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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rich Meister
Benedict教育集团主席

酒店管理与服务管理行业的职业发展机会l.

.

 

款待业在全球范围内属于朝阳产业，是世界上员工需求量最多的产业
之一。在过去10年，酒店、度假区、邮轮、航空、商会、餐饮等诸多
领域，涌现了许多令人向往的职业发展机会。

伴随着全球服务业的发展，在奢侈品服务、零售管理、市场营销、品
牌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等领域，理解商业运作且懂得客户需求的专业
性复合型技能人才将倍受青睐。

酒店商学教育提供了一个职业跳板。在旅游业，酒店和服务业等领域
的就业及创业机会是为拥有巨大潜能和具备以下复合技能的人才准备
的。

有能力提供卓越的客户服务能力

良好的沟通能力，包括书面表达、口头表达和媒体公关

与不同类型的人良好沟通与合作的能力

有效的时间管理和组织管理能力

良好的职业道德、忠诚、值得信赖并且具备团队合作精神

选择BHMS，就是选择了将学术理论、专业发展和实际工作经验三方
面相结合的瑞士先进教学模式，从而为实现个人职业目标打下了坚实
基础；同时，选择BHMS，也等于加入了一个会聆听并会回应、且关
注您个人职业发展的教育机构，并拥有遍及全球的广泛学生和校友网
络人脉圈。你的明智选择，将引导你成为下一代全球领导者！

“欢迎您来到BHMS瑞士工商
酒店管理学院这个大家庭！我
们将为您提供一个富有挑战性
的学习环境，同时也会支持您
的个人兴趣与自身成长。我们
衷心希望您在这里取得成功，
也会尽力帮助您准备好自己，
去开启未来的全球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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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选择瑞士留学？

Kirill Stepanov
俄罗斯

2_Sentipark1_Lakefront Center

“瑞士是一个享誉全球的魅力
国家，其文化多样性令人印象
深刻。位于欧洲中心的瑞士，
成为游客游览欧洲的一个重要
起点。我很幸运能够在这里学
习和生活！”

每年有超过7000名来自全球各地的学生来到瑞士学习酒店管理。瑞
士坐落于欧洲的中心，凭借其安全的社会环境、高品质的生活、多语
言和文化的人文环境，吸引着大量对全球酒店和旅游业感兴趣的同学。

瑞士在提供卓越教育方面有着悠久的传统，是欧洲享有盛名的先进
高等教育体系的源头，这令瑞士成为国际留学生的普遍选择。瑞士
教育机构提供创新课程旨在满足学生的需求，帮助学生们在学习中
甚至是在将来的职业生涯中不断扩大他们能力的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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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en Chan
英国

为什么选择琉森？

3_ C it y  Cam p u s 4_ Ba se lst rasse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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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HMS处于琉森的市中心，
在这里不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
是非常棒的体验。享受当地的
生活品质，欣赏这个有着独特
魅力的城市。”

琉森是全球旅游的圣地，是瑞士最受欢迎的旅游城市。凭借其独特
的魅力、精美礼品和钟表店、美丽的湖畔景色，以及著名的皮拉图
斯山、石丹峰和瑞吉山景区，琉森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

琉森是连接欧洲南北部的重要交通枢纽，在瑞士铁路网络中有6个方
向的线路汇聚于此。

琉森地理位置优越，人们可以非常方便地通过航空、公路和铁路的
方式直接前往欧洲所有主要城市，比如米兰、法兰克福、巴黎和维
也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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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MS 瑞士教育理念

C lassro o m , St .-K ar l i-Q u a iW in e  Tast in g  C lass, Sen t ip a rk

BHMS教育理念拥有四大支柱，包括：学术学习、
带薪实习、个人全面发展、国际就业推荐。每个支
柱在我们的使命中都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为正
在快速发展的全球酒店和服务管理行业提供高水平
的人才，尤其是那些希望在这些领域证明他们管理
潜力的领导者。

高水平的学术学习，作为第一大支柱，提供学生专
业的学术和理论基础。带薪实习，作为第二大支柱
帮助学生将专业知识转化为实际工作能力。

个人全面发展，作为第三大支柱，帮助学生提升
软技能和社交能力，锻炼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指
导和强化他们的能力，并最终帮助他们走向成功

BHMS毕业生能够成功实现全球就业，是基于前面
三大支柱成功的标志。BHMS拥有自己的实习就业
服务子公司--Masterwork，将会帮助所有毕业生
获得毕业 后第一份全球就业工作。而这，也是
BHMS特有的第四大支柱--国际就业推荐。

学
术
学
习

全
职
带
薪
实
习

个
人
全
面
发
展

国
际
就
业
推
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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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何与众不同？

BH M S g rad u a t io n  a t  t h e  Lu ce rn e  Cu lt u re  &  Co n g re ss Ce n t re

