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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科 目I日語B 系所別 I 日本語文學系三年多足 1考試時訓7月 10 日（三）第2節

一· 請將底線的漢字改為假名，假名改為漢字 30%

1. 観客席心更衣室毛在＼ 丶 ，7'7✓ 卜T斌合全L 、 丕陰豆莒1日钅元石乙匕心 。 20年氐匕｀、前、女子廿」
力-0選手泣{'Iv 7d: 環境仁耐;t t::: 。 遠征蕡力｀．支給�fl f、試合在苾�G叻6選手店多力丶-? t:::. 。 開催
中0W杯T 「 在-r,L乙:; -r /'\辶全率＼ 、 左囝禹倉麻子監督｛、選手時代這巳l'J Q)(:; 祖flt:: 経駭令
t --? 。（朝日"::J t..)

2. 戦後永6〈 丶 日本0農産物以星重氬泗·輸入規制0下下保護�fl-r�t::: 妒丶 .:.'J L大農業保護政策(:
対寸石囯際的在．非難和、高圭石中子、牛肉丶才L 、✓ :; 在匕··0果物、種l:z (J)果汁、卜7卜加工品、孔製
品等0輸入i.J'i t vp')力遷D�tt.石J:'J (: 在�-? t:::.。個格0安U輸入食品(J)消蕢量(i才広大L-C'-'�、日本
0農業泣海外匕0�.J:'J-t'J@仁�G�tl、平成仁入ic: 食料自玲率儘力口')-入一A'"f 50%在
下回石J:') (: 在�-? t:::.。（『現代用語(J)基礎知識四頂 2

3. 2017 年（平成 29 年） 0訪日外囯人旅行者1 人蚩t:: (J旅行支出令蕢目別可）仁今石匕、買物代矛 5 万
7,154 日匕最出高〈、次＼丶T宿泊賚 (4 万 3,397 月）丶飲食蕡 (3 万 869 門） O順匕在、 -? -r I. 丶 石。囯
籍· 地域別':: 4石匕、宿泊費泣 、 英囯丶才一大卜7 I} f 丶 7今〉大、亻夕1) f 、 F亻'1/ 丶 又入亻
y、米囯等0歆*豪(J)囯与力；丶 t J:'J \'® 令占 �-r \ 丶 石 。 買物代T泣中囯力丶:11 万 9,319 日匕合 h 、
前年': V. �--? --5· � ® 最＄高i)'> -? t:: 。（日本囯土交通省観光白書平成 30 年版）

4. 7 ;t 1)力0心理挙者0) 、丿夕」v•-¥-t、1/ s,, 、/匕口一 v >'又．子亻 、1/?✓ 仁J:Q匕丶無実。人1J'') -t (J)
自白在L-r L主') /'\夕一 、✓':: 這 、 大§ 〈扣甘-r 3種類苾h去寸。 一 7目泣、誰力＼刀身代扣')@)匕在
Q t:: 叻仁丶 Jt-f力丶6進/v-"f') -t 0自白在才石心(J)-"('寸 。 二7目ti、取h調rZ(J)圧力匕耐之 .:-n 寸·、
自分矛犯人T洪在\'C: 自泥L在�1;,G'J -t 0)自白令寸Q{JO)'"('寸。-tL -r三？目遠 丶 取h調rZ (J)立�
七Vil') (ii)仁、V. J: -? c: L t:: G自分力翊巳人力、忠L扣在｀匕自分仝疑m始�(12)丶') -t (J)自白仝寸石毛
0) -r, 寸。仃役仁立7心理挙0) (;i在�L』)

5. 20 世紀以後（丈丶�Jf>飛行機丶自動車在c:··-r,人0行5米寸石範固办広力丶:') 、 -tfl圭T人間力汀L令主
,lj. I. 丶 k幻、 7 大(13)場所力丶｀ 開発�ti. t:::.') 丶 旳寸GL'-'動物力遘乜艇邑(J)対象仁�fl九h寸石J:')匕左
h 、 動物t:::. 七妒!:: ✓ 干仁降-? -r \、石面）。--? .t. ;, 、 今、起色-r \ 丶 石匕'-'Vfl.石大絶滅(J)原因遠 丶 人
間0活動匕非帝仁深＼丶関係力丶、 志Q O') t!. 丶。(7工7 F、I卜）

二· 以下為書信的一部分。請將挂弧內的動詞改為待過表現（尊敬語或謙讓語）。 16%

本日愎、大変CD C 申L訳） 。

急(:: f>七在得在心事情力丶生七主L-r、急丶、-r,(2) (電語寸石） 0) -r, 寸力丶、 t'J 耘家在＼勺） （出Q)
J:'J -r,、立連絡力'--? � 主廿Iv -r, L t::。乙｀、迷惑令b妁tL主Lt:: 乙七 丶 2··')小＠） （許寸） 。

i-

近日中':: 、 改叻T、子右G"® (行〈） t:::. \丶匕思-?-r(6) (1,, 石） 0-"(' 、 乙｀．都合令叻 （閭〈
〈t=. �\, 丶 主吐/v-"f L J:.')力丶 。 米週0日曜日(J)晚仁丶主t:: JS電語令® (寸Q) (J) -r, 、 c··1 -t··J: 石L

〈£願＼丶申L上汙主寸 。

三．請用以下的表現造句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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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 目1日語B 系所別 l日本語文學系三年念及丨考試時問 I 7月10日（三）第2節

1. ,.._, (V - t::)匕乙石�<逆接＞

2. ,.._, (丈匕七力丶(cL--r
3. ,.._, 在＼丶七心限6女丶丶
4. ,.._, (v- 石） .t 0 (i力、ti 7d."、 、

四·請將以下文章的下線部分((A)(B))翻譯成日文 34% 

香港 「 民間人椎陣線」今 (28) 日發起「反送中」遊行，號召港人上街反對政府修訂《逃犯條例》，主

辦方表示有 13 萬人零應活動，民陣副召集人暕浩桓捅言，如杲政府不願撤回草案，將發起包囝立法會。

A 由香港民陣發超的「反逃犯條例 遊行，今日下 3 時 40分時從銅鑼灣 角道出發遊 ,,_至香港立

法合，示威民＾＾要求港府撤回極具 「 議的引渡棓關條例修正案， 、容宅港府以 「 ""次個案 方式，將在港

嫌犯引渡至台· 、澳門及中國 地受審，引發北京藉此進行司法迫害的疑焦。 24%)

