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遊學活動

國際實習

英國

交換生課程

望廈迎賓館

荷蘭
葡萄牙

瑞典

中國

新西蘭
美國

葡萄牙
荷蘭

教學餐廳
啟思樓

校園環境

亞太區領先
培育高質素

旅遊服務業人才 

旅遊學院成立於

1995年， 是 澳 門 旅

遊及酒店管理教育的先

驅，現有約1,600名學生

修讀學位課程，而專業

培訓方面每年培訓約

20,000人次。



2年級學生組織了H.O.M.E.素食晚餐

從專科學位文憑到學士學位課程，酒店管
理課程是旅遊學院自1995年成立以來，歷史最
悠久的課程之一，該課程今年更計劃開辦碩士學
位課程。

旅遊學院酒店管理、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課程主任呂劍英博士表示，除了是其中一個歷史
最悠久的課程，酒店管理也是旅遊學院提供的六
個學士學位課程中最受歡迎的課程之一。

呂博士表示，課程能吸引年輕人報讀，原
因之一是課程理論和實踐兼備。對於行業來說，
此課程的設置讓學生提早作好就業的準備，學生
在畢業時已處於‘ 可就業 ’狀態，直接投入及適
應工作環境，以專業的工作態度提供優質的服
務。由於畢業生同時擁有管理及實踐經驗，有助
他們能較快晉升到中高級管理職位。

「 澳門的旅遊服務業發展迅速，為學生提供
世界級的實習機會及工作環境。」呂博士說。她
亦指出，酒店管理課程已有24年的歷史；許多
校友現已在酒店業擔任高級職位，樂於為其學弟
妹提供實習及工作機會。

由於酒店業擴張和需求的增加，學院逐漸
將酒店管理學位課程的數量從一班增加到三班，
日間課程每年共招收約110名學生。

同時，由於市場需求，學院近年開設了酒
店管理課程的夜間四年制學位課程，課程設置大
致相同。日間課程以英語授課，夜間課程則以中
文授課。

“ 過去很多人在高中畢業後就開始工作，現
在他們可能處於中層管理職位，但由於他們沒有
合適的學歷而無法進一步晉升。”呂博士並解釋
道，夜間課程為那些希望提高學歷的在職人士提
供多一項選擇。

隨著新的高等教育
法實施，旅遊學院準
備開辦研究生課程，
其中包括酒店管理、
旅 遊 管 理 和 廚 藝 管
理範疇的碩士學位課
程。

旅遊學院即將開設酒店管理碩士課程

旅遊學院於2005年推出文化遺產管理學士
學位課程，目前正在進行第二次修訂，將強化課
程內有關遺產文獻的部分，以及在課程中增加創
意和文化產業的內容，使課程保持與文化遺產的
相關性，以及緊貼該範疇的最新發展。

旅遊學院旅遊企業管理及文化遺產管理課
程主任沈毅孟博士表示，文化遺產管理課程是澳
門及鄰近地區唯一在旅遊框架下設置的文化遺產
管理課程，近年吸引越來越多香港和內地學生報
讀。

沈博士指出，大部份的文化遺產課程都歸
納到藝術、歷史或建築學範疇，而學院的文化遺
產管理課程則和旅遊範疇有關聯，為課程提供了
不同的視角，課程不僅僅是保護舊文物和建築，
還包括對遺址的長期管理。「 我相信我們的課程
是文化遺產課程中最優秀的課程之一。」

沈博士認為，旅遊業為文化遺產的管理帶
來了不同的挑戰，能夠識別和應對這些挑戰，以
及積累有效處理有關問題的經驗，將有助降低旅
遊對於文化遺產損壞的風險。

隨著經濟和旅遊業的不斷發展，沈博士表
示旅遊學院教學人員不斷開展研究，以確保掌握
最新資訊，並將新知識融入他們的教學中。

現時正進行的課程修訂，將會在課程中加
入探索創意和文化產業對遺產的貢獻的內容。而
五至六年前進行的首次課
程修訂，當時已引入遺
產文獻部分，而學院
將在第三次課程修訂
時再次加強遺產文獻
的部分。

