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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情况报告 

 
 本期是收获的一个学期，从最初早大经济合格人数比往年略低到东大一桥合格人数暴增。五个月的时间很
快就过去了，我们塾内这一期合格率以及全日本经济学研究科的最新考试状况调查报告在我们的老师花了近2
个月的时间进行最终数据整理和反复确认后，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希望以下的数据内容能对大家的考学有所帮助。  

  
2. ERE经济学检定试验 

 
本期第32回ERE经济学检定试验，塾内共有113名同学参加了考试，其中18名同学取得了S，62名同学

（一半以上！）取得了A+以上的成绩，4名同学只错了一道题，并列全日本第一。全日本共有25个S，塾内占
了18个，S占有率达到72%。对比30回和31回的ERE考试，错9道题都可以拿到S，今年ERE对大家的准确性
要求大幅度提高了。除了题目难度略有浮动外，本期我们的课程也做出了一些调整，增加了ERE模拟测试考
试的次数，总共进行了8次模拟考试。再加上本来4月班的同学ERE学习时间比10月班更充足，所以这次“水涨

船高”的结果我们也并不意外。 
 
 下面的表格我们按照ERE考试成绩依次列出来这些同学最后合格的学校，很容易看出ERE成绩靠前的同
学大多数合格了第二梯队以上的学校。可以说ERE考试对于夯实基础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不能忽视ERE的考
的好的同学的学习能力和学习习惯好对会对结果产生影响，但是还是想强调一下ERE的重要性，希望大家能
拿到一个A+以上的成绩！  
 
No. 经济学基础/ 

学习时间 
错题

数 
成绩排名 是否参加

ERE班 
本期合格学校 

1 自学水平／3个月 1 S1 参加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2 本科水平／3个月 1 S1 参加 早大经济 

3 本科水平／3个月 1 S1 参加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4 本科水平／3个月 1 S1 未参加 东大经济 一桥经济 神户经济 

5 本科水平／3个月 2 S5 未参加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6 自学水平／7个月 2 S5 参加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阪大经济 

7 0基础／7个月 2 S5 参加 横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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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本科水平／3个月 3 S9 参加 早大经济 

9 自学水平／3个月 3 S9 参加 早大经济 

10 0基础／3个月 3 S9 参加 横国经济 

11 本科水平／3个月 4 S13 参加 横国经济 

12 本科水平／3个月 4 S13 参加 横国经济 

13 自学水平／7个月 4 S13 参加 京大经济 横国经济 

14 本科水平／3个月 4 S13 参加 早大经济 

15 0基础／3个月 4 S13 参加 阪大经济 

16 0基础／7个月 4 S13 参加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17 0基础／3个月 4 S13 参加 横国经济 

18 自学水平／7个月 4 S13 参加 早大经济 

19 本科水平／7个月 5 A+26 参加 一桥经济 

20 0基础／7个月 5 A+26 参加 早大经济 

21 0基础／7个月 5 A+26 参加 早大经济 

22 本科水平／3个月 5 A+26 参加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神户经济 

23 0基础／3个月 5 A+26 参加 明治经济 

24 本科水平／7个月 5 A+26 参加 早大经济 

25 本科水平／3个月 5 A+26 参加 东大经济 早大经济 

26 本科水平／3个月 5 A+26 参加 神户经济 

27 0基础／3个月 6 A+41 参加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28 本科水平／3个月 6 A+41 参加 东大经济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29 本科水平／7个月 6 A+41 参加 早大经济 

30 0基础／3个月 6 A+41 参加 横国经济 

31 自学水平／3个月 6 A+41 参加 阪大经济 京大MBA 

32 0基础／7个月 6 A+41 参加 横国经济 

33 本科水平／3个月 6 A+41 参加 横国经济 

34 自学水平／3个月 6 A+41 参加 东大经济 阪大经济 

35 本科水平／3个月 6 A+41 未参加 横国经济 神户经济 

36 本科水平／3个月 6 A+41 参加 首都大经济 

37 本科水平／3个月 7 A+54 未参加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名古屋经济 

38 0基础／3个月 7 A+54 参加 阪大经济 神户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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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本科水平／3个月 7 A+54 参加 东大经济 早大经济 

