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KEMABusiness School

SKEMA 商学院

SKEMA商学院（全名：School of Knowledge Economy and Management），

是一家私立高等商学院，根据 1901年法

国非盈利组织规定开办，学校是在法国

政府和商会的大力支持下，由著名的法

国里尔高等商学院（创建于 1892年）和

尼斯高等商学院（创建于 1963年）于

2009年成功合并而成。

SKEMA商学院是法国高等精英商校联盟成员，是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官

方认证的私立高等教育非营利性机构 （EESPIG）。该认证于 2015年 7月 6日

生效，并于 2015年 7月 23日正式公布。SKEMA商学院获中国教育部认可。

SKEMA商学院是一个学习型社区，致力于创造与传播管理领域的知识与实

践。自成立以来，SKEMA已成为一所拥有多校区架构、使用多语言（英语、法

语）授课、开设本硕博多学制教学项目及高管培训项目的国际化商学院。

SKEMA致力于成为一所落户五

大洲的全球化商学院。学校拥有独特

的国际化战略，旨在通过下列努力培

养知识经济所需的管理领袖：

一所多校区的商学院，各校区均

坐落于科技园区内。学校致力于培养

具备国际化视野，追求卓越和创新精

神的价值观。

一个能实现学生多样平衡性流

动的独特模式，提供专业知识和跨学科课程（技术管理）。

科学的多领域协同：创新指标的综合化、经济与市场的数字化、经济的全球



化、经济增长中的金融管理。

一种兼具全球化视野与职业实践（理论与管理知识）的国际化教学课程设置。

学校根据追求卓越，人性化，多样化和创新的价值观进行管理。为社区（经

济、学术与社会等方面）及其所在区域的发展做出贡献。

认证排名：

SKEMA“精英高商”文凭为法国国家认可的硕士学位。

SKEMA 专业硕士文凭及国际硕士文凭亦获法国高等精英商校联盟（CGE）

认可。

SKEMA所有专业硕士项目均获法国国家职业资格 RNCP认证。

SKEMA商学院获中国教育部认可，所颁发本科及硕士文凭可获教育部认

证。

SKEMA获得 EFMD（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授予的 EQUIS（欧洲质量改进

体系）最高级别 5年期再认证，是全球极少数获此认证的商学院。该认证极大肯

定了 SKEMA优秀的师资队伍、卓越的科研能力、国际化的发展策略和紧密的

校企关系。

SKEMA于 2014年 2月获得 AACSB （国际高等商学院协会）认证，成为

获得 EQUIS &AACSB双认证的顶级商学院。AACSB认可了学校的优质教育质

量，尤其是学术教学水平、师资力量、教学项目的质量及学校战略的实施。



SKEMA于 2016年 11月获得英国工商管理硕士协会 AMBA认证，这标志

着学校正式跻身全球顶级商学院行列-- 全球仅有不到 1%的商学院拥有世界三

大商学教育认证组织 EQUIS、AACSB及 AMBA 三项权威认证。

学校也是项目管理协会认可的全球项目管理教育认证中心。SKEMA于 2005

年获此项认证，其认证期限已更新到 2019 年。它肯定了学校在项目管理培训方

面的辉煌成就。在法国，SKEMA是第一所获得该国际认证的商学院。全世界只

有 40家学术机构获此殊荣。

SKEMA同时拥有 ISO 9001和 14001认证。

国际排名：

2016 年《金融时报》欧洲商学院排名第 57；

2016 年《金融时报》管理学精英硕士项目全球第 26；

2017 年《金融时报》职业培训项目排名第 82；

2017 年《Eduniversal》供应链管理与采购理学硕士项目排名第 7；

2017 年《Eduniversal》国际战略与影响理学硕士项目排名第 7；

2017 年《Eduniversal》战略事件管理与旅游管理理学硕士项目排名第 5；



2017 年《金融时报》金融市场与投资理学硕士（预科）项目排名第 6；

2017 年《Eduniversal》后勤与采购管理专硕项目排名第 7；

2017 年《Eduniversal》市场营销与电子商务专硕项目排名第 3；

2017 年《Eduniversal》企业税务管理专硕项目排名第 7；

......

