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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為美好的未來紥實基礎

2018/19學年，旅遊學院在眾多領域取得了斐然成

程所需的準備工作，並深入審視了有關內部組織架

實現了自身的飛躍成長，鞏固了旅遊學院作為亞太

然要於2019/20學年，學院的努力才會彰顯成效，

果。在持續加強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同時，亦
地區提供旅遊服務業教育的優秀學府之地位。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是國家的一項重大的策

略，也影響着澳門在國家發展中的整體角色。為推
動大灣區發展，旅遊學院主力的工作包括協助建設
澳門成為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2018/19學年

構的《澳門旅遊學院章程》（下稱《章程》）。縱
但一系列的準備工作對學院而言，皆是重要的里程
碑。學院將於2019/20學年首次推出研究生層次的

課程，可提供學士後文憑、碩士和博士學位課程，
而內部管理營運則採用全新的《章程》。

我謹代表旅遊學院管理層，向參與關於粵港澳

期間，旅遊學院參與設立“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研究

大灣區發展建設的項目、研究生課程籌備工作以及

教育培訓基地聯盟”的協調單位。

心感謝。每位成員非凡的熱情、活力和決心，都是

聯盟”，並成為“促進澳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旅遊
在這一學年，旅遊學院完成了開辦研究生課

深入審視《章程》的每一位學院團隊成員，表示衷
學院成功推動相關工作及把握當中機遇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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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的話

學院一直持續完善校園設施，力求為師生提供

理想的教學和研究環境。為學院屢奪殊榮的教學酒
店望廈迎賓館進行大規模翻新工程，學院亦著手開
展氹仔校區的升級規劃工程，包括建設學院第二座
教學酒店。

澳門所處的大灣區社會和經濟迅速發展，對

旅遊服務業人才的需求與日俱增，旅遊學院將全力
以赴，回應相關需求。我亦藉此機會感謝澳門特區
政府、學院的合作夥伴、奬助學金捐贈者及社會各
界，持續給予支持和信任，對旅遊學院的未來發展
都有着舉足輕重的作用。

2020年，旅遊學院迎來成立25週年紀念。自

1995年創辦以來，學院一直致力優化教育質量、

提高其全球競爭力以及深化國際合作，並取得了驕
人成績。展望未來，旅遊學院將繼續其使命，以
2018/19學年取得的成果為基石，延續向前發展的
動力。

黃竹君博士

旅遊學院院長

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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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別樹一幟

旅遊學院是澳門旅遊及酒店管理教育的先驅。自
1995年成立以來，學院已發展成為具創新性及影響
力的教育機構，並獲得本地及國際市場的認可。

旅遊學院更是亞太地區首屈一指的旅遊及酒店

領域的高等學府，每年從學院畢業的學生深受海內
外業界青睞。

作爲蓬勃發展中的教育基地，旅遊學院匯聚來

自全球各地1,600多名本科生和近120名教學人員。
學院由始至終堅持開拓創新的教學策略，並特別注
重於專題導向的學習方法。旅遊學院致力與全球各
地的旅遊及服務業機構保持緊密聯繫，藉此為學生
提供寶貴的實習及交流機會，讓其開拓未來職業發
展路向。

使命
旅遊學院使命是成為提供國際化旅遊及服務業課程的首選高等教育機構，不
僅為澳門，更為亞太區域，培養具有專業知識和技能的學生，在業界擔任領
導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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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學院起源
旅遊學院的歷史可以追溯至1970年代，當時的澳葡政府決定在澳門開辦一所旅遊學校。位於望廈山的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於1982年開始運作，設施包括現時的教學酒店―望廈迎賓館，該酒店前身為軍營。

1986年，當時東亞大學轄下的理工學院開設澳門首個旅遊及酒店管理課程，並於1991年獨立成為

澳門理工學院，繼續提供相關課程。澳葡政府期後於1993年決定設立一所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專門開

辦與旅遊業相關的學科，最終於1995年9月15日正式成立旅遊學院。位於望廈山的旅業及酒店業學校獲
納入為旅遊學院轄下的單位，而由澳門理工學院開辦的旅遊及酒店管理課程亦正式交由旅遊學院管理
開設。

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是提供旅遊及酒店

業專業培訓的首選單位，一直與業界緊密合作，共
同設計培訓課程內容，當中不少專業培訓課程獲得
海外頂級專業機構的認證，學生可透過修讀相關課
程取得國際認可的證書及專業資格。

學院力求開展優質研究，是澳門旅遊業界重要

的知識來源機構。學院的研究對學術界和澳門特別
行政區政府而言均具重要價值，有助於海內外旅遊
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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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景

» 成為全球教育平台

旅遊學院認為高質素的旅遊及酒店教育和培訓是至

與國際機構合作，為來自亞洲地區、葡語國家乃

關重要，為學生在國際舞台上盡展所長作好準備。

至世界各地的學員，設計合適的培訓課程，促進

學院致力實踐以下10個目標：
» 追求卓越教學

通過卓越和創新的教學、研究以及知識的分享交
流，吸引和培養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學者。

» 提升學生滿意度

竭力為所有學生提供全面的優質學習體驗，啟發
身心潛力，為旅遊和服務業培育未來的領導者。

» 加強業界參與度

主動與企業保持密切合作，培養優秀的高技術人
才，以滿足業界發展所需，進一步推動旅遊和服
務業成長。

全球旅遊業發展。
» 擴闊國際視野

歡迎與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士和機構開展合作夥伴
關係，促進跨文化的交流及知識多樣性。

» 提供專業設施

重視豐富學生的實踐經驗，為學生提供示範課
室、培訓設施和教學設施。

» 支持學術研究與增加影響力

冀望成為學術界、業界乃至整個社會的學習和分
享旅遊及服務業知識的平台。

» 推動社區參與

與本澳社區維持緊密聯繫，致力在可持續經濟、
社會和文化發展方面，為社區作出貢獻。

» 支持澳門的策略定位發展

積極支持中央政府及澳門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
將澳門構建成世界旅遊休閒中心及把澳門打造成
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

» 推動環境可持續發展

全力推動學院的運營、教學、研究和活動等各方
面實現可持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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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學年回顧

旅遊學院提供本科及職業培訓課程，與其他

9

同樣提供旅遊及服務業教育的學府相比，學

本科課程數量

院的方針別樹一幟。學院相信這與別不同的
教學方法能夠讓學生受益匪淺，並更懂得善
用各種教學資源，從而獲取全方位教育。

1,635

修讀本科課程的學生人數

旅遊學院旅遊高等學校是澳門修讀旅遊及

在過去三年，旅遊學院本科課程的學生人

供三個夜間本科課程

創下了歷史新高

服務業學士學位課程的最好選擇，包括提

數穩步增長，學生人數更於2018/19學年

376

613

獲頒發獎學金人數

實習機會數目
旅遊學院與全球的旅遊及服務業機構保持

有賴業界及社會人士的鼎力支持，目前共

習機會

金計劃

緊密聯繫，為本科課程學生提供寶貴的實

20,086

專業培訓課程學生人數

25家機構及社會人士為學院學生提供獎學

2

校區數目

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開辦數以百計

旅遊學院分別在澳門半島和氹仔設有校

等不同程度

的環境，豐富學生的學習體驗

的專業培訓課程，涵蓋基礎、進階及高階

區，提供最先進的設施、具啟發性及靈活

旅遊學院年報20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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榮譽和獎項

旅遊學院優質的教學質量和對社會的貢獻得到了各界肯定，贏取了多
個由政府機構、旅遊及服務業界乃至社區所頒發的榮譽和獎項，彰顯
了旅遊學院對卓越教育的堅持承諾。

» 2008年獲澳門特區政府頒授旅遊功績勳章
» 共有八個本科課程獲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旅遊教育
質素認證”

» 2017年成功通過英國高等教育質素保證機構（QAA）的“國際質
素評鑑”

» 先後於1997年及2002年獲亞太旅遊協會（PATA）頒授“教育及
培訓”金獎

» 2013年成功取得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出的ISO 20000資訊科技服務管
理認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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鞏固作為亞洲優質旅遊酒店高等教育機
構的地位

旅遊學院一直被譽爲亞洲旅遊酒店教
» 2016年成功取得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出的ISO 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
» 2018年成功取得國際標準化組織發出的ISO 9001質量管理體系認證
» 教學酒店望廈迎賓館獲澳門環境保護局頒發“澳門環保酒店獎金獎”
（至2019年）

» 自2009年起旅遊學院教學餐廳連續每年獲《米芝蓮指南香港澳門》推介
» 2016年獲De Ficção Multimedia Projects及澳門商務讀者慈善會頒發
“澳門商務大獎——卓越優異大獎”

育領域的頂尖高等院校其中之一，於

2019年軟科世界一流“旅遊休閒管

理”學科排名上，在亞洲高校之間位列
前五位，並於QS 2019年世界大學排名

的“款待及休閒管理學科”中取得同樣
的優異成績。

在以上兩個有關旅遊及休閒學科

的排行榜中，旅遊學院在本地高等教育
機構中位居第一，並在大中華地區位居
第三。

在2019軟科世界一流“旅遊休閒

管理”學科排名中，旅遊學院位列全球
第30位。在QS世界大學排名之“款待

及休閒管理”學科中，學院則位居全球
第33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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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中學習

通過校内向公眾開放的收費旅遊設施及教育場所，讓旅遊學院學生獲得寶貴的實
踐經驗。在學院專業的培訓環境下，讓學生有機會與真實賓客互動交流。

望廈迎賓館
教學餐廳
旅遊學院教學餐廳為學生打造一個實用的學習
環境。在經驗豐富的導師指導及帶領下，學生
有機會獲得有關餐廳營運的豐富實踐經驗。

教學餐廳餐單提供揉合現代元素的澳門土

迎賓館（Pousada）是一個葡文詞彙，意思是
“一個神聖的休息地方”。正如旅遊學院望廈迎
賓館為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提供賓至如歸的服

務，也為學生提供鍛煉語言和溝通技巧的機會。
在一群經驗豐富的導師帶領下，學生可提高專業
自信，並積累實際的工作經驗。

作爲一家精品酒店，望廈迎賓館曾被多家國

生菜和葡國菜。餐廳的出品和服務質量獲《米

際旅遊指南評為最受歡迎的澳門酒店之一。迎賓

推薦”的餐廳之一。根據《2019米芝蓮指南香

工程，整個項目預計在2020年第三季完成。經

芝蓮指南》推介，成爲澳門少數獲得“必比登
港澳門》，獲“必比登推薦”的餐廳必須提供
三道澳門幣400元以下優質菜餚。

教學餐廳亦全心支持有機種植和慢食文

化，不時舉辦特別活動以推廣世界美食。

館自2018年1月起暫停對外開放，開展大型修葺
過翻新後的迎賓館將保留其獨特的歷史風格並融
入時尚元素，為賓客帶來嶄新的住宿體驗。

位於氹仔校區的新教學酒店的工程設計亦已

啟動，該項目將為學生打造全新的培訓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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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團隊

高效決策是旅遊學院管理團隊的核心理念，團隊成員經驗豐富，以確保學院高效
運作和積極地履行其使命。

黃竹君

甄美娟

羅天蘭

黃竹君博士自2001年起出任旅遊學院院長。她擁有

甄美娟女士負責管理旅遊學院的行政及培訓單位，

羅天蘭女士於1992年至2000年間，出任望廈迎賓館

da Empresa (ISCTE)（現稱葡萄牙里斯本工商管理大

入學院前，她曾任職於澳門一間頂尖的酒店。

長。她擁有教育管理碩士學位及學士後教育文憑。

院長

葡萄牙Instituto Superior de Ciências do Trabalho e

學）商業組織及管理博士學位，並對旅遊業發展等
議題發表了逾50篇研究論文及學術文章。

副院長
她於英國布里斯托大學取得教育管理碩士學位。加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校長
館長；並於2001年至今，出任旅業及酒店業學校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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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振榮

陳美霞

羅嘉賢

朱振榮先生自學院1995年成立之初便加入了團隊，

陳美霞女士自1998年起獲委任為行政暨財政輔助

旅遊學院校友羅嘉賢博士於2003年加入教學酒

為技術暨學術輔助部處長。他擁有旅遊經濟管理學

學院前，曾分別於公私營企業工作，積累與船務運

長一職。她擁有工商管理博士學位，並於2015年獲

技術暨學術輔助部處長
曾出任導師等多個不同職位，並於2000年起獲委任

士學位，加入學院前曾在澳門酒店和銀行業工作。
他亦曾出任澳門特區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委
員及第十三屆澳區全國人大代表選舉會議成員。

行政暨財政輔助部處長
部處長。她擁有公共行政學士學位，在1996年加入
輸、博彩娛樂及公共財政相關的工作經驗。

望廈迎賓館館長
店 ― 望廈迎賓館，並於2012年起擔任望廈迎賓館館
亞太旅遊協會（PATA）頒發“PATAﾠFaceﾠofﾠthe
Future”獎項，表揚旅遊業界的年輕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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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篇章

《澳門旅遊學院章程》（下稱章程）於2019年8月7

日生效。新章程擴展了學院架構，提供更多資源，
為學院前景構建更多不同的發展機遇，同時為學院
教職員在事業發展上開闢了新路徑。

根據章程，學院自2019/20學年起正式更名

為“澳門旅遊學院”，英文名為“MacaoﾠInstitute
forﾠTourismﾠStudies”，葡文名為“Institutoﾠde

FormaçãoﾠTurísticaﾠdeﾠMacau”，簡稱
為“IFTM”。

學院設校監職位，由應屆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擔

任，負責核准及頒授名譽學位及其他名譽榮銜，並
主持其出席的各項學院活動及儀式。

校董會是章程新增的架構，由澳門旅遊學院、

澳門特區政府、學生團體、學院校友以及來自旅遊

學術委員會，分別管理和監督學院的行政管理事務

校董會負責制定及執行學院的發展方針及規

章程帶來的另一新變化是將旅遊高等學校拆

和服務業領域等的社會代表組成。

及學術事務。

劃，優化澳門旅遊學院治理並加強學院與本地社區

分爲兩個不同實體，即酒店管理學校和旅遊管理學

學院領導管理職位，核准開設新課程、新的教學或

味着澳門旅遊學院將進一步擴大其管理團隊。

的聯繫。校董會的其他職權包括：推薦候選人擔任
研究單位。

另外，章程還核准學院設立行政管理委員會和

校在相關領域的工作。章程亦將教學餐廳的地位被
提升為獨立的實習部門，與教學酒店望廈迎賓館看
齊。

章程為學院重新劃分了3個獨立的學術單位，

校。兩所學校的校長和副校長分別由學院任命，意

其中新設教與學優化中心，與現有的旅遊研究中心

持續教育學校也是澳門旅遊學院新成立的單

章程還修改了學院的輔助部門架構，包括建立

位，於2018/19學年結束後，延續旅業及酒店業學

和世界旅遊教育及培訓中心並列。

新的校園管理處，負責落實“智能校園”等項目。

16

旅遊學院年報2018/19

簡介

最新2019/20學年學院組織架構圖
學術單位及實習部門

校監
校董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

院長
副校長

酒店管理學校

教學委員會

旅遊管理學校

教學委員會

持續教育學校

旅遊研究中心

世界旅遊教育及培訓中心

教與學優化中心

教學酒店

教學餐廳

教學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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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最新2019/20學年學院組織架構圖
輔助部門

