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雷恩商学院的学习是段不凡的经历，远超我的期望。 首先，我学会了
在一个非常多元化和国际化的环境中学习，而且我很享受学习了解来自
世界各地的文化。 其次，雷恩商学院是一所真正的商学院，致力于培养
学生的技能，并为我们提供实用的知识工具，不管是本土还是国际化的
大公司，我们都可以轻松的应用这些工具。第三，学校鼓励学生以创新
的方式思考，使团队合作中的思想交流变得令人惊奇。 我真的很喜欢在
雷恩商学院的学习，因为它非常有助于我个人和专业发展。

Mariana Velandia,   墨西哥校友

DR marco michelo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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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力资源
          管理硕士

通过赋予人们权力
               来开阔视野

该项目旨在培养对管理和激励国际多元化职场人至关重要的技能。学生
将一起参加不同的学习和实践活动，这些活动将增强他们这些方面的能
力：
·管理跨国公司中不同的员工群体。

·了解人力资源管理从业人员在公司进行国际扩张时将
面临的领导力和动力方面的挑战。
·了解不同的领导风格如何在公司内部适应并匹配不同
文化背景群体。
·掌握不同法律和制度的背景知识。
·能够理解技术如何改变跨国公司的人力资源应用。

       项目 主任

无框架思维2
0

2
1

年
一

月



必修课程
• 全球组织行为或国际人才管理

• 财务工具箱或项目管理

•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I

• 国际和比较雇佣法

• 人际沟通与个人指导

• 毕业论文指导

工作岗位
学习协调员和内容开发人员，全球入职人力资源
经理，国际业务人力资源顾问，人才开发和国际
招聘经理，合伙人，业务人才招聘经理，开发主
管，HRIS项目经理...

工作企业
DCNS Australia, Nespresso咖啡, PepsiCo百事
可乐, Vinci Energies芬奇能源, Accenture埃森
哲, ING Luxembourg SA卢森堡公司, KPMG毕
马威, Boston Consulting Group波士顿咨询集团, 
Hutchinson哈钦森, Digitaleo, Credit Suisse瑞士
信贷, Groupe Rocher叶露芝集团, Atos, Suez苏
伊士……

工作国家
澳大利亚，比利时，中国，法国，德国，印度，
意大利，卢森堡，摩洛哥，西班牙，美国...

校友

79 %

21%

必修课程

·电子人力资源管理机构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II

·模拟IHRM

·变更管理

·下一个组织

·国际战略 (欧洲海外冬令营，或在雷恩本校)

·企业社会责任 (欧洲海外冬令营，

    或在雷恩本校)

 87 %  商科或相关专业

 7 %   语言/文学类专业

 2 % 工程师类专业

 2 % 历史/社会/地理类专业

 2 %  心理学/哲学专业

学制日历
>  2021年1月入学

·课程学习：2021年1月至

12月

·实习期：（4-6个月）2021

年5月至8月，或2022年1月

至8月

·毕业论文：2022年8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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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业论文 / 语言课程 / 实习

93%
的学生在毕业

6个月内被公司

正式聘用

平均工资*
毕业起薪：

- 39,000 € (法国)
- 47,000 € (海外)

*《金融时报》2019年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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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制
15 个月 

入学时间
九月/一月

授课语言 

英语

第一学期

第二学期  

项目介绍 120 EC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