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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S集团， 
教育和培训领域 
的重要参与者

45年分享
IGS集团成立于1975年，是一个独立的

非营利性质的联合协会（依据1901年

法律），其使命是提供初始教育、继

续教育、半工读制、学徒制、职业化

再培训。集团在法国提供一系列丰富

多样且具有特色的课程：其文凭和职

称受法国认可，其中包括八个领域的

技能和专业。其共同的学术教育系统

严格遵循学士-硕士-博士（LMD）文

凭标准。

集团内的课程面向所有受众：学生、

学徒、半工读学员、职员、高管、领

导层、求职者。 

创立价值观
I GS集团教育项目以三种价值观为基

础：人本主义，因为尊重和分享是行

动的核心；创业精神，因为其鼓励每

个人把握自己的未来；专业精神，以

教育学生“做好事情”和胜任工作的

重要性。

确保就业能力
集团课程的专业针对性有着绝对的保

障，我们与IGS集团的合作企业共同确

定课程内容，同时得到了研究实验室

和教学人员的大力支持，尤其是来自

企业的教学人员。因此，IGS集团将学

术理论与专业实践相结合，确保学员

获得就业能力。

支持每个人走向成功
IGS集团采用支持教学法，让每个人都

能够成功完成适合自己需求和意愿的

培训课程的学习。

I GS集团将包容性作为集团发展的重

点，欢迎所有受众：年轻人、员工、

已毕业或未毕业的求职者、存在经济

或社会困难的个人、残障人士等。

IGS集团自1975年以来开发的支持教学

法引导所有学员走向职业成功，取得

个人成就。

向世界开放
IGS集团积极与多所国际学府建立合作

伙伴关系，为每个人提供机会，接受

国际化的教育和技能学习，积累国际

化职业经验。 

各个校区以人为本，提供众多交流和

会面机会。最后， I GS集团校友及合

作企业构成了一个拥有强大能量的网

络，为每位学员开辟了一个拥有无限

可能的世界。

人文是教学的核心
IGS集团的雄心是展现学员个性、培养

好奇心、激发批判精神，培养出有责

任感、有涵养、有激情的专业人士。

这一承诺体现在人文教学、众多艺

术和体育活动以及与文化机构的合作

中。IGS集团及旗下机构认为，艺术、

文化和体育的开放，对全球所有专业

人士和公民而言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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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离不开社会进步。这是45年前，企业领导人和法国家庭协会联盟

（UNAF）创立IGS集团之初就坚信不疑的。创建以来我们一直牢记使命：培

养有成就感、思想开放、独立自主的学员，通过其行动能力、职业道德和专

业能力，开拓事业、创造未来。

IGS集团始终怀着对人的无限热情，并以此为动力，深信每个人都有能力在

职场上大展拳脚，不懈树立为学生提供社会阶梯的集团形象。IGS集团保持

课程多样性的优势，以支持教学方法为基础，欢迎所有受众，无论其教育程

度、工作经验、经济背景如何，通过自己的学校以及培训与整合中心为他们

提供量身打造的培训解决方案，帮助其开启职业生涯，或者提供职业新动力。 

IGS集团深信，专业技能是事业成功的关键，因此，我们致力于发展个性与

传授技能。基于此，我们将人文和艺术融入培训课程中，我们各个校区融合

了几十个民族、多种语言和文化，为文化机构和体育合作伙伴提供支持……

承诺的履行体现在我们引以为傲的成绩：非常亮眼的就业率，这源自于我们

与合作企业的密切合作，我们知道如何倾听其需求。 

这一成功源自于一直以来所谓的创新，甚至有悖于传统的举措：IGS集团作为

高等教育专业半工读制的首创者，也作为社会总结一类的基准工具的创建人，

从创立之初就确立了改变企业界面貌的决心。

我们鼓励并推动对未来企业治理的反思，继续发挥自身的先锋作用。这也是

我们的责任：带来新愿景、预测并改变工作的演变，从而创造一个让每个人

都在自己的未来中担当重要角色的世界。

罗杰·塞雷（ROGER SERRE）

IGS集团总代表

使命、激情、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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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S集团 
关键数据