毕业获得英国和瑞士双学位:

BHMS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学院与英国罗伯特.戈登大
学（Robert Gordon University）及约克圣约翰大
学（The York St. John University）联合办学，提
供从本科到硕士及MBA的系列双学位课程。

BHMS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学院与英国罗伯特.戈登大      
学联合颁发本科（36个月）双学士学位，包含三个
专业方向（酒店与款待业管理、全球商务管理 、西
方美食艺术）联合颁发硕士（12个月）双学位，包
含两个专 业方向（国际酒店商务管理专、全球商务
管理）。

BHMS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学院与英国约克圣约翰大学
联合颁发MBA（12个月）双学位，三个专业方向：
国际款待业管理、创业与创新、全球市场营销。

隶属于瑞士最大的教育集团Benedict:

BHMS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学院隶属于瑞士历史最悠久、
规模最大的教育集团Benedict 。Benedict 教育集团
已成立92周年，在全球拥有超过50个学校，在瑞士有
8个校区，每年超过15,000名学生在此深造。

注重可转化技能培养:

可转化技能是指在生活中不同领域都可通用的能力和
才能，比如：社交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领导力、自
我激励、组织能力、时间管理 、倾听技巧、多元文化
共情、沟通能力以及信息科技运用等，这些能力的培
养在BHMS的教育体系中是密不可分的部分。

独特的小学期制教学体系（5个星期为1个学期）：

在BHMS，我们采用了先进独特的教育体系，将20周
的学期分成4 个小学期，每个学期为期5 周。 这种教
学体系可以让学生一个学期只需专注于4到5门学科，
而不是其他酒店管理学院通常的8-10门课程，这有利
于学生更好地掌握学科知识。

绝佳的地理位置，位于琉森市中心:

BHMS  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学院在琉森市中心有五幢
校区建筑，其中主校区建筑City Campus位于古城
旁， 而其它四幢校区建筑座落于著名的罗伊斯河畔
与City Campus大约几分钟步行距离，学习与生活
非常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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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学士双学位

免责声明：上述课程名单仅供参考，并非详尽无疑。所有模块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更改或替换，恕不另行通知。

第1 学期 // 6 个月 // 4个小学期 

消费者营销学

组织行为学

专业发展与沟通 

学术写作与研究技巧

学术英语交流 I, II, III, IV 

德语交流 I, II, III, IV

酒店与旅游业概述

酒类课程概述

餐饮运作概述 实践课程

餐饮服务运营 实践课程

厨房运营 实践课程

全球服务业经济学

餐厅收益管理

现代餐饮

语言选修课       

第2 学期 // 4-6个月 Paid 

全职带薪实习

商务与款待业管理文凭
(120学分等同于60ECTS）

第一学年   商务与款待业管理文凭

商务与款待业管理文凭课程，专为完成高中阶段学习
，并有志于从事酒店或旅游业的学生设计。课程目的
是让学生全面认识国际酒店运作知识和相关原理，以
及商业管理准则。整个学年由 20周的课程学习和 4-6
个月的全职带薪实习组成。

第二学年  商务与款待业管理高级文凭

商务与款待业管理高级文凭课程，提供学生在全球旅
游业、酒店业和其他跨国商务领域所需的相关知识技
能，提高他们在商务管理方面的知识。

课程涵盖了会计、市场营销、人力资源等方面，全面
提升学生在商业管理中的理论知识和技能水平。整个
学 年由20周的课程学习和4-6个月的全职带薪实习组
成。

第三学年 专业选择A  酒店与款待业管理学士学位

酒店与款待业管理学士学位课程，为所有学生提供对
潜在雇主具有吸引力的学术资格水平和技能：真正进
入社会工作所需的知识能力，一个可运用于酒店行业
不同领域的“工具箱”。毕业生们将有机会成为优秀
的管理者，在各种国企和私企发展，在休闲会所、酒
店、主题公园、会议会展等领域中大展拳脚。

第三学年 专业选择B  全球商务管理学士学位

全球商务管理学士学位课程，为所有学生提供对各种
不同行业领域的潜在雇主具有吸引力的学术资格和技
能，比如国际销售和市场营销、财务管理、银行投
资、人力资源以及运营管理、后勤部门以及各种政府
和非政府组织的行政部门等。

本科第三年整个学年由20周的课程学习和4-6个月的全
职带薪实习组成。

   第一学年 
入学要求:

• 完成国内高中三年课程 + 高中毕业证书
• 雅思5.0 分或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完成第二学年后，学生可以选择“酒店与款待业管理
专业”或“全球商务管理专业”作为最后一年的学习
方向。

• 年满17.5周岁或以上

1

1

1

1

1 选修模块



09

 

 

 

 

 

 

 

 

 

 

 

 

 

 

 

 

 

 

 

 

 

 

 

 

 

 

