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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Thomas
froechlicher 

                  雷恩商学院 校长 

    

前言

学校概况
雷恩高等商学院：探索教育新领域的精英商学院

雷恩商学院校友会，一个强大的国际商业关系网络

项目介绍
从本科、硕士到博士课程

独家项目：冬令营

我们的首要任务：学生满意度

培养有担当的商业领袖

多渠道，助力学生开启职业道路

“无框架思维”创新的教学理念

校园
一流的教学、生活环境

雷恩，位置优越、宜居且充满活力的大学城

目录
现今商业和社会变化的

步伐越来越快，也越来

越复杂，越来越跨界。

企业领导者必须在不断

变化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旧的思维方式不再适应明天

的挑战，因此，在雷恩商学院，

我们相信教育是帮助学生走出现

有思维框架的关键。

         雷恩商学院有95％的教授和

55％的学生来自法国以外的国家

和地区，我们通过全球化的校园

将世界呈现给学生，让学生的思

想更加开明，从而更好地理解并

接纳不同的文化。我们的使命：

通过独特的国际化生活体验，让

学生超越结构性思考，并将这种

思维方式变成自己的终身财富，

将教育化为真正的人生转变。       

        超越框架性思考使我们在人

群中脱颖而出，以不同的方式工

作，发现新领域并预测明天的挑

战，为更好、更具创新性的未来

开辟新路。

       我们的教育方式、师资队伍、

学术研究和教育项目的质量得到

了国际一流认证机构的认可。 雷

恩商学院是全球不到1％的商学院

中拥有EQUIS，AACSB和AMBA

国际“三大皇冠认证”的商校之

一。 精英商校质量保证是我们对

学生和合作伙伴的承诺。

        我期待在雷恩商学院欢迎你

的到来。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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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商学院成立于1990年，被认为是法国最国际化的管理学院。 凭借其

国际化的环境，纯英语授课的项目，以及遍布全球300多家合作大学的网

络，雷恩商学院为您提供了一个在国际环境中学习的独特机会。

雷恩高等商学院，让未来的
毕业生为明日的世界做好准备

300 个主要学术合作伙伴院校

25 个多元文化学生社团

70 个不同国籍学生的国际化校园

3 皇冠级国际认证：AACSB(国际商

管学院促进协会)、AMBA(工商管

理硕士协会)、和EQUIS(欧洲质量

改善系统)

 名博士研究生4 800 名在校生

63% 的学生在国际企业就职*55% 的国际学生

96% 的毕业生在毕业6个月内得到公司
的正式聘用*

91% 的学生对所选择的合作院校
表示满意

学 生

*金融时报2020年排名

100 名常任教授 42 个不同的国籍

95% 非法籍教授 94% 博士学历教授

个科研卓越领域4

68

11 个俱乐部

雷恩商学院
探索教育新领域的

精英商学院

教师团队

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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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商学院最近获得了“法国欢迎你”标签，这是由法国教育署颁发

的法国高等院校国际生接待质量认证，证明了我们的国际学生支持服

务的质量。

“法国欢迎你”

科研
卓越领域

雷恩商学院研究院
还有两个最新科研
项目：地缘政治学
和网络风险管治

雷恩商学院对高质量、有影响力的研究做出了深刻的战略

承诺。我们认为研究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这项承诺的一部分是创建研究实验室，该实验室将引导

学校的大部分研究活动，并主导我们的四个卓越领域：

雷恩商学院的研究实验室致力于解

决组织和机构面临的当前问题。它

本质上是跨越了多个管理学科，并

围绕其四个卓越领域组建的。高水

平的国际化教授团队和强大的研究

实力与活动的结合，是我们的重要

财富。

rennes-sb.com/research-lab/ 

人工智能驱动型商务 
(智能和大数据驱动的全球业务)

组织智慧 MIND
(机构和集体智能、信
息传播、网络和决策)

绿色、数字和需求驱动
的供应链管理 (G3D)

农业商务 
(农业综合企业、可
持续发展和CSR企业
社会责任)

国际排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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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Master in Finance (金融硕士) 
金融时报排名 202029

法国排名前十

Master in Management(管理学硕士) 
金融时报排名 202054

Executive 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QS世界大学排名202048

Executive 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金融时报排名 201997

European Business Schools(欧洲商学院排名) 
金融时报排名 201956

国际排名

巴黎人，学生
2020年排名

三大皇冠认证

全球只有不到1%的商学院可获得此三大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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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前十法国前五

