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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背景介紹

報告人: 邱凱盛





伊莉莎白一世
(ElizabethI)

霍布斯生於伊莉莎白一世
(ElizabethI)所統治下的英格蘭，因
其終身未嫁，有人稱其「童貞女王」。

因其未有子嗣，所以皇室繼承
人由血緣最近的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
世(至英格蘭後更名為詹姆士一世)

圖源:google



詹姆士一世
(James I)

原蘇格蘭王，信奉天主教，因擔任
蘇格蘭國王而改信英國國教。

1624年詹姆士一世死後，由他兒子
查理一世繼位。撰寫《自由君主的
真正法律》和《國王的天賦能力》
等書，宣傳君權神授的觀念。說明
其支持君權神授。

為什麼宗教不同呢?

圖源:google



查理一世
(Charles I)

與父親相同，非常信奉君權神
授。1628年，因國庫資金不足，

查理一世想跟人民收稅，便與
國會簽訂了「權利請願書」。
拿到了40萬英鎊卻不願意遵守，
隔年將國會關閉， 且長達11年
不再召開國會。

圖源:google



權利請願書

 一、未經國會同意國王不得徵稅。

 二、不得隨意拘捕人民。

 三、軍隊不得駐紮民房。

 四、和平時期不得行使戒嚴法。

圖源:google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38年，駐蘇格蘭總督，寫
信報告說，有一個從瑞士傳
來的新教，國王聽了便下命
令說:改信英國國教或天主教，
但蘇格蘭人不聽國王的話，
查理一世便派兵攻打蘇格蘭，
沒想到國王竟然輸了。

圖源:google



查理一世
(Charles I)

為了籌備軍隊再次攻打蘇格蘭，
需要大量的錢，逼不得以只好
再起國會，國會不但不給還發
表「大鍊章」譴責國王的不是，
又把議會給關了，稱為短期國
會，但這並沒有解決問題，因
此再開，稱為長期國會，並於
1642年派寵臣「斯特拉福德」
去議會勸說，結果議會卻不小
心打死了大臣。

圖源:google



查理一世
(Charles I)

憤怒的查理一世便舉兵要攻打
國會，從此展開了為期八年的
內戰，也就是清教徒革命(英
國內戰)，國王的軍隊是重騎
兵，稱為騎士黨，國會的為輕
騎兵，稱為圓顱黨。國會因此
節節敗退。

圖源:google



清教徒革命

不敵查理一世的國會只好向清教徒的克倫威爾尋求幫助，
代價是承認清教徒的地位，走投無路的國會也只好答應他
的請求。

1645年的納斯比戰役帶領軍隊利用絆馬索，成功擊敗國王
的重騎兵，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

1646年，查理一世投降，其子查理二世逃到法國，詹姆士
二世逃到蘇格蘭，其實克倫威爾最初並沒有直接處刑，只
是要求查理一世放棄其君王身分，查理一世不肯，在1649

年以叛國罪處決他，查理一世成為第一位以國王身分被處
死的人。



奧立佛‧克倫威爾
(oliver‧cromwell)

當查理一世在逃期間，有派身邊的
人去蘇格蘭討救兵，蘇格蘭人也有
情有義的組織名間，但正準備要打
時查理一世就被抓住了，之後克倫
威爾便攻打蘇格蘭，這時國會卻從
背後偷襲，克倫威爾平定蘇格蘭後
一個回頭打敗了國會的軍隊，還順
便征服了愛爾蘭，愛爾蘭、英格蘭、
蘇格蘭在這時統一了。

圖源:google



奧立佛‧克倫威爾
(oliver‧cromwell)

1653年克倫威爾以「護國
公」的名義統治國家。

1658年克倫威爾病逝，將
護國公的位置傳給他的兒
子理查‧克倫威爾，但他並
沒有父親的政治與軍事實
力，便請辭下台。

1660年查理二世回到倫敦
復辟。

圖源:google



湯瑪士‧霍布斯
(Thomas Hobbes)

圖源:google



湯瑪士‧霍布斯
(Thomas Hobbes)