第3学期 // 6个月 // 4个小学期 

电子商务

商业经营分析

酒店业人力资源管理

企业社会责任

前厅运营与预订系统

房务运营

职场情商

研究方法论

语言选修课I, II

中小型企业管理 2  

款待业法律法规

酒店收益管理

酒店行业文化

酒店和餐厅设计

高级餐饮服务 实践课程

活动策划与执行（酒店与款待业管理专业必选）

全球商务（全球商务管理专业必选）

酒店及旅游业当前现状（系列研讨会）

 第4学期 // 4-6 月

全期带薪实习

商务与款待业管理高级文凭
(120学分等同于60ECTS）

第5学期 // 6个月 // 4个小学期

活动管理

现代酒店服务管理

酒店设施：开发与管理 

酒店服务业战略管理

酒店行业财务管理

学术写作

第6学期 // 4-6个月

全职带薪实习

第5学期 // 6个月 // 4个小学期

产品及服务创新

全球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国际商务环境

项目管理

数字媒体

学术写作

第6学期 // 4-6个月

全职带薪实习

第三学年

   第三学年  

入学要求:

    第二学年           

入学要求:

      酒店与款待业管理学士学位
     (120学分等同于60ECTS）

      全球商务管理学士学位
         (120学分等同于60ECTS）

• 完成国内高中三年课程 + 高中毕业证书
• BHMS高级文凭证书或同等学历
• 雅思6.0分或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 完成国内高中三年课程 + 高中毕业证书
• BHMS文凭证书或同等学历
• 雅思5.5分或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2

2

2

2

2

2

2

2

2 选修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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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Sc.硕士双学位
课程介绍

独立研究

学生在第二个学期需要完成独立项目研究，针对于酒
店管理行业选择某个主题进行深入并具批判性的调查
研究。

完成此项研究并经过四到六个月的全职带薪实习审核
合格后，方可获得硕士学位。

第1学期 // 6个月 // 4个小学期   

财务业绩与收益管理 

可持续发展概论

酒店行业现状与趋势分析

数字化时代市场与品牌营销

企业战略管理

商业领导力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研究方法论

餐饮服务运营

德语或法语

 

    

第2学期 // 4-6个月
独立研究

全职带薪实习

作为支持性课程提供给有意愿在瑞士实习的学生

国际款待业管理专业
       (180学分等同于90ECTS)

         国际款待业管理专业  

• 任何 专业的本科学位
• 雅思 6.0分或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M.Sc. 硕士课程，专门为大学本科毕业生以及希望拓
展提升职业发展的人士而设计。课程将强化他们在国
际款待业管理及商务管理行业的相关理论知识和实践
技能，通过各类实用酒店及商务管理案例分析研究和
商业概念学习，使学生获得整体提升，满足提升职业
管理生涯所需的核心管理知识和竞争需要。

入学要求：

3

3

3

免责声明：上述课程名单仅供参考，并非详尽无疑。所有模块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更改或替换，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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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学要求：
• 大专文凭或同等学历
• 年相关工作经验
• 雅思 分或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研 究生资格证书 //3个月 // 2个小学期 

创新与变革管理

服务行业的多样性与包容性

收益与资源管理

酒店业中的情商

款待业管理研究生资格证书

研究生资格证书

第2学期 // 4-6个月

    全球商务管理专业
(180学分等同于90ECTS)

(60学分等同于30ECTS)

 第1学期 // 6个月 // 4个小学期 

决策者高级会计学  

全球企业商业道德

国际商务法

数字化时代市场与品牌营销

企业策略管理

商业领导力

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研究方法论

餐饮服务运营

德语或法语

   

  

 

独立研究

全职带薪实习

3 作为支持性课程提供给有意愿在瑞士实习的学生

• 任何专业的本科学位
• 雅思 6.0分或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全球商务管理专业

入学要求：

2-3
6.0

3

3

研究生资格证书作为一个独特的桥梁课程，提供 
给没有本科学士学位但希望攻读硕士学位的学生。
学生将在3个月内学习4个高阶核心课程。在成功
完成后可进入硕士阶段的学习，硕士可选择国际
款待业管理专业或者全球商务管理专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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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BA工商管理硕士双学位
BHMS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学院与英国约克圣约翰大学

瑞士以其高质量的服务业、酒店业和旅游业以及多个
领域的创新而闻名于世。正因如此学生们有机会跟随
现代课程，在关键的商业实践中获得专注的洞察力和
技能，并通过案例分析、数据处理和项目研究等各种
不同领域的探索与发展，以确保能学以致用，并具有
真正的职业价值。

MBA工商管理硕士双学位包括为期6个月的强化全日
制学习，然后进行独立的研究调查，学生将深入研究
与他们未来相关的领域。

如果学生希望在重返职业生涯之前获得更多的工作经
验，该项研究可以在瑞士或海外实习6个月的时间内完
成。或者，学生可以在完成全日制课程之后选择返回
全职职位并完成研究。

