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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洋管理学院
旅游与酒店管理系
旅游与酒店管理大专/旅游酒店管理高级大专/

旅游与酒店管理研究生文凭 



旅游与酒店管理系
旅游产业已日渐成为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收入来源以及创造就业机
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地的吸引力以及服务业的效率是吸引游客
前来一个国家的重要诱因。在南洋管理学院的旅游与酒店管理系，
我们提供与行业紧密贴合和高质量的课程，并提供在知名酒店管理
机构为期6个月的带薪实习项目。

南洋管理学院
(CPE注册号: 200105418C | 有效期: 14/07/2018 – 13/07/2022) 

始建于2001年，南洋管理学院（NIM）是当地一所具有前瞻性的优质教
育机构。在南洋，我们坚信 “今天的教育是为了创造美好的明天”, 秉承
以学生为中心的学校文化，将学生的学习需求高于一切。我们以将实现
卓越学术与卓越教学环境、以及育人为本成为一个整体而骄傲。
南洋管理学院是一所经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CPE）注册的教育机构，
并获得新加坡教育信托（EduTrust）和ISO 9001国际质量认证体系认证。
我们的所有课程和教师都通过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CPE）注册，并且
我们的本科学位均由老牌大学颁发。

我们的目标
成为区域性提供紧贴行业
实用课程的有远见的教育

机构。

我们的使命
提供各种行业实用课程和有利的
学习环境，使学生掌握知识和技
能并且取得事业上的成功。

2011

2001
NIM的建立

2011
荣获新加坡SME 1000奖项
新加坡1000是一本有关新加坡知名公司排
名的知名指南

2012
荣获由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 (CPE) 认证的为
期4年的新加坡教育信托资质 (EduTrust)
新加坡教育信托认证计划 (EduTrust) 是由新
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 (CPE) 针对新加坡私立
教育机构的教学质量进行监管的一项认证计划

2013
就业中心调研—第8名
这是一项有关新加坡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排名和学
习满意度的调研。南洋在最受欢迎的私立教育机构
中排名第8

2015
就业中心调研—前10名
这是一项有关新加坡私立高等教育机构的排名和学
习满意度的调研。南洋在提供学前教育、商业、工
程和旅游管理课程的最受欢迎的私立教育机构中排
名前10。

2016
荣获由新加坡私立教育理事会 (CPE) 认证的为期
4年的新加坡教育信托资质 (EduTrust)
新加坡教育信托认证计划 (EduTrust) 是由新加坡
私立教育理事会 (CPE) 针对新加坡私立教育机构

2018
荣获ISO9001国际质量认证体系认证
ISO 9001是国际通用的质量管理体系 (QMS) 标准



WE DON’T 
TEACH, 
WE COACH.

 
1. 人事招聘与绩效

2. 旅游与酒店管理概述

3. 旅游运营管理

4. 全球分销系统

5. 酒店运营管理一

6. 物业管理系统

7. 餐饮管理一

8. 服务质量管理

入学条件 
· 申请者在申请时必须年满17周岁

· 2科GCE A水准科目通过或完成12年级或IB文凭；或相关同等学历
· 雅思5.5或同等水平

*未能满足最低英语能力要求的申请人，必须参加并通过南洋管理学院的英语能力测试

课程长度  
6 个月
（全日制）

旅游与酒店管理大专
（由南洋管理学院颁发） 
这一课程旨在为有志于从事旅游与酒店管理职业的学生提供一个基础文凭。学生将会通过课堂学习和为期
6个月的知名机构的实习，从而在餐饮管理、运营系统（如物业管理系统和航空预定系统）、客户服务技
能等相关方面获得所需的专业技能。

Classroom interaction 

Onsite exposure 

Audio-visual 

Case studies 

Holistic Learning

科目



课程长度  
6 个月
（全日制）

旅游与酒店管理高级大专
（由南洋管理学院颁发） 
这一课程旨在关注酒店与旅游产业的最新发展趋势。这一课程将
帮助学生更好的深入了解酒店与旅游产业。本课程非常适合那些
热衷于提升自身专业技能的学生，旨在帮助他们提升管理知识以
更好的迎接行业挑战。学生也将有机会通过在知名机构为期6个月
的实习经历中获得第一手的行业资料。

