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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总体情况报告 
在本期课程进行期间，仍有大批同学因政策限制或担忧日本疫情，未能入境。同时，受国内疫

情管控的影响，2020年、2021年有多地接连取消N1考试，导致很多同学即使来到日本，也没有
日语成绩，无法参加冬季的选考。对于无法入境的同学，我们在这学期开设了网课，包括主课前
两个月的知识点部分、ERE课程以及数学课，目的是让大家提前进入备考状态，打好基础，为夏
季的考试留出充足的时间。而没有日语成绩的同学，一部分人选择了先入塾学习基础知识，待21
年夏季发力；另一部分同学选择去挑战无需日语即可出愿的学校。
由于疫情的影响存在滞后性，本期最终参加考试的只有46人。从最终选考结果来看，第一梯队

主流学校基本改为冬季都是书类选考了。想要合格这些学校，必须背景条件（出身校、GPA、英
语成绩等）和自身努力程度（研究计划书、面试应对）都非常优秀才行。第二梯队里仍然有大批
保留笔试的学校，尤其是招生比较多的横国、神户、大阪公立等，这些学校成为了塾内同学冬季
考试主攻的方向。而从合格人数和合格率来看，有笔试的学校对学生背景要求比较宽松，也确实
值得大家积极报考。第三梯队保留了以往的风格，无论是书类选考还是笔试，都严格控制了最终
合格人数，综合来看，合格难度并不亚于前两个梯队，所以并不适合作为保底学校。从个人数据
上来看，因为冬天可报考的学校并不多，所以相当一部分同学冬季只出愿了一所学校试水，7名
同学一战成功，10名同学失败后决定入学之前合格的学校、或者来年再战。无论如何，只出愿一
所学校，风险还是很大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每所学校的具体情况。

二. 各梯队学校

第一梯队学校 　

1.1. 一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一桥经济从今年冬季开始取消笔试，改为书类选考。并且，往年冬季选考只面向来日本两年以

内的外国人，从本期开始也改为面向日本人学生和全体留学生。所以与往年相比，考生不仅要有
较高的经济学知识储备，还要有更高的日语口语表达能力和临场反应能力。
从本期塾内报考结果来看，书类审查似乎并没有非常严格，但面试问得非常细致，研究计划书

和经济学原理都被深入提问了。虽然绝大部分问题都在模拟面试中练习过，但可能被日语听力及
口语水平影响，有同学听错了问题，答非所问。4名同学报考，最终1人合格。3名未合格的同
学，1人已在夏季选考中合格早大经济，另外2人决定2022年夏季再战。
由于21年秋季一桥经济招生人数很多（75人），而冬季又是一桥第一次书类选考，塾内对于合

格人数的估计过于保守，当时预计冬季招生人数会在6-8人左右，导致塾内报名人数非常少。然而
实际招生人数远超这个数字，但未来此趋势是否会保持，我们仍需观望。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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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慶応義塾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庆应经济在冬季的招生条件非常严格。不同于其他学校的书类审查，庆应经济需要提交一份完

整的经济学论文。依照以往的经验来看，对论文水准的要求非常高。

本期塾内1名同学报考，提交了高质量的书类资料，最终合格。

1.3. 早稲田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自从早大经济改为一年一次选考，且选考时间改为10月，对于10月班的同学来说几乎没有充分

准备的时间。本次选考仍然是取消了笔试，改为书类审查+面试，但面试也对经济学知识的掌握
有较高要求。10月班塾内只有1名在国内参加网课的同学报考，最终没能通过面试。 

2022年早大经济改为与庆应经济一样，要提交完整的经济学论文了。可能对于经济学部毕业的
同学来说要有优势一些。但学部是其他专业的同学只要提前准备，仍然有希望合格。
注:塾内合格早大经济的大部分同学所属于21年4月班，请参照21年4月期合格率调查报告。

1.4. 早稲田大学商学研究科
塾内1名同学报考早大商，未能通过笔试。但并非是该同学经济学掌握水平问题。因为该同学

报考的其他学校：一桥经济、横国经济、上智经济和九州经济最终均合格了。结合21年4月期塾
内7名同学报考早大商均落榜但都合格其他学校，这也说明早大商的容错率非常低，只有笔试接
近满分才有可能最终合格。这也是我们反复强调的，题目简单，报考人数众多，招生人数极少的
学校，是非常难考的，不可轻视。