校董
校董會
行政管理委員會

院長

學術委員會

副院長

教務部

招生及註冊處

學生事務處

圖書館

組織及資訊處

行政及財政輔助處

校園管理處

年度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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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回顧
2018/19 學年回顧
2018年

8月23日

旅遊學院舉行2018/19學年本科課程
開學禮

8月23日

旅遊學院舉行首次升國旗儀式

8月29日

9月19至21日

旅遊學院與FERRANDIﾠParis法國國

旅遊學院組織“粵港澳大灣區旅遊人

協議，開展本科課程交換生項目

省旅遊局領導、大灣區9個城市的旅

立高等廚藝和酒店管理學院簽署合作

才交流合作”活動，參與者包括廣東
遊局主要負責人，以及相關的組織和
機構代表共26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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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回顧

9月28日

旅遊學院2018年獎助學金頒獎典禮

10月16日

10月23日

10月23日

“翰墨傳情─何麗嬋師生書法展”在

《促進澳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秘書長祖

書法家何麗嬋與其學生的多幅作品，

署，旅遊學院是該聯盟創始成員之一

Pololikashvili） 到 訪 旅 遊 學 院 望

旅遊學院協力樓展廊揭幕，展出本地
展期至2019年1月31日

育培訓基地聯盟合作協議書》正式簽

拉布・保羅利卡什維利（Zurab

廈校區，並與學院管理團隊會面。雙
方探討了未來加強合作的可能性，包
括學士後教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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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回顧

11月12日

11月21日

11月25日

12月3至4日

旅遊學院舉辦“區域旅遊教育發展趨

旅遊學院與香港理工大學及中山大學

旅遊學院舉行開放日，讓本地應屆中

旅遊學院、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酒

旅遊教育合作，尤其是粵港澳大灣區

盟合作備忘錄》

院的課程和學生生活

南開大學旅遊與服務學院聯合舉辦首

勢及內地高考改革論壇”，探討區域
的發展空間

簽署《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研究聯

學畢業生、家長及市民進一步了解學

店、零售及體育管理學院以及天津
屆“旅遊及零售管理國際會議2018
（TRMC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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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回顧

2019年

12月5至7日

1月3日

“第三屆國際地方品牌協會年會

旅遊學院舉辦“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

學院、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酒店、零

典禮

(IPBA)”於旅遊學院舉行，並由旅遊

售及體育管理學院以及英國斯旺西大
學管理學院聯合舉辦

準(MORS)”2018金襟針大賽及頒獎

1月19日

舉行“第二十五屆澳門旅遊學院學生
會暨屬會就職典禮”

2月21日

旅遊學院與柬埔寨金邊皇家大學簽署
合作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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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回顧

2月22日

3月5日

3月7日

3月20日

旅遊學院旅遊業研究暨科研中心於

旅遊學院舉辦“2019就業發展日”，

“拼東拼西：黎小傑師生作品展”在

旅遊學院與廣東省廣州市教育局簽署

遊、智慧目的地”公眾論壇

服務業的就業趨勢和最新發展

藝術家黎小傑及其學生的多幅作品，

作項目，並推動廣州市旅遊教育系統

望廈校區啟思樓大禮堂舉辦“智慧旅

向學院應屆學士學位畢業生介紹旅遊

望廈校區協力樓展廊揭幕，展出本地
展期至6月2日

合作協議，雙方展開人力資源培訓合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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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回顧

4月7日

5月3日

5月10日

5月14日

澳門旅遊學院室內樂團及澳門旅遊學

旅遊學院學生會屬下的文化遺產學會

“第五屆旅遊學院年度廚藝大賽”為

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及葡萄牙共和國

提供自助式下午茶

100周年圖片展”，展期至6月1日

知識的舞台

究合作的諒解備忘錄。在執行諒解備

院廚藝學會合辦週末戶外音樂會，並

和內地學生會舉辦“紀念五四運動

參賽者提供一個展示個人烹飪技巧和

經濟部簽署關於旅遊教育、培訓和研
忘錄方面，旅遊學院將代表澳門特區
政府發揮基石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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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4至16日

5月29日

旅遊學院、埃斯托利爾酒店旅遊高等

旅遊學院舉辦第四屆“旅遊教育學生

利爾合辦學術論壇，探討粵港澳大灣

究成果

學院及葡萄牙旅遊局假葡萄牙埃斯托
區倡議對旅遊業和教育的影響

峰會2019”，展示畢業生的傑出研

5月30日

旅遊學院2019畢業典禮

6月6日

全國政協副主席何厚鏵先生出席於旅
遊學院舉行的“2019澳門大學生天

津學習交流計劃”開班儀式。是次交
流活動於6月8至23日在天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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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

6月26日

7月27日

“五彩國粹—中華書畫聯展”於旅遊

上海軟科教育信息諮詢有限公司發

旅遊學院代表與意大利足球俱樂部國

覽作為澳門特區政府大型國際文化藝

名”，旅遊學院在“旅遊休閒管理學

製作

學院望廈校區教學餐廳揭幕。是次展
術盛會“藝文薈澳”系列活動之一，
展期至7月21日

表“2019年軟科世界一流學科排
科”的榜單中位列亞洲高校前5位、
全球第30位

際米蘭球員作文化交流，體驗就葡撻

旅遊高等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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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高等學校
培育新一代領袖

旅遊高等學校提供下列學士學位課程
日間學位課程（以英語授課）：
-ﾠ廚藝管理

-ﾠ文化遺產管理
-ﾠ酒店管理

-ﾠ旅遊企業管理

-ﾠ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ﾠ旅遊零售及巿場推廣管理

作為澳門提供最多與旅遊酒店業相關學士學位課程

務課室、中式及西式烹飪和示範廚房、文化遺產數

際學者組成的團隊，並與全球行業夥伴建立了緊密

旅遊學院致力構建與別不同的教學體驗，透過

的高等院校，旅遊學院旅遊高等學校擁有一支由國

碼檔案室，以及配備完善的教室。

的聯繫。

各式校外交流活動拓闊學生視野。其中，學院組織

括教學餐廳、教學酒店、模擬前台接待處、模擬房

遊酒店行業的最新發展趨勢及動態。

旅遊高等學校為學生提供專門的培訓設施，包

帶領學生參與實地考察和交流項目，讓學生掌握旅

夜間學位課程（以中文授課）：
-ﾠ酒店管理

-ﾠ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ﾠ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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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高等學校

旅遊高等學校以創新的教學理念為本，理論課

完成為期六個月、約800小時的實習課程；理學士學

生更享有寶貴的實踐機會，參與籌辦公益慈善活動

旅遊學院學生可到海內外不同機構進行實

程和實踐並重，在澳門社區獲得廣泛認可。學院學

位課程學生同時必須於四年內獨立完成研究論文。

及為本地企業提供商業諮詢服務等。

習。2018/19學年，學院學生分別前往芬蘭、法

的高等院校：所有學士學位課程學生必須於第三學年

實習。

旅遊學院是澳門唯一一家有下列兩項畢業要求

國、中國內地、新西蘭、葡萄牙、泰國和英國等地

2019/20學年推出學士後課程
旅遊學院於2018/19學年期間完成了

旅遊學院於2019/20學年推出

開辦學士後課程所需的籌備工作，並

“國際酒店管理”、“酒店及旅遊管

分為學士後文憑、碩士學位及博士學

士學位課程，以及“國際酒店及旅遊

於2019/20學年首度開辦相關課程，

位課程。透過提供優質的學士後課

程，學院期望進一步鞏固其作為亞太
地區提供旅遊酒店業相關學位課程學
府的領先地位。

理”及“國際餐飲管理”三個理學碩
管理”學士後文憑課程。

此外，學院還推出了“酒店及旅

遊管理”哲學博士學位課程，面向有
意從事學術或研究等職業的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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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高等學校

夜間學習支援
旅遊學院現提供三個夜間學士學位課程，包括於

及市場推廣管理課程。

程的收生對象主要分為兩大群組：在職人士和應屆

店管理課程，以及於2016/17學年增設的旅遊零售

課程旨在為本地旅遊酒店業培育專業人才。夜間課

當中部分人或已具備學士學位；而部分應屆高中畢

2010/11學年開設的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課程和酒

作為日間課程的補充選項，學院夜間學士學位

高中畢業生。在職人士基於工作需求須持續進修，
業生基於經濟或個人因素，必須立即投入職場，因
而未能報讀日間課程。

學院各夜間學士學位課程每年錄取最多40名新

生。除了一般報考渠道外，學院亦接受業界推薦僱
員報讀，獲推薦僱員可免除入學筆試。

學院日間課程和夜間課程的教學質量及配置均

有着同等要求，夜間學位課程的學生與日間課程的
學生一樣，均須完成實習課程，但夜間課程學生在
實習課程的安排上更具彈性，只要其從事之工作範
疇與所修讀的學位課程相關，在職學生即可申請將
其工作時間納入實習時數。

日間及夜間課程另一個主要分別在於授課語

言，日間課程以英語授課，夜間課程則是中文，並
以模組的方式授課。

旅遊學院夜間課程更進一步實踐學院標誌的

“體驗式教學”理念，讓學生在體驗過程中學習。
學院亦定期邀請相關業界的專家，與夜間課程學生
進行分享會、講座或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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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選擇

旅遊學院旅遊高等學校致力吸引來自澳門及其他地區，有潛力的學生入讀，提供
優質的旅遊酒店教育、開放的環境、世界性思維和寶貴的個人發展機遇。

1,888

2018/19學年旅遊學院課程的
考生人數

21%

2018/19學年就讀旅遊學院的
非澳門學生比例
非本地學生主要來自中國內地，其他地區則
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台灣地區、其他亞洲
和歐美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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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憑課程和學士學位課程註冊學生人數

2,000
學
生
人
數

1,500

1,568

1,532

1,576

1,600

2018/19學年畢業生

1,635

1,000
500
0

9%

6%

廚藝管理

11%

2015/16

31

2016/17
學年

2017/18

2018/19學年學生來自的
國家及地區數目

2018/19

文化遺產管理

3%

17%
2014/15

旅遊企業管理

16%

酒店管理

酒店管理（夜間課程）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夜間課程）

8%

30%

284

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

2018/19學年學士學位課
程畢業生人數

33

旅遊學院年報2018/19

旅遊高等學校

廣闊前景

不論本地還是海外，旅遊學院旅遊高等學校畢業生在職場上均備受僱主賞識，而
部分畢業生在投入職場前，會選擇先到世界各地的頂尖大學繼續進修。

2018年畢業的學生在畢業六個月後的去向為何？
85%

畢業生成功就業及繼續升學
75%

投身旅遊業或酒店業
95%

獲本地機構聘用的畢業生月薪超過澳門幣15,300元
82%

畢業生推薦學院學士課程
（資料來源：旅遊學院2018年12月“畢業生就業情況”問卷調查）

逾2,500

旅遊學院2019年就業發展日吸引了56
所機構提供的職位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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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任

旅遊學院旅遊高等學校學士學位課程的教師

甘馬克

沈毅孟

術上都取得傑出的成就，為學生提供最佳的

英國

文化遺產管理課程主任

團隊匯聚世界各地人才，每位課程主任在學
教育指導及支援。

廚藝管理課程主任
甘馬克博士在開始學術生涯前，曾於飲食業工作20

旅遊企業管理及
孟加拉

多年，先後出任廚師、顧問及前廳經理。在業界工

作為文化遺產及旅遊管理的國際專家，旅遊學院特

英國曼徹斯特都會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他的研究

香港大學城市保育的博士學位，曾出版多份有關文

作多年後，甘馬克博士改變了職涯方向，並完成了
領域為食品管理、環境可持續性和食品安全。甘馬
克博士目前在旅遊學院任職特邀副教授，及撰寫關
於飲食的書籍和學術論文，同時是多份相關期刊的
副主編和審稿人。

邀副教授沈毅孟博士擁有24年的教學經驗。他擁有
化遺產管理、文化遺產影響評估、文化遺產旅遊和
城市保護的研究刊物。除了是六個專業團體的成員
外，他更曾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聯合國亞洲及太

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以及14個國家機關提供顧問
服務。他自2005年起擔任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
產提名地的專業技術評委的專業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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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靜芝

呂劍英

任連萍

澳門

及節目管理課程主任

推廣管理課程主任

夜間學位課程主任
副教授林靜芝博士擁有葡萄牙天主教大學工商管理

酒店管理和旅遊會展
澳門

旅遊零售及市場
中國內地

博士及英國愛丁堡赫瑞瓦特大學工商管理系國際貿

副教授呂劍英博士是旅遊學院校友，2001年於學

副教授任連萍博士擁有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旅遊管

素質、醫療旅遊、旅遊保險、葡萄酒旅遊等利基

隨後，她成功取得澳洲詹姆士庫克大學哲學博士學

教育機構任教，也曾參與旅遊及酒店相關範疇的教

易及財務碩士學位。她主力研究博彩業員工之心理
旅遊領域，研究成果亦刊登於不同的國際期刊上。
林靜芝博士主要任教服務質量管理和會計相關的課
程，也曾為澳門特區政府的多個項目擔任顧問。

