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瑞士 B H M S 飯 店 及 商 業 管 理 大 學  
 

          若IELTS 4.5學校提供：3 個月語言 +碩士先修課程(3個月)只要 CHF22,700 (瑞士簽證要求 IELTS 最低 5.0)  

1.5 ，

BHMS是瑞士最大的教育機構 Bénédict 的連鎖學校之一，有先進的教學設備，採英語教學，提供學生最專業

的飯店、全球管理及烹飪管理訓練課程。BHMS位於瑞士德語區的中心點 — 琉森市（Luzern）中心。每年有八次

開課，只要拿到簽證就可出發。 ，畢業生還可透過 Masterwork 公司幫學生找到世界各地工

作，所以 BHMS 是 。完成學業除了可獲得 BHMS 文憑及學位證書，亦可分別取得英國國立

大學 Robert Gorden University 等的學碩士學位證書（學位教育部可認證）。 

Semester 1(共計 20 週分 4 期上課) Semester 2（4~6 個月）

餐飲服務操作、餐飲服務理論、食物製作原理、個人發展、商業溝通 I、學習和研究方法學 I、德

語 I. II &III、營銷與市場學、飯店與旅遊業介紹、 酒類基礎証書、商業倫理學、收益管理簡介、

Micros Fidelio 物料管理系 統 I、會計 I、酒精飲料介紹、產業準備訓練

有薪實習月薪約 CHF2,168~2,364 扣除食宿 

稅保險等，約有 CHF1,200～1,400 收入

 
Semester 1(共計 20 週分 4 期上課) Semester 2（4~6 個月）

飯店業市場、專業發展、人力資源管理、商業溝通 II、前台操作實務、房務部操作實

務、餐飲管理簡介、會計 II、 Micros Fidelio 物料管理系統 II、學習和研究方法學 II

有薪實習月薪約 CHF2,168~2,364 扣除食宿 

稅保險等，約有 CHF1,200～1,400 收入

教  
為讓畢業生能成為成功的經理人，工作範圍包括休閒 產業、旅館、主題樂園、會議、陳列和事件管理。學士學位分別由
英國國立Robert Gordon University, Aberdeen 及 BHMS 所頒發，分飯店管理及全球商業管理。 

Semester 1(共計 20 週分 4 期上課) Semester 2（4~6 個月） 
飯店業與旅遊業經營及發展評價、學術英語寫作、飯店業研究方法、餐 飲管理執照、
飯店業物產管理、飯店業戰略計劃與變更管理、管理實務 

有薪實習月薪約 CHF2,168~2,364 扣除食
宿稅保險等，約有 CHF1,200～1,400 收入 

 
PEP：3 個月證書課程 語文要求：IELT5.5 或同等英文程度

給英文程度不夠與非相關科系的大學生，在 1 年碩士課程之前的預備課程

為讓有志於學習從事飯店經營，使非主修飯店管理的大學生也能有機會進入這個熱門的行業，特開設先修課程（PGD），以
建立學生 對飯店管理的基本知識。  

Semester 1(共計 20 週分 4 期上課) Semester 2（4~6 個月） 
  

飯店及觀光簡介、領導與管理、高階商業溝通、人力資源管理、策略與行為管理、德語 有薪實習月薪約 CHF2,168~2,364 扣除食宿 
溝通訓練 I&II、商業生態學、餐飲服務操作 I&II 和其他 五個選擇課程 稅保險等，約有 CHF1,200～1,400 收入 

  

為讓完成 PGD 學程或相關科系學士的學生，有機會取得教育部認可的英國國立 Robert Gordon University 及 BHMS 學校所
頒發的雙碩士， 為晉升高階主管作準備，課程設計為理論與實務並進。除 6 科主修外，另加 4 科專業選修。  

