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ste r 's degree in ho te l management
酒店管理硕士学位课程



關於 Swiss Education Group

HIM 蒙特勒酒店管理学院為 Swiss Education Group

旗下著名院校，SEG為瑞最大瑞士最大之酒店管理

大學集團，致力培育優秀的管理人才，提供短期

證書、本科學位及碩士學位課程等。SEG 並與全球

超過 120 個來自酒店、旅遊、奢侈品牌、會展項

目管理等等的國際集團合作，每年為學生舉辦兩

次瑞士最大型的國際招聘會，為 SEG 學生提供全

球的實習及就業機會。

HIM 创校于 1985 年，位于瑞士南部法语区的

渡假胜地蒙特勒（Montreux）市中心，学院以高水

准教育品质享誉全球。HIM 是瑞士其中一所最早以

英语为授课语言的酒店管理大学。HIM由位于蒙特

勒 (Montreux) 市中心的两个校舍组合而成，两座

校舍相距 10分钟步程。校舍前身是蒙特勒市著名

四星级酒店，设备设施齐全，HIM 特聘请世界著名

连锁国际酒店的高层管理者为学生授课，让学生可

以掌握到最真实、最贴近实际的酒店管理知识。

HIM 蒙商自创校以来，数千名毕业生已在酒店及旅

游行业内任职重要的位置，在多达八十个国家工

作，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校友网络。凭着从 HIM 学

习到的酒店管理及工商管理专业知识，以及敬业乐

业的精神，HIM毕业生在酒店业界形成了良好的口

碑。

關於 HIM



1、 导入行动学习：通过小组成员的集体参与，掌握发问、深思、反省、洞悉问题的技巧，通过参与企业咨询诊断，

凭借课堂所学理论与成员间知识贡献，将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达到知行合一。

2、实战课程规划：课程具实战性、战略性和前瞻性，抓住热点、紧贴实际，理论与实践并重。多门酒店管理硕士

热点课程，通过理论研究、案例研讨、主题沙龙、行动学习等，帮助学生转变观念、启发思维。

3、 国际师资配备：学生师从国内外权威实战型专家，师资均来自知名学府及领域资深教授，具备丰富的实务经验。

4、 双轨班级管理：按照企业建制规划班级，班长（CEO 首席执行官），副班长（COO 首席运营官），学习委员（CKO

首席知识官），组织委员（HRD 人力资源总监），培养精英团队，提升组织功能。

5、 延展价值丰厚：在职学习，事业、学业互相提升，获得完整的管理知识与技巧面对激烈市场竞争。校友会集聚

各界精英，构建资源平台，共享商机人脉。

健康中国战略背景下，健康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涌现

并外延扩大，大健康产业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在“健

康中国”战略引领，健康服务业业态指引，养老服务设施

用地保障，养老服务市场培育激活，养老支付体系逐渐完

善的背景下，标准化、规范化、多产业融合成为我国康养

产业主基调。产业发展需人才先行，康养产业硕士课程研

修项目联合国内外名师帮助企业家拓展世界眼光、提高战

略思维、增强创新精神、锻造优秀品行，不断开拓进取、

拼搏奋进。在实践中培养和引导企业家认识、把握、引领

康养产业发展新常态，在振兴和发展大健康产业等方面作

更大贡献。



课程名称 课 时 学 分

组织行为与绩效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performance 20 3

供应链管理整合研究 Research on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integration 20 3

企业战略与革新 Corporate strategy and innovation 20 3

人力资源管理 HRM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20 3

公司金融与投资战略 Corporate finance and investment strategy 20 3

文 旅 产 业 现 状 和 趋 势 解 读 Current situation and trend of health care industry
interpretation

20 3

文旅产业伦理学 Ethics of of health care industry 20 3

文旅产业信息系统管理 information system management of health care industry 20 3

文旅产业风险管理与质量 Risk management and quality of health care industry 20 3

文旅产业管理服务与营销 Manage services and marketing of health care industry 20 3

毕业论文

国际标杆企业考察（瑞士、法国、日本、新加坡等）

说明：1、蒙特勒酒店管理学院中国管理中心保留对课程或师资调整的权利，以课前发出的《课程通知》为准

4、论文写作及答辩：准备开题及大纲→论文初稿→修改稿→定稿→预答辩→正式答辩（论文正文不

3、根据每位学员的研究方向及选题为其指派论文导师。

低于 30000 字，英文版论文，答辩在国内，授位在蒙特勒酒店管理学院 HIM 本部。)