200＋个课程项目 
从BAC到BAC+5（高中课程/硕士课程）

3500名毕业生
每年

9000家
合作企业

45+年 
教学创新 

3400 
名教师、演讲者、导师和行业专家

3个孵化园区和1个第三方教育 
中心，包括学习实验室（LEARNING 
LAB）和装配实验室（FAB LAB）

74000名校友
其中19000人在人力资源领域工作

6大校区：
巴黎、里昂、图鲁斯、
都柏林、上海、卡萨布兰卡

100 + 所 
法国和国际 
合作院校

8个领域 
技能和专业

5种学制： 
全日制课堂、半工读制、学徒制、 
继续教育、职业化
再培训

14800人
每年接受培训，其中有

8100名半工读学员
和学徒



IGS集团 
关键数据

面向所有受众的 
一系列具有特色的 
培训课程 

人力资源管理 
和开发

贸易市场拓展 
市场营销与服务业

企业财务
战略管理
法律

国际
管理

新闻 
公关
艺术和文化生产

医疗保健行业 
管理

计算机和数字技术

房地产

I GS集团提供一系列涵盖整个价值链的课程，为所有受众提供培训解决 

方案，包括八个领域的技能和专业。

其国际化学术教育体系严格遵循LMD标准，提供初始教育、继续教育、 

半工读制、学徒制、职业化再培训。从高中学位到硕士学位的职称和文凭均

涵盖，还包括继续教育证书。大部分受法国国家高等教育部或劳动部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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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种学制 
涵盖各类 
教育培训需求

学校：专业化、职业化、国际化
IGS集团汇集了八所学校。每年有3500多名学生由此毕业。 

由于这些学校课程极高的专业针对性，学员在毕业后可获得

所需文凭，最高可获得硕士学位，或国家最高级别的认证证

书：I级（法国）和7级（欧洲）。

大部分文凭获法国国家职业资格认证（RNCP）认可。

企业和学校建立密切联系，让学生能够迅速获得工作经验。

可前往国外大学留学交流，同时举办文化与体育活动和赛

事，使课程内容更完整、更多元化。  

学徒制，

卓越的实践性课程
IGS集团在巴黎、里昂和图卢兹的培训中心有超过4100名学

员，在学徒制教育中占据重要地位。集团也是学徒制教育的

先行者，1980年就在法国开设了第一批第三产业的学徒制职

业教育课程。 

学徒制教育体系为年轻人就业和企业招聘需求搭建桥梁，为

学员提供高质量培训的同时，更注重专业的针对性。 

IGS集团的学徒教育中心采用独特的教学方法，有时会与传统

教育有异，让学员对学习更感兴趣，应市场需求提升学员的

可持续就业能力。

半工读制，

更易进入职场
IGS集团也是半工读制的先驱，于1987年创立了首个半工读

制培训中心。每年为4000名学员提供Bac到Bac+5（高中到硕

士）的半工读制培训、签订职业教育合同，并颁发法国认可

的文凭、职称和证书。 

职业教育合同为学校学术理论和公司实践交替的形式，学员

可以享受到合作企业为培训课程提供的学费资助。 

职业教育培训的学员同时也是职员，所以要求非常高，需

要IGS集团的企业间半工读培训中心（CIEFA）进行严格的监

督，为学员提供有效的支持，让他们毕业即成为可直接投入

工作的专业人士。 

继续教育： 

职业新动力
和IGS集团学校合作开发的继续教育中心涵盖了企业的主要关

键职能，侧重于技能认证，包括已获经验成果认证（VAE）。

课程包括希望为职业生涯提供新动力的高级别专业人员的高

管课程，以及面向再培训或职业转型人员的强化培训课程。

课程还提供技能证书（CMC），促使学员获得可以立即投入

工作的专业知识，提供能够帮助获得文凭或专业职称的全套

短期培训模块，包括2015年3月5日关于职业培训改革的新法

律规定的个人培训账户（CPF）的相关培训内容。有专门的部

门，提供量身定制的培训、咨询服务，并为创建企业大学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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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整合及职业道路保障： 