霍布斯1588年4月5日生於英格
蘭威爾特郡的馬姆斯堡。

1603年時他被送至牛津的摩德林
學院就讀，這是非常不尋常的，因
為當時牛津大學是給貴族讀的，他
能獨是因為他是個天才。

1608年時取得學位後，經院長的
推薦到了卡文迪許家當家庭教師。

圖源:google



湯瑪士‧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610年霍布斯陪伴威廉在成
年前到處遊歷，也因此認識了
許多知識分子像是:克卜勒、牛
頓、伽利略、笛卡爾，奠定了
之後科學派的基礎。

1621年霍布斯擔任培根的
秘書，受到培根哲學思想的啟
發，科學派並不相信君權神授。

圖源:google



湯瑪士‧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637年時回到祖國英國，
當時英國的政治和社會局勢動
盪不安，使他無法專心進行哲
學研究。

1640年時英國內戰爆發。
之後更因國王與國會交惡，霍
布斯覺得他的著作可能會招致
政治的迫害，而逃到了法國巴
黎。

圖源:google



湯瑪士‧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647年在卡文迪許家族的介
紹下當上了流亡到法國的查理二
世的數學老師。基於同情查理二
世的遭遇便撰寫《利維坦》一書
想為查理一世翻案。

1651年時，此本反對君權神
授的書完成出版。查理二世身旁
的大臣看了覺得會教壞他。便密
謀要殺害霍布斯。

圖源:google



湯瑪士‧霍布斯
(Thomas Hobbes)

於是霍布斯寫信給克倫威爾，並
附上利維坦，請求他給予保護，
而克倫威爾看了覺得這本書寫的
非常精妙便同意了他的請求。

1660年，復辟的查理二世在城
鎮巡視時遇到了多年不見的霍布斯，
竟然脫帽行禮轟動了全歐洲。並召
見霍布斯給予100鎊的養老金。

ps:當時一戶一年只須4到5英鎊便
可過活。

圖源:google



湯瑪士‧霍布斯
(Thomas Hobbes)

1665年發生了鼠疫，1/3的人口死
亡。
1666年倫敦又發生了大火，在當時
的氛圍下讓有心人士認為是無神論
者惹怒了上帝，英國下議院還因此
通過了對無神論者與不敬神者不利
的法案，而霍布斯的《利維坦》便
是被認為是無神論的代表作。而無
神論者會被處死。

圖源:google



湯瑪士‧霍布斯
(Thomas Hobbes)

還好當時的國王查理二世是他
的學生，因此國王主動出手保護霍
布斯。

1679年染上了膀胱炎，病死於
接踵而來的中風發作，享年九十一
歲。

圖源:google



主要著作介紹

報告人: 邱凱盛



1624翻譯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史》

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

1650人性論(Human Nature)

1650政體論(Decorpore Politico)

1651利維坦(leviathan)

1655物體論(De Corpor)

1658論人(Do Homine)

1675翻譯荷馬的《伊里亞德》與《奧德賽》為英文



伯羅奔尼撒戰史

這是一場在希臘的戰爭，一個是君主制的
斯巴達，另一個是實行民主制度的雅典之
間的戰爭的記述，最終是由斯巴達獲得勝
利。

以此事實來說明民主制度是無法戰勝君主
制，相信王權的存在是有正當性。

圖源:google



利維坦
(Leviathan)

1651年出版的《利維坦》全
名叫《利維坦，或教會國家和市
民國家的實質、形式和權力》利
維坦原為《舊約聖經》中記載的
一隻怪獸，在本書中比喻強勢的
國家，闡述了國家學說，探討社
會結構

圖源:google



劍(武力)

地球上沒有 別的權
威可以與之相比

無數小人，
說明王的權
力來自人民

權杖(宗教)