探索創意和文化產業在文化遺產管理的作用

事業培訓課程切合業界需要

奠基澳門放眼全球
旅遊學院教育質素備受肯定
旅遊學院是澳門提供最多旅遊及酒店業課程的高等院校，學院的教學質量備受業界肯定，各課

程的畢業生廣受業界歡迎。此外，旅遊學院的教學質量亦獲國際認同，不少國內外知名院校與旅遊
學院建立合作關係。同時亦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及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並開
展合作專案。澳門特區政府與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於2015年10月於澳門簽署合作備忘錄，澳門特
區政府於2016年透過旅遊學院設立世界旅遊教育及培訓中心，旨在加強雙方合作，為旅遊業可持續
發展提升區域的人力資源質素和旅遊目的地的競爭力。這些合作突顯了學院在亞太區以至全球旅遊
教育培訓的重要性。

促進澳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聯盟合作協議簽署儀式

教育質素全球認證
旅遊學院是全球首間獲得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 旅遊教育質素認證 ”的教育機構。至今，學院

共有8個學士學位課程獲得認證，獲得認證的學士學位課程數量名列全球之冠。2017年，旅遊學院
成為全球首間高等院校通過英國高等教育質素保證機構（QAA）的國際質素評鑑（IQR），亦連續兩年
高居QS世界大學排名榜之款待及休閒管理學科榜前列。學院也曾獲得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頒發“ 旅
遊功績勳章 ”，並兩次獲得亞太旅遊協會頒發 “ 教育及培訓金獎 ”。

學位課程更多元  教育制度更完善
旅遊學院現設有廚藝管理、文化遺產管理、酒店管理、旅遊企業管理、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6個日間學士學位課程，另外，亦設有酒店管理、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3個夜間文憑及學位課程，供學生按自身情況選擇合適的課程。

《 高等教育制度 》於2018年8月正式生效，學院現已籌備開辦酒店管理、旅遊管理及廚藝管理
相關的研究生課程，為有意繼續提高行業專業知識及開展研究工作的人士提供深造機會。同時學院
亦會開展教學質素評鑒的工作，以配合高教法相關規定。

緊密配合國家及特區政府政策發展  構建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
旅遊學院一直積極配合國家及澳門特區政策發展，作出貢獻。在粵港澳大灣區融合發展中，澳

門其中一個定位是打造成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為實現此目標，旅遊學院在社會文化司司長譚
俊榮博士主導下，聯結及協調澳門多個政府部門及高等院校，組成《 促進澳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旅遊
教育培訓基地聯盟 》，並簽署合作協議，參與聯盟的政府部門及高等院校本著“ 互相合作、資源共享
及共同發展 ”的原則，共同參與和推動聯盟的工作，並建立長期、緊密的合作關係，發揮各自優勢，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的構建工作。在聯盟成立之前，合作的政府部門及院校已舉辦
了“ 粵港澳大灣區旅遊人才交流合作 ”活動，廣東省旅遊局領導、大灣區9個城市的旅遊局主要負責
人，以及相關的組織和機構代表參加了活動。除了與本地政府部門及高等院校合作，旅遊學院一直積
極與世界各地的院校合作，開展各類研究項目。早前旅遊學院與香港理工大學及中山大學簽署《 成立
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研究聯盟合作備忘錄 》，三校將組成“ 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研究聯盟 ”，研究大灣區
內城市群的旅遊合作與競爭關係，將聯盟打造成大灣區研究的國家智庫。

學生交流亦是旅遊學院在大灣區開展的重點工作之一。學院推動澳門高等院校學生參與大灣區
的各類交流及研學活動，令學生可以通過不同的形式與大灣區青少年群體交流互動，感受大灣區的
發展。

此 外， 旅 遊 學 院
將透過頒發獎學金等方
式，吸納大灣區優秀學
生到旅遊學院就讀，這
些學生在旅遊學院在讀
期間，本地學生透過與
他們交流，可以更了解
大灣區的發展情況。

