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岡田英弘 「歷史 t以何小」各謊石(

岩村益典

日本U文藝春秋小 62UU1年 t凳亮志札走岡田英弘著 「歷史 t任 杏t

小」亡9㏑ (、 筆者U感 t走 己ε若紹介 t走 ㏑ 。bt⊥ η、本書U才代

(老紹介 (卷 否b●i(依 舍㏑ 。〔U作業性 、今後U課題 t匕 走㏑ 。本書

法 、一般說者向li t書小札走本(、 從未U字說 tl± 異螢 9走 岡田U理論

於b加 θ中｝ㄑ記載志札(㏑ 否 。字校(歷史U授業老受 li走 定liU謊者

悒吐大者杏衝擊老与九否(莏 乙●。

關於從 日本的文藝春秋 2UU1年發售的岡田英弘著 「歷史是什麼」這

本書 ,我想加以介紹 。本來 ,並不是能夠介紹全部的本文 ,那個工作 ,我

想作為今後的課題 。這個書的對象是一般的讀者 ;與以前的學說有差異的

岡田的理論 ,被易懂地記載了下來 。對只是在學校接受歷史授課的讀者 ,

他給予大的衝擊 。

#十 一9一 F(關鍵詞 ):歷史 回民國家 中國 民族回家 探偵 支

那

#以 Ebt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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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懷 、現在 、回立台淹師範大字歷史研究所 t身若置㏑(㏑ 否浴 、元

采 、法字部U出身 (莏 否 。〔U走 砂 、㏑b° 否歷史理論悒閔 t(本格的

悒勉強 匕走U吐 、歷史系悒移 .(小 6(b否 。〔U際 、樣狡杏歷史理論

｜已闋才乙書籍若說 K定 小 、今回吐〔U中 (日本 U文藝春秋小 62UU1年

｜己凳亮 志札走岡田英弘著 「歷史 tl± 杏t小 」悒9‥ k、 筆者U感 匕走己

t老 紹介 t走 ㏑ 。bt⊥ θ、本書U才代(七 紹介 (者 否b●i(法 杏㏑ 。

〔U作業依 、今後U課題 tL走 ㏑ 。

#內容U概略

虫甘 、今回紹介才否 「歷史 t俅 杏t加 」怯 、出版社 「文藝春秋 」、出

版年 2UU1年 、ISBN吐 牛16巧ω 155-5、 偭格吐日本 鬥 ωU鬥 (易 乙 。

筆者 U岡 田英弘(朽 小定σ(σ 乙)吐 、1931年生 虫札 、專攻 吐中國史 、

滿州史 、七Vf” 史 、日本古代史 。東京大字文字部卒業 、東京外因語大

字 ◤V◤ .◤ 歹 V力 言語文化研究所教授若絰 (、 現在 、東京外國語大字

名當教授 (易 否 。

本書U內容吐大 者<分 li(、 3部小 心構成 志札 、次 U⊥ ●悒眷 .(㏑

′吾9。

第 1部 歷史U易 巷文明 、歷史U杏 ㏑文明

第 2部 日本史吐ε●作 B札 走小

第 3部 現代史Uε 6充 小走

以上 U⊥ 3悒 、本書吐難 L㏑字術書 (依 會 <、 一般向liU新書版 t匕

(凳亮 芒札走 bU(、 內容 b体系的(痧 巷 t㏑ 3bli(吐 杏 <、 心 L乙

筆者 (痧 否岡田U興味 t閔心 t基°㏑(、 Uσ Uσ t語 6札 (㏑ 否感 t

小才′ζ9。

本書U內容小 6、興味深 ㏑項 目老取 η上↓f(承 巷ε 、次 U⊥ ●t杏 否 。

.歷史吐科字 (吐 杏 <、 物語 (莏 η文字 (痧 石 。

.彳 VF文 明怯 「歷史U螢 ㏑文明」(莏 巷 。

.「 中世 」 t㏑ ●時代 l± 杏 <、 莏否U住現代 t古代足li(痧 否 。

.資本主義經清吐毛V二r,L/帝國外世界 t底砂走 。

.歹 夕V只 語法人工的悒創 θ出 芒托走言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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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 虫(「 中因」性杏小 U走 。

