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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蒙特勒飯店管理大學 (HIM)
Hotel Institute Montreux

建校年：1985

授課語言：全程英語授課

當地母語：法文

課程：
大學學士課程
Bachelor Degree Program
飯店商業管理學士學位
(附加專業本科課程:
在財務分析和財富管理方面 / 
人力資源與發展 / 銀髮族產業管理 / 
加盟事業管理或精品品牌管理)
Bachelo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in
Hospitality Management with specializations In: 
- Financial Analysis and Wealth Management
- Human Capital & Development 
- Management for the Senior Living Industry 
- Franchise Business Management
- Luxury Brand Management.

碩士學位課程
Master Degree Program
旅遊和酒店管理碩士
(附加專業本科課程:
國際郵輪事業管理 / 健康旅遊管理 /
旅遊景點管理 / 旅遊業的永續發展)
Master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Management with specialization: 

- International Cruise Line Management 

- Health Tourism Management 

- Regional Destination Management 

- Sustainable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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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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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士學位:
諾斯伍德大學認證（Northwood University）
合作授予美國飯店管理工商管理學士學位。諾斯伍德大學獲得
了美國高等教育委員會的認可，該委員會得到了教育部長和中
學後認可委員會的認可。

FIBAA 國際商務管理認可基金會（FIBAA）的認可 FIBAA 是
一家歐洲的，國際性的機構，致力於高等教育的品質保證和品
質發展。

蒙特勒飯店管理大學是 The International Centre of Excellence in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Education 旅遊和款待教育國際卓越中心
（THE-ICE）的成員，該中心是一家致力於認可，對標，開發
和推廣旅遊，款待，活動和烹飪質量計劃的國際認證機構藝術
教育，培訓和研究。根據 THE-ICE 全球卓越排名，蒙特勒飯店
學院在2019年的以下類別中排名第1：整體到達，良好聯繫，簽
證諮詢，提供滿意度的申請以及第3名的總體學生滿意度。

蒙特勒飯店管理大學有 EduQua 的認證，EduQua 是瑞士的品質
標籤，透過設定最低標準並支持其認證機構的品質改進來確保
教育機構的品質。

學校官方網站
www.hotelinstitutemontreux.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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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蒙特勒飯店管理大學 (HIM)
Hotel Institute Montreux

學校介紹
瑞士蒙特勒飯店管理大學（Hotel Institute Montreux）著名的瑞士飯店管理接待技巧與當代美國商
業管理專長相結合。學生在蒙特勒飯店管理大學，獲得的商業知識，使他們能夠進入國際職業生
涯，並擁有從一個飯店專業轉移到另一個商業管理或財務及人資專業的敏捷性。瑞士蒙特勒飯店
與全球領先的商業和管理行業領導者緊密合作，提供學生財務分析和財富管理、人力資本與發展、
高級生活產業管理、特許經營管理和奢侈品牌管理等專業範疇的附加專業本科課程。蒙特勒飯店
管理大學與（美國）諾斯伍德大學合作的大學的3年學士學位及1年碩士學位課程，課程每年可在
瑞士支薪實習 (4-6個月)。完成了課程，我們畢業生的業務管理技能，使他們成為飯店業及其他專
業的領導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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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名。

 (英文版)  學校介紹

  Ranked No.7 in 2022 QS World University for hospitality and leisure management, Hotel Institute Montreux
  is the key to providing you with an education that not only blends the best of hospitality and business but
  enables you to be agile, dynamic, and innovative — just like the wonderful world of hospitality!
  
  Our modern curriculum designs to ensure you stay ahead of today’s trends, and you are encouraged to be
  creative and innovative in everything you do. Your time at Hotel Institute Montreux will help you build a
  customer-centric mindset and improve your agility to give you that edge in business. Our curriculum delivers
  by experienced faculty and guest lecturers who are experts in their respective fields. They bring their real-life
  experience to the classroom and are committed to being available to you. Also, diverse specialization is 
  provided  for the students to experience the world of business, from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financial 
  analysis and wealth management, management for the senior living industry, to franchise business management.
  Not just learning from the world of hospitality but also experiencing the diverse business world.

短期特別課程
Semester abroad:
在瑞士學習並獲取相關學分:
您是飯店或企管本科系的嗎？您可以在瑞士一學期取得學分並取得國際和實習經驗的機會。在您
沉浸於當地文化並練習新語言的同時還可以取得學分。用一整年的時間探索瑞士：在阿爾卑斯山
滑雪或遠足，探索美麗的城鎮，發現精美的葡萄酒和當地美食 - 瑞士提供了無窮的可能性！將您
的周末花在歐洲的重要觀光地點，搭乘火車或飛機在幾個小時內即可輕鬆到達。

了解更多請上官網：
https://www.hotelinstitutemontreux.com/en/page/programmes/semester-in-switzerland-4461

透過上述考試的所有 HR 附加專業本科的學生都將獲得 aPHRI 證書。
HR認證學院® HR Certification Institute®（HRCI®）不認可任何特定的準備計劃或提議。我們鼓
勵潛在的認證持有者使用各種資源，以反映他們的學習風格和需求。不需要購買認證產品，並且
HRCI不能保證個人會基於購買認證準備產品而獲得通過憑證︒

紅色和紫色 HR 設計，HR CERTIFICATION INSTITUTE 和 aPHRi 是 Human Resource Certification
Institute，Inc.在美國和其他國家/地區的註冊商標。經許可使用 Accreditations and Affili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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