除 了 大 灣 區 外，
旅遊學院亦為“ 一帶一
路 ”沿線國家的旅遊部門
官員及業界提供培訓，
發揮學院世界旅遊教育
及培訓中心的作用，為
國家的“ 一帶一路 ”戰略
作出貢獻。

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研究聯盟合作備忘錄簽約儀式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成立之初是澳門旅遊局
轄下的培訓機構，及後旅遊學院於1995年正式
成立，該校成為學院的一部分。旅業及酒店業學
校現已成為一所提供多元化課程的學校，吸引不
少為不同目的進修或裝備自己的人士報讀。

推動大灣區旅遊人才培訓與合作交流
為了配合粵港澳大灣區定位澳門打造為旅

遊教育培訓基地，旅業及酒店業學校大力推動大
灣區旅遊人才培訓與合作交流，2018年舉辦了
多項交流及培訓工作，包括舉辦江門市中高級旅
遊人才培訓班，有江門市旅遊局、三區四市旅遊
管理部門有關領導、江門職業技術學院、特色旅
遊鎮街、主要旅遊景區的負責人、江門市旅遊行
業協會、主要酒店及度假村負責人參與。

江門市中高級旅遊人才培訓班

今年八月參加了第八期廣東省全省旅遊系
統文化遺產旅遊管理視頻培訓，進行全省旅遊系
統視頻講座。九月舉行粵港澳大灣區旅遊人才交
流合作，廣東省及各市旅遊局領導參與。十月則
舉行粵港澳大灣區新型導遊人才培養論壇。

此外，旅業及酒店業學校於2001年推出澳
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該基準是一項培訓、考核
及認可制度，並於2010年引進到大灣區。此基
準展示了人員的工作技能；並將每項工作劃分為
各種工序和步驟，根據學員對各工序和步驟的運
作表現、掌握知識、了解程度，評定其技能是否
達到基準水平。至今，已制定了15個工種的技
能標準。

旅遊及酒店業學校亦已為珠海市第一中等
職業學校引進房務員、西餐侍應生、中菜侍應
生、調酒員、前堂服務員、前堂代辦及行李員、
客戶關係主任、零售服務主任8個工種，累計為
3,327名師生提供培訓、考評及指導。

此外，學院由2015年起為廣州市南沙區嶺
東職業技術學校開辦調酒員考證，累計考核人數
為112人。學院希望把基準推進到更多大灣區院
校，從而協助大灣區旅遊服務質量的提高。

支持餐飲行業發展
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亦涵蓋多個餐飲範

疇工種包括：中式烹調師（港澳粵菜）——初級
及中級、中式烹調師（港澳點心）——初級及中
級、西廚助理廚師、西點烘焙師、調酒員、中菜
侍應生及西餐侍應生。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一直視提升本地旅遊服
務業的專業形象及水平為己任，除了為公眾提供
不同類型的課程外，亦跟業界及社區保持緊密的
合作關係，配合不同機構的需求提供酒店及餐
飲、文化遺產及旅遊、零售、會展及商業、創意
藝術及資訊科技、健康、美容及美療 、語言文
化、自我提升等多個範疇不同程度的培訓課程。

2017/18學年，旅業及酒店業學校提供了約
150個短期餐飲專業培訓課程，涵蓋不同領域、
程度，滿足不同經驗與背景人士所需。課程包括
不同菜系的烹飪技巧、餐飲產品知識、餐飲服務
技巧、食物衛生等。2017/18學年，於此範疇共
培訓了2,680人次。

該校每年開辦如麵包及西餅製作文憑課
程、西式烹飪技巧夜間文憑課程，文憑課程為期
18個月；並開辦多個餐飲範疇的國際及內地認
證課程，讓學員考取專業證書。

此外，學校會定期邀請國際廚藝大師舉辦
工作坊，為本澳打造一個與國際接軌的餐飲交流
學習平台；亦會舉辦不同主題餐飲相關講座及工
作坊，邀請來自世界各地行內專家作講授及示
範。另外，多個晚間烹飪課程，包括港澳粵菜、
港澳點心、葡國菜及澳門菜、西班牙菜、意大利
菜、日本菜等，深受歡迎。

