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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旅遊學院夜間本科課程 

實習計劃規章及指引 2020/2021 

 

規章 

 

1.0 實習目的 

 

本實習計劃讓學生通過實際工作經驗來鞏固理論基礎。而實習目的如下: 

- 獲得相關行業的工作經驗 

- 學習適應真實的工作環境及培養專業態度 

- 提昇溝通能力、人際關係、團隊合作及管理等通用技能 

- 探索未來職業發展路向 

 
2.0 資格 

 

所有已獲得 66 學分或以上（即達修讀第三學年標準）及成功完成課程概覽中所列出的實

踐課之學生方可進行實習。 

 

3.0 實習期 

 

3.1 修讀酒店管理和旅遊零售及巿場推廣管理的學生一般由第二學年之第二

學期末(六月中旬)開始或其後之學期進行實習。修讀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的學生則一般由第三學年之第一學期末(一月下旬)開始或其後之學期進行

實習。在正常工作情況下學生每星期最多可進行四十八小時之實習。 

3.2 .  實習計劃必須在校方規定的修讀年期內完成。 

3.3  學生必須與實習機構協商並共同選擇以下其中一種模式進行實習（以實習

職位建議表格上之選擇為準）及經教學委員會-實踐及實習小組委員會之檢

視並獲得澳門旅遊學院的批核： 

 3.3.1 第一模式： 

 進行累計 800 小時之實習。在澳門旅遊學院批准下，實習期可容

許不多於 40 小時之縮減。 

 由開始實習之首日起計，學生必須於兩年內完成累計 800 小時之

實習。 

 如未能於限期內完成，學生將被視作實習不合格處理並將成績降至

0%；學生將需重修整個實習計劃。 

 如學生以第一模式進行實習，澳門旅遊學院可要求學生預先提供每

週或每月之工作日安排以供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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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2 第二模式： 

 進行連續六個月之實習，並於期內完成最少 800 小時。在澳門旅

遊學院批准下，實習期可容許不多於 9 天之縮減。  

 
3.4 實習模式一經決定即不可更改 （不論更改由學生或實習機構單方或雙方提

出）。更改實習模式（不論於實習開始之前或之後）即等同喪失該學期之實

習資格並將成績降至 0%，任何已進行之實習時數或日數將失效，並須於下

一學期或之後重修整個實習計劃^。 

 
^如因實習機構未能遵照已簽訂之實習職位建議表格上所列出之實習模式安

排除外；學生已完成之時數或日數將可保留並可在另一實習機構繼續進行實

習。 

 
3.5 如學生的實習在每年 1 月 10 日或之前結束，將被視為在第一學期內完成。

而在 8 月 15 日或之前結束的則被視為在第二學期內完成。 

 
3.6 實習期間關於學費以及學科重修或學科補修的安排為教務部之管轄範疇，學

生如有疑問可直接向教務部查詢。 

 
4.0 尋找實習 

 

4.1 學生首要責任是要尋找和聯絡各機構以尋找實習機會，並且與提供實習之機構

商討其有關細節。 

 

4.2 學生有義務在尋找實習職位的階段時告知實習機構他們有可能在實習期間需

要重修學科。 

 

4.3 當學生在成績公佈並得知有學科需要重修時，必須立即聯絡實習機構並取得機

構允許。假如學生沒有事先通知實習機構，機構有權拒絕學生的要求。 

 
4.4 沒有通知實習機構或誤導機構之學生有可能會受到澳門旅遊學院之紀律處分

如下： 

- 如實習總分高於 52%，將會被降至 D 級（即僅等同合格） 

- 褫奪「最佳實習生」之候選資格 

- 其他適當處分 

 
4.5 當學生及實習機構簽訂實習職位建議表格或學生以任何書面形式向實習機構

確認接受有關實習職位後，即視作雙方已確認有關實習職位安排而不可以再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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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實習機構。如有違反此規定之學生有可能會受到澳門旅遊學院之紀律處分如

下：   

- 喪失該學期之實習資格並將成績降至 0% 

- 其他適當處分 

 
  