40 自学水平／3个月 7 A+54 参加 横国经济 

41 本科水平／3个月 7 A+54 未参加 未合格 

42 0基础／7个月 7 A+54 未参加 早大经济 

43 本科水平／7个月 8 A+65 参加 阪大经济 

44 本科水平／3个月 8 A+65 参加 横国经济 

45 本科水平／3个月 8 A+65 未参加 阪大经济 

46 0基础／7个月 8 A+65 参加 神户经济 上智经济 

47 0基础／3个月 8 A+65 参加 横国经济 

48 0基础／7个月 9 A+72 参加 横国经济 

49 本科水平／3个月 9 A+72 未参加 未合格 

50 本科水平／3个月 9 A+72 参加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庆应商 横国经济 

51 0基础／3个月 9 A+72 未参加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52 本科水平／3个月 9 A+72 参加 横国经济 

53 本科水平／3个月 9 A+72 参加 横国经济 同志社经济 

54 本科水平／7个月 9 A+72 未参加 早大经济 

55 0基础／3个月 9 A+72 参加 一桥经济 上智经济 

56 本科水平／3个月 9 A+72 参加 未合格 

57 自学水平／7个月 ９ A+72 参加 横国经济 

58 自学水平／7个月 10 A+84 参加 阪大经济 神户经济 

59 自学水平／7个月 10 A+84 参加 阪大经济 

60 本科水平／3个月 10 A+84 参加 神户经济 

61 本科水平／3个月 10 A+84 参加 一桥经济 

62 本科水平／7个月 10 A+84 参加 未合格 

63 0基础／3个月 11 A102 参加 神户经济 明治经济 

64 0基础／3个月 11 A102 未参加 广岛经济 

65 自学水平／3个月 11 A102 参加 早大经济 

66 0基础／3个月 11 A102 参加 东大公共 横国经济 神户经济 

67 本科水平／3个月 11 A102 参加 未合格 

68 本科水平／3个月 11 A102 参加 神户经济 京大MBA 

69 自学水平／3个月 11 A102 未参加 横国经济 

 

沐刃经济塾  • www.muren-economics.com   3 
 



70 0基础／3个月 11 A102 参加 一桥经济 阪大经济 

71 自学水平／3个月 11 A102 参加 未参加考试 

72 自学水平／3个月 12 A118 参加 一桥经济 阪大经济 神户经济 

73 0基础／3个月 12 A118 参加 未合格 

74 本科水平／3个月 13 A129 未参加 阪大经济 神户经济 

75 0基础／3个月 13 A129 参加 京大MBA 

76 0基础／3个月 13 A129 未参加 神户经济 

77 0基础／7个月 14 A146 参加 未合格 

78 本科水平／7个月 15 A162 参加 神户经济 

79 自学水平／3个月 15 A162 参加 上智经济 

80 自学水平／3个月 15 A162 参加 未参加考试 

81 自学水平／7个月 15 A162 未参加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明治经济 

82 本科水平／3个月 15 A162 参加 法政经济 

83 自学水平／3个月 15 A162 参加 未合格 

84 自学水平／7个月 15 A162 未参加 早大经济 

85 0基础／3个月 15 A162 参加 神户经济 上智经济 

86 0基础／3个月 17 A179 参加 未合格 

87 0基础／3个月 17 B+191 参加 法政经济 

88 自学水平／3个月 17 B+191 参加 未合格 

89 本科水平／3个月 18 B+206 参加 未参加考试 

90 0基础／3个月 18 B+206 参加 早大社科 明治经济 

91 0基础／3个月 18 B+206 参加 早大经济 阪大经济 神户经济 

92 0基础／3个月 19 B+225 参加 埼玉大经济 

93 本科水平／7个月 19 B+225 参加 未合格 

94 自学水平／3个月 19 B+225 参加 上智经济 

95 本科水平／7个月 20 B+241 参加 首都大经济 

96 0基础／7个月 20 B+241 参加 未参加考试 

97 0基础／3个月 21 B286 参加 未合格 

98 自学水平／3个月 22 B286 参加 神户经济 大阪府立经济 

99 自学水平／3个月 21 B+290 未参加 法政经济 

100 自学水平／3个月 18 B298 参加 未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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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0基础／7个月 24 B327 参加 未合格 