學院與旅遊局、文化局及土生葡人美食聯
誼會成立工作小組，展開探討及合作構建「 澳門
土生葡人美食數據庫 」，以保育、承傳及推廣澳
門土生葡人美食。學院正搜集土生菜及傳統食品
的食譜，加以整理及保存，以作日後開辦相關課
程之用，學校更將開辦傳統澳門土生菜及傳統中
式唐餅課程。

特 刊S U P P L E M E N T

廣 告 部 熱 線
  星期五    04/01/2019    戊戌年十一月廿三日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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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

對象

報名日期

報讀條件

- 持澳門居民身份證者
- 在澳就讀學生或在職人士
-  在澳高校就讀之內地生只

可報讀日間課程

日間課程 03-18/01/2019
夜間課程 01-13/05/2019

考生必須符合以下任一條件：
1.已完成並獲得高中畢業(中六/十二年級) 或同等學歷或
2.現就讀中六/十二年級或同等學歷或
3.沒有以上學歷者必須於2019年9月1日年滿23歲或以上。

查詢：（853）2856-1252或電郵admission@ift.edu.mo

考生必須是高中三畢業
生，參加應屆全國統一
高考，成績以省/自治
區/直轄市一本/一段錄
取分數線或本科線以上
為參考。

日間學位課程 / 夜間文憑及學位課程
本地考生 非本地考生 內地考生

-  非澳門居民身份證或非中國內地居
民身份證者

-  持澳門居民身份證且在外地就讀者
（於本地考生報名及入學考試期內）

日間課程01/11/2018-15/07/2019
夜間課程01-13/05/2019

持有中國內地居民身
份證者

日間課程
15/05-30/06/2019

日間學位課程

課程 學制

4年

4年

2年

學士學位

學士學位

文憑

廚藝管理
文化遺產管理

酒店管理
旅遊企業管理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

酒店管理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
酒店管理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

上課時段

日間

夜間

授課語言

英文

中文

入學筆試

英文及數學

英文、數學
及中文

旅遊學院各項課程均很重視理論與實踐兼
備，為畢業生繼續升學或投身社會工作作好準
備。不少畢業生都以在旅遊學院所學為基礎，在
不同領域取得很好的發展。

2005年在旅遊學院旅遊企業管理課程取得學
士學位的楊毅霆，畢業後即獲得了澳門政府高等
教育輔助辦公室的研究生獎學金，前往英國薩里
大學攻讀旅遊營銷碩士學位。其論文更被選為年
度最佳碩士研究論文，代表薩里參加英國旅遊/酒
店業碩士論文競賽。

取得碩士學位後，楊毅霆於2009年任職
Macau.com電子商務業務的總經理，及後他加
入澳門銀河電子商務及營銷部門，負責度假村
的數字戰略和電子商務；並2014年晉升為助理
副總裁。2016年，他獲邀請加入聖淘沙名勝世
界，並因此移居新加坡。最初擔任大中華區營銷
負責人，統領在新加坡及上海兩地的營銷團隊，
隨後被重新任命為電子商務主管，負責聖淘沙四
個世界級景點的環球在線銷售。

在互聯網/數字領域工作多年，楊毅霆對數
字服務設計和顛覆性技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特
別是在金融科技和旅遊技術領域。數月前，曾經

掙扎決定是否應該回到發展迅速的大灣區-深圳
開辦自己的公司，或繼續留在新加坡。最後他決
定留下並加入新加坡交易所。現在作為新加坡交
易所的數位傳訊副總裁，領導公司在各種資產類
別和數字平台上的電子戰略和客戶體驗。同時也
是核心團隊，為新交所推動一些數字化轉型項
目，並為新加坡的智慧國家戰略做出貢獻。

楊毅霆亦持續學習，目前正在愛丁堡大學
攻讀法律碩士學位，專注於互聯網法、電子商務
法、創新法、知識產權法和國際稅法等。

楊毅霆表示，旅遊學院邊做邊學的方法能
夠將教科書中的理論付諸實踐，開始工作時，這
種獨特的體驗使他與其他應屆畢業生有所區別，
也非常感謝學院授予獎學金，以及最後一年的其
他幾項獎學金，因為這些獎學金隨後資助他完成
碩士學位。