Master in Finance(金融硕士) 
QS世界大学排名2021

101+

101+

雷恩商学院：
全球最好的商学院之一！



欢迎来到
雷恩商学院

校友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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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校友会的一员，并从有价值的网

络中获得最大收益，将在整个职业生

涯中促进您的职业发展。 雷恩

商学院的校友网络向你打开：

24 000 正式职位       
和实习岗位发布(2019年)

22 500 校友 
(法国&非法国)遍布世界100多个国家

80 场校友活动 

我们每年在世界各地举办多场
不同的职业咨询会、嘉宾演讲
和“主题研讨会”等。

超过 

超过

与所有精英院校一样，雷恩商学院提供高水平的学术素质。但是我

认为令其与众不同的是它的国际化层面。我可以在众多的双学位项

目中选择，最终我决定去上海同济大学做交换学习。之后我留在了

亚洲，现在我在香港工作。我真的感觉在雷恩商学院的学习让我增

长了非常多的经验，对我的职业发展有很大的帮助。

Maxime Verbena

雷恩商学院，第26届校友

雷恩商学院校友会
一个强大的国际商业关系网络



10 11

国际教育背景和留学经历是当今人才市场的重要竞争资本。

雷恩商学院提供广泛的国际课程，从学士学位到博士学位，全部100%英语授课，让未来
的毕业生做好准备，以便更好的融入国际化职业发展道路。

从本科、硕士
到博士课程 

从本科到研究生课程

第1年 第2年 第3年 第4年 第5年 第8年

IBPM //
国际管理学士学位课程

EMBA //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Executive specialised 

Master //

高管专业之商务谈判和

解决冲突硕士

MIM-PGE //
管理学硕士 (双硕士
专业理学硕士+PGE)

Msc //
理学硕士研究生

iMBA // 
国际工商管理硕士

Global 
DBA //
工商管理

博士

PHD //
博士

高等进阶教育

二年制本硕连读
HBBA + Masters

100% taught in english - 100% ta
ug

ht
 in

 en

glish -

荣誉工商
管理学士

双硕士
(专硕+PGE)

高管教育

全英文授课, 享受法国生活

国际管理学学士
(IBPM)
3年制学士学位项目，让学生通过积极的体验
式学习培养关键的管理技能。

3个专业方向：
•金融与银行
•销售与营销
•供应链管理

>>> 入学要求：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已在大
学修读商科的学生可在学习2至3年后，直接入
读第2年或第3年，承认其已取得的大学学分。

本硕连读
(HBBA+Masters) 
2年制项目为学生提供商业教育和高水

平的专业教育。第一年取得荣誉工商

管理学士。在第二年，学生继续进行

双硕士学位的学习(14个可选MSc专业

并取得PGE双文凭)。

>>> 入学要求：本科至少已获得180 

ECTS欧洲学分或同等学分。

管理学硕士(PGE)

2年制创新性的精英双硕士项目。

14个MSc专业硕士双学位

>>> 入学水平要求：本科学位或同等

学历，至少获得180 ECTS欧洲学分或

同等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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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硕士课程
本硕连读项目

在雷恩商学院，我们提供

给学生本硕连读项目双学

位/三学位课程：

• 国际管理学士学位课程

+理学硕士

• 国际管理学士学位课程

+双学位管理学硕士/理

学硕士

• HBBA+双学位理学硕

士/管理学硕士学位

商务和语言预科(BLPP)

商务和语言预科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学

士可以在雷恩集中学习一个学期，以提

高商务英语水平。

学生将通过商务英语课程为取得足够的

TOEIC分数做扎实的准备。以顺利通过

雷恩商学院的学士或硕士项目录取！

在线英语强化课程

该课程提供了另一种途径来提高学生的

英语交流能力，包括与商务相关的课程

训练以及由学习顾问提供的个人培训。

学生将有6个月学习期限，期间可以无限

制访问在线学习平台以及虚拟课程，10

次个人电话指导课程和TOEIC考前辅导。

语言预备课程

商务能力课程为商业的基本概念和领域打下了基础，因此学生可以成功地进行对管理的进

一步研究或使用所学到的知识来了解公司的运作方式。

该课程完全在线进行，由五个模块组成：供应链、市场营销、管理与组织、财务和策略。

在线授课形式允许学生按照自己的进度完成课程。

国际商务能力证书(iBPC) 

