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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体情况报告 

 
  本期同学们的考试情况从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成功的。在4月班中，我们把4-6月这三个月称为前半期，7-8
月这两个月称为后半期。在7月第一周的ere考试和早大经济考试，则相当于期中考试，9月的各个大学院入试

是期末考试。 
 
  首先期中考试的这份答卷交的就非常令人满意。ere考试全日本前10塾内占据9个，A+以上比率也非常高，
是塾史上最好成绩。而早大经济也不错，塾内合格人数占全体合格人数中70%。 
 
  一个很好的期中成绩会对期末有很大的正向影响。 
 
  7月以后基本上塾里分三大组，第一组是专心备考第一梯队学校，东大一桥庆应京大的，这些同学们大多进

入东大班进入深入学习。第二组是ERE考的不错第一志愿也都是用ERE能出的学校，这些同学基本上笔试可
以不用再准备了，可以直接进入准备面试阶段。第三组是准备用笔试备考第一梯队以外学校的同学们。 
 
  第一组——>目标东大一桥庆应京大——>跟紧78月主课过去问的同时进入东大班超强度训练 
 
  第二组——>目标ERE能免考的学校——>ERE免考直接直接准备面试 
 
  第三组——>目标其他出笔试的学校或ERE没考好——>跟紧78月主课过去问 
 
  第一组本期最后效果拔群，大家可以参考接下来第一梯队里的惊人合格率。 
 
  关于第二组和第三组，值得反思的一个问题是，在ere成绩上，我们这次自己吓唬自己有点过分了。好多同
学明明已经得到了A+以上的成绩，只不过在塾里的排名不是很客观（毕竟塾里A+也几十人）就放弃了ere，
用笔试出横滨国立上智甚至同志社立命馆，结果挂掉不少。后来发现塾外很多同学ERE成绩只有A的也都合格
了。所以ERE即使在塾里排名不是很高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出那些可以用ERE免考的学校！ 
  

2. ERE经济学检定试验 
 

　本期的ERE经济学检定试验，塾内共有72名同学参加。从下表可以看出、全日本前十名中，塾内占了9名同
学，是一个非常“可惜”的成绩。本次S全日本一共32人，塾内23人，S占有率72%。64名同学获得了A以上的
成绩，A以上比率89%。 

 

No
. 

经济经济学基学基础础/学学习习

时间时间 
错题错题

数数 
成成绩绩排排
名名 

是否参加是否参加
ERE班班 

本期合格学校本期合格学校 

1 0基础／7个月 3 S1 参加 东大公共 京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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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学水平／2个月 4 S2 参加 未合格 

3 自学水平／2个月 4 S2 参加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早大经济 

4 自学水平／2个月 4 S2 未参加 东大经济 早大经济 

5 0基础／2个月 5 S5 参加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神户经济 

6 0基础／2个月 5 S5 参加 东大经济 横国经济 

7 0基础／2个月 5 S5 参加 横国经济 

8 本科水平／2个月 5 S5 参加 横国经济 

9 自学水平／2个月 5 S5 参加 横国经济 明治经济 

10 自学水平／2个月 6 S11 参加 早大经济 

11 0基础／7个月 6 S11 参加 东北经济 神户经济 

12 本科水平／2个月 6 S11 未参加 一桥经济 

13 自学水平／7个月 7 S15 参加 早大经济 

14 自学水平／2个月 7 S15 参加 东大经济 横国经济 

15 0基础／7个月 7 S15 参加 横国经济 

16 自学水平／2个月 8 S21 参加 横国经济 

17 本科水平／2个月 8 S21 参加 早大经济 

18 0基础／2个月 8 S21 参加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明治经济 

19 自学水平／7个月 8 S21 未参加 横国经济 

20 0基础／2个月 9 S26 参加 东大经济 神户经济 

21 本科水平／2个月 9 S26 未参加 早大经济 

22 自学水平／2个月 9 S26 参加 横国经济 

23 本科水平／7个月 9 S26 未参加 未合格 

24 自学水平／2个月 10 A+33 参加 横国经济 上智经济 

25 0基础／2个月 10 A+33 参加 阪大经济 

26 0基础／2个月 11 A+40 参加 早大经济 

27 本科水平／2个月 11 A+40 参加 横国经济 

28 0基础／2个月 11 A+40 未参加 阪大经济 

29 0基础／2个月 11 A+40 参加 未合格 

30 本科水平／2个月 11 A+40 参加 早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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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自学水平／2个月 11 A+40 参加 横国经济 