城堡

皇冠

大砲

戰爭

武器

教堂

主教冠冕

宗教法

宗教刑具

宗教法庭

圖源:google



利維坦的內容

全書分為四大部分

1.論人類

2.論國

3.論基督教國

4.論黑暗之國

圖源:google



論人

 全書論點的基礎

 霍布斯認為人是貪婪利己的

 題自然狀態的假設，認為此環
境下人都是邪惡的

 為了盡快結束戰爭因此人與人
以契約約束彼此

圖源:google



論國家

 全書的重點所在，說明國家的起
源並以契約來替代君權神授說明
君主的正當性(此契約是指默契上
的並非白紙黑字)

 人生而平等是自然權利，但是為
了和平與安定，人們願意將權利
放棄並交給強而有力的第三方來
監管這個契約，這時「利維坦」
就出現了。

圖源:google



論基督教國

 否認自成統一的教會，主張
國家有權干涉教會

 教會的戒條予懲處都不能凌
駕於王權之上，除非王與教
皇為同一人

圖源:google



論黑暗之國

 攻擊羅馬教會的腐敗黑暗，
霍布斯以自己的理論去批判
當時的政局，認為教會權利
過大。

圖源:google



結論

 打破君權神授的觀念，以科學的角度來闡述君主的絕對
王權與重要性，來述說克倫威爾斬殺查理一世是不對的，
卻反而讓老百姓了解到君主的權力來自於人民，對後世
的影響甚遠。

 是西方最具影響力的政治哲學書之一。



主要思想介紹

報告人: 王筱甯



反對君權神授

 霍布斯反對「君權神授說」，企圖重新建構「國家形成
之理論」，替王權辯護。

因此霍布斯著作《利維坦》一書為查理一世翻案，證明
王權來源，探討人民為何需要訂定契約。

第一代王權



自然狀態的假設

 1.人性本惡

 2.無政府、無法律

 3.人與人之間差異不大

 4.為了生存不擇手段

 https://youtu.be/W2XRhWd_N20?t=359

https://youtu.be/W2XRhWd_N20?t=359


地獄狀態

 由於人性本惡，且人與人之間沒有太大的差異，導致開
始追求慾望的滿足。

 在原始社會中，無政府、無法律，於是開始鬥爭、掠奪，
無法擁有和平、有秩序的生活。這種情況下就稱地獄狀
態(戰爭狀態)。



自然權利

 在自然狀態下，人們為了生存，每個人求利、求安、求
名，而相互競爭、傷害，這種為了生存為所欲為，即使
傷害他人也無所謂的權力就稱自然權利。

 舉例:女王訴杜德利與史蒂芬案。



契約論

 人們為了尋求安定的生活，於是訂定契約來維持和平、
有秩序的生活環境。

 但在互相不信任之下(違反契約)，契約是無法成立的，
因此人們需要將自身的權利交給利維坦來監督契約的進
行。

 並非真有白紙黑字的契約，而是互相認可的默認狀態。



契約論

 利維坦監督契約的進行，但利維坦並不在契約中，保護
人們的安全，契約成立，國家成立。



國家的產生

人民 人民訂定契約

交
出
自
然
權
力

利維坦(君王)

保護安全保護安全



重要之學說與理論探討

報告人: 呂旼駿



利維坦(君王)

 人性本惡 人們都互不相信，到處你爭我奪

 人民只好簽契約來停止互相掠奪

 但簽契約還是有人會違背(互不相信)

 只好找出一個在各方面都比一般人強的人來幫助人民保
護契約

利維坦



王與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人民 人民訂定契約

交
出
自
然
權
力

利維坦(君王)

保護安全保護安全



一個國家的形成

 在人民簽了契約後再加上君王的監督一個國家也隨之誕
生

 如果沒簽契約者，將不受君王的任何保護，繼續生活在
自然狀態

 其實並沒有真正的契約，只是一種默認狀態而已



王的功能

人民交出自然權利拜託君王來保護契約，對內維持人民
秩序、對外守護國家和平

君主擁有絕對權力，但君主必須負很大的責任，但同時
也可以享受更多的權力與利益



契約永恆

 人民一旦簽了契約就不能毀約

 一但有人摧毀契約，君主就必須處置那個摧毀契約的人，
因為如果放任人摧毀契約，這個國家將再次回到自然狀
態

 因為契約永恆有效，所以霍布斯用這點來替查理一世翻
案



世襲制

 第一代利維坦是最令人畏懼的，所以人民必須遵從領導

 因為契約永恆有效所以第一代利維坦逝世後王位就傳承下去
第一代人民支持第一代利維坦

第二代人民支持第二代利維坦

第N代人民支持第N代利維坦

所以在查理一世那一代的人民必須支持查理一世
否則英國將回到自然狀態
然而清教徒處死查理一世是一種毀約的行為



能不能換王

 基本上君主是不能換的，除非:

 人民亦可以重新拜託新的王來結束這個自然狀態

1.君主昏庸無能

2.國家重新回到了自然狀態



人物思想對當世與後世之影響

報告人: 施宥成



對當世之影響

 為查理一世翻案，且用科學的角度支持絕對王權

 提出契約論來解釋國家的形成，打破當代傳統《君權神授》
理論

 影響後人的理論 EX:洛克 盧梭

 契約論 洛克、盧梭理論 當今民主政治基礎

 現今民主政治的基礎雖源自於霍布斯的契約論，但事實
上為洛克、盧梭修改後的理論而衍伸出來的



對後世之影響

圖源: google圖片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立國際聯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成立聯合國



國際聯盟(國聯)

 第一次世界大戰(歐戰)爆發，各國為了自身的利益而加
入戰局，造成約1600萬多人在此戰役中死亡、2000萬多
人受傷(自然狀態)，為了避免再度發生這樣的結果，而
成立國際聯盟(利維坦)

 這樣的結果如同霍布斯的理論，不僅人民和國家間需要
利維坦來維持秩序，國家和國家間也需要，否則將回到
無秩序的自然狀態



國際聯盟被取代

 國際聯盟無實質的軍事權力及執行決議的強制力，無法
約束其他國家。需要倚靠其他強權國家來解決國際問題。

 因為沒有實際的權力，無法解決國際糾紛，以致二戰的
發生，被後來的聯合國給取代



聯合國

 國際聯盟(利維坦)無法維持秩序，導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
(回到自然狀態)。相較於第一次世界大戰，造成更多的傷亡，
約造成5000~7000萬人死亡。為史上規模最大的戰爭。

 為了不再重蹈覆轍，造成更多人的傷亡。便成立擁有軍力、
影響力的聯合國(新一代利維坦)來取代無實際權力的國際聯
盟



聯合國

 雖然聯合國擁有實際的權力，但由於要由五大常任理事國(美
國、英國、中國、法國、俄國)來決議，若是意見不同，就無
法立即發揮調停、阻止的效果。

 EX: 敘利亞內戰

支持敘利亞政府: 中國、俄國

反對敘利亞政府: 美國、英國、法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ueZ-iXNCio


優點:

 發生動盪時能快速平定

 實施政策方便

 意見較為統一

國際政府是否應該存在

 對於是否應該存在國際政府，每個人所抱持的想法都不同。

缺點

 若管理者行為不當，較難推翻

 人們害怕暴君

 無法汲取各方人的意見

所以目前仍處於討論階段



批評與檢討

報告人: 陳柏愷



到底有沒有自然狀態
?????

YES



歷史事件
1937南京大屠殺

1937年12月13日軍占領中國首都南京後實施的有組織、有計劃、
有預謀的大規模屠殺、強姦以及縱火、搶劫等戰爭罪行長達6個星
期。根據1946年中國南京審判日本戰犯軍事法庭調查，確認被日
軍集體屠殺並被毀屍滅跡有19萬多人，被零散屠殺、屍體經過南
京慈善團體掩埋達15萬多具。被日軍屠殺的中國官兵和平民在20

萬至30萬人之間。在東京審判之判決書中曾記載：「在日本軍隊
佔領的最初的6個星期裡，南京及其周圍被殺害的平民及俘虜就達
20萬人以上。而這個數字不包括拋屍長江、挖坑掩埋和以其他方
式處分的人們在內。」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DB03n05f0 圖源: google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AD%E5%9C%8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D%97%E4%BA%AC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4%A7%E5%B1%A0%E6%9D%80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C%B7%E5%A7%A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8%B1%E7%81%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A%A2%E5%8A%AB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8%98%E4%BA%89%E7%BD%A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DB03n05f0