课程设置

2、修完规定课程，修满学分后，进论文辅导阶段



入学申请

费用标准

（人名币）

学生面试确认录取后，统一进行学籍注册。注册完成后，发放

学生号码（student ID）、注册信、学生证等相关材料
学籍注册

授课地址

论文语言：中文，需翻译成英文提交学校审核存档。

答辩地点：中国

蒙特勒酒店管理学院（HIM）颁发《文旅管理硕士学位证书及成绩单》

学 制

1、报名申请表

2、学历证书及成绩单复印件 1份

3、身份证复印件 1份

4、2寸蓝底证件照 5张（附电子版）

5、个人简历（中文版及英文版）1 份

18 个月（在职学习）

深圳南山区高新南一道 009 号中国科技开发院裙楼

申请材料

学位授予

毕业论文

入学申请

录取条件

1、行业企事业单位董事长、总经理、副总及中高层管理者

2、本科毕业或专科毕业 5年，并具有相关管理岗工作经历

3、通过入学面试



Mr. Cédric Bussien 瑞士酒店管理

学院（SHMS）教授，34 年酒店运营

工作经验；在印度担任三年的酒店顾

问之后，回到瑞士创办会展活动策划

公司。

Dr.Jie Chen 陈洁 博士 普渡大学

消费者行为学博士，专长于市场营销

行为科学和市场分析。研究在不同服

务领域、数码环境和市场分析及营销

战略的整合中人性特点及行为的理

解。具有 17 年的面授教学和网络教

学经验。

Mr. Eric Debétaz 瑞士酒店管理学

院（SHMS）教授，从事款待业超过

15 年；也曾在五星级酒店如希尔顿

和丽思卡尔顿负责客房部及餐饮部

工作，还曾在巴黎经营一家自己的餐

厅。

范扬松 博士 国立交通大学管理科

学博士，台湾 6 大管理名师，中国时

报誉为五位青年名师之一，刊载“哈

佛百大讲师名录”。曾出版 20 种企

业著作，跨世纪经贸名人录，诊断辅

导过之企业达 250 家，演讲 1500 场。

宋海岩教授 酒店及旅游业管理学院

副院长及讲座教授，国际旅游研究学

会(ITSA)发起人之一；中国饭店业名

人俱乐部中华英才学术贡献奖；国家

旅游局中国旅游研究院学术委员会

委员。

陈炬暹 教授 有 20 余年教学经验，

被授予中国 CPA 培训课程财务管理

最佳教授，其课程被记录并在全国出

版。30 多年的资深行业管理实践经

验，中国注册会计师。集合了学院派

与实战派的优势，将难于理解的财务

会计理论以生动的实证案例讲授。

Dr.KC Chew 周金钟博士 美国金门

大学管理学博士学位，研究重点为商

业战略和知识管理。在企业战略、创

新和流程改进方面有着二十多年的

成功经验和实践经验。

Dr.Vincent Chen 陈永昌 博士 摩

托罗拉（台湾）总裁，台湾飞利浦股

份有限公司经理。并获第一届跨世纪

成功人物金冠奖、第二届台湾杰出企

业领导人金峰奖。

Dr.Sandra Liu 刘秀明博士 博导，

普度大学消费者科学系教授，香港市

场学会的 Fellow。伦敦大学获得高

等教育政策博士，研究领域主要是

在电子科技的环境中, 与消费者

互动的战略营销课题。

蔡元庆 教授 硕士生导师，日本广岛

大学法学博士，深圳大学法学院教

授，公司法研究中心主任。深圳市人

大常委法律助理，深圳市政府法制办

公室专家委员会委员，深圳市仲裁委

员会仲裁员，广东省卓建律师事务所

高级法律顾问。

部分师资



http://www.lincolnu.cn
http://www.lincoln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