文猷 ε為 U說砂以邪馬台因吐↗◤ㄙ島莏走 η〡已莏否 。

.神武小心店神 虫(U歷代天皇吐突在 L杏㏑ 。

.日 本性 7世紀U建國小 6幕末 虫(甘 9ε 鎖固若L(㏑走 。

.『 古事記』吐日本最古U歷史書(吐 杏㏑ 。

本稿(怯 、本書中U才八(U事項t9㏑ (述代否U(吐 杏<、 筆者小

因立台洿師範大字 (勉強 匕走歷史理論 tU閔係 (感 匕走已t老 示 匕走

︶
、
 。

#歷 史 t憾

岡田吐 、「歷史 t吐 、人間U住七世界若 、時間 t空間U而方U軸悒洽

96、 〔札 b一個人小直接体驗 (卷 石範田若超 5走尺度 (、 把握 L、 解

秋 匕 、理解 L、 說明 L、 敘述才否當涿 」(本書 p.lU)ε 言 3。 〔 L(、 歷

史老成 η立走ㄝ否四UU要 素 tL(、 次U49老 示才 。

(l)直進才巷時間U觀念

φ)時間在管理才否技術

φ)文字

6)因果律 U觀念

以上U要素在利用 匕(、 岡田吐次 U⊥ 3｛乙議論老進砂否 。

.歷史吐自己 (民族 .國家 .政府 )U立場若正舀化才否ε㏑●機能小痧

否 崢 U意味 (、古代｛已歷史小莏乙U性 中固文明 t地中海文明(痧 °走 。

〔丸r札 司馬遷 『史記 』、︵ 口 卜卜入 『L入 卜V◤ 彳』於出凳魚 t杏 .

(㏑ 巷 。

.L入 卜U一 U語源 t杏 9走 、︿ 口 卜卜入U『 L入 卜V/彳 』吐 、...

◤伊系 /入 朝入” V中 U凳展 t〔 U征服地周迎U習俗 若 虫t砂 走調查

報告書 。
′
世界住交化才否 bU(莏 η、〔U愛化性 29U政 治勢力U抗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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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生 t乙 。29U勢 力 t吐 ◤V/t罕 VV中 (日 一口V只 )t㏑ 3永