32 自学水平／7个月 11 A+40 参加 上智经济 

33 0基础／2个月 11 A+40 参加 横国经济 

34 0基础／2个月 11 A+40 参加 东大经济 阪大经济 北海道经济 

35 0基础／2个月 11 A+40 参加 未参加考试 

36 本科水平／7个月 12 A+48 参加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37 0基础／7个月 12 A+48 参加 早大经济 

38 自学水平／2个月 14 A+65 参加 一桥经济 

39 0基础／2个月 14 A+65 参加 未合格 

40 自学水平／2个月 14 A+65 参加 早大经济 

41 0基础／2个月 15 A+75 参加 早大经济 

42 本科水平／7个月 15 A96 未参加 未参加考试 

43 本科水平／2个月 16 A86 参加 上智经济 

44 本科水平／7个月 16 A86 参加 青山政经 

45 自学水平／2个月 16 A86 未参加 东大公共 

46 0基础／7个月 16 A86 参加 神户经济 上智经济 明治经济 

47 本科水平／2个月 16 A86 未参加 未合格 

48 自学水平／2个月 16 A103 未参加 早大经济 

49 本科水平／2个月 17 A103 未参加 未合格 

50 本科水平／2个月 17 A103 参加 上智经济 明治经济 

51 自学水平／2个月 17 A103 参加 未参加考试 

52 0基础／7个月 17 A103 参加 未合格 

53 0基础／2个月 17 A103 未参加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54 自学水平／2个月 17 A103 未参加 横国经济 

55 0基础／2个月 17 A103 参加 法政经济 

56 0基础／2个月 17 A103 参加 北海道经济 神户经济 

57 0基础／2个月 17 A103 未参加 京大MBA 

58 本科水平／2个月 18 A121 参加 未合格 

59 自学水平／2个月 18 A121 参加 立命馆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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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本科水平／2个月 18 A121 参加 未合格 

61 自学水平／2个月 20 A147 参加 未合格 

62 自学水平／2个月 20 A147 参加 未合格 

63 0基础／2个月 20 A147 参加 未合格 

64 0基础／7个月 20 A147 参加 早大经济 

65 0基础／2个月 21 B+164 参加 早大经济 

66 0基础／2个月 21 B+164 参加 未合格 

67 0基础／2个月 21 B+164 参加 未参加考试 

68 0基础／7个月 21 B+164 参加 法政经济 

69 本科水平／2个月 22 B+190 参加 未合格 

70 0基础／7个月 24 B+244 未参加 未参加考试 

71 本科水平／2个月 31 C515 参加 未合格 

72 本科水平／2个月 未知 未知 参加 早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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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7 32 

塾内 33 9 

 
东大经济我们这次考了33人，其中包括1名考经营和1名考金融的同学，其余31人都是现代经济。 其中我们  

主攻的现代经济笔试合格了13名同学，面试只刷掉了4名，由此可见东大的笔试重要性。合格的9名同学中0基
础的同学有3人，自学程度4人，也就是本科经济学出身的同学想考东大并不一定具有优势，掌握了学习方法
，脑洞能开能收的同学才能合格东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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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 38 

塾内 24 8 

 
今年我们越来越多的同学同时报经济和公共两个研究科，更是有许多同学以公共为第一志愿，合格东大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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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的人数比往年明显增多，当然我们还没算上有2名已经合格了经济而放弃公共面试的同学。相比较东大经济