Semester 1(共計 20 週分 4 期上課) Semester 2（4~6 個月） 
  

研究辦法、飯店管理商業策略、財務績效與收益管理、國際人力資源管理、領導與管理  

、網路行銷與電子商務、餐飲管理、商業報告∕論文指導。 有薪實習月薪約 CHF2,168~2,364 扣除食 
後期課程從四大類別中選一主修科目：運動與活動之市場管理、水療與美容及健康照護 宿稅保險等，約有 CHF1,200～1,400 收入 
管理、時尚與設計及室內裝潢管理、品牌與精品及服務管理。  

  

瑞士以其高質量的服務業，金融業而聞名於世，並在全球創新方面排名第一（WIPO，2017）。 因此，酒店管理，創新和

企業家精神以及全球營銷的三個專業化途徑為學生提供了跟隨當代課程的機會，MBA 9個月的全日學術課程，在瑞士或

在國外實習6-9個月，期間學生需在線上修完5個MBA學分。 

接待管理 Hospitality Management 創新與企業家精神 Innovation & Entrepreneurship 全球營銷 Global Marketing 

9 個月課程 6~9 個月實習 9 個月課程 6~9 個月實習 9 個月課程 6~9 個月實習 

常見的專業組件 /
語言結構+學術聽
說/商業管理要點/
全球商業溝通與研
究/全球商業法/用
技術管理 /應用營
銷 /應用管理經濟
學/管理會計/商業
運營/經營策略/酒
店與組織管理 /高
性能酒店管理 

項目管理和優先排序 

戰略財務管理 

組織中的人與系統 

酒店管理業務實際應用| ＆|| 

常見的專業組件 /語
言結構+學術聽說/商
業管理要點 /全球商
業溝通與研究 /全球
商業法/用技術管理/
應用營銷 /應用管理
經濟學/管理會計/商
業運營/經營策略/啟
動計劃制定 

項目管理與政策化 

戰略財務管理 

組織中的人與系統 

實用商務應用| ＆|| 

常見的專業組件/語
言結構+學術聽說/
商業管理要點/全球
商業溝通與研究/全
球商業法/用技術管
理 /應用營銷 /應用
管理經濟學/管理會
計 /商業運營 /經營
策略/戰略品牌創建
與管理/營銷指標 

項目管理和優先排序 

戰略財務管理 

組織中的人與系統 

實用商務應用| ＆|| 

  



 廚藝管理文憑 / 學士課程   
飪 飪

  

Semester 1(共計 20 週分 4 期上課) Semester 2（4~6 個月） 
  

廚藝操作要點(食物實作)、食物準備技巧(食物實作)、食物準備實驗室 III&IV、 營養和食 有薪實習月薪約 CHF2,168~2,364 扣除食 
物安全、德語會話 I&II、餐飲服務概論、個人發展、其他三個選擇課 宿稅保險等約有 CHF1,200～ 1,400 收入 

   

    

Semester 1 (共計 20 週分 4 期上課) Semester 2（4~6 個月） 
 

   

歐式烹調法(食物實作) 、國際烹調法(食物實作) 、 A là Carte 烹調法(食物實作)、甜點和 有薪實習月薪約 CHF2,168~2,364 扣除食 
 

糕點 (食物實作) 、烹飪組合 、其他七個選擇課程 宿稅保險等約有 CHF1,200～ 1,400 收入 
 

    

Semester 1 (共計 20 週分 4 期上課) Semester 2（4~6 個月） 
 

  
 

飯店行銷管理、飯店業法規及永續經營課程、餐飲服務管理、金融管理課程、 餐飲技術 有薪實習月薪約 CHF2,168~2,364 扣除食宿 
 

經營、創意與創業課程、現代廚房領導力、分子料理 稅保險等約有 CHF1,200～ 1,400 收入  

   
 

為讓有志於學習從事廚藝，使非主修廚藝的大學生也能有機會進入這個熱門的行業，特開設先修課程 

（PGD），以建立學生 對廚藝的基本知識。  
Semester 1(共計 20 週分 4 期上課) Semester 2（4~6 個月） 

  

烹調作業要點、食物準備技巧、歐式烹調、國際烹調、地中海式烹調、食品及飲品預算管 有薪實習月薪約 CHF2,168~2,364 扣除食宿 
理、菜單設計、烹調業務分析/食品酒類搭配、營養學、酒類證照、 食品安全、行業培訓 稅保險等約有 CHF1,200～ 1,400 收入 
準備課程  

