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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情况报告 
转眼又是一年，2019年4月期夏季的考试已经结束。我们现在进行一下详细的总结。
本期塾内参加19年夏季考试的人数为209人，合格者123人，合格率为58.9%，合格的123名同

学中，进入第一梯队校（东大一桥早大庆应京大等）的人数为64人，比例为52%，也就是说塾内
本期合格的同学们中有一半以上是合格的日本最顶尖优秀的经济学研究科。延续了去年4月期第
一梯队校合格比率超过50%的成绩。
注：以下所有合格率情况，不合格率调查都是基于统一的，事先规定好的调查基准。误差脱漏

已经控制在最小范围内。但并不保证合格率和本塾教学水平之间存在显著因果关系。　

2. ERE经济学检定试验
本期第36回ERE经济学检定试验，塾内最好成绩为全日本第二。本期ERE考试较为特殊，由于

正是ERE考试中心改革，本期夏季既可以选择笔考也可以选择机考。
我们首先来总结笔考成绩，本期笔考错题数在12个以内可以获得S，在全日本47名S考生中，

其中塾内30个，S占有率为64%。错题数18个以内成绩为A+，塾内22人。
综合来看，本塾80名参加笔考的同学中，S比率为37.5%，A+比率为27.5%。自从早大取消对

ERE成绩的认可以来，我们发现塾内同学，尤其是学习优秀的同学对于ERE考试的重视度明显下
降。不得不说，ERE考试已经从进入早大的捷径入场券逐渐变成合格第二梯队学校必要条件。
其主要原因在于ERE今后开始实施的机考，目前除了横滨国立大学以外，几乎所有学校都和承

认笔考一样承认机考，例如上智大学，首都大学东京，明治大学，法政大学，同志社大学，立命
馆大学等。又由于机考可以随时反复刷新成绩，这就势必造成竞争的激烈化。本期目前在笔考还
存续的前提下，塾内有7名同学报名了机考。其中五人S成绩，一人A+，一人A。根据同学们反
馈，如果笔考成绩是A+的话，那么机考平均要考3次左右才能拿到S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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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学校。从表中明显可以

看出，考取第一梯队学校的同学集中在表格上方，尤其在S前10名中，最终去向全是第一梯队学
校，而在A+成绩以下的同学中，几乎就见不到第一梯队校的合格，说明ERE成绩的好坏和最终去
向有着相当强烈的正相关关系。ERE题目也是合格第一梯队学校的打基础的保障，请大家务必重
视。

N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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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名

1 自学程度/3个月 4 S2 参加
东大经济,东大公共,一桥经济,阪大经济,
东工大经工

甘梓晨

2 本科水平/7个月 4 S2 参加 早大经济 黄同舟

3 自学程度/3个月 5 S6 参加 京大经济,北海道经济 张茂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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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基础/3个月 5 S6 参加 一桥经济,京大经济,阪大经济 叶子

5 0基础/3个月 5 S6 参加 早大经济 魏升辉

6 0基础/3个月 6 S9 参加 东大公共,早大经济 朱嘉文

7 本科水平/3个月 6 S9 参加 东大经济,早大经济 马雅琨

8 0基础/7个月 6 S9 参加 早大经济 潘婷

9 0基础/3个月 6 S9 参加 早大经济 陈琪川

10 0基础/3个月 7 S14 参加 横国经济 陈炀

11 本科水平/3个月 7 S14 参加 京大经济 周中立

12 本科水平/7个月 9 S14 参加 阪大经济 李天呈

13 自学程度/3个月 8 S17 参加 一桥经济,京大经济 陈芊

14 0基础/3个月 9 S20 参加 神户经济 孔祥炜

15 0基础/3个月 10 S23 参加 无 曾广毅

16 本科水平/3个月 10 S23 参加 早大经济 邹锦岸

17 0基础/3个月 10 S23 参加 上智经济 倪秦欧

18 自学程度/3个月 11 S28 参加 横国经济,名古屋经济 孟宣竹

19 本科水平/7个月 11 S28 参加 一桥经济 李晨

20 0基础/3个月 11 S28 参加 无 金雅婷

21 本科水平/3个月 11 S28 参加 首都大经济 王佳楠

22 0基础/7个月 11 S28 参加 无 睿潇

23 0基础/3个月 12 S36 参加 上智经济,阪大经济 顾文茜

24 0基础/7个月 12 S36 参加 学习院经济 王者诗

25 0基础/3个月 12 S36 参加 中央经济,同志社经济 潘纪彤

26 0基础/3个月 12 S36 参加 青山政经 丁海嵩

27 本科水平/3个月 12 S36 参加 京大经济,阪大经济,北海道经济 吴相怡

28 自学程度/3个月 12 S36 参加 横国经济 施恺丽

29 0基础/3个月 12 S36 参加 京大经济 洪硕

30 0基础/3个月 12 S36 参加 东大公共,京大经济 杨培艺

31 本科水平/3个月 13 A＋48 参加 无 龙雨薇

32 自学程度/3个月 13 A＋48 参加 立命馆经济 孙一夫

33 0基础/3个月 13 A＋48 未参加 京大经济 杨水宁

34 0基础/7个月 13 A＋48 参加 上智经济 李永旭

35 0基础/7个月 13 A＋48 参加 阪大经济,神户经济 胡子慧

36 0基础/3个月 14 A＋50 参加 明治经济 姚凯瑄

37 自学程度/3个月 14 A＋56 参加 中央经济 张旭强

38 0基础/3个月 15 A＋68 参加 京大经济 邹倩

39 自学程度/3个月 15 A＋68 参加 无 王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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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自学程度/3个月 16 A＋80 未参加 立命馆经济 石皓

41 本科水平/7个月 15 A＋80 参加 庆应政策 方正阳

42 自学程度/3个月 16 A＋80 参加 东工大经工 吕思祺

43 0基础/3个月 16 A＋80 参加 无 刘易

44 0基础/7个月 16 A＋80 参加 东大公共,早大经济 杨慧妍

45 0基础/3个月 16 A＋80 参加 一桥经济 伍诗婷

46 本科水平/3个月 17 A＋85 未参加 无 姚佳嵘

47 本科水平/3个月 17 A＋93 参加 横国经济 张茜莹

48 0基础/7个月 17 A＋93 参加 京大经济,阪大经济 周昕予

49 自学程度/3个月 17 A＋93 参加 中央经济 玉嘉卉

50 0基础/3个月 18 A＋108 参加 京大MBA,神户经济,九州经济 关奇星

51 0基础/3个月 18 A＋108 参加 庆应经济 王怀卿

52 0基础/3个月 18 A＋108 参加 一桥经济 桑晋远

53 0基础/7个月 19 A113 参加 无 段杰明

54 0基础/3个月 19 A115 参加 无 柯松利

55 0基础/3个月 19 A115 参加 无 刘依虹

56 自学程度/3个月 20 A128 未参加 无 宋娇

57 0基础/3个月 20 A128 未参加 东大经济,一桥经济 刘子扬

58 0基础/7个月 20 A128 参加 无 林昂

59 自学程度/3个月 20 A128 未参加 无 肖雅月

60 0基础/3个月 19 A128 参加 长崎经济 张萌萌

61 自学程度/3个月 20 A128 参加 无 薛邡瀚

62 自学程度/3个月 20 A128 参加 神户经济 颜嘉

63 本科水平/3个月 19 A128 未参加 青山政经 沈晓雯

64 本科水平/3个月 22 A175 参加 早大社科,青山政经,长崎经济 董豪

65 0基础/7个月 20 A175 参加 无 张兆亿

66 自学程度/3个月 20 A178 未参加 一桥经济 许林燕

67 本科水平/3个月 24 B＋200 参加 青山政经 狄航锋

68 自学程度/3个月 24 B＋200 参加 东洋经济 叶之夏

69 0基础/7个月 25 B＋220 参加 明治经济 翟一翟

70 0基础/3个月 25 B220 未参加 无 许博

71 本科水平/3个月 27 B257 参加 无 逄铂

72 0基础/3个月 28 B＋277 未参加 日本大经济 高艺榕

73 0基础/3个月 28 B＋277 参加 无 胡承程

74 0基础/3个月 30 B349 参加 无 赵鑫岩

75 自学程度/3个月 28 B349 未参加 神户经济 徐梦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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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一梯队学校 　
3.1. 東京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东大经济本期塾内报考人数有明显下降，由于同一天考试的京都大学不需要提交研究计划，不

