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商管理学院 - 2023 年秋季出国（境）交换项目 

亚洲、法国 
 

除*项目外，其它项目免外方学费；我校提供出国（境）交流奖学金。 

项目要求 & 报名方式：详见交流生管理系统（http://jhs.swufe.edu.cn） 

咨询方式：工商管理学院国际事务办公室（诚正楼 1102），肖老师：87092285，xiaomj@swufe.edu.cn 

国家/地区 学校  申请条件 院校简介 

Russia 

俄罗斯 

Ural Federal University 

乌拉尔联邦大学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英语 B2 水

平。 

商学院获得 AACSB、EPAS 和 ACCA 认证，位于俄罗

斯经济第三强的叶卡捷琳堡市，综合性高等教育学院，

位列俄罗斯八大联邦大学之首。2023 年 QS 世界排名

第 335 位，2022 年 QS 世界专业排名社会政策与行政

第 26 位、酒店与休闲管理第 47 名，Webometrics 俄罗

斯高校排名第 7 位。  

Chinese Hong 

Kong 

中国香港 

Faculty of Business School, 

Lingnan University 

岭南大学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TOEFL 

iBT≥79，IELTS≥6.0。 

获得 AACSB 和 AMBA 认证。世界博雅学府联盟成员、

亚洲博雅大学联盟创始成员、京港大学联盟及粤港澳

大学联盟成员。是香港的博雅大学，在本地高等院校中

历史最悠久，前身「格致书院」于 1888 年在广州创立，

现为香港八大公立大学之一。2015 年被《福布斯》评

为「亚洲十大顶尖博雅学院」之一。 

Chinese 

Taiwan 

中国台湾 

Fu Jen Catholic University 

辅仁大学 

1、大一至大三本科或硕

士； 

2、GPA≥3.0； 

3、英语要求根据系所不同

而定。 

获得 AACSB 认证。位于新北市新庄区，著名私立大

学，台湾基督宗教大学院校联盟成员，直属梵蒂冈教廷

教育部。学校紧依台北捷运辅大站、辅大神学院及辅大

医院，毗邻机场捷运 A5A 站。根据 2015 年中国两岸四

地大学排行榜，辅仁大学名列 5 星级“中国高水平大

学”。 

Korea 

韩国 

Duksung Women’s 

University 

德成女子大学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英语水平

佳。 

综合性大学，位于首尔中心，创立于 1920 年的槿花女

校，被评为“首尔校园最优美的大学”。就业率在韩国女

子大学中排名第一，被指定为“女大学生职业开发中

心”。 

SolBridg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Business, 

Woosong University 

又松大学国际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IELTS≥5.5

或同等水平。 

获得 AACSB 认证，是全球前 5%的优秀商学院，也是

AACSB 认证历史上最年轻的商学院。学院致力于为全

世界，尤其是为东南亚培养顶尖级的商业人才，其目标

是要发展成为亚洲的哈佛商学院。2019 年 Eduniversal 

Evaluation Agency（EEA）韩国大学排名第 1 位。 

France 

法国 

Excelia 

Excelia 高等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TOEFL 

iBT≥80，IELTS≥6.0。 

获得 EQUIS、AACSB 和 AMBA 三大认证，法国精英

大学校联盟成员，旅游与酒店学院拥有联合国世界旅

游组织 TedQual 认证。学校坐落在法国美丽的滨海旅

游圣地拉罗谢尔，其前身是成立于 1988 年的拉罗谢尔

高等商学院，于 2018 年更名为 Exelia 集团。2023 年法

国《L'Etudiant》杂志商学院排名第 12 位，2023 年 QS

供应链管理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34 位、市场营销学硕士

全球排名第 61-70 位，2022 年《金融时报》欧洲商学

院排名第 61 位、管理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36 位。 

France 

法国 

University of Bordeaux 

波尔多大学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英语 B2 水

由波尔多第一大学、第二大学和第四大学合并而来，力

在成为欧洲顶尖研究型大学之一。波尔多是法国西南

部最大的城市及经济文化中心，靠近大西洋，有欧洲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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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 大的大学城，以发达的葡萄酒业享誉世界。2022 年软