，公共的笔试题目会简单很多宏观的复习范围要大很多，但是公共的面试会刷掉更多的人，对同学们的日语

和英语水平要求相对会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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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3 40 

塾内 29 14 

 
一桥大学本次塾内参加考试人数28人，最终合格14人。（其中1人特别选考合格）不过其中有3人因为中  

途合格了东大经济所以放弃了面试，然后因为一桥发榜后又有东大公共合格发榜，所以最后这合格的14名同
学中，又辞退了3个。最后是11名同学入学一桥。这次一桥全体合格率30%，去年夏天是报考了90多人合格了
34人，感觉合格率总体上基本没有变化的。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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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塾内 7 1 

  
一桥商本来是这次比较主打的一个学校，但是感觉这次成绩不好。一桥商我们是用经济学或者统计学来考  

的，经济方向的几乎没有招人，下一期会开始计量辅助课要再加强统计学习题的强度，另外要提前搞定教授
招收学生情况，但是相比较一桥经济难度大很多，报考人数约200以上。如果有报考东大和一桥经济的同学强

烈建议也报一下一桥商。 
 

3.5. 早稻田大学早稻田大学经济经济学研究科学研究科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73 40 

塾内 43 28 

  
   这次早大经济一共招收了40人，其中我们合格了28名同学，这个塾外的12人里面其实还包括了日本人和考

经济史等。合格的28人当中，经济学本科出身的仅有6人，对于早大这种注重面试的学校来说，比起经济学的
本科出身来，真的是日语英语更重要一些。早大最大的难度在于考试早，准备研究计划时间不够，还需要短
时间内掌握所有基础题，保证不能错。只要跟紧主课和早大班，基础打牢固，把该做对的题都做对的话，早
大的笔试应该都能过。关键的面试涉及到研究计划，我们在早大班的第一节课就会讲研究计划的写法，让大
家尽早入手。早大班后面的课程也会安排多次模拟考试，对于训练考试的准确性非常重要。在最后还有小论

文的押题环节。 
 

 

沐刃经济塾  • www.muren-economics.com   5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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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0 

   
    早大商0人合格，实属历史首次，往年怎么也会合格1、2名同学。究其原因，一方面可能是早大商里面经

济的老师今年似乎没怎么招生；另一方面是今年的题目看了题以后确实经济学部分出题比较偏。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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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 30 

塾内 1 1 

 
  
庆应经济看着总体合格率挺高的，都高于50%了，但是这里头一大半都是日本人或者内部生，还有一些海外 

交流内定的，所以凭借笔试能考上庆应的同学非常之少。我们一般建议具备合格东大水平的一两名同学来报

考庆应，这次唯一合格了庆应经济的同学也是同时合格了东大经济和公共的。 

3.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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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塾内 4 2 

  
庆应商外国人也是要人不多，而且绝大部分都是经营的同学，给学经济的同学留的位置本来就不多。每年 

能合格2-3个已经是比较瓶颈了。本次塾内合格的两名同学中，一名是经营方向的。  

3.9.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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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体 129 47 

塾内 12 3 

  
这次京大的考试只合格了三名同学，究其原因还是报考京大同学的自身原因。京大考试主要注重就是专业 

课和托福，这次考试的微观和宏观偏难，但是计量和数学的比较简单，所以我们可以认为总的难度没有太大
的变化。许多报考京大的同学是出于，这样想考上京大也是比较困难的。这次未合格京大的同学有4人分别合
格了阪大，京大MBA，早大和一桥，其他5人并未合格任何学校。所以，能够短时间内准备四门专业课并且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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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85分以上的托福成绩的同学可以考虑京大同学，不过往往这种同学也都第一志愿东大了。 
 

3.10.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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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 45 

塾内 7 4 

 
京大MBA本次全体合格了45人，其中大部分是经营的同学。这个专攻没有面试，只有专业课和小论文，所 

以笔试成绩决定一切。从经验上来看，4月以第一梯队为目标却未能合格的，12月试试考京大MBA还是有一
些把握的，而10月期的同学学习时间较短难度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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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7 51 