需要N1，不需要面试等魅力，分流了相当多塾内同学。去年塾内58人报考东大经济，最终合格8
人，本期只有29人报名，最终合格7人。可以说报名人数大幅度下降，但就合格人数来看基本没
有变化。塾内东大经济合格人数基本稳定在7~10人左右。从本期同学学习状况来看，在同一天报
名京大的66名塾内同学中，应该有1~2名报名东大能够无悬念合格的。
在结果上可以说，京大的改革导致本期我们东大合格人数少了1~2人，但换来了京大一举合格

20人。其中几家欢喜几家愁呢。

3.2. 東京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本期东大公共合格总体人数较上期比有明显下降，去年夏季东大公共招收37人，而今年只有28

人。而去年塾内合格11人，今年合格9人，合格人数同比去年夏季下降了2个名额但合格占有率却
由29.7%上升为32.1%。
东大公共考试题目近些年来变化比较明显，更偏向论述问题。塾内预计2020年4月班开始针对

东大公共将会有新的教案和教学内容出台，不仅针对笔试问题进行了教学内容上的改革，还针对
学生们的学习计划书内容和写作方面，在指导内容上有了较大幅度的提升。

76 0基础/3个月 32 B448 参加 无 贾楠楠

77 0基础/3个月 32 B486 参加 无 莫雅滢

78 自学程度/3个月 32 B568 未参加 无 王雨璇

79 自学程度/3个月 36 C763 参加 无 杜玉洁

80 0基础/3个月 37 C864 未参加 无 陈佳宇

81 0基础/7个月 9 S机考 参加 上智经济 李永旭

82 本科水平/3个月 7 S机考 参加 无 龙雨薇

83 0基础/3个月 9 S机考 参加 中央经济,同志社经济 潘纪彤

84 0基础/3个月 9 S机考 未参加 东洋经济 刘承阳

85 自学程度/3个月 9 S机考 参加 神户经济 颜嘉

86 0基础/7个月 11 A＋机考 参加 无 程志昂

87 本科水平/3个月 18 A机考 参加 明治经济,学习院经济 张志强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154 76 46

塾内 29 19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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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东大公共主要招生对象还是日本人学生，塾内合格人数上升空间并不大，但是我们希望能
通过本次教案翻新，提升一些合格率。
注：东大公共最终合格9人中有1人在东大公共面试前东大经研已合格，虽然公共笔试合格但是

最终面试弃考。故实际入学公共8人，加上合格东大经济的7人，本期塾内共有15名同学考入日本
最高学府东京大学。

                         
3.3. 一橋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一桥经研面试前其他学校已合格，因此塾内有3人一桥笔试合格但是面试弃考。
一桥大学本期合格15人，是关东圈塾内合格人数最多的学校。一桥经济总体合格人数略有上升

（去年为36人）。但塾内报名人数却有明显下降，去年塾内报名90人合格19人，本期塾内报名72
人合格15人。
很值得注意的是，一桥大学受到了早大经济和京大经济的较大负面影响。由于早大今年改革不

需要提交研究计划，京大也是一样，所以导致一部分塾内同学押宝在早大京大，直接放弃研究计
划写作本身，造成无法出愿一桥，这是报名人数下降的原因。
另外，往年由于早大考试较早，同学们为了赶得及早大出愿，会被逼得早早完成研究计划，那

么在出愿一桥前还可以进行更精细的修改，这样对于面试就很有利。而本期很多同学直接拖延到
一桥出愿前一两天才赶出研究计划，这也是为什么笔试通过28人中最终只合格15人的原因。
从合格率上来讲，上期90人合格19人，本期72人合格15人，合格率本身几乎没有变化，但是

本期一桥小扩招，我们没有预料到，造成合格占有率有所下降，我们本来能做得更好。下期开始
要严格强化一桥的研究计划指导，打好提前量。　

3.4. 一橋大学商学研究科
据学生情报显示，这次一桥商学研究科外国人入试合格12人，一般入试合格6人，特别选考合

格1人；同比去年少收了10人。另外最终合格人数不确定，大致为18人左右。一桥商学研究科并
不能选择经济学的题目作答。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152 48 28

塾内 51 14 9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255 101 52

塾内 72 28 15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170 32 18＋

沐刃经济塾  • www.muren-economics.com  / 7 38



　　　　
3.5. 慶応義塾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塾内有1人出愿但弃考，以下塾内数据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庆应经济比去年有所缩招。
去年庆应经济招收了31人，今年只有22人。去年塾内合格6人今年也维持了6人的水准。庆应今

年考试题目有一两道题略偏，且庆应对于面试和研究计划的水平要求很高。在包括了日本人在内
的22名合格者中塾内占6人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3.6. 慶応義塾大学商学研究科
塾内有1人出愿但弃考，以下塾内数据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
庆应商学研究科可以选择经济学考试题目，但由于整体招生人数并不多。经济专攻如上表所示

最终只合格5人，其中3人日本人考生（来自同学的情报）。该研究科需要提前联系教授，且英语
成绩一定要通过免考线，否则难以合格。

3.7. 慶応義塾大学開放環境科学専攻
塾内仅有1人用经济学研究计划书出愿该研究科。未能合格。

3.8. 慶応義塾大学政策メディア研究科
塾内仅有1人用经济学研究计划书出愿该研究科。该研究科要事前联系导师。

塾内 1 0 0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120 74 22

塾内 28 21 6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23 8 5

塾内 5 1 1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0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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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早稲田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塾内有1人出愿但弃考，以下塾内数据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
早稻田大学经济学研究科缩招已经成为既定事实。本期最终只合格17人，这还包括了日本人考

生在内。虽然缩招，但有两点值得一提，一，报考人数并没有明显下降，可见早大在中国留学生
心中地位之高。二，塾内占有率居高不下，本期17人中占有11人，可以说难有敌手。早大已经缩
招两期，我们也积攒了相当多的经验，可以运用到今后的教学中。即使缩招也并不代表不招或者
乱招，毕竟考试不是抽签，实力到了合格就到了。

3.10. 早稲田大学商学研究科
根据学生情报显示总报名大致为400人左右。
早大商学研究科本期塾内无人合格，笔试题目并不难但7人中只有1人笔试合格。往期早大商塾

内一般报名7~8人合格2~3人。由于早大商内经济学教授招生人数有限，每位教授只带几名学生，
不排除本期是由于教授人满不招生的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发现笔试通过率低的原因：塾内同学
不善于回答论述类问题可能是一个原因，商学研究科虽然出题内容为微观宏观经济学但出题形式
多为论述。今后应多加强此类练习。

3.11. 早稲田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科
官网公布该研究科合格总人数为47人，但实际用经济出愿者人数未知。早大商虽然成绩不好，

