盟約

p.28 倒數第8行 實際世界秩序 實際的世界秩序

p.28 倒數第6行 國際聯盟約 國聯盟約

p.28 倒數第3行 和平秩序 和平和秩序

p.29 第3行 已為後盾 以為後盾

p.29 第4-5行 空言罷了！ 空言罷了。

p.29 第2段第1行 新世界秩序 新世界秩序，

p.29 倒數第1行 贊成 贊助

p.30 第2行 要時間 要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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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30 第3-4行 保障世界 為保障世界

p.30 第5行
（知今譯自《自由世界》英文版

一九四二年二月號）

p.31 第8行 人才的缺乏 人材的缺乏

p.31 第12行 第四時期自二十年以後。 第四時期自二十年以後，

p.31 倒數第4行 雖然北大中興時期 雖為北大中興時期

p.32 第1行 本著禮讓精神 ，本著禮讓精神

p.33 第6行 的多難之秋‧常常開不成學、 的多難之秋，常常開不成學。

p.33 第8行 戊戍 戊戍〔戌〕

p.34 第2行 很大的名譽 很大的名譽。

p.35 第4行 整頓之權 整頓之權。

p.42 第1段第1行 積極辦理。 積極辦理：

p.42 第2段第1行 大量補助 大量補助：

p.43 倒數第6行 督責發還； 督責發還：

p.43 倒數第3行 徹底 澈底

p.43 倒數第2行 部署 部屬

p.44 倒數第2行 避免孤立的和平政策 避免違反孤立的和平政策

p.45 倒數第2段第4行 諸國為對象 諸國家為對象

p.45 倒數第2段第7行 以大裨益 以極大裨益

p.45 倒數第7行 雖愈開放 雖欲開放

p.46 第2段倒數第1行 宣戰。 宣傳〔戰〕。

p.46 第3段第1行 百餘年 百餘年來

p.46 第4段第5行 型態 形態

p.47 第4行 速俄暗助 蘇俄暗助

p.47 第4段第3行 遂亦然廢止 遂毅然廢止

p.47 倒數第2行 其聲譽備受美國民之擁載 其聲譽倍受美國民之擁戴

p.48 第2行 咸認為 咸認

p.48 第4行 重新復活 重行復活

p.48 第4段第1行 再一九四四年 在一九四四年

p.48 第5段第1行 美才第一次， 美才第一次

p.48 倒數第7行 牽就協調 牽就調協

p.48 倒數第6行 英國政府 英國政策

p.48 倒數第2行 不得不宜稱 不得不宣稱

p.49 第1行 美國內華萊士 美國內對華萊士

p.49 第2行 未可之 未可知

p.49 第3行 外交方式 外交方式，

p.49 第4行 以若何變化 有若何變化

p.51 第1行 教育條文 教育專章條文

p.51 第9行 下列之規定。 下列之規定：

p.52 註腳第3行 周厚摳 周厚樞

p.53 第1行 狀態上 狀態下

p.53 第3行 到處看過 到處看到

p.53 第4行 種種的痛苦 種種痛苦

p.53 第10行 研究生物 研究出生物

p.53 第13行 在某種環 在某種環境

p.53 倒數第4行 生物的演變 生物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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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4 第6段第1行 那是， 那時，

