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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正瑞士酒店管理教育·全球带薪实习·强势就业·可转专业·双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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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瑞村解锁最热门的瑞士酒店管理学校



说起酒店管理留学，绝大部分酒店人会推荐去瑞士的酒店管理学校，酒店管理已经成为了瑞士

的一张品牌名片，从就业的前景来看，瑞士酒店管理完胜其他国家，2019 QS全球酒店管理院

校排名中，以就业优势来排名，前10所大学里面，有7所来自瑞士！正因为如此强劲的就业优

势，每年有过千名中国学生选择到瑞士留学酒店管理，成为庞大的瑞士校友网络之一。在大瑞

村处理的近千名申请瑞士酒店管理留学的案例中，我们发现选择瑞士酒店管理的学生背景不外

乎以下几种：

- 对这个专业感兴趣，所以首选瑞士

- 对商科有兴趣，又不想单纯读商务或管理，选酒店管理更有就业优势

- 已经有多年的酒店工作经验，为了增值和晋升，同事推荐的瑞士

- 家里有酒店、餐饮、旅游等相关企业，到瑞士学习最好的酒店管理

- 本科国内读的酒店管理专业，到瑞士读硕

- 为了转专业，通过瑞士留学转行进入酒店行业

针对以上几种类型的学生，大瑞村作为目前市场上唯一一家专注做瑞士酒店管理留学的机构，

我们的瑞士留学团队能做到：

·瑞士背景团队 专业的团队给出独家留学方案，匹配学生最合适的酒店管理院校

·瑞士学校授权 与所有学校保持紧密联系，做到申请、签证、奖学金等环节到位

·真实反馈     每年至少2次到瑞士实地探访学生，给出最客观真实的在校生反馈

·项目选择多   与所有学校都有合作，不会强行推荐单一学校，以学生意愿和背景定校

·全面服务     服务涵盖咨询、申请、文书、定校、签证、接机整个流程

·最新资讯     一手的瑞士酒店管理学校资讯，不会外包学生签约的服务到其他机构

·合理收费     费用透明，除签约服务费外不额外收取其他费用

·签约方便     大瑞村的北京、上海、广州3地办公室欢迎随时预约，也可网络沟通

为什么选择瑞士酒店管理？
WHY SWISS HOTEL MANAGEMENT？



Rachel：

瑞士凯撒里兹酒店管理学院硕士学生

我是从英国本科升读到瑞士的酒店管理硕士，相比传统大机构，大瑞村给我

的感觉是从咨询、申请到签证上都很专业，那种感觉就像是学校是他们开的

一样，收费很合理。

Luiz：

BHMS工商酒店管理学院本科学生

我一直以为瑞士留学的成本很高，是大瑞村给我做了科普，而且帮我直入

到学校的本科二年级，我是真不知道能做到这样省时省预算，这点我是很

感激大瑞村顾问和文案老师的。

Lottie：

SHMS瑞士酒店管理学院本科学生

为大瑞村的留学团队打CALL，老师都特别实诚和负责，即使我已经入学大

瑞村老师也会继续解答我在瑞士的疑难，所以我一直都有帮大瑞村老师反馈

瑞士的真实情况，帮帮那些打算入读瑞士酒店管理的学生。

大瑞村是目前市场上唯一一家专门做瑞士酒店管理且所有学校都能做的瑞士留学机构，保持着

全国最大的12人专业顾问团队均有着瑞士教育背景/5年以上的瑞士留学经验，从2012年成立

到2019年初以来，大瑞村完成了

800+成功入学

2,177个瑞士学校Offer

人均接近2.3个Offer

服务超过100+城市的中海外学生

每年解答约3000人次的瑞士留学问题

为什么选择大瑞村                 
WHY CHOOSE DARUICUN



 

 
 

 

 

 

 

 