全体 未知 59 32

塾内 4 4 1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18 未知

塾内 1 1 1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61 43

塾内 1 1 0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26 10

塾内 1 0 0

沐刃经济塾  • www.muren-economics.com  / 4 22



1.5. 早稲田大学経営管理研究科（MBA）
早大MBA比较倾向有工作经验的人，募集要项里也提到全日制コース原则上希望招收有三年以

上全勤工作经验的人，没有三年以上经验的出愿者还要提交essay。此外冬季招生只有面试，所
以没有工作过的同学真的要慎重报考。本期塾内1名同学报考，最终折戟。

1.6. 早稲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グローバル公共政策コース
比起经济学研究科，公共政策类的研究科会考察学生有无运用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的逻辑

和思维能力。所以对于各位考生来说，除了扎实地掌握经济学知识，还需要理解政策科学相关的
内容。由于该研究科考试时间非常早，很不适合10月班的同学报考。
对于10月班的新生来说，仅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掌握这些内容，写出合格的研究计划书，并在

面试中从容应对教授的提问，还是有很大难度的。
本期塾内1名同学报考，最终未能通过面试。

1.7. 京都大学経営管理大学院（MBA）
京大MBA本次依然是无需提交托福成绩，与去年相同，小论文考试要在1小时内完成对语言的

侧面考核以及分析说明能力的测试，对于语言水平一般的同学来说难度非常大。本期塾内2名同
学报考，均未通过笔试。
截止至本稿写作时间，京大MBA本期的合格最低分数线已经在官网公开，是174分（满分300

分）。我们也采访了合格后入学的前辈，根据反馈，小论文给分很低，几乎都是20多分，所以专
业课200分中，至少要有160-170分有把握才可以。
注:由于京大MBA是年末考试，所以21年4月班同学也有报考，并合格3名同学，请参照21年4月

期合格率调查报告。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166 98

塾内 1 0 0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66 32

塾内 1 1 0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197 26 26

塾内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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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京都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京大公共在冬季是面向外国人的特别选拔，从最终合格的总人数上来看最近几年是逐年减少

的。笔试要回答经济理论和经济政策两个专門科目的问题，公共政策对日语以及政策的理解要求
都很高。
塾内4名同学报考，2人合格笔试，最终未能通过面试。

第二梯队学校

2.1. 横浜国立大学国際社会科学府(经济専攻)
横滨国立是冬季少数大量招生的学校了。横国恢复了ERE免考笔试的规则，如果有ERE的A以

上成绩，则可以免除微观宏观1部分的笔试，在考试当天仅作答微观宏观2部分即可。另外，由于
疫情原因，本期横滨国立报考人数极少，而招生人数却没有变化。
本期塾内2名用ERE免考的同学最终都合格了。塾内合格率为75%，塾外合格率50%，差距尤

为明显。

　
横国经济本期塾内ERE出愿者情况，ERE成绩A以上可免除一半笔试，英语成绩仅供参考：

2.2. 上智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我们多次强调过，考上智的话尽可能用ERE和托福79分以上的成绩去免掉校内考。塾内历年合

格上智的同学中，绝大部分都是事先提交成绩单，跳过笔试和英语校内考直接参加面试的。
本期塾内4名同学报考，合格的2名同学都免除了英语校内考，并且其中一位免掉经济学笔试，

直接面试。另外2名同学都是参加经济学笔试，其中1名同学还参加了英语校内考，这2名同学虽
然通过笔试，但最终均未合格。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4 2

塾内 4 2 0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42 42 24

塾内 12 12 9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S460 TOEFL91 合格 A310 TOEFL72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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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智经济本期塾内ERE出愿者情况，ERE成绩A+以上可免除笔试，TOEFL成绩79以上可免除
英语笔试：

2.3. 东京都立大学経営研究科经济学プログラム（MEc）
东京都立的笔试一直考的是经济史和数学，所以建议大家用ERE来免考。本期合格的这名同

学，提交ERE免除了笔试，而且英语成绩不错，面试正常发挥，顺利合格。

东京都立MEc本期塾内ERE出愿者情况，ERE成绩B+以上可免除笔试，英语成绩仅供参考：

2.4. 大阪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阪大经济历年在冬季都极少招人。塾内也是连续几年没有学生在冬季出愿阪大。本期3名同学

