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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等機會政策
澳門旅遊學院致力提供學習機會予所有合乎入學要求的申請人，不論其社會、種族及
宗教背景。這一承諾是以公平公正並符合平等機會的精神為原則。澳門旅遊學院將確保其教
學方針以及所有與招生、教學、評估相關的過程都是公平的，並盡力滿足學生不同的學習需
要和鼓勵學術及個人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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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歡迎加入澳門旅遊學院

澳門旅遊學院於 1995 年成立，是一所隸屬於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社會文化司的公立高等教
育機構，提供一系列旅遊範疇的學位課程和專業培訓，包括酒店、旅遊、文化遺產、會展、零售及
市場推廣、休閒娛樂、康體活動、文化創意及廚藝等。此外，學院亦與國際知名院校合作開辦高級
管理課程。在調研方面，學院受特區政府及其他機構委託作旅遊規劃及發展的政策研究。
澳門旅遊學院使命是成為提供國際化旅遊及服務業課程的領先高等教育機構，培養具有專業
知識和技能的學生，在業界擔任領導角色。為了實踐使命，學院擁有以下三個特性：
獨特性 - 獨立運作，專注提供旅遊及服務業管理方面的高等教育及專業培訓。
融合性 - 將學術發展及專業培訓各自的優點和特質合而為一。
國際性 - 與外地相關院校及機構發展互利合作關係，積極推廣學術及國際交流活動。
詳細資料及任何更新可瀏覽 www.iftm.edu.mo。
作為學院的一份子，您或許希望多了解學院一點、認識多些同學、參與學生或學院活動、爭取
學習機會以及善用學院設施；與此同時，您亦必須明白相關的規章制度。
每年出版一次的學生手冊，提供資料有助學生解決在各高等學校就讀時可能遇到的問題，當有
疑問時亦可到教務部查詢。
祝您在澳門旅遊學院有個愉快的學習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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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020/2021 校曆表及公眾假期

校曆表及公眾假期可於網頁瀏覽，如有任何更改，學生會收到通知及網頁將適時更新。

3.0

教務部

教務部設有多個小組，包括但不限於以下服務，部份服務已被列入服務承諾。
*
*
*
*
*
*

提供教務支援
協助學生辦理簽證
處理獎學金事務
管理學生檔案及課堂紀錄
購買學生意外保險
學生課程評估

* 推廣交換生課程和文化交流活動
* 協助有關學生實習和校外實踐課
支援
* 安排學生註冊及選科
* 核對畢業生資料
* 負責畢業生就業調查

*
*
*
*
*

編排上課及考試時間表
公佈入學試成績
印製文憑及證書
推廣校友服務
協助學院全球事務發展

作為本學院的學生，您會很多機會使用我們的服務。因此，我們歡迎您的建議及信息反饋，歡
迎隨時致電或電郵聯絡我們，或親臨本部與我們面談。您更可瀏覽旅遊學院的學生 Portal 查看最新
動態和訊息。我們熱切為您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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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資料

4.0

澳門旅遊學院提供下列二年制文憑課程及四年制夜間學士學位課程，授課語言為
中文。
1.

酒店管理學校
– 酒店管理
–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

2.

旅遊管理學校
– 旅遊零售及市場推廣管理
a. 符合以下條件的學生可獲頒發文憑或學士學位證書：
i. 課程修讀期為兩年 (文憑) 或四年 (學士學位)；
ii. 根據課程設置完成有關實踐課及實習 (只適用於學士學位)；
iii. 取得程設置之總學分；
iv. 通過所有科目考試；
v. 繳交所有費用；
vi. 遵守學校規章。
學生應遵守課程計劃修讀學科，並且必須承擔因延後修讀學科 (包括實踐課和實習) 而有可能
引致延畢的情況。

3.

學年
一般來說學年由八月下旬月至翌年八月中旬，科目以單元形式進行，然後進行考試。

4.

修讀年期及畢業學分
課程
文憑課程
學士課程

全職修讀期
四年
七年

非全職修讀期
五年
十年

畢業學分
71 / 72
122 / 123

任何學年內，全職學生必須在兩學期內報讀必修科目，且必須出席課堂。學生必須完成及取
得就讀課程之所需學分。學生學籍狀況 (全職或兼職) 於入學時已設定了。
5.

實習
a. 學生必須完成累計八百小時或連續六個月之實習，一般情況下實習期間可修讀最多三科且不
超過 9 學分。
b. 實習（包括豁免實習申請）由實習規章規範。

6.

課程大綱

a.
b.
c.
d.
e.
f.

每一學科開課時，導師將透過 eServices 派發該學科的課程大綱給學生，其中包括：
課程目標；
任教能力；
課程內容；
教學方法；
全球旅遊倫理規範；
課程比重和評核方式，包括補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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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考試模式；
h. 課本及參考書；
i. 服裝要求。
7.

學分及課程工作量
a. 全職學生在一學期內應修讀最少一半的必修科。
b. 學生如欲由全職狀態轉為非本職狀態，必須透過 eServices 提交申請。
c. 除實踐課及實習外，每學科均帶有學分。
d. 重讀學生須以該科重修的成績用以計算其平均分。

8.

選科及更改科目制度
a. 學生不可重讀已合格之學科。
b. 不得選修上課時間有衝突的課程。
c. 學生必須在每學期於指定時間內透過 eServices 辦理選科(新科或重讀科)手續。
d. 學生每學期讀最多可修讀學科 (實踐課除外) 數目為十 (第一學年至第三學年) 或八科 (第四學
年)。
e. 學院每學年上、下學期所提供的學科會因需要作適當調換。
f. 學院可按選科人數而保留增減科目班數的權利，並按學生選科先後次序而調整至最終班別。
g. 重修學科：
學生必須出席所有重修學科之課堂，因此，學生不得選修上課時間有衝突的課程。
.
h. 學生可透過 eServices 更改修讀學科，並須遵守以下時限：
類別
時限
選科修改
- 第一學期：8 月 21 日 30 日
- 第二學期：1 月 8 日至 17 日
退選科目
- 於加選科目期間可自行透過 eServices 退選科目或
- 於每科目首堂前一星期提出申請

9.

學分轉移
a. 申請者必須於課堂開始前至少一個月填妥專用表格，連同相關證明文件一併送交教務部。文
件必須證明申請者曾在高等院校修讀相等學科並取得合格成績。有關申請將由學科主任或學
科講師審批。申請將按以下準則作審批：
i. 課程修讀時間 (一學期 / 兩學期 / 總上課時間)；
ii. 課程詳細內容；
iii. 課程參考書目錄。
b. 被豁免學科不用作平均分計算，且在成績單上以「X」顯示。
c. 只要科目能吻合學院的科目，不論該科目有否在當學年提供都可獲得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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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學生可選擇於澳門旅遊學院或其他高等院校修讀學分以完成夜間本科課程，學生亦可選擇修
讀日間本科課程內學科以取得學分轉移。
e. 申請豁免學分的科目不應超過其修讀課程總學分的三分之一。
f. 學分轉移由內部規章所規範，資訊可透過 Student Portal 查閱。
10. 評分制度
a. 學生需要取得 D 或以上才獲得學分。
字母
標準
績點
百分比
分數
A
4.0
93-100
19-20
非凡的
A3.7
88-92
18
卓越的
B+
3.3
83-87
17
B
3.0
78-82
16
十分好、超越一般表現
B2.7
73-77
15
好、比一般好
C+
2.3
68-72
14
C
2.0
63-67
13
中等、優劣並不明顯
C1.7
58-62
12
可接受、尚可改進
D+
1.3
53-57
11
D
1.0
50-52
10
較差，僅可接受
F
0
低於最低要求、不合格
50 以下
10 以下
註：字母等級乃正式成績，績點只用作計算平均分，而百分比和分數有助學生到海外升
學時作參考之用。
b. 雖然實習與實踐並不帶任何學分，但均為必修科目，成績一併顯示於成績單上，並必須合格
方可達到畢業要求。實踐課成績被劃分為下列四個級別，而實習成績分為合格或不合格。
成績級別
優
良
及格
不及格

說明
表現優秀，遠超實踐課基本技術要求。
表現良好，超出實踐課基本技術要求。
表現普通，達至實踐課基本技術要求。
不及格，未能達至實踐課基本技術要求。

分數
88 或以上
68 至 87
50 至 67
50 以下

11. 平均分 (GPA)
a. 學期 GPA：一個由 0 至 4 的數字，用以顯示學生在該學期的成績表現。
i. 學期 GPA = 該學期所有科目加權點數總和
該學期所有科目總學分
ii.