 

 

4 

     

 

Approved by Academic Council on 30 Oct 2020 

4.6 實習機構與學生必須按照已批核之實習職位建議表格上列載的資料去安排及

進行實習（例如實習職位詳情、實習開始及結束日等）。如實習機構或學生希

望對已批核之實習職位建議表格上之任何安排作出更改，學生必須事先通知澳

門旅遊學院並取得其同意方可進行。任何未經澳門旅遊學院同意而作出之修改

將不被承認，且該段時間學生所進行之工作日數將不被視為實習的一部份，而

「網上實習日誌」的完成限期會按原定已批核的實習完結日期起計算,不作額

外延長。   

 
4.7 學生應在開始其實習前確定其實習職位。如學生未能自行確定其實習職位，澳

門旅遊學院將視其情況提供協助。 

 

4.8 澳門旅遊學院將不會批核學生到已被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旅遊危機處理辦公

室發出第二級和第三級旅遊警示的地區或國家進行實習。如果學生打算前往有

第一級旅遊警示的地區或國家進行實習，將被要求在出發前簽署同意書以確認

接受如警示提高至第二級或第三級時，其必須立即終止海外實習並離開該受影

響的地區或國家。澳門旅遊學院將協助學生在澳門尋找實習職位以讓其完成餘

下的實習時數。 

 

5.0 實習安排 

 

學生最多可於兩間實習機構進行實習，但學生在確認最終安排前必須先取得澳門旅遊學

院之同意。在不可抗力情況下（例如疾病、意外事故或實習單位倒閉等），學生方可在

兩間以上的機構進行實習，而有關安排亦必須先取得澳門旅遊學院之同意。 

 

6.0 實習職位的檢定 

 

6.1 澳門旅遊學院將審核所有實習安排以斷定是否適合各主修課程之需求(詳見

G5.0 附表)。 

 
6.2 學生不得在取得澳門旅遊學院對建議實習職位的書面批核前開始實習。 

 

7.0 評估 

 

7.1 學生必須按第 3.0 所訂之實習期去完成實習。 

 

7.2  學生的實習分數由以下三個部份組成： 

 

分數組成部份 % 備註 

實習表現 70 實習機構在網上實習日誌中「最終評估表」對學生

的實習表現作出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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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上實習日誌 20 學生在每個實習職位結束後之十四日內填妥所有

「每月報告」及「實習生對實習職位之評價」即能

取得此部份之所有分數。逾期遞交網上實習日誌者

即使其總分超過 52%仍只能取得 D 級之評分（等

於「合格」或 50-52%）。  

遵守實習規章及指

引 

10 在無違規情況下，學生能自動取得此部份之所有分

數。如學生出現以下（包括但不限於）行為將被扣

分：缺席實習講解會、進行實習前或實習期間出現

紀律性問題、逾期遞交文件等。 

 

備註：如學生已獲澳門旅遊學院批准於兩間實習機構進行實習，上述評分標準同

樣適用。而學生則須為每一個實習職位填寫一份獨立的「網上實習日誌」，總分

將按每一實習職位之工作時數或日數之比例計算。  

 

7.3 假如學生在實習期間被實習機構開除，澳門旅遊學院將在收到機構之正式通知

後進行調查。若調查所得顯示學生是因為不當行為、違反實習規定或公司守則

而遭開除，學生將喪失該學期之實習資格並將成績降至 0%。反之若學生並無

過失，則學生可在另一實習機構繼續進行實習。 

 
8.0 假期 

 

