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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以下の問題のうち 1題を解答しなさい。

入学試験問題

※解答は別紙繍酔横書）

1.西洋史の任意の地域、時代における迫害や差別について自由に論じなさい。

2.西洋史の任意の地域、時代における戦争と領土の変化について自由に論じなさい。

II.以下の 1～9の中から 2つを選んでそれぞれについて説明しなさい。

1. fエリュトゥラー海案内記J

2.背教者ユリアヌス

3. 「神の平和」運動

4.アヴィニョン教皇庁

5 .ポーランド分割

6.ボナパルテイズム

7.ヴィクトリア女王

8.シュトレーゼマン

9.コミンブオノレ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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