102 0基础／3个月 22 B332 参加 未参加考试 

103 本科水平／3个月 25 B354 参加 横国经济 

104 本科水平／3个月 27 B393 参加 未参加考试 

105 自学水平／7个月 25 B421 参加 未合格 

106 0基础／3个月 27 B421 参加 未合格 

107 自学水平／3个月 27 B421 参加 未合格 

108 本科水平／3个月 29 B458 参加 未参加考试 

109 本科水平／3个月 34 C675 未参加 未合格 

110 本科水平／7个月 未知 未知 未参加 失去联络 

111 0基础／3个月 未知 未知 参加 未参加考试 

112 0基础／3个月 未知 未知 参加 放弃经济学 

113 0基础／3个月 未知 未知 参加 失去联络 

  
                  3. 第一梯队学校 

3.1. 东东京大学京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146 37 

塾内 40 15 

 
东大经济今年我们报考了40人，其中报考1名同学考的是经济史，其余39名同学都是现代经济。笔试阶段

有23名通过，也就是说我们有超过一半的同学合格了笔试。我们知道东大经济以往重视笔试，但是由于今年
的笔试题目偏基础，所以全体现代经济笔试有52名同学通过，只能在面试的时候刷掉更多的同学。即使是这

样我们最终仍有15名同学合格，占有率达到40.5%，也就是说我们只留下了不到60%的名额留给东大学部和
其他名校的日本人。 

3.2. 东东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155 39 

塾内 58 17 

 
今年我们东大经济和公共两个研究科总计合格32人次，共27人，占我们塾内全体参加考试的15%，占本

期合格人数的20%。本次有很多的同学同时报经济和公共两个研究科，甚至报东大公共的人数首次超过东大
经济，是去年塾内报名人数的2倍还多，且越来越多的同学将公共作为第一志愿，我们合格人数不仅首次突破
了10人，而且接近20人之多，这还没有算上我们有4名同学因合格经济而放弃公共面试的。塾内58名报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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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中包括经济政策专攻57人，还有1名合格了国际公共政策专攻的同学。经济政策的全体最终合格39人，塾
内最终合格16人，塾内占有率41%，可以说今年的东大的两个研究科刷新了我们以往以来的好成绩，这主要
得益于本期东大一桥班讲义的大幅更新，增加了很多内容。但是今年东大的题目还是偏简单，如果题目难度
加大，我们的占有率会更高！ 

3.3. 一一桥桥大学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158 53 

塾内 56 25 

 
一桥大学本次报考的158名同学中包括研究者24人，专修134人，笔试总共通过了100人，其中研究者16

人，专修84人。塾内报考的56中，2人参加了前期的特别选考合格，1人考了研究者course未合格，其余报考
的的同学都是专修course。塾内合格率45%，塾外合格率27%。必须说的是今年因为东大考的尤其好，所以
造成了一桥的大量合格后辞退。首先，一桥面试与东大经济最终结果发表是同一天，所以我们也有5名同学因
合格了东大经济而放弃了一桥面试；另外东大公共的合格发表也在一桥合格发表之后；加上特别选考合格的2
名同学又合格了东大经济，所以最终合格的25名同学中又有11名同学辞退了。参照前两年的报考数据，一桥

经济全体报考的人数在不断增加，一般入试的最终合格率却始终稳定在30%左右，一桥确实在扩招呢。 

3.4. 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150 64 45 

塾内 61 33 23 

 
早大经济最终合格45人中塾内占23人，塾内合格率38%，塾外合格率25%，我们可以看到塾内：61人考

试23人合格，而塾外：89人只合格22人。早大经济相比较去年夏天人气大增，要知道去年夏天全体只有73人
考早大最终合格了40人，去年冬天开始140人考试合格48人，虽然总体报考的人数在不断上升，但是最终合
格的人数却保持在40多人的水平，只能说早大的竞争是越来越激烈了，我们希望大家在早大笔试中正确率要
80%以上这样才能确保竞争力越来越大，保持优势。不过无论竞争如何激烈，我们依旧能够保持一半左右的
占有率，还算是一个可喜的成绩。 

3.5. 庆应庆应大学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63 32 

塾内 3 2 

 
庆应经济本次合格的2位同学也是和庆应有所谓“血缘”关系的别科生和本科阶段来交换过的同学，所以还

是不推荐没有庆应“血统”的同学来报考庆应的。 

3.6.京都大学京都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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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129 35 