但本期3名同学报考早大社科全部合格。
早大社科也是较为特殊的存在。需要事前进行资料审核；审核通过后只有面试。因为经济学本

身就隶属于社会科学，所以社会科学研究科内一定会有数名经济学专业的教授。
本期至少7~8名同学向早大社科提交了资料审核，实际通过3人参加面试（其中一人为英语选

考），全部合格。
注：提交审核资料未能通过者，并未真正参加该研究科考试，故未算入报考人数中。

塾内 1 1 1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189 24 17

塾内 81 17 11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400＋ 61 25

塾内 7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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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早稲田大学亚洲太平洋研究科
塾内仅有1人用经济学研究计划书出愿该研究科合格。该研究科也有数名经济学专业教授，但

面试选考基准难以推测。希望同学们谨慎考虑。

3.13. 京都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因为今年京大和东大考试时间相撞，塾内有6人虽已出愿但因考东大经研而弃考，以下塾内数

据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
京都大学自从去年改革以来，只选择微观宏观题目即可，且非研究者专攻不需要面试，大大增

加了考试魅力。果然本期报考人数猛增至200+，其中研究者共报考35人，笔试合格17人，最终合
格11人。高度人才报考171人，最终合格43人。
塾内报考66人中京大一举合格20人，囊括全体合格人数近一半名额。且根据京大题型的分析推

测，今后还有较大合格率上升空间，未来几年京大将会是塾内主要报考学校。但由于近两年来京
大东大考试都在同一天，势必造成一部分本来能合格东大的同学报考京大，本来能合格京大的同
学却去报考东大。在事前进行严密的报考建议可能会比较重要。
另外，明年开始京大考试又有新的改革，删掉了一部分经济学应用问题，且要求必须日语N1出

愿，请各位报考同学留意。

3.14. 京都大学経営管理大学院（MBA）
本期京大MBA报考24人合格2人，报考人数较去年相比增加不少，但合格人数有大幅度下降。

具体原因正在探究中，英语成绩以及论述题和小论文的硬伤可能是原因之一，和早大商类似，京
大MBA也是经济和经营一起竞争的学院。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经营学的题目的难易度，如果经营
学题目偏难，则自然塾内同学合格的多；如果经营学题目偏基础，则对选择经济学的同学不利。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47

塾内 3 3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1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206 54

塾内 66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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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有19年10月期新入塾学习的8名新生，在不到两个月的学习时间里参加了11月末的京大
MBA，且1人合格，由于是10月期新生故未算在本次合格率统计中。塾内学生报名参加本次京大
MBA选考一共为32人。

3.15. 京都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塾内有1人因其他学校已合格，出愿但弃考，以下塾内数据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需要注意的

是，以下数据为京大公共夏季考试统计，而京大公共外国人入试在冬季。

3.16. 東京工業大学経営工学研究科
东京工业大学经营工学也可以选择经济学题目作答，需要事前联系好老师出愿。

下表显示共合格67人其中大部分是校内选考等其他通道合格一起发榜而已，通过考试合格的人
数远小于这个数字。
东工大是非常好的学校建议目标为东大，基础较好的同学可以尝试联系教授并参加考试。

4. 第二梯队学校
4.1. 横浜国立大学国際社会科学府(経済専攻)
塾内有6人出愿但是选择弃考，以下塾内数据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
横滨国立大学本次塾内合格率较高，但是较最终合格人数相比，塾内仍然有较大上升空间。由

于横国考试较晚，所以很多第一梯队预备军同学并不会真正去参加横国的考试，这给了接下来的
同学较大机会。
横国的特点在于笔试题难题量大，而且笔试面试在同一天，临考前压力很大。备考横国的同学

一定要打好提前量，在临考试前一周都要准备好笔试内容，才能有余力去应付面试。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232 40

塾内 24 2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180 59 37

塾内 1 0 0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135 95 67

塾内 7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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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国经济本期塾内ERE出愿者情况，未标注为19年7月份的第36回ERE检定考试成绩，英语成

绩仅供参考：

  4.2. 上智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塾内有1人出愿但是选择弃考，以下塾内数据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全体最终合格人数由于不

公开在校方官网上，所以除了塾里学生合格人数以外，无法得知塾外具体合格总人数。
上智大学经济学研究科近些年塾内成绩不高，其原因在于ERE考试适用学校范围有所缩小，导

致同学们并不像以前那样重视ERE成绩，从以上数据可知，合格上智的关键在于ERE成绩考到
S。上智大学承认机考成绩，所以同学们一定要尽最大努力争取ERE成绩过关。

上智经济本期塾内ERE出愿者情况，未标注为19年7月份的第36回ERE检定考试成绩，英语成
绩仅供参考。TOEFL成绩为79以上可免英语笔试，TOEIC成绩并不免考：

   
4.3. 首都大学東京経営学研究科経済学プルグラム（MEc）
塾内均以参加笔试的形式出愿，没人用ERE出愿免笔试，但最终合格的1人，其ERE成绩也是

相当不错的。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73 36

塾内 18 11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S14 TOEFL85 合格 S20(第35回) TOEIC705 不合格

S28 TOEFL85 合格 A＋56 TOEFL82 不合格

报名 笔试合格 最终合格

全体 90 25 未知

塾内 12 8 4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S23 TOEIC750 合格 S36 TOEFL91 合格

S机考 TOEFL82 合格 A＋56 TOEFL82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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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都大比较特殊，建议即使有ERE成绩的同学也通过笔试出愿。而且该学校近年来招生人数越
来越少，推荐度并不高。

  

4.4. 大阪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因东大经研已合格，塾内有1人出愿但选择弃考，以下塾内数据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
大阪大学一直是塾内夏季强烈推荐的学校之一。本次报名人数较去年相比下降很多，究其原因

可能是因为同在关西的京都大学报考魅力增加造成。在这个意义上大阪大学的竞争难度一定会降
低。
阪大的第一难关是笔试，笔试成绩高是合格的关键，但是在塾内报考人数大量减少的前提下，

能够一举合格15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

4.5. 大阪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掌握的数据有限，报名总人数和最终合格人数均未知。大阪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面试评价基准

并不明确，因此塾内并不建议报考。

4.6. 名古屋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名古屋经研面试前已合格其他学校，因此塾内有5人名古屋的笔试合格但面试弃考。
名古屋大学经济学研究科近些年来校内研究生竞争力不大。从本期数据也可以看出，塾内同学

报考人数并不多，但合格人数中占有率接近一半，还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但名古屋大学总体招生
人数并不多，这一点值得注意。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6 3

塾内 3 1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150 96 72

塾内 28 20 15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48 未知

塾内 1 1 1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99 32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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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神戸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因已合格其他学校，塾内有三人出愿但是弃考，以下塾内数据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
本期神户大学塾内合格率很高，17人中合格12人。相对于最终合格的60人来讲，报名太少才是

最大的问题。关西学校由于京都大学的考试难度降低，所以塾内报考神户大学和大阪大学的同学
人数明显有所下降。

　　
4.8. 北海道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本期北海道经研的塾内合格占有率是100%，北海道大学近年来夏季招生人数少于冬季招生，

本期夏季更是少之又少，仅合格4人，全都是塾内同学。

4.9. 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据学生情报显示，本期北海道公共政策总报名人数虽有15人，但实际当日参加笔试者不过10

人，那么合格8人已经是很高的合格率了。
本期塾内1名同学合格，这是塾内第一次有同学报名并合格北海道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但鉴

于总体招生人数并不多，故难以推荐。

4.10. 東北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东北大学近年来塾内报名人数并不多，全体人数中的44人合格20人既包括了经济专攻也包括了

经营专攻，我们并不知道其中经济专攻具体合格多少人。

塾内 21 11 6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106 60

塾内 17 12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79 4

塾内 14 4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15 8

塾内 1 1

报名 最终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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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九州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因已合格其他学校，塾内有3人出愿但是选择弃考，以下塾内数据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
由于九州大学只有笔试没有面试，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塾内同学欢迎。本期6人中合格4人也是很

