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校年：1982

授課語言：
全程英語授課/可副修法語或德語

當地母語：布夫雷(法文)，布里格(德文)

課程：

雙學士課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1. 瑞士飯店管理雙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Arts in Hospitality Business Management

2. 國際企業飯店及觀光管理學士學位
        Bachelo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Hotel and Tourism Management

雙碩士課程
Master Degree Program
1. 國際飯店及觀光碩士學位
        Master of Arts in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Entrepreneurship

2. 飯店及旅遊創業管理碩士學位
        Master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Entrepreneurship

入學要求英文程度
Admission request IELTS/TOEFL 
學士入學IELTS 5.5 / TOEFL ibt 55
碩士入學IELTS 6.0 / TOEFL ibt 67-74

瑞士凱撒里茲大學 (CRCS)
César Ritz Colleges Switzerland

學校介紹
瑞士凱撒里茲大學 Cesar Ritz College Switzerland 擁有近40年的
歷史﹔瑞士豪華飯店管理先驅 Mr. César Ritz 凱撒•里茲
（César Ritz）又稱 “King of Hotelier 飯店管理之父”我們得以繼
承傳奇企業家César Ritz的創業精神與品牌遺產而感到自豪。透
過Mr Cesar Ritz凱撒里茲先生努力、創新和一流的工作，他在飯
店業取得了成功的職業生涯，並開創了全球首家豪華飯店- 法國
巴黎里茲飯店 Ritz Hotel Paris集團 及Ritz Carton Hotel Group 里茲
卡頓飯店集團。

學校代表: Jennifer Kuo (Official Representative in Taiwan)
台灣代表: 林肯企管顧問公司 / education@lincoln.com.tw

學歷認證
Accreditation
所有的文憑皆由瑞士瓦萊州認證 Canton of Valais
瑞士飯店和旅遊管理高級文憑，國際商務學士學位和國際
商務碩士學位獲得瑞士瓦萊州經濟與培訓部的認可。學生
將獲得大使證書 certificate of ambassadorship。

學士課程，由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認證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USA 建立學術夥伴關係，WSU 世界學術排名 - 
觀光飯店科系美國第2名，瑞士凱撒里茲飯店管理大學
（César Ritz Colleges）的飯店管理專業文學學士學位。
WSU 和商學院提供美國飯店業領先的飯店管理計劃之一，
並獲得西北大學委員會（NWCCU）和高級商學院聯合會
（AACSB）的認可。 WSU的飯店業務管理學位在飯店研
究生產率方面在美國排名第9（全球第11）。

碩士課程，由英國國立德比大學認證 University of Derby, UK 。
德比大學是英國排名前5大，並通過出色的教學為凱撒里茲大
學的學生提供最佳職業起點，由領域內專家組成的尖端設施提
供。德比大學在“卓越教學框架”中被評為“金獎”，在國際學生
體驗方面位居世界前10名。(2018年全球ISB基準)

學校官方網站
www.cesarritzcolleges.edu/en

布夫雷校區
Address: Route Cantonale 51 A
               1897 Le Bouveret
                Switzerland
Phone: +41 24 482 82 82

布里格校區
Address: Englisch Gruss Strasse 43
               3902 Brig
               Switzerland
Phone: +41 27 922 04 04

www.swiss.tw @林肯企管Copy right P.02



www.swiss.tw @林肯企管Copy right P.03

瑞士凱撒里茲大學 (CRCS)
César Ritz Colleges Switzerland

瑞士凱撒里茲大學傳承里茲先生精神，為學生提供專注於飯店商業管理及廚藝課程，觀光旅遊課程及創
業課程，課程設計創新，科技數位，企業家精神和飯店行銷策略管理的跨校園學習經驗。

里茲先生卓越的傳統和服務，為世界各地的飯店和餐館樹立了標干。我們的學生受益於豐富的文化底蘊
中的學習環境，尤其注重創新和創業精神。他們的研究使他們開發出詳盡的，切合實際的商業計劃，並
可以在畢業後規劃自己的事業，同時也能與全球行業領導者的緊密合作關係，使畢業生能夠放心地實行
他們的事業策略。

瑞士凱撒里茲大學 César Ritz College Switzerland 由兩個校區組成：位於法語區的布夫雷 (Le Bouveret)，
和德語區的布里格 (Brig)。作為方便學生的校園學習，瑞士凱撒里茲大學的學生與瑞士廚藝學院的學生
共享校園。這種安排使學生有機會與未來的廚師企業家一起發展他們的飯店款待技巧。

提供3年雙學士學位課程，由 QS 全球排名 Top 6 瑞士凱撒里茲大學學位 Cesar Ritz College Switzerland 及
美國華盛頓州立大學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被列為全美排名第48名的研究型大學“及全國性第一級的
大學”學生可以在瑞士同時取得2張全球知名品牌學士學位。

提供1年雙碩士由瑞士凱撒里茲大學及英國 University of Derby 頒發2張碩士學位。
課程每年可以再瑞士支薪實習(4-6個月)。

瑞士凱撒里茲大學，培養許多產業管理菁英位居“總經理”、“部門經理” 或是“人資總監”，尤其在台灣五
星級飯店業培養更多飯店菁英例如台北萬豪飯店、台北 W Hotel、台北晶華飯店、台北圓山飯店、台南
晶英飯店、寒色集團、喜來登飯店及艾美飯店及遠企香格里拉飯店......等，定期舉行校友聯誼。

學校也於 2022年 QS 世界大學 “ 休閒及酒店管理 ” 學校排名中， 榮獲全世界第六名。

(英文版) 學校介紹

Ranked No.6 in the 2022 QS World University for hospitality and leisure management, we are a leading business 
school with entrepreneurship and hospitality at our heart. Drawing from nearly 40 years of experience and the 
pioneering ethos of Cesar Ritz, we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multi-campus learning experience. We foster a culture 
of entrepreneurship, sustainability, and leadership in an inclusive learning environment that values independent, 
visionary thinking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of the latest research and technology. 

We value innovation and risk-taking, multicultural awareness, and a caring approach toward the personal 
development of our students. We are proud of our worldwide network of hospitality employers and alumni. 
Our graduates go on to become successful professionals and industry leaders who exceed customer expectations 
through their persistent dedication to excell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