塾内 7 4 

  
相比较去年同样是129人报名考试最终合格了47人，今年招生数量在减少，可以说京大的考试更难了。但

是相比较去年塾内12名同学考京大，越来越多的同学把精力集中在微观和宏观两门上，所以塾内来考京大的
同学逐渐变少，但是来的同学质量在提升不再是抱着京大没有面试和不需要研究计划的心态来的，未合格的
三名同学也分别合了一桥和早大，只有一名本期只考了京大和一桥尚未合格。 

3.7. 京都大学京都大学经营经营管理大学院（管理大学院（MBA））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200 45 

塾内 7 4 

  
京都大学MBA是少数的只用经济学或者数学就能考试的MBA，这对于塾内同学来讲有着比较大的优势。

在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1，由于其考试较晚，塾内完全没有京大MBA的过去问讲解。2，截止至本稿完成时

，17年10月班也有4名塾内同学合格京大MBA。即，共10人合格。 

3.8. 一一桥桥大学商学研究科大学商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0 

 
 塾内教学的重点还是在于微观和宏观经济学，所以商学研究科每年报考的人数和合格人数都比较少。 

3.9. 早稻田大学商学研究科早稻田大学商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2 0 

  

3.10.庆应庆应大学商学研究科大学商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4 

塾内 4 1 

  
 庆应商全体只合格了4人，几乎都是学经营出身的，我们塾里凭经济学考进了1名同学。 

3.11.  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经营经营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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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1 

 
除了商学，早大的经营学和社会科学研究课中也有经济专门的老师，塾内每年也会有少数人报考，时而合

格时而不合格，合格率不稳定。 

3.12.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科早稻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1 

 
4. 第二梯队学校 
4.1. 大阪大学大阪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116 66 

塾内 16 13 

 
今年重点推荐的学校之一，塾内报名人数激增至16人，去年只有4名同学报名并全部合格，今年的塾内合

格率也超过了80%。不仅是塾内，阪大去年只有77人报名，今年的116人里面，100人是经济学专攻，16人
应用经济专攻，塾内报考的16名同学都是经济学专攻。 

4.2. 东东北大学北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20 

塾内 1 1 

 
由于东北招生数越来越少，我们从16年10月期开始基本不推荐东北了，现在塾内近两期开始都只有1名同

学考东北，本次合格的这名同学也是东北的研究生，九月已经入学了。 

4.3. 北海道大学北海道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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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0 

 
今年的北海道经济尤其不推荐，一方面因为北海道今年扩招了研究生，再加上教授缩招学生，所以我们想

考进去就更难了。 

4.4. 名古屋大学名古屋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1 

   
名古屋大学也是这两年在说明会上没有推荐的学校，已经几期没有同学考过名大了，本期合格的这名同学

也是名大自己的研究生。 

4.5. 横横滨滨国立大学国国立大学国际际社会科学研究科（社会科学研究科（经济专经济专攻）攻）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105 41 

塾内 39 26 

 
作为首都圈的热门保底校，我们今年塾内合格率达到65%，往年因为面试在东大一桥合格发表之后考后辞

退很多，而今年的横国面试与东大经济的面试设在了同一天，所以我们报名的50名同学里，有11名同学因为

去面试东大了而未能面试横国。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弃考的同学大多是以横国保底
的，这样给很多以横国第一志愿的同学留了更多名额。 
 

再看用ERE出愿的同学情况，我们参加考试的40名同学中有34人是ERE出的，ERE合格了24人，ERE出
愿合格率70%，而出笔试的5名同学只有2人合格，笔试塾内合格率只有40%。可以看出ERE还是拥有绝对优

势的，下一期我们继续增加ERE的课程量，让大家至少考出一个A+靠前的成绩，至少有个横国来保底。　 
  

我们总结了塾内用ERE成绩出横国同学的基本情报，表格如下： 
 

S5 合格 A+72 合格 

S9 合格 A+72 合格 

S13 合格 A+72 合格 

S13 合格 A+72 合格 

S13 合格 A102 合格 

S13 合格 A102 合格 

A+41 合格 A162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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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1 合格 A+72 未合格 