2.领先全球的瑞士教育特色

3.体验多元文化交融

1.安全无忧的学习环境

瑞士，全球最安全的国度之一，欧洲热门旅游国，自然环境资源丰厚。瑞士

酒店管理学校费用包含了食宿，学生无需担心租房和吃饭，只需专注学习。

前沿的理论知识学习+实践性课程+全球带薪实习+领导力课程=瑞士酒管教育

让学生在毕业时已有不错的知识、技能和履历，满足雇主需求，快速晋升

所有瑞士酒店管理学校的生源均来自全球接近100个国家或地区，学生可体验

酒店管理工作所需的多元文化，并且可以选修一门第二外语增强竞争力

全英授课，小班教学，上课模式更多是以小组讨论、课外实践、商业模拟大赛

校友分享会、高管经验分享会和企业实地考察等模式进行

带薪实习是必修课程，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所学的知识，更可以体验海外工作乐

趣，如果选择瑞士实习，有最低工资2200瑞士法郎/月的保障

学校有州政府、EDUQUA和NECHE等权威认证保证课程质量，另有QS与CEO

等全球酒店管理院校排名榜单背书，颁发双学位的学校均可回国做学历认证

瑞士酒店管理学校定期汇聚全球所有知名星级酒店集团，还有旅游、餐饮、会展

、航空、金融、教育、咨询等行业的企业招聘者到学校进行实习与就业招聘

瑞士酒店管理每年的费用与英国持平，比美国便宜，每年的总成本低至20-25万元

含食宿。而且这是一生的投资，让你拥有严谨、优雅、懂为人处事的酒店人特质

瑞士酒店管理的8大优势
8 UNIQUE ADVANTAGES

4.注重实践的瑞士式酒店管理教育

5.全球带薪实习

6.权威认证

7.就业资源集中，不局限于酒店

8.高性价比的投资



关键数据
 KEY FACTS

7所
QS全球酒店管理

院校雇主口碑排名

榜前10名，7所在瑞士

就业优势全球最好

60+%

校友在毕业3-5年后担任

泛酒店管理行业的管理层

或行政职位。国内中层年

薪中位数达到30万元起

高层年薪中位数70万元起

98+%

就业率，人均至少

1个或以上的工作

录取（不含继续升学或创业）

双学位
瑞士留学利好政策

只要是双学位的课程

可回国办理学历认证

150+家
企业每年到校进行招聘

学校提供简历、面试

支持和实习就业培训

更有校友网络就业资源

50%
毕业生选择酒店就业

其余学生选择了旅游、会展

娱乐、奢侈品、金融、咨询

文化等行业，不局限于酒店

*数据来源

2019 QS全球酒店管理院校排名

各大酒店管理学校的官方数据

迈点网薪酬报告

3倍

在未来的15年

泛酒店管理行业的规模

预计会扩大三倍，到2020年

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产业

行业急需高端酒店管理人才



入学流程
ADMISSION PROCESS

高中、大学在读/毕业生

准备在读证明/毕业证&学位证，成绩单

有条件录取/无条件录取

入学面试

进行入学面试，部分学生/课程无需面试

开启瑞士留学之旅

雅思/托福成绩必须为入学前1年内的最新成绩

如没英文成绩可先申请有条件录取后补雅思

英语成绩

时间节点

申请时间：

最早可提前1年申请

即高中有2年完整成绩单

大学有3年完整成绩单

递交材料与面试后1-4周

内出录取结果

大瑞村负责学术翻译

申请表、简历、动机信

推荐信等文书申请材料
雅思考试时间：

需在入学前3-12个月内考出

例子：如2020年9月入学

需在2019年9月-6月之间考试
协调面试时间

进行1对1面试培训

大瑞村提供的服务

递签

获得录取通知书，缴交约3000瑞士法郎的留位费

锁定学位，学校出具录取确认信/收据用于签证

选定学校

说明汇款注意事项

指导跨境汇款

协助准备接近15

项的签证材料，协调预约

递签时间和进行面试模拟缴交剩余学费、补充材料和订机票

交齐剩余学费，补交申请时缺失的材料，按照学

校指定的日期订购机票

签证最早可以提前90天

预约，递签后6-12周

获得签证

指导行前准备

安排学校接机

拿到签证后1-2周内完成

与学校沟通申请材料

和面试反馈

2-3周内选定学校并

缴交相应的留位费

办理学历公证、存款证明与亲属关系公证认证

签证材料齐全后本人去大使馆/领事馆递签



课程特色
（以酒店管理为基础）

本科 硕士
（包括双学位认证）

Glion
格里昂酒店
管理大学

国际酒店商务
奢侈品管理

酒店发展金融与房产
创新与创业

3.5年制

2次带薪实习
135万

1.5年制

1次带薪实习
45万

1.5年制

1次带薪实习
50万

3.5年制

2次带薪实习
125万

仅双硕士
可做认证

Les Roches
理诺士酒店
管理大学

数字营销策略
酒店财务业绩管理
度假村开发管理

工商管理

BHMS
瑞士工商酒
店管理大学

酒店管理
全球商务管理
创业与创新
市场营销

餐饮与美食艺术

3年制
3次带薪实习

60万

3年制
2次带薪实习

90万

3年制
2次带薪实习

105万

1年制