课程项目：

本科项目：

全球工商管理学士（BBA）：招生

对象：持有法国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

国际商务（BBA）：招生对象：持

有高中文凭或同等学历。

在 SKEMA 商学院国际本科教育过

程中，学生将培养良好素质，在今后的

职业生涯中获益匪浅：

1．掌握适应当今和未来职业挑战

的能力；

2．熟练掌握多种运营技巧，应对商业和市场要求；

3．培养你对创新及创业价值的认知，伴随你走向未来。

学习地点：

SKEMA 商学院国际本科教育，前两年学生将生活和工作在全球最美丽的地区

之一：尼斯（法国的蔚蓝海岸）。第三年和第四年时，可选择赴美国（罗利）或

中国（苏州）国际校区学习。

课程 学费

全球工商管理学士（BBA） 交换生项目（一年流动项目）：9750

欧元/年

交换生项目（两年流动项目）：1050

http://www.skema-bs.cn/campus/sophia-campus
http://www.skema-bs.cn/campus/raleigh-campus
http://www.skema-bs.cn/campus/suzhou-campus


欧元/年+合作大学学费

国际商务（BBA） 20000 美元/年

硕士项目：

专业硕士（MS）：SKEMA 商

学院一年制专业硕士项目以法语

授课，面向已取得硕士学历 (Bac +

5) 或大学本科学历（少量）的优秀

学生。该项目以专业为导向，旨在

根据企业需求，培养高度专业化或

具备双重资质的学生。SKEMA 商

学院针对金融、市场营销和公司

法，提供多个专业硕士（MS）以

及第三阶段教育（Troisièmes

Cycles）。

申请条件：

1. 五年高等教育

2. 四年高等教育加三年工作经验

3. 少数优先学生四年高等教育经验

SKEMA所有专业硕士项目均获法国国家职业资格 RNCP认证。

专业 校区 入学时间 学费

MS 审计、管理会计与信息系统 里尔、巴黎 十月 & 二月 €14，965

MS 国际资产管理 索菲亚 十月 €14，965

MS 电子商务与直销 里尔 十月 & 二月 €14，965

MS 供应链管理与采购 里尔 九月 €16，965



专业 校区 入学时间 学费

MS 项目管理 里尔 十月 & 二月 €14，965

MS 企业税务管理 里尔 十月 €14，965

理学硕士（MSc）：面向那些希望在国际

环境中谋求职业发展的学生，这一项目在全球

备受赞誉。SKEMA 商学院国际硕士项目以英

文授课，面向已取得学士学位的国际学生，为

学生提供进入当今跨国企业工作必备的专业

学习。该项目有许多专业可供选择：审计控制、

信息系统和咨询、金融和管理控制、人力资源

管理、知识经济、创新与责任管理、市场营销、

战略项目和项目管理、供应链管理与采购。

SKEMA商学院开设 18个理学硕士细分专业，涵盖商业领域各范围：

专业 校区 入学时间

两年制理学硕士
苏州、巴黎、索菲亚、罗利、

贝洛
一月 & 九月

金融大类

MSc 审计、管理会计与信息系统 巴黎 九月

MSc 企业金融管理 巴黎、索菲亚 一月 & 九月

MSc 金融市场与投资 巴黎、索菲亚、罗利
九月（巴黎、

索菲亚）

http://www.skema-bs.cn/programmes/specialized-masters/ms-project-and-programme-management
http://www.skema-bs.cn/programmes/specialized-masters/ms-corporate-fiscal-management