A+41 合格 A+72 未合格 

A+41 合格 A84 未合格 

A+41 合格 A102 未合格 

A+41 合格 A118 未合格 

A+54 合格 A162 未合格 

A+54 合格 B+191 未合格 

A+65 合格 B+225 未合格 

A+65 合格 B286 未合格 

A+72 合格 B290 未合格 

 

4.6. 上智大学上智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32 未知 

塾内 14 8 

 
上智作为首都圈内第二梯队学校之二，因为也能用ERE出愿，可以参加英语校内考，没有英语成绩的同学

也能出愿，从去年冬天开始逐渐热门起来。本次报名的14人中，9人用ERE出愿合格6人，还有5人出的笔试

合了2人。 
 

我们总结了塾内用ERE成绩出上智同学的基本情报，表格如下： 
 

A+65 合格 B+225 合格 

A+72 合格 A+26 未合格 

A+93 合格 A146 未合格 

A162 合格 A162 未合格 

A162 合格   

 

4.7. 神神户户大学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131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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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内 28 23 

 
神户作为本期重点推荐的学校，终于有28人报了，要知道去年夏天我们只有不到10人来考神户。本次神

户总体合格率为55%，塾外合格率48%，塾内合格率82%。对于神户的出题难度，即使我们有超过40人报名
，也可以保持80%的合格率。当然也不得不说，本次合格的23名同学里有10名同学合格了神户以上的学校，
将辞退神户，所以不执著于首都圈的同学真的可以考虑一下神户这个保底校，非常推荐！ 

4.8. 大阪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大阪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3 0 

  
 公共政策大学院能够大批量合格的只有东大的公共政策，其他的学校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推荐理由，合格率
也并不稳定。 

4.9. 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0 

 

4.10. 东东北大学国北大学国际际文化研究科文化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1 0 

塾内 1 0 

 
                        我们考的是其中的经济学专攻，而且只有我们的一个同学考了。 

4.11. 御茶水大学御茶水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1 

 

4.12. 东东京工京工业业大学大学经营经营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沐刃经济塾  • www.muren-economics.com   11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0 

 
5. 第三梯队学校 
5.1. 明治大学明治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20 5 

  
明治今年只合格了5名同学，其中3人是ERE出的，其余2人是通过笔试合格。参加考试的20名同学里，14

名通过笔试出愿的同学，笔试只合格了4人，面试的环节又刷掉了2人。从结果上来看，我们还是更推荐ERE
来出明治，当然面试也不容小觑。 
 

我们总结了塾内用ERE成绩出明治同学的基本情报，表格如下： 
 

A+26 合格 A+72 未合格 

A102 合格 A+72 未合格 

A162 合格 A162 未合格 

 

5.2. 法政大学法政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53 16 

塾内 14 7 

  
法政的考试要到10月，所以参加考试的同学也就比较少了，最终只有14名同学报考。夏天的法政是可以

考笔试的，塾内5人出了ERE，其他9人是笔试，且笔试阶段只挂了1人，而最终结果来看笔试是过了3人，
ERE过了4人。A以上的成绩出法政还是比较稳妥的。还有一点想说的是全体合格的16人里面有6人以上是社
会人，所以我们的占有率还算是比较高的。 
 

我们总结了塾内用ERE成绩出法政同学的基本情报，表格如下： 
 

A+83 合格 A162 合格 

A146 合格 B327 未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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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62 合格   

 

5.3. 中央大学中央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2 1 

 

5.4. 同志社大学同志社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6 3 

  
关西地区的MARCH级，“关关同立”里面的同志社和立命馆近两年开始进入塾内同学的视线，总共考了6人

中合格了3人。由于同志社的合格通知是邮寄给个人所有总体的合格人数暂时也没有相关的数据。 

5.5. 立命立命馆馆大学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2 1 

 

5.6. 埼玉大学埼玉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1 

 

5.7. 广广岛岛大学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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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1 

 

5.8. 千叶大学千叶大学经营经营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0 

 

5.9. 首都大学首都大学东东京京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14 6 

塾内 4 2 

 

5.10. 日本大学日本大学经营经营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0 

 

5.11. 大阪府立大学大阪府立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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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016年10月期未合格同学去向 
 