1次带薪实习

28万

1年制
1次带薪实习

30万

1年制/2年制
1或2次带薪实习

25 /50万

3年制
2次带薪实习

 95万

3年制
2次带薪实习

 95万

3年制
2次带薪实习

 150万

16个月
无实习
 70万

1年制/2年制
1或2次带薪实习

20/40万

1年制/2年制
1或2次带薪实习

25/50万

SHMS
瑞士酒店管

理大学

奢华酒店管理
酒店运营管理

宴会与项目管理

Cesar Ritz
恺撒里兹酒
店管理大学

酒店、旅游、商务
综合管理

IHTTI
纳沙泰尔酒
店管理大学

酒店与设计管理
奢侈品设计管理 仅本科可做认证

仅本科可做认证

HIM
蒙特勒酒店
工商管理大

学

金融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奢侈品及企业管理

EHL
洛桑酒店管

理大学
款待业管理

学校名字
学制与费用（含食宿， 人民币） 能否做学历认证

Lucerne City, Switzerland

√

√

√

√

瑞士热门酒店管理学校对比表            
课程特色、费用&认证



GLION格里昂酒店管理学院
Glion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学校概况

成立时间: 1962年

在校学生： 约1,500人

地理位置： 格里昂 Glion
布勒 Bulle

认可机构： NECHE、州政府 

开设课程： 本科、硕士、双硕士

授课语言： 全英语

合作大学： 格勒诺布尔管理学院

 
格里昂于1962年建于瑞士蒙特勒，其前身是贝勒维大酒店，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蜚声全球，提供从本科到硕士的
全方位课程。格里昂拥有三大校区，格里昂-日内瓦湖畔度假
胜地蒙特勒，布勒-位于格鲁耶尔地区，以及地处欧洲商业中
心的英国伦敦。学校获得NECHE美国新英格兰院校协会权威
的大学等级主体认证，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局与瑞士弗里堡
(Canton of Fribourg)州政府均认可；被世界范围内采用学分
制度的院校所承认。学校早在1996年即被中国旅游协会邀请
作为发展中国酒店与旅游业的顾问。

酒店管理院校雇主口碑排名第一，就业优势强
酒店管理延伸至奢侈品、金融、房地产与创业

学校特色

•   全球酒店管理院校雇主口碑排名连续两年保持前2位，仅次
    于洛桑酒店管理学院。

•   超过50年历史的老牌酒店管理学校

•   就业覆盖行业广，包括了金融、奢侈品、活动项目等泛酒店
    管理相关行业

•   学生满意度高，国际学生能保持一定比例，生源质量有保障
    校友网络庞大

•   获得了NECHE的认证，是瑞士3所获得此认证的院校之一，
    学分得到广泛承认

入学要求

本科学位（3.5年制，2次实习，单学位）

•   BBA
    国际酒店管理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1.5年制，单学位）

•   MSc
    国际酒店管理硕士学位
    奢侈品牌管理硕士学位
    酒店创业硕士学位
    房地产财务硕士学位

•   MSc+MBA
    国际酒店管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2年制，双学位）

本科

•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2月）、秋季（9月）

•  总费用：135万人民币（含食宿） 

•  高中毕业

•  雅思5.5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  通过入学面试

学位课程

硕士

•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2月）、秋季（9月）

•  总费用：45万人民币（含食宿） 

•  本科毕业，专业不限

•  雅思6.0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  通过入学面试

其中双硕士学位入学要求为雅思6.5分，3年或以上的工作经验



入学要求

本科学位（3年制，2次实习，双学位）

•   BA
    国际款待业管理、款待业及项目管理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1年制，双学位）

•   MIB HM/MA
    瑞士酒店管理国际商业硕士学位
    英国德比大学国际酒店商业管理硕士学位

•   MSc
    瑞士国际款待业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英国德比大学国际款待业管理理学硕士学位