圖源: google



圖源: google



圖源: google



圖源: google



歷史事件

1994盧安達大屠殺

1890年到1918年時盧安達為德國的殖民地，1918年到
1962年為比利時的殖民地。少數民族圖西族（約18%）始
終統治著佔(約80%)左右人口的胡圖族。在比利時人離開
後，政權交還給佔少數人口的圖西族。

殖民者
(比利時)

圖西族
較少18%

膚色較淺

胡圖族
較多80%

膚色較深



導火線

1994年4月6日，載著盧安達總統朱韋納爾·哈比亞利馬納
和蒲隆地總統西普里安·恩塔里亞米拉的飛機在盧安達首都
吉佳利附近被擊落，兩位胡圖族總統均罹難，是誰擊落客
機至今不明，有傳聞指出是圖西族游擊隊，也有傳聞說是
胡圖族激進份子，因不滿總統將與圖西族簽訂權利共用協
議，而計劃了這件暗殺事件。



圖源: google



屠殺

屠殺從首都吉佳利開始擴散到全國每個角落；從4月6日到7月
初的百餘天，共約有100萬人被屠殺，其中大部份是圖西人，
另外還有200萬人流離失所。

圖源: google



圖源: google



圖源: google



如果利維坦是暴君呢???

霍布斯認為，當國家成立後，人們已交出的自然權利就不
可收回，否則必然重回自然狀態。因此利維坦(君王)只要
能繼續執行任務，國家運作正常，契約永恆有效，利維坦
(君主)永遠世襲，只有當利維坦失去維護國家的能力時，
人民才可重新選擇新的利維坦來制定契約。而我認為當利
維坦反過來欺負人民時，人民就可以收回交出的自然權利
且反抗利維坦。



美國為什麼不禁槍！

美國為什麼允許私人擁有槍枝呢，這是美國獨立之初通過
憲法賦予人民的一項權力。當時通過的《權利法案》第二
條規定：人民擁有和攜帶武器權利不可侵犯。之所以要規
定這一條，一是因為建國者考慮到自己這一代是好的，那
要要是萬一繼承人異化了走到人民的對立面了呢，那就規
定人民有拿起武器推翻殘暴政府的權利吧，當然，這是必
須要有武器的。



原始人怎麼會訂契約???

在文明還沒有非常發達的上古時代中，並不像我們現在用
白紙黑字寫清清楚楚的簽約，霍布斯所提的那個自然狀態
下的原始人會簽約嗎？有學者指出以前的契約只是一種默
認的形式。



結論

報告人: 留名良



結論-
香港

圖源 google



這是自然狀態嗎?

 未達完全利己害
他

 扔有基本秩序

 兩方利維袒護鬥

圖源 google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JoMqP5UwQ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JoMqP5UwQ8


誰將成為香港的利維坦?

 示威民眾獲得外方協助，獨立建國並民選出自己的總統

1%

 中國武力統一香港

99%



結論-

台灣

圖源 google



誰最適合當利維坦?

 本節以霍布斯利維坦一書所提，討論明年總統大選誰會
是最佳選擇。

 而總結書中各項論點得到利維坦的最終標準：

對內維持人民秩序、對外守護國家和平

民生、安全 國防、外交



韓國瑜

 民生:空有口號沒有行
動......................4分

 安全:韓粉行動及話語沒
有節制................3分

 國防:一樣是口號....4分

 外交:恐怕沒辦法再對
外.....................1分

圖源 google



郭台銘

 民生:商人思維.......9分

 安全:粉絲也不理性..5分

 國防:以外交做基礎鞏固
國防...................6分

 外交:與中國關係良好但
不知是否會投靠.....7分

圖源 google



蔡英文

 民生:失業率沒降、但薪
資升...................6分

 安全:維持法治、但在處
理激進遊行有些怠慢7分

 國防:近幾年購買大量國
防武器、但兵力過少6分

 外交:邦交大量減少、但
有隱藏的外交增長...4分

圖源 google



柯文哲

 民生:經濟穩定成長..7分

 安全:除了博愛座等等議
題，其餘大致穩定...6分

 國防:對於國防有各種不
同的見解..............6分

 外交:與兩岸關係良好，
但口無遮攔...........6分

圖源 google



宋楚瑜

 民生:...................?分

 安全:...................?分

 國防:...................?分

 外交:...................?分

 行事中規中矩但又難以
捉摸

圖源 google



參考資料
參考書目 :