挑战阪大失败，其中1人最终合格冬季的神户和东北，1人合格中央，1人合格大阪公立，并计划
在22年夏季冲刺更好的学校。
本期阪大的招生人数更是少之又有，经济理论专攻，应用经济专攻，制度分析专攻分别只合格

了1人。

2.5. 大阪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15 未知

塾内 4 4 2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S420 TOEFL80 合格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10 10 4

塾内 1 1 1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A320 TOEIC805 合格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3

塾内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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阪大公共没有笔试环节，比较看重背景条件（出身校、学部时期的成绩等）以及面试情况，选
考标准很严格。本期合格的2名同学，虽然出身校并不显眼，但面试发挥比较好，最终获得满意
的结果。

2.6. 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名古屋在本期仍然是书类选考的形式，并对研究计划书的内容和字数有严格要求。仅从本期来

看，书类选考通过后，面试中并没有提出太难的问题，所以备考重点仍然是书类资料。出身校和
过往成绩已经无法改变，那就只能努力写出一篇优秀的研究计划，并练习好日语。
以下数据只统计社会経済システム専攻，全体最终合格一般入试12人，外国人入试1人；塾内

最终合格一般入试1人。

2.7. 神戸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神户经济每年招生人数都很多，即使冬季也如此。而在一桥、阪大陆续取消冬季笔试的情况

下，不用拼出身的神户更变成冬季的热門之一。而神户也比较重视笔试，笔试答得不差，面试被
问的也基本上是模拟面试练习过的问题，大概率就合格了。
塾内对神户笔试有充足的练习，每期神户的合格率都不错。需要注意神户最近几年的笔试有变

难的趋势，打算报考的同学要充分准备。

2.8. 北海道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北海道经济在夏季只招个位数的学生，而冬季招生人数一般都在10人以上。但需要在10月中下

旬与教授联系，取得内诺后才能出愿，这时候研究计划书至少要有个雏形、甚至得基本完成了。
这也阻挡了10月班同学报考的脚步。打算考北海道的同学，务必提前准备。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90 24

塾内 4 4 2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30 13

塾内 3 1 1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60 60 25

塾内 11 11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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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请注意，并不是拿到内诺就意味着一定合格。内诺只是出愿的一道門槛，后面考试仍需要
用心准备，往年也有拿到内诺最终落榜的例子。所以万不可掉以轻心。

2.9. 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北海道公共没有把公共经济方向单独分出来招生，所以用经济学去备考的同学要跟学法律、政

治、社会学甚至工科专业的同学一起竞争。在面试的时候，除了经济学理论以外，还会考察有无
公共政策的分析思考能力和目的意识，是否关注现实问题，会不会理论结合实际等等方面。如果
只会做题，或者只有’’经济学意识’’，很难在面试中突破重围。本期报考北海道公共的同学和报考
北海道经济的同学是同一名同学，面试的教授都是一样的，然而经济合格公共不合格，这也说明
了公共选考的不确定性。

2.10. 東北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东北大学冬季招生人数基本在10人左右。虽然出愿和考试时间都比较晚，但留学生需要早在10

月就得进行事前审查，对于10月班的同学们来说几乎来不及准备。所以塾内报考的大部分都是4
月班未结束选考的同学。东北的笔试重视基础知识，面试喜欢问研究手法相关问题，都没有特别
难的问题，所以稍有差错可能就会被淘汰。
值得一提的是，东北大学的笔试宏观题目出题难度大，出题经典，即使不考东北的同学也非常

建议刷好东北的题目。
最终合格人数为经济和经营两个专攻的一般入试者人数。

2.11. 九州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冬季九州依然是书类选考。在疫情第二年，九州的书类选考标准严格了许多。并且改为书类选

考后，会有更多背景比较好的学生报考，竞争也更激烈。所以建议背景差一些的同学，还是努力
学习经济学，去拼笔试。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11

塾内 1 1 1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13

塾内 1 1 0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36 36 9

塾内 3 3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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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数据中，全体最终合格：経済工学8人、経済システム7人；塾内最终合格为経済工学。

2.12. 大阪公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本期考试是大阪公立大学合并成立之后第一次对外选考。招生人数不少，考试难度也不大。但

以后是否会维持这个水准，还是说仅仅是合并后第一次考试先试试水，需要继续观望。
本期塾内9名同学报考，6名同学通过笔试后，面试也都很顺利，最终都合格了。本次笔试题目