•   MIB（单学位）
    瑞士款待业管理（酒店及旅游度假）国际商业硕士学位

•   PGD
    瑞士研究院文凭，完成后可升读MIB

本科

•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2月）、秋季（9月）

•   总费用：90万人民币（含食宿） 

•   高中毕业

•   雅思5.5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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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MS瑞士酒店管理学院
Swiss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学校概况

SHMS 大学两个校区分别位于蒙特勒 Caux五星校区和Leysin 
中心校区（近日内瓦湖），两地均为景色绝美的旅游区及度假
胜地。位于 Caux 的校舍，前身是一间有百年历史的五星级酒
店。CAUX-PALACE，五星级的设备为学生提供在实务课程
上更专业的训练，也是酒店管理课程的最佳授课地点。另一设
在 Leysin的校舍，前身也是一个著名的星级运动会所，设备
新颖完善。

学校课程要求学生必须选读法语或德语以强化外语能力，这对
学生日后事业的发展也有很大的帮助。每年都有数百人从
SHMS毕业，大量高素质毕业生吸引了世界各大酒店集团前来
学校招聘。目前SHMS的毕业生已广泛分布于世界各地的酒店
、旅游公司、航空公司及会所等。 

以瑞士酒店管理命名的学校，最具人气院校
酒店运营管理方向的最好选择

成立时间: 1992年

在校学生： 约2500人

地理位置： 蒙特勒科镇 Caux
莱森 Leysin

认可机构： EDUQUA

开设课程： 本科、PGD、硕士

授课语言： 全英语

合作大学： 英国德比大学

 

学校特色

•   唯一被命名为“瑞士酒店管理大学”的学校

•   前身是瑞士具有百年历史的五星皇宫酒店，曾接待过众多皇
    室贵族，例如奥地利皇后茜茜公主

•   提供真实的奢华酒店环境和最完善的实操设施

•   经常举办宴会、主题派对、晚会等，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

•   与洲际酒店集团、六善养生酒店、亚特兰蒂斯酒店和迪士尼
    乐园及度假村等开展合作

学位课程

硕士

•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2月）、秋季（9月、11月）

•   总费用：25万人民币（含食宿） 

•   酒店/旅游管理相关专业本科毕业，其中MA本科专业不限

•   雅思6.0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   MIB要求4个月的酒店相关工作经验

大专学历可通过入读一年制PGD课程后，升读MIB学位课程，
即为期2年的硕士学位课程，雅思要求5.5分，总费用50万元
人民币



Les Roches理诺士酒店管理学院
Les Roches Global Hospitality Education

学校概况

成立时间: 1954年

在校学生： 约2,700人

地理位置： 布鲁士 Bluche

认可机构： NECHE、州政府

开设课程： 本科、PGD、MBA

授课语言： 全英语

合作大学：       

 
理诺士在瑞士、西班牙、和中国设有校区，这些国家都是学习
酒店管理专业的重点中心。各个校区的教学质量和课程质量都
是一致的，这就意味着，学生可以选择转到另外一个校区完成
学习，也可以在不同校区之间来回跳转，取得国际化学位。理  
续开发新的课程，致力于在各个校区开发创新性教学方式。理
诺士的核心宗旨是帮助学生实现理想中的职场目标，学生会逐
渐学会主动，借助优质的课程和校园活动，努力培养具有企业
家精神的专业人才，为学生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将理想转化
成现实。

最具全球化体验的酒店管理学校
传统+创新的酒店管理学习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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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特色

•   理诺士的课程安排是基于正统瑞士教育模型，体验式学习是   
    课程的核心

•   获得美国新英格兰高等教育委员会（NECHE）认证

•   学生来自100多个国家，形成了一个富有文化多样性的校园
    社区，培养学生在多文化环境中工作的技能

•   全球拥有12,000名校友的活跃网络，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扩展
    职场人脉

•   理诺士在QS全球酒店管理院校排名的雇主口碑中排名前三，
    每年有超过300个公司亲临理诺士全球校区进行招聘。

入学要求

本科学位（3.5年制，2次实习，单学位）

•   BBA
    全球款待业管理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1年制，无实习，单学位）

•   MBA
    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   PGD（1年制，1次实习）
    酒店管理研究院文凭