加權點數 = 績點 x 科目學分

iii. 被豁免學科將不被納入 GPA 計算內
b. 累積 GPA：一個由 0 至 4 的數字，用以顯示學生在整個課程的累積成績表現。
累積 GPA

= 所有科目的加權點數總和
所有已修讀科目的學分總和

12. 課堂記錄及出席
a. 除特別情況外 (如課堂於校外進行)，課堂進度記錄及學生出席需由科目講師透過 eServices
記錄， 出席記錄只可於正式選修該科目後才可進行，學生亦可透過同一平台查閱有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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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所有課堂均為面授時間，且需嚴格遵守。所有課堂更改可於 eServices 查閱。
c. 所有課堂必須於學期或該科目完結前完成。
d. 科目將按需要設有考察活動，建議學生積極參與。
e. 學生必須成功通過課程大綱上所有評核要求才能取得該學科的合格成績。
f. 學生如要申請合理缺席，需於缺席日子完結後兩個工作天內透過 eServices 附上相關證明文
件申請，並將證明文件正本遞交至教務部核對。經審批後，系統將自動更新 eServices 上的
出席記錄，並發出電郵通知學生及相關老師。所遞交之文件必須屬實，如發現偽造文件，有
關學生必須承擔其後衍生之法律後果。合理缺席申請包括以下情況：
i. 住院病假或因住院而𧗠生之陪診假：需要由醫院發出證明文件。
ii. 醫療強制隔離: 因醫療或病患而衍生隔離。
iii. 喪假：需要死亡證作為證明文件
– 因配偶或第二親等內的直系血親或姻親，又或第二親等旁系血親或姻親的死亡，可
連續缺勤最多七日；
– 因其他親等之直系血親或姻親或第三親等旁血親或姻親之死亡，得連續缺勤最多兩
日。
iv. 遺失往返澳門的旅行證件：必須提供報案證明。
v. 代表澳門參加地區或國際活動：需要相關政府部門發出的證明信作為證明文件。如獲允
許，合理缺席日數將與參與活動的日子相同。
vi. 因工作而缺席課堂或考試：可容許之時段延伸至加修或退選科目之截止日。
vii. 經學院確認的不可歸責於學生的情況：
– 因成為母親、成為父親或結婚，可缺勤日數以澳門特別行政區《勞動關係法》為參
照；
– 因參加由學院安排或支持的活動；
– 因課堂改期。
viii. 不可抗力通常指由於自然災害（如颱風，地震）或社會穩定（如戰爭，罷工）等不可避
免的情況；
ix. 如有其他未包括於上述之不可抗力情況，則由學術委員會審議。
g. 學生必須準時上課，由課堂開始計遲到 15 分鐘將被記錄為遲到 (Tardy)，超越 15 分鐘則被
記錄為缺席 (Absent)，兩次遲到記錄將以一次缺席計算。
h. 出席率
= (總課堂 – 未註冊堂數 – 總缺席課堂 [不包括合理缺席]) x 100%
(總課堂 – 未註冊堂數)
i. 考試資格
= 100% - 缺席率 (包括獲學院確認之缺席及由遲到次數而轉化的缺席)
學生必須達到最少 75%才可參加考試，考試資格可透過 eServices 查閱。然而，學生必須參
閱課程大綱查閱是否有其他課程要求而決定考試資格。
13. 課程轉讀申請
學生如欲申請轉讀課程 (包括文憑學生申請學位課程) 必須：
a. 於欲入讀課程之報名期內提交網上表格；
b. 繳交報名費；
c. 符合欲入讀課程之錄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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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完成欲入讀課程要求之實踐課，並符合其課程設置要求。由於上課時間表可能跨越同一年級，
學生可能需要延遲完成課程。
e. 向學院退還因目前就讀課程而頒發之獎學金。
此適用於所有註冊學生，每名學生只可向學院提出兩次轉讀申請；而申請是否被接納需視乎欲
入讀課程之空缺。
14. 終止就學
a. 全職學生在任一學年如累積不合格學分達 60%將被要求終止就學，如經相關學校校長審批合
理個別情況除外。
b. 全職學生如未能按 (2) 所指之期限內完成課程亦需終止就學。
15. 休學
a. 學生必須透過 eServices 提交申請，休學申請必須獲相關學校校長批准後，方可生效。
b. 一般情況下，學生不可在獲准休學的同一學期內復學，如有充份理由除外。
c. 休學期將計算至最長學習期內
d. 學院不保證所就讀課程內容於休學期間內維持不變。
16. 退學
a. 學生必須透過 eServices 提交申請，退學申請必須獲相關學校校長批准後，方可生效。
b. 學生如沒有正式辦理退學，學院將於沒有學藉的一學期後取消其學額。
17. 復學
已休學的學生可向教務部申請復學(見 15b)，該申請必須於欲復學學期之三週前提出。
18. 班級
學生之班級由所獲取之學分決定：
年級
所需學分
0 – 22
一
23 – 65
二
66 – 84
三
四
85 或以上
19. 學科成績公佈
集齊所有學科成績後，將經相關學校校長審查和批准。教務部將準備該學期電子成績表，並
適時通知學生下載。如學生需要附有簽署的成績單，可透過 eServices.申請正式文本。成績一
經批核則被視為最終分數，且不可再被更改。
20. 分數覆核及上訴
a. 學生如對分數有任何疑問，可於分數正式公佈後五個工作天內向相關科目教員覆核分數。
b. 分數經查詢 (19a) 後如欲提出上訴，學生需於分數正式公佈後十個工作天內透過 eServices

提出充份理據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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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相關學校校長必須指定教員成立上訴專案小組商議理，包括以下成員。必須最少有三名成