可观的成绩。值得注意的是九州大学英语部分一定要达到免考线，否则几乎不可能合格。

                         
4.12. 筑波大学社会システム工学研究科
从本期开始筑波大学社会工学研究科可以选择经济学考试题目，这个消息在4月期初已经通知

塾内同学，但筑波大学规定报名前必须联系好教授获得内诺，这限制了一部分同学的报考，最终
塾内3名同学联系教授成功，2人顺利合格。
筑波大学笔试题目不难，且面试比重较大，可以说只要联系好教授，就是成功的一半。

  　

5. 第三梯队学校    
5.1. 明治大学政治経済学研究科
明治大学虽然建议用ERE成绩代替笔试，但成绩好并不是充分条件。
近几期我们一直看到明治有ERE的S不合格，A甚至B也合格的情况。明治大学需要填写老师名

字，面试的时候和教授的交流以及研究计划书的契合度才是最重要的。

全体 44 20

塾内 3 1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84 24

塾内 6 4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81 61

塾内 3 2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25 25 12

塾内 11 11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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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塾内ERE出愿者情况，未标注为19年7月份的第36回ERE检定考试成绩，英语成绩仅供参
考：

5.2. 明治大学公共政策大学院

5.3. 青山学院大学国際政治経済研究科
因已合格其他学校，塾内有1人出愿但弃考，以下塾内数据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
青山学院的国际政治经济只有面试，考试时间较晚。而且该研究科老师教授领域比较丰富，大

家研究计划的热門题目比如劳动经济学，产业组织等都有教授。所以只要看好教授领域，写好一
篇优秀的研究计划去参加面试的话合格几率很大。本期一共招收6人，塾内占4人。

5.4. 青山学院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相对于青山的国际政经来讲，青山的经济学研究科招生人数更少，而且需要笔试考试。在这个

意义上可能我们更推荐国际政经。

5.5. 青山学院大学大学院国際マネジメント研究科（MBA）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A＋50 TOEFL78 合格 S23 TOEIC750 不合格

A机考 TOEIC485 合格 A＋48 TOEFL75 不合格

B＋220 无 合格 A＋48 TOEIC800 不合格

S14 TOEFL85 不合格 A＋48 TOEIC595 不合格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0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16 6

塾内 6 4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31 11 4

塾内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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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学習院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塾内近年来基本牢牢占据学习院几乎所有名额，本期也不例外。学习院大学需要提交ERE成

绩，并且强烈建议提前联系导师。最终合格人数非常少，但塾内基本会包揽。

学习院塾内ERE出愿者情况，未标注为19年7月份的第36回ERE检定考试成绩，英语成绩仅供
参考：

 
5.7. 立命館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据学生的情报显示当日外国人入试总人数只来了15人。立命馆大学是比较特殊的夏季招生少于

冬季的学校，本期夏季招生只有4人；一般冬季会有15人左右。需要提交ERE成绩后参加面试。
本期塾内基本包揽所有合格名额。

立命馆塾内ERE出愿者情况，未标注为19年7月份的第36回ERE检定考试成绩，英语成绩仅供
参考：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2 2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9 3

塾内 5 2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S36 TOEIC675 合格 S36 TOEIC670 不合格

A机考 TOEIC485 合格 A＋48 TOEIC800 不合格

报名 笔试合格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30以内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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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TOEIC595 合格 未知 TOEIC735 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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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中央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因已合格其他学校，塾内有7人出愿但选择弃考，另有2人笔试合格但最终面试弃考，以下塾内

数据为实际参加考试人数。
中央大学在报考阶段会区分开一般入试和外国人入试，一般入试通道笔试题为标准微观宏观计

算问题，外国人入试为论述问题。
本期塾内报名一般入试同学较多，但由于题目中出现了线性代数知识导致很多同学没有准备，

笔试通过率降低很多，但我们仍然建议同学们多走一般入试通道，因为外国人入试部分的论述问
题不确定性更大。

5.9. 法政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法政大学在夏季不可以用ERE免考笔试，而在冬季则必须提交ERE成绩。另外，法政大学比较

特殊的一点是：在日语要求上，不承认N1或N2，只承认留考日语300以上。这导致很多同学直接
没有报名资格。如果想报考法政的同学请一定要注意这个日语的要求。
全体最终合格人数由于不公开在校方官网上，所以除了塾里学生合格人数以外，无法得知塾外

具体合格总人数。

5.10. 同志社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同志社大学也是比较特殊的，夏季招生人数小于冬季，也可以用ERE成绩免考笔试。
我们强烈建议ERE成绩考到A+，且英语成绩过了免考线以后再考虑报名，这样的话合格几率会

大大增加。
全体最终合格人数由于不公开在校方官网上，所以除了塾里学生合格人数以外，无法得知塾外

具体合格总人数。

A＋50
(第34回)

TOEFL77 合格 A＋68 TOEFL75 不合格

A＋80 TOEIC620 合格 A175 TOEIC665 不合格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43 17 12

塾内 21 6 4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26 14 未知

塾内 9 4 2

报名 最终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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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社塾内ERE出愿者情况，未标注为19年7月份的第36回ERE检定考试成绩，英语成绩仅供
参考：

5.11. 関西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6. 其他学校
6.1. 広島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根据学生情报显示报名总人数大约为40左右。

　　
6.2. 小樽商科大学現代商科専攻
据学生的情报显示，27人中最终合格8人，经济コース1人，剩下的7人全部是国际商学コー

ス。

6.3. 東洋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全体最终合格人数由于不公开在校方官网上，所以除了塾里学生合格人数以外，无法得知塾外

具体合格总人数。

全体 26 未知

塾内 2 2

ERE成绩 英语成绩 选考结果

S36 TOEIC670 合格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2 1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40＋ 16

塾内 2 0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27 1

塾内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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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日本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数据不详

6.5. 成蹊大学済学研究科
该校的外国人入试只能报高度職業人コース。

6.6. 長崎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6.7. 香川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据学生的情报显示，最终合格的4人均为该校的本部研究生

　　　
6.8. 埼玉大学経済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9 未知

塾内 3 2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未知

塾内 1 1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3 1

塾内 2 1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20＋ 未知

塾内 2 2

报名 笔试通过 最终合格

全体 6 4 4

塾内 1 1 0

报名 最终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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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018年10月期不合格者去向
本节内容主要统计了18年10月期塾内不合格的同学们在19年4月期的后续情况。截止至19年4

月期统计结束，志愿在18年冬季考学的学生共301人，历经一整年的学习两期考试的统计，共275
人参加考试，合格者143人；两期仍不合格者47人；失去联系者41人；放弃经济学类选考者45

人；两期均为不参加考试者25人。
现在具体解释一下以上数据情况，18年冬季总体合格者143人中，在18年冬季第一次参加选考

就合格的是105人，18年冬季的选考失败但经过不懈努力在19年夏季第二次选考中合格的人数是
20人，备考两期第一次参加选考并在19年夏季合格的是18人。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报，志愿继续
参加19年冬季考学挑战更高难度学校的学生有8人，其余合格者选择入学已合格的学校，不再继
续考学。总结一下这些合格者的去向分别是：第一梯队50人，第二梯队40人，第三梯队43人，其
他梯队10人。
而上述的参加两期选考但仍不合格者有47人，其中实实在在参加两期选考均以失败告终的只有

9人，其余都只参加了其中一次的选考。另外这不合格的47人中有20名同学早在18年4月期已有合
格学校，想要在18年冬季考试中挑战更高难度的名校，但最终只留了一个遗憾的结果，选择入学
已合格学校不再继续考学之路。
之前告知我们要参加18年冬季选考或19年夏季选考的学生，在我们开始统计考学志愿的时候一