此MBA课程适用于拥有学士学位及一定管理经验，并
希望在相关行业获得晋升并走上重要管理岗位的人
士。

第1学期 //6个月 //4个小学期

全球商务策略  

营销及数据分析

领导创新与文化变革

可持续经营动态观察

企业发展与价值创造

会计与财务决策管理

学术写作与研究：MBA

国际款待业管理  

第2学期 // 4-6个月

全职带薪实习

MBA  工商管理 
入学要求:

• 本科学士学位，不限专业
•
•

雅思 分或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至少2年全职工作经验     

(York St John University)联合开设MBA课程，颁发
MBA 工商管理硕士双学位。该课程通过专题研究、团
队协作以及实际商业实例分析、应用学习提高学生的
管理相关知识和管理能力。

 

创新与创业

全球市场营销

4

4

4

MBA工商管理硕士双学位
(180学分等同于90ECTS)

4 专业方向（三选一）

毕业项目（定点项目）

免责声明：上述课程名单仅供参考，并非详尽无疑。所有模块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更改或替换，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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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个专业方向

MBA优才计划

 MBA 优才计划 // 3 个月 // 2 学期

 可持续商业动态观察

 领导创新与文化变革

 企业发展与价值创造 

MBA工商管理硕士双学位
(180学分等同于90ECTS)

三个专业方向

创新与创业

创新和创业专业是为了让学生能深入了解新的商业理
念和创业的本质，使其具备在创建新的企业时所需的
特殊技能。

整个课程特别侧重于创业启动过程相关领域，例如
如何开发独特性的全新的商务理念、商业模式及流
程、如何策划和提交一份商业计划书，如何确立公
司的竞争优势以及如何为社会创造创新的价值等等。

全球市场营销

在全球市场营销专业中，学生们学习研究如何通过数
字化工具和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包括Facebook、
Twitter、LinkedIn等 ）来加强市场营销。

同时课程还通过一系列的国际化市场活动来让学生探
索、了解各国文化差异、地域差异，使其能够在今后
的管理工作中融会贯通、熟练运用。

除了核心的约克圣约翰大学的MBA课程，BHMS学生
们将有机会参加附加的BHMS MBA课程模块学习，并
将他们的毕业项目（即顶点项目）也围绕这一主题领
域开展。BHMS MBA课程学习模块的增加，可作为学
生们学习计划中增加的重点主题。

国际款待业管理专业提供了一个多样化和激励性的学
习方案，使学生对于全球酒店服务业的多样性和复杂
性有充分的了解。

该课程针对国际行业，主要环境及主办方市场，尤其
是在商业发展并实施的领域进行结构性的审视。

此外，课程还针对于全球款待服务业发展的领域，进
行了全球化、国际服务行业、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科技、生态环境监管等方面的探讨。

成功修满180学分的BHMS 硕士毕业生（国际款待业管
理专业或全球商务管理专业）可以通过120学分转换的
方式直接进入MBA 课程学习（包括独立研究项目），
在3个月内完成3个核心MBA 课程模块和一个商业咨询
项目来获得约克圣约翰大学MBA学位。

商业咨询项目

国际款待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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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双学士学位 - 西方美食艺术

第1学期 // 6个月 // 4个小学期

西方美食经营要领 实践课程 

食物准备技术 实操课程  

欧洲美食 实操课程

冷盘厨艺 I 实操课程

甜点制作 实操课程

面包烘焙 实操课程

营养学

食品安全

全球酒店业概述

德语或法语

学术写作与研究技巧

 第2学期

 

// 4-6个月

全职带薪实习

西方美食艺术专业文凭
(120学分等同于60ECTS)

入学要求
• 完成国内高中三年课程 + 高中毕业证书
• 雅思5.0分或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第一学年

• 年满17.5周岁或以上

第一学年 西方美食艺术文凭

西方美食艺术通过专业基础技术和实践训练，带领
学生进入美食创作的世界。第一年学习以经典欧洲
烹饪方法、刀法和配料为重点。此外，烘焙技术将
通过两个单独课程教授，行业食品安全和营养学的
学习，有助于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第一年的全职带
薪实习。

第二学年 西方美食艺术高级文凭

在获得西方美食文凭之后，高级文凭项目将引导学
生继续学习国际美食艺术理论。第二年的学习重点
包括高级冷餐技术、高级当代菜肴制作与演示和专
用巧克力制作。通过核心课程目标的训练，学生将
会开始锻炼管理方面的能力，拓展美食职业生涯的
就业机会。