霍布斯【利維坦】/出版社 : 台灣商務/出版日期 : 2002/9/15

參考網站 :

第一次世界大戰 :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

95%8C%E5%A4%A7%E6%88%98

國聯:

https://kknews.cc/zh-tw/news/396lg5a.html

聯合國: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

第二次世界大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第二次世界大战

參考日期 : 2019/9/28

參考日期 : 2019/9/28

參考日期 : 2019/9/29

參考日期 : 2019/9/29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https://kknews.cc/zh-tw/news/396lg5a.html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8%81%94%E5%90%88%E5%9B%B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A%8C%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98


敘利亞內戰: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5%88%A9%E4%BA%9A%E5%86%85%E6%88%98#2019%E5%
B9%B4%E4%B8%BB%E8%A6%81%E8%BF%9B%E5%B1%95

參考圖片:

英國地圖:

https://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
wit0eHH4bHlAhXoDaYKHU0XDH0QjRx6BAgBEAQ&url=http%3A%2F%2Fmap.ps123.net%2F
world%2F4581.html&psig=AOvVaw1NKdA4s36Yp7sS6XzYRapQ&ust=1571898761048406

查理一世: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5%E7%90%86%E4%B8%80%E4%B8%96_(%E8%8B%B1%E6%A0%
BC%E8%98%AD)

克倫威爾: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88%A9%E5%BC%97%C2%B7%E5%85%8B%E4%BC%A6%E
5%A8%81%E5%B0%94

霍布斯: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9%A9%AC%E6%96%AF%C2%B7%E9%9C%8D%E5%B8%83%E6
%96%AF

參考日期 : 2019/10/8

參考日期 : 2019/10/6

參考日期 : 2019/10/6

參考日期 : 2019/10/6

參考日期 : 2019/10/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8F%99%E5%88%A9%E4%BA%9A%E5%86%85%E6%88%98#2019%E5%B9%B4%E4%B8%BB%E8%A6%81%E8%BF%9B%E5%B1%95
https://www.google.com/url?sa=i&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2ahUKEwit0eHH4bHlAhXoDaYKHU0XDH0QjRx6BAgBEAQ&url=http://map.ps123.net/world/4581.html&psig=AOvVaw1NKdA4s36Yp7sS6XzYRapQ&ust=1571898761048406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9F%A5%E7%90%86%E4%B8%80%E4%B8%96_(%E8%8B%B1%E6%A0%BC%E8%98%AD)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A5%A5%E5%88%A9%E5%BC%97%C2%B7%E5%85%8B%E4%BC%A6%E5%A8%81%E5%B0%9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6%89%98%E9%A9%AC%E6%96%AF%C2%B7%E9%9C%8D%E5%B8%83%E6%96%AF


 伊莉莎白一世:

 https://images.app.goo.gl/DoErdpsr3d15w5HQ7

 詹姆士一世:

 https://images.app.goo.gl/WQDCZgZ6mxw1qedb7

 絆馬索:

 https://images.app.goo.gl/pjPzPo5DQ8oCuHQN9

 伯羅奔尼撒戰爭:

 https://images.app.goo.gl/mFMZLhB7xXi5Jmse8

 https://images.app.goo.gl/yeX5xwptPZnM3YTBA

 利維坦:

 https://images.app.goo.gl/23uGfXG5JF9BXCcD6

 https://images.app.goo.gl/foAkRiM7y4zDpVHg9

 https://images.app.goo.gl/dP879rKg8QsWU57ZA

參考日期 : 2019/10/6

參考日期 : 2019/10/6

參考日期 : 2019/10/6

參考日期 : 2019/10/6

參考日期 : 2019/10/6

https://images.app.goo.gl/DoErdpsr3d15w5HQ7
https://images.app.goo.gl/WQDCZgZ6mxw1qedb7
https://images.app.goo.gl/pjPzPo5DQ8oCuHQN9
https://images.app.goo.gl/mFMZLhB7xXi5Jmse8
https://images.app.goo.gl/yeX5xwptPZnM3YTBA
https://images.app.goo.gl/23uGfXG5JF9BXCcD6
https://images.app.goo.gl/foAkRiM7y4zDpVHg9
https://images.app.goo.gl/dP879rKg8QsWU57ZA


https://images.app.goo.gl/8Ti42HQuMDg8Jw469

https://images.app.goo.gl/JrYAzLqQvzeatDuF8

參考日期 : 2019/10/6

參考日期 : 2019/10/6

https://images.app.goo.gl/8Ti42HQuMDg8Jw469
https://images.app.goo.gl/JrYAzLqQvzeatDuF8


美國為何有槍枝:

https://kknews.cc/world/ao5op3j.html

南京大屠殺: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NDCM_zh-

TWTW710TW711&biw=1366&bih=576&tbm=isch&sxsrf=ACYBGNThnnnL33ytI4LTAgYQZAf4S3T2ew%3A15

70467430150&sa=1&ei=Zm6bXcnnCNLemAXmvYbYCg&q=%E5%8D%97%E4%BA%AC%E5%A4%A7%E5%B1%A0

%E6%AE%BA&oq=%E5%8D%97%E4%BA%AC%E5%A4%A7%E5%B1%A0%E6%AE%BA&gs_l=img.3...140428.14470

1..145040...0.0..0.35.331.10......0....1..gws-wiz-

img.hfP_BGHNic4&ved=0ahUKEwjJsriKz4rlAhVSL6YKHeaeAasQ4dUDCAc&uact=5

盧安達大屠殺: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7%9B%A7%E5%AE%89%E9%81%94%E5%A4%A7%E5%B1%A0%E6%AE%

BA&rlz=1C1NDCM_zh-

TWTW710TW711&sxsrf=ACYBGNTkZr95tCXnl_AFJrtLA00aHW9oog:1570467428229&source=lnms&tbm=i

sch&sa=X&ved=0ahUKEwi1ksOJz4rlAhXBGaYKHUgSAWQQ_AUIEigB&biw=1366&bih=57

參考日期 : 2019/9/29

參考日期 : 2019/9/28

參考日期 : 2019/9/28

https://kknews.cc/world/ao5op3j.html
https://www.google.com/search?rlz=1C1NDCM_zh-TWTW710TW711&biw=1366&bih=576&tbm=isch&sxsrf=ACYBGNThnnnL33ytI4LTAgYQZAf4S3T2ew:1570467430150&sa=1&ei=Zm6bXcnnCNLemAXmvYbYCg&q=%E5%8D%97%E4%BA%AC%E5%A4%A7%E5%B1%A0%E6%AE%BA&oq=%E5%8D%97%E4%BA%AC%E5%A4%A7%E5%B1%A0%E6%AE%BA&gs_l=img.3...140428.144701..145040...0.0..0.35.331.10......0....1..gws-wiz-img.hfP_BGHNic4&ved=0ahUKEwjJsriKz4rlAhVSL6YKHeaeAasQ4dUDCAc&uact=5
https://www.google.com/search?q=%E7%9B%A7%E5%AE%89%E9%81%94%E5%A4%A7%E5%B1%A0%E6%AE%BA&rlz=1C1NDCM_zh-TWTW710TW711&sxsrf=ACYBGNTkZr95tCXnl_AFJrtLA00aHW9oog:1570467428229&source=lnms&tbm=isch&sa=X&ved=0ahUKEwi1ksOJz4rlAhXBGaYKHUgSAWQQ_AUIEigB&biw=1366&bih=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