8.1 病假 

i. 如實習生非因工作導致的因病或意外受傷（每曆年最多連續 30 天或間斷 

45天）而無法上班： 

a. 他/她必須於工作天開始前儘快直接通知其直屬上級或指定聯絡

人。 

b. 實習生同時必須要取得其直屬上級或指定聯絡人對其病假之口

頭/書面確認。如單方面以留言方式告知其直屬上級或指定聯絡

人將被視為無效之病假申請，實習生必須要直接與其上級或指定

聯絡人對話並取得核准。 

c. 實習生只需要通知實習機構而毋須通知澳門旅遊學院。 

d. 實習生必須遵守實習機構所訂定關於病假申請的規定並遞交病

假證明（如實習機構設有相關規定）。 

e. 如實習機構未有訂立申請病假的相關指引，實習生可以建議機構

聯絡澳門旅遊學院尋求指引。  

 

ii. 如實習生非因工作導致的因病或意外受傷而無法上班並超出每曆年最多連

續 30 天或間斷 45天： 

a. 實習生必須通知實習機構及澳門旅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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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實習生將被視作因身健康理由退出實習，須在下一學期或之後重

新進行實習。 

c. 實習生須作退出申請。 

 

iii. 如實習生因職業病或工作意外而無法上班： 

a. 實習生必須通知實習機構及澳門旅遊學院。 

b. 澳門旅遊學院將研究每一個案後作出指示。 

8.2 事假 

i. 不超過連續七天之事假（就單次請假而言）: 

a. 實習生必須遵守實習機構所訂定關於事假申請的規定並遞交相

關文件（如需要）。 

b. 實習機構可就實習生缺失之實習時數或日數作出補償，而實習

期有可能因此而延長。 

 

ii. 超過連續七天之事假（就單次請假而言）: 

a. 實習生必須提早七天以電郵方式遞交其事假申請及相關文件(如

有)至澳門旅遊學院以待批核(緊急情況除外)。  

b. 實習生必須在其事假申請成功獲得澳門旅遊學院批核後，方可

向其直屬上級或指定聯絡人遞交其事假申請及相關文件(如有)

以待批核。 

c. 實習生必須同時取得澳門旅遊學院及其直屬上級或指定聯絡人

之同意，其事假申請才被視為被接納。如其中一方不核淮，其

事假申請將被視為無效。 

d. 除特殊情況外，實習生必須與實習機構協調並對缺失之實習時

數或日數作出補償。 

 

 iii. 在上述(i)和(ii)中： 

a. 如因事假導致實習期有所延長，實習生必須先向澳門旅遊學院會

作出申請。 

b. 實習機構有權拒絕實習生之事假申請，但於澳門「勞動關係法」

內註明之合理缺勤除外。如實習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進行，則

按當地相關法規之標準 

 

8.3 公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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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如果實習生被委派以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代表或澳門旅遊學院代表之身

份去參與地區性或國際性的體育比賽或藝術表演活動（例如體育局、文

化局等），實習生可向澳門旅遊學院提出申請公假之要求。 

ii. 實習生應提前七天經學生資訊電子服務平台遞交其公假申請至澳門旅遊

學院以待批核。 

iii. 實習生必須在其公假申請成功獲得澳門旅遊學院批核後，方可向其直屬

上級或指定聯絡人遞交其公假申請及相關文件（需相關的政府部門發出）

以待批核而實習機構有權拒絕實習生之公假申請。 

iv. 實習生必須同時取得澳門旅遊學院及其直屬上級或指定聯絡人之同意，

其公假申請才被視為被接納。如其中一方不核淮，其公假申請將被視為

無效。 

v. 澳門旅遊學院將決定實習生是否有需要因應實習機構之安排去延長實習

期以彌補其缺失之實習時數或日數，而實習期有可能因此而延長。公假

的日數計算一般由活動前一天至活動翌日為止。 

9.0 更改實習安排 

 

9.1 如實習生希望於實習期內轉換實習機構，必須向澳門旅遊學院提出書面申請。

澳門旅遊學院將按個別情況作出考慮。 

9.2 如實習生於未獲澳門旅遊學院批准下自行辭去實習職務，有可能會受到澳門旅

遊學院之紀律處分如下： 

- 喪失該學期之實習資格並將成績降至 0%； 

- 其他適當處分 

 

10.0 實習豁免 

 