員，任何人員組成之小組人數必須為奇數。：
i. 相關學校校長 (第一人選) 或 其他學校校長 (第二人選)，並任上訴專案小組主席；
ii. 相關學校課程主任 (第一人選) 或 其他學校課程主任 (第二人選)；
iii. 科目主持人；或
iv. 相關學科範疇教員。
21. 畢業榮譽
學士學位畢業生可獲頒以下榮譽：
總平均分
榮譽
3.60 至 4.00
一級榮譽
3.10 至 3.59
二級一等榮譽
2.50 至 3.09
二級二等榮譽
2.00 至 2.49
三級榮譽
--2.00 以下
22. 校長榮譽榜
目的：
a. 表揚取得卓越學術成就的學生；
b. 鼓勵學生繼續超越目前成績；
c. 讓學生感到自豪，從而使其與學院建立長遠的緊密關係。
被列入校長榮譽榜的準則：
a. 在緊接的前一個學期，被提名者必須為全日制文憑或學士學位課程註冊學生。
b. 必須取得最少 12 學分 (或每科相當於 3 學分的四個學科)。
c. 被提名者平均分數 (GPA) 必須達至 3.50。
d. 被提名者於該學期不能取得任何「F」、「I」或「DR」等級之學科 (包括實踐課程實習)。
e. 在緊接的前一個學期，被提名者於專業操行評核內不能有任何違紀或缺點等記錄。
f. 校長榮譽榜名單由教務部準備，並交予相關學校學長批准。
23. 課程考察
課程考察是指導師為課程而組織為期三日至兩星期的短期課程體驗，學生在參與有關考察前
需注意以下事項：
a. 學生在參與任何境外考察活動前必須取得其父母的同意；
b. 學生不應在取得所需的簽證前購買機票及預訂酒店；
c. 學生必須確保在出行期間有足夠的旅遊保險保障；
d. 學生必須注意因考察活動而缺席其他課堂所衍生的出席率問題；
e. 學生有責任去配合考察活動的各種安排。
24. 專業操行評核 (PCS)
專業操行評核（PCS）是一個用來反映學生於專業及個人品德的評分方式。PCS 自 2002/03
學年開始推行，適用於所有文憑及學位課程學生。而於 2007/08 學年採用了一個全新的評分制
度。雖然 PCS 評分制度與其他學科相同，但不被列入 GPA 計算內。
每學期中，各教師需要觀察學生於課堂之表現（實踐課、實習和論文科除外），然後按學生
課堂整體表現及個別事件考慮增減 PCS。學期完結時，每名學生會有各選修科目之 PCS 百分
比評分，所有學科之 PCS 百分比評分於學年結束或課程完結時計算，得出百分比平均分，並
記錄在學期成績表或成績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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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一學期內未能完成一項課程評估表，學生將在年終 PCS 被扣減相等於 5%。
評估學生專業及個人品德之範圍可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各項：
1. 守時；
2. 個人儀容；
3. 禮貌；
4. 校內行為；
5. 堅守學生紀律守則；
學生若不遵守校服或儀容標準，教師將扣減其 PCS，並作出首次勸告。再犯者將獲記過處分
並記錄在成績單上。如再多次違犯將導致停課一周。
如有需要將作出適時修改，並將修改及時通知學生。

25. 工作體驗計劃
旅遊酒店業不但要求從業員具備管理知識，亦要求他們具備行業實務經驗
及專業技能。為了培育充滿熱誠的旅業專才迎接富挑戰性的旅遊業，學院
於課程設置內提供校內及校外之實務機會。本著透過實務來鞏固理論基礎
之理念，學院提供了理論與實踐並重的課程。
工作體驗計劃包括：
學年
課程
一
實踐課
三

實習

內容
學生需於學院內的實習單位或學院外機構完成實踐課；學生必須
完成實踐課方可進行實習。
學生需完成八百小時或連續六個月之實習

26. 實踐課
範疇

連結

聯絡

零售業體驗計劃規章
零售業體驗計劃豁免申請規章

連結
連結

酒店管理 / 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實踐課
豁免申請規章
理論與實踐 (T&P)

連結

教務部
電話: 8598-1256, 8598-3050, 8598-1520
internship@iftm.edu.mo

---

Miguel Oliveira
電話：8598-3169 / miguel@iftm.edu.mo
*酒店管理一年級學生和旅遊會展及節目管理一年級學生將被安排院內實習單位學習，從而接受理論與實踐知
識培訓。四個範疇包括：餐廳、廚房、前堂及房務。

聯絡
教務部：電話 8598-2012 或 8598-1512 / enrolment@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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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1.

評估或考核
評估方法
旅遊學院採用持續評核方式，因此以下均為評核時的考慮因素：
a. 所有評核如測驗、功課、小組報告等都是必要的，學生若未能完成當中任
何一項，均視作未能通過課程。
b. 所有科目一般均設有筆試。
c. 學期開始時，講師會派發課程大綱，說明評核方式，如考試、小組討論或報告等。

2.

責任
a. 學生有義務核對各科的考試日期、時間及地點，並按時間、地點出席考試。他們必須携帶身
份證明文件或學生證以茲識別。
b. 學生在每場考試均被安排指定座位，座位表可於 eServices 內查閱。學生如未能於座位表內
能找到其座號，須立即通知教務部。
c. 學生必須於考試前十五分鐘到達考場，並於考試時間前十分鐘入座。進入試場後，學生必須
服從及遵守監考人員的指引。學生如在開考後才抵達，必須待首席監考員宣讀考試規則完畢
後才可進入考場，其考試時間亦不予延長。遲到 30 分鐘的學生不准參加考試。
d. 學生必須把所有私人物品，如筆記、書本、電子或智能器材 (平板電腦、手錶、流動電話等)
存放於其座位下方。
e. 學生於筆試開始後首 30 分鐘內或結束前 15 分鐘均不得離開試場，監考員要求除外。學生若
需暫時離開考場，必須經監考員同意及陪同下方可離開。
f. i. 考試期間，首席監考員有權按實際需要把考試改期或取消，首席監考員將儘快終止考試並
收集試卷，並須把事件向教務部處長報告。
ii. 如發生以上情況，教務部處長將進行調查並跟進。如需安排重考，重考的成績將被取用，
而報告將呈交相關委員會。
g. 學生必須遵守有關科目講師訂下的考核要求。
h. 不得代他人考試，亦不得由他人代考。
i. 學生不得把試卷帶離試場。所有試卷必須在考試結束後收回。
j. 學生必須確保所有補充頁或相關文件存放於答案簿內，並交予監考員。任何文件帶離試場後
將不獲批改。

3.

輔助器材的使用
a. 考試時不得使用任何種類字典。
b. 學生必須帶備所需文具。
c. 如需進行筆試，學生應在答案簿、補充頁或其他由本學院提供之材料上作答。任何情況下，
學生在考試期間不得使用任何自備的紙張、書本、筆記、工具或任何輔助物品，在考試卷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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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明者除外。講師將於考試前公佈於考試時可使用的工具及物品。監考員將在開考前作檢
查。
d. 在允許運用電子計算機的情況下，只可使用非程式控制的計算機，且必須為手提、備乾電和
以靜音運作，不得使用有圖像顯示功能或具外置媒體如說明小冊子、磁卡或記憶體等。學生
必須確保其計算機有充足電源或後備器材以確保其正常運作。
e. 學生不得從試場帶走任何由學院提供的物品。
4.

考試中的不當行為
a. 監考員如懷疑學生有作弊行為，經證實後可取消其考試資格。
b. 如發現學生於考試時有不正當、不誠實或不正常行為，該生將被取消資格且該科則被視為不
合格，學術委員會有權取消其就讀資格。
c. 不得攜帶任何未經授權的物品進入試場，如發現將被沒收，且事件將列為不正當行為處理。

5.

呈交分數
講師必須於考試結束後七天內 (包括星期六、日及公眾假期) 將分數表交回教務部。

6.

補考
a. 學生如欲參加補考須於該學期已註冊該科目。
b. 因住院、意外或不可抗力情況 (如喪假、代表澳門參加地區性或國際性比賽等) 而未能出席考
試的學生，可獲允許進行補考。學生必須於有關考試日後兩個工作天內提交申請，否則將不
獲給予補考資格。如屬住院情況，需於康復後兩個工作日內連同由醫院或政府衛生中心發出
之病假證明作為附件，透過 eServices 提交病假申請並將病假證明帶到教務部驗證。評分方
法依照一般規則處理，補考分數不會被打折。
c. 因門診疾病而未能出席考試的學生，必須儘早以電郵或電話通知教務部。並需於康復後兩個
工作日連同由醫院或政府衛生中心發出之病假證明作為附件，透過 eServices 提交病假申請
並將病假證明帶到教務部驗證，補考分數將以八折計算。
d. 如考試前或進行期間有其他原因而影響學生之考試表現，學生須以書面形式通知教務部，並
清楚列明考試科目、缺席理由或影響其表現的情況，並附上相關文件，如醫生證明。
e. 補考需要於有關考試日起三週內完成，缺席補考的學生將不獲再次考試安排。
f. 學生不得在同一學期內補考三科以上，若獲得教務部同意的情況除外。
g. 補考可以其他考核方式進行，如報告、作業等，一般於下一學期期終試前完成，但不能超過
課程大綱所列出之比重。
h. 若補考後仍不合格，須重讀該科目，且須遵守講師在科目設定之要求。

7.