     预 科 课 程

商业游戏化证书：
在扩展现实中管理和监督项目的进展

 最新在线课程

学生将完成两个在线模块，这些模块由视频游戏行业的全球领导者UBISOFT (育碧)认证

许可。 在线模块的完成将以Artefacto（一家专门从事虚拟和增强现实应用程序的领先

公司）的特定培训为指导。

理学硕士专业及类别
15个月学制硕士项目，包括4至6个月的实习(根据不同专业要求) 和毕业课题。

>>>入学要求：本科或同等学历，至少获得180 ECTS欧洲学分或同等学分。

•国际会计、管理控制和审计硕士

•国际金融硕士

•金融数据与人工智能硕士

•大数据管理与商务分析硕士

•供应链管理硕士

•可持续管理与生态创新硕士

•创新与创业硕士

•战略与数字营销硕士

•国际奢侈品和品牌管理硕士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硕士

•体育、旅游管理硕士

•创意项目管理、文化与设计硕士

•全球商务管理硕士

•国际谈判和商务发展硕士

•地缘政治与商业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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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工商管理博士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
为期18个月的课程，专注于实际应用，旨在掌握管理和制定战略的技能。

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课程提供了有关领导力，管理，和企业社会责任和最新

见解，并向学员们打开全球职业机会的大门。

每月有一次专业课程学习：周四-周五-周六，整个课程包括一次出国考察。

Executive MBA 
Ranking 2019

Executive MBA 
Ranking 2020

iMBA
全日制的MBA工商管理课程，侧重于具有至少3年工作经验的年轻领导者

的发展。

激发
你的

领导力

iNTERNATIONAL
国际化

impact
影响力

iNsight
洞察力

iNTElligence
智能

iNnovation
创新

为期两周的课程包括教学活动、30小时课程、案例研究、团队建设项目、解

决问题、发展人际交往能力和公司探访

Aachen 2019

与雷恩商学院一起

探索一个新的欧洲国家

为期两周的冬令营提供的课程将会在与雷恩商学院合作的欧洲各地的合作院校进行。其中

一周由雷恩商学院的教授授课，另一周由欧洲合作院校的教授授课。

Jeshal FERNANDES 
供应链管理理学硕士

印度学生

每个教授都有自己的教学方法，并且期望

从我们身上获得不同的反馈。他们将知识

输入给我们，也期望从我们这里得到相同

的输出。这不是填鸭式的教学，而是希望

授之以渔。

冬令营特别项目

专为我校理学硕士学生开设的
冬季短期出国选修项目

雷恩商学院将提供学生国外交流期间的住宿

以及每日早餐。

该项目含6ECTS欧洲学分。可选课程为：

• 国际战略管理

• 企业社会责任

为期两周的海外合作院校
冬令营，将会给你发现和
探索另一个欧洲优秀大学

的机会。

选修项目，
包含住宿费和每日早餐

Hull 2019

四个可选专业：

 ● 企业责任管理（6月）- 6 ECTS

 ● 竞争战略（5-6月）- 6 ECTS

 ● 人工智能商务（6月和7月）（每门课程3 

ECTS：商业数据科学; 商业人工智能; 商业文本

学习; 商业网络智能）

 ● 奢侈品营销（6月）6 ECTS。

夏令营项目

为期四年的高层次博士研究生课程，该项目包括学员的研究培训和在教授指

导下进行的学术研究，完成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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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首要任务是
让学生满意

为国际学生
提供的法国
公共健康保险

学生服务和信息中心
Aloha Square!

• 通过Aloha广场(学生帮助中心)的行政管

理服务台、在线博客和移动应用程序，学

生们可以轻松获取所需信息;

• 学生们积极参与日常的校园生活和设

计竞赛，VOICE - Valorise Organiza- 

tional Intelligence，Collaboration & 

Empowerment（组织智慧优化，合作和

赋权）:旨在加强学生、行政管理人员和教

授之间的团队合作;

• 学生理事会; 