p.54 倒數第10行 進步的很快。 進步得很快。

p.54 倒數第6行 生物學者的著作 生物學家的著作

p.54 倒數第2行 狀況一步 現狀

p.54 倒數第1行 變化 進化

p.55 第3行 一百六十六歷史 一百六十年的歷史

p.55 第6行 還是苦 還要苦

p.55 倒數第5行 一點一滴 一點一滴地

p.59 第5行 應時間出 應時而出

p.59 第7行 櫻其鋒 櫻〔攖〕其鋒

p.60 第2段倒數第1行 孩子自發 孩子們自發

p.60 倒數第7行 說是家人放的 一說是家人放的

p.60 倒數第6行 員警廳 警察廳

p.60 倒數第6行 員警來 警察來

p.61 第8行 這些「囚徒」們： 這些「囚徒」們；

p.61 第3段第1行 罷工罷課 罷工罷課，

p.61 第4段第1行 王世傑 王世杰

p.61 第4段第3行 才算到一段落 才算告一段落

p.62 第2行 五四運動影響 五四運動的影響

p.62 第3行 教育的工作 教育的工具

p.62 第10行 思想革命 思想革新

p.63 第3行 國民政府出年 國民政府初年

p.64 第3行 胡先生在話 胡先生的話

p.64 第6行 牆上給你們砌得 牆上給你們糊得

p.65 第1行 知識不敢開口 知識階級不敢開口

p.66 第1行 大操揚 大操場

p.66 第1段倒數第4行 年青的學生 及年青的學生

p.66 第1段倒數第2行 引起了全國守舊分子 引起了舊社會，全國守舊分子

p.67 第1行 到今年 到今天

p.67 第4段第1行 沿路 沿途

p.67 倒數第8行 內除國賊！ 內除國賊！…

p.67 倒數第7行 美、英、法、義四國 美、英、法、意四國

p.68 第2段倒數第1行 全是兵士帳棚了。 全是兵士帳棚！

p.68 第3段倒數第2行 才驚慌了， 才驚慌了。

p.68 倒數第3行 第一使北京政府 第一，使北京政府

p.69 第3行 知識青年 智識青年

p.69 倒數第1行 很正確很平允的 很正確，很平允的

p.70 第3行 專利的事， 專利的事。

p.71 第2行 人民 人們

p.71 第5-6行 不能避免了嗎？ 不能避免了吧？

p.71 第4段第3行 更明朗了 更明朗化了

p.71 第4段第4行 會不會走上 會不會就走上

p.72 第1行 肯放棄退出 肯放棄或退出

p.72 第2段第2行 序幕， 序幕。

p.72 第2段第3行 一九一四 一九四一

p.72 第2段第5行 一月以後， 二月以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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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72 第2段第6行 改三分之一 改選三分之一

p.72 第2段第8行 對外一致 對外的一致

p.72 倒數第4行 對德絕交 對德國絕交

p.72 倒數第2-3行 發動的， 發動的。

p.72 倒數第1行 法案： 法案；

p.73 第4行 將來歷史家 將來的史家

p.73 第4-5行 不無因果的關係。 不無因果關係的。

p.73 倒數第2行 也可以逐漸 也許可以逐漸

p.75 第6行 技術不如人 科學不如人，技術不如人

p.75 第11行 上了鏽 上了銹

p.76 第1行 褲帶 袴帶

p.76 第3行 當年期望 當年的期望

p.76 倒數第2段第4行 造成有用的東西 造成個有用的東西

p.77 第2段第3行 美國願意擔負 美國人願意擔負

p.77 第3段第1行 煉丹仙人 鍊丹仙人

p.77 第4段第2行 那就是工作。 那就是努力工作。

p.77 第5段第3行 煉丹仙人 鍊丹仙人

p.78 倒數第3段第2行 多飢餓 受飢餓

p.80 第8行 上鏽 上銹

p.81 第4行 褲帶 袴帶

p.81 第2段第1行 希望太大 希望太奢

p.82 第11行 查考。 查考，

p.82 第12行 脫離本黨。 脫離本黨，

p.82 倒數第5行 民主黨的華萊士 民主黨華萊士

p.82 倒數第5行 政策，是 政策是

p.82 倒數第3行 也特別 也往往特別

p.83 第2段第4行 的雅量， 的雅量。

p.83 倒數第3行 徹底 澈底

p.83 倒數第2-3行 永久專政的權力。 永久專政的權利。

p.84 第4行 蘇俄給人民，一塊麵包 蘇俄給人民一塊麵包

p.84 第7行
一九三六年新憲法之下的選舉結

果認為是百分之一百

一九三六新憲法之下的選舉結果

總是百分之一百

p.84 第8行 最大的勝利 最大的勝利年

p.84 第9行 結果。 結果，

p.84 第10行 五十七， 五十七；

p.84 第3段第4行 希有的事。 希有的事，

p.85 第2段倒數第3行 傳播語言文字，傳統思想工具。 傳播語言文字傳統思想工具。

p.86 第2段第4-5行 記算時間 計算時間

p.87 第4行 「眼前的世界文化」。 「眼前的世界文化」，

p.87 第15-16行 人生的痛苦 人生的苦痛

p.87 倒數第1段第3行 他們看了 他們讀了

p.91 第2行 幾百年 幾百年來

p.91 第3行 我可以 我們可以

p.91 第10行 反民主集體專制 反民主的集體專制

p.91 第12行 其間起了 中間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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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91 倒數第10行 只是一個 只有一個