院獲旅遊企業管理學士學位及酒店管理高級文憑。
位。呂劍英博士的研究領域包括酒店客人滿意度、
目的地營銷、旅客行為和旅遊產品管理等，其著作
經常出現於與旅遊酒店業相關的國際學術期刋及研
討會論文集。

理博士學位，曾在中國內地及香港特區的多間高等
科書編撰工作，並多次在國際學術期刊上發表其研
究成果。在早期的職業生涯中，任連萍博士曾投身
旅遊和酒店業。目前，她在學院亦負責統籌與企業
管理相關的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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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協調員和學科課程主任

旅遊學院課程協調員和學科課程主任擁有豐

HUGO BANDEIRA

LAURIE ANNE

及開發，協調師資安排及監督教學質量，以

葡萄牙

論文 / 計劃書實習課程協調員

富經驗，負責各學科和實習計劃的內容設計
確保學生獲得最佳教育和學習機會。

餐飲課程主任

Bandeira先生於旅遊學院畢業，並獲取英國葡萄酒

BAKER-MALUNGU
美國

及烈酒教育信託WSET®認證導師資格。他經常在國

Baker-Malungu博士於高等教育機構擔任學術人員

會的創始會長。

區和澳門特區等多家亞洲地區高等教育機構及團體

際葡萄酒比賽中出任裁判，也是土生葡人美食聯誼

已逾三十年，曾於日本、台灣地區、廣西壯族自治
任職學者及課程顧問。目前，她在旅遊學院負責協

調日間理學學士學位課程的研究論文/項目畢業要
求。Baker-Malungu博士致力於創造不同的學習體

驗，讓學生從而學習必要的知識和技能，以獲行業
專家認可其能力。她的研究興趣包括電子學習、語
言習得、職業發展、課程設計、文化知識和職業效
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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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GUEL GASSMANN

何文正

葉嘉儀

餐廳及酒吧實習課程協調員

課程協調員

澳門

DE OLIVEIRA
葡萄牙

一、二年級校外實習
三年級實習課程協調員

語言課程協調員

澳門

葉嘉儀副教授自旅遊學院成立之初便加入團隊，負

有關的學科，內容包括成本控制和食材準備。他於

何文正先生在大中華地區擁有豐富的業務發展經

其研究興趣包括課程設計和語言學習動機。她曾為

門酒店任職超過10年。

學生在旅遊和零售範疇實習交流的計劃。

Gassmann de Oliveira先生教授與餐廳及酒吧營運

旅遊學院畢業，在加入學院的教學團隊前，曾於澳

驗，負責協調旅遊學院的實習課程，也統籌多項讓

責英語教學，以及協調英語和其他語言選修課程，
澳門的士司機編制一套旅遊英語學習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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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文樹

胡振華

澳門

澳門

廚房實習課程協調員

餐廳及酒吧實習課程協調員

黃文樹主廚自旅遊學院成立之初便加入團隊，並在

胡振華先生自1998年起擔任旅遊學院教學餐廳經

學習的是日式料理創作，期後學習了不同的烹調風

程。在加入學院前，他曾在澳門酒店業擔任不同的

80至90年代期間，在葡京酒店餐飲部任職。他最先
格，包括土生菜及西式料理。

理，協調學士學位課程學生在教學餐廳的實習課

管理職位。胡振華先生也是“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
準”（MORS）培訓導師和評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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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學習

旅遊學院旅遊高等學校以實踐性項目為教學主導，致力為學生帶來獨
特的學習體驗。透過不同的實踐性項目，讓學生體驗到未來實際職場
的挑戰，尤其是作為管理層面臨的考驗。更重要的是，冀能讓學生從
中學習協助精神以及行業的專業技能。

為初創企業測試應用程式

程，以及科技對於旅遊業務發展的應用。

旅遊學院一批四年級學生於2018/19

政經界嘉賓與學生分享創業經驗，提高

為“eTour”的全新智能手機應用程式，

包括澳門特區政府經濟局局長戴建業先

學年協助一家本地初創公司測試名
作為學生的創業管理課程的一部分。

該應用程式為本地導遊提供以電

子方式向旅客推廣和銷售旅遊服務及產
品的平台。利用人工智能，該應用程式
可根據旅客的需求配對合適的導遊。通
過是次活動，學生更深入地了解創業過

2018/19學年，旅遊學院亦邀請多位

學生對於創業的了解和興趣，演講嘉賓
生、澳門中華新青年協會鄺家傑先生、
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梁焯庭先生、中
國銀行澳門分行周永豪先生、建築師
AndréﾠRitchie先生、商人羅杰先生，

以及中國與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澳
門）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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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性競爭
旅遊學院鼓勵學生參與課外競賽和挑戰，提高學生
對旅遊酒店業及相關領域的興趣。透過各種活動，
學生可從中建立自信心、增強團隊合作精神和習得
實務技能。學院每學年都組織帶領學生參與本地及

為五星級酒店提供營銷方案

海外競賽，不時取得優異成績。在2018/19學年，
學院學生參加的比賽包括：

部分旅遊學院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學
士學位課程學生於2018/19學年，成功為

2018年（第十屆）穗港澳蓉青年技能技競賽
2018年10月30至31日，澳門

旅遊學院廚藝管理和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學士學位

課程兩名學生代表參與“糖藝/西點製作”和“餐

第11屆澳門青年廚師廚藝比賽
2018年11月16日，澳門

澳門綜合度假村營運商新濠博亞娛樂有限
公司旗下，位於氹仔的新濠鋒酒店制定營
銷方案。

有關學生按要求為新濠鋒酒店制定市

廳服務”項目賽事，並獲優異獎。該競賽在澳門漁

“第11屆澳門青年廚師廚藝比賽”於2018年由澳門

場推廣策略，吸引更多氹仔居民或旅客到

會保障局、香港特別行政區職業訓練局、澳門特別

為本地青年廚師提供展示出色廚藝的舞台，要求參

是次項目是學生課程內容的一部分，

人碼頭會議展覽中心進行，由廣州市人力資源和社
行政區勞工事務局以及成都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
局合辦。應勞工事務局邀請，旅遊學院擔任該競賽
“糖藝/西點製作”及“餐廳服務”兩個項目之培訓

單位，負責為澳門區參賽者提供高強度培訓課程及
進行甄選賽。

廚藝協會主辦，旅遊學院協辦。該項年度盛事每年
賽者在3小時內完成三道菜式，即前菜、主菜和甜
品，且每道菜色須準備2份，分別供評委品嘗和點

評賣相。旅遊學院廚藝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兩名一年
級學生參加了是次比賽，其中一名學生獲第二名的
優秀成績。

酒店享受星級設施。

讓學生有機會將課堂知識運用到實際操作
中，汲取寶貴的實踐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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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香港國際美食大獎

2019年5月7至10日，香港
兩名旅遊學院廚藝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學生到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參加比賽中的“西式烹調－現場熱盤
烹調（25歲以下/學徒組）”的“二人探戈”的項

目，並獲得銅獎。“香港國際美食大獎”旨在表揚
優越的廚藝人才，創造機會予專業人士向公眾展示
其烹飪才華及技能。

“一帶一路”國際技能大賽

2019年5月26至31日，中國內地重慶
澳門派出一支由24名選手組成的代表團參加首屆

“一帶一路”國際技能大賽。旅遊學院學生亦參與
其中，而學院更為部分選手提供專門培訓。是次技
能大賽吸引了來自44個國家和地區，近700名選手
參加。

豐富組織活動實踐技巧
旅遊學院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課程一批三年級學生於2019年4月，在望廈校區舉行了一場與別不同
的活動，活動內容包括集體遊戲、魔術節目和其他娛樂性十足的挑戰。

作為“節目管理：舉辦活動”學科內容的一部分，學生透過舉辦是次活動獲得策劃、組織和落

實活動所需的實務知識和技能。課程重點為項目管理，包括提高學生技能，以更高效地進行活動計

劃、預算和時間安排。是次活動吸引了約60人參與，參與者需分組運用自己的身體、感官和知識技
能，完成一系列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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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第45屆世界職業技能競賽

2019年8月22至27日，俄羅斯喀山
旅遊學院一名廚藝管理學士學位學生在“糖藝/西
點製作”項目中奪得卓越表現獎，另外一名學生則
進入了“烹飪”項目賽事。該技能競賽每兩年舉辦

一次，是全球最大型的專業教育和技能競賽。旅遊
學院成為是次競賽為澳門選手提供培訓的機構，涵
蓋烘焙、餐廳服務、糖藝/西點製作及烹飪共4個範

疇。是次培訓由學院與澳門勞工事務局合作，為參
賽者於2018/19學年期間進行數個月的訓練和海外
強化培訓。

門歷史城區，學生從中積累了在旅遊業工作的
實務經驗。

旅遊學院酒店管理夜間學士學位課程二年

學生籌辦，學生分成三組，用了一個多月的時

善晚宴，建立平台與本澳社區居民共慶佳

活動由旅遊企業管理學士學位課程二年級

間完成活動策劃和組織。

有關導賞以多種不同語言進行，每條路線

澳門歷史城區導賞
以“旅遊學院學生帶您漫步遊澳門”為主題，
部分旅遊學院學生於2019年3月提供一系列免

費導賞服務，帶領來自世界各地的旅客遊覽澳

舉辦慈善晚宴以提升技能

行程約1小時30分鐘。為了幫助學生評估和提

升項目管理技能，每位參與導賞的旅客獲邀提

級學生於2019年2月舉辦“金豬報禧”慈

節。是次活動所有收益扣除成本後，全數
捐至澳門扶康會，以支持該慈善機構為智
力障礙人士提供服務及推動社會共融。

慈善晚宴由學生負責組織和舉辦，在

供活動反饋。

旅遊學院教學餐廳舉行，吸引了逾60人參

學生每年均舉行“旅遊學院學生帶您漫步遊澳

富其學習體驗，提升活動策劃及籌備的相

在過去多年來，旅遊企業管理學士學位

門”主題導賞。

加。籌備晚宴的學生均表示，是次活動豐
關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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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公民

旅遊學院為學生提供多個到海外生活和工作的機會，其中包括為期一
學期的海外交流、實習和專題學習體驗等。

新加坡

2018/19學年提供實習機會的非本地機構

•• The Continent Hotel Bangkok (Asset Lifestyle Co., Ltd)
泰國曼谷
•• 首都博物館
中國北京
•• 北京國貿國際會展有限公司
中國北京
•• 中國古跡遺址保護協會
中國北京
•• 北京燕莎中心有限公司凱賓斯基飯店
中國北京
•• 天壇公園
中國北京
•• 廣州中心皇冠假日酒店
中國廣州
•• 哈爾濱康華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國哈爾濱
•• 柏堡活動策劃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
•• 香港洲際酒店
中國香港
•• 香港喜來登酒店
中國香港
••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有限公司
中國香港

亞洲

•• W Hong Kong
中國香港
•• 江門市游禮文化傳播有限公司
中國江門
•• Anantara Mai Khao Phuket Villas
泰國布吉
•• 三業晉合置業有限公司艾迪遜酒店
中國三亞
•• 青島東方影都游艇會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山東
••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亞太地區世界遺產培訓與研究中心（上海）
中國上海
•• 深圳市海岸商業管理有限公司
中國深圳
•• 深圳任遊國際旅行社有限公司
中國深圳
•• Le Meridien Koh Samui Resort & Spa
泰國素叻他尼府
•• 國泰商旅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台北
•• 晶華酒店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台北
•• 王朝大酒店
中國台北

其他地區

•• Copthorne Hotel (Slough) Limited
英國伯克郡
•• University of Évora
葡萄牙埃武拉
•• Double O Oy (SEVEN)
芬蘭赫爾辛基
•• Hotel Les Corallines — Thalasso Spa La Grande-Motte
(SAS S.A.M.C.I.L)
法國拉格朗德默特
•• Corus Hotels Limited
英國倫敦
•• Copthorne Lakefront Hotel
紐西蘭皇后鎮
•• Copthorne Lakefront Queenstown
紐西蘭皇后鎮
•• Kawarau Village Limited (trading as Hilton Queenstown
Resort & Spa and DoubleTree by Hilton)
紐西蘭皇后鎮
•• MCK - Copthorne Lakeview Hotel & Apartments
紐西蘭皇后鎮
•• Skyline Queenstown
紐西蘭皇后鎮
•• The Rees Management Limited T/A The Rees Hotel,
Luxury Apartments and Lakeside Residences
紐西蘭皇后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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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實習體驗異國文化
旅遊學院酒店管理學士學位課程三年級學
生周芷廉於2018/19學年期間赴泰國素叻

他尼府Le Méridien Koh Samui Resort &
Spa進行實習。周芷廉表示，是次實習為

學院課程的一部分，能夠到一家豪華度假
村實習，令她有機會體驗不同文化，培養
出獨立解決問題的能力。

周芷廉曾在香港的多家酒店擔任兼職

僱員，由於已有一定的工作經驗，於是決
定到海外實習，以獲在不同文化中工作的
體驗。她認為是次實習取得豐碩成果。她
表示：“此次實習為我帶來了探索世界的
機會，令我更了解其他地方的酒店是如何
運作的。”

周芷廉稱，海外實習課程的另一個好

處是，能夠將拓展自己的專業網絡至澳門
以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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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交流課程
不少旅遊學院學生善用暑假時間，離開澳門參加短
期課程，擴闊視野之餘，也能夠吸收更多與旅遊業
相關的知識，而部分課程由學院與國際夥伴共同舉
辦。學院學生於2018/19學年參加以下的暑期交流
課程：