遠U宿敵(易 巷 。

.彳 VF中 /↗ V力 文明｜已吐 「歷史吐替㏑」。〔丸吐眷ㄝ小 、彳VF悒

吐輪妲軧生思想小瘀乙 。己U思想 (l± 、前世小原因 、今生小結果 、今生

於原因 、采世小結果 t眷 乙場合小莏 η、人間界U出來事走li若 記錄 t(
b、 因果閔係U說明小(者 舍㏑ 。從 .(、 歷史小易乙t注言之杏㏑ 。

.彳 入9ㄙ 也 、才八(一瞬一瞬吐神小決定才否走b、 歷史吐杏㏑ 。t小

L、 地中海文明tU封抗上 、自己正些化U手段 tL6歷 史在持 9土 3｜己

杏 9走 。已札老 「封抗文明」t呼求U(莏 否 。

.中國U歷史觀 t地中海U歷史觀小求U小 否時小心世界史小始虫否 。毛

Vf形帝國沙二一9V◤全域若支配才否已t(、〔札〩(U文明依一度

ε破算｛已各 η、〔U後吐〔Vf9L/帝 國U繼承政權 t匕 (各回小派生才巷 。

.日 本U歷史吐 、7世紀唐洢中國爸統一 L:百湇爸滅伊 L走 已t加 6、

始 虫U走 UfI人走 b吐 ˊ V◤ 大陸加 6追㏑出芒札 、海φ杏小悒孤立 t、

今悒也唐軍小日本t攻砂(<否危險汾易.走 。已U走 b、 倭回吐結集 L

日本 tL(、 〔札虫(U王老天皇 t匕 (、 中國皇帝U臣下(吐 杏 <、 中

國皇帝 t同格茫t主張 匕走 。

『史記』右手本 ε才否中國各王朝U正史U凳想若 卜中回 tU封抗上 、持

U⊥ ●〡已杏否 。「天下 (治世範因)U支配權老天命 tL(前 王朝小 6引

纆苣 、唯一U皇帝 (天皇)tL(君 臨 t(㏑ 乙」自己U正舀性在 「歷史」

tL(殘 市 、ε㏑ 3己 t。 從 9(、 『日本書紀』t吐 、政治的杏配慮於

莏 U、 合理的解秋吐不可能(莏 否 。

.◤ 〤 V力 (吐 、日一口V只 ε異眷 η、歷史小意味若 b走 替㏑ 。個人U
意志 t憲法｛已⊥●(「 //V力 人」t杏 巷 。

以上U魚｜乙9㏑ (、 FV彳 U書籍｜已莏否 「莏否活動住七一 V只 .7V

F形八9ㄙ小 「社余的意義」t呼求 bU若 b9U(杏 li札 以 、歷史家U
研究好象 t吐 在心任㏑」t㏑ ●記述小印象的(莏 9走 (文猷 3、 p.7)。

口VV↗ 9VF色 記述 L6㏑ 乙⊥3悒 、筆者 l± 歷史家U活動 ε推理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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悒登場才否探偵U活動老射比 L走 ㏑t考 5(㏑ 乙 。L小 匕 、少杏 <tb、