难度并不高，基本维持在学校提供的（大阪市立大学）过去问水准上，面试时也没有特别刁钻的
问题，其实应该有更多同学可以试一试的。
可以说，大阪公立只要笔试考得好，几乎就能合格，预计今后报考人数也会逐年递增，请同学

们一定要把握机会。

大阪公立塾内ERE出愿者情况，英语成绩仅供参考：

第三梯队学校  
 
3.1. 明治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科     
对于明治政经，我们也一直建议大家用ERE免除笔试。如果选择笔试去跟其他考生拼论述题，

对日语不好的同学来说是比较是吃亏的。而提交一份两年以内的A以上的成绩，就可以直接等面
试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出愿前一定看好研究计划是否与教授的研究领域相关，有必要的话可
能需要准备一份专門用于明治政经的研究计划书。本期塾内未合格的这位同学，就是在面试时直
接被教授说研究方向不匹配。这样既浪费了时间和金钱，也会影响其他学校的备考。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30 15

塾内 6 2 1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61 28 26

塾内 9 6 6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A+370 なし 合格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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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塾内ERE出愿者情况，ERE成绩A以上可免除笔试，英语成绩仅供参考：

3.2. 青山学院大学国際政治经济研究科
本期塾内1名同学报考青山并最终合格，也是青山国际政经这一期唯一招收的学生。该研究科

基本上仅适用于写国际经济相关课题的同学报考，注意尽量用ERE免除笔试。

青山塾内ERE出愿者情况，英语成绩仅供参考：

3.3. 青山学院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我们在每学期都会强调，报考青山尽量选择国际政经，而不是经济学研究科。青山经济的选考

要求极为严苛，每期合格人数基本在1～4人左右。塾内近几年内报考青山经济的同学中，只有1
人合格，而本期报考的2人均未合格。

3.4. 中央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比起同梯队的其他学校，中央经济无论是笔试还是面试的难度都要大一些。笔试上，一般入试

的题目都是计算题，外国人入试都是论述题。出愿的时候需要谨慎选择考试方式。面试上，对研
究计划问得比较细致。备考上要认真对待。

全体 5 5 4

塾内 2 2 1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A340 TOEFL83 合格

A+370 なし 不合格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1

塾内 1 1 1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B+ TOEFL97 合格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9 3

塾内 2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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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最终合格人数为：一般入试4人，外国人入试2人。塾内合格的同学为一般入试。

3.5. 法政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法政冬季出愿比较晚，在1月中下旬。没有笔试，只能用ERE出愿，并且要求A+以上的成绩。

对英语要求不高，日语方面则可以提交N1或者EJU的日语300分以上（含记述）的成绩，来不及
拿到N1结果的同学可以考虑一下法政。
法政的面试很少会被刁难，绝大部分问题都在模拟面试中练习过。但正因为都是比较常见的问

题，更要好好准备，不要掉以轻心。

法政塾内ERE出愿者情况，ERE成绩A+以上可免除笔试，英语成绩仅供参考：

3.6. 学習院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学习院可以选择笔试，也可以提交ERE的B+以上的成绩。需要注意在出愿之前务必要与教授联

系好，尽量申请研究室访问，因为面试时候基本上是志望教授来面。学习院招生名额很少，相应
地筛选标准会严一些。想要报考的同学需要提高一下日语表达能力和经济学的逻辑思维。

学習院塾内ERE出愿者情况，ERE成绩B+以上可免除笔试，英语成绩仅供参考：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13 6

塾内 2 2 1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10 未知

塾内 2 2 1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S420 TOEFL80 合格

A+400 TOEIC650 不合格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4

塾内 1 1 1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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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立命館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立命馆最近几年缩招非常严重，虽然出愿要求不高，ERE只需要B+的成绩，但面试难度是超过

B+水准的，并且对研究计划的考察也比较细致。所以立命馆并不适合作为保底学校。
本期塾内2名同学报考，都挂在了面试阶段。1人最终合格大阪公立，1人最终合格学习院和同

志社。

立命馆塾内ERE出愿者情况，ERE成绩B＋以上可免除笔试，英语成绩仅供参考：

3.8. 同志社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同志社也比较特别，在冬季招生人数比较多，一般会比夏季招生人数多。考虑到冬季整体上能