直联系不上，或考学期间人间蒸发，尚未得知该学校合格与否等，诸如此类情况的学生我们称之
为失联者，一共是41人。
在这一年两期的备考期间放弃经济学转专业，就职，回国等共45人，尚未参加过选考便陆续选

择放弃经济学类考试的有28人，在经历18年10月期考学失败后放弃经济学者17人。
以下是18年冬季选考不合格者在19年4月期夏季考试中的情况，具体数据请见下方表格：
我们可以看到坚持下来学习两期的同学，有相当一部分虽然10月班未能合格，但4月班合格了

第一梯队校。

全体 未知 12

塾内 2 0

N
o

经济学
基础

18年10月期报考学校 
(均不合格) 19年4月期合格校 19年4月期不合格校

1 0基础 上智经济 京大经济,阪大经济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 周昕予

2 本科水平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早大经济 无 王佳文

3 本科水平 一桥经济 庆应经济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名大经济 王金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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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科水平 一桥经济,京大MBA 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东大公共,一桥经济 黄同舟

5 本科水平 早大经济,京大MBA 京大经济,阪大经济,
北海道经济 东大公共,早大经济 吴相怡

6 本科水平 一桥经济,横国经济 早大社科 无 姚婕妤

7 0基础 早大经济,上智经济 阪大经济,神户经济 明治经济 胡子慧

8 0基础 上智经济 上智经济 早大经济 李永旭

9 0基础 上智经济 九州经济 京大经济,京大MBA 方哲纯

10 0基础 法政经济 神户经济 无 朱志远

11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神户经济 东大经济,一桥经济,早大经
济,阪大经济,京大MBA 归静静

12 本科水平 上智经济 横国经济 早大经济,上智经济 董俊豪

13 本科水平 一桥经济,上智经济,法政经济 横国经济,上智经济 东大经济,庆应经济,早大经济 杨璐

14 本科水平 一桥经济 阪大经济 一桥经济,庆应经济,早大经
济,京大经济 李天呈

15 本科水平 一桥经济 阪大经济,神户经济 一桥经济,京大经济 崔钰淇

16 本科水平 早大经济,明治经济,法政经济 阪大经济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 沈辰宇

17 0基础 早大经济,上智经济 立命馆经济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明治经济 刘光祖

18 0基础 早大经济,上智经济 法政经济 中央经济 冯时

19 0基础 立命馆经济,埼玉大经济 青山经济 早大经济,中央经济,法政经济 郝雨俏

20 0基础 立命馆经济 成蹊经济 首都大经工 赵林涛

21 0基础 法政经济 无 早大经济 葛怡

22 0基础 一桥经济 无 一桥经济 王俊鹏

23 0基础 早大经济 无 早大经济 张文豪

24 0基础 一桥经济 无 京大MBA 王霁月

25 0基础 同志社经济 无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庆应经
济,庆应商,早大经济,京大经
济

林昂

26 0基础 早大经济,上智经济,明治经济,
法政经济,同志社经济 无

一桥经济,庆应经济,早大经
济,横国经济,阪大经济,神户
经济

朱昶宇

27 0基础 广岛经济 无 名大经济,广岛经济 李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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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千叶大人文 无
一桥经济,庆应经济,早大经
济,京大经济,阪大经济,名大
经济,筑波社工,京大MBA

张馨韵

29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无 一桥经济 谢逸维

30 本科水平 一桥经济,上智经济,首都大经
济

无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 陈永迅

31 0基础 法政经济 不参加 李润佳

32 0基础 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神户经济
董雨昕

33 0基础 法政经济 不参加 陈建宇

34 0基础 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京大MBA
王子媛

35 0基础 早大经济 不参加 李楠

36 0基础 一桥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上智经济
王梦楚

37 0基础 早大经济,横国经济,明治学院
大经济 不参加 王思宇

38 0基础 横国经济,北海道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法政经济
沈仲豪

39 0基础 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青山政经
何欣

40 0基础 早大经济,上智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明治政经
徐茹怡

41 0基础 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横国经济
刘欣然

42 0基础 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明治经济
王立汉

43 0基础 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上智经济
孟菲

44 0基础 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神户经济
赵文良

45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名大经济
孙宁

46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不参加 程志昂

47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横国经济
刘玉冰

48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阪大经济
李心怡

49 自学程度 大阪市立经济,立命馆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小樽商科
易予翔

50 本科水平 一桥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法政经济
欧昊

51 本科水平 上智经济 不参加 柏希仪

52 本科水平 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阪大经济
徐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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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本科水平 上智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法政经济
窦雅楠

54 本科水平 早大经济,早大商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法政经济
林格格

55 本科水平 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立命馆经济
李雨萌

56 本科水平 早大经济 不参加 已合格1804期横国经济
徐居义

57 0基础 同志社经济 失联 唐鹏

58 0基础 早大经济,上智经济,同志社经
济

失联 陈名

59 0基础 早大经济,法政经济,庆应经济 失联 周今航

60 0基础 早大经济,上智经济 失联 已合格1804期法政经济
郭子琪

61 0基础 早大经济 失联 已合格1804期青山政经
沈焕聪

62 自学程度 上智经济 失联 王奕涵

63 自学程度 京大公共,横国经济,神户经济,
明治经济, 失联 徐小东

64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失联 沈小刚

65 本科水平 一桥经济,上智经济 失联 周心怡

66 本科水平 庆应经济 失联 赵茜

67 本科水平 一桥经济,早大商 失联 岳小曼

68 本科水平 上智经济 失联 王佳欣

69 本科水平 早大经济 失联 康子月

70 本科水平 早大经济,法政经济 失联 刘壮

71 本科水平 立命馆经济 失联 陈利苓

72 本科水平 法政经济,同志社经济 失联 李佳玉

73 0基础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 弃经济 李欣

74 0基础 北海道经济,关西经济 弃经济 孟玥

75 0基础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 弃经济 熊哲

76 0基础 一桥经济 弃经济 洪丹妮

77 0基础 横国经济,法政经济 弃经济 睿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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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1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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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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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有21名同学虽在本期考试中已合格，但仍要继续参加19年10期冬季的考试，挑战更高难度

的学校；其余105名同学选择结束考学之路，直接入学已合格学校。

• 以下是本期合格的126名同学的个别数据：

78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弃经济 陆诗宇

79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早大商 弃经济 余铭阳

80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明治经济,青山经济 弃经济 马妍

81 自学程度 立命馆经济 弃经济 周宇航

82 自学程度 庆应经济 弃经济 苏兰迪

83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弃经济 上塾前已合格其他专业 陆鑫

84 本科水平 早大商 弃经济 周奕嘉

85 本科水平 早大经济,学习院经济,法政经
济,埼玉大经济 弃经济 杨治轩

86 本科水平 早大经济,神户经济 弃经济 熊婧瑶

N
o

经济学
基础

英语成绩 合格学校 不合格学校 姓名

1 0基础 TOEFL87 一桥经济 京大经济,阪大经济
桑晋远

2 0基础 TOEFL74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东大公共
伍诗婷

3 0基础 TOEFL81 一桥经济,京大经济,阪大经济 东大公共,北海道经济
叶子

4 0基础 TOEFL84 京大MBA 无
叶航

5 0基础 TOEFL88 京大MBA,神户经济,九州经济 早大经济
关奇星

6 0基础 TOEFL86 京大经济 东大公共,早大经济
洪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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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基础 TOEFL86 京大经济 早大经济,东大公共
杨水宁