10.1 豁免資格 

如學生達到以下所有條件即可申請實習豁免: 

i. 遞交填妥的申請表格； 

ii. 遞交由僱主以書面形式（如公函）發出之完整及有效的工作證明： 

- 須為全職工作經驗並受僱於單一僱主連續六個月或以上； 

- 在遞交申請日起計之前五年內之工作經驗方可視為有效，惟不接受由

已結業之機構所取得之工作經驗及／或工作證明； 

- 工作經歷之業務性質及工作範疇經澳門旅遊學院判斷為與所修讀之課

程有相關性（詳見 G5.0） 

 

10.2 學生必須遞交申請實習豁免的有關文件到教務部交由澳門旅遊學院作出審

查。 

i. 從Portal下載並遞交填妥的「實踐課及實習豁免申請」表格； 



 

 

8 

     

 

Approved by Academic Council on 30 Oct 2020 

ii. 完整及有效的工作證明正本： 

- 必須由僱主以書面形式發出﹝需包括授權人簽署及蓋章﹞；  

- 僱員全名及身份證 / 護照號碼；  

- 職位及部門；  

- 工作開始 / 結束日期；  

- 職務內容（如有） 

iii. 申請者除須遞交工作證明外，澳門旅遊學院可要求提供額外立證明文件

（包括但不限於：職業稅單、勞動合同、能顯示機構仍在營運中的照片等）

以確認其工作經驗的真確性。 

iv. 如該機構未曾與澳門旅遊學院進行實習合作，則須提交商業登記證明副本

或同等文件以證明其合法性 

 
10.3 學生所遞交之文件必須屬實，如發現偽造文件，有關學生將會受到澳門旅遊

學院之紀律處分。 

 
10.4 如學生以同一工作經驗申請「實踐課程」豁免及「實習課程」豁免，則需最

少達到兩個課程所要求之經驗的總和。 

 
10.5 學生將會被告知其申請結果。如有關實習豁免申請未能通過批核，學生可選

擇如期進行實習或待將來成功累積合資格工作經驗後再次提出豁免申請。 

 

10.6 已確認實習安排之學生（詳見4.5）在完成實習及其成績公佈前不可申請實

習豁免，以免干擾該學年實習之進行。 

 
 

指引 

 

G1.0 實習申請過程 

 
G1.1 學生應提前安排實習計劃，並直接向實習機構提出實習申請（方法詳見規章

第 4.0 條）。 

 

G1.2 實習職位建議表格可從 IFTM Moodle 下載。在第一學期進行實習的學生必

須在 2020 年 5 月 8 日或之前把填好的表格遞交予澳門旅遊學院，而在第二

學期進行實習的學生則必須在 2020 年 11 月 27 日或之前遞交實習職位建議

表格。如該實習機構未曾與澳門旅遊學院進行實習合作，則須提交商業登記

證明副本或同等文件以證明其合法性。澳門旅遊學院將拒絕與無法提交商業

登記證明副本或同等文件的機構進行實習合作。 

 

G1.3 實習開始前，學生可以從澳門旅遊學院取得已批核的實習職位建議表副本一

份。 

 



 

 

9 

     

 

Approved by Academic Council on 30 Oct 2020 

G1.4 建議前往澳門以外地區實習之學生應在取得簽證後方可購買機票。 

 
G2.0 實習結果評核 

 
G2.1 實習進行期間，學院教職員可能會進行實習探訪，部份探訪不會事先通知，

而實習探訪的主要目的是檢查學生的表現。 

 
G2.2 所有學生必須在實習期間填寫網上實習日誌。使用說明可以在 IFTM Moodle

下載。 

 

G2.3 學生必須每三十日填寫一份「每月報告」並請求督導員批核作實。 

 

G2.4 實習機構必須在每個實習職位結束後的十四日內完成網上實習日誌中的「最

終評估表」。 

 
G2.5 在實習最後階段，學生必須填寫對「實習生對實習職位之評價」。學生必須

在每個實習職位結束後之十四日內確保網上實習日誌填妥。 

 
G2.6 評分結果將會在成績表上以合格或不合格顯示。學生如對分數有疑問，可參

閱學生手冊中有關分數覆核及上訴程序部份。 

 
G3.0 延後進行實習 

 