根據港媒報導，相較於 3 月 31 日抗議修訂《逃犯條例〉遊行，這次參與人數明顯比較多，人潮揸爆銅

鑼灣超點，有民眾推著嬰兒車一家大小一同參與。由於人數眾多，民陣在警方要求提早開始遊行，遊行隊
伍末端直到晚間7時45分才抵達立法會示威區。

B) 主辦方民陣表示，今日遊行 13 萬人參與，警方則稱最高痊時 2 .. 2800 人參與，但兩個藪字都

是佔中後的遊行人數新高。(10%)

民陣副召集人陳皓桓表示，今日遊行人款只是一個開始，如果政府不願意撤回修例，民陣將會發超包

囯立法會。他也指出，這次並非各政策或困體煽動港人，而是特首林鄭月娥和保安局長李家超煽惑港人上

街遊行。

香港眾志嵇書表黃之鋒上台發了說，政府視民恋如無物，集會人數多，是向政府證明，港人並未心死，

未來能否擋下《逃犯條例》 修訂，除了取決於議會內的票數，更取決於議會外的香港人。

民主派議員毛孟靜挂出，立法會週二將舉行相關法案委員會第 2 次會議，民主派承諾 「 盡做一切」 ， 反

對「惡法」。她提到，目前人在台灣的銅鑼灣書店前店長林榮基，託她向香港人說，每人都應盡一分力，並

非只看見希望才堅持，而是堅持才有希望。

（自由時報 2019-04-28)

備 註 l
一丶 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 、 試題請隨卷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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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酊 日本社會文化B I系所別 日本語文學系 博試時閼7月10日（三）第四節
Z年為乏

一、次0)文章在読今取？克上下、傍線部仍問 k 丶｛二日本語弋答元左岂 V 丶0

1.
7亻l:::?/裁判办又�-y/夕；vft(J)這、七Ll',1/T·7-v/卜(J)分析（『亻工少廿vJ這）了亻匕"7/』h

才干書房）方屯正Li寸机迂、叩完全仁悪意邠欠如L元狀態弋巨悪邠ft岂机 5 石可能性邠露呈L�乙克'tt> tc:.。ft巷ftG
::i. ,Y-y人0)大量虐殺匕如办和--:it::..7 -1 r:? 1/0)問題/j:、彼0)悪意弋吐ft<、「想像力(J)完全ft欠如丶他人(J)身仁
ft叭他人0立場如5世界花見石能力(J)不全j七J-.;.ft. 岂机克力蓬渼辶

技術 c/7'子A邠人間的制御k想像＠範固在超之花時、7亻匕?1/(J)問題酞花色心石人間m問題七Lt共有芒

机石二七匕忿石祀石5。毛旳意味-C-f:t核戦争(J)悪夢 t同L二七f:_o 了〉夕＿又仍予言匕上机図毛机吐「歷史上:

机主t存在Lt::.二七(J)ft. v丶、最忘憎L母在伴七f詁丶戦争匕左忍」這干汔。

子5、二吟七巻「悪j酞七這亭自然 匕七人間匕七帰厲L得ftv, t (J)七左石t戶s')。毛机呔叩「汔又子A的tt.

匱七／、扣机七机全員匕共有紅璋二七(;::�江。

「私t::.. 七(J)行＜手老阻它大災禍這、人間0)悪意亭毛0)愚力汎八�(J)結果七心? J: I'.)志、心L-6思慮(J)欠如

(thoughtlessness) (J)結果左(J) t. 之＼七Lt仍災禍赤避吋办克心運命(J)上5仁見之石七L左5 、 毛扛図子(])災禍恋

息七上I'.)- 勺 (J)宿命 c Lt売石力達這訌）子這f戶丶。tV) G� 石領城旳多種多樣左決定、 悪意亭工刁亻犬AJ: 勺七麪

辶石近視眼弋七-0 t特徵弓启5九石啟k(J)決定茄、自己外在化ft. I,,、L自己超越旳另力二犬上仁即Lt、屹立才石

全亻本定構成十石力達寸t(J)弋功忍。子二----
cOJ悪這道徳的t七自然的t＇色f戶丶。毛m第三種仍悪在、私（立 、〉又子A的

左悪七呼圀5。子旳形態酞聖左忍七(J)(J)形態之同一戶ft. 忍」(=j'::1 J:::c ::1 -{ 、 前掲書）
二二---

e r聖左石七旳七這人間m暴力邡人間自身旳外匕匱妒扛t::.. 屯(J)花V丶') J七岂机丕t二的仁、1/又子A且聖左

石七m之同等＠位置匕蕊允机石二七匕左石。
力ft.v t�6 -:J。芝？、二仍上?ft,/ 7--子.b.(J)亻另一、2這 t::.. t. 己乞匕＠村上春樹(J)問題意職在連想岂甘才匕懞才3'> 丶.,, -

例之迂村上這次(J) J:')匕発言L®毛L弋我kl土J..;..!vft多如机少ft.;加机、毛机宅扛仁之-0 t (J)硬心大巻淦壁i可直面

Ltv丶石(J)"1:T。子(J)壁吐名前在持--:i tv丶主寸。子机這『1/.A子＾』七呼迂札弋心主寸。t(J) 1/ 7-子A卮本采

這我k�護石～意吐于0)屯(J) "1: 寸 L力吐_, ;l;:i石七巻仁卮子九邠5虫D立七L弋我k在殺L丶 我k匕人在殺岂甘石
(!)"1:T。冷t乙＜、効率上＜、毛Lt:--'7--子7子-1 o/夕｝之tv、石。（「壁k卵一—二；k廿v.b.賞· 受賞(J) iV) 1,, 遺勺J

『村上春樹雑文集』新潮社）
七石瓦1/又子.b. /:i----::>芍訂訌丶。政治〉又子A、経济〉又子＾（去/A子＾ 、 電力〉又子^毛(1)他無敷旳〉

又子么邡扣机和机右保護L---::>勺包西Ltv、忍。L妒l,, 1/又子＾＾仍依存邡強吋机卮強V丶fl c·· 、 /A子上旳抑圧七

拘束且強＜左叭扣机扣机仍存在這匿名化岂机弋�<。
丶〉久子.b. f::. 呔「顔j茄f戶丶。毛机這儷在L�訌屯意識岂机石二巳訂戶、神m位置匕売勺左赤6扣九和fl,(])分

身匕過巻左v丶七V丶5奇妙左出自花持-0 t I,,、石。子机沙之V-c t::..V「泛又子A的左悪j斛生L机迂、七机七机這1::.