IGS集团的优势所在
专业整合发展协会（ADIP）是一个致力于职业化再培训的机

构，30多年来一直协助年轻或成年的职工和求职者、高管和

职工进行职业化再培训。 

此协会代表合作企业，与大区议会、就业中心和职业培训管

理机构（OPCO）一起实施职业化再培训计划，由职业生涯保

障联合基金会（FPSPP）提供资金。 

参与实施国家、大区和省计划，其中一些是试验性计划，让

协会能够在得到公认的适应能力、迅速反应能力和倾听客户

意见能力的基础上发展真正的专业技能。

IGS集团技能评估中心创建于1989年，经个人培训假期许可联

合机构（OPACIF）认可，为巴黎和里昂的企业、员工和求职

者提供支持：评估专业和个人技能，分析主动性，制定发展

或流动方案。

HAND’IGS，IGS集团 
无障碍部
IGS集团无障碍部通过方向引导、提供人力或技术支

持、进行多样性宣传，为所有残障人士提供服务，推动

并安排他们参加任何课程的学习，无论是初始教育还是

继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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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职场的
永久对话

与企业保持不间断的交流和互动是IGS集团的创始原则之一，9000个合作 

企业组成了一个积极活跃的企业网络。

I GS集团和这些企业密切合作，倾听企业需求，为教育界和商界架设起 

桥梁。

这些企业通常都已和我们建立了长久的合作伙伴关系，对我们采用项目形式

的教学方法的创新、在学员追踪方面的细心，以及我们提供的能够满足企业

所有需求，同时也能根据企业要求量身打造的培训的多样性赞赏有加。

企业实习和任务、商业游戏、企业日、孵化器和会议让学员能够接触到专业

人士，尽快将他们的技能付诸实践，真实地投身到职场中去。

贴近企业的优点反映在就业成绩上：92%的企业愿意再次聘请IGS集团的 

学员（2019年调查结果）。

学员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企业生态系统
中，培养招聘者所期望的专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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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式、创新性 
和开放性的 
支持教学法

教师队伍：学术理论和职业实践
面向所有学员的教学都建立在实践和专业的基础之上。我们

的教学笃信行动哲学，将个人及其创业能力置于培训核心。 

教师队伍一半是教师-研究员，一半来自企业的专业人士，体

现了集团将学术理论与职业实践相结合的使命担当。

自选课程和双学位
IGS集团的五种学制为处于各个阶段的所有类型的学员提供 

具有针对性的培训课程。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参加这一系列

具有特色的培训课程，IGS集团架设的桥梁和提供的双学位 

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开启自己的职业道路，尽可能接近其职业

需求。 

行动教学
网络全覆盖的校区和培训基地、电子学习、基于培训项目的

学习和创新的教学方法都属于交互式教学的构成要素，学员

是课程的参与者。结合面授和远程教学，满足学员的全部 

需求。严格控制班级人数，学员可以享受个性化辅导，这就

是其取得成功的最佳保证之一。

研究，对企业和社会进行思考的

基础
作为社会教育和培训特定愿景的承载者，1975年以来，IGS

集团一直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在其研究实验室和专业观察站

中，让学者和从业人员汇聚一堂，共同思考企业和未来职业

的发展。因此，IGS集团与企业合作开展研究和项目，对企业

界及其发展进行分析，为培训课程提供理论支持。

社会创新和经济绩效实验室（L ISPE）、应用研究实验室

（LaRA）和网络-系统-安全实验室（LISER）是IGS-RH、ICD

和IPI学校的研究实验室，它们各自在其特定的专业领域开展

基础研究、行动研究和教学法之间的相互作用，为IGS集团的

5个培训中心提供支持。保莱迪亚博士学院（Propedia）将这

些机构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汇集学者和企业的研讨会上发

展出来的跨领域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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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大学合作 
和专业交流， 
实现课程国际化

IGS集团深信，融入国际、与新文化交流和发现新视角对 

学员的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国际化是其教学的核心。

IGS集团的学校提供多种外语培训课程，还与全球多所国际

大学建立了合作关系，包括双学位。这样一个国际合作网络

让教师和学员从培训的第一学期起，就能够在国外学习并 

获得国际上的工作经验。

IGS集团还为希望开启国际职业生涯的学员提供英语课程。

IGS集团已经过认证 

10



法国和国外 
六大校区 
真实的 
生活交流场地

在国外，IGS集团与最负盛名的高等 
学府达成合作，在其校园里设立自己 
的校区，如上海复旦大学。

法国
IGS集团在巴黎、里昂和图卢兹（布拉尼亚克）都有自己的

校区。各个校区以人为本，地处位置优越的街区，为学习生

活构建理想的环境。在同一个地区汇集了多所学校和培训中

心，这些校区的设计目的就是为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分享和

会面提供便利。这些校区还为学员配备了优质设施：阶梯教

室、广播和电视演播室、信息中心、高速互联网、语言实验

室、高级体育设施、孵化器、学习实验室等。

里昂HEP（人本主义、创业精神、专业精神）校区－René Cassin校区

巴黎Parodi校区

图卢兹·布拉尼亚克校区

上海卡萨布兰卡 都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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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他人和
自我的教学