• • 深圳大學“2019年港澳與內地高等學校師生交流
計劃”–中華傳統文化體驗營

ﾠ中國深圳，2019年5月30至6月8日

• • 2019澳門大學生天津文化交流計劃
ﾠ中國天津，2019年6月8至23日

• • 南京大學“2019年港澳與內地高等學校師生交流
計劃”–澳蘇大學生陽光成長文化2019年交流營
ﾠ中國江蘇，2019年6月18至24日

• • 探索越南文化與歷史

ﾠ越南胡志明市和湄公河三角洲，2019年6月30
至7月10日

• • 旅遊目的地與旅客體驗行銷

ﾠ荷蘭布列達，2019年6月30至7月11日

• • 葡萄牙文化、旅遊及美饌體驗之旅

ﾠ葡萄牙佩尼謝，2019年7月7至20日

荷蘭布列達

• • 東北林業大學“2019年港澳與內地高等學校師生

交流計劃”-“中國北部森林生態及歷史文化體
驗”夏令營

ﾠ中國哈爾濱，2019年7月10至19日

• • 中山大學“2019年港澳與內地高等學校師生交流
計劃”–粵港澳大灣區及長三角經濟發展夏令營
ﾠ中國廣州、長三角洲，2019年7月21至8月4日

中國哈爾濱

• • 《美饌、葡萄酒及文化》暑期研習班

ﾠ葡萄牙阿爾加維，2019年7月22至8月3日

• • 蘭州大學“2019年港澳與內地高等學校師生交流

計劃”-文化遺產友好使者研習營（絲路行-西北
環線）/川龍民族廊

ﾠ中國青海沿線河西走廊和西北甘南沿線，2019
年7月22至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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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地考察和校外活動
實地考察和校外活動是旅遊學院學習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體驗。透過不同的活動，學院不
斷拓闊學生的視野，提高其學習水平，增加
對社區及外界的了解。學院學生於2018/19學
年參加以下的實地考察和校外活動：

• • 修讀“奇趣旅遊”科目的文化遺產管理學

士學位三年級學生於2018年9月6至12日

前住南韓釜蔚慶進行為期7天的實地考察
及學術交流；

• • 修讀“旅遊服務管理”及“旅遊景點開發
與管理”科目的旅遊企業管理學士學位課

程三年級學生於2018年10月8至12日前住
中國內地惠州作實地考察及學術交流之活
動；

• • 修讀“客運管理”科目的旅遊管理學士學

深圳實習有助增進對大灣區認識
旅遊學院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學士學位課程

樓綜合體。林嘉祺被安排到策劃部門實習，期間

物中心展開為期六個月的實習課程，她認為深圳

“粵港澳大灣區是我們現在經常提到的話

三年級學生林嘉祺於2018/19學年赴深圳海岸城購

她留意到澳門和深圳在零售管理方面的區別。

的實習體驗增加了她在粵港澳大灣區工作的專業

題。”林嘉祺表示，“我認為在大灣區的企業實

購物中心由海岸城負責營運，位於中國內地

劃在大灣區城市群開拓個人職業，首選目標是澳

經驗。

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是一座購物中心兼辦公大

習，能夠在未來為我提供更多工作機會。”她計
門或深圳。

位課程二年級學生於2018年10月19日前
往香港國際機場進行實地考察活動；

•• 修 讀 “ 旅 遊 服 務 管 理 ” 科 目 的 旅 遊 學 院
旅遊企業管理學士學位課程三年級學生於
2019年3月8日參觀香港迪士尼；

• • 修讀“服務質量管理”科目的學院四年級

學生於2019年3月22日到香港迪士尼作實
地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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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學院學生赴北京參加普通話研習課程
旅遊學院派出17名代表於2018年12月至2019年
1月到北京語言大學，參加國家語委普通話水平

測試與文化考察研修班。連同其他來自香港中文

大學和香港浸會大學的代表，共有44名港澳代表
參與是次2019年度課程。

普通話水平測試和文化考察研修班旨在提高

高等院校學生的普通話水平，並促進北京、香港
和澳門之間的文化交流。每年，參與研修班的學
生都有資格參加全國普通話水平考試，並成功通

過考試，其中90%取得了3個甲級或更優異的評
核成績。

普通話水平測試是中國官方的普通話口語測

試。根據語言的熟練程度，通過考試的考生獲得
一級、二級或三級證書，每個級别再分出甲乙兩
個等別，其中一甲級為最高等級。在中國內地申
請公務員職位的候選人必須通過此能力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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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研究

自2015/16學年起，學院對所有日間理學學士學位

217

課程學生新增一項畢業要求，每人必須獨立撰寫論
文方可畢業。此舉旨在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
以及批判和分析思維。

2018/19學年完成畢業
論文的學生人數

學生必須提出及制定自己的研究方案，內容及

研究成果必須為學生原創。在過程中，學生可獲導
師的直接指導，以及英語寫作中心和研究輔助中心
的持續支援。

自學院新增完成研究論文為畢業要求後，在國

2018/19學年，旅遊學院共有5名學生獲邀參

遊暨觀光研究協會（TTRA）歐洲分會會議”；在奧

研討會論文集上發表。學院學生參加的國際會議包

遊研究會議（ISCONTOUR 2019）”；以及在法國

際上引起了廣泛關注，多名學院學生獲邀在國際研

加國際研討會，在會上介紹其研究，相關論文更於

一步學習的機會，並與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研究

括：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的“休閒教育研究協會

討會等場合上發表其畢業研究論文，為學生創造進
人員和旅遊業專家進行交流和建立聯繫。

2018年年會”；在英國伯恩茅斯舉行的“2019年旅

地利IMC科技應用大學舉辦的“2019年國際學生旅
加納特舉行的“2019年土著語言、傳統音樂和舞蹈
國際會議—跨文化表演”。

出類拔萃
旅遊學院每一學年結束時均會舉辦“旅遊教育學生峰

會”，旨在表揚準畢業生的優秀學士學位論文和研究成
果。2019年峰會獲銀河娛樂集團有限公司協辦，在澳門

JW萬豪酒店舉行，而每屆峰會的論文集均在學院網站上
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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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外活動的重要性
無論是希望結交朋友、嘗試新事物，抑或是滿足個
人興趣，旅遊學院所設的多個學生團體，均可讓學
生享受豐富多彩的校園生活。從體育到社區志願工
作，學生透過不同的學生團體可參與多元化的課外
活動。

旅遊學院鼓勵學生透過各式各樣的校外活動，

擴闊視野、結交新朋友、建立自信心，藉此豐富他
們在學院的學術生活經驗。

2019年8月，旅遊學院戲劇學會與旅遊學院室

內樂團，以及校外機構澳門重奏協會，於澳門文化
中心合辦音樂劇場，描述家人間的世代關係，並鼓
勵年輕人需增強自信心。

旅遊學院戲劇學會亦定期與其他高等院校的

旅遊學院廚藝學會

2018年12月，澳門旅遊學院廚藝學會更舉辦了

旅遊學院青年卓越服務團

從江縣隸屬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縣內居民

戲劇團體合作。2018/19學年，學會參加了一年一

有史以來的首次外展活動，帶領成員探訪本地一所

的貧困率位居内地前列位置。根據國務院扶貧開發

戲劇社聯合主辦，其他參與機構包括來自澳門、香

傳統糕點外，學生還安排了遊戲和現場表演，並向

開展了幫扶脫貧工作。

度的“大學生戲劇節”，由學會及澳門大學學生會
港、深圳、珠海、廣州和廈門的的多所大專院校。
旅遊學院室內樂團及澳門旅遊學院廚藝學會亦

於2019年4月上旬，在望廈校區戶外劇場合辦《下
午茶音樂會》，面向公眾開放。

老人院。除了為院舍長者預備了中式的低糖糖水和
長者贈送禮物。

另外，旅遊學院學生會青年卓越服務團於2019

年6月到訪貴州省從江縣第二民族中學，為當地7年
級和8年級學生的英語學習提供支援。

領導小組辦公室的建議，澳門特區向貴州省從江縣
旅遊學院青年卓越服務團亦於2018年12月寒假

期間，前往泰國益梭通府，到當地學校Santitham
Witthayakhom School進行志願工作，感受地道的
文化交流。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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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向事業成功

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的主要使命是協助學生

旅遊學院亦為居民提供一系列涵蓋多個領域

培育專業技能和才華，為他們未來投身旅遊及服務

的培訓課程，每年也會舉辦各種專題研討會和工作

同的專業課程，以迎合市場最新的需求。

會人士的視野。

業工作做好準備。為此，旅業及酒店業學校開辦不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開辦的培訓課程和職能認證

坊，並與海外合作夥伴攜手舉辦不同活動，拓寬與

考核，每年吸引約20,000人次參與，課程大致分為
基礎、進階及高階等不同程度。

部分證書及認證課程由學院與海外機構合辦，

獲全球旅遊及服務業界認可。

推廣終身學習

局合辦兩個三年制的職業技術高中課程，分別是旅

推廣終身學習是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的核心使命，為在本澳居住及工作的人士開辦多元化的

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與澳門教育暨青年

遊技術課程和平面設計課程。每個課程由高中學科
及專業學科組成，並輔以實習計劃。

旅遊學院還為高中生開辦職前技能培訓課程，

教授學生有關酒店業、飲食業及會展業的知識。有
關課程剖析旅遊業和酒店業的基本面貌，讓學生未
來在繼續升學和選擇職業時能夠作出明智決擇。

培訓課程。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於2008年起加入由教育暨青年局推出的“持續教育資助計劃”，鼓勵居民終

身學習。2011年，該計劃被“持續進修發展計劃”所取代。

2018/19學年，學院共有約280個課程獲“持續進修發展計劃”接納，約2,350位學員獲計劃資

助受惠。2008年至2019年8月期間，學院累計有1,918個課程獲教青局批准納入計劃，期間共18,776
學員受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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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學院與本地社團及業界夥伴合辦社區教育發展計劃，透過提供範圍廣泛

的免費基礎培訓課程，向居民傳授服務業知識。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的貢獻並不局限於澳門，學校更不斷努力推動澳門與鄰近

地區加強旅遊教育合作，如廣東省及香港特區，藉此深化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
合作。（如欲了解更多相關資料，請參閱“放眼天下”章節。）

文憑課程

學生人數

社區教育發展計劃課程
特設課程

8,560

國際認證

864
825

其他短期專業課程

課程範疇

2,489

餐飲

1,997

文化遺產及旅遊

2,109

零售、會展及商業

2,580

創意藝術及資訊科技

2,292

健康、美容及美療

723

語言文化

4,907

課外活動

1,022

自我提升

1,864
總數

5,404

職前技能培訓課程

學生人數

19,983

技術及職中課程

1,286
總數

2018/19學年職能考核項目

66

19,983
學生人數

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MORS）

1,471

導遊及接送員：語言考試
語言能力測試－英語

203

2,775

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MORS）

2018/19學年修讀專業培訓課程學生人數
酒店

課程類別

70

總數

90

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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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領域
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提供的課程主要涉及八個領域：
- 酒店：課程種類繁多，從行業技能操作至管理概念均包含在內。旅遊

- 創意藝術及資訊科技：為配合澳門文化創意產業的發展，推動“智慧

在事業生涯更上一層樓。

關的課程。

學院亦與多家國際培訓機構合作，開辦不同程度的認證課程，助學員
- 餐飲：為社區大眾和行業專業人士提供不同程度的課程，涵蓋餐飲

-

此外，學院與全球多間培訓機構合作，提供國際認證課程。

健身教練、瑜伽導師課程，以及專業化妝、食品安全及營養學課程。

管理、餐廳前線服務、酒吧運作、烹飪廚藝和食物飲料知識等領域。
- 文化遺產及旅遊：包括提供多種語言的導遊課程，以及世界文化遺產

導賞員、澳門文化導遊和旅行社督導課程。旅遊學院亦與國際航空運
輸協會合作，開辦國際旅遊代理基礎課程。此外，旅遊學院定期舉辦

有關文化旅遊的公開講座。
-

城市”建設，學院開辦多個與創意藝術、設計、創意思維及資訊科技相

零售、會展及商業：為助學員理解澳門零售行業的急速發展，旅遊學

院開辦一系列銷售技巧、店舖運作、商品、市場推廣及視覺營銷等課
程。與此同時，學院開辦從入門至管理程度的財務管理、商業管理和會

計等課程，還提供各式活動策劃、婚禮策劃和會展公共關係等課程。

健康、美容及美療：學院與多家國際培訓機構合作，開辦基本程度

及認證課程，為學員創造職涯發展機會。當中，大受歡迎的課程包括
普拉提蓆上課程及運動手法按摩課程同樣是熱門的選擇。

- 語言文化：學院提供不同程度的語言課程，包括英語、葡萄牙語、

普通話、廣東話、日語、韓語及法語等。學院也為從事酒店、餐飲及
零售等服務行業的學員設計專門課程，教授與行業相關的詞彙。此

外，學院也為本地高中學生開設語言課程。

- 自我提升：課程內容涵蓋人際關係管理到溝通技巧，有助學員自如地
應對工作和生活中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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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不懈工作
近25年以來，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努力

作，為從業員提供培訓，為他們的職涯發展作好

場需求。學校亦定期與公共及私人機構合作，

與澳門酒店協會合作，開辦各類的語言、餐飲及

不懈地提供高質素的專業培訓課程，以迎合市
按其不同需求提供量身定制的一流職能培訓課
程。2018/19學年，旅業及酒店業學校開展的工作
包括：

- 特設培訓課程

為滿足本澳企業和機構的不同需求，旅遊學
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量身定制不同的培訓課

準備，以把握向上流動的機會。其中，學校經常
管理等培訓課程，並設基礎、進階及高階等不同
程度。

2019年5月，旅遊學院為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

專門設計酒店業差異化營銷課程。國家機關事務
管理局是直屬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的機構，負
責中央國家機關事務的管理。

另外，學院於2018/19學年亦為兩所私營企業

科文組織列入“創意城市美食之都”。為配合行

人（澳門）股份有限公司以及新濠博亞娛樂有限

餐飲範疇課程，推出課程包括烹飪文憑課程、夜

程。2018/19學年，來自31所本地機構、共8,560

提供特設課程，分別與綜合度假村營運商威尼斯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一直與業界保持密切合

公司合作，向其僱員提供管理技巧相關課程，傳

名業界人士參與了學院的特設課程。

授行業必須的技能和知識，為僱員創造職涯晉升
的機會，課程亦設有國際考核，讓學員可以考取
國際認證資格。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同時與美高梅中國控股有