泛乞仁共犯関係匕扣妒机石二之匕左石汔巧5。
欲望仍 v.r-:::步弋扣机扣机在內在的仁支配寸石的办「父m名」c'iV)石k寸机厄、、〉又子上匕「父仍名」卮左V丶0

〉又子A這観念亭象徵在介Lt扣机扣机在支配寸石J:')左存在t，這左V丶。子机図欲望訂扣公〈欲求之L、5水準仁
訒丶弋扣机扣机旳身体匕働巻妒吋、快感原則｝之仍今七o弋扣机扣机奎動物化才忍七七七仁、不快岂m境界在張0

巡巳Lt<主ft<包匣十石t之石5。
V、5圭C'b ft</ 7--子^子(1)伊(J)1之｝訌丶妒左石「悪意j屯存在Lft.v'a 毛(1)意味弋〉又于＾這亻面值判所巳土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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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 I 日本社會文化 s I系所別

第 2項，共�頁

日本語文學系 I考試時間 I 7月10日（三）第四節
三年級

離岂机石。電力 、〉又子A匕悪意力瓖這寸tf'七、誰0之0予想Lt:之者酞L、ft允-? t::.。L允L、 O七t己｝「地震j苓
「津波j之V、5自然的左悪歩作用才机這、二的 、〉又TA這毛0)悪在何倍仁心增幅L弋掂散L垂机流寸。
L力達) {-(f)「悪j図、丶:/ 7. 子.b.{-(f)七(J) I二本質的仁備和今花心(f) ... ('&1)石茄沙之匕、、Z又子A毛(J)七0)在鹿滅L

f,t_l,、限 n 、 破局在完全匕防＜、 手立-Ci士左心(!) f:_丶。子(!) 1/又子A在勺力達5七、石 ｀｀ 司祭t二�"茄1/ ?-子么保守O)f:.�
匕公然七噓在---:)<存在--Cib石二七斛知机渡今九今 、 彼5力達注U正 c·· "正Lv \説得＂ 在L J:: 5七心 、 七（士亞耳老貸
寸者這L、1J:l,、花石5。

子:上三石土言5。「＠未夹/j:私t乙七0外部匕光石。毛九吐私t乙i:J� 自分自身(f)岂5仁上.,......c 押L上If, 人閒
(f)歴史全体在見渡廿石J:: 5 本、扣毛G<氐歴史匕意味吝付与弋巻石J:: 5 ft眺望在見出岂it-C<机石糙子弋毛布
隘＠未來酞私t己:) /;: 七-?-c (1)聖ft石心(f)f::。毛机這善T七悪--ct 功V) 5石护、私f:_ i:J這子机在功鬪屯的予測
弋巻f,t_1., 丶。t:. 泛私t二色這子机仁、原始宗教邠神仁対L-C抱V丶-Cv't::. (1)之同匕気遣心、同L蔽身在捧汙忿<--c這左
Gttv 、(f)疙j

二(!) < t-:..'VJ 1:. 至-? --c、.:y-·.::z. 1::·.::z. -1母f-JJ,G反知性主義寸九"'ttl,(f)主張匕接近L--Cv丶石J:: j匕母之石仍這私m気
(f)甘b丶茫石 5 叭 L妒L問題這、和机扣机力通）破局在心如匕）了」因ft感情七七毛｝乙思心描巻 5 石力,, :. (!) 一束仁
力叻•-? ... 忥丶石(l)f:.己未釆仁:. (1)身宅捧汙上 丶 七心扒心岂岂力弔瓖((.:.t思之石提言卮、未來仁向甘允倫理観
茄、人k (1)行動在伴和f訂廿咽i*-?t:.<無意味c'&i)石匕心 5 確信，乙華--j<毛(f)f::6 5 。 （斎藤環『原発依存(f)精
神構造日本人tift廿原子力歩「好巻J f,t.(!)-JJ,』、新潮社、2012.8、P.38~P41)

® 問l,':」、:.,-;- • 7 - L,., ✓ 卜(!)分析I::�九rt、L丶t>l'P'@「'YA子＾的tJ.悪」七I土伊」元rt「工
夕七人0大量虐殺仁力叻、t,-::,t:: 7 ,(匕�:.,(!)問題I忠彼O悪意�ra:tJ<、「想像力O完全
忿欠如、他人O身(::. fJ. L)、他人0立場力、5世界老見石能力0不全J c 3-J- f J. � 九f=。.:.二t
(!) 「-YA子A的tJ.悪 J(!)意味合L丶宅更仁他O二、三(!)例老取U上吁、相対的仁対照比較芒
廿、検討分析老行-:,tll-J,��l,丶。 (15%)

© 問L丶：村上春樹0問題意識c Ltla:、L、t>f柔「我q 113-J-/v f,i. 多办九少tJ_力、九、子九毛九t=
七-::,-C(!)硬L、大吉忿壁I可直面L-CL'{:,(!)� 寸。-f(!)壁Ii名前宅持-:>-CL、宗才。-ftl.11『1/
又子＾』匕呼l詡1,-Cl,\宗才。J七L、5、-f(!)相対化 �ti.7a:, r壁j七Lt(!)「1/又子.b.J七｀
力、弱扒存在t苾石「卵」c Lt(!)我夕市民t=-; (!)身体性｀殺才'YA子＾的tJ.悪七、殺芒九
石卵t=右O 圧迫感七(!)両者老更仁実例老挙I-ft丶 説明L丶 検討分析LfJ. �L丶 (15%)