第三学年 西方美食艺术学士学位

进入西方美食艺术专业的最后一年，在已经掌握的
美食方面的能力和经验基础之上，将着重强化和磨
练学生的实战技能、领导力和商务技巧。第三年的
学习重点包括食品服务业务的跨学科管理、客户服
务、资源规划和管理。在我们进入最后一年的实习
和未来的就业之前，学生将会在厨房实验室掌握新
品开发、分子美食学、技术应用和管理团队等多种
技能。

免责声明：上述课程名单仅供参考，并非详尽无疑。所有模块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更改或替换，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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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学期 // 6个月

菜肴艺术 实操课程

国际美食 实操课程

当代美食艺术 实操课程

地中海美食 实操课程

冷盘厨艺 II 实操课程

巧克力创作

菜单设计

食品采购与成本管理

餐饮服务运营 实操课程

西方美食艺术商业分析 或 食物红酒搭配

语言选修课 或 酒店与餐厅设计

第4学期 // 4-6个月

全职带薪实习

第5学期 // 6个月 

西方美食主题研究

烹饪资源管理

当代美食艺术运营

餐饮服务运营

创新与创业

第6学期

 

// 4-6个月

全职带薪实习

入学要求
• BHMS文凭证书或同等学历
• 雅思5.5分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入学要求
• BHMS高级文凭证书或同等学历
• 雅思6.0分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第二学年 第三学年

西方美食艺术项目

西方美食艺术学士学位
（120学分等同于60ECTS）

西方美食艺术专业文凭
(120学分等同于60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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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BHMS 款待业管理研究生课程，专为希望在款待业管
理行业有所发展的两类目标人群而设立：第一类是拥
有其他专业的学士学位且英语能力水平不够高，同时
希望开展一个基础课程并继续攻读MSc或者进入国际
款待业管理业发展事业的学生；第二类是针对拥有副
学士学位并拥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希望继续深造获得
更高学历的学生们而设立。

全职带薪实习

4 - 6个月的全职带薪是研究生和硕士课程项目中最重
要的实践机会。在瑞士实习，学生工资是每月 2,216 

瑞郎。实习单位将根据学生的表现、行动力和专业态
度作出评价。

款待业管理研究生文凭

选修课程
• 前厅运营与预定系统
• 房务运营
• 食物与葡萄酒搭配
• 菜单设计
• 商业分析
• 款待业法律法规
• 商业经济
• 活动策划与执行
• 中小型企业管理
• 酒店和餐厅设计

 

• 德语 I, II, III
• 法语 I, II
• 意大利语 I, II
• 普通话 I, II

7

第1学期 // 6个月 // 4个小学期

酒店及旅游行业概述

企业社会责任

商业经营分析

学术写作与研究技巧

人力资源管理

电子商务

餐厅经营概述 实操课程

餐饮服务运营 实操课程

7门选修课程

第2学期 // 4-6个月
全职带薪实习

款待业管理研究生文凭
(120学分等同于60ECTS）

款待业管理
入学要求
• 大专文凭或同等学历

• 本科学士学位，不限专业
• 雅思5.0分或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7

• 两年全职工作经验
• 雅思5.0分或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或者

免责声明：上述课程名单仅供参考，并非详尽无疑。所有模块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更改或替换，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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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介绍

西方美食艺术研究生文凭课程，专门为希望在美食
行业有所发展并拥有其他专业文凭的学生而开设。
该课程的后半部分结合了烹饪操作的实践方法和基
本知识准备技能，更先进的技术和创造力。管理技
能通过关键的应用理论课程得到提高以确保理论和
实践的平衡转换。

课程的重点是以欧洲经典烹饪方法、刀法、食材与
酱料为基础，有助于学生在餐厅工作环境中实践这
些技能和设计菜单。学生也会在全职带薪实习中，
学习行业食品安全和营养学。

全职带薪实习

研究生文凭课程和硕士课程的学生，都将会有为期
4 - 6个月的全职带薪实习。瑞士本土的带薪实习，
学生可以得到每个月 2,216 瑞郎的实习工资。实习
单位将会对学生的表现和行为，以及专业态度做出
评估。

西方美食艺术研究生文凭

• 蛋糕与奶油 实操课程
• 面包烘焙 实操课程
• 巧克力创作 实操课程
• 食物与葡萄酒搭配

• 菜单设计
• 食品成本与采购管理

选修课程

• 德语 III

6

第1学期 // 6个月 

西方美食经营要领 实操课程

食物准备技术 实操课程

欧洲美食 实操课程

全球美食 实操课程

主题与概念 实操课程

地中海美食 实操课程

菜肴艺术 实操课程

营养学

食品安全

德语 I 和 II

4门选修课程

第 2学期 //  4-6个月

全职带薪实习

西方美食艺术研究生文凭
(120学分等同于60ECTS）

入学条件
• 本科文凭或者有2-3年相关工作经验的大专文凭
• 雅思5.0分或同等水平语言成绩

西方美食艺术

5 此类课程模块学生选择其中1个

5

5

5

6

• 年满17周岁或以上

5

免责声明：上述课程名单仅供参考，并非详尽无疑。所有模块
如有特殊情况需要更改或替换，恕不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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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预备课程