對 於 青 年 如 何 選
擇升學和就業，楊毅
霆建議年青人遵循直
覺，選擇認為適合的
方向，並要保持對工
作的熱情。

好學不倦  努力前行
　—校友、新加坡交易所數位傳訊副總裁 楊毅霆

旅遊學院有廣闊的國際網絡，所提供的豐富
多樣的交換生計劃一直深受學生歡迎，澳門學生
可以按自身的條件及興趣選擇參與不同地方的交
換生計劃。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學生李
山林曾透過參加交換生計劃到荷蘭的伙伴院校學
習。李山林表示，當初選擇入讀旅遊學院，其中
一個主因是旅遊學院擁有十分好的國際網絡，與
外國多間酒店、企業及學校有良好的合作關係，
因此決定在旅遊學院的四年大學生涯中，透過學
院的交換生計劃出外見識一番，好好增值自己、
擴闊國際視野。

李山林選擇前往荷蘭作為交換目的地可說是
機緣巧合。他表示，原本想到英國，因為一直很
嚮往當地的文化。但去英國需要符合雅思國際英
語測試的要求，自己未有參加相關英語公開試，
只有放棄到英國。由於一直希望可以去較遠的地
方作交換生，突然便想到了荷蘭，且發現荷蘭是
一個混合文化程度十分高，思想亦較開放，和澳
門的學生生活不同，所以決定申請前往荷蘭。

對於在荷蘭的生活，李山林形容是“ 很神
奇，令人難以置信的經驗。”作為一個平日十分

喜歡把課餘時間都塞得滿滿的學生，驟然一個人
隻身去外國做交換生，做什麼事情也得靠自己，
每天行程不多，剛開始時未能有自信踏出第一步
去認識外國朋友，因此覺得生活有些沉悶，有
時即使發生什麼事情，也不太容易開口告知遠方
的家人和朋友。後來開始懂得珍惜這份難得的寧
靜，整個交換學期是一個非常好的休息、反思和
沉澱的過程，亦慢慢認識到新朋友。

李山林希望透過參與交換生計劃，能擴闊
自己的眼界，並提升自己的英語水平。到外國當
交換生後，李山林表示，除了提高了獨立和自顧
能力外，亦透過到訪不同國家增廣見聞，過程中
發現很多與自己同齡甚至更小的外國年青人，各
方面的能力都很出色，令原
本自信滿滿的自己感受
到自身能力上有所不
足，促使自己要持續
學習和充實自己。

擴闊眼界  提升自我
　—交換生 李山林

旅遊學院畢業生在旅遊學院學到了多方
面的管理知識，為他們創業打好了知識基礎。
2008年酒店管理學士學位課程畢業生歐文道便
是其中一位創業成功例子。

畢業後首先完成作為運動員的夢想，成為
職業壁球運動員，並成為首位取得中國冠軍的澳
門人。之後他踏上創業之途，2017年獲澳門商
務大獎青年企業家大獎。除了作為企業家，他亦
不忘回饋社會，關注社會事務，現任澳門旅遊學
院校友會會長及澳門壁球總會秘書長，希望可以
透過自身經驗，為年青一代建立交流平台，為社
會作出貢獻。

歐文道表示，在旅遊學院修讀酒店管理課
程對他創業有很大幫助。因為酒店本身是很龐大
的產業，整個酒店行業產業鏈涉及範疇非常廣
泛，旅遊學院提供的科目，正正可以讓學生仔細
了解及體驗這個產業鏈的運作。例如財務管理、
項目管理、人事管理、零售管理、文化遺產管
理、市場推廣管理、會計學、會展、法律、廚藝
等內容，在許多行業都會用到。

此外，歐文道表示，酒店業屬於服務性行
業，因此談吐技巧、語言模式、聲音語調都十分
講究，所以在課程中，導師經常要求學生進行小
組研究，訓練學生的溝通技巧，演說技巧，更重
要是鍛鍊學生的膽量及提高他們的自信心，為學
生將來進入社會打好基礎。