評估或考核時間表
a. 評估或考核時間表由學院審批及統一安排，學生與講師的私下安排是不被接受的。考試時間
表一般於發佈上課時間表時一併發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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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一般情況下，院方不會接納學生申請更改評估或考核時間表。下列情況除外：
i. 如遇不可抗力情況，影響學生或學院，教務部將重新安排評估或考核日期。
ii. 在可預知的情況下，學生須提早申請，而在不可預知情況下應儘早申請。申請者必須向教
務長呈交申請書，並列明特殊理由。
c. 期中評估或考核之改期申請，則由個別講師批准。
8.

認識評估或考核規則
每位學生必須清楚並接受這些評估或考核規則。

聯絡
教務部：電話 8598-2012 / enrolment@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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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學業不誠實行為的政策

學院強烈反對不誠實行為，並通過學術委員會處罰，任何有意或無意下所作出的不誠實行為，
有意圖且知情，沒意圖但或不完全知情的情況下之不誠實行為均視為不誠實論。
不誠實行為包括但不局限於以下情況：
作弊；
b. 抄襲；
c. 未經授權下在測驗或考試前、考試中或考試後，或於其他形式評核如作業、論文或學期報告、計
劃、或任何可取得成績、分數或學分的功課，協助或幫助他人。
d. 遞交的作業或功課與他人完全或部份相同。
a.

a.
b.
c.
d.

作弊包括但不局限於以下情況：
在評核、作業、考試中抄襲其他學生；
於考試中使用一些未被批准之資料或工具；
於考試或其他評核中，在未經同意下與他人協作；
拿取未使用的考試卷並從中得益。

抄襲是指以個人名義，以口頭或書面形式提出或發表非原創的見解或資料。避免觸犯抄襲的最佳
方式就是清楚列明資料來源或出處。用以釐定學術報告是否構成抄襲行為的準則為(a) 原創性、(b)
具充分的引用說明。若在學術報告所提出或發表的見解或資料並非原創而無註明出處，不論引用全
部或部份，已構成抄襲行為。講師會隨機抽查學生功課，如發現有抄襲情形，會加以重罰。
就作弊及抄襲的處罰包括該科考試不合格、退學、停學及開除，相關講師會對學生之作弊或抄襲
行為作出初步處罰判決。如情節嚴重，學術委員會將通過處分聽訟，以決定處罰方法。
不誠實行為之處罰如下：
a.

初犯者，該科目將獲零分，且在下一次科目可被選擇時不獲重讀資格。

b.

第二次犯者，除了該科目獲零分外，學生將被勒令在緊接的下一個學期停課。

c.

第三次犯者，學生將被開除學籍。

聯絡
教務部：電話 8598-2012 / enrolment@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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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支援和優化學生學習

7.1

英語中心

學院的英語導師設立了「英語中心」（EC），為學院的學士學位學生提供免費的額外英語訓練及學
習指導。中心提供以下三種形式的服務：
(1) 個別指導班 (30 分鐘)
學生可以個人或小組代表 (最多 4 人) 登記 30 分時段，指導班讓學生以針對式對問題尋求英語方
面的協助。

-

這 30 分鐘的個別指導班可包括：
了解及討論對特定作業的想法
為演講或寫作組織構想
協助理解文章或章節
會話練習
英語學習技巧
求職信及履歷
了解導師對作業的評語及針對性改善
口述報告練習
針對個別文法或詞彙的練習

個別指導班於週一至五上下午預設時段內提供服務，學生可透過英語中心 Moodle 登記。逢週五
1700 之後，下周的時段便開放予學生登記。學生在學年內可登記註冊的時段數量不設限制。我們鼓
勵導師推薦他們認為可以透過英語練習而得益的學生。
(2) 語言技巧工作坊 (1 至 2 小時)
工作坊集中特設英語主題進行，每班可收 15 人。每一主題可由兩星期至四星期不等。學生
們亦可就工作坊題目作出建議。
工作坊內容可包括：
- 如何為雅思、及其他水平考試作好準備
- 如何編寫個人聲明
- 求職面試準備
- 了解如何設立內文參照
- 如何增加演說自信
- 英語發音
- 英語俚語及流行話題
(3) 自學資源
英語中心 Moodle 學習平台載有不同種類的自學材料，如：
- 自修單元 – 這些單元包括參考資料及簡單測驗。自學單元包含文法、面試技巧、商業溝通、描述
趨勢等。有些單元亦會應用在課堂教學上。而所有學生都可在英語中心的平台上利用單元學習英
語。
- 自學網站連結，如雅思(IELTS) 、英語聽力練習等。
我們樂意為學生提供英語學習服務，亦希望同學們把握機會自我增值。
聯絡
葉嘉儀：電話 8598-3058 / doris@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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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課餘活動

為豐富學生校園生活、以及使他們能得到更全面發展，學院自 2009/10 學年推出一系列課餘活
動。冀透過各類活動讓學生接觸不同層面知識，從而建立自尊與自信。如學生出席率少於 50%，在
緊接的一個學期將被禁止參加任何活動。
7.3

交換生課程

旅遊酒店業為國際性行業，業內專才每天都面對來自不同地區的人。擁有對異國文化的認識和
經驗無疑是提昇工作效益和邁向成功的要素。要累積這些經驗與知識，是需要花很多時間與金錢
的。旅遊學院交換生計劃可助你獲得裨益。
申請詳請及常見問題已上載於教務部內聯網。
聯絡
教務部：電話 8598-3042, 8598-1279 / outbound@iftm.edu.mo
7.4

獎學金

旅遊學院喜獲政府、業界及社會人士支持，設立不同獎學金，以鼓勵學生們
參加交換生課程或海外實習計劃。詳情可瀏覽內聯網。
聯絡
教務部：電話 8598-1371 / 8598-3127 / a_support@iftm.edu.mo
7.5

教學委員會學生代表
學生代表職務如下：

a.
b.
c.
d.

收集同學對校園生活與課程學習的意見及建議；
出席每月舉行的教學委員會會議；
擔當老師或學院與學生間之溝通橋樑；
樹立學生榜樣。

聯絡
教務部：電話 8598-1472 / sas@iftm.edu.mo
7.6

實習單位

教學酒店 (望廈迎賓館) 和教學餐廳營造與業界相類似的工作環境，透過專業導師，為學生提供
專業培訓。賓客可於實習單位享用體貼住宿服務及美食，而且免收附加服務費及政府稅。
聯絡
望廈迎賓館：電話 2851-5222 / iftpmh@iftm.edu.mo 教學餐廳：電話 8598-3077 或 8598-3076 /
FBBooking@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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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紀律守則

8.0
1.

簡介
a.

學生在校內或代表學院時必須遵守此守則。

b.

學生必須遵守本手冊的所有規定。學生在校內進行任何活動時，必須遵守該活動場所之附屬
規則，如：圖書館、電腦室、健身室及網球場等。規則內容已載於本手册的其他部份。

c.

學生於實習期間應遵守實習機構的規則，該規則於學生實習期間將暫時取代學院的規章。

d.

學生必須準時上課，講師會在課程大綱中載明。

e.

學生不得在課堂或考試時以任何方式進行錄音及錄像。

f.

在院內必須穿著得體的衣著，以適應將來成為旅遊從業員。建議穿著正裝以進行課堂演講活
動。

g.

一年級學生於上課日子必須穿著整齊校服，只有在氣溫低於攝氏 13 度或事先獲得教務部許可，
方可穿著旅遊學院運動服。獲准穿著運動服的學生，教務部將通知有關老師。未能遵守校服
守則者，其 PCS 將被扣減。.

h.