人文、艺术、文化和体育
为了提高学员的文化修养、增强学员的自由意志，学校每年

都会在课程中加入哲学、地缘政治学、公关、经济史、政治

学、管理伦理学等模块内容。

每学期都会由校区内的学员负责组织举办大量的艺术和文化

活动，邀请知名人士主持。

体育方面，校区配备现代化的基础设施，为学员提供大型 

的校际和校区间活动。每位学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 

能力，建立自己的团队项目，参加法国的大型赛事和体育 

活 动 ：4 L奖 杯 、 法 国 网 球 公 开 赛 （ 与 法 国 网 球 联 合 会 

合作）、贝尔西公开赛、法国北方高等商学院（EDHEC） 

大赛等。

2014年以来，IGS集团在这方面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法兰西岛

大区设立了艺术、文化和体育中心，这也是IGS集团践行教育

承诺的体现。

充实的社团生活
IGS集团鼓励并支持发展丰富多样的社团生活，激发校区里的

学员、半工读学员和学徒的活力。学员参加以下活动可以为

最终成绩加分：由学员自己设计的旅行，文化、慈善和体育

项目，这些活动仍然属于培训范畴，可以培养学员团结合作

意识和团队精神。

克里斯汀·萨拉戈萨（Christine Saragosse）、 
蒂埃里·馬克思（Thierry Marx）、皮耶· 
雷斯苦（Pierre Lescure）、埃里克·歐森納
（Erik Orsenna）、贝尔纳·卡泽纳夫（Bernard 
Cazeneuve）都曾经前来参加活动，与学生会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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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满满的企业和校友网
IGS集团向学生开放9000家合作企业组成的网络，致力于建立

学生和企业界之间的联系，提供更多实习和工作机会。  

学生早在开始培训课程时，就可以进入学校专门提供支持和

就业的在线平台。每一所学校搭建接口，把校友、学员和合

作企业汇集在一起，方便相互交流提供建议，提供工作、半

工读和实习机会，强化职业网络。 

IGS集团的74000名校友中有19000名在法国以及世界各地的

人力资源领域就职，形成了一个非常活跃的就业网络。 

对企业及其运作进行社会思考
IGS集团与各类俱乐部和企业领导人圈子合作，为企业领导人

提供人力资源方面的思考依据。这些俱乐部和圈子让合作企

业的领导人汇聚一堂，交流社会、经济和管理方面的时事，

通过举办各种活动共同思考企业治理的演变。 

每年，“阿维尼翁地方领导人（D i r i g e a n t s  e n  p a y s 

d’Avignon）”研讨会都会聚集一些重要人物，与企业领导人

一起探讨相关主题，例如2021年的主题是“无限妥协是不是

另一种专制？”。

对文化和体育世界的承诺
I GS集团有一项长期政策，即为法兰西喜剧院、阿维尼翁

尚維拉之家（Maison Jean Vilar）和经济女性（Femmes de 

l'Économie）提供赞助，深度参与文化和体育。 

共同成长的 
网络

2008年以来，IGS集团即与法兰西喜剧院建立了雄
心勃勃的合作伙伴关系，每年对来自法国各个戏剧
艺术学院的学生演员进行培训。年轻的演员们在这
里学习理论课程，和剧团演员一起工作并且参与演
出，获得了独一无二的培训体验。 

© Christophe Raynaud de Lage，法兰西喜剧院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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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S集团 
各大机构

MANAGEMENT - FINANCE - LAW

学校和 
高等教育部门

研究 
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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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GS集团 
各大机构

ADIP

学徒制  
培训中心

继续教育和 
企业服务中心

半工读制 
培训中心

方向引导和 
职业化再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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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无限可能的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