可选择PGD+MBA合计1.5年制（1年PGD+0.5年MBA）的
硕士课程

本科

•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2月）、秋季（9月）

•   总费用：125万人民币（含食宿） 

•   高中毕业

•   雅思5.5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   通过入学面试

学位课程

硕士

•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2月）、秋季（9月）

•   总费用：55万人民币（含食宿） 

•   本科毕业，专业不限

•   雅思6.0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   至少2年工作经验

•   通过入学面试

没有工作经验的学生可选择1.5年制MBA学位课程，总费用50
万元



Cesar Ritz凯撒里兹酒店管理学院
Cesar Ritz Colleges Switzerland

学校概况

成立时间: 1982年

在校学生： 约1,600人

地理位置： 琉森 Lucerne
布里格 Brig、布弗雷 Le Bouveret

认可机构： EDUQUA、州政府

开设课程： 本科、硕士

授课语言： 全英语

合作大学： 华盛顿州立大学、德比大学

 
瑞士恺撒里兹酒店管理大学一直沿袭César Ritz先生传统的酒
店管理教学模式和秉承严谨的学习风气，为世界各地有志于从
事酒店、旅游、餐饮企业管理的学子提供专业的酒店管理知识
，丰富的实践课程以及毕生受用的职业发展规划指导。它不只
是一所载誉于酒店及旅游管理行业的教育机构，更在餐饮企业
及美食艺术管理教育方面有出色卓越的表现。学校结合领导力
培训课程，让学生不仅可以掌握酒店旅游及餐饮行业的运作及
管理方法，同时更培养了学生作为未来企业管理人才所必备的
领导技巧和气质。

SEG定位最高院校，推荐瑞+美本科双学位
涵盖酒店、旅游、商务综合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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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特色

•   丽思卡尔顿品牌创始人、现代酒店之父恺撒·里兹先生的家族
    基金会授权命名

•   作为瑞士政府的形象代表参与奥运会等众多国际盛事

•   每年举办全球职业之旅，提供涵盖酒店、旅游、工商管理的
    综合领导力培训课程

•   与巴黎里兹酒店、凯宾斯基酒店等国际五星酒店集团达成专
    属管培生项目

•   与欧洲最大的金融控股集团－UBS 瑞士联合银行集团达成战
    略合作

入学要求

本科学位（3年制，2次实习，双学位）

•   BIB
    酒店及旅游国际商务管理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1年制，双学位）

•   MA
    瑞士全球酒店与旅游管理硕士学位
    英国德比大学全球款待与旅游企业管理硕士学位

本科

•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1、4月）、秋季（7、10月）

•   总费用：105万人民币（含食宿） 

•   高中毕业

•   雅思5.5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   通过入学面试

学位课程

硕士

•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4月）、秋季（10月）

•   总费用：28万人民币（含食宿） 

•   本科毕业，专业不限

•   雅思6.0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B.H.M.S.工商酒店管理学院
Business and Hotel Management School

学校概况

成立时间: 1997年

在校学生： 约1,500人

地理位置： 琉森 Lucerne

认可机构： EDUQUA、州政府

开设课程： 本科、硕士、PGD、MBA

授课语言： 全英语

合作大学： 罗伯特戈登大学、约克圣约翰大学

 
BHMS隶属瑞士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百年教育集--Bene-
dict，Benedict成立于1927年，在全球拥有超过50个学校，
在瑞士有8个校区且每年有超过15000名学生入学。BHMS位
于瑞士热门旅游城市——琉森市中心，拥有4个校区。BHMS
的课程在酒店管理的基础上结合了实用的工商管理课程，被誉
为酒店管理中的商学院，得到了EduQua（瑞士联邦政府学校
质量评审委员会）、ACBSP（美国大学商学院联盟）、ECBE
（欧洲酒店和旅游管理协会）、瑞士高等教育部和琉森州政府
等官方认证，有独立颁发高等教育学位资格。

性价比最高酒店管理学校，酒店管理式的商学院
所有课程均颁发双学位，酒管、商科、厨艺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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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特色

•   瑞士百年教育集团Benedict旗下酒店管理学校，共享瑞士最
    大教育集团的优势资源

•   所有学位课程均颁发瑞士+英国双学位，保证学历认证

•   拥有独立子公司Master Work为所有BHMS的学生提供优质
    的实习与就业服务

•   酒店管理与商业管理相结合，被誉为是酒店管理学院中的
    “商学院”