p.91 倒數第6行 世界上分成 世界分成

p.91 倒數第2行 因為們給我 因為他們給我

p.92 第1行 申述一遍 申說一遍

p.92 第3段第5行 全體人民 全國人民

p.92 第3段倒數第6行 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民主運動的一部分，

p.92 第3段倒數第4行 用和平方法職掌 用和平方法執掌

p.92 第3段倒數第3行 使我明瞭 使我們明瞭

p.92 第3段倒數第2行 經濟的政策 經濟政策

p.92 倒數第4-5行 我一個字也不贊成， 我一個字也不贊成。

p.92 倒數第4行 說這句話的權利 說這話的權利

p.92 倒數第4行 這是多們 這是多麼

p.92 倒數第3行 自己又爭自由 自己要爭自由

p.92 倒數第3行 同等的自由， 同等的自由：

p.93
第2段倒數第8-9

行
所以在這三四百年 所以這三四百年

p.93 第2段倒數第8行 第一個民主運動 第一個民主自由運動

p.93 第2段倒數第7行 有洋海保障 有海洋保障

p.93 第2段倒數第6行 民主運動的力量 民主自由運動的力量

p.93 第2段倒數第5行 才成為 方才成為

p.93 第2段倒數第5行 在最近這三十多年 在最近三十多年

p.93 倒數第4行 暴利 暴力

p.93 倒數第2行 觀察遊歷 視察遊歷

p.94 第3段第3行 旅順的行為。 旅順的行為，

p.94 第3段第3行 侵略政策， 侵略政策。

p.95 第8行 錯誤。 錯誤，

p.95 第2段第2行 遊手好閒 游手好閒

p.95 第2段第3行 我不客氣的說 我不再客氣的說

p.95 倒數第2行 陶行知 陶知行

p.95 倒數第1行 教學做合一 教學作合一

p.96 第2段第5行 無論男女 無論兒女

p.97 第3段第4行 繼續作 繼續做

p.97 第3段第4-5行
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如科學

問題
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

p.99 第4行 及早徹底 及早澈底

p.100 第2段第2行 那時候 那時候，

p.100 第2段第4行 一八七二年， 一八七二年。

p.100 第2段倒數第4行 韋爾渠（Wellch） 韋爾渠（Welch）

p.100 第3段第2-3行 集　中設備 集中設備

p.101 第15行 業務教育 義務教育

p.103 第2段第3-4行
我提出要一個政府、要一個好政

府

我提出要一個政府，要一個好政

府

p.104 第3行 教科書 教課書

p.105 第2行 印在選票 印在選票上

p.105
倒數第2段第3-4

行
用希臘文作詩 用希臘文做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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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05 倒數第3行 Fabian society Fabian Society

p.105 倒數第2行 綏進學會 緩進學會

p.106 第6行 老闆 老板

p.106 第12行 查賬 查帳

p.106 第12行 假賬 假帳

p.108 第2行 可說是四十八歲 可說是為十八歲

p.108 倒數第7行 對不起外國 對不起外匯

p.108 倒數第3行 藏書 圖書

p.108 倒數第2行 □□濟 嚴慈濟〔嚴濟慈〕

p.108 倒數第1行 都有問題 都有同感

p.108 倒數第1行 我轉向 我願向

p.109 第4行 一則故事 一個故事

p.110 第5行 「雙十節」 雙十節

p.111 第2段第11行 安其爾 安其耳

p.116 第3段第2行 如杜威•羅以斯（Royce） 如杜威、羅以斯（Royce）

p.116 第3段第2行 如伊黎（Iliy） 如伊黎（Ely）

p.117 第3段第1行
我們今天在痛念老朋友的時候，

我們今天聽到于院長說
我們今天聽到于院長說

p.117 第3段倒數第1行 希望， 希望。

p.117 第4段第1行 的將來都希望 的將來，都希望

p.117 倒數第1行 在與朋友通訊裡 在朋友通訊裡

p.118 第3行 而生病、 而生病，

p.118 第5行
堅守著自己的崗位。大家不離開

崗位，
堅守著自己的崗位，

p.118 倒數第7行 工業研究院，創辦到今天 工業研究院創辦到今天

p.118 倒數第5-6行 高等研究所，創辦的歷史 高等研究所創辦的歷史

p.118 倒數第3行 所以吸收了世界上 可以吸收世界上

p.119 倒數第2行 中央研究院可以成為 中央研究院，可以成為

p.121 第3段第1行 我在中國 我在外國

p.121 第3段第5行 是一位 是位

p.121 第3段第6行 請他的父親 請她的父親

p.121 第3段倒數第3行 一只船 一隻船

p.122 倒數第4行 作詩詞 做詩詞

p.123 第6行 講詩賦， 講詩賦；

p.123 第6行 學堂教育 學堂

p.123 第11行 進士制 進士制度

p.124 倒數第9行 所仰慕 所仰慕的

p.126 標題 國大教育界代表的建議書
在北大工學院四十四周年紀念會

講話

p.126 第5行 便講轉告 便請轉告

p.126 第2段第1行 農學院 農院

p.126 註腳第1行 國大教育界代表的建議書
在北大工學院四十四周年紀念會

講話

p.128 第2行 Alumuns Alumnus

p.128 第3行 大學專章 大學憲章

p.128 第5行 發達史上的一重要 發達史上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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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28 第13行 耶魯大學 耶爾大學