® 問L丶：「未釆11私t:: 1=> (!)外部 r::.」苾L)f,J:.tJ< i;、更I二「未夹11私t:: 1=> I::. c -:, t (!)聖忿石屯(!)
f=J七言L、切-:>tL李?(!) lifJ.ift=�? 力丶。未來1二対寸石「原始宗教力（神1二対Lt抱扒t
(, ,f=(J)七同匕気這扒j七lic-3 L、?�?fJ. 精神構造宅示Ltt,,7a:, 七思?(!)力丶、干.:I. I:: .:I.
,((!)主張。主旨宅簡潔仁李七的 t把握L忿�l,、 (10%)

© 國：干.1巳.:I. 4 (!)反知性主義才九寸九O主張c Ltli「破局老 L、fJ,1::. 1) 7 J國tJ.感情七
七屯I二思U描吉?Q力,.. -;::.(!)一 盅1::力、力、-:,-CL丶Q(!)f=J七言 5 。-f(!)�? f J. 自棄仁満右t::
言葉Ii:未來1二向rtt= c-3 L、 5 形O倫理観宅示L-CL丶?;;,(!)力＼我q ra: c·-3�-:, -c 1J ..,, JvtJ.
感情老毛-:, t破局老 思扒及Iv�描< .:. 七力勺莒笆??;;,(!)办、更I二嚴密忿意味七Lt、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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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斌 科 目l 日本社會文化B I系所別 I 日本語文學系 考試時間7月10日（三）第四節
I I I 三阜級

L本�L丶。(10%)

2. 

日本這世界七最七成功L元社佘t心(J)t:. 石5如？ 二人左問V、力斗才這七5子机t:. I寸弋馬鹿仁岂机石之石5 L、朝

食在之I] I, 訌翌戶：机在読!v--C--v丶忍皆岂Iv/土7'70 、:1/ C: 吹巻出L--CL主J (])汔石5 (主左最初妒色子(]) -') t I]弋聞＜

切tt='邠）。日本仍社佘這成功例f訌历瓦t:.今--C? 子j,JIt(])且、日本0)経济停滯亭財政赤字亭企業0)衰退匕勺

v丶弋散友聞力達5机t吉克二<'.:'.0)正反対U亭左V丶 允。

日本在<'.:'.-- J思5 允 、韓囯亭香港亭 了另）力(]) 1:::: 冗乙字丶7-?/'匕尋拉七治机亡、10人中9人苔悲U于｝二首在才辰忍 t:.

石5。令t之法」ftG/-;;:,,,-7•'歹于1/ ::z. (])洪水被災者匕向吋石上5左、 痛主L尸表情老浮力立這：。

「功仍囯図本岂仁悲Lv丶 二七仁左0--Cv、石。完全匕方向在失--:J--CL主夕弋V丶石」

二九氐://方示－／以乃七花石高名左外交官护最近、筆者仁語？左言葉t二。
日本:(J)衰退老主張寸石(J)fj:簡単ft乙七祀。名目囯內総生産(GDP吐扣上毛1991年V-"步匕花石O)f:今力屯。 日

本赤失".) t:::. (J)卮10年辻埠石力", :t3毛G < 20年t::.tift石(J)f:己石5 <'.:'. 思心知6岂机石、嚴肅ft事実泛。JP千］戸叭/

匕上石 七、1994 年時意弋全世界(]) GDP匕対L--CEl本茄占約克割合這17.9%。、毛机斛昨年卮8.76%匕半滅L--Cv丶

t:::.。甲王同口期間匕日本茄世界旳貿易高匕占lf)t::.割合吐岂6匕急落L、4%匕主七減今--Cv、九。毛L弋株式市場這

未t:.'/二1990年水準旳約4分0) 1 C'泛夕八夕匕弋V丶石。7'7曰土了二7」v . 又匕刀、y卜老奪5七(]) t之＼日本這「魔
法j力這旦t--CL主".) t::. (])克它上＜言扣机石 L、投資家之乞這、 日本企業方江、-') (J)日力平t株主差最亻憂先才石J: JI二

左石七V丶 5 幻想在勺 v丶仁諦YJt二。
二5 心:')-連(J)事実這屯乞石瓦何力只.,, 7)>(])二七在語今 --Cv\6(])克力＼子机酞実這部分 的左話仁過巻

、

ftv、。日本

匕勺V丶七悲L(·f(::.首在振石人f己? (])思V、 (J)裏匕櫺、前提七忿石思V丶迏石妒二夕功石。5 主〈行今七V丶石経｛吝之V、

J (J)栻、外囯企業斛金儲目L易V、環境仍二匕t己－－之V、5思V、迏治力凳尺：夕。 毛的尺度弋計机卮確妒 匕日本卮失

敗例弋、戦後亻弓夕辻輝妒 Lv、成功例 t:.。毛L弋屯5一夕 、囯家経济(J)目的已土滾力范兀目匕(])競争匕勝?二七t:.
之V丶 5思V丶迏今七尚态。

別(J)観意匕立勺ftG, -'J主D囯家戶支害庇這自囯民匕奉仕寸忍 二七仡它v弓立場 匕立7左\妒左叭霎5光景

茄見之t<忍。t:::. 七元最息狹義的経济的視煮护6眺叻t:::.<'.:'. Lt七。日本仍本音m業續這千7v亭人口亻亭r帯(J)裏仁

隠机--CL主今 亡丶石(]) t己方＼一人至t二I]0)実質囯民所得在見机糯（囯民力、本蚩仁気匕L--Cv\o(J)這二二亡）、事
態這子机i正七潽音v\ b (J) c'悶左＜左丕。

野村証券旳子一7 工 :::I) :::;;z. 卜、 示一」v•:/7一刃天涵主七叻t二 千一夕匕上石匕、一人蚩t己)(J)実質所得弋計

今免E本吐過去5年(J)間仁年率0.3% t'成長L--Clt丶.:s (]) t: 亡。大Lt:刁攻字匕i計閉二之t1-1,,丶妒七L机f戶弓', 7}彗力
(J)啟字卮 屯今 七悪V丶。同期間仍一人岂t::. I]実質囷民所得這0.0%L允伸翌弋V丶ftv、(J)泛。 過去10年間m日米(])-