宎際U事件 (l± 、事件分解決才八者bφ tL(提 示志札否主走吐現象 t

t(凳生 L(㏑ 石U(瘀 δ小 、歷史悒閔匕(㏑ 充以 、〔 b〔 b、 〔札小

解決才八者事件(莏 δ小 、解決 匕(意義U乃 否已t杏 U小 、若問b杏 <

(吐 杏 6杏 n、 t㏑ ●已t杏 U小 b匕 札杏㏑ 。

「犯人小誰(莏 U(b小 主約舍⋯」t㏑ ㄋ殺人事件U搜查tε U程度

搜查U意味小巧否U小 、t㏑ 3已 t小 。

#歷史吐科掌(莏 巷小 。

岡田吐 、歷史吐物語 9中文字 (莏 U(b、 科字(吐 替㏑ t主張才乙 。

〔U根撾 tt(岡 田吐 、次U魚老示才 。

.科字吐宎驗(巷 乙 。L小 L、 歷史 l± 一回 L小起已6杏 ㏑ 。

.科字(吐 、粒子U違㏑小無視芒札 、法則 己〔問題｛已芒札乙 。L小 L、

歷史(吐 一人一人小承K杏異畬乙 。記述才各人 、說古人涿K杏個性若持

。二)(㏑ ′晉9。

己U「 歷史吐科字(莏 否外」t㏑ 3問題t閔 匕(、口 Vˊ ↗9VF吐 、

「科字 t性 、問題老提起 t(、 〔札悒答之土3t才 乙思考形式(莏 否 。

〔L(、 事物老見㏑茫才已t(b巷 。〔U意味(歷史吐一科字(痧 否 。

(文獻 14、 p.9-lU)」 「歷史U好象吐 、過去t行b札 走人間U行為(易 否 。

(文猷 14、 p.lU)」 「 歷史性人間U自 己認識U走 b〡已莏石 。以上吐現代

悒為●l否 歷史U意味(痧 否(文猷 14、 p.11)」 ε述八(㏑ 否 。

要才乙I已 、科字U定義U問題t依存才否⊥3(痧 δ洢 、歷史沙科字(

莏否小 ε3小 老議論才δ意味小工η問b札 眷 <6性 螢 6舍 ㏑⊥3杏 氣

小 L(㏑ 乙 。(〔 U他 、科字老少彳V尹”六VF中 ︳)V伊 形 卜U╧ ㄋ｜已

法則定立的 t個性記述的 t｜已2分 L走 η、認識目標老普遍化的 t個性化

的 t悒 2分 L走 η市否已 t｜已吐無理小易 θ、心L乙認識匕⊥3t才δσ

tUU現 象UbU普 遍的側面 t個別的側面 t若 tb｜已明 6小 ｛已才否己

t已 〔浴重要者U茫 (文獻4、 p.lU5)。

歷史各個性記述的科字 t厲才否 t㏑ 3少 彳V尹 9L/八 VFU科 字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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俵 、科字 U統一的把握住不可能 (文獻 4、 p.121)。

#中 世 t故 :╰ 、?

岡田吐 、▼ 9L/夕 入主義的 「段階的凳展說 」若批判才否 。

「世界吐一定U方向‵向小㏑段階老踏K(進 化才否」t㏑ ●U吐 、空想

的發話 。′一 9彳 VU進 化論悒触凳 芒札走(本書 p.142)。 ▼ 9L/夕 只U基

本認識 t中 善惡二元論 U︿ 口 F卜 只中↗V/思 想 U元 (b巷 ↗ 口◤入

夕一 t同 u。

參考 tL(、 歷史哲字若分類才否ε 、普通悒吐次U3UU理 解小莏否 。

.歷史眩直線的八夕一 V若 有才巷

.循環的︻ 夕一 V若有才巷

.無秩序的只 夕一 V在有才δ(文獻 3、 p.lU5)

思 3t、 ▼形 夕只理論 U是非若已已(問 3氣 吐杏㏑小 、全体 εL(段
階的凳展說若見走 t卷 、凳展段階U最終局面性別 tL6b、 筆者 吐 、本

書老契機 tL(再 度段階的凳展主義若考察才 否已 t小 (者 (本些悒嬉

L㏑ 。特悒 、昭和期悒凳克 芒札走台灣悒閔才石書籍 U中 悒吐 、▼ 9L/夕 入

主義t基° <bUb瘀 U、本書吐己札 6U書籍若說心場合悒役走 .走 ε

≡≡
°
久否 。

#用 語法☉問題

岡田｛已⊥否ε 、明治期悒歷史舍翻訊才否際 、中國式U歷史概念老流用

L走 走b誤訣小生 t走 、t㏑ 3。 中國 U「 封建 」 t」 一 口 V︻ U
「feudaIism」 ε㏑ 3語注閔係杏㏑ 。

#回 民回家中民主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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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民國家 」t吐 、回王U持 b物 (領土 )老市民汾奪 9(、 〔U婦厲