　　　　　　　　　 本节内容主要统计了16年10月期未合格的同学们在17年4月期的考试情况。 
  

在16年10月期，塾内共150人参加考试，合格100人，不合格50人。这未合格的50名同学中除了3人是已
经合格学校或大学院在读外，截止至17年4月期结束，这些同学中有人又经过半年努力最终合格大学院，其中
有15人合格了第一梯队的学校，5人合格了第二梯队的学校，2人合格了第三梯队的学校。其余的25位同学中
，放弃经济学转向其他专业的4人，本期未参加考试的5人，还有9人失去联系最终去向未可知，本期考试全部
未合格的同学只有7人。如果我们将这25名同学记为未合格的话，经过一年的努力，我们16年10月期参加考
试的150名同学的全体合格率为83%，未合格率17%。 

 
 具体数据请见下方表格： 

 

No. 经济学基础 16年10月期报考学校 
（均未合格） 

17年4月为止最终去向 

1 0基础 一桥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2 0基础 一桥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未合格 

3 0基础 一桥经济 16年4月期已合格阪大经济 

4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一桥经济 京大经济 

5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16年4月期已合格早大经济 

6 0基础 早大经济 早大经济 明治经济未合格 

7 0基础 早大经济 明治经济在籍 

8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阪大经济 

9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东大公共未合格 

10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放弃经济学 

11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放弃经济学 

12 0基础 早大商 失去联系 

13 0基础 京大MBA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14 自学程度 京大MBA 京大经济 横国经济 

15 0基础 横国经济 早大经济 

16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失去联系 

17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失去联系 

18 0基础  上智经济 神户经济 上智经济 

19 自学程度 上智经济 一桥经济 神户经济 上智经济 

20 本科程度 上智经济 本期未参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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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科程度 上智经济 早大经济未合格 

22 本科程度 明治经济 早大经济 

23 本科程度 法政经济 上智经济 

24 自学程度 立教经济 失去联系 

25 本科程度 立教经济 失去联系 

26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早大商 一桥经济 

27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北海道经济 早大经济 

28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法政经济 

29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未合格 

30 0基础 一桥公共 横国经济 早大经济 

31 0基础 一桥公共 首都大学东京经济 法政经济 

32 0基础 早大经济 阪大公共 早大经济 

33 0基础 早大经济 京大公共 失去联系 

34 0基础 早大经济 北海道经济 阪大经济 

35 0基础 早大经济 北海道经济 神户经济 

36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北海道经济 本期未参加考试 

37 0基础 早大经济 明治经济 本期未参加考试 

38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千叶经济 放弃经济学 

39 自学程度 北海道经济 神户经济 北海道经济未合格 

40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上智经济 失去联系 

41 0基础 横国经济 同志社经济 本期未参加考试 

42 0基础 上智经济 法政经济 失去联系 

43 0基础 上智经济 立教经济 本期未参加考试 

44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横国经济 早大经济未合格 

45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早大商 横国经济 早大经济 

46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北海道经济 明治经济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明治经济 

47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京大MBA 横国经济 失去联系 

48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横国经济 明治经济  早大经济 

49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上智经济 明治经济 阪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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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自学程度 北海道经济 横国经济 明治经济 放弃经济学 

 
7.17年4月期全体总结（个别数据） 
 

本次17年4月期塾内考试人数共185人，其中133人合格，52人未合格，总体合格率71.89%。我
们在下表中详细列出了每个同学参加塾前的经济学基础以及本期报考的全部学校，并详细分成了合
格的学校，未合格的学校，已经由于合格后放弃面试的学校三个部分，希望给同学们在报考学校的
决策上提供一些借鉴。 
  

以下是合格的133名同学的个别数据： 
 

No. 经济学基
础 

合格学校 未合格学校 弃考学校 

1 0基础 早大经济   

2 自学程度 早大经营   

3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4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5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6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东大公共  

7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8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9 本科程度 庆应经济   

10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东大公共  

11 0基础 早大经济   

12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东大公共  

13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14 0基础 早大经济   

15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16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17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早大经济  一桥经济 东大公共 

18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一桥经济 神户经济  东大公共 

19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上智经济   

20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一桥经济 东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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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22 自学程度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早大经济  

23 0基础 京大经济 一桥经济  

24 0基础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横国经济  

25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东大公共  

26 0基础 京大经济 一桥经济  

27 自学程度 京大经济 横国经济 一桥经济  

28 0基础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29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30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横国经济 

31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  

32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  

33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34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明治经济 京大经济 早大经济 法政经济 