人考t:::. I]成長率悶共｝己年0.1%--r:---r今k同匕茫。 7)0力(J)方歩良力：允時期左探寸 匕辻訒年前仁遡Gft< --c辻

左的位V丶。20年前卮了另》力m一人肖 t二D成長率1.4%匕対L弋日本t土 0.8%t: 之夕左。 日本办約20年忙和 t二？弋
苦L几訌丶石間、了另U力這富(J)創幽口訌(這正本右上回0左7.)>'-t (])差這岂璜匕弋悶左 允夕t:::.c>

尘GDP泊江遘粒達O物差L弋泣左心七、 日本人毛J: <言心t邙屯。t:::.之之這日本力這：九茫吋安全？（青潔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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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

科目
1

日本社會文化B
i
系所另1

1
日本海

文｀燄 1
考試時間

I
7月10日（三）第四節

世界七心 一 流m料理茄食r--::.G机石、社佘的対立O少ltv丶囯如在、日本人自身邠言'.) (T) t:. 丶。毛几忿二七匕二巨扣石
日本人泛筆者）氐、('f<、、宇煮之切Gft v't::·It t:::.·c: 言和机It.v、t:::. 的(:::.t、妒今乞"J L克確力,ft于一夕在V、< -':)
力丶才3教之L J:: ?。日本人辻麻力、(T) c:''O)大巻左囯(T)囯民上。息長<生吉0 o 平均夸命吐実}:::. 82. 仃歳七、了另9力人
0) 78歳J:: VJ千今之長V丶。失業率5%七V、? (])這日本(T)水準允6寸g七高v丶-/J:;'多〈吟欬米諸囯旳半分t::·o 日本力;
刑務所匕収監寸石人欸這相対的匕比較寸石七了另）力(T)20分(J) I c·L力寸tv、力＼毛机7毛日本這世界-rt意b的
t犯罪(J)少Itv丶囷f盂

昨年m『二二 一 刁 一 夕· 夕-{ AA.』,: 文芸評錀家旳加藤典洋教授茄興味深\,,丶記事在寄稿L-Cv、t:::.。 0加藤氏凉
日本邡「永久卜成長期 i乙入-? t.: (J)f;. 亡它提案寸石 示又目成長期(T)日本t辻無限°批大七尸5幻想卮消之去[
代b VJ I乙毛0 C: 深遠弋大事f計面值観茄tt.: G岂机t.: (T)祀七言? (f) f;, 己消費行動在七GIt. 心日本(T)若者t:::. t-;i且 r夕
夕〉廿-{ ;i;、運動0)先頭匕立o七V丶石J (T)花

｀
匕加藤氏m主張這、汐3十廿✓·7弓y七✓(J)小説『Freedom (自由）」

匕登場寸石変人m物言V丶匕少L似弋b丶忍。 方才」巨夕一. /'\一夕方亡／卜、 七V丶5勇気葯石変人這、叩成熟Lt.:経济i乙
卸1石成長 rowth)糾士成熟Lt.:生命体仁扣甘石腫瘍(rowth七同匕弋、毛机l計建康Itt (J) --r: 吐本<jj✓ ft (J) 
t:. 七主張寸石(J)f-!_o 「日本fj:世界2立--r:ft. < -c t 1,, 丶V丶。 5)L--r:tt. < -Ct 15立--r:tt <弋七心心。七o七大事ft. 二七
匕目在向甘石時祀j七加藤教授吐書V丶弋V丶石。

日本這出遲机九囯七V、? J:: ".)這眇L石壬乎」vJ;--;z. ft(T)定之V、5意見匕、7泛7専門家{T)/'\卜9、；；夕．又':: 7-. 
氏心贅成寸石。 「近代化0)t:::.'tJJ I訌之必然的仁、急激仁歌米化L左< -C /:tit G lt.v丶七V、5衝動在、日本/j:克服Lt乙。
中囯這主泛二(T),亞T遲机弋1,,\6(1)-C、追V丶勺力違t< -C/itt.Gft.v丶」。又�:;,., 氏卮、非西洋(T)先進囯(T)中--c·�虫自(l)
文化亭生活習慣在七。七七守？弋耒t:::. (J)這日本t之七t言5。

t二t::·L、強弁這禁物泛。日本這自殺率办高＜、女性仍役割斛限6机弋V丶石囯It.(J)f-. 之扣6。加之七、日本人赤自
分左七m幸福(:.-':) I,,、 --c7✓,Y一卜岂扛弋返寸答之母、21世紀在迎之七寸今力達）安穏c L-Cv丶石囯民(f) t (T) -c母決
L -C ft. 心。日本卮毛L允寸石七、殘0少ft1,,、時間宅削 0 弋過之L-Cv丶石囯ft(T)力、七L机It心。公的債務這世界最
高匕忒」曰It(T)克L (t:..t-�L外囯＾刃亻昔財斛這七Iv t•'ft.v、(T)這大事It. 二七t之茄） c 今＠日本栻巨額忿預貯金旳上t'
(-('一居眠0在L -Cv丶石(T)f今庄絵料旳安心今m若者世代力達：ht�ttO)金在貯的石仁図、岂宅苦劣寸石＝七t:.
石5。

経济仍活力在內外匕示寸二七方遺回家(T)仕事汔之1,,,?ft G、B本囯家旳仕事今U拭扣粗末含扣主"J/t.v' a L妒辶
仕事办葯石、安全匕暮5廿石、経济的仁t毛机店V) --r: 長生意力汽達豆5 七V、5狀態在囯民匕与之石(T)-/J�囯家(T)
仕事t::..它V丶 5 心6這、日本ii子机坻c··uc:··1,,丶二七仁以ft. 0 -CV丶ftv、(T)克,0

(T- 1:::·· -;; F·1:::·;J :,,, �-「成長才和i-JJ遘邠人生--r:I如ftv丶七気--:51,, \ t:. 日本J "7.,(十y泛 -t Jv . 夕,{ A;i;·,, 2011年
1月5日初出翻訳goo:::::. ::i

