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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最值得信任的行业专家
会计是一种商业语言，在数据信息正确表述的情况下，它可以预示企业

未来的财务状况。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职场人都可以正确理解并使

用这种非常实用的语言。

鉴于现代公司在财务报告方面的创造力不断增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丑

闻，这些都令人非常不安。而这正是IAMCA可以施展的地方。该专业

硕士课程不仅向学生提供有关财务会计的深入知识，而且还包括国际税

务、管理会计、财务和审计的深入知识。课程设计可以让学生有更广阔

的视野，有助于他们全面了解财务报告在企业中的使用情况，也为学生

毕业后可以顺利从事自己心仪的行业开启了大门。我们以往的IAMCA

毕业生都用很好的职业发展：包括会计师、审计师和财务

顾问等。

在雷恩高商，我们正在寻找充满活力和有自我驱动力的学

生，以分享他们在不同国家/地区的专业知识，并开启成为

全球会计专家的旅程。

DR Jalan AKankshA,
       项目主任

在了解雷恩商学院的国际视野和雷恩市的人口统计资料之
后，做出在雷恩商学院读书的决定是件容易的事情。雷恩有
许多高等教育机构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学生。生活在雷恩的这
段时间，我还发现这里是一个非常宁静舒适的城市，这里有
与居民结构非常匹配的城市基础设施，繁华的都市区和很多
美丽的公园，很适合居住，也很适合学生生活。

Abdullahi Abbas, 尼日利亚学生

国际会计、
管理控制和审计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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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学生
2020年排名

世界管理类大学排名(法国商校)
世界大学学术排名2019（上海排名）

Master in Finance (金融硕士) 
金融时报排名 2020

Master in Management(管理学硕士) 
金融时报排名 2020

Executive 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QS世界大学排名2020

Executive 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金融时报排名 2019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s(欧洲商学院排名) 
金融时报排名 2019

法国前十 法国前五

Master in Management (管理学硕士)
QS世界大学排名2021

Master in Finance(金融硕士) 
QS世界大学排名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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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论文 / 语言课程 / 实习

各项要求
• 英语水平要求（以下之一）：
 > 托福 > 80

 > 托业 > 750

 > 雅思 > 6.0

 > 剑桥水平考试 > B2

 > 皮尔森测试 > 63 (每个部分至少59分)

 > 英语为母语

 > 入学前的学习是全英文授课 (至少2年)

     托福 > 70-79IBT 或 托业 > 700-749 或 雅思 > 5.5

     + 雷恩高商英语强化网课，也可申请入学

• 学士或同等学历

入学条件 

学生学术背景
工作岗位 
财务审计师，会计顾问，高级财务分析师，系统和
流程风险保证经理，部门总监，并购经理，内部审
计师，税务经理，基金会计师，基金经理，固定资
产分析师...

工作企业 
KPMG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 Ernst & Young安永会
计师事务所, Deloitte德勤会计师事务所, PWC普
华永道, IBM, Goupe Ducasse 杜卡斯餐饮集团, 
Unesco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 Dassault 
Falcon Service达索集团, Zodiac Aerospace卓
达宇航, Louis Vuitton路易威登, Bayer拜耳, Lacta-
lis拉克塔利斯集团, Mazars玛泽, PepsiCo百事集团, 
Societe Generale Group法国兴业银行, Crédit 
Agricole法国农业信贷银行, ExxonMobil埃克森美
孚, Chanel Inc香奈儿……

工作国家
阿根廷，比利时，加拿大，中国，哥伦比亚，芬兰，
法国，德国，印度，韩国，卢森堡，尼日利亚，西班
牙，美国...

校友

必修课程
• 外部审计
• 管理和成本会计
• 高级会计与合并报表
• 财务与管理会计基础
• 数字时代会计
• 会计和金融研究方法
• 财会编码与数据科学
• 公司法和商法
• 毕业论文指导

第一学期

必修课程
• 管理控制
• 国际财务报告
• 国际税收
• 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
• 国际战略（海外“冬令营”或在雷恩本校）

选修课程
• 财务管理和商务咨询
• 公司治理概论

第二学期  

40 %  会计专业

26 %  金融专业

22 %  经济学专业

12 %  审计专业

93%
的学生在毕业

6个月内被公司

正式聘用

学制日历
>  2021年9月入学

>  课程学习:  

2021年9月至2022年

4月 

>  实习期: (4-6个月)

2022年5月至2023年2月

>  毕业论文:  

2022年10月

学费
非欧盟籍学生: 18 200€

学制
15 个月 

入学时间
九月

授课语言 
英语

82 %

18 %

项目介绍 120 ECTS

平均工资*
毕业起薪：

- 39,000 € (法国)
- 47,000 € (海外)

*《金融时报》2019年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