限公司合作，為其餐飲員工提供“廚藝專業文憑
課程”。

- 餐飲範疇課程

本澳旅遊業的蓬勃發展，創造了不少與餐飲業相
關的職涯發展機會，澳門更於2017年獲聯合國教

業需求，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致力優化其
間短期課程和國際認證課程。

2018/19學年，學校提供了約100個不同程度

的短期餐飲培訓課程，吸引共1,997人次參與。

旅遊學院於2018/19學年亦舉辦了多個工作坊

和研討會，邀請了海內外專家出席。作為“第十
屆中國－葡語國家文化週”的合作夥伴之一，旅
遊學院助力呈獻葡語國家的特色美食。第十屆中

葡文化週於2018年10月舉行，由中國與葡語國家
經貿合作論壇常設秘書處輔助辦公室主辦，旅遊
學院期間帶來了兩場烹飪示範，分別由來自佛得
角和莫桑比克的大廚大獻身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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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技能課程

旅遊學院在國際認證課程上的合作夥伴：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自2016年起推出一系列與旅遊
酒店業相關的葡語課程，學員完成修讀課程後，

• • 美國酒店業協會教育學院（AH&LEI）

將獲東方葡萄牙學會（IPOR）授予A1葡語水平證

• • 亞洲商品展示設計師協會（ASVM）

書。IPOR是專注於葡語文化推廣的本地非牟利機

• • 法國布根地葡萄酒學校

構，而相關證書是根據國際通用的《歐洲共同語

• • City and Guilds

言參考標準》所發出，印證相關學員具備基本的

• • 美國教育測驗服務社（ETS）

葡語溝通和交流程度。

• • 法國巴黎Ferrandi廚藝學院

學院於2019年7月為旅遊酒店業從業員增設新

• • 國際航空運輸協會（IATA）

系列葡語課程，完成修讀相關課程後，學員將獲

• • 國際調酒師協會（IBA）

發A2葡語水平證書。

• • 國際康體專才培訓學院（IPTFA）

另外，學院自2019年起，定期為澳門民航

• • ITEC

局提供“語言能力測試－英語”。該測試對象為

• • 法國藍帶國際學院

民航機師、航空交通管制員和航空通訊員，這些
專業人士必須通過相關測試，證明其英語水平達
“操作水平”才可繼續執業。
- 警員“軟技能”培訓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為本澳前線警員提供與旅客溝

相關培訓課程由學院與保安部隊高等學校合

辦，旨在改善警員與旅客的交流互動，提高警隊
的服務質量，助力澳門建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

該課程每年開辦10期，每期學員人數為25

通交流的“軟技能”培訓，內容包括提升外語能

人。自2015年舉辦首期課程以來，至今共985位

通技巧。

關課程，修畢的學員人數達273人。

力和介紹澳門文化遺產等，提高警員的禮儀和溝

學員修讀了課程；2018/19學年共開設了11期相

• • 培生LCCI

• • 法國PIVERDIE高等花藝設計學院
• • 日本清酒侍酒師協會
• • ServSafe

• • 精品咖啡協會（SCA）
• • 雪利酒學會

• • Wines of Portug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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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主任

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的課程主任，均

麥錫光

定及執行具系統性的教學計劃，為學員作好

(MORS）及酒店課程主任

是具備專業資格和經驗的專業人士，他們制
充分準備，未來在職場上一展身手。

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

麥錫光主任擁有逾15年的酒店及旅遊業工作經驗，
於2002年加入旅遊學院。作為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
準（MORS）的課程主任，他近年積極把基準引進
到中國內地。

譚志輝

餐飲課程主任
譚志輝主任擁有逾25年的餐飲工作經驗，於2005年

加入旅遊學院。除了擔任餐飲課程導師外，他亦負
責統籌安排國際認證課程，以及協助舉辦餐飲活動
和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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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傳錢

鄧靖宇

傅曉棠

陳傳錢主任於1997年加入旅遊學院，此前曾於旅遊

鄧靖宇主任在廣告、公共關係及零售管理領域具有

傅曉棠主任是平面設計及創意藝術課程導師。她自

內地華僑大學旅遊管理碩士學位，負責統籌組織世

學位。2002年從事教職前，她曾於媒體及零售領域

學院。她擁有澳門理工學院設計傳意學士學位，曾

文化遺產及旅遊課程主任
業服務長達十年，主要從事導遊工作。他擁有中國
界文化遺產專業導賞員課程和舉辦與文化遺產相關
的專題講座。

會展及商業課程主任
豐富經驗，擁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大眾傳播碩士
任職，後於2009年加入旅遊學院。

藝術及資訊科技課程主任
2002年起開始從事教育工作，並於2009年加入旅遊

在多家市場策劃及廣告公司擔任平面設計師。傅主
任近年積極為旅遊學院策劃藝術展覽，多場展覽中
亦展出了學院創意與藝術課程的師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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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詠心

胡詠斯

陳詠心主任自2002年加入旅遊學院，任教食物衛

胡詠斯主任是資深的英語教師，曾為不同人士教授

並獲國際認可的食品安全導師證書及監考員資格。

察，以及旅遊酒店業等行業的從業人員。她擁有英

健康、美容及美療課程主任
生及營養學課程。她曾在酒店業及教育領域工作，
她擁有加拿大阿爾伯塔大學營養與食品科學學士學
位、澳洲新英格蘭大學應用語言碩士學位和澳門大
學頒發的學士後教育證書。

語言課程主任
英語課程，包括成人持續教育學員、高中生、警
國埃塞克斯大學應用語言碩士學位，於2005年加入
旅遊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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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測試

長期以來，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持續投入

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MORS）的工作，旨在
透過設立前線工作技能認證制度，提升澳門酒店
及旅遊業的人員表現。此基準獲澳門旅遊業界廣

泛認可，從 業 人 員 在 參 與 及 通 過 評 核 後 可 獲 頒
證書。

在歐盟的支持下，此基準在2001年推出，

更獲得亞太旅遊協會（PATA）頒授“教育和培
訓”金獎。

12,894

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自
2001年推出以來通過評
核的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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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在提高本地旅
遊業人力資源質素，以及在推動從業員
職業發展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李寶來

酒店旅業職工會會長

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涵蓋的工種：
• • 西廚助理廚師
• • 調酒員

• • 前堂代辦及行李員

• • 中式烹調師 - 港澳粵菜（初級/中級）
• • 中式烹調師 - 港澳點心（初級/中級）
• • 客務關係主任
• • 前堂服務員

• • 零售服務主任
學院每年至少開辦兩次基準密集預備課程和職

基準工作範疇內的傑出表現人士。2018/19學年，

時期較長的預備課程，提升本澳從業人員的工作技

在職業技能認可基準之外，旅遊學院還積極參

業技能評核試。自2010年起，學院更為公眾開辦

共20位參賽者獲頒獎項。

能，回應澳門旅遊和酒店業的高速發展及需求。

與其他推廣職業培訓的活動和競賽。2019年1月，

辦“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金襟針比賽”，以表揚

一屆澳門綜合旅遊休閒企業職業技能競賽”。

除了技能評核，旅遊學院自2002年開始每年舉

學院與勞工事務局及澳門工會聯合總會合辦了“第

• • 房務員

• • 旅遊博彩業保安員
• • 旅行社代理
• • 中菜侍應生
• • 西餐侍應生
• • 花藝設計師
• • 西點烘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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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藝術領軍者

旅遊學院近年更加大力度培養文化產業人才，

並成為文化產業委員會成員之一，為澳門特區政府
出謀獻策。

2018/19學年開辦的創意藝術課程：
• • 廣告設計
• • 攝影
• • 花藝

• • 紀念品設計及製作
• • 中國及西方繪畫

• • 中國書法及古英文書法
• • 現代陶瓷藝術
推動澳門經濟實現適度多元是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
業學校的使命之一，學校為此開辦了更多元化的創
意藝術課程。

課程時間長短不一，並分成不同程度，而且內

容廣泛，從美術繪畫到電腦動畫創作，再到皮革工
藝製作等，應有盡有。

• • 皮革工藝

• • DIY環保創作
• • 藝術行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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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業及酒店業學校在望廈校區定期舉辦免費入

學校與澳門文化局合作，開辦文化創意產業課

場的藝術展覽，為澳門的文化藝術事業出一分力。

程。其中，“藝術行政證書課程”除了提升從業員

學員的作品。

培養管理人才。

其中，部分展覽展出在學院任教的本地藝術家及其

在相關領域的工作技能外，還為本地文化創意產業

藝術與文化結合
旅遊學院於2019年舉辦以“中西遊藝”為主題的

系列活動，作為“藝文薈澳”系列活動的一部分。

“藝文薈澳”是由文化局主導推廣的大型藝術盛
事，為期五個月，聚焦國際藝術和文化。

“五彩國粹－中華書畫聯展”是首場“中西遊

藝”展覽，於6月20日至7月21日在旅遊學院望廈校

區教學餐廳舉行，展出內地及澳門六位著名書畫家
創作的12件書法和繪畫作品。

“中西遊藝”第二場展覽“再度重相逢－當代

藝術聯展”於8月8日至9月13日在旅遊學院望廈校

區教學餐廳舉行，邀請了六位來自內地及澳門的藝
術家參展，共展出17幅作品。

年10月16日至2019年1月31日，在旅遊學院望廈校

覽。本地藝術家何麗嬋及其學生的書法作品於2018

店業學校教授短期書法初級課程。

旅遊學院在2018/19學年還舉辦了兩場藝術展

區協力樓展廊展出。何女士於2017年起在旅業及酒

此外，“拼東拼西：黎小傑師生作品展”於

2019年3月7日至6月2日在協力樓展廊舉術，展出本
地藝術家黎小傑及其學生的30幅拼貼創作。

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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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非凡

旅遊學院致力為澳門乃至亞太地區的旅遊服
務業塑造更美好的未來，學院學者亦以此為
目標，開展學術研究，秉承着知識共享的信
念，務求令研究具影響力及與業界發展息息
相關。

透過協同合作，旅遊學院研究人員與海

内外教育和業界夥伴緊密聯繫，完成對本澳
及全球發展都深具意義的研究。而近年學院
研究人員在備受推崇的學術期刊上發表的論
文數量與日俱增，足以證明其研究成果獲國
際認同。

旅遊學院致力推動以嚴謹認真的態度，

進行具原創性的研究，從而取得具影響力的
研究成果。不論是研究主題或是研究方法，
學院學術人員都享有自主權。此外，學院努
力不懈地構建優質的研究環境，不斷優化圖
書館資源和配置，提供更多專業設備，以及
更新學院的資訊系統。

50%

學院學者於2018/19學年發表的學術論文數量的按年增長，
其中大部分刊登於國際一流學術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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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9學年，學院為下列政

府部門及機構提供顧問服務：
• •澳 門 經 濟 局

• •澳 門 教 育 暨 青 年 局

2018/19學年，學院與下列機
旅 遊 學 院 於 2 0 1 8 / 1 9 學 年 發 表 的 研 究 成 果，
部分如下：

-ﾠ學院講師劉名珍參與的一項研究發現，內地

家庭旅客參觀遊覽獲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

本身亦能從中受惠。學院副教授白曉利博士的
一項研究發現，企業社會責任政策可為員工行
為帶來“普遍的積極影響”，促使僱員提供更
優質的客戶服務；

《世界遺產名錄》的景點時，父母皆冀望子女

-ﾠ學院學者李湘萍博士和溫艷瓊博士參與的一

應關注並開發能夠滿足此期盼的產品；

節慶活動所帶來的社會和文化益處的認識。研

能夠從中獲益受教。該研究建議旅遊業營運商
-ﾠ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酒店業引入正面積極

的舉措不僅能造福社會，推行相關措施的企業

項研究指出，澳門特區政府應致力提高居民對
究團隊認為，深化相關意識有助於提高社區對
節慶旅遊發展的支持，從而推動澳門整體旅遊
業的多元化發展。

構開展合作研究項目：

• •中 山 大 學 （ 廣 東 省 ）
• •香 港 理 工 大 學

（香港特別行政區）

66

旅遊學院年報2018/19

學術研究

學院於2018/19學年進行了
與下列主題相關的研究：
• •工 作 滿 意 度
• •控 煙 政 策

• •經 濟 型 住 宿

• •文 化 認 同 的 構 建 和 表 現

學術界與業界的橋樑

• •非 物 質 遺 產

2003年成立，是旅遊學院專責政策研究和行

學術會議，與行業持份者和政府部門分享最

門特區政府各個部門提供顧問服務，以及與

下列指標性研究：

• •企 業 社 會 責 任
• •電 子 商 務

• •節 慶 活 動 發 展

• •品 牌 發 展 和 知 名 度
• •性 別 不 平 等

旅遊學院旅遊業研究暨科研中心（ITRC）於
業發展的部門，也作為公共政策智庫，為澳
海內外研究夥伴進行廣泛合作。

ITRC專注於推動高質素的研究項目，

涵蓋理論和實踐範疇，並以最佳方式實

踐。ITRC以接受委託或自發性形式進行政策

研究，也替行業落實監測和評估工作，以及
為其他學術研究提供支援。

另外，ITRC不時舉辦研討會、工作坊和

新 的 研 究 成 果 。 中心於2018/19學年進行了
-ﾠ澳門旅遊接待能力研究
-ﾠ訪澳旅客滿意度指標
-ﾠ訪澳旅客分析報告

-ﾠ澳門人力資源監察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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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殿堂

旅遊學院恆常組織國際會議，致力為旅遊及酒店業打造國際性的學術研究分享交流平台。相關會議活動不僅
促使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學者進行深入交流，同時亦進一步提升學院在學術界的知名度，以及推廣學院學術
人員最新的研究成果。