p.128 第14行 都沒有校友會 都設有校友會

p.128 倒數第7行 選擇人才 選擇人材

p.128 倒數第3行 校友會 校友

p.130 第2段第9行 念古書的痛苦 念古書之痛苦

p.130 倒數第4行 為甚麼提倡白話文。 為甚麼提倡白話文？

p.133 第1行 鎖鏈 鎖鍊

p.133 第9行 但是 而是

p.136 第2行 我是才從 我是昨晚才從

p.137 倒數第2行 瀘江 滬江

p.138 第3行 換成 化成

p.138 倒數第3行 都只限 卻只限

p.141 第2段第2行 根本改變， 根本改變。

p.141 第2段第4行 其他一國 其他一個

p.141 第3段第1行 表現有 表現於

p.141 第3段第3行 不應該 似乎不應該

p.141 第3段第3行 這個人議論 這種個人議論

p.141 第3段第7行 正是以 正是要

p.141 第3段倒數第4行 適用到日本， 適用到日本。

p.141 倒數第1行 可以做 可以作

p.142 第5行 武裝德日，英、 武裝德日是英、

p.142 第7行 的復興」應該 的復興」，應該

p.142 第9-10行
誰也不能會毀滅這一億五六千萬

人，

誰也不能毀滅這一萬五六千萬

人。

p.142 第1段倒數第2行 循環報復。 循環報復，

p.142 第2段第1行 如果我們看法不算太錯 如果我的看法不算大錯

p.142 第2段第2行 譴責民主國家 譴責西方民主國家

p.142 第3段第1行 在這文裏 在此文裏

p.142 第3段第1行 中間上沒有 中間尚沒有

p.142 第3段第4行 還有些 還有些人

p.142 倒數第2行 早年宣傳 早年宣佈

p.142 倒數第1行 夢想的俄國 夢想新的俄國

p.143 第5行 的表示， 的表示。

p.143 第8行 一九四一年底 一九四一年年底

p.143 第9行 美國政治學年會 美國政治學會年會

p.143 第10行 邊界好榜樣 邊界的好榜樣

p.143 第1段倒數第2行 《求得太平洋之和平》 《求得太平洋的和平》

p.143 第2段第1行 這一段 這一大段

p.143 第3段第1行 「雅爾達秘密協定」 雅爾達秘密協定

p.143 第3段第1行 「中蘇條約」 中蘇條約

p.143 第3段第2行 許多件事 許多事件

p.143 第3段第3行 巴爾幹， 巴爾幹。

p.143 第3段第4-5行 承認有一堆 承認這一大堆

p.143 第3段倒數第1行 蘇俄會變成 蘇俄已變成

p.143 第4段第1-2行 世界上第一個 世上第一個

p.143 倒數第4行 德國，日本都是 德國、日本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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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44 第3行 不只是 不止是

p.144 第3行 真的不承認 真不承認

p.144 第4行 蘇聯 蘇俄

p.144 第5-6行 友誼 友誼，

p.144 第7行 蘇俄的絕大不幸 蘇俄自己的絕大不幸

p.145 第1行 自傳的一部分 自傳一部分

p.145 第2段第4行 讚揚 贊揚

p.145 第2段第5行 讚美 贊美

p.145 倒數第4行 當國的時期 當國的時期。

p.145 倒數第2行 民主黨執政時期）。 民主黨的執政時期。）

p.145 倒數第1行 在眾議院裡得到了多數 在眾議院得到多數

p.146 第7行 專制的制度 專斷制度

p.146 第11-12行 人選名單， 人選名單。

p.146 第15行 收獲 收穫

p.146 倒數第2行 麥米林恰巧是 麥米林是

p.147 倒數第7行 發行「自由公債」 發行的「自由公債」

p.147 倒數第3行 眾議院位子 眾議員位置

p.148 第6行 這裡辦公， 這裡辦公。

p.148 第2段第1-2行 民主黨員 民主黨議員

p.148 第3段第5行 我現在交出 我現交出

p.149 第3段倒數第1行
赫爾先生在十二年中貫徹他的主

張。

赫爾先生能在十二年中貫澈他的

主張。

p.149 第4段第1行 第三章裡說的每天忙碌生活， 第三章裡說每天的忙碌生活，

p.149 第4段第4行 我也至今也記得。 我至今也記得。

p.149 第4段倒數第3行 教授立場 教授立場說

p.149 倒數第1行 的意味， 的意味。

p.150 第2段倒數第4行 做國務卿 作國務卿

p.150 第4段第2行 幾點。 幾點，

p.150 第4段第6行 鼓勵了 鼓動了

p.151 第3行 那些事 某些事

p.151 倒數第2行 附注 附註

p.153 第2段第1-2行 否認自由價值 否認自由的價值

p.153 第2段第3行 《長板坡》裡沒有趙子龍 《長坂坡》裡沒有趙子龍

p.153 第3段第3行 歷史上意義 歷史上的意義

p.154 第6行 政治的意義 政治意義

p.154 倒數第2段第5行 授與的。 授與的，

p.154 倒數第2段第7行 的可能， 的可能。

p.154 倒數第2段第8行 信仰與主張， 信仰與主張：

p.154 倒數第2段第8行 各種種子裡 各樣種子裡

p.155 第2段倒數第2行 政治制度， 政治制度。

p.158 第1行 茶）就包括 茶），就包括

p.158 第7行 也許說胡適之胡說 也許有人說胡適之胡說

p.158 第11行 看到屍首 看到這屍首

p.158 第16行 多少人聰明才智 多少人的聰明才智

p.160 第6行 的價值。 的價值，

p.160 倒數第3-4行 隱遁的生活―― 隱遁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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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60 倒數第2行 還是「有待」。 還是「有待」，