科目 
1. 人事招聘与绩效

2. 旅游与酒店管理概述

3. 旅游运营管理

4. 全球分销系统

5. 酒店运营管理一

6. 物业管理系统

7. 餐饮管理一

8. 服务质量管理

课程长度  
16 个月
（全日制）

入学条件 
· 申请者在申请时必须年满17周岁
· 2科GCE A水准科目通过或完成12年级或IB文凭或旅游和酒
店管理相关领域的理工学院文凭或南洋管理学院的旅游与酒店
管理大专；或相关同等学历
· 雅思5.5或同等水平

*未能满足最低英语能力要求的申请人，必须参加并通过南洋管
理学院的英语能力测试

旅游与酒店管理研究生文凭
（由南洋管理学院颁发） 
这一课程旨在为有意转型从事多元化旅游与酒店管理产业的专业人员或
毕业生而设立。这一课程阐述了旅游与酒店管理产业的现状及未来发展
趋势。学生将能够从行业从业者身上获得对该行业更深入的了解，并且
他们有机会通过在知名机构为期6个月的行业实习中获得在企业管理和客
户服务方面的第一手资料。

入学条件 
· 申请人在递交申请时必须年满20周岁
· 任一专业的本科学位或者完成3年大学学习或同等学历
· 雅思6.0或同等水平

*未能满足最低英语能力要求的申请人，必须参加并通过南洋管
理学院的英语能力测试

科目 
1. 特殊活动管理展会和会议

2. 旅游与酒店管理市场

3. 酒店管理产业的创业精神

4. 旅游运营管理系统应用

5. 酒店运营管理系统应用

6. 酒店运营管理

7. 餐饮运营

8. 卓越服务管理

9. 综合项目/实习

9. 项目管理

10. 旅游与酒店管理市场

11. 企业家精神

12. 人事管理和领导力

13. 商业研究

14. 酒店运营管理二

15. 酒店会计与财务

16. 法务、品质保障和安全

17. 综合项目-实习



THE SUCCESS OF OUR STUDENTS

Tao Min, 中国
国际旅游及酒店管理本科(荣誉) (Top-up) (由约克圣约翰大
学颁发) (2018级)
工作：阿里巴巴会务部做策划

“在此我真挚感谢南洋，这里高素质的讲师以及优质的课程，让我顺
利完成本科课程。谢谢南洋给我如此坚实的教育平台。 "

Zhou YiTing, 中国
国际旅游及酒店管理本科(荣誉) (Top-up) (由约克圣约翰大学
颁发) (2019级)
继续深造：新加坡管理大学管理学硕士

“感谢NIM在我整个学习过程中对我的指导。”

Aung Nyein Chan, 缅甸
旅游与酒店管理研究生文凭 (2015级)
企业:  亚洲仰光旅游有限公司及缅甸光明明天洗衣店董事总经理

在NIM学习期间，我获得了理论和实践的知识。毕业后，我以在南洋管理
学院所学到的知识和信心，创办了自己的旅行社,“亚洲仰光旅游有限公
司”及缅甸光明明天洗衣店。我很高兴我选择了南洋管理学院，这是酒
店和旅游业有史以来最好的学院。谢谢南洋管理学院。

我们的优秀毕业生

Denise López, 西班牙
旅游与酒店管理研究生文凭（2015级)
工作：East & Partners Asia客户关系主管

“当我从南洋管理学院（ NIM）毕业后，我现在是一位客户关系主管。
我在 NIM有很愉快的学习经历，老师都有丰富经验，我们可以从他们的
过往丰富经历中学到很多。我非常建议那些正在寻求高质量教育的学生
来 NIM入读。”



EDUCATION IS THE MOST 
POWERFUL WEAPON 

WHICH YOU CAN USE TO 
CHANGE THE WORLD. 

Nelson Mandela

6 Eu Tong Sen Street, #04-05 The Central, Singapore 059817
Tel: (65) 6777 6996     Fax: (65) 6324 0905 

www.nanyang.edu.sg

*以上所有信息在印刷时是准确无误的，并且可能会
未经事先通知即做修改。印刷时间为2020年8月。

CPE注册号: 200105418C | 有效期: 14/07/2018 – 13/07/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