K it ch en  LabD in n e r Se rv ice

英语强化课程

该英语强化课程针对英语成绩未达到所选课程入学要
求的学生而开设，为期 10周；该课程提供三个不同级
别以确保学生最大程度的提升与进步，并达到所选课
程的入学要求，快速进入真正的学术课程。

英语强化培训预备课程是一个充满活力的课堂，通过
积极的学习可以提升英语的听、说、读、写等能力。
学生通过真实语言环境锻炼听力，根据他们听到的内
容，扩展他们对语音、语法和对话的认识。

写作根据商务英语写作的过程和规范，提升学生语法
和文章撰写结构的运用能力。学生还可以通过自评、
测评和辅助资料证明等方法，改善他们写作内容的专
业深度。

英语强化培训预科课程全程在老师指导下进行，时长
从每周一至周五共 小时，小班教学保证每个人都
得到关注。

重要提示：在英语水平低于标准入学要求的情况下，
该课程仅为可获得瑞士留学签证的特定国家的学生提
供。

本科预备课程 

这个为期10周的本科预备课程，是为那些已经获得酒
店管理、商业管理或烹饪专业大专文凭，但还没有达
到直接入读BHMS本科最后一年入学标准的学生而
设。学生将修读48个学分相关课程，完成之后可进入
本科最后一年并最终获取本科双学士学位。

注：此预备课程仅针对申请本科最后一年的学生设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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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HMS国际认证机构

C it y  Cam p u s Rest au ran t

BHMS 瑞士工商酒店管理学院是瑞士联邦政府承认的瑞
士高等教育院校。

BHMS 是瑞士eduQua教育体系认证及瑞士琉森州政府
认证的高等教育学院。eduQua是瑞士质量管理协会认
证机构，也是瑞士官方对高等教育的品质认证。

BHMS与英国罗伯特.戈登大学（Robert GordonUniv-

ersity）合作，共同设立酒店与款待业管理、全球商务
管理、西方美食艺术等专业的本科、硕士、研究生资格
证书等课程。英国罗伯特戈登大学连续被泰晤士报、星
期日泰晤士报、卫报和完整大学指南评为顶尖现代大学。

MBA学位由英国约克圣约翰大学（York St. John Univ-

ersity）颁发。作为英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之一，2021

年英国约克圣约翰大学迎来其180周年校庆。2017年英
国约克圣约翰大学在英国“教学卓越框架”（TEF） 评
比中获得铜奖。

右侧为BHMS获得的主要国际认证及合作伙伴。



20  BHMS Dip lomas Degrees

全职带薪实习

Geneva & Davos Zurich & Geneva

Zurich Zurich & Lausanne Zurich & Geneva

Zurich, Bern & St. Moritz St. Moritz Zurich, Basel & Lucerne

Zurich & Geneva Zurich & DavosZurich Airport

全职带薪实习是在BHMS学习的一个组成重要组成部
分。在每个学年，学生都会在瑞士本土或全球进行为
期4-6个月的实习。

学校的实习部门与众多全球知名酒店保持密切联系
邀请知名酒店集团直接来学校进行专场面对面招聘
同时参加全球酒店行业招聘展会，通过各种途径协助
学生安排瑞士本土或全球的实习工作。

不仅如此，实习部门的老师还会提供简历撰写指导
面试培训，协助文件准备及签证申请等服务，从各方
面协助学生完成优质的实习项目。

实习期间，实习单位将根据学生的表现、行动力和专
业态度作出评价。学生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撰写实习报
告。瑞士带薪实习的每月最低工资不低于2 216，
瑞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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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tral Switzerland Zurich, Basel & St. Gallen Zurich Airport

Geneva Zurich Basel

USA, Japan, Thailand, Malaysia & Hong Kong USA, Germany & Romania

Belgium USA, UK & UAE Worldwide

Malta UAE Netherlands & UAE

全球实习合作企业（部分）



H O T E L S  &  R E S O RT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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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就业推荐

Corporate Partner Corporate Partner

BHMS全球就业指导中心（Masterwork）是BHMS
旗下的就业服务子公司，成立于1985年，为保障
BHMS毕业生全球就业而设。

就业指导中心与众多全球知名酒店和商业公司保持
合作关系（包括欧洲、东亚、东南亚、中东、北美
等），致力于保障学生获得国际化的工作机会并提
供协助工作。

就业指导中心提供简历制作、面试培训、工作前
景分析、文件准备、签证申请等服务。BHMS 与
众多招聘会和国际企业合作，为学生拓展全球就
业机会。



DOVE MOUNT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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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shion & Luxury Goods Swiss Luxury Beauty Banking