p.161 第3行 壓迫的權利。 壓迫的權利，

p.161 第5行 就是思想自由， 就是思想自由。

p.161
第3段倒數第3-4

行
齊名比美， 齊名比美。

p.162 第2段第1行 張衡起來 張衡起來，

p.163 第3行 專制大權， 專制大權。

p.163 第9行 South Arsthlia South Arsthlia[Australia]

p.164 第1行 少數人要時常 少數人若時常

p.164 第2行 不能不行 不能不打

p.168 第6行 文明發明 文物發明

p.170 第4行 已經成了 已經成為

p.170 第2段第5行 外國廠 外國工廠

p.171 第5行 雖經介紹不為接受 雖經介紹仍不為接受

p.171 第7行 博物館 博物院

p.171 第10行 但解放男子 其解放男子

p.171 第3段第3-4行 更好的學問。所以派利瑪竇 更好的學問，所以派了利瑪竇

p.172 第1段倒數第3行 宗教制度等 宗教等

p.172 倒數第2行 來比較優劣 來較優劣

p.173 倒數第1-2行 新民主主義新自由 新民主新自由

p.174 第13-14行
或罰他抄篇〔……〕寄紐約《前

鋒論壇報》，或幾十年來作標語

或者罰他抄篇寫紐約《前鋒論壇

報》幾十年來作標語

p.174 倒數第6行 反自由運動 反〔爭〕自由運動

p.174 註腳 或者罰他抄篇寄紐約 或者罰他抄篇寫紐約

p.175 第1行 民主搖籃英國 民主搖籃的英國

p.175 第1行 英倫海峽 英倫三峽

p.175 第2段第1行 還打麼？ 還打甚麼？

p.175 第2段倒數第2行 而得從 必得從

p.175 第2段倒數第1行 國家民族的決定。 國家民族的決定！

p.176 第3行 各地方民族在交通部發達 各地方各民族在交通不發達

p.176 第4行 它的特殊性？ 它的特殊性。

p.176 第3段倒數第7行 還可縮短， 還可縮短。

p.176 第3段倒數第6行 海底電纜 海底電線

p.177 第4段第2-3行 中國得文化 中國的文化

p.178 第3行 的結果來比較？ 的結果來比較。

p.179 第2段第2行 思想文化的歷程 思想文化發展的歷程

p.183 第2段第3行 器械發行 器械發明

p.183 第2段第4行 自由的賜予 自由所賜予

p.184 倒數第6行 分割 劃分

p.185 第1行 公開講演過 公開演講過

p.185 第9行 僅限於 僅偶於

p.185 倒數第6行 二千五百年以來 二千五百年來

p.186 第3行 自由主義，貴在容人 自由主義貴在容人

p.186 第5-6行 選民沒有繼續 選民並沒有繼續

p.187 第1行 指正 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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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189 第3行 流傳所蔽 流俗所蔽