报考的学校比较少，那么同志社不失为一个好选择。推荐大家提交ERE和英语成绩免除笔试环
节，积极参加模拟面试，合格概率还是很大的。

同志社塾内ERE出愿者情况，ERE成绩A以上可免除笔试，TOEFL成绩79以上或TOEIC成绩
750以上可免除英语笔试：

B+280 TOEFL100 合格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3

塾内 2 2 0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B+280 TOEFL100 不合格

A330 TOEIC705 不合格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17 未知

塾内 6 6 4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A+400 TOEIC760 合格 A+350 TOEIC650 不合格

A320 TOEIC805 合格 A330 TOEIC705 不合格

A340 TOEIC650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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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校

4.1. 埼玉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

　　
4.2. 東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4.3. 明治学院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4.4. 桃山学院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4.5. 滋賀大学经济学研究科

报名 书选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34

塾内 3 3 2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未知

塾内 2 2 2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0

塾内 1 1 0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未知

塾内 1 1 1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6 未知 1

塾内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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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2021年10月期总结(参加者个别数据)
这一部分我们详细总结了本期合格的同学和不合格的同学他们分别都报考了哪些学校，哪些合

格了，哪些没有合格，希望能给同学们在报考上提供一些借鉴。

关于学生本人的数据我们列出经济学基础和英语成绩，日语水平无法根据是否有N1或N2的合
格证来判断，相对于应试的日语能力来说，面试所需要的口语能力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未被统计
在下表当中。

合格者个别数据：
本期合格者共30名，其中有21名老生，但由于疫情原因晚来塾报到，因此大多数老
生来不及参加当期选考，本期也是第一次参加选考；而本期合格的新生有9名。

🌟  在本期考试中，仅凭书类选考，完全没有参加笔试，最终合格的同学，在备注中可见。

N
o

经济学
基础 英语成绩 合格学校 不合格学校 备注

1 0基础 TOEFL74 横国经济,神户经济 无
邓浚川

2 0基础 TOEFL74 神户经济,大阪公立经济  京大公共 
胡远锦

3 0基础 TOEFL77 横国经济,神户经济 无
仝令婕

4 0基础 TOEFL80 上智经济,法政经济 无
郝律

5 0基础 TOEFL95 横国经济 无
印楷文

6 0基础 TOEFL106 横国经济 神户经济 
胡晓婧

7 0基础 TOEIC700 大阪公立经济 无
刘星宇

8 0基础 TOEIC705 大阪公立经济 立命馆经济,同志社经济
荆晨煜

9 0基础 TOEIC750 北海道经济 北海道公共 仅书选
黄宇石

10 0基础 TOEIC760 同志社经济 无
沈静宜

11 0基础 TOEIC805 神户经济,东北经济 大阪经济
王仕林

12 0基础 無し 大阪公立经济 明治政经,中央经济
撒切尔

13 自学程度 TOEFL61 庆应经济 无 仅书选
丁瑞鋆

14 自学程度 TOEFL91 横国经济 无
曲鸽鸽

15 自学程度 TOEIC650 桃山学院经济,滋贺经济 大阪公立经济,同志社经济
冯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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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总体情况总结，本期考试合格人数共计30名，以下是合格者最终决定入学各梯队学校
的详细人数统计：

16 自学程度 TOEIC650 同志社经济 神户经济,法政经济
汶子超

17 自学程度 TOEIC685 神户经济 无
李琳珂

18 自学程度 TOEIC690 横国经济,神户经济 无
吴欣雨

19 自学程度 TOEIC845 大阪公共 名古屋经济,九州经济 仅书选
倪泽文

20 本科水平 TOEFL72 横国经济 无
陈博文

21 本科水平 TOEFL83 明治政经 上智经济 
季一统

22 本科水平 TOEFL87 大阪公共,名古屋经济学 无 仅书选
陈鹏飞

23 本科水平 TOEFL89 一桥经济,横国经济,上智
经济,九州经济 早大商科 

吴可易

24 本科水平 TOEFL97 神户经济,东北经济,青山
政经 九州经济

喻韩苗

25 本科水平 TOEFL100 学习院经济,同志社经济 名古屋经济,立命馆经济  
王彦升

26 本科水平 TOEIC710 横国经济,埼玉人文社科 九州经济 
张钰

27 本科水平 TOEIC735 大阪公立经济 大阪经济,大阪公共,神户经
济  

郑炜晨

28 本科水平 TOEIC765 中央经济 京大MBA,大阪经济,早大政
治

高云舟

29 本科水平 TOEIC805 东京都立MEc,大阪公立经
济,同志社经济,东洋经济 无

黄仪含

30 本科水平 無し 东洋经济,埼玉人文社科 无
印迪

第一梯队共计2人

一桥经济 庆应经济

1 1

第二梯队共20人

阪大公共 横国经济 神户经济 北海道经济

2 5 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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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更为直观的看到21年10月期的合格者最终入学学校的梯队分布的情况，但其中不乏有同时
合格不同等级梯队多所学校或同一等级梯队合格多所学校的同学，并不算在比例图内。