•   全球性价比最优酒店管理课程，平均每年的留学总成本为
    20万元人民币，无额外费用

入学要求

本科学位（3年制，3次实习，双学位）

•   BA
    酒店与款待业管理学士学位
    全球商务管理学士学位
    美食艺术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1年制，1次实习，双学位）

•   MSc
    国际款待业商务管理硕士学位
    全球商务管理硕士学位

•   MBA
    国际酒店管理/创业/全球市场营销硕士学位

•   PGD
    酒店管理研究院文凭
    美食艺术研究院文凭
    完成后可升读MSc

本科

•   开学时间：滚动招生

•   总费用：60万人民币（含食宿） 

•   高中毕业

•   雅思5.0-5.5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   通过英文测试和入学面试

学位课程

硕士

•   开学时间：滚动招生

•   总费用：20万人民币（含食宿） 

•   本科毕业，专业不限

•   雅思6.0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大专学历可通过入读一年制PGD课程后，升读MSc学位课程，
即为期2年的硕士学位课程，雅思要求5.0分，总费用40万元
人民币

Lucerne City, Switzerland



HIM蒙特勒酒店工商管理学院
Hotel Institute Montreux

学校概况

成立时间: 1985年

在校学生： 约1,300人

地理位置： 蒙特勒 Montreux

认可机构： EDUQUA、FIBAA

开设课程： 本科、硕士

授课语言： 全英语

合作大学： 诺斯伍德大学

 
HIM蒙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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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商由位于蒙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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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学校能够为学生提供高质量
的酒店管理课程及完善的生活康乐设施。HIM蒙商和美国
Northwood University 合作关系紧密，HIM蒙商的学生除了能
够掌握瑞士的酒店运作及管理技能外，还具备美国工商管理的
专业知识，学生可以自主选择金融管理、人力资源和奢侈品市
场及企业管理方向。

满意度高且校区位于法语区城市市中心的学校
课程特色为酒店管理+工商管理相结合

German Top Business Schools | 8  

学校特色

•   瑞士唯一一所提供商科专业细分方向的酒店管理学校

•   SEG集团内部满意度很高的院校，本科性价比高

•   拥聘请前法国 LV 路易威登产品研发经理、瑞士Bally巴利零
    售总监为奢侈品课程任教 老师

•   学校被指定为瑞士知名银行、蒙特勒爵士音乐节、国际五星
    酒店等企业及盛事制作 商业策划方案

•   学生多次在全球商务模拟挑战赛、瑞士酒店策划大赛、雅高
    集团启航大赛等国际性 商务大赛中夺得桂冠

入学要求

本科学位（3年制，2次实习，双学位）

•   BA
    工商管理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1年制，1次实习，单学位）

•   MIB
    国际酒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本科

•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1、4月）、秋季（7、10月）

•   总费用：95万人民币（含食宿） 

•   高中毕业

•   雅思5.5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学位课程

硕士

•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1、4月）、秋季（7、10月）

•   总费用：35万人民币（含食宿） 

•   酒店/旅游管理相关专业本科毕业

•   雅思5.5-6.0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   4个月相关工作经验

大专学历可通过入读SHMS一年制PGD课程后，升读HIM的
MIB学位课程，即为期2年的硕士学位课程，雅思要求5.5分，
总费用60万元人民币



IHTT纳沙泰尔酒店管理学院
IHTTI School of Hotel Management 

学校概况

成立时间: 1984年

在校学生： 约500人

地理位置： 纳沙泰尔 Neuchatel

认可机构： EDUQUA、州政府

开设课程： 本科、硕士

授课语言： 全英语

合作大学： 德比大学

 
IHTTI 为瑞士早期创立的以英语教学的酒店管理大学之一。学
校位于法语区纳沙泰尔市内，学校前身为瑞士当地著名四星级
酒店Eurotel酒店，拥有优良的师资和齐全的教学设备。 

精致的教学模式，悠久的办学历史，开拓酒店管理与设计新方
向，融入新兴的奢侈品管理知识，使IHTTI 深受世界各地有志
于从事酒店管理、奢侈品企业管理的学子欢迎。IHTTI 以学生
为本的教学理念，让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每一位
在 IHTTI 学习的学生都得到充分的关注。IHTTI 严谨的教学精
神培育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酒店管理人才。

位于纳沙泰尔市中心，师生关系融洽的精致学校
酒店管理与设计，奢侈品设计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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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特色