｜已困 9走 拳句 、「回民 」U物 tL⊥ ㄋt㏑ 9凳想((者 走 bU(莏 η、

國民國家U軍隊 l± 、組織 L易 <強㏑小 心欭州世界｛已床小 .走 。

「民族 」 t吐 、NatiUnalism在 「民族主義 」t訊 匕走U小最初 (、 本

采吐日本狙 自U概念 。「民主主義 」吐 、◤↗ V力 革命 (狙立戰爭若已 3

呼水 )爸正舀化才否新理論 (易 巷 、t結論° li 否(本書 p.138以下 )。

#19世 紀 主(「 中回」憾:小 .走 。

「中國」U問題t閔 t(、 岡田吐國民回家 tU閔係(議論老進砂6㏑

<。 U〩 η、今U「 中因」U意味吐「中國 t㏑ 3回民回家」若意味才巷 、

t㏑ ㄋ前提 (議論 若進砂否 。以下 、岡田U議論 若紹介 t⊥ 9(本 書

Pl87-Pl9U)。

****中 **********

笑際t中國(吐 匕砂(皇帝小誕生匕走U吐 、秦U始皇帝小 、西曆紀元

前二二一年｛已天下老統一 L走 t者 (莏 θ、「中回」t言 ●言葉U意味吐 、

「中央U都市」首都U已 t(痧 9走 。已札沙 、「中國」U第 lU意味(

莏●ζ9。

中因文明(世界任意味才否 「天下」吐 、皇帝U影響力小及水範因U己

t(莏 η、㏑文(言 ●中國(莏 乙小 、「一天下」悒怯都市化 L走 「中困」

地帶 t、 都市化 L(㏑舍㏑ 「蜜夷」地帶U二 U小含 虫札(㏑ 走 。已丸小

「中國」U第二U意味(莏 否 。

今U「 中因」U意味 l± 「中國 t㏑ 3國民回家」在意味才石 。清朝U時

代悒吐 、滿州人 t漢人性皇帝t直接支配芒札(㏑ 走 。已U二 9ω種族若

棇林 L(、 滿洲語(「 F9VV八 彳 .↗”V(dulimb色 igurun)」 ε呼σ 、

「虫K畬小U領民」ε㏑3意味6莏 δ 。已札老漢字t翻訊9否 t、 「中

國」悒杏否 。已札t封 匕 、皇帝ε同盟閔係｜已莏U(自 治若認砂 6札 (㏑

否七Vf形人 、千八 V卜 人 、東 卜形十入夕VU彳 入歹ㄙ教徒吐 、滿洲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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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9L/9L/芊  (tulergi)┘ t言 9走 。已札住 、 「〔 t小 b」 t㏑

