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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問題集 
文憑及學位課程 

 

一些給您的問題： 

1. 您是否想擁有一份具挑戰性、既刺激而又有豐厚回報的職業呢？ 

2. 您是否希望您所選擇的職業有很好的前途呢？ 

3. 您是否想與來自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接觸及一起工作呢？ 

4. 您是否想加入世界最大的行業呢？ 

5. 您是否想學習一些能助您在職業上成功的知識及技能呢？ 

6. 您是否想加入一支友愛、熱誠以及互助的師生隊伍呢？ 

7. 您是否想在一個充滿歡樂和充實的環境裏學習呢？ 

如果您所有的答案都是『是』，旅遊學院就是您要選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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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旅遊學院能學到些甚麼？ 

 

旅遊學院提供甚麼課程？ 

 

如已完成旅遊學院夜間文憑課程，有機會繼續進修以取得學士學位資格嗎？ 

 

 

您能夠學習一些知識及技能，助您成功投身旅遊和酒店業或

其相關工商行業。當中行業包括：國家及國際旅遊規劃部門、

航空公司、航空服務、賭場及俱樂部、酒店、本地及區域運

輸服務、會展及會議服務中心、旅遊零售、市場推廣、博物

館、文化遺產及文物保護、康樂及娛樂設施、餐廳、旅遊營

運、旅行社及其他部門等。 

 

 

除短期專業課程外，學院還提供文憑及學位課程。按此可瞭

解更多。 

 

 

有。所有於 2011/12學年或之後入讀夜間文憑課程之學生，

完成文憑課程後，均可選擇繼續升讀學院相關夜間學士學位

課程。 

 

http://www.ift.edu.mo/TW/DiplomaDegree/Home/Index/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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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課模式如何？ 

 

授課語言是甚麼？ 

 

旅遊學院的學歷是否被世界認可？ 

 

日間學位課程於日間上課，必要時會被安排於週末上課。 

而夜間文憑及學位課程以單元形式進行，考試於科目完結後

隨即進行。實踐課於十二月或暑假期間進行。 

 

 

日間課程為英文，而夜間課程為中文。 

 

 

旅遊學院於1995年成立，是一所隸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

社會文化司的公立高等教育機構，是首間獲聯合國世界旅遊

組織頒發“旅遊教育質素認證”的教育機構。學院提供一系列

旅遊範疇的學位課程和專業培訓，包括酒店、旅遊、文化遺

產、會展、零售及市場推廣、休閑娛樂、康體活動、文化創

意及廚藝等。此外，學院亦與國際知名院校合作開辦高級管

理課程及碩士課程。在調研方面，學院受特區政府及其他機

構委託作旅遊規劃及發展的政策研究。 

按此可瞭解更多。 

 

香港 

過去曾經有旅遊學院畢業生的學士學歷被評為香港資歷架

構下第五級本地學歷 (即等同香港本地學士學歷)。 

 

http://www.ift.edu.mo/TW/information/Home/Index/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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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有外出實習的機會嗎？ 

 

可以參加交換生課程嗎？ 

 

夜間課程學生可以申請豁免實踐課和實習嗎？ 

內地 

根據中國教育部於2008年5月對外正式發佈的《關於內地教

育行政部門承認內地學生所獲港澳高校學歷、學位證書的公

告》，內地學生在港澳地區需以全日制形式攻讀學士學位；

攻讀碩士和博士學歷學位的，在港澳逗留時間應不短於整個

學制的50%。詳情可瀏覽此連結。 

 

於第三學年，學生可有機會到內地（包括香港及中國臺灣）、

澳大利亞、迪拜、德國、希臘、伊朗、日本、馬來西亞、新

西蘭、葡萄牙、南非、南韓、泰國、英國、美國等國家，以

及其他地方或留在澳門參加為期一個學期的實習。 

瀏覽旅遊學院國際視野可瞭解更多訊息。 

 

基於旅遊教育的國際性特點，學院已與外地多間高等教育機

構簽訂了合作協議和交換生課程。 

瀏覽旅遊學院國際視野可瞭解更多訊息。 

按此可瞭解學院最新的院校聯繫。 

 

 