歐文道在澳門創業已經有 8年，期間曾接
觸過不少行業包括飲食、廣告雜誌等，現時公司
業務主要涉及項目管理及零售業，當中包括廣告
設計、室內設計 、工程管理、建材貿易、家居
護理產品。

作為澳門旅遊學院校友會會長，歐文道表
示，澳門旅遊學院校友會成立於2003年，由一
班充滿熱誠的畢業生組成，成立目的是加強各校
友之間的聯繫、爭取更多校友權益、協助業界同
業交流及發揚旅遊學院的熱誠和精神。校友每年
會舉辦及參與不同類型的學術活動，支持澳門旅
遊業發展，與學院攜手合作尋求學習與教育創
意，為澳門以至亞太地區的旅遊發展作出貢獻。

歐文道表示，如果有人要報讀大學，絕對會
建議報讀旅遊學院。旅遊業是澳門的龍頭產業，
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及澳門政府建設"世界旅
遊休閒中心"的願景下，相信澳門人會有很大的機
遇，希望可以見到更多有熱誠有夢想的青年學生
加入旅遊學院。年輕人不
論是升學或就業，都要
抱著“不斷學習”的
心態，走出舒適圈，
認識不同崗位上的精
英，不斷成長，以更
高的能力和更好的狀
態去迎接將來的挑戰。

不斷學習  實現夢想
　—旅遊學院校友會會長 歐文道

旅遊學院每年都會接待不少國際學生，其
中包括透過交換生計劃到旅遊學院學習的外國學
生。這些學生來澳除了學習專業知識外，在澳門
期間亦會走訪鄰近城市，從而加深對澳門及內地
的了解。

透過交換生計劃到旅遊學院學習的芬蘭學生
Anni Keskinen原本在芬蘭Haaga-Helia應用科學
大學修讀住宿管理課程。選擇透過交換生計劃到
澳門旅遊學院學習，主要是因為她多年來都對不
同的亞洲文化很感興趣，覺得到澳門學習會是認
識亞洲文化很好的一步，因為澳門是東西方文化
完美結合的城市，來澳門可以減低文化衝擊。

在旅遊學院學習期間，Anni Keskinen修讀
日語、葡萄牙語、公共關係、設施管理、葡萄酒
研究五門課程。選修這些課程主要是想修讀在芬
蘭的大學沒有提供的，或是朋友們推薦的課程，
至今從所修讀的課程中獲益良多，亦很喜歡所選

讀的每一門課程。
今次是Anni Keskinen首次踏足澳門，實際

上亦是她首度踏足亞洲。她表示很喜歡澳門，這
個城市有很多地方值得一訪，且澳門有機場和兩
個碼頭，要到其他國家及地區很方便，甚至可以
步行到珠海，這些都是澳門的優點。

Anni Keskinen表示很享受在澳門的時光，
澳門是一個非常安全的地方，生活亦很簡單，其
他交換生和本地學生亦很容易相
處，在澳門期間結識了很
多新朋友，亦有很多難
忘的經驗，希望未來
還有更多新體驗。

在旅遊學院的美好時光
　—芬蘭交換生 Anni Keskinen

旅遊學院的國際網絡還包括不少企業及機
構，可以為學生提供海外實習機會，學生可以利
用這些機會實際運用所學，以及體驗不同國家的
文化。

旅遊學院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三年級學生呂芷茵曾往美國Colorado Springs酒
店宴會部實習。呂芷茵表示，當初便是因為旅遊
學院較其他大學有更多國際交流機會而選擇入讀
旅遊學院，且學院與海外大學有良好合作關係，
將來若要到海外進修或深造都會有很大幫助。而
且旅遊學院是澳門唯一一所旅遊服務專業學校，
澳門作為國際旅遊城市，在旅遊學院學習對將來
投身工作，緊隨行業發展步伐均有很大助益。