3意味 (、 漢字悒翻訊才巷 t「 外藩 」、9主 η 「〔 tU垣根 」悒杏否 。

已U滿州語起源U「 中國」小 、「中回」☉第三U意味 (莏 乙 。

日本語 U「 支那 」吐 、英語 U≠ 中彳步 (China)」 t同 匕言葉 (莏 否 。

秦U始皇帝小吐tb(、 ㏑虫(言 3中因若9<U走 U(、 外因U人夜吐

中因若 「秦 」t呼求⊥ 9悒 杏 9走 。漢字 U「 秦 」U謊承小走吐 、七世紀

U隋U時代不住少 彳V(dzin)」 、現代U中因語普通語 )(吐 「≠V(chin)」

(莏 θ 、已札小/rVF悒伝 b9(「 十一步 (Cina)」 t杏 η 、八 9L/V◤

語 (吐 「尹一 V(Chin)」 t杏 θ、◤歹 E↗語 (l± 「只彳一
V(Sin)」

t在 9走 。

15世紀☉末 t杏 U(、 求” 卜方9L/人 小大西洋小 心◤歹 U力 大陸老回

9(、 彳VF〡已到看 L、 〔己(、 東方t≠ 一步 t㏑ 3因小莏為已 t各 聞

㏑走 。己U彳 V卜語 U「 尹一步」小水” 卜方形人U口小 心西 日一 由v只

｜已伝b.(、 英語U「 旁中/r步 」杏 ε｜已杏 9走 。

17U8年 、、V卜 v尹 彳t㏑ ㄋ彳夕 V◤人宣教師小 、年 VV夕 V禁制U

日本 t潛入若 <b定 ((、 屋久島(逮捕 志札走 。新井 白石 吐VFV尹 彳

老尋問 t(、 聞 者出 L走世界知識在 『采覽異言 』(1713年成立 )t㏑ 3

書物 t主 t砂 走 。已U杏小 (、新井 白石 l± 、彳夕 V◤ 語 (中國若言 3「 尹

一步 (Cina)」 若 、漢字 (「 支那 」ε翻訣 L走 δ日本 (吐 中國若 「支那 」

ε呼求⊥ 3｜已替 .走 。

19世紀 U末 t杏 9(、 多數 U清回留字生外 日本悒押 L寄ㄝ(巷 走 。

彼 6吐 、日本人於 日本 (性 、漢 t小 、唐 t小 、明 t小 ㏑ 3、 歷代 U王朝

U名前t小小乃 6甘 、漢人U回若 「支那 」t呼永己 t老知 9走 。

舀時懷民族主義小生 文札UU易 乙時代定 .走 U(、清帝國U支配者 (

莏否滿洲人小 6、 本來U漢人U因老Ⅸ別才否 「支那 」t㏑ 3名前以便利

定 9走 。已●L6「 支那 」t㏑ 3日 本語分清因悒伝bD走 。L小 L、 漢

字注意味在莏 6b市 文字眷U(、 「支那 」U⊥ 3杏無意味空 目課吐 t。

<η L杏 ㏑ 。〔已(滿洲語小 心U翻訣 U「 中國」老借 η(、 日本語 U「 支

那 」〡已舀(走 bli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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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U世紀U吐 匕砂悒清朝小滅亡 L(、 漢人U中華民因小(者 、已已｜已

吐匕砂(、中國ε㏑●名前U回民國家小誕生 L走 。已3L(「 中國」｜土、

現代U⊥ 3杏 「中國」t㏑ 3意味旺發U走 U足 。已札小第四U意味 U「 中

國」(、 日本語U「 支那 」U言㏑小充(易 否 。

***************

以上 虫t砂 乙 t、 岡田U言 3「 中國」t吐 49U意 味小痧 η、時期的

｜已古㏑ bU秒 5並八δ t次 U⊥ 3｜已杏否 。

1.「 中央U都市 」首都 U已 t

2.皇帝U影響力小及求範因(莏 δ 「天下 」U者小U都市化 L走部分

3.清朝期U滿州人 t漢人巷意味才否滿州語 U「 F9VV八 彳 .↗ ”V」

U〩 η 「中國」

4.回民國家 「中國 」:日 本語 U「 支那 」U言㏑換 元

要才石｛已、岡田U論吐 、「中國」t言 3言葉小 、現在U⊥ 3杏用法 、

十替bb國 民國家中國老意味才巷⊥ 3悒 杏 .走 Ul± 19世紀以後 6莏 乙 、

t㏑ 3議論 (巧 否 。

#歷 史☉主流 t± 政治史

岡田吐 、歷史U主流 俅政治史〔易乙 、t㏑ ●拉 158)。文化史 、社余史 、

絰清史定 ε言 °(b、〔札小歷史〡已杏否U吐政治U出釆事 t結σU<小

心(莏 U(、 政治若拔 者悒 L走文化 b社余 b、 絰清 b乃 U得杏㏑ 、t斷

言才乙 .

思 3t、 先ε b述八走筆者 U歷史家 t探偵 tU閔係 (莏 否小 、探偵U

場合悒吐 、才不t解決才八 卷事件小痧巷U(、 〔札老解決才仇以土㏑U

(巧 巷外 、歷史家〔 b〔 b何若姏象 t才九以土㏑U小 、筆者 吐〔札老現

象 (莏 乙 、t考 之(㏑ 否 。U虫 U、 「眷ㄝ ...」 t㏑ 3問㏑小 心始 虫

否疑問若生 匕芒ㄝ否現象 (莏 否 。L小 匕 、〔U疑問悒偭值小杏㏑杏 6、

探求〔UbU悒 意味小杏 <杏 巷(易 乙3。 〔U意味 (、 政治的眷閔連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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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U懷 、〔札小巧札甘現象 t研究偭值小生 匕中市㏑ 、ε㏑ 3意味懷莏

