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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00+名

120+个

145+名

25,000+名

3个

2,500+家

10,000+名

40+门

引导世界商业思维的顶尖教授

INSEAD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校区跨越欧洲、亚洲及中东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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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参与课程（每年）

国家和独特的文化视角

学员参与线上课程（自2014年以来）

机构同我们密切合作（每年）

公开课程助力您职业发展

INSEAD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高层管理人员参与培训（自1967年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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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AD

作为全球最大最顶尖的商学院之一，INSEAD 招
揽跨国人才、融汇不同文化以及聚集世界领先思
想，旨在促进企业变革及改变人类生活。通过设
立在欧洲（法国）、亚洲（新加坡） 和中东（阿
联酋）的校区，学院的商业教育和研究也因此横
跨这三块大陆。INSEAD 孕育的教育和研究成果，
方方面面都闪烁着多元文化和全球视野的光芒。

INSEAD 正式推出官方微信公众号，供商界精英
及时分享 INSEAD 新闻、顶尖商业管理和研究资
讯，以及各项课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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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扫一扫关注学院的微信公众号：

INSEAD 高层管理教育灵活多样，可同时通过“公
开课程”（专注于个体发展）和“定制课程”（细
化的量身定制，以符合企业的商业目标）进行。

亚洲校区

INSEAD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三个校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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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欧洲、亚洲及
中东地区

中东校区

欧洲校区

#1 在欧洲与亚洲均位列榜首

在 2018 年首期 QS 全球 MBA 课程排名中，INSEAD MBA
课程在欧洲与亚洲均荣获第一

#1 2017年度最佳国际商学院

在彭博商业周刊“2017 最佳国际商学院”排名中，INSEAD
荣获第一

2017 年度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卓越实践奖

INSEAD-Telenor 在线定制课程案例分析荣获组织发展类别
金奖

INSEAD 教授入围“Thinkers50 Awards”提名

在 2017 年度 Thinkers50 评选中，4 位 INSEAD 教授位列
“50 位全球顶级商业思考者“

Brandon Hall 奖项

INSEAD 与微软 (Microsoft) 的合作荣获 Brandon Hall 卓
越奖

2016 年度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卓越实践奖

Microsoft-INSEAD 在线定制课程案例分析荣获职业发展类
别金奖

INSEAD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每年有超过 10,000 名来自全球顶尖机构的高层
管理人员参与 INSEAD 的 40 多个公开课程。位
于欧洲、亚洲和中东的三所校区提供突破式的学
习体验，助力您职业发展的每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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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管理教育：
引领商业领袖，
适应全球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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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AD

当今世界联系日渐紧密，我们所处的商业环境也愈加错综复杂。INSEAD 高层管理教育引领全球管理
人才适应飞速变革的商业环境，破除旧观念、诠释复杂性、阐述新问题、引入新方法。结合全球化视野、
树立思维领导力，以及创造真实影响力，全方位地融入于课程中，给学员们带来了突破性的学习体验，
让个人和企业在创新思维、内在驱动和价值创造方面皆达到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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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AD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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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激发与实践最佳思维领导力为根本
我们的教学凭研究驱动型思维领导力为基础，以与时俱进的见解和概念为框架，让学员彻底开
拓视野，获得全新的理念、技能和更深层次的知识，使他们在生活和工作上不断锻造最佳管理
实践和领导思维。

以交互式学习为方法、创造影响力为目的
需要适应新环境的个人，及寻求业务灵活性和成功的企业都会在我们的交互式学习体验中有所
收获。教授们不仅通过课堂演示、案例分析向学员传道授业；更结合商业模拟、分组讨论、角
色扮演等多种授课方式，鼓励学员们碰撞思维、交流经验，最终创造真正的影响力。

" 伟大企业的员工必定具备学习
不懈的精神。坚持学习方为企业
成功之道。感谢 INSEAD 提供的
多元化方案，促进了联想集团领
导人才的持续发展。"

Barry Au 区德荣
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集团财务管控

INSEAD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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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化多样性和视野全球化为出发点
我们的研究和教学无处不彰显着多元文化和全球视野。课程设计的国际视角与教授及学员的多
元文化基础完美结合，激发追求卓越的管理者和企业组织，将国际市场的挑战和商业风险转化
成未来最具价值创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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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AD 的高层管理教育作为一块强力跳板，能
帮助企业完成业绩的有效升级。其中，公开课程
专为追求卓越的企业家及管理者设计，辅助他们
释放自身巨大潜能，并寻求职业道路的进一步发
展。
我们的公开课程内容涵盖一套完善的商业课程：
从公司治理到综合管理，从领导力到战略管理，
从运营管理到财务管理，从创业学到家族企业管
理等等。学员可以在 INSEAD 公开课程系列中选
择最符合自身需求的课题，从中获取深层专业知
识和实践技能，再依据自己的职业阶段和组织环
境应用在实际工作中。
除此之外，INSEAD 的学员们还能结识来自不同
国家、不同背景却有着相似抱负、面临共同挑战
的企业高层管理人才，相互之间建立长久深厚的
友谊并构建一个资源丰富的精英人际网络。