Fashion & Accessories IT Industry Conferences & Marketing Events

其他第三产业合作企业（部分）

国际招聘合作企业（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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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感言
Nicolas Roessler毕业于2016年，取得了BHMS/RGU酒
店与款待业管理本科学士学位。现担任德国Absortech
集团的区域营销经理，主要负责东欧及俄罗斯地区业务
。该公司作为世界领先的干燥剂生产企业，为各种运输
过程中产品免受潮气损害提供解决方案。

“在BHMS 的学习时光是独特并且充实的，作为一名有
多元文化背景的学生，我需要了解并适应不同的风俗和
习惯。只要有热情，自律以及决心，我相信一切皆有可
能。”

Anastasia Demchuk 于2013年完成了BHMS/City U的
MBA学位课程，如今她是英国伦敦香奈儿的副经理。

“我的职责范围主要包括与管理团队一起来确定经营策
略和服务标准，以优化和保持我们的销售业绩，绩效指
标，收益率，及如何提高香奈儿品牌的奢侈品客户服务
体验。在BHMS 的学习和体验为我在奢侈品的迷人世界
里驰骋打下坚实基础。”

Zdenek Prusa 毕业于2016年，取得了BHMS/RGU酒店
与款待业管理本科学士学位。如今他成立了瑞士品牌
Botanico Tea’s 并担任董事长。Botanico Tea’s 是
一个高端饮料连锁品牌，主攻瑞士和捷克市场。

“从我记事开始，我就对旅行充满热爱。在卡塔尔凯悦
酒店以及马尔代夫四季酒店工作的经历极大地增加了我
要在最短时间内创立我的事业的决心。我把我事业的成
功归因于我之前的基础以及我在BHMS 学习期间所获得
的各种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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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xin Huang 于2012年本科毕业，现任上市公司云南
沃森生物智能制造与建设管理部负责人。沃森生物是国
内专业从事疫苗及其他生物药品研发、生产、销售的现
代生物制药企业。

“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部门负责人，我需要与来自全球
的设备合作伙伴、盖茨基金会、世卫组织这类的国际机
构共同合作，努力为公司国际化战略贡献自己的 力量。
BHMS带给我最大的财富是国际化视野与实践 能力，这
能让我快速适应跨专业，跨领域的转换。”

Miruna和 Llinca Anton 在2021年完成了她们的全球商
务管理专业本科，毕业后在瑞士琉森创立了她们自己的
餐饮品牌Antons餐厅。

“做自己最热爱做的事并投入百分之百的热情，这会让
我们的人生非常有意义。事实上当我们事业发展初期也
遇到了好多挑战，但我们总是对自己以及对我们的方案
充满信心，因为我们需要把注意力放在如何寻找解决办
法而不是仅仅关注问题本身，这些经历绝对是我们非常
神奇又独特的体验。”

Jun Wong毕业于2019年，取得了BHMS/RGU全球商务
管理本科学士学位。如今是中国香港福朋喜来登酒店的
人力资源经理。

“在香港东涌福朋喜来登酒店，我是开业筹备团队的一
员。能参与到一家酒店的开业筹备也是我一直以来的梦
想，因为这会让我有机会能收获大量在酒店发展管理，
员工招聘及培训方面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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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感言
Jekabs Bodnieks 毕业于2019年，获得了BHMS/RGU

全球商务管理本科学士学位，现在他就职于英国伦敦45

 Park Lane酒店。在具有当代文化的众多奢华酒店中，
这家酒店仿佛一座充满活力的灯塔，也是一座充满勃勃
艺术生机的地标性建筑，静静地矗立在古典的伦敦市中
心。

“对于我来说，能够开心地做我在做的事就是最重要的
，提供餐点、记账、管理团队，或其他任何事。只要你
能乐在其中，那么任何事都变得容易起来，在这个过程
中你也会不断收获成长。”

Kateryna Bugrova 毕业于2018年，并获得了BHMS/

RGU全球商务管理本科学士学位。现就职于德国慕尼黑
安联科技的人才引进及发展部门。

“这是我在德国的第三年，在瑞士BHMS的学习教会了
我如何充分利用学习机会并成长为一名专业人士。我们
不应该局限地被动接受知识，而要不断寻求新机会进而
完善和推动我们的职业发展。”

Durgesh Varma于2011年取得了款待业管理研究生文
凭，如今是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的高级经理。作为最
有标志性的酒店，新加坡滨海湾金沙酒店拥有全球最大
的空中室外无边泳池、屡获殊荣的餐厅、多种多样的购
物选择及娱乐设施等。

“从最开始我就坚定我的目标并且对自己有信心。在B-

HMS我学到了如何尊敬他人，如何在团队中工作以及如
何理解并欣赏文化差异。这些都将是我在像金沙酒店这
种代表性企业工作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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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o Mariño Cespedes 毕业于2016年，并顺利取得
了MBA学位。如今他在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巴尔港瑞
吉度假酒店工作，职位是财务副总监。