探討零售業未來

則是另一位出席會議的國際學術專家，被視爲全球

旅遊學院於2018年12月舉辦首屆“旅遊及零售管理

發表演講，他還主持了一個以現代研究和分析技術

國際會議2018（TRMC2018）”，以“旅遊與零售
服務業發展”為主題，吸引了近100位來自13個國

市場營銷領域的頂尖學者之一。除了在是次會議上
為主題的工作坊，作爲是次會議的周邊活動之一。
同時，TRMC2018帶來了學術界以外的聲

家與地區的嘉賓參與。

音。奢侈品零售商DFS集團澳門常務董事Johan

店、零售及體育管理學院，以及中國內地天津南開

了其真知灼見。此外，會議議程還包括“粵港澳大

是次會議由旅遊學院、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酒

大學旅遊與服務學院合作舉辦，探討的議題涵蓋從
購物旅遊至社交媒體對消費者決策的影響。

南卡羅來納大學Mark S. Rosenbaum教授在會

Pretorius先生在會上就旅遊零售的最新趨勢，分享

灣區——戰略及綜合旅遊發展”公開特別專場，聚
焦大灣區發展。

會後的參觀之旅亦是會議的另一特色，讓參與

上發表的主題演講引起了廣泛關注。他剖釋如何利

者有機會遊覽澳門部分最大型的購物中心，並與業

將此趨勢稱為“高度個性化”。

展等議題。

用顧客的實際基因來量身定制個人化零售產品，並
美國卡羅來納海岸大學Arch G. Woodside教授

界代表會面，一起討論澳門奢侈旅遊零售及商場發
第二屆會議於2019年在南開大學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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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目的地品牌

管理學院聯合舉辦，吸引了近90位來自23個國

旅遊學院於2018年12月舉行“第三屆國際地方

地品牌和市場發展國際會議系列組委（DBM）

品牌協會年會（IPBA）”，為全球業者、地方

品牌及目的地營銷學者搭建了一個交流平台，

12個

國家和地區

旅遊學院學者於2018/19學年假美國、法國

和澳洲等多個國家和地區舉行的國際研討會
上發表學術研究論文

共同探討地方品牌、目的地營銷和旅遊相關領

家和地區的嘉賓參與。作為會議主辦方，目的

於2005年由旅遊學院創立，現已與IPBA建立了
緊密的夥伴合作關係。

是次會議日程包括題為“粵港澳大灣區目

域的最新發展及挑戰。

的地品牌——旅遊業的機遇與挑戰”的公開特

亞太地區舉辦年會，先前兩屆年會均選址英國

東省中山大學旅遊學院和香港理工大學酒店及

是次活動是國際地方品牌協會首次選擇在

舉行。該協會成立於2015年，由從事或對相
關領域感興趣的專家學者組成，關注城市、地

區、國家或其他類型的目的地的品牌發展和品

別專場，來自旅遊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廣
旅遊業管理學院的地方品牌專家和研究人員，
與各參會人士分享其獨道見解。

“第三屆國際地方品牌協會年會”獲業界

牌管理。

人士和政府官員的支持，包括澳門特區政府旅

店、零售及體育管理學院以及英國斯旺西大學

公司行政總裁兼執行董事簡博賢先生。

會議由旅遊學院、美國南卡羅來納大學酒

遊局副局長程衛東先生和美高梅中國控股有限

放眼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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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網絡

旅遊學院致力從本地、全國及國際等不同層面，與
多家機構建立長期的教育和研究合作關係。憑着良
好聲譽，學院能夠與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知名學府及
機構建立緊密及成功的合作夥伴關係，共同開展高
質量且具正面意義的項目。

旅遊學院與多家外地機構開展不同範疇的合

作，包括攜手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學院還與聯
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合作，向亞洲其他

地區乃至全球各國的官員，提供有關旅遊接待能力
建設的專業培訓課程。

此外，旅遊學院也建立了龐大的國際網絡，目

前已與逾30個國家和地區的113所高等院校及機構

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學院亦與全球領先的旅遊院
校合作，為旅遊服務業高級管理人員開辦短期培訓
課程。

藉由以上合作的廣度和深度層面，使旅遊學院

從其他教育機構中脫穎而出。不論是與不同夥伴大
學構建的正式合作關係、海外交流計劃，還是透過
學院學生、教職員和校友的多元化背景而深化的非
正式友好合作，這些特質已深入滲透至學院的每項
工作細節。

154

合作夥伴

旅遊學院與34個國家和地區的院
校和旅遊機構建立了合作夥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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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個學士學位課程

旅遊學院獲葡萄牙萊里亞理工學院認可的學士學位課程數量，有關課程亦因此獲
歐盟各地認可，這意味有關課程的畢業生可更易於赴歐盟國家升學及工作。

擴展網絡
行業高管分享國際觀
旅遊學院與全球領先的旅遊院校合作，為旅遊酒店業高級管理人員開
辦涵蓋行業最新趨勢的短期高級管理課程。

旅遊學院於2019年8月，與瑞士EHL諮詢服務機構合辦了一個以吸

引、選擇、評估、培養和挽留人才的最佳做法為題的高級管理課程。
爲期兩天的課程由EHL諮詢服務機構機構的高級顧問Pierre Verbeke先
生及旅遊學院顏力祺副教授主講，吸引了21名來自本地酒店及大型度
假村的高級行政人員參加。

EHL諮詢服務機構是瑞士洛桑酒店管理教育集團的屬下機構，該集

團還營運全球知名的酒店管理學校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學院。

旅遊學院於2018/19學年與多家國際機構簽署了新的教育和研究合作協
議，包括：

• • 金邊皇家大學（柬埔寨）
• • 卡比蘭諾大學（加拿大）

• • 慕尼黑科技應用大學（德國）

• • 胡志明經濟大學旅遊學院（越南）
• • 廣州市教育局（中國內地）

• • 廣州市導遊協會（中國內地）
• • 中山大學（中國內地）

• • 從江縣人民政府（中國內地）

• • 張家口文化廣電和旅遊局（中國內地）
• • 南昌大學（中國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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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學院在國際機構的成員資格
• • 亞洲文化遺產管理學會

• • 亞太旅遊教育及培訓院校網（APETIT）
• • 亞太觀光學會（APTA）

35

2018/19學年為旅遊學院學生提
供實習機會的非本地機構數量

• • 旅遊及休閒教育協會（ATLAS）

創造價值

• • 中國-東盟旅遊教育聯盟

旅遊學院是多家國際旅遊和教育機構的成

• • 葡萄牙語大學聯會（AULP）
• • 亞太旅遊協會（PATA）

• •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

員，並致力從中發揮作用、彰顯價值。

其中，旅遊學院與亞太旅遊協會

（PATA）在旅遊及酒店業教育方面建立了長

期合作關係，學院先後於2010年和2017年主
辦了兩次“PATA青年研討會”，為有意投身

18

國際認證課程合作夥伴

旅遊學院提供多元化及專業的國際認證及文憑課程

旅遊行業的大學生和青年提供與行業領導互

組織，致力推動亞太地區旅遊業的負責任發

旅遊學院院長黃竹君博士早前獲選為亞

府旅遊單位、國際航空及機場管理公司、旅

動的機會。

太旅遊協會執行理事會顧問（2019/20）。同

時，旅遊學院為現任亞太旅遊協會澳門分會
監事會副主席。

亞太旅遊協會於1951年成立，屬非牟利

展。現有成員包括來自國家及地方層面的政
遊酒店業教育機構及組織。

旅遊學院自1995年加入亞太旅遊協會

後，已先後兩次獲該協會頒發“教育及培
訓”金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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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冬奧會
根據旅遊學院與張家口文化廣電和旅遊局代表於
2019年7月22日簽訂的合作意向書，學院將為河北
省張家口市的旅遊從業人員提供培訓課程。

合作協議為期兩年，期間旅遊學院為張家口旅

遊業從業人員提供培訓，助力該市為2022年冬季奧

運會作好準備。屆時，冬奧會的比賽項目將分別於
張家口和北京舉行。

參加相關培訓的人員包括負責旅遊管理的官

員、旅行社代表、酒店業從業員和旅遊景點工作人
員等。
支援從江縣
根據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的推薦和安
排，澳門特區參與貴州省從江縣扶貧工作。

從江縣隸屬黔東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縣內

旅遊學院與澳門旅遊局和從江縣人民政府

於2019年4月正式簽署合作協議，以推動從江縣

旅遊業發展，並為當地旅遊業從業人員提供培
訓，而上述課程是協議簽訂後的首個培訓課程。

課程分為三場主題講座，涵蓋旅遊業發展

居民的貧困率是中國其中一個最關切的問題。

和區域經濟合作、文化旅遊和鄉村旅遊，吸引了

程，包括於2019年7月29日至8月2日期間，學院

表和旅遊景點工作人員參與。

旅遊學院亦參與了澳門支持從江縣扶貧工

副教授黃婉妍博士和李湘萍博士為當地旅遊業從
業人員安排了培訓課程。

負責規劃和開發旅遊業的從江縣官員、旅行社代
在從江縣期間，黃婉妍博士和李湘萍博士

還展開了以鄉村旅遊為主題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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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遺產教育協調中心
旅遊學院與聯合國教育教科文組織建立了長期合作關係，協助該組織在亞太地區
落實部分培訓工作，並提供技術支援，以攜手開辦“世界文化遺產專業導賞員培
訓及認證計劃”。

旅遊學院於2018年10月8至19日舉行以管理和監測世遺景點為主題的國際培

訓課程，吸引了來自中國內地、澳門特別行政區、亞洲其他地區、歐洲、非洲和
南美洲等地的20多名政府官員、學者及私營領域專家出席。

課程由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文化局合辦，旅遊學院是

協辦單位之一，課程選址旅遊學院氹仔校區舉行。

課程內容包括兩場面向公眾的研討會，向本澳社會推廣歷史城區景觀管理的

重要性，藉此加強居民相關的意識。

旅遊學院在中葡旅遊教育合作中
發揮重要作用

出的課程，均會向粵港澳大灣區
其他城市的學生開放。

為深化旅遊學院及葡萄牙

澳門特區政府與葡萄牙政府在葡

旅遊局轄下的十二所旅遊學院各

份備忘錄是與旅遊教育、培訓和

（包括師生交流及分享關於教學

萄牙簽署了合作諒解備忘錄。該
研究合作相關。旅遊學院在執行
該份諒解備忘錄上發揮重要的基
石作用。

備忘錄於2019年5月簽署，

旨在推動兩地共同開發培訓課程
和聯合學位課程，促進研討會參
與以及其他互利的專案。

未來，根據諒解備忘錄而推

自在旅遊培訓領域的經驗和工作
技術的研究資料），雙方期望於
短期內簽訂新的合作協議書，以
建立在旅遊教育、培訓和研究領
域更全面的合作關係。待合作協
議書簽訂後，葡萄牙旅遊局將會
在埃斯托利爾酒店旅遊高等學院
的校舍內提供一個空間，以借用
形式作為澳門旅遊學院的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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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進步

追求卓越

旅遊學院教學餐廳團隊經常到世界各地參加不同的

黃育山先生及總廚李漢斯先生代表學院參加了在西班

耀昌先生代表學院到廣東省佛山市順德職業技術學院

活動匯聚了來自酒店、餐飲、生產商和美食分銷行業

此外，學院餐飲團隊定期參加不同的行業競賽，

牙瓦倫西亞舉行的“Gastrónoma 2018”博覽會。該

參加粵港澳廚藝展示與交流，展示了澳門美食。

的專業人士。

以提高技能。2019年5月，廚師RonaldﾠGonzales先

加“第18屆國際食品餐飲及酒店設備展覽（HOFEX

參加各類活動。2018年8月，餐飲部行政副經理黃

賽2019”。該大賽旨在表揚傑出的烹飪技巧，設有

2018年11月11至13日，學院餐飲部行政副經理

員。2019年5月30日，總廚唐潤強先生及一級廚師曹

展會和其他活動，以增廣見聞。2018/19學年，學院

代表於2019年5月7至10日前往香港會議展覽中心參
2019）”。

旅遊學院餐飲團隊在業內享負盛名，經常獲邀

育山先生獲邀擔任一項備受推崇的葡萄酒大賽評審

生和曹耀昌先生代表學院參加了“香港國際美食大獎

20多個類別的賽項，其中曹耀昌在“西式烹調專業組
別－豬柳”中贏得銅牌，為澳門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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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大灣區

旅遊學院全力支持澳門特區政府推動和促進粵港澳
大灣區建設發展政策，其中，學院參與了一系列的
旅遊教育項目，推動《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
該《綱要》由中央政府於2019年2月通過。

《綱要》提出將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為重要的國

際標準教育中心，並將澳門打造成大灣區旅遊教育
和培訓基地。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與粵港澳三地
政府於2017年7月共同簽署的《深化粵港澳合作推

進大灣區建設框架協議》，已表明澳門於這方面的
發展定位。

港珠澳大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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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概念涵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兩個特別

大灣區城市
肇慶

行政區，即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澳門特別行政區，以
惠州

廣州
東莞

佛山

及廣東省九個城市，分別是廣州、深圳、珠海、佛
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和肇慶。該倡議旨在
推動和整合大灣區的經濟貿易、環境保護和旅遊業
等領域的發展，並確保大灣區具國際競爭力。

在推動大灣區旅遊業和酒店業的蓬勃發展上，

旅遊學院亦發揮着重要作用。2018年10月，旅遊

學院作為協調單位，聯同包括學院在內的十所本地

2018年11月至12月，旅遊學院與勞工事

立“促進澳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

藝師（初級技能），完成課程及考核及格

高等教育院校，以及三個澳門特區政府部門合作成
聯盟”，旨在根據中央政府規劃，將澳門發展成大
灣區旅遊教育培訓基地。

珠海
江門

中山

深圳

澳門
香港

推廣茶文化

2018/19學年，旅遊學院、香港理工大學及中

山大學簽署了《成立粵港澳大灣區旅遊研究聯盟合
作備忘錄》，分別位於粵港澳三地的三校，合作研
究大灣區內旅遊發展的相關議題。

務局開辦國家職業資格試前研習課程－茶
的學員可獲中央人民政府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部頒授資格證書。

課程邀請了廣東省職業技能鑒定指導

中心的合資格導師教授，共有63名學員參
加了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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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旅遊業服務質素，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於
2018年9月和10月，向來自廣東省江門、台山、開

平、新會和恩平等多個城市的地方旅遊部門官員開
辦旅遊管理培訓課程。江門職業技術學院、江門旅
遊業協會以及江門周邊主要旅遊景點的管理層代表
亦參加了是次課程。
-ﾠ大灣區導遊研討會
加強專業培訓合作
多年以來，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一直與廣東