未能遵守校服守則的學生，有關老師將扣減其 PCS，以示告誡。重犯者會被記缺點，並會於
其成績表單及成績表上顯示。再犯者將被勒令停課一週。
衣著守則
學生於校內上課不允許作以下裝扮：
i. 漂染非自然之髮色
ii. 實踐課不被允許之髮型 (凌亂或過長)；
iii. 佩帶過多首飾 (大型及多隻戒指、多隻手鐲、多條項鍊或手鍊) 或多項
小飾物；
iv. 紋身；
v. 飾物 (如女生只可配帶一對簡單的耳環)；
vi. 有色隱形眼鏡或太陽鏡；
vii. 長指甲或把指甲塗上鮮艷顏色及印上花紋等；
viii. 無袖汗衫、破爛或撕裂式牛仔褲；
ix. 暴露或性感衣物；
x. 拖鞋、凉鞋或赤腳；
xi. 含反對標語或圖案的服裝；
xii. 骯髒、破爛、磨損或未經熨平的衣物；
xiii. 運動服或工人褲；
xiv. 有邊或無邊帽子或頭巾。
長髮女生在穿校服時建議以髮髻把頭髮扎好 (如圖所示)。

i.

為免打擾他人及因應基本禮儀，在課堂、考試過程中或其他要求保持安靜的地區，如圖書館，
不得使用流動電話或傳呼機，即使在振動模式下亦不得使用，違者將被處分。

j.

只有空中花園、望廈迎賓館室外長廊、學生及員工餐廳 (戶外休憩區)及教學餐廳露天茶座才
允許吸煙，飲食只限於空中花園、中庭休憩區、戶外劇場、香草園、學生員工餐廳、教學餐
廳、中心咖啡店、FB-154 餐飲區、以及東亞樓 9 樓餐飲區(鄰近保安室及宿舍管理小組辦公
室對面)。違者可被處分。

k.

學生如以學院名義進行任何形式活動，必須事先取得學院的書面批准。在未經院方批准下，
任何學生不得與傳媒或公眾以院方名義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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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學生如需為公眾安排活動，必須事先取得學院批准。相關學生有責任維持其訪客的秩序。

m.

任何人均不得損毀、破壞及拆除學院任何財產及裝置。如任何人損毀或遺失學院財物，必須
負責修補或重新購置該項物品。

n.

學生應保持學院清潔及整齊，善用學院設置的垃圾箱。

o.

學生只可在獲校園服務部批准後，才可在指定地點張貼告示或海報。未經許可的海報或告示
將被移除 。

p.

學生只可在指定地點奏樂器或使用任何音響器材。在公眾地方禁止使用以上器材干擾他人。

q.

學生停泊車輛可瀏覽此網頁。

r.

校園在指定時間及日子開放，學生如允許非學院學生使用學院設施 (如休憩室或電腦室) 或在
非陪同下讓他人使用運動設施，將被暫時中止使用權利，其智能咭亦會被暫時中止進入相關
設施。

18

恰當的服裝及儀表範例

不恰當的服裝及儀表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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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學生處分小組
a.

學生處分小組 (以下稱小組) 將對輕微或嚴重過失作出判決及處理嚴重過失之上訴。

b.

小組將由下列人員組成：
i. 相關學校校長 (第一人選) 或 其他學校校長 (第二人選)，並任小組主席；
ii. 相關學校副校長 (第一人選) 或 其他學校副校長 (第二人選)；
iii. 一位課程主任或一位全職教學人員；
iv. 一位教務部代表；
v. 一位學生輔導主任；
vi. 學生會主席 或 學生會委派學生代表一名；
vii. 一位來自與犯過失學生同一課程的學生代表。

輕微過失
a. 輕微過失的性質包括：
i. 未經批准下，移取院內的財物，但沒有偷竊的嫌疑。
ii. 非蓄意但對院內財物造成破壞或騷擾他人的粗暴行為。
iii. 任何防礙學院正常運作或造成短暫性財物損壞或引起受傷的惡作劇行為。
iv. 任何輕於嚴重過失之活動。
b. 處罰
學術委員會可用以下的處罰方式處理輕微過失：
i. 以口頭或書面警告說明重犯將會導致更嚴重的處罰。
ii. 正式書面譴責聲明將存放於教務部一段時間，存放時間將按個別情況決定。
iii. 在不影響學生繼續就學的情況下，要求該生暫停上課(時間不得超過四星期)、禁止其進入
特定的區域或使用院內設施。
iv. 除執行以上處分外，學院可要求學生對因其個人過失所造成的破壞或損毀作出賠償。

4.

嚴重過失
a.

嚴重過失之性質包括：
i. 有關學院評核的過失冒犯；
ii. 僞造或不正當使用學院文件、紀錄、財產或資源；
iii. 在院內或院外冒充他人身份或未經預先許可使用他人的個人資料；
iv. 行竊、欺騙、濫用、疏忽管理學院資金、資源、設施或財產；
v. 暴亂或暴力行爲引起學院財物損壞，或嚴重影響學院秩序；
vi. 涉及院內其他學生或員工，或直接影響學院利益的違反刑法行為；
vii. 學生在取得公平、合理的通知下，未能如期繳付因觸犯過失而被科處的罰款或遵行處罰的
判決；
viii. 實際違反或不依從學院之學生紀律守則；
ix. 冒犯或行為引致學院聲譽或形象受到嚴重損害。

b.

處罰
嚴重過失可被判以下的處罰：
i. 正式的譴責聲明書將存放於教務部，存放期為由小組判決後計十二個月；
ii. 停學一段指定時間；
iii. 開除學籍，並在指定時間内不得申請重新入學；
iv. 完成指定的學術工作或作業；
v. 指定時間内拒給學生頒發任何獎項；
vi. 除執行以上的處分外，學院可要求學生對因其個人過失所造成的破壞或損毀作出賠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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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審理學生違規個案的體制
所有輕微過失及嚴重過失將由小組處理，小組收集證據後於 5 個工作天內提交予學術委員會，
學術委員會需於收到通知後 10 個工作日內審議此個案。
嚴重過失之上訴必須在可以提交新的證據之前提下才可提出，小組才會將其轉交予學術委員會
判決。
若學院人員認為有關過失具嚴重性或應執行較處理輕微過失重的處分，則必須於事件發生後 5
個工作天内向小組提交書面通知；小組需於收到通知後 5 個工作天內審議是否把個案列為嚴重
過失情況處理。
任何發現或接收到有關學院考試違規個案將列為嚴重過失情況處理，並須於事件發生後 5 個工
作天内通知小組，

1.

程序

a.
b.
c.
d.

e.
f.
g.
h.
i.
j.

有關學生將個別收到小組的通知，提供其過失的細節或為其提供自辯的機會。
如違規學生承認過失或違規行為得以證實，除了口頭警告外，有關處罰及自辯記錄將由教
務部存檔。
如學生否認控罪，而學術委員會就證據判其有罪，學生有權透過小組向學術委員會上訴，
且必須在判決後10個工作天內以書面陳述其上訴的理據。
上訴理據必須與以下其中一項有關：
i.
提出新證據，且該證據在判決前因合理的原因而未被提交予學術委員會。
ii. 理據沒被小組正常處理。
學術委員會將在小組收到該上訴的10個工作天內開會討論。
學生有權要求向學術委員會當面解釋其上訴的理據，學生亦有權要求傳召其他證人，但必
須在會議前3個工作天向小組提出。
學術委員會必須審議上訴時規管其本身的程序，可傳召相關人士處理事件。
學術委員會可接納或駁回上訴，撤銷、改變或維持原判。
上訴後，學術委員會的決定將為最後判決。
教務部會就所有的上訴作出書面紀錄。

聯絡
教務部：電話 8598-1371 或 8598-3127 / a_support@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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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規則與條例

9.1

使用旅遊學院電腦及網絡資源聲明

1. 簡介
a. 電腦及網絡資源是學院重要的構成部分。此聲明規範以上資源的正確使用，說明有關使用者
於使用時應有的期望及責任。
b. 學院電腦及網絡資源是主要為支援及配合學院使命，學院鼓勵各成員善用此資源以提昇學習、
教學及工作環境。
c. 在此聲明中，電腦及網絡資源是指所有電腦及網絡硬體及軟體、網絡使用者帳戶、軟體使用
帳戶、電子郵件使用帳戶和使用網絡服務。學院電腦及網絡資源使用者包括所有學院成員，
如學生、教學及非教學員工。
d. 此聲明適用於所有旅遊學院電腦及網絡資源使用者。
2.