夜間課程學生如達到指定條件，可申請豁免實踐課及實習，

詳情請按以下連結： 

夜間學位課程實習計劃規章及指引 

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實踐課豁免申請規章 

酒店管理/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實踐課豁免申請規章 

http://www.cscse.edu.cn/publish/portal0/tab82/info13465.htm
http://www.ift.edu.mo/TW/International/Home/Index/768
http://www.ift.edu.mo/TW/International/Home/Index/768
http://www.ift.edu.mo/TW/institutionUniversities/Home/Index/138
http://www.ift.edu.mo/Content/Uploads/TC/doc/Internship/2019S1/Internship_Policies_and_Guidelines-Evening-1920_(Chi).pdf
https://www.ift.edu.mo/Content/Uploads/TC/doc/Internship/Prac1819/(Evening)_RIES_exemption_procedure_for_evening_students_-_Chi_201819.pdf
https://www.ift.edu.mo/Content/Uploads/TC/doc/Internship/Prac1819/Practicums_Exemption_Procedure_201819_(Chi)_-_Hotel_Event.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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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學院畢業生能夠到其他地方升學嗎？ 

 

旅遊學院有提供學士後課程嗎？ 

 

畢業後將可從事甚麼職業？ 

 

  

 

旅遊學院畢業生有著很多不同升學機會，畢業生曾獲倫敦大

學學院、康奈爾大學、北京大學、香港大學、曼徹斯特大學、

昆士蘭大學、薩里大學等國際知名的大學錄取入讀碩士課

程，可見畢業生的學歷廣泛地得到大學的認可及肯定。 

 

瀏覽旅遊學院國際視野可瞭解更多有哪些院校曾錄取旅遊

學院學士學位畢業生修讀其碩士課程。 

 

旅遊學院計劃於 2019/20 學年開辦學士後課程，提供學士後

文憑、研究生及博士課程。按此可瞭解更多資訊。 

 

 

根據畢業生調查顯示，有67%的畢業生從事旅遊及款待業，

當中有超過一半的畢業生在澳門永利，澳門君悅、新濠博

亞、中國金沙、中國美高梅及銀河娛樂等所經營的大型度假

村和娛樂中心工作。2015/16學年畢業生之每月薪酬中位數為

澳門幣14,900元。 

 

除了為準備未來在旅遊及酒店業工作外，學生還可以發展成

為培訓服務業從業員之導師。 

http://www.ift.edu.mo/TW/International/Home/Index/768
https://www.ift.edu.mo/Content/Uploads/Admission/2019-20_Postgrad_flyer.pdf


 
文憑及學位課程 

 
常見問題集 

 

7  

 

 

學院設施如何？ 

 

 

學院設有學生宿舍嗎？ 

 

 

 

 

 

學院分兩個校區（望廈校區及氹仔校區）。 

望廈校區由四座建築物組成，分別是啓思樓（教學大樓）、

協力樓（行政大樓）、教學酒店（望廈迎賓館）及教學餐廳。

按此可瞭解學院望廈校區的設施。 

 

氹仔校區包括以下設施： 

- 設備先進的禮堂 

- 配備視聽教學系統的課室 

- 模擬實務操作課室 

- 電腦室 

- 體育室 

- 閱覽室 

- 小食亭 

- 校內無線上網 

 

 

所有非本地生（包括交換生），如有需要，可申請入住學院

宿舍。租金將因應通脹而作年度調整。瀏覽學生宿舍網頁可

瞭解更多訊息。 

http://www.ift.edu.mo/TW/Pousada/Home/Index/240
http://www.ift.edu.mo/TW/RESTAURANT/Home/Index/239
http://www.ift.edu.mo/TW/campusMap/Home/Index/131
http://www.ift.edu.mo/TW/Hostel/Home/Index/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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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是否設有獎學金、助學金或貸學金予新生？ 

學院是否設有獎學金予學生參與海外實習和交換生課程？ 

 

可否參考過往筆試試卷？ 

 

如何查閱報考狀況？ 

 

 

 

 

 

 

 

 

 

 

 

 

關於為新生而設的獎助學金及貸學金，可按此瞭解。 

 