• 学生社团和课堂上的多元文化交流。

法国的社会保障体系非常健全，

公共健康保险是强制性的，但对

所有雷恩商学院的国际学生都是

免费的。

学校强烈建议学生在其本国购

买一份国际健康保险合同。以

保障其达到法国后前三个月的

医疗保险。

迎新服务
迎新办公室 //

为学生提供住宿和行政程序的支持（住房

津贴、医疗保健登记等）。

我们通过与法国移民行政办公室的特别合

作，为帮助学生获得居留证提供了便利。

迎新协会 //

（国际学生协会）帮助国际学生融入雷恩

校园内外的生活。 我们不仅会在火车站

或机场接载国际学生，还会组织短途旅

行（圣米歇尔山和巴黎等）和体育比赛。

Aloha 迎新服务营 //

学校在每年9月开学时为所有国际学生组

织一次阿罗哈（Aloha）迎新服务营。

方便新生在这里完成他们的行政登记，

并完成医疗系统登记、居留许可、银行

注册、网络服务登记、手机服务办理、

公交卡等手续。

迎新活动 //

校园游戏: 探索校园和设施、熟悉同学，

员工和教授。

校园节: 让学生们通过音乐和体育活动

与雷恩商学院的社区见面，了解众多学

生社团。

Are you ready for 
unlimited impact? 

Get involved! 
学生积极参与校园生活

为学生提供的服务和专业工具：

ALOHA
SQUARE 租房服务

雷恩商学院提供多种的租房途径，以帮助学生在抵达
雷恩之前或就读雷恩期间寻求最佳住宿地点。

为了在学生海外生活的这个重要环节提供帮助，我们的迎新团队和住

宿服务为国际学生提供线上和线下的沟通渠道。

雷恩商学院与不同的合作伙伴都有稳固的房屋租赁合作关系：

雷恩商学院高级学生宿舍，距离1号教学楼不到5分钟步行路程

Studapart一对一平台，学生可以在上面有各种选择：校园周围的高级
住宅、私人公寓或合租公寓

公立学生宿舍（CROUS）

学生理事会是由12名学生组成的团队（其中包括3名学士学位学生、3名管理学硕士

学位和6名MSc学生）。

真正的多元文化：
6个国籍（墨西哥、印度、埃及、加拿大、中国和法国）。

它的使命：为所有的学生发声，参与学校战略管理，使学生在雷恩商学院获得更好

的学习体验，让学校成为The Best Place to Learn。

学生理事会

国际学生到达法国的第一印象

及新冠疫情期间

校园内采取的安全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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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危机是我们今天面临的主要挑战。现在的年轻一代对此很清楚，并在建立

更加可持续发展的世界中发挥积极作用。在雷恩商学院，我们将企业视为可持

续发展中坚力量。我们的目标是通过在学生中建立可持续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来

培养负责任的商业领袖。我们希望向学生灌输强烈的道德意识和从商业角度解

决环境和社会问题的技能：“人类、星球与利润”。

这个目标是通过教学、边做边学和发展自我意识来实

现的。我们的第二个目标是通过减少碳排放、能源和

水的使用，并在回收和废物管理方面发挥力量，来建

设一个生态友好的校园。这需要学生、教师、员工和

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努力。

Don Minday, 首席可持续发展官

THERE IS NO PLANET B! 

学生社团通过让学生在模拟环境中管理和开发不同种类的商业项目，从
而让学生更加接近真实的工作场景，来展示他们的才华。在实践项目
中，法国和国际学生都将学习到有关多元文化管理和团队合作的内容。

商务服务

艺术和文化活动

学生服务

人道主义项目

运动竞技

通过25个学生社团开展
具有责任担当的项目

从意识到行动做有担当的
商业领袖

学生社团提供广泛的项目选择：

在雷恩商学院，我们通过创新和创业为可持续发展
做出贡献。 我们将责任感和可持续发展置于日常管
理和教学的核心，并共同努力将社会责任感带入到学
生和工作人员的日常生活中（例如：校园活动、学生
社团、学术研究、人文和社会政策、学生项目等）。

让我们一起

建立更富有

社会责任感

和可持续发

展的校园

我之所以选择雷恩商学院，是因为这个学校已经致力于社会可持续

发展的教育，并且还提供可持续管理与生态创新硕士学位。这个与

UniLaSalle综合理工学院联合的双学位项目，教育学生成为负责任

的领导者。我在我的专业项目中担任企业社会责任助理，能够利用

在我的课程中学到的知识来转变和提升企业对可持续发展的认知，

这使企业运营与环境保护可并行发展。

Alix Houssin, 可持续发展与生态创新硕士项目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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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渠道，助力学生
开启职业道路