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第 201-300 位、法国第 9-12 位，

2023 年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第 301-350 位，

2023 年 QS 世界大学排名第 521-530 位。 

France 

法国 

Faculty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University of 

Strasbourg 

斯特拉斯堡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英语 B2 水

平。 

获得 AACSB、AMBA 和 EPAS 三大认证，多学科综合

性大学，是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LERU）、21 世纪学

术联盟（AC21）和 IDEX 计划高校的成员。斯特拉斯

堡被誉为法国的大学城，是法国第二大科学研究中心。

2023 年 QS 全球排名第 434 位，2022 软科世界大学学

术排名第 101-150 位、法国第 5-7 位。 

France 

法国 

FSEG, Lille Catholic 

University 

里尔天主教大学管理、经

济与科学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英语 B2 水

平。 

法国规模最大的私立大学、多元化综合大学，大量课程

采用小组授课，以主动教学法实施教育新技术而声誉

卓越。校区以新歌特式建筑群而著名，位于法国北加来

海峡大区里尔市中心，为欧洲十字交叉口。2022 年 US 

News 法国大学排名第 12 位。 

France 

法国 

ESDES School of Business, 

Lyon Catholic University 

里昂天主教大学社会与经

济发展高等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 

2、GPA≥3.0；TOEFL 

iBT≥80，IELTS≥6.0。 

获得 AACSB 和 EPAS 认证，是 EQUIS 成员，法国精

英大学校联盟成员，其大学校（Grande Ecole）项目于

2020 年 3 月通过 EFMD 认证，成立于 1987 年，是法

国里昂天主教大学的商学院，位于里昂市中心，学院通

过将人文学和社会学元素加入职业管理的学业设置来

培养学生和专业人士。2023 年法国《L'Etudiant》杂志

法国商学院排名第 27 位，2022 年《金融时报》管理学

硕士全球排名第 81 位。 

France 

法国 

Institut d’Administration des 

Entreprises, University of 

Poitiers 

普瓦捷大学企业管理学院 

1、硕士； 

2、GPA≥3.0；TOEFL 

iBT≥80，IELTS≥6.0。 

法国企业管理学院联盟 IAE France 的成员之一，综合

排名前五，2017 年成为 EFMD 成员，备受法国企业认

可。位于法国西南部波瓦图夏朗大区的首府普瓦捷市，

共有 3 个校区。2011 至 2013 年，《金融时报》、

《Challenge》、《L'Etudiant》法国公立大学企业管理

学院综合排名第 4 至 6 位。 

France 

法国 

Institut d’Administration des 

Entreprises, University of 

Pau and Pays de l’Adour 

波城大学企业管理学院 

1、硕士； 

2、GPA≥3.0；TOEFL 

iBT≥80，IELTS≥6.0。 

综合性老牌名校，始建于 1549 年，1970 年正式成为多

学科综合性大学。是法国阿基坦地区院校联盟

（“ComUEA”）的创始成员，并与波尔多大学区及图

卢兹大学区构成法国西南三大重要大学区。学校拥有

两个工程师学院、两个科技学院（IUT）和一个企业管

理学院（IAE），及两所博士生学院。 

France 

法国 

Audencia Business School 

南特高等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英语 B2 水

平。 

获得 EQUIS、AACSB 及 AMBA 三大认证，法国精英

大学校联盟成员，是最早获得国际权威商学院认证的

精英院校，位于法国南特市，为法国第六大城市。2022

年《Le Point》杂志法国商学院排名第 8 位，2023 年

《L'Etudiant》杂志法国商学院排名第 9 位，2022 年《金

融时报》欧洲商学院排名第 38 位、管理学硕士全球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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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第 47 位， 2023 年 QS 供应链管理学硕士全球排名