定制课程：
提供独特见解，
塑造企业未来
公开课程组合汇聚了学院教授学者独到的研究成
果精华，能有效帮助团队和企业领导者深入了解
各种管理方法及利弊，从而在当前的商业竞争环
境中领先一步。同时，我们的公开课程在欧洲、
亚洲和中东三大校区皆有开展，日程繁忙的企业
高管可依据自己的工作日程安排选择最合适的课
程和学习时间。

“财务知识是所有管理人员都需要了解的。
并且，职位越高，财务知识就显得越重要。
对财务的了解是在高层会议中令您充满自信
的唯一方法。”

INSEAD 所提供的定制课程基于我们与各个世界
知名企业客户的密切合作，从企业的实际需求出
发，以解决问题和提升管理水平为导向，由
INSEAD 教授们的精心研发设计符合企业发展战
略的个性化培训课程。
INSEAD 在提供定制课程方面拥有超过 40 年的
丰富经验，平均每年开设 200 多项课程、服务近
150 家企业。一直以来，我们向一些全球最负盛
名的公司提供忠诚的服务与一站式的学习平台。
在 INSEAD，多元化的顶尖师资、灵活的课程安
排、先进的思维领导力、有针对性的学习内容与
客户的无间合作方式实现了完美的结合，成就了
INSEAD 定制课程独一无二的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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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课程：
激发领导智慧，
巩固领导才能

INSEAD-Mirvac 课程：培育创新并提升战
略技能
“为了培育创新文化，我们需要针对公司具
体目标定制的内容。三年前我刚上任 CEO 时，
做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找到 INSEAD，以他们
现有的蓝海战略课程为基础，为公司的最高
层行政团队及下一层管理者量身定制课程。”

Susan Lloyd-Hurwitz
MIRVAC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

Pekka Hietala 教授
高层管理人员财务课程主任

全球管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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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AD 全球管理证书是对全球管理与领导力的
职业专长持续提升的正式认证。该证书可令您根
据职业发展的节奏，战略性地规划最适合自己的
学习需求。证书要求只需在4年内完成3个课程，
共计最少15个课程日。

INSEAD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INSEAD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在4年内获取证书，INSEAD 助力您职业成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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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定制课程：
建设全球能力，
同步企业变革
INSEAD 在商业教育领域一直是孜孜不倦的创新
者：从首个泛欧商学院，到成为首个全球综合性
商学院；从创建首个商业模拟系统 Markstrat，
到开发出一整套商业教育课程，INSEAD 通过恒
久创新以求呈现极致完美。
近几年来，现代技术已经在商业和社会的众多方
面引发了革命性的变化，从最初的影响人类通讯
方式到如今密切地连接世界各地经济活动。充分
利用现代技术的优势并将其融入我校的创新基
因，我们非常荣幸地向企业客户推出 INSEAD 在
线定制课程。

“INSEAD 的在线定制课程将理论和实践应
用结合在一起，帮助我们的员工拓宽思维、
转变行为并快速适应市场的巨大变化。作为
员工继续教育的多种方式之一，INSEAD 的
课程令我们感到十分满意。”

Chris Pirie
现场准备与学习部总经理
微软公司 (Microsoft)

INSEAD 在线定制课程是为企业量身定制的远程
移动学习解决方案，更是我校领先的学术研究和
思维领导力、先进数字技术和行业顶尖的教育设
计理念的完美结合。此课程让上至高层领导 、下
至中基层管理人员能同时参与递进式学习。另外，
在线定制课程还可以协助企业在短时间内完成跨
区域和跨职能的文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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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的完成率

全球协作

方便、高效且易于访问，
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

INSEAD 欧洲工商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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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综合性学习解决方案能快速有效地帮助企业
实现战略转型，也是 INSEAD 在线定制课程极具
特色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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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EAD 欧洲校区

Boulevard de Constance
77305 Fontainebleau Cedex, France
电话:
+33 1 60 72 42 90
电子邮箱: execed.europe@insead.edu

INSEAD 亚洲校区

1 Ayer Rajah Avenue
Singapore 138676
电话:
+65 6799 5288
电子邮箱: execed.asia@insead.edu

INSEAD 中东校区

Al Khatem Tower, ADGM Square, Al Maryah Island
P.O. Box 48049, Abu Dhabi, United Arab Emirates
电话:
+971 2 651 52 00
电子邮箱: execed.mena@insead.edu
www.insead.edu/executive-education

了解更多课程项目信息，
请关注学院的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