入學條件：   文憑課程：17 歲以上/高中職畢業或同等學歷/ 英文成績 IELTS5.0 或同等英文程度 

英文程度高級文憑  ：第二年文憑或已經有一年相關文憑完成/ IELTS5.5 或同等英文程度 

學士課程：20 歲以上高級文憑完成/IELTS 6.0 或同等英文程度 

英文程度碩士課程  ：21 歲以上/大學畢業證書/ IELTS 6.0 或同等英文程度 

MBA 課程：22 歲以上/大學畢/英文成績 IELTS6.0 或同等英文程度 

英語先修課程：10 週為一單元，每單元進步 IELTS 0.5，英語能力不足上列入學標準 IELTS 0.5 分者。  
飯店管理文憑 / 學士 / PGD / 碩士學程 2019 學費支出(含食/宿/學費) 半年實習淨收入 

第一年: 初級文憑課程 + 6 個月實習 CHF30,900 約 CHF7200～CHF8400/半年 
   

第二年: 高級文憑課程 + 6 個月實習 CHF31,900 約 CHF7200～CHF8400/半年 
   

第三年: 學士文憑課程 + 6 個月實習 CHF32,900 約 CHF7200～CHF8400/半年 
    

碩  士  一年課程 + 6 個月實習 CHF32,900 約 CHF7200～CHF8400/半年 
    

MBA 課程(9 個月) + 9 個月實習 CHF48,600 約 CHF10800～CHF12600/9 個月 
   

PGD 學士後 文憑課程 + 6 個月實習 CHF30,900 約 CHF7200～CHF8400/半年 
大學畢業文憑課程(3個月) CHF17,900 不能打工 

廚藝管理  文憑學程 / PGD 2019 學費支出(含食/宿/學費) 半年實習淨收入 
第一年: 初級文憑課程 + 6 個月實習 CHF29,900 約 CHF7200～CHF8400/半年 

   

第二年: 高級文憑課程 + 6 個月實習 CHF29,900 約 CHF7200～CHF8400/半年 
   

第三年: 學士學位課程 + 6 個月實習 CHF30,900 約 CHF7200～CHF8400/半年 
   

PGD 學士後 文憑課程 + 6 個月實習 CHF32,900 約 CHF7200～CHF8400/半年 
   

大學英語先修課程   3 個月(10 週) CHF 8,800        不能打工 

文憑／廚藝管理 PGD／英語課程(八次/年) 2019 年1/ 7、2/25、4 / 8、5 /20、7/ 1、8 / 19、9 /30、11 / 11 
飯店管理 PGD(四次/年 )                                2019 年2/25、5 / 20、8 / 19、11/11 
飯店管理 學士 (二次/年)                                 2019 年2/25、8 / 19 
大學畢業文憑課程(三次/年)                              2019 年5/20、8 / 19、11 / 11 
碩士課程 (三次/年)                                      2019 年2/25、8 / 19、11 / 11 
廚藝學士課程(二次/年 )                               2019 年2/25、8/19 
MBA 課程(二次/年 )                                    2019 年4/8、9/30 
◎學 生 簽 證：須先考 IELTS。若英語能力不足上列入學標準 IELTS 0.5 分者，可透過語文先修提前入學。 
◎代辦申請費：免 
＊以上學費支出，含學費、註冊費、意外醫療險、雙人或三人標準宿舍及三餐、單人房加 CHF3000；豪華單人房加CHF6000； 以學校 invoice 為准。 

   惠安 國際教育中心 /惠安國際開發有限公司 / 惠安旅行社 
   電話： 台北 (02) 2778-5999 台中(04) 2327-1888 高雄 (07) 291-2189 

  地址：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148 號 409 室 (捷運忠孝敦化站 5 號出口) 
   網址：http://www.gostudy.asia/                                                                               2018/10/15 

  

http://www.gostudy.as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