4个"企业日"为你的
事业助力

雷恩商学院为学生提供持续不断的专业知识及技能发展方面的支持。在整个学习过程

中，学生将在以下方面受益：

 ■ 对话商业领袖

 ■ 职业研讨会

 ■ 定期与雷恩商学院合作企业及组织的经理和人力资源代表的见面会

 ■ 通过“我的在线职业平台”得到实习和就业指导和培训，查看最新招聘岗位

并在线应聘

社交活动

管理者在非正式的场景中与学生建立联系，讨论一系列问题并评估他们的软技能。学

生通过提高他们对成功管理职业所需的商务社交礼仪的理解和知识而获益。

会议、讲习班、商业案例、商务游戏、推荐书、“网络咖啡”、公司访问、教练讲习

班、圆桌会议以及通才和专业人员招聘活动都在雷恩、巴黎和国外的企业日校园内组

织。 学生将会在这些活动中：

• 与公司经理和校友会面，

• 探寻未来的职业、职能、国家和专业领域，

• 辅导课程

• 招聘（实习、半工半读、就业）。

招聘最多雷恩商学院学生的公司

Corporate
days

Corporate
days

Corporate
days

Corporate
days

“在……行业的职业生涯” 

以职业为导向的工作坊邀请专业人士分享

他们在不同岗位和职能部门的“在职”经

历，使学生能够探索未来的职业选择。

主题: 
• 市场与数字营销

• 财务与风险管理

• 审计、管理控制与会计专业知识

• 商务发展与销售

• 采购

• 人力资源

• 物流与供应链

• 创业精神

• 数据

LVMH路易威登, L’Oreal欧莱雅集团, KPMG毕马威, Danone达能集团, EY安永会计

师事务所, BNP Paribas法国巴黎银行, Lactalis拉克塔利斯集团, Groupe Rocher叶

露芝, Société Général法国兴业银行, Chanel香奈儿, PWC普华永道, Orange电信.

我很享受在雷恩商学院的职业助推器活动中与国际公司高层管理人员的讨论。这不仅是

一个头脑风暴的时间，也是一个与成功人士面对面交流的机会。就个人而言，我认为这

是通过面对面分享经验来了解人们如何在职业道路上取得成功的最佳方式。

我对该计划的感觉是：我通过不同的方式一直在学习不同的东西，从经理那里学习，与

我周围的学生学习，习得语言，学习文化，学会沟通，学会倾听周围的人，所有成功的

事业都是基于不断的学习。

乔丹丹 

国际会计、管理控制和审计专业硕士生 来自中国的学生

与工作之约
雷恩商学院让学生们有机会直接面对
企业并参加企业宣讲会。并基于学生
提交的面试申请，在宣讲会后进行职
位面试。

校友日
每年，雷恩商学院校友会都会组织
一次学院毕业生与在校生的交流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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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恩商学院的战略承诺之一就是鼓励创新并

在学生启动和自主领导项目时给予支持。 每

个学生在发掘自己的创造潜能并发展自己的

创业实力时，都能实现自己的抱负，享受多

维的个性化体验。 受益于个性化的支持和定

期的指导，这些将构架你的想法并帮助你开

展新的事业！

从Innostart开启你的
创业项目

雷恩商学院成功故事

雷恩商学院在
2021初创企业
收入最高的法
国商学院排名
中，名列前10 
(up2school.com)

卡罗琳娜.贝谭(Caroline Bettan)是初创公司Newcy的联合

创始人，另外四位合伙人都是“创新与创业硕士项目”的毕

业生。该公司为杯子再利用提供创新性的CSR解决方案。

“无框架思维”
创新的教学理念

“超越框架
的思考意味
着以一种全
新的方式来
学习”

雷恩商学院的教学方向的核心理念是“无框架思维”，意在鼓励学生挑

战他们的假设，将视野扩展到他们的界限之外，与教授、同龄人和整个

大环境一起协作。

学生们将使用在线平台进行头脑风暴和辩论，参与校园设计冲刺以测试

新的概念，学校支持以学生为导向的教学活动的实施，并使用创造性的

课堂解决方案来促进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创造。

激励创新：
雷恩商学院的
战略承诺
雷恩商学院使用适宜的教学工具，逐步

帮助学生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创新精神

与创业精神，使每个学生都可以实现他

们的抱负，并拥有多维度和个性化的体

验，以发挥他们的创造潜力，并展示自

己的独特潜能。这些课程依赖于成功的

创新管理方法和内部创业及创业精神的

原创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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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0 M2 的校园，共有4座教学楼 • 彭博证券交易实验室 • 商业孵化中