乙小 bL丸 眷㏑小 、定小 心t㏑ 9(、 政治 t閔係杏㏑杏 B探求才否意味

吐舍㏑ t斷言吐(者 杏㏑ 。t吐 ㏑之 、筆者U絰騃上 、最初住政治 t閔係

舍㏑⊥ 3｛已見 5(b、 研究若進砂(㏑ <過程 t為 ㏑(、 政治 t閔係 L(
ㄑ石已εㄌ∫〡工tKε (b否 。

#個 人不務乙歷史家小 、普遍性☉b乙 歷史各書 ㄑ

場合 ☉注意

岡田依 、個人小普遍性U有否歷史老書 <為 t注意 L替 <(l± 杏 6杏 ㏑

事項 εt(、 次U39若 示才(本書 p:219-22勾 。

.史料 吐 、第一 t、 作者中作者小厲 L(㏑ 否社余 U好涿U物語 t從 9(
整理 芒丸(㏑ δ 。

.第二 t、 作者莏巷㏑吐〔U社余小 、記錄才乙偭值小易巷 t思 °走已 t

定(9小 書小札(㏑ 否 。

.第三｜已、史料吐市八 (、 何小U目 的小莏9t記 錄 志札走 bU。

以上U3魚 懷 、岡田U記述 U基本 ε杏 .(㏑ 否事項 (莏 θ、今回注紹

介 t杏小 .走 小 、古事記杏 ε神話悒閔才巷記述杏 ε｜已b〔 U影響小現札

(㏑ 否 。

#岡 田☉結論

最後悒岡田U結論若紹介 L⊥ ● 。

「㏑〩U世界｛已吐 、因民國家ε●tU莏 n走 U衝突中 、利害U封立小

莏乙小 、少眷 <tb、 公平杏 「⊥㏑歷史」於掛li(志 之㏑札以 、〔 9㏑

3bU法 小杏 U中和 (者 否定乙3。 才 <杏 <tb、 ㏑主U回民回家U時

代(莏 否現代(吐 、回民國家 ε●L住 自分U回史若持 b出 L6、 自分U
立場U方〡已理小莏巷t主張 匕小 b眷 bU茫 。〔已悒 「⊥㏑歷史」小莏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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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ㄋ姏立法 、為互㏑樣 ε言 3已 ε｜已杏 η、小香 θ解消 (者 石趕