而以下比例图即为各个梯队合格人次比例，包含一人合格多所学校，重复计算的情况。
本期统计中塾内合格第一梯队共2人次，合格第二梯队共32人次，合格第三梯队共9人次，合格

其他梯队的学校共6人次，合计本期全体合格共49人次。

东北经济 大阪公立经济 东京都立MEc

2 4 1

第三梯队共6人

明治政经 中央经济 上智经济 同志社经济

1 1 1 3

其他队共2人

埼玉人文 滋贺经济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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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者个别数据：
以下表格中列出了本期21年10月期参加考试的同学中不合格者的经济学基础，英语
成绩和冬季报考的学校，共16名。

至统计结束本期不合格者中有10名同学表示会继续挑战22年夏季的选考，衷心祝愿所有不放弃
的同学能够在接下来的选考中再接再厉，终能合格自己理想的大学院；其余选考中失联或选考后
放弃经济学选考的有3名同学，在今后的选考统计中将不会再计入。

🌟  在本期考试中，仅凭书类选考，完全没有参加笔试，但没合格的同学，在备注中可见。

No 经济学
基础 英语成绩 21年10月期报考学校(均不合格) 备注

1 0基础 TOEFL53 横国经济,神户经济
许浩天

2 0基础 TOEFL53 横国经济
姜雪洁

3 0基础 TOEFL77 一桥经济,京大公共,横国经济,神户经济,九州
经济

李璐池

4 0基础 TOEIC485 神户经济
李俊志

5 0基础 TOEIC620 京大公共 大阪公立在读
顾家祺

6 0基础 TOEIC635 青山经济
王天

7 0基础 TOEIC700 京大公共
潘泽

8 0基础 TOEIC805 早大经济 仅书选
赵夏祎

9 自学程度 TOEFL91 一桥经济 仅书选
孙瑞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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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21年4月期总结
本节内容主要统计了21年4月期塾内不合格的同学们在21年10月期的后续参加选考的情况。
截止至21年10月期考学统计结束，塾内21年4月期在籍学习的学生共188名，历经一年两期选

考统计：合格者92名；不合格者15名；失去联系者35名；放弃经济学类选考者26名；两期均为不
参加考试者20名。
以下是针对这些数据的具体解释说明：

合格者92名中，在21年夏季参加第一次选考就合格的是75名，21年夏季的选考失败但经过
不懈努力在21年冬季第二次选考中合格的人数是8名，21年冬季不参加选考而参加21年

夏季选考的合格人数是9名。
截止到21年10月期本期冬季选考结束，总结一下这些合格者的入学去向分别是：第一梯队39

名，第二梯队41名，第三梯队11名，其他梯队1名。

不合格者15名，其中参加两期选考均以失败告终的仅5名，其余学生只参加了其中一次选
考而以失败告终。另外不合格者中有1名早在20年10月期冬季选考已合格，但想要在21

年挑战更高难度的名校，但最终只留了一个遗憾的结果。

失联者一年两期共35名，之前在塾内学习的此届学生，在我们开始统计考学志愿的时候一
直联系不上，或考学期间多次联系未果，尚未得知该学校合格与否等学生归为此类。

弃经济学者共26名，指的是在这一年两期的备考期间明确告知放弃经济学转专业，就职或
回国等学生，在经历选考失败后放弃经济学仅10名，其余多数尚未参加过选考便陆续选

择放弃经济学类选考。

10 自学程度 TOEIC680 早大经济,大阪公共,东北经济,九州经济 仅书选
陶艳玲

11 自学程度 TOEIC740 青山经济,明治经济
张益铭

12 自学程度 無し 大阪公立经济
冀浩东

13 本科水平 TOEFL63 埼玉人文 仅书选
叶聪

14 本科水平 TOEFL86 一桥经济
仅书选 

2104期合格早大

张耀丹

15 本科水平 TOEFL95 大阪公立经济
陈虹伊

16 本科水平 TOEIC555 京大MBA,上智经济 入塾前已合格
刘天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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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21年4月期夏季选考不合格的34名学生在21年10月期冬季后续参加选考的情况，具体数
据请见下方表格：

