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旅游业的飞速增长，酒店行业成为全球十大热门行业之一，酒店管

理专业在国际上一直属于就业热点，以带薪实习、高薪就业而备受学生的欢迎。瑞士是一个拥有酒

店业百年历史的国家，也是全球酒店管理教育的发源地，素有“高级酒店管理人才和职业经理人摇篮”

的美誉，瑞士开设酒店管理专业的教育面很广、实践性很强，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学生在

毕业时成为行业所需要的“专才”。

SEG (Swiss Education Group) 瑞士教育集团，是瑞士规模最大、综合排名第一的款待业管理

教育联盟。旗下拥有蜚声国际的四所大学，提供本科、硕士及文凭课程，开设酒店旅游管理、工商

管理、企业管理、金融管理、奢侈品管理、美食艺术等专业方向，全英授课，小班教学，培养国际

多行业精英人才。学校还与全球超过 200 个大型集团合作，提供 100 % 环球带薪实习机会，学生

就业率高达 98 % 。       

项目介绍

SEG 概况与优势

Project introduction

Project introduction专业方向 国际酒店商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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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及旅游业的飞速增长，酒店行业成为全球十大热门行业之一，酒店管

理专业在国际上一直属于就业热点，以带薪实习、高薪就业而备受学生的欢迎。瑞士是一个拥有酒

店业百年历史的国家，也是全球酒店管理教育的发源地，素有“高级酒店管理人才和职业经理人摇篮”

的美誉，瑞士开设酒店管理专业的教育面很广、实践性很强，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使学生在

毕业时成为行业所需要的“专才”。

本项目旨在培养学生掌握管理酒店及领导团队所需的专业知识。以综合性酒店、旅游、商业管理为特点，

学习餐饮管理、前厅运作、宴会设计等酒店知识，同时指导学生深入了解经典商业理论的基本原理，注重企业

家创新精神的培养，将商业理论与实践教育融会贯通，全面提升学生的领导能力和创业能力，成为有酒店管理

背景的商务管理人才。学生前三年在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学习和生活，为今后的国际学习奠定扎实的理论

基础、语言基础以及积累国内重点高校教学资源，符合录取条件的学生最后一年可到瑞士直接读取硕士学位，

并推荐全球带薪实习和就业机会。

专业方向
国际酒店商业管理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curriculum design for 
Professional orientation
专业方向课程设置

个人发展与沟通 餐饮部生产实践 餐饮部生产与服务理论

酒店业实施与室内设计 会计原理 旅宿业研究

职场艺术 宴会活动管理 葡萄酒与酒吧

酒店信息系统应用 服务业营销管理 前台及礼宾司服务

管理会计 商务沟通 客房管理

学业规划
academic Planning

瑞士国际硕士实验班 2021 年招生简章

Page 03/04



1. 报名费：500 元

2. 入学测试费：1000 元 ( 符合免试条件者不予收取 )

3. 国内课程培养费：19800 元／人／年

4. 住宿费：1200-2900 元／人／年

5. 国际课程培养费（包括专业技能课程、PGD 课程、语言辅导等）：150000 元／人

6. 留学服务费 10000 元／人

7. 瑞士硕士学位学费约为 36,000 瑞郎／人，约合人民币 250,000 元／人，费用包含住宿、餐饮、教材、医疗保险，

每年有专属奖学金项目及 4 － 6 月的带薪实习供学生申请。（学费仅供参考，实际费用以当年的学校网站官方

公布为准）

其他学杂费 : 详见入学须知

收费标准
rate of charge

报名须知
Points to note for enrolment

2021 年 9 月（具体以录取通知书时间为

准）。  

60 人（20 人 / 班）因床位有限，报名录

取按照先后顺序，额满为止。

参加当地高考的学生，高考分数不低于对

应类别本科线下 50 分，需参加项目统一组织

的笔试和面试，依据面试和笔试的成绩择优录

取。

填写报名表、2 寸蓝底免冠照片 2 张、身

份证、高中毕业证、高中成绩单、曾获奖项证

明复印件各一份。

2021 届高中毕业生（可少量接收往届生、

复读生、中专职高毕业生）。

学校周边地区考生可直接到学校招生办

公室报名；其它地区考生可在项目驻全国各地

的招生办事处报名；通过网站、电话、微信以

及信件方式报名。

01
01

02
02

03
03

04
04

05

06

05

06

招生计划

招生对象

报名方式

开学时间

录取条件

报名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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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机：028-62176989   

           028-61946033 

手机：18512889018  

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都江堰市

高尔夫大道 367 号 四川外国语

大学成都学院（成都校区）第

二教学楼 E 座 218、612 室

联系方式
contact

学习证书
certificate of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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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SEG 专业技能证书】

【SHMS 大学硕士学位证书】

【SHMS 大学 PGD 证书】

【英国德比大学硕士学位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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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数百家行业合作伙伴，涵盖了酒店、航空、邮轮、餐饮、OTA、高端疗养和康养机构、私人银行、大型主题公园、

高端奢侈品牌等各个泛服务行业。

名企实习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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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院校
co-oPerative institutions

01
STEP

02
STEP

03
STEP

04
STEP

3 41 2

·被誉为“全球最
美校园”，前身是
瑞士百年历史的五
星级皇宫酒店，曾
为茜茜公主的行宫，
目前是瑞士规模最
大 的 酒 店 管 理 学
校。

·专攻酒店运作与
宴会管理，学生统
筹各大国际活动的
举办，注重学以致
用。

·2020 年 QS 排

名榜中全球酒店管

理学校学术排名第

二。

· 完成 SHMS 国际
硕士所有课程后，
学 生 分 别 可 获 得
SHMS 及英国德比
大学颁发的双硕士
学位证书，学历受
到全球认可。

学校简介

成立时间 
1 9 9 2 年

在读人数 
                 2,500 人   

开设课程
三年制本科、一年制硕士

地理位置 
 法语区 —五星校区

                中心校区 

专业方向
 国际款待业管理、款待业及

项目管理、款待业及设计

管理、数字价值创造

开学时间
2 月、9 月、11 月 School prof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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