一 7-. 2011年1月7日） (htt ://news. oo.ne. ·/article/ft/world/ft-20110 l 07-0 I.html) 

© 問L丶：「加藤氏fi曰*力{『示又日成長期』1二入'?t.: (J) t=. 匕提案寸石。示又日成長期0日本
�Ii無限O掂大七l,'? 幻想I黏肖元去L丿 ｀ 代t., L) f二毛?C:: 深遠t大事t,i.個值観祁毛t.: i; � 
九t.:©t=.七言? (J)f=.J 。子九�fi、.:: .:: � 言5 「無跟O掂大c::l.'? 幻想」仁取-::>-C代t.,{>

「深遠t大事t,i.個值観j七1志 c -3 t. 、 5 形O「成熟 �t.: 日本(J)新t.: 本姿」匕考元{,� 吉
力\ .. ,t-(J)趣旨宅把握� .. 解积検討老行'? -c Jj. t.;. �l, 丶。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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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語文學系 博試時間 7 月 10 日（三）第四節
尹

3. r*'✓ 卜埭世0)中変元fJ.L 、 C..:. � 办、 也�L� 悪< L-C扒�J批評家·東浩紀邪振L)返石才丶':I卜刁�.:J..
二子-{0)10年

村上隆則 2019 年 05 月 28 日 10:59

批評家·東浩紀氏仍工 、；；七亻在集約克著書『＠丕＜考之石』（河出書房新社）茄好評 t二＼同書仁辻 2008 年妒巳

12018 年0)閏匕書妒机克同氏0)文章方造3岂約6机了非叭子0)考之刃変遷老迪石二七方只荳「石。

今回、同書0)內容匕加之、二(1) 10 年0)「* o/卜七政治J 0)関係亭、 今後注目岂机弋V丶＜毛葯石5新t::. ft :::i�:1 

二子-1 0)可能性匕勺V丶七、東氏匕t::.0給D之語o弋七6今九。

変七-? t. 二(l)l:t「＊丶；；卜在使 5 七新L心時代茄作机石j七心 5 希望(l)有無

尸一二(l) 10年、形在変元t詡凳泮萇k本活勸老L--C巻t乙七思心主寸茄、扳0返-? --c :J-; 弋V丶力叻只5寸力丶

t七屯之亻業這難Lt-丶夕,,(7
0
(I)哲挙华批評在亭石七二石妒5又夕一卜L主Lt::.斛、 牙y口2/(編集部注 東氏赤立

乞上汙t之-1-"'✓卜、出版事業在扣二f,tj企業） cv、 5 佘社在亭0始豹弋、今主'T:(J)哲字之妒批評<T)言葉＠隈界七

V、j (J)它強＜意識才石�j/乙f,t� 主Lt::.。

大字人亭物書意花亭今弋V丶石間這、付巻合5人這編集者护多允今左L、読者匕頻繁匕佘5扣吋t七忿V丶。 毛m皝

者訌艮定岂机弋V、t::.(J) ... ('、助主D言葉旳限界匕気护付妒本力>0t::.。
护〉口〉在作今弋以降、本柬m哲挙令批評cv、5七(J)/j: 屯今七広L、形(J) t (J) t二七強＜思5上jf:::_/,t� 主Lt二。 子
二7自分旳表現七変之弋V丶＜二匕t之L主Lt二。

f------ 東岂/vf之＊、y卜時代O論者七V丶 5 見5机方�T石二七毛多如".) t:. 之七思心主寸。 ＊、y卜宅通匕弋発信在才石

匕心 5 乙匕｝乙-".)l.,丶弋吐、,:_ <T) 10年、 c:''!vi, 蝨変化邠a;".) t:. 乙匕扣考元弋寸沿

CD 10年前七今七-C-t-::i七疝違?,亞這、 璹、y 卜在使5七新Lv'時代邠亻乍机石j匕V 丶5希望(J)有無汜匕思V 、主

七僕吐子(J)希望卮毛 5 ttv'匕思"'.) t心石o

七七石允、多< (J) 0七赤今t，心毛5信匕弋石--C-LJ:)L、部分的匕ii J:: < ft石部分七左石之思V 、主寸。 汀机E、
社佘全体匕L弋酞、結局木、；；忙�SNS邠普及Lt毛、毛扛ti吋-C-fi世(J)中J:: < ft石扣吋L, �ft尸ft丶七尸 5 (J) 
辻:::z /七y廿不力只：机弋巻f:,(J)-C-1士ttv丶--C-L J: 5 趴
僕悶 1971 年生主机弋、Windows95 力�7•'一 Af之ft今之k鉭乙 24 歳＜叭丶。 主岂匕亻〉夕一名 、y 卜赤世界在変之石

上子才在目仍前弋見弋含花世代t:.今九m弋、本、y卜弋世內中在上＜寸态七Lt:二6自分t:.:: 乞m世代而第一 陣t之石

5、 巳丐自負斛疣n主Lt之。
実際、2000 年代這僕七 30 代_c丶若L、世代七字、y 卜刃力弋世旳中在変之已机石Iv L 亭左L、力遠：思今---Cv、九。 子L

七了毛1v左二七忠言？克iJ L主Lt二。 匕二石妒毛机｛立夕;1,t三t二。 少左＜之忠、子几左単純忿話L亭左L、乙 丶 5
二七办扣力、今弋巻t二。 -t (J)中T、僕自身、元気(!)It ,1,,、二之在言J(J)--Z:/忒左＜、屯5少L深＜足元在見 .,,..,)的忍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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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試科目丨 日本社會文化B I系所別 日本語文學系 1考試時間 7 月 10 日（三�;@-�令

芍緘I I 
匕変b-?--Clt丶含主Lt二。

尸＠廩、；； }- --c-世(1)叩邙変和�ftlt汀匕思0tc�笆。力寸J- /-;;l:7公Jvt.己-".)t. 己庁CLJ: 5 力丶

全和討攻多<£Y)今左七思心主寸茄 ． 、U泛？挙汙石七寸机吐＠震災(])&) C: (])囯佘前〒壬弋才加 0 @反原発力、

G SEALDs仁至石流九。僕(1)中-c: f:t&>h力可弓洛t己-::>f'..乙(])赤七弋`大巻力它寸乙。同E頃丶世界弋辻7弓7°'(])奉匕

妒二＝ 一 3� 夕(])才::\'-.::i..1�-1 • 力才 一」v.7. 卜) 一 卜匕力珝珝)-::>弋、日本(]) 佘前〒壬`主t::.毛札6七同匕SNS