育局簽署協議，共同開展人力資源培訓合作項目，
推動廣州職業教育系統的發展。

2018/19學年，旅遊學院提供多項配合大灣區

省的多家教育機構合作，提供專業培訓。根據《粵

發展的專業培訓課程，包括：

步深化區域合作，建立了新的合作夥伴關係。

-ﾠ高層官員交流計劃

署了合作協議，攜手促進旅遊業發展，加強粵澳兩

澳大灣區旅遊人才交流合作”活動，邀請了廣東省

港澳大灣區發展綱要》，學院於2018/19學年進一

2019年1月25日，旅遊學院與廣州導遊協會簽

地的旅遊合作，並支持澳門發展為“大灣區旅遊教
育培訓基地”。

協議簽署後，旅遊學院代表獲邀參加了2019年

3月22日舉行的廣州市導遊協會2019年會員大會。

學院代表向會上約300名與會人士發表了演講，期
望能拓寬與會者的專業視野。

此外，旅遊學院於2019年3月20日與廣州市教

旅遊學院與廣東省旅遊局於2018年9月合辦“粵港

旅遊局領導，以及大灣區廣東省九個城市的旅遊局

2018年10月24日，旅遊學院和廣州市導遊協會合
辦“粵港澳大灣區新型導遊人才培養論壇”，澳門
導遊促進會、澳門導遊公會及香港專業導遊促進會
則為協辦單位。

-ﾠ客戶服務和時間管理課程

旅遊學院於2019年4月16至24日，為珠海大橫琴泛

旅遊發展有限公司的員工開辦了客戶服務和時間管
理課程。

主要負責人及相關組織和機構代表參加。探討的主

-ﾠ2019年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烹飪賽

管理和目的地營銷等。

日至6月2日在佛山順德職業技術學院舉辦，旅遊

題包括澳門旅遊業、大灣區旅遊發展合作、度假村
-ﾠ江門旅遊業管理人才培訓課程

江門市作為大灣區內的主要城市之一，為提升江門

“2019年全國職業院校技能大賽烹飪賽”於5月31

學院代表參加了同期舉辦的“粵港澳大灣區厨藝展
示與交流活動”及“粵港澳大灣區烹飪教育高峰論
壇”，並作出葡式美食烹飪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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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RS引入廣東省

在南沙市推廣MORS。現時嶺東職業技術學校已可

在過去十多年，旅遊學院旅業及酒店業學校與廣

培訓及接受評核。

東省的合作夥伴致力將澳門職業技能認可基準

的多家教育機構，向一批教學人員提供MORS前台

一直攜手合作，將更多工種的基準帶入珠海。該校

院、東莞職業技術學院、珠海第一職業中學、惠州

目前可對基準內的七個不同工種進行培訓及接受評
核，至今已有超過3,850名學生接受MORS培訓。

另外，旅遊學院也與嶺東職業技術學校合作，

大灣區決策者和業界人士越來越重視智慧旅遊的發展
趨勢，旅遊學院為此在2018/19學年舉行了一場特別
論壇，共商智慧旅遊。

為推進大灣區旅遊業的培訓、教育和研究合作，

旅遊學院舉辦了一系公開講座，包括是次“智慧旅
遊、智慧目的地”公眾論壇。

2019年2月和3月，旅遊學院代表拜訪了廣東省

（MORS）引入大灣區內的其他地區。

自2009年起，旅遊學院與珠海第一職業中學

探討智慧旅遊趨勢

對前堂服務員及調酒員兩個MORS工種的技能進行

是次論壇邀請了旅遊局副局長許耀明先生、香港

學者羅振雄教授和永利澳門研究及策略規劃行政總監
倪孟正博士作為主講嘉賓。他們一致認同，大灣區內
智慧旅遊及電子旅遊技術的使用和開發勢頭持續，下
一步將推動大灣區各城市之間的深入合作。

約有80名與會者參與是次論壇，包括公衆人

士、澳門及大灣區其他城市的高等院校代表、政府官
員，以及業界管理層等。

培訓和評估。中山職業技術學院、江門職業技術學
城市職業學院和廣州市旅遊商務職業學校等合作夥

伴參加了是次培訓，共有23位代表成功取得初階專
業證書和培訓員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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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級培訓中心

旅遊學院旨在成為亞太區域的教育及培訓基
地，旅遊學院世界旅遊教育及培訓中心的成
立正標誌着學院向此踏出的重要一步。

根據澳門特區政府與聯合國世界旅遊組

織簽署的諒解備忘錄，為增強旅遊業的人力
資本和促進亞太地區旅遊業的可持續發展，
旅遊學院世界旅遊教育及培訓中心於2016年
成立。

中心與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和各方合

作提供培訓和教育課程，協助參與培訓的旅
遊官員和專業人員提高行業知識和技能。自

2016年起，中心已舉辦超過30個課程，約
335位來自24個國家和地區的學員修畢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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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在2018/19學年也與聯合國世界旅

葡語國家官員向澳門取經

遊組織合辦了兩次培訓課程，該學年的第一

旅遊學院世界旅遊教育及培訓中心致力加強與

市場推廣能力建設”，於2018年11月開辦，

遊教育和培訓中心的地位，也配合澳門特區政

期課程題為“可持續發展的旅遊規劃及旅遊
為期八天，吸引了22位參與者，分別來自柬

埔寨、安哥拉、佛得角、莫桑比克、聖多美
和普林西比、東帝汶、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

葡語國家合作，藉此加強旅遊學院作為國際旅
府政策，推動澳門成為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
作服務平台。

為配合旅遊局及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

和中國大灣區。

論壇（澳門）常設秘書處所推出的培訓計劃，

行。是次“可持續發展的旅遊規劃及區域發

府人員舉行培訓工作坊。

第二期課程為期八天，於2019年5月舉

展的能力建設”課程共有19名參與者，當中

中心在2018/19學年為葡語國家的旅遊部門政
2019年的培訓計劃共分三期，先後吸引

天的主題工作坊，旨在為學員提供不同技能工

旅遊部門的政府人員組成。每期培訓計劃為期

2019年，旅遊學院已經連續四年支援旅遊局的

大部分來自“一帶一路”發展沿線的國家和

了三批學員來澳，每批學員由約十位葡語國家

泊爾及粵港澳大灣區的代表。

兩週，期間學員需參與旅遊學院舉辦，為期兩

地區，包括馬爾代夫、斯里蘭卡、印度、尼

具，改善其國家旅遊業發展的規劃管理。連同
培訓計劃。

校園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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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化學習環境

旅遊學院一直持續優化望廈校區和氹仔校區的設

礎設施項目，旨在提升教學環境、確保校園環境安

來了新的變化，大幅提升學生的生活及學習環境，

學習及教育設施外，學院還設有社交和住宿空間。

施。此外，校園服務部延長服務時間，更好地為望

旅遊學院於2018/19學年一如以往地強調校園

施，以支持師生學術及個人發展。除了提供先進的
學院學生可享用專業的培訓設施，包括設備

全健康、促進環境保護以及優化校內的無障礙設

其中一大亮點是新設的多功能室。

廈校區的夜間課程提供技術支援。

安全與衛生。在針對不同的情況下，學院多個部門

經翻新修葺的教學酒店。另外，學院擁有兩座圖書

室遷至地面層，並調整其服務時間，以便學生使用

座，以加強其防火意識。另外，學院舉辦了多場有

2018/19學年，學院校園服務部開展了數項基

氹仔校區東亞樓學生宿舍多處設施及配套亦迎

先進的課室、實驗室、烹飪課室、教學餐廳，以及
館，並提供電子資訊服務和電腦設備。

學院氹仔校區的改善工程包括將展望樓的護理

相關設施及服務。展望樓還增設了一間電腦室。

進行了多次火警演習，期間也為師生舉辦防火講

關預防流感、壓力管理、急救及心肺復甦法等的職
安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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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認證

國際認證。

旅遊學院多年來成功取得了多項類別的國際認證，

續性管理體系認證作準備，以確保學院營運符合最

發展的目標。

認證預計可提高學院師生有關防災減災的意識。

反映學院致力遵循合適的政策和流程，實現可持續
學院於2013年獲得ISOﾠ20000認證，彰顯學

旅遊學院目前正着手為通過ISOﾠ22301業務連

佳準則，尤其是業務連續性和災難應對。以上ISO

與此同時，學院亦就ISOﾠ27001資訊安全管理

院在資訊科技服務管理上與國際標準接軌。旅遊學

系統認證開展相關申請程序。該認證構建一個政策

14001環境管理體系認證及ISOﾠ9001質量管理系統

及的法律、實務和技術控制操作 。

院亦先後於2016年6月及2018年4月，分別取得ISO

和程序框架，包括機構內訊息風險管理流程中所涉

綠色生活
旅遊學院承諾以認真負責的態度應對環境問題，在
能源、水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方面，制定相關的效
率目標。

學院每學年參與多個以提高環保意識為主題的社

區活動，包括在澳門舉行的“地球一小時”運動，關

“健康綠色體驗月”自2012年首次舉辦以來，

已成為了旅遊學院的年度活動，透過一系列活動，
每年推廣環境可持續性和健康生活，鼓勵人們保護
環境、節約能源，以及更健康地生活和更安全地工

作。2018/19學年，合共有3,470人參與該系列主題
活動。

教學酒店望廈迎賓館亦為學院在環保工作方面

掉非必要的電燈一小時。為了進一步提高人們對節能

貢獻良多。在進行翻新及修葺工程前，望廈迎賓館

職員工選用樓梯上落，減少電梯的使用。

獎”，認同其在環保運營方面的付出。

措施的認識，學院舉辦“無電梯日”，鼓勵學生和教

於2013年首次獲特區政府頒發“澳門環保酒店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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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支援

旅遊學院圖書館提供與旅遊和酒店業相

立以來，旅遊學院圖書館一直是成員之

電子刊物。

院校師生均可借閱其他聯盟成員的圖書

關的豐富資訊，包括數千類印刷刊物和
學院設有兩座圖書館，分別設於望

廈校園和氹仔校區。2018/19學年，圖書

一。透過該平台，聯盟旗下每一所高等
館館藏。

2019年8月，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

館開放時間進一步延長，於周末及公眾

組織了各館代表前往希臘雅典參加國際

同一學年，圖書館組織了多項活

屆世界圖書館暨資訊會議”。旅遊學院

假期提供更完善的服務。

動，包括“書出味道”和“主題書分
享”，還舉辦了多場工作坊，協助讀者
充分利用館內的電子資源。為迎接新春
佳節，圖書館也籌辦了揮春工作坊。

旅遊學院圖書館是港澳台唯一一

間獲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

圖書館協會聯盟（IFLA）舉行的“第85
圖書館亦派員參與，圖書館其中一名代
表更獲選為持續職業發展與在職學習委
員會委員，令該名圖書館館員有機會與
世界各地的圖書館專家合作，提升學院
圖書館的服務水平。

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於2017年

納入“出版物寄存圖書館計劃”的圖

成立，旅遊學院圖書館作為聯盟理事之

入“出版物寄存圖書館計劃”的大學圖

的“2019年粵港澳高校圖書館聯盟年會

書館，同時是大中華地區唯一一間被納
書館。該計劃旨在讓公眾可更輕易地查

閱UNWTO出版的研究報告以及其他出版
刊物。

自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於2014年成

一，參與了2019年5月假廣東省清遠舉行

暨理事會工作會議”。學院圖書館職務
主管李嘉汶女士出席了相關活動，向其
他成員代表分享了有關澳門高校圖書館
之間的培訓交流等經驗。

善用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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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源管理

2018/19學年，旅遊學院繼續追求高效資源管理，以及採取不同的有效資源配置
策略，同時秉持學院一貫實現學術卓越的目標。
財務收支報表

2018年財政年度，學院財政狀況維持穩健，充分體現其審慎的財務管理策略。

人事費用

項目

2018年財政年度實際支出

金額 (澳門幣)

228,674,396.80

運營費用

校園改善工程及設備購置

其他

73.1%

71,914,099.28

23.0%

1,727,847.95

0.6%

10,284,321.95
總支出

所佔比重

312,600,665.98

3.3%

100%

旅遊基金

項目

2018年財政年度實際收入

金額 (澳門幣)

38,000,000.00

政府撥款

學費

2017年財政年度結餘
其他

65.1%

10,836,771.16

3.2%

18,869,495.02
總收入

11.1%

222,488,981.00
49,793,118.61

服務及其它活動

所佔比重

1,984,128.43

341,972,494.22

14.6%
5.5%
0.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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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員統計

2018/19學年，旅遊學院持續吸納及鞏固其優秀團隊。隨着數位學者的加入，全職
教學人員數量按年上升1.7%，而包括教學人員在内的全職員工人數則維持不變。

教授

職位

全職教學人員
2018/19學年

人數

3

2017/18學年
2

副教授

29

27

旅業及酒店業學校輔導員

35

34

講師

教學人員

職位

52
總人數

行政及其他人員

119

全職員工
2018/19學年
119

酒店業專業培訓人員

33

總人數

54

193

345

117
人數

2017/18學年
117
35

193

345

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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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出版書刊／章節、在學術期刊出版的論文、在研討會發表或收錄於論文集的論文
出版書籍或章節

作者

書名/題目

出版商

澳門旅遊休閒綜合競爭力指數研究 - 基於城市比較視角

澳門經濟學會出版，2018年11月

Couto, U.S. (2018)

The eventful city in a complex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environment: The case of Macao

In Mair, J.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Festivals
Routledge

Zhao, W.B., and Lei, W. S. (2018)

The innovation of art festivals - Concepts, approaches
and effects

In Mair, J.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Festivals
Routledge

Couto, U.S. (2019)

Lusofonia festival, Macao SAR, China [case study]

In Van Niekerk, M. & Getz, D. (Eds.), Event Stakeholders:
Theory and methods for event management and tourism
Goodfellow Publishers

管潔琦 (2018)

黃竹君 (2018)

改革開放和澳門旅遊業的發展

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改革開放與澳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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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學術期刊出版的論文

作者

論文題目

學術期刊

Cheung, Y.L., Wu, M. S., and Lam, C.C. (2018)

Effect of job insecurity, anxiety and personal resources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rketing & Management, Vol 28,
on job satisfaction among casino employees in Macau: A
379-396
moderated mediation analysis

Choi, S., Tam, L., Kim, J., and Kim J.N. (2018)

Effects of three variables on tourists’ information
behaviors about Macao

Tourism Analysis, Volume 23, Number 3, 415-420

Choi, S., and Wu, H.C. (2018)