權利與義務
a. 旅遊學院及資訊技術部之權利與義務
i. 所有學院電腦及網絡資源是學院財產，並由資訊技術部分配給各使用者。資訊技術部也訂
下各使用者權利。當使用者終止與學院關係時，其使用權將同時被終止。使用者應在離開
學院前自行儲存私人文件。
ii. 為了維持旅遊學院校園內網絡的完整性、安全性和可靠性及避免授權的使用者不適當地使
用或作未經許可的用途，資訊技術部保留中止使用權或限制使用電腦資源，核查、複製、
刪除或改變可能造成損害的任何資料、檔案或系統資源。資訊技術部必須向相關使用者提
出書面或口頭解釋行動目的。
iii. 系統將定期收集使用者活動，並儲存在相關日誌檔案中，只有網絡管理員有查閱這些日誌
或檔案的權限，查閱目的只限於網絡管理，而所有日誌或檔案資料在未經資訊技術部職務
主管和院長同意下不可公開。
iv. 資訊技術部爲防止任何數據遺失將實施各種措施保持網絡設施的完整性、保密性和安全性。
v. 旅遊學院保留在有需要情況下改變現有規則的權利。修改後的規則將透過旅遊學院網頁公
佈。
b. 使用者權利與義務
i. 使用者可按個人需要向資訊技術部申請使用學院網絡資源。使用者可要求查閱日其儲存
於日誌或檔案資料。
ii. 使用者可按其被允許的權限使用網絡，但不得將使用權轉移或與其他人分享，事先經資
訊技術部准許者除外。
iii. 使用者必須對其密碼保密性自行負責。
iv. 用途必須與學院或其職位相關，不可作娛樂或銷售之用。
v. 使用者必須正確使用各電腦硬件，在未經資訊技術部同意下，不得嘗試連接或拆開任何
網絡器材，破壞網絡完整性。
vi. 使用者不得濫用或浪費資源，或試圖減低旅遊學院網絡表現，例如發連鎖郵件或不相關
信件予大批收件者、下載龐大數據和不適當檔案。
vii. 使用者不應故意干擾其他使用者或擾亂網絡完整性，例如在未經許可情況下使用他人帳
戶、冒充他人身份與其他人溝通、試圖破解他人密碼、危及隱私安全性、破壞或改變他
人數據或程式等。
viii. 網絡上物品，如數據、資料或程式等，如在系統中沒有鎖上或受保護並不代表可被複製、
改編、刪除或利用。這與我們一般不會拿取他人未被鎖上的物品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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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x. 所有安裝在學院電腦內的軟件必須持有效的授權許可，故使用者不得複製或分發任何合
法軟件。
x. 所有軟件安裝及刪除必須由資訊技術部負責，使用者在未經資訊技術部同意的情況下，
禁止安裝及刪除任何軟件，包括免費和共享軟件。
xi. 使用者不得蓄意在網絡上製造或發放含電腦病毒程式，使用者應採取適當措施防止和避
免以上情況發生。
xii. 使用者不得於學院網絡内創造、儲存、發放或展示具欺詐、騷擾、冒犯、淫褻、色情或
恐嚇成分的資料。
c. 判決/處分
i. 所有使用者必須遵守此聲明及澳門法例。
ii. 任何違反此聲明者將被處分。
iii. 任何違反澳門法例者，學院將與澳門特區政府合作，協助相關調查或施以適當處罰，如終
止使用學院電腦網絡資源的權限。

聯絡
組織及資訊處：電話 8598-3120 / helpdesk@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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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1.

電腦室
簡介
除作電腦教學用途外，電腦室亦開放予學生使用。所有電腦均已連線至互聯
網。電腦室提供電腦、多功能影印機等供教學用途。電腦均設有各種常用軟件。

2.

開放時間
電腦室於校園開放時段之非上課時間可供學生使用。

3.

進入許可
當電腦室因上課被佔用時，所有人均不得進入。門禁是由智能卡控制，若使用者不能出示有
效證明文件，可被要求立即離開。

4.

使用者帳戶
每位用戶必須具有獨立帳戶和密碼。學生獲錄取後將由教務處獲發使用帳戶。請詳閲前文有
關電腦及網絡系統資源使用守則。

5.

使用守則
a. 使用者行為
i. 電腦室內嚴禁吸煙及飲食，室內必須時常保持清潔。
ii. 電腦室只提供電腦設施予有需要學生或員工使用，如不需使用設施，使用者必須清理所
有私人物品，並關掉電腦，然後離開。
iii. 使用者必須留意資訊技術部的指示，保持安靜和不應騷擾其他使用者。
b. 器材使用
i. 使用器材時，使用者必須小心和按照使用守則正確地操作。如因不當使用而導致損壞，
使用者需負擔維修或重新購置器材的費用。
ii. 如發現器材出現故障，應立即通知資訊技術部服務台，不可自行修理。
iii. 多功能打印機只供列印及掃瞄教學用途的文件。如有其他使用者輪候同一部多功能打印
機時，則不應佔用超過十五分鐘。
c. 不正當行為或濫用電腦服務的處罰
i. 任何使用者製造或引起噪音，影響其他使用者，將即時被驅逐出電腦室。
ii. 任何使用者如違反電腦室規則或影響其他使用者或資訊技術範疇的工作，資訊技術範疇
可暫時取消其使用權。其使用權則必須在取得資訊技術範疇的書面許可後方可恢復。
iii. 任何使用者如涉及嚴重過失，如偷竊電腦器材或零件，蓄意破壞電腦器材、設施或電腦
室之家俱，可被永久禁止使用資訊器材，所有因其過失引起的費用由該使用者負擔。個
案將送交學院，以作進一步處分。

聯絡
組織及資訊處：電話 8598-3120 / helpdesk@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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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1.

護理室
簡介
護理室為旅遊學院全體學生及員工提供即時的緊急護理服務。

2.

地點及服務時間
逢星期一至星期五的下列時間內，一位具專業資格的人員將會在校園的護理室當值。當到達護
理室後，請出示您的學生證或員工證給予健康促進員作登記。
地點
望廈校區啟思樓三樓 I301 室
氹仔校區展望樓 FG41 室

服務時間
1300-1730
1830-2200
(週一至週五)

聯絡電話
8598-1222
8598-2111

當護理室關閉時若遇到任何緊急情況，請立即與附近保安室或致電以下任何電話尋求協助。
地點
望廈校區

展望樓
東亞樓

聯絡電話
8598-1111 (協力樓)
8598-3045 (教學餐廳大樓)
8598-3069 (啟思樓)
8598-2222
8598-4000

聯絡
校園管理處：電話 8598-3049 (望廈校區)或 8598 3092(展望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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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遊學院智能卡

9.4
1.

簡介
所有文憑或學位課程學生均獲發一張多用途旅遊學院智能卡(簡稱
智能卡)，以辨認身份、進出指定區域及出勤管理等。

2.

智能卡提供的功能
智能卡可視為：
* 學生證
* 圖書證
* 使用不同學院設施及停車場等進出之控制
* 出勤系統記錄

3.

4.

智能卡之使用
a.

只需把智能卡按拍於安裝在校園內之讀卡器上，即可操作。

b.

不要把兩張智能卡同時放在讀卡器上。

c.