在使-::>t:. 祝祭型(])7'�寸:.-::> t:. 乙。2010 年代匕卮毛j v、今t之子
、

壬茄世界中弋起巻圭Lt二。吋机E七結局図、一時的

匕盛0上方弓汀2吋弋、滾匕几匕何t成果办出干匕忘机岂6机--CL圭5。日本弋屯-t-S--C·Lt:之。-t ".)心5光景在見

七木、y日:t�祭v:i�作石二七L力汽達沆凸沱思5 J:? 1:.tt� 京Lt::.。

SEALDs七-s� 允k持続可能本組織匕育--Cliv ,1,, 丶七思-::it::.!v-C寸吋七
｀．

加。--c·tft.· 甘办解散寸石(])-/J潰馭丶J..f t:. v 丶左

話匕ft今--CL主L、圭Lt二。持繞可能左、而倒ft. 二七這母人左亭G ft.It丶!v-C:寸上拉。

尸—確泅：：、一過性0)集主f) t-f:. 吋-C:ft<、7f..-::> c 志ft<tt i:,� 允匕続fttv丶-::> t、糸文 �i:,J: -::>匕弋毛変之

石匕加、-{-? v丶? :. 匕老目指L-t忘V丶V丶k思V丶京寸扛

日本m場合、七七t七m同調圧力m文化七SNS邠< --::,---::,1,, 丶-CL主0 f:: 九的仁、七＜匕「祭0志向J (1)時代(,: ft 

今弋主寸拉。

七t二允<、V丶石lvft人力：同匕方向在向心弋V丶弋、It-一。七盛D上茄？弋、寸('f乙忘机--CL主 5 。t'L, --c、'f:J J: ".) 

巳違5意見(1)人f::.色�"J-;.lv左弋心匕'dJ--C、心匕'tt>Gn元人赤7力?1/卜花削除Lt::G寸c別(1)標的宅見？甘t

(1)綠0返L。削除Lf:::.7力力y卜(1) .:. 七ftlv弋翌日仁吐誰毛竟元弋ft心。

®*、y日士世(J)中変之ft心�-:. 石力\心L-6悪< L, 弋心石-SNS t'栻議論辻弋昚ft心?

弋意主廿人拉。日本T這原発事故I]) di) C:、原発仍是非茄譏論匕左勺力斗才主Lt乙。@it机E、SNS上弋酞di)-::,匕V丶

5間仁 発贊成派匕反原発派O罵D合t,'f之tt.0--C L京0--C、対話毛何毛生主tl,ft.< tt. 0 --CL京-? t:. 二。Jj..ft, 邠毎

日同匕�-? 一 卜可5検索在力、l寸弋、自分匕違 5 陣
丶

0人在見今吋-Cl士又夕弓.b. =a: 如甘七潰寸、毛lvft. 二七 =a:�

D合5 tfJt(J)道具f;::-_ft 0 --C L *-::, t:.。

子I]),占f吐、＊、y日1世0中変之ft t, 丶七｀ 二石允、眇L石悪< L--Cv丶石。7工亻夕::;:.. ;:I. 一又七力還七（卜卜夕．步一又

七b丶扣扛-CL, 丶允現象弋、 二九七b丶京吐母t,t_;b妒-::,-Cl, 丶石二C: t:. 七思L、主才。

卜— ？亻--J-.A (I)亻j.-1/力沔s<t�-:i--c L-主-:>t:..乙lv-C-Tb.

SNS吐人k(l)生活在窮屈匕L --Ct,、石。亻〉夕一＊、y卜在使今弋七、人間這全然賢< it Gt, 詁丶。紗L右愚力叱¢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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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增幡岂机-Ci,.,、< t:: 吋。 肖t之0前...e寸力\世(J)中在変之石t:.:. rf)匕悶、 京寸人間在変之本吋机迂L丶l尹忥L丶。 新L,l,,、

技術矛釆t:.;力達6新l,, \;、世(J)中力泊耗見寸石七v弓七(J) ---c-/j: f ,t l,, 丶O �Iv左非常匕1/1/7勺口ft二之老感匕続吋克m年

弋L-t二。

SNS以外這�- 5 -c: 寸力潛

問題1:t「V7」k夕-1 AJ茄重視岂九寸菩弋V丶石二七 ---c--t。 V丶V丶力、元九迂、 J-J-tt. a評赤�(1)佃值在経視L才爸弋心

石。 左汔口 y力7工（編集部注．歹〉口〉赤運営寸石,1 .r<✓ 卜:;z. .rs'.'. 一又）弋這戲画m中継在亭？弋V、主寸妒、毛

(!)7'口夕丐，A ... ('這、 ::I ::: 二二夕一、/3 :..,,; 二這一 定m時間力翊弔遷）二七在前提匕L--Cv、圭寸。他人0)意見在理解寸