Tourism communicative actions of sojourners and
information recipients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Vol.9,
279-287

Lam, C.C., and Im, U.L. (2018)

Tourist floods, GDP rockets, the government intervenes:
Smoking ordinance and its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Policy Research in Tourism, Leisure and
Events, Volume 11, Number 2, 294-310

Ren, L., Qiu, H., Ma, C., and Lin, P. (2018)

Investigating accommodation experience in budget
hote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ume 30, Number 7, 2662-2679

Zhang, C. X., Xiao, H., Morgan, N., and Ly, T. P.
(2018)

Politics of memories: Identity construction in museums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Volume 73, 116-130

澳門城市形象變化與旅遊發展

Abdel Fattah, A. (2019)

An understanding of the visitor experience at the
Egyptian and Te Papa Museums: The other roles of
traditional and modern museums

港澳研究，2019年第2期，13-20頁

Abdel Fattah, A., and Eddy-U, M.E. (2019)

How domestic visitors relate to Te Papa Museum: The
other roles of modern museums

Tourism,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Volume 19, 55-74

Bavik, A. (2019)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service-oriented
citizenship behavior: A test of dual explanatory path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ume 80, 173-182

Io, M.U. (2019)

Understanding the core attractiveness of performing arts
Tourism Geographies, Volume 21, Number 4, 687-705
heritage to international tourists

Lam, C.C., Cheung, Y.L., and Wu, M.S. (2019)

Job insecurity, occupational future time perspective, and
Journal of Gambling Studies, Volume 35, 1177-1191
psychological distress among casino employees

黃竹君 (2019)

African Journal of Hospitality, Tourism and Leisure,
Volume 8, Number 3, 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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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論文題目

學術期刊

Lei, K.S., and Law, R. (2019)

Functionality evaluation of mobile hotel websites in the
m-commerce era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Volume 36,
Number 6, 665-678

Li, X., Wan, P.Y.K., and Muzaffer, U. (2019)

Is QOL a better predictor of support for festival
development? A social-cultural perspective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DOI: 10.1080/13683500.2019.1577807

Li, J., Tso, G., and Wu, C.W. (2019)

Whether consumer satisfaction benefits the investment
portfolio: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Hong Kong

The 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DOI: 10.1142/S0217590819500152

Li, L.S.Z., Yang, X., and Cui, C. (2019)

High-speed rail and tourism in China: An urban
agglomeration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ourism Research, Volume 21,
Number 1, 45-60

Ngan, H.F.B., and Litwin, A. (2019)

Demographic and workplace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attitudes toward women as managers in Macau’s
hospitality industry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in Hospitality & Tourism,
Volume 18, Number 3, 323-348

Ngan, H.F.B., and Yang, X. (2019)

Transit advertising in corporate branding: a multileve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ume 31, Number 3, 1452-1468

Zhang, C.X., Fong, L.H.N., Li, S., and Ly, T.P.
(2019)

National identity and cultural festivals in postcolonial
destinations

Tourism Management, Volume 73, 94-104

Ma, C., Ren, L., Chen, P., and Hu, X. (2019)

Institute hotel coordinating barriers to early career
management – Hoteliers’ accounts

Journal of China Tourism Studies
DOI: 10.1080/19388160.2019.1581677

Peng, K., Lin, P., Ren, L., and Wei, C. (2019)

Hospitality co-creation with mobility-impaired peopl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ospitality Management,
Volume 77, 492-503

Ren, L., and Qiu, H. (2019)

Developing a measurement scale for cultural values and
norms of Chinese mass travelers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Volume
38, 168 – 175

Wong, C.U.I. (2019)

Social interaction in visitor control at a Chinese Buddhist
monastic site

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 Volume 44, Number 1,
66–75

Yang, F.X., and Lau, V.M.C. (2019)

Experiential learning for children at World Heritage
Sites: The joint moderating effect of brand awareness
and generation of Chinese family travelers

Tourism Management, Volume 72, 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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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討會發表或收錄於論文集的論文
作者

發表論文題目

研討會

地點和年份

Choi, S., and Choi,
S.H.

Benefits and challenges of class-level international
exchange experiences in the field of tourism and leisure:
Knowledge harvested in South Korea and China

2018 Annual Conference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of
Travel and Tourism Educators (ISTTE)

New York, United States,
2018

Che, S.T., and
Couto, U.S.

Why do young people participate in religious events? A
case study of Macao’s Catholic processions

ATLAS (Association for Tourism and Leisure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nnual Conference 2018

Copenhagen, Denmark,
2018

Guan, J., and Liu, M.

Can Armstrong’s model effectively predict CEO’s
compensation in the gaming tourism industr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urism and Retail
Management

Macao SAR,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urism and Retail
Management

Macao SAR, 2018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urism and Retail
Management

Macao SAR, 2018

Guan, J., and Liu, M. Junket operation, Macao’s growing pains or stimulants?
Guan, J., Sio, H.I.
and Noronha, C.

How value can be co-created through CSR in
controversial industry? Evidence from gaming tourism
industry in Macao

Iao, I.M.

Understanding travel characteristics of Mainland Chinese 3rd International Place Branding and 6th Destination
casino tourists to Macao: Who are they?
Branding and Marketing Conferences

Macao SAR, 2018

Lam, C.C., Cheung,
F., and Wu, A.

The transformation of a tourism city: Mental health of
casino employees

ATLAS Annual Conference 2018

Copenhagen, Denmark,
2018

Lei, W.S., and Li,
C.C.

Exploring the impacts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s on
people’s motivation to attend music festivals in China

ATLAS Annual Conference 2018

Copenhagen, Denmark,
2018

Liu,M., and Guan, J.

Religious tourism business: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in
Macao

The 7th World Business Ethics Forum

Macao SAR, 2018

Loi, K.I., Kong,
W.H., and Xu, B.

Attraction personality and destination loyalty:
Conceptualisation and relation

ATLAS Annual Conference 2018

Copenhagen, Denmark,
2018

Ly, T.P.

Sustaining multiculturalism in Macao festivals: The
Macao International Parade

European Council on Hotel, Restaurant and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EuroCHRIE) 2018 Conference

Dublin, Ireland, 2018

Phillips, J.D.

Making words work: Lexical skills in academic writing

2018 KOTESOL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eoul, South Korea,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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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發表論文題目

研討會

地點和年份

Ren, L., Wei, X., and
Chen, P.

Where are the hidden landmines? - An investigation of
hotel management contract practices in China

EuroCHRIE 2018 Conference

Dublin, Ireland, 2018

Sio, H.I., Guan, J.,
and Noronha, C.

Are gaming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sectors prepared for
crises and disasters? A study on the CSR reactions from
Macao integrated resorts after typhoon Hato, Macao

The 7th World Business Ethics Forum

Macao SAR, 2018

Xu, Y., and Leong,
M.K.

Explaining tourist online shopping behaviors in
destinations: A qualita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ourism and Retail
Management

Macao SAR, 2018

Zhang. R., Noronha,
C., and Guan, J.

Introducing social contribution value per share as a
measurement of social performance

The 7th World Business Ethics Forum

Macao SAR, 2018

Basnyat, S.

Tourism researcher in the midst of a disaster: Changing
roles, shifting priorities, and creating strategies

25th Asia Pacific Tourism Association Conference – 2019

Da Nang, Vietnam, 2019

Choi, S., Couto,
U.S., and Imon, S.S.

Festival-specific dimensionality of the perceptions about
regional traditional festivals: An exploratory study and a
longitudinal replication in a Chinese context

Council for Australasia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Education (CAUTHE) 2019 Conference

Queensland, Australia,
2019

Guan, J., and Lau Y.

The impact of social media marketing on young
generation’s purchasing behavior of smart product

2019 Marketing in Asia Group (MAG) Scholar
Conference in Business, Marketing & Tourism

Macao SAR, 2019

Im, U.L., and Lam,
C.C.

The ambassador of a unique market – Sommelier in
Mac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ine Market and Cultures
of Consumption

Hong Kong SAR, 2019

Linking empowering leadership to retention intentions
Kuo, C.F., Bavik, A.,
of employees: Test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supervisorand Chang, L.K.
subordinate guanxi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ender

2019 Asia-Pacific Council on Hotel, Restaurant and
Institutional Education (ApacCHRIE) & EuroCHRIE Joint
Conference

Hong Kong SAR, 2019

Lam, C.C., and Im,
U.L.

Mature in less than two decades? – The wine industry of
Macao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ine Market and Cultures
of Consumption

Hong Kong SAR, 2019

Lau, V.M.C.

Why and how hospitality frontline employee “acts”?
Consequences and remedies from customer incivility

Travel and Tourism Research Association (TTRA) Europe
Chapter Conference

Bournemouth, United
Kingdom, 2019

Li, X., Kong, W.H.,
and Yang, X.

Authenticity and nostalgia: A gastronomic experience of
a local food night market

2019 TTRA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Melbourne, Australia, 2019

Li, X., and Ip, N.

Application of SUS-TAS in a gaming destination

25th Asia Pacific Tourism Association Conference 2019

Da Nang, Vietnam,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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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發表論文題目

研討會

地點和年份

How tourists enjoy their shopping trips in casino
Li, Z. and Leong I.K. integrated shopping mall – Evidence from Macao’s
TripAdvisor reviews

25th Asia Pacific Tourism Association Conference 2019

Da Nang, Vietnam, 2019

Lourenco, F., Ng,
Y.N., Lam, C.C., and
Lei, W.S.

#Metoo in the largest gaming hub in the world

CAUTHE 2019 Conference

Queensland, Australia,
2019

Ly, T.P.

Why is shared governance not widely ‘spread’ in park
concession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The case of
Zhangjiajie Park

TTRA Europe Chapter Conference

Bournemouth, United
Kingdom, 2019

Qi, S.S., Chen, N.,
and Peng, J.

Understanding the differences among touris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on their travel satisfaction via
analyzing TripAdvisor reviews

TTRA Europe Chapter Conference

Bournemouth, United
Kingdom, 2019

Ren, L., Chen, P.,
Ma, C., and Hu, X.

Touching hearts with localization strategy – A case study
on IHG’s HUALUXE in China

TTRA Europe Chapter Conference

Bournemouth, United
Kingdom, 2019

Taylor, D.W.,
Lourenco, F.,
Branston, C., and
Tucker, P.

Develop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values in nascent
entrepreneurs through role-play: an explorative study of
university students in the United Kingdom

ICEEP 2019: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edagogy

Paris, France, 2019

Wang, Z.H.K., and
Lei, K.S.

Feasibility study of Airbnb business in Macao from local
experts’ perspectives

2019 APacCHRIE & EuroCHRIE Joint Conference

Hong Kong SAR, 2019

Wong, H. K., and
Xu, Y.

The Effects of CSR on job satisfaction in the hotel
industry: Does casino element play a role?

The 7th International Student Conference in Tourism
Research (ISCONTOUR)

Innsbruck, Austria, 2019

Wu, C.W., Fong,
K.S., Tan, S.X., and
Lee, Y.P.

Support of young residents on holding serial mega
events, the role of trust, awareness and perceived
government corruption – A case study in Macao

2019 APacCHRIE & EuroCHRIE Joint Conference

Hong Kong SAR, 2019

Xu, Y., Ng, Y.N.,
Tan, S.X., and Wu,
C.W.

Authenticity, likability, and event satisfaction at a food
festival: The perspectives of locals and tourists

2019 APacCHRIE & EuroCHRIE Joint Conference

Hong Kong SAR, 2019

Zhang. R., Chu. T.,
Noronha, C., and
Guan, J.

Social contribution value per share: an empirical test

Asia Pacific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Accounting
(APIRA) Conference

Auckland, New Zealand,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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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獎助學金

獎助學金
旅遊學院獎學金

得獎者人數

- 旅遊學院獎學金

81

- 最具貢獻獎學金

1

- 學生購買手提電腦津貼
文化局獎學金

- 文化遺產管理學士學位課程最佳學生

- 文化遺產管理學士學位優異新生

15

1

3

獎助學金
澳門基金會獎學金

- 旅遊企業管理學士學位課程最佳學生

- 酒店管理學士學位課程最佳學生

- 酒店管理(中文)學士學位課程最佳學生

- 最佳學業成績內地學生

- 國際實習生

得獎者人數
2

1

1

4

6

- 優秀在讀學生

12

- 亞洲學生獎學金

2

- 海外交流學習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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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
澳門貿易投資促進局獎學金

-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學士學位課程最佳學生

-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中文)學士學位課程最佳學生
澳門旅遊局獎學金
- 最佳畢業生

- 廚藝管理學士學位課程優秀畢業生

大西洋銀行獎學金

得獎者人數

1
1

1
3

獎助學金

得獎者人數

張立群獎學金

8

銀河娛樂集團獎學金

5

Decanter獎學金

金濠漢堡慈善會獎學金及助學金
澳門霍英東基金會獎學金
禤永明先生夫人獎學金

2
2
8

- 國際實習計劃

6

- 研討會津貼

5

- 交換生課程

- 最佳成績進步學生

9

- 國際實習生

11

- 校友修讀碩士學位課程

- 國際實習計劃

23

澳門凱旋門菁英奬學金

3

- 最佳實習生

6

澳門酒店協會獎學金

3

- 最佳實習生

中國銀行獎學金

- 暑期實習計劃及課程
- 最佳論文獎
中國銀行100周年紀念鈔獎

2

4
1
36

- 暑期實習計劃及課程

澳門娛樂設備廠商會奬學金

3
3
2

2

保利達集團獎學金

10

新濠博亞娛樂獎學金

3

澳門旅遊文化交流促進會獎學金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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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助學金
美高梅展才奬學金

得獎者人數

- 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學士學位課程最佳學生

2

-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學士學位課程最佳學生

1

- 酒店管理學士學位課程最佳學生
- 廚藝管理學士學位課程最佳學生
- 國際實習生

南光教育獎學金
金沙中國獎學金

2
2
3
15

- 金沙中國獎學金

10

澳門喜來登大酒店獎學金

1

澳門博彩股份有限公司獎學金

10

- 金沙中國助學金

澳門瑞吉酒店獎學金
永利獎學金

註：以上名單為學年內新增之得獎學生，如屬續期的學生不計在內

11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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