須妥善保護智能卡。避免智能卡被刮花，不可屈曲、在卡上書寫，或把智能卡放於錢包或手
袋內並靠近銀幣、釘或拉鍊。

d.

不可把智能卡放置於後褲袋內，以免在坐下時損壞智能卡內的晶片。

e.

若發現或懷疑智能卡不能正常運作，應通知教務部。

使用智能卡的規則
a.

所有智能卡皆為旅遊學院財物，不得轉讓。

b.

首次及所有續期再發放的智能卡均是免費。如因遺失、損壞或被盜而需補發者，則需繳付澳
門幣 100 元。

c.

如遺失或被盜，智能卡持有人必須負責所有引起之負面後果。

d.

如遺失或被盜，應通知教務部，有關部門在接到有關消息後應即時終止該智能卡。

e.

旅遊學院保留所有關於智能卡使用的權利，包括暫停可疑或有缺損的智能卡的使用，並要求
持有人協助調查。

f.

所有智能卡使用者必須接受以上管理智能卡使用的守則與條例。旅遊學院保留任何修改這些
條例的權利。修改後的條例將於學院網頁內公佈。

g.

智能卡的有效期為智能卡持有人在旅遊學院的正常修讀期限。

聯絡
資訊技術範疇：電話 8598-3120 / helpdesk@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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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門旅遊學院圖書館

9.5
1.

使命
澳門旅遊學院圖書館(以下簡稱圖書館)致力於搜集關於旅遊管理、服務業管
理、會展管理、文化遺產管理以及澳門旅遊學院提供的專業課程的相關資料。
圖書館旨在以方便學生使用的方式，提供學習、學術以及資訊搜索方面的支
援。

2.

進館規定
a. 使用者必須出示有效的本校學生證、員工證或圖書證方可進入圖書館。
b. 其它政府部門的人員或旅遊服務從業員在取得圖書館批准後，亦可以進入圖書館。
c. 其它使用者如需使用圖書館，可向圖書館申請並說明原因，在取得圖書館的許可後可進入圖
書館。

3.

開放時間
a.

開放時間
開放時間
星期一至星期五
星期六、日及本澳公眾假日

b.
c.

4.

望廈校區圖書館
0900-2200
0900-1800

氹仔校區圖書館
0900-2200
0900-1800

由於圖書館需按時閉館，所以在閉館前 15 分鐘會提醒使用者離開；
如果圖書館的開放時間有所更改，將會透過澳門旅遊學院圖書館的網站
(www.iftm.edu.mo/library) 通知使用者。

閱覽與諮詢
a.

讀者均可閱讀圖書館內所有的參考資料，但(4c)及(4f)所提及的資料除外。

b.

讀者可以在圖書館內查閱所有文件， 或者借回家中閱讀，但(4c) 、4(d)及(4f)所提及的資料
除外。

c.

在“保留”區域的資料只能在館內閱讀而不能外借。讀者如果需要查閱此區域內的參考資料，
只需要提供有效的學生證、員工證或圖書證，並把證件留在服務櫃檯即可，直到讀者歸還參
考資料才會將證件還給讀者。如果有其他讀者需要查閱同一份的參考資料，則每位讀者只可
以查閱該份參考資料最多三小時。

d.

在“指定參考書”區域內的資料只可以在圖書館內閱讀，但指定參考書提供複本時，教學人員
可借閱者除外。

e.

參考資料包括年刊、文獻、統計資料、字典、百科全書、年鑑、地圖集、地圖和刊物，以及
所有難於保存的資料，都只能在館內閱覽，但(4h)的資料除外。

f.

文獻資料按照特定的格式保存在活頁文件夾中，並存放在特定的展示區內。為了更好地保存
這些資料，只有澳門旅遊學院的員工才能外借這些資料。當學生需要借閱這些資料時，需要
把學生證留在服務櫃檯才能在館內閱覽這些資料。

g.

教學人員可以借閱地圖以及輔導教材以便在課堂上使用，並且需要填寫一份特別要求申請表，
但(4c)和(4d)的資料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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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h.

讀者可根據展架上的名稱找到最新出版的期刊雜誌。

i.

教師用書類的資料是預留給教學人員在教授相關課程時使用的。

借閱規則
用戶識別: 為了方便維護及管理借出的館藏，讀者需要出示有效的學生證、員工證或圖書證才
能借書。
b. 借書限額: 在沒有特別許可的情況下，讀者每次最多的借書數量如下。除此之外，每位讀者均
擁有 2 個額外的限額借閱小說類書籍 (業界圖書館會員和校友會成員除外) 。
a.

學士學位 / 文憑課程學生
學士後課程學生
全職教學人員
兼職教學人員
行政人員
業界圖書館會員
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會員
校友會成員
c.

8本
15 本
20 本
10 本
5本
3本
3本
3本

借閱期限: 讀者有責任在下述所指定的借閱期屆滿當日或之前交還借閱的資料，但得到特別批
准者除外。本館可借閱的不同類別的資料及對應的借閱期，可參閱以下表格:
讀者類別
學生
學士 / 文憑及學位課程

借閱限額

資料類別

借閱及續借期限(天)

8
2
15
2

B,AV
FC
B,AV
FC

8
16
8
16

員工
全職教學人員

20

兼職教學人員

2
10
2
5
2

B,TE,F,CR
AV
FC
B,TE,F,CR
AV
FC
B,AV
FC

60
8
16
60
8
16
8
16

校外使用者
業界圖書館會員

3

B

8

澳門高校圖書館聯盟會員

3

B

21

學士後課程

行政人員

3
B
校友會成員
備註：
i. B=書籍, AV =視聽資料, FC=小說, TE=教學手冊, F=活頁文件夾 , CR=指定參考書
ii. 以上項目最多只能續借 3 次 (校外使用者除外)
iii. 如指定參考書有提供複本, 教學人員才可借閱

8

d.

在特殊情況下，例如圖書館需要做資產清查時，所有外借的館藏都可能被要求交還至圖書館，
並且必須在新的到期日屆滿時或之前歸還，如果逾期交還書籍，必須繳付相應的行政手續費。

e.

逾期行政手續費: 讀者有責任在借閱期屆滿當日或之前交還借閱的資料。逾期行政手續費由借
閱限期屆滿翌日開始計算，並按每個工作日以每本(項)MOP10.00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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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7.

f.

逾期行政手續費的上限是每本(項)MOP 500.00。如果借出資料已累積達到行政手續費上限而
仍未歸還，則會當作遺失處理，並且需要償還相當於書本價值加上處理費之和的款項。因此，
上述個案中的行政費的總額是 MOP 500.00 和資料市值的兩倍價錢的總和。

g.

行政手續費通知發出後才歸還書籍(資料)亦不免除或減少行政手續費金額。

h.

逾期通知: 圖書館逾期通知會以電郵方式由系統自動發送到借閱者的旅遊學院電子郵箱中。讀
者不能以沒有收到逾期通知為理由而免除或減少行政手續費。

i.

所有逾期行政手續費都可以通過校園自助服務機和澳門通卡或到行政及財政輔助處繳納款項。

j.

借閱期屆滿當日，借閱者可以要求續借館藏，而新的借閱時間與舊的相同。借閱者所借的館
藏已逾期或者該項館藏已有其他借閱者預約的情況下，是不允許續借的。借閱者可以自行通
過 Webpac(即線上目錄查詢系統)進行續借，或者可以帶同需要續借的館藏到服務櫃檯辦理續
借手續。

k.

借閱者可以通過 Webpac 或者到服務櫃檯預約任何已被外借的館藏。當這些外借館藏歸還到
圖書館時，將會透過有效的學院電子郵箱通知預約者。

l.

借閱者不得把所借的資料轉借給第三方人士。

m.

館際互借服務可以在圖書館的服務櫃檯申請。

自助還書箱使用規則
a.