“在BHMS的学习是我进入酒店业的跳板。我决定攻读
MBA 学位因为我希望能够获得关于这个行业的更深层
次的认识。我的工作经历让我有机会体验三个大洲的生
活，同时我有机会在不同的岗位展现我的能力。如果要
问我为何能够做到现在这个岗位，那么我认为谦逊有礼
和平等待人是帮助我成长和成功的主要原因。”

Mila Anufrienko毕业于2017年，并顺利取得了MBA学
位。如今她作为客户体验项目经理任职于瑞士苏黎世的
瑞士信贷集团。

“作为项目经理，我主要负责把客户的想法融入到每个
项目中，尽力创造客户的价值主张。我非常庆幸我拥有
在BHMS 的学习经历，因为正是它让我能了解到这种以
客户为中心’的经营战略。”

Roy Wu 毕业于2017年，并顺利取得了MBA学位。如今
他在中国上海德勤担任高级咨询顾问。

“能成为一名顾问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我喜欢分析问
题，构思可能的解决方案以及最终把方案应用到实践中
去。在我的工作中，有效沟通以及同理心是一个领导者
必备的能力和素质。在BHMS所学的MBA课程使我掌握
了基本工具，同时也让我具备了在咨询业可以尽情驰骋
所必需的专业技能与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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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BHMS的真实生活

Sample Single Studio Accommodation Sample Shared Premium Accommodation 

Anastasiia Balanutsa
乌克兰

“在BHMS与来自全世界的学生
在一起学习，帮助我开拓眼界，
锻炼社交能力。”

关于学生

住宿和餐饮

BHMS的主要学生宿舍楼 City Campus)提供24小时的前台服务和安
保服务，配有学校餐厅和一间公共休息室。

学生宿舍房间（双人间）皆配有 24小时热水浴室、厨房和 WIFI。如
需单人间或单人公寓需可交额外费用。学校为交纳餐饮费的学生提供
一日三餐，周末及节假日则为早午餐和晚餐两顿；对于素食或有宗教
信仰的学生可提供特殊菜肴。

互联网和语言中心

BHMS的各个校区和宿舍都覆盖免费高速WIFI ，学校也在教学楼提供
台式公用电脑供学生免费使用。

同时BHMS学生可以免费使用总部Benedict在Lakefront Centre的语
言中心学习多种语言。 

BHMS学生来自超过90个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他们拥有不同的语言文
化、宗教背景，但是却拥有同一个目的——在全球酒店业中创造成功
的事业。因为在多元化的环境中生活，学生可以学习到不同的语言和
领略不同的文化，这样的经验是未来国际企业领导者所需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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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e Shared Standard Accommodation  

着装要求

BHMS 独特的教学环境提供了一个专业的商业环境 ，所有的工作人
员、老师和学生都需遵守良好的礼仪和正确的行为规范。所有的学生
都应遵守职业着装准则，养成良好的专业习惯以适用于未来的职业生
涯。对于学习西方美食艺术的学生，学校会提供全套的专业厨师服
在实践操作课上穿着。

语言

所有课程的授课语言为英语。学生同时可以学习德语、法语或其他语
言。学生掌握多种语言在酒店业是非常重要的能力。学生熟练掌握德
语有助于日常生活交流，并且有助于在瑞士德语区找到好的实习岗位
（通常来说德语区是瑞士经济最发达的地区）

师资

教师素质决定着任何教育机构的质量。BHMS 所有的教学人员都持有认
证的专业学位或公认的专业头衔，同时有着丰富的学术背景的行业管理
经验；BHMS 同时也邀请来自瑞士和国外的行业嘉宾演讲，丰富教学内
容。

DANDE FENG   

“在BHMS，我接触到了很多不
同的文化，认识了很多新朋友。
更重要的是学到了很多有用的知
识，对职业发展很有帮助。”

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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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富多彩的课余生活

01 02

03 04

BHMS 通过支持学生参与丰富的课外活动来引导学生
拓展各项技能和兴趣；体育赛事、旅游观光、娱乐及
锻炼和文化之旅等多项活动可以有效地引导学生深入
了解瑞士和欧洲的生活方式，这些丰富的课外活动为
BHMS 学生们在学习之余增添了更多层面的精彩体验
了解不同文化，扩大国际化视野。

01 琉森Eichhof Brewery 远足
02 参观赫尔吉斯维尔玻璃厂
03 BHMS校内瑜伽体验课
04 参观苏黎世科技园
05 参观少女峰（海拔3454米）
06 参观瑞士中央牧场
07 缆车欣赏皮拉图斯山
08 城市巨石公园室内攀岩
09 全天畅游Alpamare，欧洲最大的水上公园
10 琉森马拉松BHMS学生最后冲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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