選擇到美國實習，呂芷茵主要是覺得美國
是一個文化及思想自由的國度，與亞洲文化極不
相同，在美國實習絕對會有一個嶄新的體驗，事
實亦證明她的想法沒有錯。她實習的酒店位於美
國中部科羅拉多州海拔六千多呎的城市，實習期
間遇到了也是到當地實習的克羅地亞室友Dora 

Biškup。兩人一起工作，還一同到美國不同州份
旅遊，創造了許多難忘的回憶。且在實習期間還
認識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實習生，互相交流不同的
文化，可以說，在美國的實習生活是人生至今過
得最精彩的6個月。

呂芷茵表示，獨自一人到美國實習，自然
會學懂照顧自己，不論生活、社交或財務管理的
能力均有提升。不同文化的人會有不同的做事方
式，在實習過程中可以體驗到不同的文化，亦學
會如何與不同國家文化的人相處。此外，透過實
習亦會獲得更有效率和更具技巧性的會展實踐經
驗，以及人與人之間的溝
通技巧，這些對其今後
的工作和待人接物均
有很大幫助。

海外實習感受文化差異
　—澳門學生 呂芷茵

旅遊學院的國際化亦體現在來自世界各地
的眾多國際學生之中，他們在旅遊學院學習期
間，除了吸收專業知識，亦可以更深入了解澳門
與內地情況，尤其是文化交流方面，這對他們學
成回國的發展很有好處。

來自馬來西亞的Tan Hee Keat是2018/19
年入學的國際學生之一，遠渡重洋，就是為了到
旅遊學院修讀廚藝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雖然只是一年級，但Tan Hee Keat認為：
「 該課程非常全面，我們要學習專業烹飪技能，
但課程也專注於管理技巧，例如如何創立和經營
企業。」

Tan Hee Keat說， 在 旅 遊 學 院 學 習 的 另
一個好處是擴闊國際視野。「 這些課程用英語
授課，我還可以學習中文和英文之外的其他語
言——例如葡萄牙語。」

Tan Hee Keat獲得
澳門基金會贊助的獎
學金，對於他和他的
家人支付在澳門學習
的費用有很大幫助。

全新的學習體驗
　—馬來西亞學生 Tan Hee Ke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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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學院是澳門一所提供最多元化的旅遊服務業相關課程的高等院校，提供多元學士學位及專業培訓課程，學院與全球
106所院校和旅遊機構合作，並與588家旅遊服務先進企業保持緊密關係，為學生提供了良好的海外交流和實習機會。

旅遊學院與歐盟合作為本澳旅遊及酒店業
界制定的「 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 」獲亞太
旅遊協會頒發「 教育及培訓 」金獎。

旅遊學院是全球首間獲得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旅遊教育質素認
證”的教育機構。至今，學院共有8個學士學位課程獲得認證，
認證的學士學位數量名列全球之冠。

兩度榮獲澳門優質服務品牌選舉頒發
「 最優質教育文化業品牌 」獎項。

榮獲「第四屆澳門商務大獎 - 卓越優異大獎」。

立足澳門跨越灣區  享譽亞太擁抱國際

旅遊學院獲亞太旅遊協會頒發「 教育及培
訓」金獎，確認了學院的課程內容及質量。

2013年，成功完成ISO20000資訊科技（IT）服務管理國際認證
審核，成為港澳首間獲得此國際認證的高等教育機構。

2016年，通過ISO14001環境管理體系國際認證審核。憑著5R
（減少、再造、維修、回收及反思）的概念，學院成立了環境管
理體系委員會引領師生一起達到學院的環保目標。

2018年，成功取得ISO9001質量管理體系認證，透過完善各個
階段的作業方式，達至流程改善及持續提升服務水平的目的。

於「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2008
年度勳章、獎章及獎狀頒授典禮 」上，旅遊
學院獲頒 「 旅遊功績勳章 」，肯定了學院在
推動本地旅遊業發展上所作出的貢獻。

2017年，旅遊學院成為全球首
間高等院校通過英國高等教育
質素保證機構（QAA）的國際質
素評鑑（IQR）。

高居QS世界大學排名榜款待及休閒管理學科前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