塾内 4 4 

 
阪大是夏天主要招生，以往报名十人以上的时候合格率也能维持在80%以上。这次感觉塾里的宣传力度不 

够，只报名了4名同学全部合格，不过作为地方的帝国大学阪大还是非常推荐的，虽然题目有些偏和难，不
过作为给东大一桥的题练手非常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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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7 14 

塾内 6 1 

 
东北大学的招生人数连年下降，全体合格的14名同学里还是包括了经营的同学，塾里面还有东北的研究生 

，现在也很难考进去了，十月期开始基本上不安利东北了，有考东北的功夫还不如去准备准备一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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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12 

塾内 2 2 

  
北海道的经济学研究科人气连年上升！这次总体报名25人总体合格12人（经济经营在一起）我们塾里只考 

了2个同学还是太少了。 
 

4.4. 九州大学九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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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九州的话，因为考试时间特别晚所以在夏天没有什么人气可能也是正常，另外就是英语要是没过免考线的  

话基本就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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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 40 

塾内 32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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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RE出愿者情况： 

 

S5 合格 S21 合格 

S5 合格 S21 合格 

S5 合格 S26 合格 

S5 合格 A+33 合格 

S5 合格 A+40 合格 

S15 合格 A+40 合格 

S15 合格 A+40 合格 

S21 合格 A+75 未合格 

 
横滨国立大学越来越成为塾里报考的热门学校，有以横国为第一志愿的同学，也有只想在首都圈第一志愿 

是东大一桥等第一梯队的学校而拿横国保底的同学。而且横滨国立的面试在东大一桥最终结果发表之前，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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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出现了大量的考后辞退，不过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的事情。我们从ERE出愿情况来看，ERE出愿的同学只
有一名同学未合格，而用笔试出愿的16名同学，最终只合格了4名。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夏天的横国是
ERE的天下，想上横国先ERE考出个S或者至少A+靠前的水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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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 未知 

塾内 9 6 

 
上智的最终合格人数始终无法得知，虽然官方说是一年两期一共定员15人，而且是经济和经营合在一起。 

最近上智的人气也是见长，理由是一部分同学本来就是上智研究生，另外可能想避开横国的人数通过ERE来
出愿。即便如此，横国招生的人数还是上智的几倍，还有就是上智的英语校内考并不简单，当然有托福可以
免考的话就另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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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62 

塾内 9 7 

 
　这是唯一一个既不是帝国大学也不在关东圈的学校。以至于人气在塾内不是十分高。按照神户的考试难度
来讲，塾里其实报个二十几个也问题不大。本次塾外合格率44%，塾内合格率78%，下一期可以考虑重点推
荐一下神户。 
 

4.8. 筑波大学系筑波大学系统统情情报报研究科（社会工学研究科（社会工学专专攻）攻） 

 

 报名 最终合格 

全体 未知 33 

塾内 1 1 

 
筑波自从取消了微观宏观考试只考数学以后，在塾里人气就大跌。其实筑波社工真的很好的。数学好一些 

的同学完全可以考虑。联系上了老师就算成功了一大半。塾里数学课程完全可以对应筑波的数学过去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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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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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 36 18 

塾内 7 6 

  
march里面招生人数比较多的学校之一，我们考了7个合格6个远远高于全体50%合格率，这个主要归功于 

ERE大家考的好，基本上ERE搞定，然后面试很轻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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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未知 

塾内 7 3 

  
march里面招生人数比较多的学校之二，法政考试比较晚，夏天这次不一定非要ERE，笔试也可以。但是个  

人建议仍然是走ERE比较稳妥。 
 

5.3. 立教大学立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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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其他的march学校招生人数比较少，我们考试的同学也比较少，相比较之下还是更推荐招生人数多报考也多 

的学校。 
 

5.4. 青山学院大学国青山学院大学国际际政治政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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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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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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塾内 1 0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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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未知 

塾内 3 0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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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1 

 
 
 