第 16 位、市场营销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21 位、管理学

硕士全球排名第 44 位。 

France 

法国 

EM Strasbourg Business 

School 

斯特拉斯堡高等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英语 B2 水

平。 

获得 AACSB、AMBA 和 EPAS 认证，法国精英大学校

联盟成员，也是联盟中唯一一所隶属于综合性大学（斯

特拉斯堡大学）的高等商学院，所在城市斯特拉斯堡被

誉为法国的大学城，是法国第二大科学研究中心。2022

年《Le Point》杂志法国商学院排名第 8 位，2023 年

《L'Etudiant》杂志法国商学院排名第 9 位，2022 年《金

融时报》欧洲商学院排名第 38 位、管理学硕士全球排

名第 47 位， 2023 年 QS 供应链管理学硕士全球排名

第 16 位、市场营销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21 位、管理学

硕士全球排名第 44 位。 

France 

法国 

ICN Business School 

南锡高等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TOEFL 

iBT≥80，IELTS≥6.5。 

获得 EQUIS、AACSB 及 AMBA 三大认证，是法国最

早成立的精英高等商学院之一，在法国拥有南锡和巴

黎两个校区，南锡是欧洲历史文化名城，欧洲金融中心

和行政中心之一，东北部最大的大学城。法国权威的高

等教育排名杂志《L'Edudiant》发布的 2023 年法国高等

商学院排名第 15 位，2022 年《金融时报》欧洲商学院

排名第 77 位、管理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547 位，2023

年 QS 供应链管理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51+位、市场营销

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61-70 位。 

France 

法国 

Montpellier Business School 

蒙彼利埃高等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TOEFL 

iBT≥80，IELTS≥6.0。 

获得 EQUIS、AACSB 及 AMBA 三大认证，法国精英

大学校联盟成员，位于法国蒙彼利埃市中心，是法国重

要的教育与研究中心之一，濒临地中海。2022 年《Le 

Point》法国商学院排名第 8 位，2023 年《L'Etudiant》

法国商学院排名第 11 位，2022 年《金融时报》欧洲商

学院排名第 76 位、管理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56 位，2023

年 QS 市场营销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51-60 位。 

France 

法国 

NEOMA Business School 

诺欧高等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英语 B2 水

平。 

获得 EQUIS、AACSB 及 AMBA 三大认证，法国精英

大学校联盟成员，法国第二古老商学院，法国十佳商校

之一，2013 年 9 月由鲁昂商学院与兰斯商学院合并而

来。在法国拥有鲁昂、巴黎和兰斯三个校区。2022 年

《Le Point》法国商学院排名第 5 位，2023 年《Le Figaro》

法国商学院排名第 6 位、《L'Etudiant》法国商学院排

名第 8 位，2022 年《金融时报》欧洲商学院排名第 44

位、管理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32 位，2023 年 QS 管理学

硕士全球排名第 58 位、金融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73 位。 

France 

法国 

Toulouse Business School 

图卢兹高等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TOEFL 

iBT≥80，IELTS≥6.0。 

获得 EQUIS、AACSB 及 AMBA 三大认证，法国精英

大学校联盟成员，世界上最优秀的高等商学院之一。主

校区位于法国南部图卢兹市，是欧洲航空航天城，法国

第二大大学城，同时在法国巴黎、西班牙巴塞罗那和摩

https://oiec.swufe.edu.cn/hwjl/xsjl/xscg_j_jlzz_Scholarship.htm
https://jhs.swufe.edu.cn/
mailto:xiaomj@swufe.edu.cn
http://global.iswufe.info/Home/MainDetail?xmid=202201161326205425
http://global.iswufe.info/Home/MainDetail?xmid=202201161326205425
http://global.iswufe.info/Home/MainDetail?xmid=202201161326205425
http://global.iswufe.info/Home/MainDetail?xmid=202203141351001033
http://global.iswufe.info/Home/MainDetail?xmid=202203141351001033
http://global.iswufe.info/Home/MainDetail?xmid=202203141352298034
http://global.iswufe.info/Home/MainDetail?xmid=202203141352298034
http://global.iswufe.info/Home/MainDetail?xmid=202201161319565790
http://global.iswufe.info/Home/MainDetail?xmid=202201161319565790
http://global.iswufe.info/Home/MainDetail?xmid=202203141358240488
http://global.iswufe.info/Home/MainDetail?xmid=202203141358240488


工商管理学院 - 2023 年秋季出国（境）交换项目 

亚洲、法国 
 

除*项目外，其它项目免外方学费；我校提供出国（境）交流奖学金。 

项目要求 & 报名方式：详见交流生管理系统（http://jhs.swufe.edu.cn） 

咨询方式：工商管理学院国际事务办公室（诚正楼 1102），肖老师：87092285，xiaomj@swufe.edu.cn 

洛哥卡萨布兰卡拥有校区。2023《L'Etudiant》法国商

学院排名第 10 位，2022 年《金融时报》欧洲商学院排

名第 55 位、管理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50 位，2023 年 QS

供应链管理硕士全球排名第 36 位、市场营销学硕士全

球排名第 45 位、管理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67 位。 

France 

法国 

Burgundy School of 

Business 

勃艮第高等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TOEFL 

iBT≥80，IELTS≥6.0。 

获得 EQUIS、AACSB 及 AMBA 三大认证，法国精英

大学校联盟成员，金丘区工商会（CCI Cote d'Or）直属

院校，主校区位于法国勃垦地大区的首府——第戎市

市中心，在巴黎、里昂和博内均有分校区。2023 年《Le 

Figaro》法国商学院排名第 18 位，2022 年《金融时报》

欧洲商学院排名第 80 位、管理学硕士全球排名第 62

位。 

France 

法国 

IPAG Business School 

IPAG 高等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TOEFL 

iBT≥71，IELTS≥6.0。 

获得 EPAS 认证，法国著名的高等商业学院，拥有位

于法国首都巴黎市中心拉丁区（6 区）和南部著名旅游

城市尼斯市中心的两个校区。2022 年《Le Point》法国

商学院排名第 26 位。 

France 

法国 

Paris School of Business 

巴黎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TOEFL 

iBT≥80，IELTS≥6.0。 

获得 AACSB、AMBA 及 EPAS 认证，法国精英大学校

联盟成员，隶属于巴黎高等管理学院集团，是巴黎最重

要的私立高等商业管理教学中心之一，在法国巴黎 11

（总部）、12、14、17 和 19 区拥有 5 个校区。2022

年，其管理学硕士大学校项目位列 Financial Times 世

界商学院排名第 95 位，2022《Le Point》法国商学院排

名第 21 位。 

France 

法国 

INSEEC Business School 

INSEEC 高等商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TOEFL 

iBT≥80，IELTS≥6.0。 

获得 AMBA 认证，法国精英大学校联盟成员，隶属于

实力雄厚的 INSEEC 高等教育集团，在法国拥有巴黎、

波尔多和里昂三大校区。2023 年《Le Figaro》法国商

学院排名第 25 位。 

France 

法国 

Y SCHOOLS（原 Groupe 

ESC Troyes 特鲁瓦高等商

学院） 

1、大二及以上本科或硕

士； 

2、GPA≥3.0；TOEFL 

iBT≥80，IELTS≥6.0。 

法国精英大学校联盟成员，法国最年轻商学院，于 2005

年设置由HEC商学院校长和法国中小企业部部长领导

的“创新和创业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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