8 0基础 TOEFL81 京大经济 无 爱君

9 0基础 TOEFL75 京大经济 东大公共 樊一潘

10 0基础 TOEFL74 京大经济 早大经济 邹倩

11 0基础 TOEFL103 京大经济 庆应经济,早大经济
孙雨章

12 0基础 TOEFL100 京大经济 无 陈著斐

13 0基础 TOEFL91 京大经济,阪大经济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北海道经济
邵尘臻

14 0基础 TOEFL91 京大经济,阪大经济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
周昕予

15 0基础 TOEIC740 早大经济 无 潘婷

16 0基础 TOEFL89 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一桥经济
魏升辉

17 0基础 TOEFL85 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一桥经济
吴洪杰

18 0基础 TOEFL84 早大经济 无 陈琪川

19 0基础 TOEFL97 东大公共,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
杨慧妍

20 0基础 TOEFL92 东大经济 早大经济
陈文瀚

21 0基础 TOEFL72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庆应经济,早大经济
杨文明

22 0基础 TOEFL87 东大经济,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刘子扬

23 0基础 TOEIC745 庆应政策 早大经济
方正阳

24 0基础 TOEFL81 庆应经济 东大经济,东大公共,早大经济
蒋译漫

25 0基础 TOEFL72 庆应经济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早大经济
王怀卿

26 自学程度 TOEFL73 一桥经济 京大经济 刘健

27 自学程度 TOEFL98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庆应经济,早大经济
饶书宇

28 自学程度 TOEIC730 一桥经济 京大经济,阪大经济,名古屋经济
许林燕

29 自学程度 TOEFL73 一桥经济,京大经济 东大公共
陈芊

30 自学程度 TOEFL82 京大经济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名古屋经济
董家俊

31 自学程度 TOEFL80 京大经济,北海道经济,九州经
济

早大经济
张茂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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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自学程度 TOEFL75 早大社科 一桥商,早大商
杨朝阳

33 自学程度 TOEFL50 东工大经工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京大经济,名古
屋经济 吕思祺

34 自学程度 TOEFL105 东大公共
东大经济,一桥经济,庆应经济,早大
经济,东工大经工 董祥圣

35 自学程度 TOEFL78 东大公共 东大经济,一桥经济
李想

36 自学程度 TOEFL86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早大经济
王美蕴

37 自学程度 TOEFL91 东大公共,京大经济 早大经济,早大商
朱曹婧

38 自学程度 TOEFL91 东大公共,京大经济 早大经济 杨培艺

39 自学程度 TOEFL108 东大公共,阪大经济,阪大公共 名古屋经济,北海道经济
冷茗彬

40 自学程度 TOEFL77
东大经济,东大公共,一桥经济,
阪大经济,东工大经工 庆应经济 甘梓晨

41 自学程度 TOEFL88 庆应经济,京大经济,神户经济 早大经济
徐乐怡

42 本科水平 TOEFL60 一桥经济 无 王欣

43 本科水平 TOEFL74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东大公共,早大经济
李晨

44 本科水平 TOEFL95 一桥经济 东大公共,上智经济
赵玉琦

45 本科水平 TOEFL77 一桥经济,横国经济 无 叶馨如

46 本科水平 TOEFL85 一桥经济,阪大经济 早大经济,京大经济
叶畅

47 本科水平 TOEFL101 京大经济 无 周中立

48 本科水平 TOEFL92 京大经济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
陈冉

49 本科水平 TOEFL88 京大经济,横国经济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
倪露洳

50 本科水平 TOEFL95 京大经济,阪大经济,北海道经
济

东大公共,早大经济
吴相怡

51 本科水平 TOEFL96 早大社科 无 姚婕妤

52 本科水平 TOEFL92 早大社科,青山政经,长崎经济 无 董豪

53 本科水平 TOEFL93 早大亚研 早大经济
任广月

54 本科水平 TOEFL81 早大经济 无 刘晓奥

55 本科水平 TOEFL82 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东大公共,一桥经济
黄同舟

56 本科水平 TOEIC830 早大经济 无 邹锦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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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本科水平 TOEFL95 东大公共,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
朱嘉文

58 本科水平 TOEFL85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庆应经济,早大经济
魏磊

59 本科水平 TOEFL85 东大经济,早大经济 无 王佳文

60 本科水平 TOEFL96 东大经济,早大经济 无 马雅琨

61 本科水平 TOEFL113 庆应经济 东大经济 赵瑞

62 本科水平 TOEFL56 庆应经济 无 王宇譞

63 本科水平 TOEFL85 庆应经济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名古屋经济
王金晗

64 0基础 TOEFL85 横国经济
东大经济,一桥经济,东大公共,明治
政经 陈炀

65 0基础 TOEFL90 横国经济 东大公共,京大MBA,东工大经工
施恺丽

66 0基础 TOEFL85 九州经济 京大经济,京大MBA
方哲纯

67 0基础 TOEFL75 阪大经济,神户经济 明治政经
胡子慧

68 0基础 TOEFL82 上智经济 早大经济
李永旭

69 0基础 TOEIC750 上智经济 庆应商,早大商,明治政经
倪秦欧

70 0基础 TOEFL91 上智经济,阪大经济 早大经济,京大经济,庆应经济
顾文茜

71 0基础 TOEIC535 神户经济 中央经济
孔祥炜

72 0基础 TOEIC725 神户经济 无 朱志远

73 0基础 TOEFL93 神户经济,阪大经济 一桥经济,京大经济
崔钰淇

74 0基础 TOEFL90 北海道公共 东大公共,早大经济,中央经济
吴明宾

75 0基础 TOEFL80 北海道经济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京大经济,横国
经济

陈奕霖

76 0基础 TOEFL68 名古屋经济 一桥经济,京大MBA,上智经济
陈茹新

77 自学程度 TOEFL97 横国经济,上智经济 东大经济,庆应经济,早大经济
刘禹灿

78 自学程度 TOEFL89 横国经济,神户经济 早大经济,京大经济
刘东娇

79 自学程度 TOEFL75 横国经济,名古屋经济 早大经济,北海道经济
孟宣竹

80 自学程度 TOEFL74 阪大经济 东大经济 肖怡然

81 自学程度 TOEFL82 阪大经济
东大经济,东大公共,一桥经济,早大
经济

郭廷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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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自学程度 TOEFL61 神户经济 庆应经济,京大经济,阪大经济
颜嘉

83 自学程度 TOEFL94 神户经济
东大经济,一桥经济,早大经济,京大
MBA,阪大经济 归静静

84 自学程度 TOEIC465 神户经济 无 徐梦文

85 自学程度 TOEFL77 北海道经济 无 秦志明

86 自学程度 TOEFL66 名古屋经济 早大经济,埼玉经济
宝乐尔

87 自学程度 TOEFL72 名古屋经济 东大公共 徐啸

88 自学程度 TOEFL85 名古屋经济,东北经济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
李长风

89 本科水平 TOEFL88 横国经济 神户经济 张茜莹

90 本科水平 TOEIC710 横国经济 早大经济,上智经济
董俊豪

91 本科水平 TOEFL76 横国经济,上智经济 东大经济,庆应经济,早大经济
杨璐

92 本科水平 TOEIC595 横国经济,神户经济
庆应经济,京大MBA,北海道经济,东
工大经工

李献科

93 本科水平 TOEFL88 横国经济,名古屋经济
庆应经济,早大经济,京大经济,京大
MBA 金恩惠

94 本科水平 TOEFL87 九州经济 一桥经济,庆应经济,京大经济
佟亮

95 本科水平 TOEFL77 阪大经济
一桥经济,庆应经济,早大经济,京大
经济

李天呈

96 本科水平 TOEFL81 阪大经济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京大经济
郑嘉铭