6. 2016年4月期未合格同学去向 
 

　　　　　　　　　    本次内容主要统计了15年10月期未合格的同学们在16年4月期的考试情况。 
  

在15年10月期，塾内共91人参加考试，合格68人，不合格23人。截止至16年4月期结束， 这23名同学中有  
人又经过半年努力最终合格大学院。 
  

最后，失去联系，转专业者或10月期未参加考试者6人，参加了考试但仍未合格者7人， 这13名同学目前仍  
然没有任何大学院合格。 
  
    纵观一年，132人参加考试，1人失联，13人不合格。算得不合格率9.85%，合格率89.39%。 

 
                                    具体数据请见下方表格： 

 

No. 经济学基础 15年10月期报考学校 
（均未合格） 

16年4月为止最终去向 

1 0基础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未合格 

2 0基础 一桥经济 失去联系 

3 自学程度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4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一桥经济 

5 0基础 早大经济 早大经济 

6 0基础 早大经济 放弃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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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0基础 筑波社工 筑波社工 

8 0基础 筑波社工 东大公共  

9 本科程度 筑波社工 早大经济 法政经济未合格 

10 自学程度 北海道经济 广岛经济 

11 0基础 东北经济 失去联系 

12 本科程度 东北经济 早大经济 

13 0基础 横国经济 失去联系 

14 自学程度 上智经济 未参加考试 

15 本科程度 早大商 京大公共 失去联系 

16 自学程度 北海道经济 神户经济 神户经济 

17 自学程度 北海道经济 神户经济 失去联系 

18 0基础 东北经济 九州经济 立教经济未合格 

19 0基础 九州经济 法政经济 法政经济未合格 

20 本科程度 筑波经济 法政经济 法政经济未合格 

21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立教经济 东京海洋水产经济 

22 本科程度 早大商 东北经济 九州经济 神户经济 放弃经济学 

23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早大finance 

 
7.16年4月期全体总结（个别数据） 
 
    本次16年4月期塾内考试人数共131人，其中89人合格，42人不合格。下面我们列出这132名同学
的个别数据。他们分别都报考了哪些学校，哪些合格了，哪些没有合格。关于学生本人的数据我们

只列出经济学基础一项，其余比如日语水平，英语托福托业成绩，所在学校等均被隐去，以保证隐

私。 
 

    以下是合格的89名同学的个别数据： 
 

No. 经济学基础 合格学校 未合格学校 

1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2 0基础 东大公共 京大经济  

3 0基础 早大经济  

4 0基础 东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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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商 

6 自学程度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7 本科程度 京大经济  

8 0基础 早大经济  

9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10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 早大经济  

11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东大公共 庆应商 

12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东大公共 

13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 一桥经济 

14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东北经济 明治经济 

15 0基础 明治经济 横国经济 

16 本科程度 东大公共 早大经济  

17 0基础 早大经济  

18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东大公共 

19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20 本科程度 神户经济  

21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22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早大经济  

23 自学程度 明治经济  

24 自学程度 东大公共 东大经济 一桥经济 

25 0基础 早大经济 东大公共 

26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 

27 0基础 早大经济  

28 0基础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神户经济 东大经济 

29 0基础 横国经济 东大经济 

30 0基础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 

31 0基础 早大经济  

32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 一桥经济  

33 0基础 横国经济 京大M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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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0基础 东大经济 神户经济 庆应商 

35 0基础 早大经济  

36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京大经济 

37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38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 

39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一桥经济 

40 0基础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明治经济 一桥商 

41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42 0基础 早大经济  

43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早大经济 庆应经济  

44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上智经济  

45 0基础 早大经济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46 0基础 阪大经济 京大经济 

47 0基础 神户经济 上智经济 明治经济  

48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上智经济  

49 0基础 早大经济  

50 自学程度 神户经济 早大经济 

51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52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东大经济 

53 本科程度 东大公共  

54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55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56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一桥经济 阪大经济  