专业 校区 入学时间

八月（罗利）

市场大类

MSc 数字营销 索菲亚 一月 & 九月

MSc 奢侈品与时尚管理 索菲亚、苏州 一月 & 九月

MSc 国际酒店管理

( SKEMA-法国费里耶尔城堡精英学

院 Ecole Ferrières双学位）

巴黎 九月

MSc 会展与旅游战略管理 索菲亚 一月 & 九月

MSc 国际市场营销 巴黎、索菲亚、里尔 一月 & 九月

MSc 国际奢侈品管理

（SKEMA-美国北卡州立大学双学

位）

罗利（第一学期）、巴黎（第

二学期）
八月

管理大类

MSc 项目管理与商务拓展 里尔、巴黎 一月 & 九月

MSc 国际人力资源与绩效管理 巴黎 一月 & 九月

MSc 商务咨询与信息系统管理 索菲亚 九月

MSc 供应链管理与采购 里尔 九月



专业 校区 入学时间

商业与战略大类

MSc 数字商务 索菲亚 九月

MSc 国际商务

巴黎、苏州、罗利、贝洛

索菲亚（欧洲商务方向的

2017年春季入学新生）

一月 & 九月

MSc 国际战略与影响力 巴黎 九月

MSc 创业与创新 索菲亚 一月 & 九月

理学硕士 申请条件： 学费

一年制理学硕士 1. 四年制本科学历；

2. 英语水平：托福 580，

机考 237，网考 92；托业

830；雅思 6.5

3. 有 GMAT或GRE分数

将是优势。

€16，500

其中：金融市场与投资（巴

黎或索菲亚校区）：€20，

000

金融市场与投资（罗利校

区）：€22，000

奢侈品与时尚管理：€19，

000

国际奢侈品管理：€25，000

国际酒店管理：€25，000

两年制理学硕士 1. 三年制本科学历；

2. 英语水平：托福 560，

托业 800，雅思 6，ELS

€24，900，其中：

两年制奢侈与时尚管理：

€26，900

http://www.skema-bs.cn/programmes/masters-of-science/msc-digital-business/overview
http://www.skema-bs.cn/programmes/masters-of-science/msc-international-business/overview
http://www.skema-bs.cn/programmes/masters-of-science/msc-international-strategy-and-influence/overview
http://www.skema-bs.cn/programmes/masters-of-science/msc-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overview