為獎勵於實習或交換生課程取得優異成績的學生，澳門特區

政府部門及社會機構亦有每年向學院頒發多項獎學金。按此

可瞭解更多。 

 

本地考生可到文憑及學位課程招生網頁上相應考生專頁的

“入學考試”頁過往入學筆試試題。 

 

最新資料將透過文憑及學位課程招生網頁上相應考生專頁的

“結果公佈”頁發放，亦會透過電郵及電話短訊（只限本地手

機號碼）通知。因此，考生必須確保報名表上之聯絡資料正

確無誤。 

http://www.ift.edu.mo/TW/Scholarship_Loan/Home/Index/887
http://www.ift.edu.mo/TW/Giving/Home/Index/87
http://www.ift.edu.mo/TW/Giving/Home/Index/87
http://www.ift.edu.mo/TW/DiplomaDegree/Home/Index/749
http://www.ift.edu.mo/TW/DiplomaDegree/Home/Index/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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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提升於筆試及面試環節之分數（%）？ 

1) 特別才能或技能 

考生如擁有特別才能或技能可獲額外分數

(%)，這些才能或技能包括（並不只限於）以

下： 

1. 運動（溜冰、象棋、游泳、足球、羽毛

球、乒乓球、武術、劍撃、田徑等） 

2. 藝術（唱歌、合唱

團、舞蹈、繪畫、

書法等）  

3. 技能（辯論、樂器

等） 

 

考生不論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參與校際、省級、國家

級、區域或國際比賽獲頒以下獎項可得額外加分： 

 
 

獎項類別 額外加分% 

金獎 10 

銀獎 9 

銅獎 8 

一等獎 7 

二等獎 6 

三等獎 5 

2) 旅遊學院職前技能培訓課程 3) 匯業盃或旅業盃中學生常識問答比賽 

考生於2018年12月前完成每一項課程可獲得

2%加分。  

 

 

考生不論以個人或團體名義參與匯業盃或旅業盃獲

頒以下獎項可得額外加分： 

 

 

 

 

 

 

 

 

獎項類別 額外加分% 

冠軍 10 

亞軍 9 

季軍 8 

殿軍 7 

4) 於高中修讀旅遊服務相關科目 5) 獲高中校長推薦 6) 旅遊學院夏令營或生涯規劃

考察體驗團 

考生於高中曾修讀旅遊服務相關

科目可獲得5%加分。 

 

如考生的中學在澳門以外地

區，且獲校長推薦，可獲得5%

加分。 

 

考生參與夏令營可獲得10%

加分，參與生涯規劃考察體驗

團可獲得5%加分。 

7) 工作經驗 (只適用於夜間文憑及學位課程) 

夜間文憑及學位課程考生擁有一年或以上全職工作經驗可獲以下額外加分： 

 

 

 

 

 

 

 

 

 

 

全職工作經驗 

額外加分  

(非酒店、非會展或 

非零售及市場相關範疇) 

額外加分  

(酒店、會展或 

零售及市場相關範疇) 

1年 2% 4% 

2年 4% 8% 

3年 6% 12% 

4年 8% 16% 

5年 10% 20% 

總加分以25%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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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院是否設有清真餐廳或餐單？ 

 

對酒精過敏的學生於學習「葡萄酒研究」課程時，怎樣於課程考試中獲得評核？ 

品味葡萄酒是課程考試中其一評核元素，對酒精過敏的學生可在不需要真正品味葡萄

酒的情況下進行大部分的考試評核（如葡萄酒色澤 ˴ 香味等），此學生當然不能獲得

評核滿分，但絕對能夠於其他考試評核元素中獲得評核。 

 

內地考生的錄取分數綫是多少？高考成績沒有英語科可以報考嗎？ 

考生必須參加應屆全國統一高考，成績達省/直轄巿一本線以上(高考改革省市之考生

需達到本科線以上)，達標者還須參加本院安排之英語口試。高考成績沒有英語科，

但總分達一本線的考生也可以報考。學院將綜合評估學生高考成績和英語口試表現，

從而擇優錄取。 

 

內地高考複讀生可報考旅遊學院嗎？ 

內地考生必須參加應屆全國統一高考，高考複讀生亦可報考本學院。 

 