97 本科水平 TOEIC665 阪大经济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
沈辰宇

98 本科水平 TOEIC705 首都大经工 早大经济
王佳楠

99 本科水平 TOEIC750 筑波社工 神户经济,北海道经济
骆家倩

100 0基础 TOEIC675 学习院经济 无 王者诗

101 0基础 TOEIC795 青山政经 早大商
丁海嵩

102 0基础 TOEIC780 青山经济 早大经济,中央经济,法政经济
郝雨俏

103 0基础 TOEIC695 中央经济 早大经济,阪大经济
钟培君

104 0基础 TOEIC670 中央经济,同志社经济 庆应经济,明治政经,学习院经济
潘纪彤

105 0基础 TOEFL74 法政经济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京大经济
何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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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0基础 TOEIC735 立命馆经济 早大经济,中央经济 刘雨晴

107 0基础 TOEIC755 法政经济 中央经济
冯时

108 0基础 TOEFL78 明治政经 早大经济 姚凯瑄

109 0基础 TOEFL77 立命馆经济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明治政经
刘光祖

110 0基础 TOEIC625 青山MBA 无 于桐

111 自学程度 TOEFL70 中央经济 一桥经济,京大经济,京大MBA
玉嘉卉

112 自学程度 TOEFL82 中央经济 横国经济,上智经济
张旭强

113 自学程度 无 明治政经 无 翟一翟

114 自学程度 TOEIC595 立命馆经济 明治政经
孙一夫

115 自学程度 TOEIC620 立命馆经济 名古屋经济,东北经济
石皓

116 自学程度 TOEFL63 关西经济 无 李雪瑶

117 本科水平 TOEIC665 青山政经 京大经济,阪大经济,中央经济
狄航锋

118 本科水平 TOEIC740 青山政经 早大经济
沈晓雯

118 本科水平 TOEFL81 同志社经济 一桥经济,庆应经济,上智经济
施雨

120 本科水平 TOEIC485 明治政经,学习院经济 无 张志强

121 本科水平 无 青山MBA 无 颜辉

122 0基础 TOEIC650 成蹊经济 首都大经工
赵林涛

123 0基础 TOEIC720 东洋经济 无 刘承阳

124 0基础 TOEIC610 长崎经济 广岛经济 张萌萌

125 自学程度 TOEIC590 东洋经济 无 叶之夏

126 本科水平 TOEIC600 日本大经济 中央经济,成蹊经济
高艺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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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中的总体情况总结，本期考试合格人数共计126人，以下是合格者最终决定入学各梯队学
校的详细人数统计：

第一梯队共计64人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庆应经济

7 8 12 5

庆应商 庆应政策 早大经济 早大社科

1 1 7 3

早大亚研 京大经济 京大MBA 东工大经工

1 16 2 1

第二梯队共35人

横国经济 上智经济 首都大经济 阪大经济

8 3 1 8

名古屋经济 神户经济 北海道经济 北海道公共

4 5 2 1

九州经济 筑波社工

2 1

第三梯队共21人

明治经济 青山政经 青山经济 青山MBA

3 3 1 1

学习院经济 立命馆经济 中央经济 法政经济

1 4 4 2

同志社经济 关西经济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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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图更为直观的看到19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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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图粉色的比例图即为各个梯队合格人数比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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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人次，合格第二梯队共62人次，合格第三梯队共23人次，合格其
他梯队的学校共6人次。合计全体合格共168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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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是本期不合格的85名同学的个别数据：

以下表格中列出了本期参加考试的同学中不合格同学的经济学基础，英语成绩和4月期报考的
学校，共85人。
其中33名老生中有4名是已经在往期考试中已合格或在籍读研，想要冬季挑战更有难度的第一

梯队的学校，另外近一半老生冒险地只选择报考了第一梯队的学校，夏季选考以遗憾告终。
而不合格者中新生有53名，其中20名同学只报考了一所学校，而这其中有14名新生唯一报考的

学校竟是选考难度系数特别高且报名人数异常多的第一梯队学校，例如：东大，早大，京大等；
15名同学只报考了两所学校，而对大多数也是只报了第一梯队的学校；报考三所以上学校均没合
格的有18名同学。
在考试结束后，有9名同学（8名新生＋1名老生）放弃经济学考学（或回国或就职或转专

业）；5名同学（2名新生＋3名老生）在考试中失去联系后续进路不详；据统计结束本期不合格
者中有69名同学不放弃想要继续挑战19年4月期冬季或20年夏季选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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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o

经济学 
基础 英语成绩 19年10月期报考学校(均不合格) 备注 姓名

1 0基础 TOEFL51 一桥经济,京大经济 叶杨

2 0基础 TOEFL52 北海道经济,关西经济 赵雪晴

3 0基础 TOEFL52 一桥经济 王俊鹏

4 0基础 TOEFL54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京大经济 杨文卿

5 0基础 TOEFL55 一桥经济,名古屋经济 许博

6 0基础 TOEFL55 名古屋经济,广岛经济 李翔

7 0基础 TOEFL59 早大经济 葛怡

8 0基础 TOEFL60 一桥经济,京大经济,横国经济,中央经济 刘依虹

9 0基础 TOEFL60 京大经济 倪桑桑

10 0基础 TOEFL60 神户经济 钱益佳

11 0基础 TOEFL65 京大经济,京大MBA 胡承程

12 0基础 TOEFL65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 陈永迅

13 0基础 TOEFL70 京大经济 李昊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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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0基础 TOEFL70 东大公共 李润佳

15 0基础 TOEFL71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京大经济,京大MBA 赵玉树

16 0基础 TOEFL71 京大经济,京大MBA 李田雨

17 0基础 TOEFL72 早大经济,京大经济,京大MBA,横国经济,名
古屋经济

林小莉

18 0基础 TOEFL72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早大经济 曾广毅

19 0基础 TOEFL72 京大MBA 王霁月

20 0基础 TOEFL75 一桥经济,庆应经济,早大经济,京大经济,京
大MBA,阪大经济,名古屋经济,筑波社工

张馨韵

21 0基础 TOEFL75 一桥经济,名古屋经济 王安迪

22 0基础 TOEFL76 京大经济 合格1810期同志社 王玮琪

23 0基础 TOEFL76 上智经济 袁航

24 0基础 TOEFL78 东大经济 金雅婷

25 0基础 TOEFL83 早大经济,京大经济,京大MBA,阪大经济,名
古屋经济,九州经济

柯松利

26 0基础 TOEFL88 早大商,京大MBA,中央经济 陈佳悦

27 0基础 TOEFL91 东大公共,京大MBA 刘易

28 0基础 TOEFL91 东大公共 金子惠

29 0基础 TOEIC675 早大经济,京大MBA 段杰明

30 0基础 TOEIC700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庆应经济,庆应商,早大
经济,京大经济

林昂

31 0基础 TOEIC705 法政经济 张菲儿

32 0基础 TOEIC710 一桥经济 合格1810期横滨市立 冉松松

33 0基础 TOEIC725 京大经济 林一同

34 0基础 TOEIC745 早大经济,阪大经济,明治经济,中央经济 张益铭

35 0基础 TOEIC820 早大经济,早大商 合格1810期法政 朱镜聿

36 0基础 TOEIC825 京大MBA 郭方仪

37 0基础 TOEIC855 早大经济 张文豪

38 0基础 无 一桥经济,庆应经济,早大经济,横国经济,阪
大经济,神户经济

朱昶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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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0基础 无 东大经济,一桥经济 高鹏峥