N
o

经济学
基础

21年4月期报考学校 
(均不合格)

21年10月期合格校 21年10月期不合格
校

1 0基础 早大经济,阪大经济,名古屋
经济

神户经济,东北经济 阪大经济

2 0基础 一桥经济,京大MBA,阪大经
济

神户经济,大阪公立经济 京大公共

3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横国经济

4 自学程度 大阪市立经济,明治政经 大阪公立经济 明治政经,中央经济

5 本科水平 早大经济
神户经济,东北经济,青山
政经

九州经济

6 本科水平 大阪市立经济
东京都立MEc,大阪公立
经济,同志社经济,东洋经
济

7 本科水平
大阪市立经济,中央大学商
学研究科

学习院经济,同志社经济 名古屋经济,立命馆
经济

8 本科水平 东洋经济
东洋经济,埼玉大学人文
社会科学研究科

9 0基础 神户经济 无 横国经济

10 0基础 京大MBA 无
早大MBA,阪大公共,
东北经济,九州经济

11 0基础 京大MBA,东北经济 无 京大公共

12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无 一桥经济

13 自学程度 大阪市立经济,东洋经济 无 大阪公立经济

14 0基础 东大公共,早大经济,京大经
济

不参加

15 0基础 一桥公共,京大经济 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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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自学程度 法政经济 不参加

17 自学程度 东大公共,青山经济 不参加

18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不参加

19 本科水平 一桥经济,东北经济 不参加

20 本科水平 庆应经济,明治政经 不参加

21 0基础 东大经济 弃经济

22 0基础 东大经济 弃经济

23 0基础 庆应经济,九州经济,立教经
济

弃经济

24 自学程度 庆应经济 弃经济

25 自学程度 九州经济 弃经济

26 自学程度
京大经济,京大MBA,名古屋
经济

弃经济

27 本科水平 九州经济 弃经济

28 本科水平 东洋经济 弃经济

29 0基础 一桥经济,京大MBA,神户经
济

失联

30 0基础 九州经济,筑波社工 失联

31 自学程度 庆应经济 失联

32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庆应经济 失联

33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京大经济 失联

34 本科水平 中央经济 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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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后记
冬季的选考一直都是僧多粥少的状态，与夏季相比，可以报考的学校数量和招生人数都大幅减

少，而考生人数却波动不大。这就造成几乎每年冬季选考竞争都非常激烈。而第一梯队几乎不再
有可以笔试的学校，会导致很多优秀的同学挤到第二梯队，更加大了冬季合格好学校的难度。但
好在第二梯队里仍有保持大量招生的学校，这些学校将成为我们在冬季备考的侧重点。
本稿截止的时候，22年10月班马上就要开始了。进入疫情后的第三个冬季选考阶段，我们在备

考策略和课程设置上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在授课方面，冬季的宏观经济学知识点部分会调整课程
内容，并增加2～3节课程。作为知识点部分的巩固和补充，作业讲解课程也会重新设计内容，进
行更细致的解说。而所有更新的课程都会同步更新到网课里。
在研究计划修改和模拟面试方面，以往我们是视为备考的两个阶段进行对应，接下来会把两个

阶段结合起来，在完成研究计划之前，就把面试中可能遇到的一些’’坑’’给解决掉。同时，会加强
对日语口头表达能力的重视，以提高大家在面试阶段的竞争力。
针对冬季改为书类选考的学校，我们在过去两年里积攒了丰富的经验，接下来会根据这几年的

真实选考情况，调整模拟面试题库。针对冬季仍保留笔试的学校、尤其是招生人数较多的神户、
横国、大阪公立三所学校，我们会加强对学生学习效果的关注与管理，通过模拟考试、随堂测验
等方式阶段性追踪总结同学的学习情况，给予个性化、精细化辅导，争取不让任何一名报考这三
所学校的同学在笔试备考阶段掉队。

从一部分学校的考试内容来看，考试难度是逐年增加的。而日本政府准备修改’’留学生30万人
计划’’政策，留学生人数可能会大幅上涨，那么以后的竞争可能也会愈发激烈。所以，各位同学还
是尽早安排好备考战略，争取早日合格上岸。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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