110；

3. 有 GMAT或GRE分数

将是优势。

两年制金融市场和投资

（巴黎或索菲亚校区）：

€26，900

两年制金融市场和投（罗

利校区）：€28，900

两年制国际酒店管理：€

33，000

精英管理学硕士：一个国际项目，通过该

项目的学习，学生将：

成为未来的领导者；

体验多校区项目；

感受各种各样的学习途径；

拥有多种专业选择；

享受国际化教学：第一年英语授课，第二

年开始全英语授课，国外经验；

经历 12至 24个月的公司经验；

体验创新教学：六个跨学科教学项目和适

当使用电子学习；

学习专业的知识经济管理；

能够创造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申请条件：三年制本科学历；年龄 30岁以下

学费：€12，000/年

细分专业：

专业 概述 校区

审计、管理会计与信本课程可令学生为内外部审计、咨询、管理控巴黎/索菲



息系统 制和信息系统的职位做好充分准备。学生可掌

握管理和研究能力，并在未来成为高效的管理

者。

亚

企业金融管理

本课程可令学生为企业金融及审计、法国或跨

国企业顾问、信用与风险、现金流、银行运营

和财务交流总监等职位做好充分准备。

巴黎/索菲

亚

金融市场与投资

本课程可让学生为步入金融市场做好准备，并

提供交易场地及金融机构内部应用工具的相关

培训。

巴黎/索菲

亚/罗利

国际市场营销

本课程可提供产品及服务管理、市场营销技巧

和调研、品牌战略和创新等培训，专门针对在

市场营销领域寻求国际职业生涯的学生而设。

巴黎/索菲

亚/里尔

会展与旅游战略管理

培训活动专家（展会、会议、激励活动）以及

旅游战略、旅游市场营销，及在过去 10 年内

取得显著增长的各行业的专家。

索菲亚

国际酒店管理

 毕业生可在酒店领域担任各种管理职位。与

此同时，他们还能在分销公司，如 OTA 和技

术公司内获得机会。

索菲亚

奢侈品与时尚管理
本课程培训奢侈品与时尚业的设计与创新、品

牌战略、公关与广告专家。

索菲亚/苏
州

国际奢侈品管理

本课程为学生在时尚与奢侈品领域的职业发展

提供了良好契机。在国际奢侈品牌管理方面拥

有雄厚的学科基础

罗利（第一

学期）/巴黎

（第二学

期）

国际商务

本课程专门培训国际贸易、市场营销、财务与

战略专家，提供基于三个大陆的专业：欧洲商

务、亚洲商务和北美商务。

里尔/索菲

亚/苏州/罗
利/巴西



创业与创新

本课程开展创新与创业机制培训，包括：企业

财务、商业计划、风险评估、市场营销和创新

价值。

索菲亚/苏
州

国际人力资源与绩效

管理

本课程旨在培养和培训细心严谨的专家。这些

专业人士可在一个于过去 10 年间经历复杂变

化的领域内，整合财务业绩和企业业绩。

Paris

巴黎

数字营销

本课程可让学生针对网页设计、搜素引擎优化、

标杆管理和网络客户关系管理、战略作用及项

目管理、质量与风险评估技术等职位做好准分

准备。

索菲亚

商务咨询与信息系统

管理

学生可掌握项目平衡咨询、项目管理和信息系

统管理的技能。本课程与微软、SAP、安永、

阿玛迪斯和法国项目管理协会、凯捷管理顾问

公司、惠普和 IBM 联合开办。


 索菲亚

供应链管理与采购

 本课程将推出供应链与物流管理、项目管理、

采购战略、及与国际供应商议定价格和条件有

关的专家培训。

里尔

项目管理与商务拓展
本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多文化及国际环境内，

指挥复杂项目的管理及领导能力。

 Lille /
Paris

里尔/巴黎

国际战略与影响力
本课程可在国际商业、高级顾问或国家安全等

广泛领域内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Paris

巴黎

数字商务

本专业在业内顶尖专家的全力推动下设立，旨

在培养高素质的数字商务专业人才，以满足目

前全球就业市场对该领域快速增长的需求，并

缓解由此产生的高端人力资源短缺状况。

 索菲亚

工程学&管理学双硕 第一学年在中科大苏州研究院学习；第二学年中科大苏



士 在 SKEMA 商学院法国或中国校区学习。学生

可掌握两种独特能力的专业知识。

州研究院/
索菲亚

职业培训：

SKEMA的职业培训课程主要有：

•创业

•创新管理

•复杂的项目管理

•商业智能/管理知识

• 风险管理

•金融与银行业务

• 旅游管理

高管培训课程：提供短期项目（开放课

程）和深度项目等多种培训项目。短期项目

注重理论与实践，专业化技能与沟通能力的

协同培养。深度项目培训结束后，学生可获

得国际高度认可的学位证书和各类职业证

书。

EMBA：SKEMA的 EMBA（工商管理

硕士）是一个高水平的继续教育项目，面向

那些有经验的并且希望提高管理和战略技能

的高管。这个项目使管理者了解能够适应不

断变化的复杂环境的新的组织模型；同时，它也旨在培养学生的整体战略眼光。

申请条件：

1. 硕士学位；五至十年的专业经验

2. 具有学士学位，但有着很漂亮的工作履历

3. 英语：雅思 7



博士项目：

学术型 PhD—公司财务方向

管理学 PhD—知识科技与组织方向

工商管理博士 DBA—项目管理方向

以上资料由宇佳翻译整理，如需了解更多信息，请与宇佳联系。

宇佳（中国）有限公司

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西路 174号汇富商务中心后座 505。
联系电话：18069855089 （向老师）；18928856825（罗老师）

邮箱：marcel.xiang@yukia.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