心 • 创新空间 • 完全为学生设置的中央大道“企业家之路 (LA RUE DES 

ENTREPRENEURS)” • 健身和训练房 • 室外运动场 • 学生休息室 • 音乐工作

室 • 大型自助餐厅 • 小吃吧 • 众多可容纳50-400人不等的演讲厅 • 为每个学

生协会准备的独立办公室 • 语言资源中心 • 多媒体资源中心：包括来自国

际主要管理数据资源库的2万多本图书和5500份在线经济新闻类期刊。

雷恩商学院地理位置便利，距雷恩

市中心仅10分钟路程。每周6天，

我们的校园为学士提供学习和生活

的理想环境。

扫描二维码，

参观虚拟校园

雷恩商学院校园，
一流的教学
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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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申请
申请人请通过以下网站进行入学申请：

https://apply.rennes-sb.com

在法国适合学习的最佳城市中排名第

三（L’Étudiant，2020-2021年学生城

市总体排名）

雷恩的吸引力、氛围和生活质量获得

满分10分。 市政厅还为欢迎学生专门

组织3天特别活动！

雷恩也被评为法国第二大最佳工作城

市（L’Express，2019年1月）

雷恩

bordeaux

genève

france

strasbourg

paris

bruxelles

amsterdam

dublin

londres

southamptonexeter

manchestercork

madrid

malaga

barcelone

toulouse

lyon

marseille
nice

bastia

ajaccio

figari

palerme

palma

rennes

Rennes > Paris
1h25 by train

奖学金 招生团队

优才奖学金
申请条件: 具有良好学术记录的优秀候选人。 特别考虑

具有明确学术和专业才能并且能够证明对项目各个方

面都有贡献 的申请人。

奖学金金额:根据学费，减免2000欧元-5000欧元不

等。

“无框架”奖学金
申请条件: 能够展示独特的生活经历或出色的课外活动

经历，以及具有全球协作意识和寻找有效和可持续的

解决方案的好奇心。并有担当学校形象大使的强烈动

机和能力

奖学金金额:根据学费，减免2000欧元-5000欧元不

等。

“法国欢迎你”奖学金
申请条件: 申请者曾在法语联盟或者任何其他提供法语

课程的机构（在申请者本国）学习法语。

奖学金金额: 500欧元的学费减免

团结基金奖学金
申请条件: 受货币贬值影响的国家/地区的学生。

奖学金金额:根据学费，减免2000欧元-5000欧元不

等。

入学及咨询其他奖学金，请访问: 
rennes-sb.cn

Caroline Jouanin

Maud Le Bars

Anouar Rehioui

Shu Bourgeon

Aude Liebert

Monica Medina

Noémie Vettier

Stéphanie Hiaumet

雷恩：
位置理想的大学城

        雷恩商学院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地

区的首府，最大城市雷恩，学生可以

利用这个中心位置，快速便捷地到达

附近的旅游目的地：只需55分钟，就

可以抵达海滨，呼吸新鲜的海洋空气; 

到达灯光之城巴黎，仅需1小时25分

钟的火车; 到达可爱的伦敦，更是只

需1小时的飞行时间！

       雷恩是一座充满活力的美丽城

市，她历史悠久，充满了古老的中

世纪建筑，与现代设施并存。 她

又是一座学生城市：雷恩的总人口

（426,500人）中包括65,500名学

生。 由国家媒体的官方排名，证明

她在不断地发展壮大。

由雷恩出发的航班目的地

雷恩商学院将根据学业成绩或社会背

景选拔标准提供广泛的奖学金。

更多信息参见：

scholarships@rennes-sb.com 

即刻申请 : apply.rennes-sb.com

邮件 : shu.bourgeon@rennes-sb.com

地址：2 rue Robert d’Arbrissel，
           35065 Rennes，France
电话：+33 (0)2 99 54 63 63

网址：www.rennes-sb.cn 
           www.rennes-sb.com

微信咨询 招生办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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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框架思维

更属于
OPEN MINDED的你！

世界比以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