乙 3。 已札吐本書U結論 t言 3已 ε悒杏乙」(本書 p.”砂

(住 、⊥㏑歷史 t吐何(b乙 3小 、岡田注 「史料U莏 6° 各情報老

一貫 t走論理(解歉(者 巷說明」(本書 p.笈U9(易 乙 、t㏑ ● 。

#筆者 Φ見解

已已(、筆者U歷史家 t探偵 U活動tUn(U簡 車杏意見老紹介 L(

為 者走㏑ 。莏 <主 (b未 熟眷 bU(理 論 t吐言㏑難㏑ 。L小 L、 探偵U

方法小現在 U筆者 U研究悒有 巷程度影響若与九(㏑ 否已 t吐 否定 (者

發㏑ 。

走 t充 d、 搜查悒閔 t「 現場 lUU回 」t㏑ 3言葉沙莏否於 、筆者以痧

否歷史的事件在考察才巷際 、必甘〔U場所在訪相否己ttL(㏑ 否 。〔

3才 乙已εε⊥ θ 、舀事者U氣持 b在少 L(b知 否已ε小 (卷 札d、 t

考 ′刁t否 小 6￣〔F。之9否 。

最初 t、 「杏ㄝ 」t言 3疑問小莏 θ、〔札悒基° 者思考在重粗 、場合

｛已⊥°(以行為者U立場｜已眷 η 、論理的｛已進 b(㏑ 者 、蹴 否論 t至否 、

t㏑ 3意味 (探偵 U作業 t歷史家U作業｜已吐共通才否 bU小 莏乙 。最初

U「 杏ㄝ 」ε㏑●問題意識於適切 (杏 ㏑ε 、才八(小狂 °(t虫 3。

多 <U探偵小說 (吐 、犯人 t芒 丸乙人物小自殺 L走 η、自供 L走 θ才

否小 5解決才δU(乃 石小 、歷史 (怯 〔 ●吐行小杏‥ 。歷史的因果律在

莏 <虫 (b蓋 然性 U問題 tL6、 真笑性 U割合 U高㏑字說 、低 ㏑字說 ε

㏑ .走 bUU存 在在許才 已ε小 (者 否U小 bL仇 眷㏑ 。杏朽 、荒唐無稽

小 bt札 杏㏑小 、量子力字的不確定性原理悒⊥乙ε 、物質若構成 L(㏑

乙素粒子 自体 U運動老可能性(L小 把握 (者 杏㏑bli(、已U物質 (構

成巷丸(㏑ 否世界 b可能性(t小判斷(巷 杏㏑、t㏑ U走結論若出9者

b㏑ ′ζ9小 bL札杏㏑。

走定、筆者小已已(主張t走 ㏑U依 、歷史吐探偵小說 t吐 異全η、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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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動機 、殺害方法眷 ε小約小 U走後吐 、結論小出走過程 l± 重要不法杏

㏑ 、t㏑ 3bli t吐 ㏑小眷㏑ 。〔札悒 、最終的t吐 突際t見走bli(吐

舍 ㄑ 、中吐 U、 歷史家小結論° li巷 已t小 (者 否U吐 、痧 <文 (b可 能

性小高㏑ 、ε歷史家沙信 t否 字說 、t㏑ ●已tt舍 否 。(吐 、事笑 、t

吐㏑.(b事 笑U可能性小高㏑定 li杏 U(b乙 〃 、七積承重粗 (、 主觀

若排除〡乙 、t㏑ ●已 t悒 意味小莏乙 t俅思 5杏 ㏑ 。事突小 ε3加 U判

斷｜已才(悒 主覾小入 η迗K(㏑ 否U(易 否 。〔U基準UVt9ε 匕(、

口 VV↗ 9VF☉ 言 ●⊥3t、 行為者U思想老探求市巷已ε吐 、非常｛已

大 者任意義U有否己ε(巧 石 t思 3。 複教有 巷未未U選捉肢 U中 (、 ε

札若選 K定 U小 、t㏑ U走 已 t注行為者 U思想U問題 (莏 否 。

本書吐 、特悒字校 (歷史若字 K定 定(iU說者 t封 L、 大 者杏彳V只 夕

卜各与之否色U(痧 否ε思 3。私走 b吐字校U歷史教科書〡已書小札(㏑

否內容若真笑 (莏 否 t錯竟 L(㏑ 巷 。特 t、 受驗戰爭各勝 b拔 <走 bt

年代中事項爸暗記才巷 。〔已悒 、〔U事件小本些悒莏 9走 U小 ε3小 、

t㏑ 3已 之在考察才巷余地吐杏㏑ 。也右乙K、 何小在考察才巷悒吐 、標

準 t舍 石理論小必要 (莏 δ小 6、 字校 (U歷 史字習吐 、一般人 t封 L(

b、 歷史家｛已畬 9走人 t封 t(b無 馱 (怯 替㏑ 。L小 L、 本書若說心已

t(、 教科書悒書小札6㏑ 否已t小才八(正 L㏑ b(i(吐杏㏑ 、t㏑ ●

己ε小理解 不者否功績 吐大 巷㏑ 。走茫 L、 加 ε㏑U(岡 田☉理論小正 L

㏑εl± ㏑㏑li札 杏㏑已tb、 筆者於已已(述代走 t為 η(莏 乙 。

走定 、人類吐突然愛異悒⊥U(進化 L(㏑ 否U(吐 杏㏑ 。過去爸知 θ、

過去在受li止 砂 、自分 U力 (、 過去在秉 U越充(㏑ <。 〔已悒生命体 t

L(U意 義小巧否 t㏑ 3杏 6、過去若正 L<認識9否 己ε小未采‵U明

否㏑展望悒貢獻 (者 石U(吐 杏㏑定乙 3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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