40 0基础 无 庆应经济,庆应商 李敬宜

41 0基础 无 一桥经济,中央经济 杨轲茹

42 自学程度 TOEFL61 一桥经济,庆应经济,京大经济,京大MBA 丁瑞鋆

43 自学程度 TOEFL64 阪大经济,神户经济 吴雪梅

44 自学程度 TOEFL67 一桥经济,京大经济 黄珺婷

45 自学程度 TOEFL68 京大经济,名古屋经济 宋娇

46 自学程度 TOEFL68 
TOEIC 770 一桥经济 郭珂

47 自学程度 TOEFL71 东工大经工,庆应环境 李悦祺

48 自学程度 TOEFL72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庆应商,中央经济 刘哲言

49 自学程度 TOEFL73 东北经济 韩轩

50 自学程度 TOEFL75 立命馆经济,中央经济 王栩

51 自学程度 TOEFL79 东大公共,京大经济 石畅

52 自学程度 TOEFL81 东大公共 王麒任

53 自学程度 TOEFL83 庆应经济,早大经济,京大经济,九州经济 于丽洁

54 自学程度 TOEFL87 一桥经济 谢逸维

55 自学程度 TOEFL90 京大经济 杜金钊

56 自学程度 TOEFL92 名古屋经济,上智经济 周雪

57 自学程度 TOEIC650 早大经济,首都大经济,中央经济 杜玉洁

58 自学程度 TOEIC655 立命馆经济,中央经济 张兆亿

59 自学程度 TOEIC765 早大经济 李亚敏

60 自学程度 TOEIC780 早大经济 朱开敏

61 自学程度 TOEIC800 早大经济,京大公共,北海道经济 薛邡瀚

62 自学程度 雅思5.5 早大经济 田颖露

63 本科水平 IELTS 7.0 早大经济 郑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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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本科水平 TOEFL44 京大经济 涂彦可

65 本科水平 TOEFL62 一桥经济,早大经济,横国经济,阪大经济 逄铂

66 本科水平 TOEFL70 一桥经济,京大经济,横国经济 孙博超

67 本科水平 TOEFL71  
TOEIC775 早大商 严泓秋

68 本科水平 TOEFL76 上智经济 武子辰

69 本科水平 TOEFL77 东大公共,京大经济,埼玉经济 马竞岳

70 本科水平 TOEFL83 早大经济 王雨薇

71 本科水平 TOEFL84 东大公共,一桥经济,京大经济 陈佳慧

72 本科水平 TOEFL86 一桥经济 原嘉爽

73 本科水平 TOEFL89 东大经济,一桥经济,早大经济 合格1810期法政 夏磊

74 本科水平 TOEFL90 东大公共,京大经济,京大MBA 李怡增

75 本科水平 TOEFL95 东大经济,一桥经济 肖欣怡

76 本科水平 TOEFL96 庆应经济,京大经济,京大MBA 龚进怡

77 本科水平 无 法政经济 谢尧

78 本科水平 TOEIC545 青山政经,法政经济,香川经济,明治公共 王旭初

79 本科水平 TOEIC550 东洋经济 齐蔚

80 本科水平 TOEIC725 早大经济 刘壮

81 本科水平 TOEIC800 京大MBA,阪大经济,明治经济,学习院经济 龙雨薇

82 本科水平 四級 小樽商科 曾星军

83 本科水平 无 京大经济,名古屋经济,北海道经济,东工大
经工

李俊博

84 本科水平 无 北海道经济,学习院经济,小樽商 王彦清

85 本科水平 无 东大公共
陈瑞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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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后记
经3个月的数据整理，本期合格率调查报告已经完全呈现在大家面前了。由于学生数量及其庞

大,在统计阶段难免有数据缺失，我们尽量将掌握到的数据准确的表现出来，希望能够让考学的同
学们对于日本经济学大学院考试有一个整体把控。

关于第一梯队校的经验教训是，京大和早大的改革给我们带来了比预想更大的变动，甚至波及
到了东大一桥的合格率。研究计划的写作对于大部分同学来讲甚至比备考笔试还要痛苦许多。而
从今年开始，第一梯队校给我们带来的最大的冲击就是，多了一条避开写研究计划也能考试的途
径。
不用写研究计划也能考试的学校有：
早大经济，东大公共，京大经济，京大MBA，京大公共
全是第一梯队校。
我们观察到本期同学很多的备考战略是早大经济，京大经济，东大公共第一志愿，如果不合格

的话接下来12月京大MBA，再不合格的话冬季再写研究计划。
而这样的备考计划势必带来东大的合格人数下降以及报考一桥时研究计划质量的低下，这并不

是教学质量问题，而是如何更有效率的让同学们的报考分流，不要让大家都觉得不写研究计划是
个捷径，那样的话势必会造成囚徒困境，造成整体的合格人数下降。

关于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的教训是，ERE今后改革变成机考带来的冲击。目前第一梯队校没有
学校承认ERE免考。但我们仍然把最大的精力放在了ERE的课程上，ERE课程是所有辅助课中课
时最多，模拟考试最多，知识点涉及最全的。原因在于：

一，培养一个基础不好的同学让他合格到第二梯队校的难度远远大于培养一个基础好的同学让
他合格第一梯队校的难度。只盯着第一梯队校的合格率，把对于基础较差的同学的辅导的精力都
用到冲最好学校的同学身上是不负责任的。
二，打好ERE的基础对于考第一梯队校也是有很大帮助的，基础知识的牢固才是解决难题的关

键，在这个意义上ERE课程远比大家想象的要重要得多。
今后ERE考试改为机考，任何人都可以不断刷新成绩。竞争只会更加激烈，要做好心理准备。

关于今后的课程调整，在2020年4月期，我们预计在课程上进行如下调整：
1. 加强对于研究计划的指导
需要填写教授名字的学校，涉及到和教授领域的契合度。于是我们归纳整理了主要大学的

几乎所有教授的论文，让大家有具体的参考。最近我们发现哪怕是不需要填写教授名字的学
校，和教授领域契合度高合格的概率也会增大，比如一桥大学。
2. 更早开始研究计划的指导，做到合理的报考分流
从2020年4月期起由于ERE考试不再于7月第一周周日进行，所以在备考上和课程设计上也

没有必要在7月前学完所有ERE知识点。同学们只需要在7月末出愿之前拿下ERE的成绩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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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这样的话目前为止3个月的ERE课程就可以顺延到4个月。在前期的学习里我们就有了较
为充裕的时间，同学们也有更多的时间去完成研究计划了。
3. 预定于2020年4月开始新开理论研究计划指导课程
目前为止塾内计量经济学辅助课程是完全针对实证领域研究计划的。虽然实证领域较理论

来讲入手较快，对于数学要求并不高，但是我们发现只有实证经济学研究计划的指导会对一些
数学基础较好的同学造成更大压力。对于数学基础好，英语能力高的同学来讲，经过我们指导
可能不用花太大代价本身就能写出一篇不错的理论经济学研究计划，所以在备考上并没有必要
额外花费精力去学习计量经济学知识。预计新开设的理论经济学研究计划指导课程就是针对这
样的同学的。因为理论研究计划門槛较高，所以该课程预计会审核同学们的数学和英语能力并
设置人数上限。请大家记得，对于绝大多数同学来讲，实证研究仍然比理论研究好入手一些。
4. ERE课程修改
适当减少模拟考试次数，因为今后机考可以每天都考试，塾内进行模拟考试的意义就不那

么大了。我们会把省下来的课时用于基础知识的加强和整理上。让基础不好的同学学得更好。
5. 针对东大公共今年题型上的改革
我们会更新一部分冲刺后期班的教案。就像前面所说，东大本身已经是最难考的学校，在

合格人数上哪怕增加1个人2个人也是难上加难。我们希望通过这次教案的翻新以及对于学习
计划的加强指导能够让更多的同学合格东大公共。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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