•   贯彻“以人为本，精益求精”的教学理念

•   教授瑞士传统的酒店管理与设计知识，培养学生设计思维

•   倡导“家”文化，师生关系紧密融洽，学校关注学生的个性发
    展与领导力培养

•   与英国特许设计师协会达成协议的第一所酒店管理大学、第
     一个研究生及硕士项目， 在英国之外第一所被认可的学校

•   位于“瑞士大学城”纳沙泰尔中心，购物和交通极为便利

入学要求

本科学位（3年制，2次实习，双学位）

•   BA
    国际酒店管理与设计学士学位

硕士学位（1年制，1次实习，单学位）

•   MIB
    酒店管理与设计硕士学位

本科

•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2月）、秋季（9月）

•   总费用：90万人民币（含食宿） 

•   高中毕业

•   雅思5.0-5.5分或同等英语水平

学位课程

硕士

•   开学时间：每年春季（2月）、秋季（9月）

•   总费用：20万人民币（含食宿） 

•   酒店/旅游管理相关专业本科毕业

•    4个月相关工作经验

大专学历可通过入读SHMS一年制PGD课程后，升读IHTTI的
MIB学位课程，即为期2年的硕士学位课程，雅思要求5.5分，
总费用50万元人民币



实习&就业情况                  
INTERNSHIP&EMPLOYMENT

瑞士酒店管理学校均设置了就业指导中心。从入学起，便开始协助学生规划实习和就业之路。

就业指导

初定意向1

获得OFFER3

开启实习之旅4

筛选职位

投递简历

参加面试

        瑞士的酒店管理学校与各行业领先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合作伙伴包括了国际星级酒店、航空、奢

侈品、会展、银行、主题乐园、咨询公司、金融机构等众多知名企业，为全球泛酒店业输送众多优质人才。

        合作企业也为瑞士酒店管理学校的学生们提供丰富的全球实习及就业机会，并实行优先录用准则。

学 生

职业规划讲座

指导简历撰写

传授面试技巧

1

为学生匹配雇主

定期举办国际招聘会

提供最新招聘信息

2

指导签约

协助实习前材料准备
3

提供协助和专业建议 4

学校就业指导中心

校企合作

2



实习&就业情况                  
INTERNSHIP&EMPLOYMENT

国际招聘会

全球校友网

        瑞士酒店管理学校校友遍布全球，在超过40个国家

设有校友会。除了定期举办校友聚会，交流行业信息外，

校友们提供了丰富的就业资讯，帮助数百位学生实现了

就业。不少优秀校友在行业中担任总经理、总结等高管

职位，接受了众多媒体采访报道，并应邀回母校分享经验。

      瑞士酒店管理学校每年都会定期举办大大小小的国际招聘会，大型招聘会将有近百家全球知名

企业参与其中。学生们招聘会上不仅能参与企业高管主持的宣讲会，还能现场投递简历，与招聘官

一对一交流面试，获取心仪的工作录取。

中国学生最喜爱十大海外实习国家

马尔代夫葡萄牙 阿联酋
(迪拜)

瑞士 英国美国 泰国 日本 印尼 韩国

国际招聘会

全球校友网络



瑞士学习&生活                  
STUDY & LIVE IN SWITZERLAND      

瑞士作为酒店管理

教育发源地，除了传授

最前沿的理论知识，也融入

了许多别具特色的实践课程。

     特色课堂

红酒美食品鉴、宴会设计、商业策划。

埃德蒙罗斯柴尔德私人银行、四季酒店、凯悦

集团、泰格豪雅、HBA等行业巨擘都是学术合作

伙伴。

     商业案例

为合作企业提供解决商业方案、商务挑战赛、

筹办国际盛事活动。例如瑞士蒙特勒爵士音

乐节、TED演讲大会。

     行业考察

参观全球星级酒店、葡萄酒

庄园、奢侈品品牌店、

巧克力博物馆、芝

士工厂。

        

  校园生活

瑞士的酒店管理学校

大多由酒店改建，提供了星

级酒店标准的客房作为学生宿舍。除

了先进的多媒体课室外，还配有自助餐厅、

法式餐厅、图书馆、健身房和咖啡厅。

    校外生活 
 周末，学校将组织学生在瑞士周边参加远足或集体活动，领略欧洲秀丽

的自然风光，学生自主报名参加。学生闲暇时光也可以免签游览欧盟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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