內地考生需要到澳門參加英語口試嗎？ 

所有應屆高考成績達到一本線/本科線的內地考生，將獲安排參加英語口試。廣東省考

生將於拱北進行英語小組面試，而其他省份考生之英語口試將以 SKYPE視頻軟件進

行。 

 

內地考生如何報考旅遊學院？ 
內地考生可於報名期內直接在本學院招生網頁提交網上報名表。 

 

 

 

 

沒有。 

https://www.ift.edu.mo/CN/MainlandApplicant/Home/Index/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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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考生報名表上填寫的高考編號是指甚麼？ 

這是指考生參加應屆全國統一高考的 14位考生編號，如編號只有 10位，可能是缺少

了省份代號，請向所屬高考考試部門查詢。 

 

省市 省份編號 省市 省份編號 

北京 11  山東 37  

天津 12  河南 41  

上海 31  雲南 53  

重慶 50  江西 36  

廣東 44  貴州 52  

福建 35  黑龍江 23  

海南 46  安徽 34  

江蘇 32  吉林 22  

湖南 43  河北 13  

浙江 33  山西 14  

湖北 42  新彊 65  

四川 51  內蒙古 15  

遼寧 21  甘肅 62  

廣西 45  寧夏 64  

陝西 61    

 

 

內地招生單位元聯繫方式為何？ 

 

省市 单位 地址 电话 

北京 北京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办公室 北京市海淀区志新东路 9 号 010-82837212 

天津 天津巿教育招生考试院 天津市西青区宾水西道 395 号 022-23769031 

上海 上海巿教育考试院 上海市杨浦区民星路 465 号 021-35367596 

重庆 重庆教育考试院招考公司 重庆市渝中区中山四路 11 号附 10 号 023-63612219 

广东 广东省教育考试院 广东省广州市中山大道 69 号 020-38627813 



 
文憑及學位課程 

 
常見問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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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 福建省教育考试院 福建省福州市北环中路 59 号 0591-86215678 

海南 海南省考试局 海南省海口市兴丹路 20 号 0898-65853378 

江苏 江苏省教育考试院高校招生处普高科 南京市北京西路 15-2 号 025-83235842 

湖南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 湖南长沙市岳麓区潇湘中路 271 号 0731-88090491 

浙江 浙江省教育考试院计划发展处 杭州市文二路 331 号 0571-88907508 

湖北 湖北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办公室 武汉市武昌区洪山路 8 号 027-87328361 

四川 四川省教育考试院 成都市芳草街 26 号 028-85172403 

辽宁 辽宁省招生考试办公室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33 号 024-86981245 

广西 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 广西南宁市青秀区柳园路 6 号 
0771-5337976、

18907711136 

陕西 陕西省考试管理中心 西安市含光北路 40 号 029-85221773 

山东 山东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济南市文化西路 29 号 0531-81916548 

河南 河南省招生办公室 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熊儿河路 1 号 0371-68101626 

云南 云南省招生考试院 昆明市学府路 61 号 0871-65154794 

江西 江西省教育考试院 
江西省南昌市赣江南大道红角洲 2188 号教育发展

大厦 
0791-86765560 

贵州 贵州省招生考试院 贵州省贵阳市浣沙路 157 号 0851-5951811 

黑龙江 黑龙江省招生考试办公室 哈尔滨市南岗区黄河路 69 号 18646295016 

安徽 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 合肥市绩溪路 240 号 0551-63612550 

吉林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 长春市浦东路 1388 号 0431-84605985 

河北 河北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处 石家庄市红旗大街 231 号 0311-66007033 

山西 山西省招生考试管理中心 太原市晋源区集阜北街 9 号 0351-4862669 

新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招生办公室 乌鲁木齐市南昌路 456 号 0991-8754202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招生考试中心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街甲 81 号 13804745868 

西藏 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院 西藏自治区拉萨市江苏路 29 号 0891-6335095 

甘肃 甘肃省教育考试院 兰州市城关区雁宁路 399 号 13919018168 

青海 青海省高校招生办公室 青海省西宁市五四西路 33 号 0971-6304876 

宁夏 宁夏教育考试院普招处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 127 号 0951-603352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