35 0基础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横国经济 

36 本科程度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庆应商 横
国经济 

  

37 本科程度 东大公共 庆应经济 东大经济 一桥经济 

38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东大公共 法政经济 

39 自学程度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阪大经济 东大经济 早大经济 横国经济 

40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阪大经济 神户经济 东大公共 早大经济 明治经济 

41 0基础 一桥经济 上智经济 早大经济 明治经济 

42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43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京大经济   

44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神户经济   

45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一桥经济 京大经济  

46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名古屋经济   

47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 阪大经济 早大经济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48 0基础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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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0基础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东大经济  

50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早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51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神户经济 上智经济   

52 0基础 一桥经济 阪大经济 东大公共 横国经济 

53 0基础 东大公共 横国经济 神户经济 早大经济  

54 自学程度 早大社科 明治经济   

55 0基础 京大MBA   

56 自学程度 阪大经济 京大MBA 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57 本科程度 神户经济 京大MBA 早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58 本科程度 京大MBA 东大公共  

59 0基础 京大MBA 东大公共 横国经济  

60 本科程度 京大MBA 东大公共 东工大经营  

61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62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63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64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65 0基础 东大公共   

66 自学程度 东大公共   

67 本科程度 东大公共 东大经济 一桥经济  

68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69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70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71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72 本科程度 神户经济  同志社经济 

73 本科程度 阪大经济 早大经济  

74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75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76 0基础 神户经济 明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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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自学程度 神户经济 大阪府立经济 阪大经济 长崎经济 

78 0基础 横国经济  法政经济 

79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一桥经济 京大MBA  

80 0基础 横国经济 早大经济 明治经济  

81 0基础 阪大经济   

82 0基础 阪大经济 神户经济  横国经济 同志社经济 

83 0基础 神户经济 上智经济   

84 0基础 横国经济    

85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86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同志社经济  明治经济 中央经济 

87 本科程度 神户经济   

88 本科程度 东北经济 一桥经济  

89 本科程度 阪大经济  横国经济 

90 自学程度 阪大经济 东大经济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91 本科程度 神户经济 早大经济 明治经济 

92 自学程度 神户经济 东大公共  

93 自学程度 神户经济  同志社经济 

94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95 0基础 神户经济 上智经济  

96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早大经济 法政经济 

97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同志社经济 一桥经济  

98 自学程度 阪大经济 神户经济 早大经济  

99 本科程度 阪大经济 神户经济   明治经济 

100 自学程度 上智经济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101 0基础 御茶水经济 早大经济  

102 自学程度 上智经济  明治经济 法政经济 

103 0基础 横国经济 东大公共  

104 0基础 神户经济 明治经济 东大公共 早大经济  

105 0基础 横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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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107 本科程度 上智经济 早大经济 明治经济 

108 0基础 神户经济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109 自学程度 神户经济   

110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京大MBA  

111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神户经济   

112 0基础 横国经济 一桥经济  

113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早大经济 明治经济  

114 0基础 横国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115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116 0基础 神户经济 早大经济 横国经济 明治经济 

117 自学程度 阪大经济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118 0基础 同志社经济 上智经济 明治经济 法政经济  

119 自学程度 明治经济   

120 0基础 明治经济 上智经济  

121 本科程度 立命馆经济 北海道公共  

122 0基础 广岛经济 东大公共  

123 本科程度 首都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神户经济  

124 本科程度 首都大经济   

125 0基础 法政经济 早大经济 横国经济  

126 自学程度 法政经济 阪大公共  

127 0基础 法政经济 庆应商  

128 自学程度 法政经济 东大公共 庆应商 东大经济 

129 本科程度 法政经济 上智经济 明治经济  

130 0基础 中央经济 法政经济 首都大经济  

131 自学程度 法政经济 一桥经济 一桥公共  

132 自学程度 法政经济 横国经济  

133 自学程度 埼玉经济 横国经济 明治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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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至17年12月我们得到的数据，如果每位同学都按照本期的第一志愿在18年4月正式入学的话我们将得

到如下总结： 
 

15名同学即将入学东大经济，12名同学即将入学东大公共，13名同学即将入学一桥经济，18名同学即将
入学早大经济，4名同学即将入学京大经济，6名同学即将进入京大MBA，1名同学即将入学庆应经济，1名同
学即将入学早大经营，1名同学即将入学早大社科。这是本次考试第一梯队合格的同学人数，共计71人。 
 