石t:. th(,: 這3分(1)/勺7-示亻〉卜--c-1-;t夕2左1v-e寸上。 毛机弋吐、 自分力這望）人匕期待L--C\, 丶石二七在確認寸石

t:.'lt--C-終ib0--CL主5。 人格赤見之七二ftv、力今、 �J:: 0 c: ---Ct違5之思今九6攻撃L--CL主5。

二机吐J: <心5丸弋寸茄、 夕y口Z力7己士、TED ft G 3分弋济迎七二石在3時間力斗寸弋亭石場所弋寸。 歿0

0) 2時間57分7何在亭今--C v丶石力這成丶5匕、 子(1)3分仍背景匕允态人格在見甘弋V丶石和吋弋寸。 左廿子几店 －

見無駄忿二匕在L--C\,、石力達：心5七、 t(/)上?�詛邵分允花石匕泛之之t(/)人力汨面塞今t二二七左言?左n、 ：：：久

在L t: 二IJ L--Ct, 毛(l)背景旳文脈斛和力必妒色下才。 毛 ?T石七、 批判寸石側t-歩今母l'. c--主0弋考之石二七

斛弋巻石。 tL--C子二鉅6対話茄始主今克0寸石。 ®毛 5 心 5 対話在作石tc.th f乙迂、 t.''? L弋毛登壇者亭視聰者

老 一定時間拘束寸石匕心5力丶 話仁付巻合b-lt石必要邠志泛

脊髄反射的左攻撃在岂九仁< 1,, 丶J:? f乙L--Ct, 丶石cv丶? ::. 七弋寸粒

生J -c: 寸。 t)tl'七勺、 牙y口y力7.:r:O)中継弋這7
。 口夕弓A這番組単位了買今弋t6J.tJ匕L-C v、主寸c 無

料公開L-C盛0上方'0-c 1,,、石七二5匕投庁鈛L-Ct6-SI正5护、L、主這另泛午 一 心中継方法弋寸。 実際匕収益性

t高V、0)力弔L机ftv丶i才E、 -t J寸石七登塩者0)言5二七I之変扣今弋含主寸。 誰t力屯極端ft発言弋盛0上方遷)::::.

巳訌鬥）目指寸.t J (::.ft今-CL圭5、 允酗丶/j:,f:-0)逆匕炎上L,ft 1,, 丶二七迂妒0考之七L主JO)c·、 議論的質赤変

h0-CL主) Jv--C寸粒。

僕這不、/. 卜這否定L主廿1v。 現t二V丶圭、 5七0)佘社七這毛5苓今弋一 定時間0)「藥駄ft部分」在tl'C'.-':) (])八y夕
-:)0) t. 戶孓入机弋売石二七老�0七1,,丶石扣吋T才护、 二Jl,、5二七在意識寸机迂＊丶；；卜七 =1�:1 二夕 一 /3 / 

在上＜寸石t=.11) (二使之石七思b丶圭才。t=. 九、 今櫺7方、；；卜7才 一 --c:?-七:.=z 1/子y 丶；；在作石人左乞屯、 匕仁妒< !) 

了Jv夕-1 .b.-C: 瞬時仁沢山0)人匕共有岂机石1f_)O)在目指L-C 1,, 丶石。 子L弋、 又＃ 一 」k岂廿七耜金在集約上5廿七v丶

5話L力几才i1,,丶。二机t�七提供弋巻石七0)0)質赤限定岂机七巻主寸粒。

確力七、末y卜上0) ::1✓ 子y 丶；；/j::,,'.:r: 7岂九石f;: If) I乙c-·1vt-1v短＜、 早＜淦o七V丶石.t? 匕感U主寸

描的動画旦亳招介L-C 1,,、忍5招邙丶V、L、 子訌酞子机灼丶L、Jvc·L J: 釘十七拉。 --C't'-t机温議論（二這名色対向
妒忥V丶。 今主0這、 77又卜志向CT) !)了J曰夕亻A力工7匕這向V丶亡丕tC0巳向b 丶--Cv 、 ftv,t旳鉅苾o七、 忿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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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 試 科 目丨 日本社會文化B I系所別 日本語文學系
--

考試時間丨7月10日（三）第四節

-C-'t政治這一番向力寸tv 丶七(!) t t Iv -C-'寸。 政治在＊、y卜忙使5七含這子二在真剣匕考之本意 �I,, 、 t寸ft心。
7万／卜7才 一-::?-赤吲j (!)廿一 七又在開発L., t〈机如北丶V丶丸子才吋七冴2。 弋七七vJ (7)之才短期的忿収益在考之
石七 、 今叮流机邡必然忿/v--C、 L., J: ?。
(https://blogos.com/article/380 I 08/?p= I) 

1)問扒：東浩紀氏Ii「10年前匕今c:.� 屯?C:. 七違? gf志『;t..•:; 卜宅使 5 匕新Lt,'時代邪作;h,,Q』七扒
5 希望(J)有無E 匕思l,、宗才O 僕li-f(J)希望烘毛? tJ l,、c 思-:,-Cl.'-QJ L .. r結局;t..•:; 卜�SNS -JJ(i子及
L-C屯、 子九和t�fi世(J)中J:: < t J 7a, t., 甘 t:�忿l,、fJ .. c:. l,、? (J)li::::J✓ 七>廿又力｛匕九t吉t::::。t
la:fJ t, 丶�LJ:-3力丶」七思L丶邠右t才-JJ{ .. -t九fa:間違?t l,'t:::: (I) fa: tJ-tf本(J)力,.. ,f (J)原因老説明L忿岂
L、。(10%)

® 問l,丶：結局、東浩紀氏la:「才:. •:; 卜t世O中la:変t., ;; f;J. l,'J七思?t:::: 吉？办ltla:忿lvf=.-:,t::::©�L J: -3 
力丶。 本廿「日本0囯佘前千壬屯」宗t::::世界中t流行-:,"'(l,\�-f;h,i; 匕同C「SNS�使?t:::: 祝祭型(I)
千壬t=.? t:::: J C:. #�(I)力\ .. -t (I) *•:; 卜la: 「氐一？七盛U上力豆汽二才＜｀ 仁忘九TL李-3 J as祭 I,丿宅作
石二七LfJ、t吉tJl, 丶、七l,、 5 社佘O繫力HJ方r::-:> t,、t、-f(J)意味合U奎嚙h締的t 丶 検討分析L忿古
扒。(10%)

3)問l,':「;t..•:; 卜la:世O中変元f,J.l,、c�� 力,.. UL� 悪< L tl.、石一SN&�la:議論Ii�吉f,J.l,、J七宙t
悲観的仁思?tL李 5東浩紀氏t苾石力＼「対話宅作-Qf::::的1::11、 c:.·-3Lt屯登壇者七視聰者老一定
時間拘束才石七l,、 5 力＼話(::付吉合b廿石必要力q泥�J七l,\? 氏0提案宅�tJt:::: 丨a:c-3思-3©力＼自
分O見解宅述�-c3;.fJ�l, 丶。 (15%)

備 註
－丶作答於試題上者，不予計分。
.:::.. 、 試題請隨卷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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