p.189 第5行
嵇康、從范縝、傅奕，韓愈到李

贄

嵇康，從范縝、傅奕、韓愈到李

贄

p.189 倒數第4行 保有政治自由 沒有政治自由

p.189 倒數第1行 「無為政治」「科舉制度」 「無為政治」、「科舉制度」

p.190 第1行 作基礎 做基礎

p.190 第8行 諍臣五人」 諍臣五人。」

p.190 第9行 要對政府建立 要政府建立

p.190 第10行 自身的知所革新 自身知所革新

p.190 第12行 人民的授與的 人民所授與的

p.190 倒數第10行 近代民治制度 近代民主制度

p.190 倒數第1行 相融 相配

p.191 第1段倒數第1行 應去的坦途。 應走的坦途。

p.191 第2段第3行 容忍反對的存在 容忍反對黨的存在

p.191 第2段第7行 五十多年 五十多年前

p.191 倒數第6行 不以它的功勳 不以它〔他〕的功勳

p.193 標題 胡適之先生在本校學術演講會講 兩個世界的兩種文化

p.193 倒數第9行 往往占勝 往往佔勝

p.193 註腳

紀林、閔深（筆錄），〈胡適之

先生在本校學術演講會講――兩

個世界的兩種文化〉，《國立武

漢大學週刊》，期883（1948年

10月21日），頁1-3。

胡適1948年10月4日在武漢大學學

術演講會講。紀林、閔深（筆

錄），〈兩個世界的兩種文化〉

，《國立武漢大學周刊》，期388

（1948年10月21日），頁1-3。

p.194 第3行 一些東西 一些的東西

p.194 倒數第5行 一九四三 一九四三〔一六四三〕

p.195 倒數第14行 改善人類底生活、 改善人類底生活，

p.195 倒數第13行 人類底苦痛 人類底苦痛，

p.196 第2段第8行 保留下來的 保留下來的，

p.196 第2段倒數第2行 進步的原則、 進步的原則，

p.197 標題
胡適致全體立委：建議市自治法

程序

胡適函全體立委：建議制定市自

治法程序

p.197 註腳第1-2行
胡適致全體立委：建議市自治法

程序

胡適函全體立委：建議制定市自

治法程序

p.199 倒數第9行 壹百萬元 壹百萬圓

p.200 第1行 鬧出一件 鬧出了一件

p.200 第3行 九月十九日早晨 九月十九早晨

p.203 第6行 游〔建文〕先生 游先生

p.204 第4段第2行 奈何以死畏之 奈何以死懼之

p.205 第2段第6行 當時儒教、災異、迷信 當時儒教「災異」迷信

p.207 第3-4行 是「沉思熟慮了六七年」 是他「沉思熟慮了六七年」

p.207 第9行 誰是好朋友 誰是朋友

p.207 第12行 把他看做 把他看作

p.207 倒數第8行 一九一四大戰論文 一九一四大戰的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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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07 倒數第7行 帝國主義的戰爭 帝國主義者的戰爭