57 0基础 东大经济 阪大经济 北海道经济  

58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东北经济 

59 0基础 东北经济 神户经济   

60 本科程度 上智经济 明治经济  

61 0基础 一桥商 早大经济 

62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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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 横国经济  

64 0基础 阪大经济 早大经济 神户经济 

65 0基础 东大经济 横国经济  

66 本科程度 京大经济 东北经济 

67 本科程度 上智经济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68 0基础 一桥经济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69 0基础 北海道经济 神户经济  

70 0基础 筑波社工  

71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72 0基础 早大经济 东大公共 

73 0基础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74 0基础 横国经济  

75 0基础 神户协力  

76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77 0基础 法政经济 同志社经济 立命馆经济 

78 0基础 法政经济  

79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明治经济 东北经济 

80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早大经济 

81 自学程度 上智经济  

82 本科程度 法政经济 横国经济 

83 自学程度 立命馆经济 青山政经 

84 本科程度 青山政经 法政经济 同志社经济 立命馆经济 

85 本科程度 京大MBA 东大经济 早大经济 

86 本科程度 京大MBA 京大经济 

87 自学程度 京大MBA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88 自学程度 庆应商 东大经济 

89 0基础 一桥商 早大商 

 
 

上表中的总体情况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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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同学决定入学东大，6名同学决定入学东大公共，11名同学决定入学一桥，22名同学决定入学早大，2名同 
学决定入学京大经济，3名同学决定入学京大MBA，2名同学决定入学一桥商，1名同学决定入学庆应商。这

是本次考试第一梯队合格的同学人数，共计56人。 
 
　4名同学决定入学上智，14名同学决定入学横国，1名同学决定入学筑波社工，2名同学决定入学阪大，1名
同学决定入学北海道，1名同学决定入学东北，3名同学决定入学神户，这是本次考试第二梯队合格的同学人
数，共计26人。 
 
2名同学决定入学明治，3名同学决定入学法政，1名同学决定入学青山政经，1名同学决定入学立命馆，这是 

本次考试第三梯队合格的同学人数，共计7人。 
 
 　合计共89人。 
 

 
 
 
以下表格中列出了本次参加考试的131名同学中，未能合格的全体名单，共42人。除了5名同学在16年4月已 

经合格其他大学院外，另37名同学目前没有任何学校接受。其中，本期只报考了一所学校的有28人，占了
66.7%，其中大多数同学是本来就预约了两期塾内课程的。希望同学们再经过半年的努力最终合格一所不错

的学校。 
 

No. 经济学基础 4月期报考学校（均未合格） 备注 

1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  

2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 16年4月入学一桥经济（在读） 

3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 16年4月入学早大经济（在读） 

4 自学程度 东大经济 16年4月入学筑波社工（在读） 

5 自学程度 东大公共  

6 本科程度 京大经济  

7 本科程度 京大经济  

 

沐刃经济塾  • www.muren-economics.com   16 
 



8 本科程度 京大经济  

9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10 0基础 一桥商  

11 0基础 一桥商  

12 本科程度 一桥商  

13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14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16年4月入学横国经济（在读） 

15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16年4月入学明治经济（在读） 

16 本科程度 早大经济  

17 未知 早大商  

18 0基础 横国经济  

19 0基础 横国经济  

20 0基础 横国经济  

21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22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23 自学程度 横国经济  

24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25 本科程度 横国经济  

26 0基础 中央经济  

27 未知 法政经济  

28 未知 立教经济  

29 0基础 东大公共 京大经济  

30 0基础 一桥经济 横国经济  

31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神户经济  

32 本科程度 一桥经济 九州经济  

33 本科程度 京大MBA 上智经济  

34 0基础 早大经济 早大商  

35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法政经济  

36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法政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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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0基础 早大经济 青山政经  

38 本科程度 东北经济 同志社经济  

39 0基础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40 0基础 早大经济 早大商 上智经济  

41 自学程度 早大经济 横国经济 上智经济  

42 本科程度 东大经济 东大公共 一桥经济  京大经济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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