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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度 早稲田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 入学試験問題

［修士課程｝ 専門科目 中東・イスラ｝ム研究コ）ス ※解答は別紙（縦・園）

1. あなたの研究テーマについて、使用する資料やデ｝タと、研究の方法論を明らかにしながら、説明しな

さいc

2. あなたが計画している修士論文の読者について、次の間いに答えながら、説明しなさい。まず、あなた

が修士論文を書くにあたって想定している読者はどのような人たちですか。その想定読者たちはどのよう

な関心を持ち、あなたの論文を読んだ時にどのような点に魅力を感じると期待されますか。

3. 次の語句の中から 5つを選び、それぞれについて説明しなさい。

①王書（シャー・ ナーメ） ②イスナー ド ③カ｝ヌーン・ナ｝メ

④ス｝ダ」ン ⑤キプロス ⑥黒海

⑦サイイド ・クトゥブ ③ノ〈アス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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専門科目

中東圃イスラーム研究コー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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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円白山… 叫……一 一一。白 山町四回目白山………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昨

一一白聞司一闇司同’司両－.牛－白凶町4叩凶町m叩凶－一一 一一一”，……喧一一…一一悶司一悶…v一一一”..開4 必凶…m刷凶 町昂ム白町ム白ム白ム白ム白，．山 一－回届一一一m 一一－陶h 一一－－白四一……叩町…悶一一 …四…ー

…一一一一一一一司……四……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司ー………一ーー回目白……一一一一

』・－－－－－－－－－・一一副……＂柑M 州側同酬...........町一一四四国一－一…一一一－ -m明恒一一一一一……山一……川崎－・－・－・・・－・ I •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回開問一一……一一－－－－~.......... ~ .... ,-, .... ' -＇……伊一……四一一一一一－------m一一一－一喝回目白首』－－盟問問ー一一一…『，.••• m一一一一一…….....…l回目W 同・－－四回目……川崎

（次頁へ続く）

一一 一これより先の余白には絶対に記入しないこと一一一

ユ／4



一一一一ここから記入すること一一一一
同－~·－－－·~... 円年内一白山但町田－R· －－』ー胆苧·－·~·－· 内ー巴町内田4回一一一一I一一…一一…一一回一一回 同ーー・叩…一…I日勾一一一一一一一一－－・－・・ff－一一一一四一一

3. 

一一一一一…一一回目白－・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戸ー一回伊..R 田m • m一一…制F ー，H 町間一一一一一同一一一，.~.・ー単一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山川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例－－－－ －同町巴“町、ー…円’凶・一回目…一一一一一一……一一..........胡……一一一回…………－－・－－－ 目白山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 ·－－··~－·一一一一................ ...,.,-・-・----・-・--一 一一一 一一 一 ....._,_,, .. ..,. __ , ........... ，..＿~·－·…一一一一一一一........_, ______ 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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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一 一………ー…ー………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m… …一一 一…－ －－－一一回一司司別 問F司自ーーー司一一…伽一一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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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ーーーーl町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砂州”……町一一…......, ... －－－－－一回幽ー ・一 一一一・－・芭喧喧盟問問問巴………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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