p.207 倒數第1行 一九〇四年 一九四〇年

p.208 第6行 給西流等信 給西流等的信

p.208 第8行 獨秀在這個時候 獨秀在這時候

p.208 倒數第6行
列寧與托洛斯基與史大林、希特

勒與墨索里尼

列寧與托洛斯基與史大林，希特

勒與墨索里尼

p.209 第11行 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思想，宗教自由，等等…

p.209 第13行 所謂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 所謂「資產階級的民主政治」

p.209 第15行 在資產階級 和資產階級

p.209 倒數第11行 作武器 做武器

p.209 倒數第9行 作武器 做武器

p.209 倒數第9行 攻擊 攻打

p.209 倒數第4行 見解， 見解。

p.210 第12行 TT ……

p.210 倒數第2行 用「共產黨」名詞 用「共產黨」的名詞

p.211 第4行 這封信給 這封給

p.211 第6行 中國現在政治思想史 中國現代政治思想史

p.211 第10行 沈思 沉思

p.211 第13行 作例子 做例子

p.211 倒數第13行 這是很忠厚的評論。…… 排版：齊頭

p.211 倒數第7行 政制警察大權 政治警察大權

p.212 第1-2行 而不推翻於 而不推源于

p.212 第10行
獨秀所主張應該恢復的民主制度

，……
排版：齊頭

p.212 第12行 做一個更 作一個更

p.212 第13行 消滅之間。 消滅之間，

p.212 第14行 人們反抗 人民反抗

p.212 倒數第8-9行 民主政治指示一切公民， 民主政治只是一切公民

p.212 倒數第5行 民主政制的生死 民主政治制度的生死

p.212 倒數第4行 近代民主政制 近代民主政治

p.212 倒數第4行 區別就在這裏， 區別就在這裏。

p.212 倒數第3行 才有近代民主政制 才有近代民主政治

p.212 倒數第2行 沈思 沉思

p.212 倒數第2行 近代民主政制 近代民主政治

p.212 倒數第1行 共產詆毀 共產黨詆毀

p.213 第9行 資產階級 資產階級統治

p.213 倒數第11行 代替君主 代替民主

p.214 第1行 沈思熟慮六七年 沉思熟慮了六七年

p.214 第5行 史大林 史太林

p.214 第10行 官僚之消毒素 官僚制之消毒素

p.214 第11行 史大林 史太林

p.214 第11-12行 無產階級民主 無產階級獨裁

p.214 倒數第9行 重新估計 從新估計

p.214 倒數第8行 托洛斯 托洛斯基

p.214 倒數第4行 故而得見 故而見得

11/15



《胡適全集：胡適時論集》冊6勘誤表

頁數 段行 原文 更正

p.215 倒數第1行 十四夜 十四夜，

p.216 第6行 運動一個起點 運動的一個起點

p.216 第9行 努力建議 努力建立

p.216 倒數第5行 一切的自由 一切自由

p.216 倒數第2行 中國民國 中華民國

p.216 註腳第1-2行
《自由中國》，第1卷第1期（

1949年11月20日），頁2。

《我們必須選擇我們的方向》（

廣州：自由中國社出版部，1950

，再版），頁29。

p.219 第2段倒數第4行 等等， 等等

p.219 倒數第4行 重大意義， 重大意義。

p.220 第10行 「仁慈」的東西 仁慈的東西

p.221 第2行 輔仁大學陳垣 輔仁大學校長陳垣

p.221 第4行 這幾個月來 這幾個月以來

p.221 第5行 其中這一段 其中的這一段

p.221 第9行 嘆口氣 歎口氣

p.221 第10行 已經沒有 已沒有

p.221 第11-12行 我的答案是：這封信的文字 我的答覆是：這信的文字

p.221 第14行 造假的 假造的

p.222 第3行 外國話 外國化

p.222 第14行 從內容的方面來看 從內容的方面看來

p.222 倒數第8-9行 有一封論學的長信 我有一封論學的長信

p.222 倒數第6行 曾受命令 曾受命令，

p.223 第2段第1-2行 思想路綫了， 思想路綫。

p.223 第2段第5行 新五號子 新五號字

p.223 倒數第8行 對我做這樣 對我作這樣

p.223 倒數第7-8行 更有趣的事 更有趣的是

p.225 倒數第6行 從看它的 看它的

p.226 第7行 文字和檔案的， 文字的，檔案的，

p.226 倒數第3行 歷史家 史家

p.226 倒數第2-3行 冷靜的革命 冷的革命

p.227 第1行 冷靜革命 冷革命

p.227 第2段第1行 歷史家 史家

p.227 第2段第2行 充足力量的共產黨， 充足力量的共產黨；

p.227 第3段第6行 毗連鄰近 接壤

p.227 第3段倒數第4行 手段」。 手段。」

p.227 第3段倒數第2行 「陡峭的地方」 《陡峭的地方》

p.227 倒數第2行 史學家 史家

p.228 第3段第2-3行 都動搖了 都動心了

p.228 第4段第1-2行 明目張膽的 直裸裸的

p.229 第2段倒數第2行 由俄國訓練，俄國供給的空軍 由俄國訓練、俄國供給的空軍

p.229 第2段倒數第2行 現在日以滋長 是現在日以滋長

p.229 第3段第4-5行 任務之一，就是 任務之一就是

p.230 第2段第1-2行 二十一種加入第三國際的條件 加入第三國際的二十一個條件

p.230 第2段第5行 拒絕繼續或參與 拒絕實行或參與

p.230 第2段第5-6行 即作為不忠於革命主義看待 即等于背叛革命

p.230 第3段第6-7行 同樣非常的是 同樣非常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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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30 第3段倒數第1行 革命的宣博和煽動 革命的宣傳和煽動

p.231 第3段第2行 中國並無此項 中國並無使此項

p.232 第6行 孫逸仙大學 孫中山大學

p.232 第2段第4行 所能抵抗得住的 所能抵抗的

p.232 第3段第2行
國民軍的隊伍，在北方軍隊敗北

以後，進了南京城
國民軍的隊伍進了南京城

p.232 倒數第5行 就是有一段時期 在一段時期

p.233 第2行 幾乎發生 真個幾乎發生

p.233 第2行 日本外交部 日本外務省

p.233 第3行 每日新聞 朝日新聞

p.233 第5行 每日新聞 每〔朝〕日新聞

p.233 第3段第1行 有功效的作用： 有功效的作用；

p.233 第3段第3行 帝國主義者的大戰： 帝國主義者的大戰；

p.233 倒數第2行 但英國人 但是英國人

p.233 倒數第1行 共產黨的策略： 共產黨的策略；

p.234 第2段第2行 和共產黨「分裂」終止合作 和共產黨「分裂」，終止合作

p.234 第4段倒數第2行 彼逐出黨 被逐出黨

p.235 第4行 在湖南的荼陵成立 在湖南的茶陵成立

p.235 第3段倒數第1行 五十萬人」 五十萬人！」

p.235 倒數第2行 敵人退 敵人進

p.237 倒數第6行 目的地不到一半 目的地的不到一半

p.237 倒數第5行 便是失敗」。 便是失敗。」

p.237 倒數第3行 且己和 且已和

p.239 第3行 內陸省份， 內陸省份；

p.239 倒數第10行 一九四四―四九年間 一九四四――四九年間

p.239 倒數第9行 王明《殖民地國家革命運動 王明，《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

p.240 第4行
乃是「抗日與反蔣並舉的聯合陣

線」。

乃是「抗日與反蔣」並舉的聯合

陣線。

p.240 第2段第5行 領柚被捕 領袖被捕

p.241 第1行 指揮權上上 指揮權上

p.241 第3段第4行 蔣公是中年時翻然 蔣公是中年才翻然

p.244 第7行 「聯合抗日軍」 「聯合抗日軍」，

p.246 第4段第1行 武器給中共 武器供給中共

p.248 第3段第3行 在軍事上成功 在軍事上的成功

p.248 倒數第5行 H.Hopkins H. Hopkins

p.249 第8行 小島歸還給蘇聯 小島應歸還給蘇聯

p.249 第14行 （丁）千島列島 （三）千島列島

p.249 倒數第9行 由於，這些極浮泛的條文 由於這些極浮泛的條文

p.250 第3段第2行 應採取行動 擔負採取行動

p.251 倒數第5行 以獲取中國大陸 以攫取中國大陸

p.251 倒數第4行 幾至於消滅： 幾至於消滅；

p.252 倒數第7行 能移採用的抵抗 能夠採用的抵抗

p.252 倒數第3行 所載的譯文： 所載的譯文；

p.253 第3行 所獲上勝利 所獲的勝利

p.253 註腳第5行 但這一段真實的 但這是一段真實的

p.253 註腳第6行 又不能仔仔細細 又不能不仔仔細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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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54 第2段倒數第1行 一個問題。 一個問題。」