8名同学即将入学阪大，1名同学即将入学东北，20名同学即将入学横国，5名同学即将入学上智，11名同
学即将入学神户，1名同学即将入学御茶水，这是本次考试第二梯队合格的同学人数，共计46人。 
 

2名同学即将入学明治，7名同学即将入学法政，1名同学即将入学立命馆，1名同学即将入学同志社，1名
同学即将入学中央，1名同学即将入学广岛大，1名同学即将入学埼玉大，2名同学即将入学首都大，这是本次
考试第三梯队合格的同学人数，共计16人。 
 

合计共133人。 
 

 
 

下面的表格则是本期参加考试的185名同学中，所有报考的学校均未合格的情况，总计52人。其中4名同
学在目前已在大学院在籍外，另外的48名同学本期没有合格任何学校。48名同学里面本期只报考一所学校的
共计22名，占本期没有合格任何学校总人数的45.83%，这22名同学里报考第一梯队的右9名，第二梯队的有8
名，第三梯队的有5人。希望这些同学经过努力在下一期合格自己满意的学校，争取在明年四月一起入学。  

 

No. 经济学基础 4月期报考学校（均未合格） 备注 

1 本科程度 东大公共 李慧欣 

2 本科程度 东大公共 渠立稳 

3 自学程度 京大MBA 周倩楠 

4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结果未知 孙亚悦 

5 本科程度 庆应经济 京大MBA结果未知 陈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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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0基础 早大经济 魏然 

7 0基础 早大经济 陆安琪 

8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神户经济在籍 许敏瑛 

9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施惟 

10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孙芊荟 

11 自学程度 阪大经济 薛嘉琪 

12 自学程度 北海道经济 林何奎 

13 0基础 横国经济 郑思琦 

14 0基础 横国经济 符凯 

15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黄迦 

16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陈佳澍 

17 本科程度 东北国际文化 陶司晨 

18 0基础 明治经济 陈旻舒 

19 本科程度 明治经济 杨璐 

20 本科程度 明治经济 宋晓芳 

21 0基础 法政经济 冯禹 

22 本科程度 同志社经济 赵昊晨 

23 自学程度 首都大经济 王慧媛 

24 0基础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顾洁雯 

25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陈晓琪 

26 自学程度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上智经济在籍 王骁骊 

27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横国经济 朱佳明 

28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京大经济 张虔瑜 

29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王晓冉 

30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明治经济 丛周炜 

31 0基础 京大MBA 上智经济 江庆曦 

32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庆应商 王央央 

33 0基础 早大经济 明治经济 吉期尔 

34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法政经济 曾智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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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本科程度 早大商 阪大公共 龙明君 

36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神户经济 张一智 

37 0基础 上智经济 法政经济 李宝婷 

38 自学程度 神户经济 同志社经济 宋超男 

39 0基础 明治经济 法政经济 王曼菲 

40 本科程度 明治经济 法政经济 蔡佳皓 

41 0基础 明治经济 中央经济 曲佳佳 

42 0基础 明治经济 同志社经济 罗豪远 

43 自学程度 明治经济 日本大经营 杨璐溢 

44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早大经济 刘明杰 

45 0基础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潘顺 

46 本科程度 东大公共 早大经济 早大商 王雨晨 

47 0基础 早大经济 阪大经济 神户经济 刘佳 

48 0基础 一桥经济 神户经济 上智经济 于广昊 

49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神户经济在籍 王晨子 

50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陈思圻 

51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高飞 

52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京大MBA 明治经济在籍 韩旭 

 
8.后记 

 
 针对本期的合格状况，我们对17年10月班的课程进行了以下改进： 
 
首先计量辅助课内容上增加了2次小测验，除了检查同学们的学习情况以外，也为早大的计量题目尽早做

下准备。另外，因为10月班时间比较紧张，计量课中会适当缩减软件R的讲座以及各种复杂数式的导出。 
 
早大班上我们会大幅度增加课程内容和难度，目前预定的有微观部分增加生产者理论，博弈论的内容增幅

和总结，宏观部分整体内容全部按照早大教材重新捋顺一遍。并有专门的早大过去问以外的习题课。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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