G3.1 在提交實習職位建議表格前，如學生打算延後進行實習，必需先向澳門旅遊

學院查詢。如學生在提交實習職位建議表格後自行退出(即不繼續參與實習

計劃)，則會被予以零分。 

 

G3.2 實習期間因病而需中止實習工作，學生必須提交由醫院或政府衛生中心發出

之有關證明文件至澳門旅遊學院以作進一步審查及討論。如學生打算重新繼

續實習，亦必須根據有關要求提交康復證明作批核。 

 

G4.0 如實習生與實習機構出現問題 

 
G4.1 實習生應先自行嘗試與實習機構解決爭端。如經過合理時間仍未能解決，實

習生則應向澳門旅遊學院尋求指示及協助。 

 

G4.2 如實習生遇到困境或被不合理對待時，應主動向澳門旅遊學院尋求協助。如

實習機構未有遵照已簽訂之實習職位建議表格上所列出之安排，或未能符合

澳門「勞動關係法」或當地相關法規之標準（如實習於澳門特別行政區以外

進行）內註明之（包括但不限於）工作時間、休假與缺勤等規定，當澳門旅

遊學院收到實習生之協助請求時，將會與實習機構和實習生協調以尋求合適

之解決方案。如最終仍未能達成協議，澳門旅遊學院將會協助實習生轉往其

他實習機構。 



 

 

10 

     

 

Approved by Academic Council on 30 Oct 2020 

 
 
 
 
 
 
 
 
 
 
 
 
 
 
 
 
 

G5.0 與各課程有相關性之業務性質及工作範疇 

 

夜間課程 業務性質 工作範疇^ 

酒店管理  三星級或以上的酒

店  

 餐飲管理集團  

 高級食品及酒類供

應商 

 會所 

 餐飲營運 

o 製作 

o 服務 

 房務 

o 前枱接待 

o 訂房 

o 禮賓 

o 管家（包括公共區域） 

 洗衣服務（包括制服） 

 禮賓車服務 

 工程（包括環保及可持續發展） 

 資訊科技 

 保安 

 銷售及／或市場推廣 

 人力資源管理 

 財務及／或會計（包括營收管理） 

 康樂及／或渡假村及／或非博彩

娛樂 

 水療 

 公共關係及／或傳訊 

 採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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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間課程 業務性質 工作範疇^ 

旅遊會展及節

目管理 

屬以下範疇之會展策劃公司

或會展服務供應商#：  

 體育 

 文藝演出 

 節慶 

 展貿會 

 展覽會 

 會議 

 交易會 

 研討會 

 高峰會 

 宴會 
# 具備宴會、會議、非博彩娛樂和展覽會

設施之三星級或以上的酒店可被視為會

展服務供應商。 

以下範疇須直接與會展及節目管理

職能相關: 

 營運 

 製作 

 客戶接待 

 公共關係及／或傳訊 

 媒體推廣 

 物流及技術支援 

 餐飲（宴會及／或會議）  

 銷售及／或市場推廣 

 人力資源管理（與招聘會及員工

活動等相關） 

  
 

旅遊零售及巿

場推廣管理 

 百貨公司 

 商場管理公司 

 零售商： 

o 汽車／電單車、其零

件及配件 

o 車用／家用燃料 

o 超級市場貨品 

o 百貨商品 

o 家禽、凍肉及燒臘 

o 海味 

o 食品手信  

o 藥房貨品 

o 化妝品及衛生用品 

o 服裝 

o 鞋類 

o 皮具 

o 家庭電器 

o 傢具及照明用品 

o 鐘錶及珠寶 

o 通訊設備 

 銷售及／或市場推廣 

 客戶服務 

 採購 

 買手 

 廣告 

 公共關係及／或傳訊 

 物流 

 批發/分銷 

 人力資源管理 

 培訓 

 商品展示設計 

 
^與博彩(賭場)營運相關之工作範疇均不符合資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