p.254 第4段第4-5行
史達林如何指導征服中國東北的

策略如何？
刪除

p.255 第2段第3行 共產黨□有意識上 共產黨僅有意識上

p.255 第2段第6行 還必須是蘇聯 還必須使蘇聯

p.255 第2段第6行 具有最大對鄰近
具有最大軍事力量的巨強，繼而

再用壓倒優勢的軍事力量對鄰近

p.255 第2段第7行 彭明皎著 彰明皎著

p.255 倒數第4行 紀錄 記錄

p.255 倒數第4行 英美車隊 英美軍隊

p.256 倒數第9行 Edgar Show Edgar Snow

p.256 倒數第7行 具有強大的軍隊 具有強大軍隊

p.256 倒數第6行 紐約蘭頌書屋 紐約蘭頓書屋

p.257 倒數第5行 「參加共產國際的條件中」 「參加共產國際的條件」中

p.258 倒數第3段第1行 成立於一九一二年 成立於一九二一年

p.258 倒數第3段第1行 與共產國際相合作 與共產國際相結合

p.259 第2行 他一貫抱持 他一貫地抱持

p.259 第7行 廢除外國人 並廢除外國人

p.259 第2段倒數第1行 以後便□ 以後便是

p.259 第3段第1行 統帥 統率

p.259 第3段第5行 林祖函 林祖涵

p.260 第5行 站領 佔領

p.260 第2段第4行 發砲 發炮

p.260 第4段第5行 《東京每日新聞》
《東京每日新聞》〔東京《朝日

新聞》〕

p.260 第4段第5-6行 現代新聞世界展覽 現代新聞事業展覽

p.260 第4段第7行 《東京每日》
《東京每日》〔東京《朝日新

聞》〕

p.261
第2段倒數第3-4

行
走投無路 走頭無路

p.262 第3行 國民黨左黨 國民黨左翼

p.262 第3段第2行 在湘、顎、贛、粵等省 在湘、鄂、贛、粵等省

p.262 第4段第3行 執行委會 執行委員會

p.263 第2-3行 曼紐奧斯基 曼紐爾斯基

p.263 第5行 經歷長年 經歷過長年

p.263 倒數第3行 名字 名義

p.263 倒數第2行 第九軍 第五軍

p.264 第6行 「論聯合政府」 《論聯合政府》

p.264 第2段第5行 這是 這次

p.264 第3段第4行 一千英里 六千英里

p.265 倒數第5行 戰略的日的 戰略的目的

p.265 倒數第3行 「偉大的地球本身」 《偉大的地球本身》

p.265 倒數第1行 戰略路線 戰術路線

p.266 第2段第2行 國軍的包圍 國軍包圍

p.266 倒數第4-5行
《一九四四―四九期中的美國對

華關係》

《一九四四――四九期中的美國

對華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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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266 倒數第2-4行

〈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對

共產國際第七屆世界大會的報告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

《殖民地國家的革命運動――對

共產國際第七屆世界大會的報告

，一九三五年八月七日》
p.267 第1行 曾被判 曾背叛

p.267 第2段倒數第2行 用共產黨的說話 用共產黨的話說

p.267 第3段第2行 「民族解放抗日協會」， 「民族解放抗日協會」、

p.267 第3段第6行 學生罷課遊行 學生罷課與遊行

p.268 第1行 西安同僚， 西安同僚、

p.268 第4行 年輕 年青

p.268 第4行 其實 其時

p.269 第4行 最信任 最受信任

p.269 第3段第4行 其實 其時

p.269 第4段第1行 傳聞； 傳聞，

p.269 第4段第2行 整天開會。 整天開會，

p.269 第4段第5行 做為人質 作為人質

p.269 第4段第5行 不可履行 不可能履行

p.270 倒數第3行 這一天正式 這一天正是

p.271 第5行 莫斯科的反對，
莫斯科的反對態度，對於西安事

件的過程，有著決定性的影響，

p.271 第7行 應該因於 應歸因於

p.272 倒數第8-9行 想努力避免的 想避免的

p.272 倒數第7行 一九三七年七月 一九三七年七〔九〕月

p.273 第2段第2行 百分之三千五百四十□ 百分之三千五百四十！

p.273 第4段第3行 Rockpoek Press Rockport Press

p.273 第4段第4行 所說得 所說的

p.277 第2行 於日本大敗後 於日本失敗後

p.277 第8行 被拖回去四十年 被拖回去了四十年

p.278 第3行 若十年來 若干年來

p.278 第3段第3行 哈里曼大使隊 哈里曼大使對

p.278 第4段第4行 當時是 當然是

p.278 第4段倒數第2行 我認為位了 我認為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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