自助還書服務只可在圖書館閉館時使用。如非在閉館時間，請直接到圖書館櫃台歸還你的書
籍。

b.

讀者即使把逾期未還的書籍放入自助還書箱中，亦有責任支付逾期還書的行政費用。

c.

於圖書館的緊接的工作日，員工將會取出所有投放到自助還書箱的書籍。讀者有責任登入其
圖書館帳戶， 並查閱相關書籍的最新狀態。

d.

請不要擅自取出自助還書箱內的任何書籍， 如果需要借閱書籍, 請與圖書館職員聯絡。

會議室使用規則
望廈校區圖書館設有三間會議室以供小組討論和項目工作之用，如有需要可以申請掛紙白版。
有意預約會議室的讀者可以在場地預約系統查閱可預約的時間以及填寫申請表格並收到即時的
回覆確認。
正常情況下:
i. 會議室在無人預約的情況下，可以開放給所有讀者使用；
ii. 會議室沒有被預約的情況下，請把門保持開啟狀態；
iii. 禁止在會議室中進行飲食、吸煙、睡覺、使用手提電話、叫喊、玩耍或任何不正當的行
為。
在預約情況下:
i. 使用者可以預約會議室每次最多兩個小時，如果沒有其他使用者預約會議室，可以延長使
用時間；
ii. 延長時間需在本次預約時間結束前的半個小時作出申請；
iii. 需要關閉會議室的門；
iv. 禁止在會議室中進行飲食、吸煙、睡覺、使用手提電話、叫喊、玩耍或任何不正當的行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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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違反上述條款，圖書館可停止使用者使用會議室。
8. 儲物櫃之規則

9.

a.

讀者進入圖書館時可以使用儲物櫃，並在離館時清理及帶走個人財物。

b.

貴重物品請不要放在儲物櫃內。

c.

如有濫用儲物櫃情況出現(例如:將圖書館儲物櫃當作私人儲物櫃)，圖書館保留清除儲物櫃的
權利，而使用者須因此而負上全部責任。

d.

財物如有任何損失，圖書館概不負責。

e.

圖書館有權修改使用規則而無需另行通知。

圖書館內之行為
a.

無論在任何情況下，小組工作不能擾亂圖書館的安靜。任何騷擾讀者或無視圖書館工作人員
口頭警告的人, 將被勸喻離開圖書館。

b.

讀者不得以任何形式在圖書館資料上進行記號、折角或損毀，或者除去因圖書館服務而加上
的標記(注釋、印章或任何登錄的記號)。

c.

讀者不得在圖書館內吸煙、飲食(休閒閱讀區除外)、睡覺、大聲說話、坐在桌子上或椅子的
扶手上，或者把傢俱移離原來的地方。

d.

圖書館內禁止使用手提電話或所有會發出聲響的物品。

e.

讀者在館內必須負責保管好個人財物。

f.

蓋上”參考書”(Reference)的印章的書籍不能帶離圖書館，但預先取得許可除外。

g.

為了避免把書籍或圖書館的資料誤放到其他地方，讀者於閱讀後應把它們放置在書桌或書車
上，讀者也可以把它們交回給圖書館職員上架。

h.

讀者需自覺將閱讀後的報紙及雜誌放於原處，方便其他讀者查閱。

i.

當使用圖書館內的電腦、掃瞄器、多功能打印機等資訊設備時，使用者必須遵守組織及資訊
處對資訊設備使用時的規定。

j.

禁止攜帶寵物進入圖書館。

k.

氹仔校區圖書館的互動區及望廈校區圖書館地下內可允許小組討論及安靜交談。

l.

氹仔校區圖書館的寧靜區及望廈校區圖書館二樓處應進行寧靜閱讀及溫習。

10. 處罰規則
a.

當借閱者的借閱記錄內有書籍逾期未還時，會暫時失去借閱資格。

b.

倘若同一借閱者屢次歸還已損壞的資料，圖書館保留中止該借閱者的借閱權的權利。

c.

借閱者需要保持良好的借閱習慣。借閱資料如有遺失或損毀，借閱者會被要求繳付一筆相當
於補購書籍和處理費的附加款項(例如: 兩倍的書籍價格)。如果該遺失或被損毀的資料沒有參
考價格，那麼補購資料的費用會以資料頁數來估算。每一頁會以 MOP 1.00 計算，並且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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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補購費用為 MOP 100.00。而沒有參考頁數的資料則會收取 MOP 300.00 的補購費。假如
是非印刷品或者多媒體資料的補購費無法確定，則會按市面上類似的資料的價格作參考。
d.

假如發現使用者在沒有使用圖書館時，佔用了圖書館的儲物櫃以供個人使用，圖書館職員會
將儲物櫃中的物品當作雜物移走。此外，圖書館保留暫停這些使用者使用儲物櫃的權利。

e.

上述所提到的不當行為被視為違反圖書館的規定。當上述所提到的使用者不理會圖書館職員
的口頭警告時，圖書館保留中止該使用者未來享用圖書館服務的權利。至於違規者將會透過
學院電子郵箱收到一封警告信，並同時通知學術協調員、教務部處長和學生輔導員。

f.

在圖書館內，使用者必須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何關於偷竊和蓄意破壞公物的行為將會被轉
交給澳門特別行政區警察部門處理。

11. 圖書館購書建議
a.

本館歡迎讀者推薦圖書，並可以通過提交建議表格連同書籍資料(例如: 你所選擇的特定的書
籍標題的簡介、目錄或者書目來源)以供圖書館採購時考慮。讀者可通過圖書館網頁線上填寫
和遞交購書建議表格，或可在網頁上下載表格。

b.

學生推薦的書籍需要首先得到相關科目的教授/講師或者是學術協調員的簽名批准。

c.

建議的書籍會就採購書籍的趣味性及相關性兩方面考量，在提交到行政管理委員會審批前先
交予圖書館作參考。

12. 複印
a.

複印在圖書館內基本上是一項自助服務。使用者需要透過使用澳門通來複印。

b.

當使用圖書館的複印機時，使用者如果侵犯專利權和犯版權，需要負全部責任與後果。

13. 餐飲守則
a.

在氹仔校區圖書館的休閒閱讀區內，許可享用有蓋的飲品及無味小吃。淩亂或芳香的食物以
及膳食 (例如： 披薩餅、 漢堡包、 熱的食物) 是禁止的。

b.

食品及飲料會對圖書館的館藏、設備和傢俱有潛在的風險，於館內享用餐飲時請自覺負責。

c.

所有垃圾必須棄置在提供的垃圾箱內。

d.

任何溢出發生必須立刻通知圖書館職員。

e.

須保持圖書館清潔，免除垃圾包括罐頭、 瓶子、 食品的容器/包裝。

14. 特別規定
a.

除了上述規則外，圖書館可以通過應急措施以確保圖書館的運作順利。

b.

圖書館任何時候都保留修改圖書館的規章制度的權利而不作另行通知。

聯絡
圖書館：電話 8598-3071 / library@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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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1.

運動設施
簡介
學院提供的運動設施列於下表：
地點
設施
學生及員工餐廳 - 足球機
- 桌球枱*
協力樓
- 室外多用途運動場：內附有網球、籃球及足球設備。
- 健身室：提供基本健身設備。
啟思樓
- 壁球室
- 室內多用途運動場：備有羽毛球、乒乓球及排球設備。
- 室內多用途運動場：內設有女浴室(I206)及男浴室(I207)，附設臨時儲
物櫃。
展望樓 健身室：提供基本健身設備。
東亞樓足球機
桌球枱
*桌球杆及桌球可於以下地點借用： (i) 望廈校區：協力樓的接待處 或 (ii) 東亞樓：保安室。

2.

詳情
使用運動設施之規則，詳情可瀏覽此網頁。

聯絡
校園管理處：電話 8598-3048(望廈校區)或 8598 3092(展望樓) / cs_helpdesk@iftm.edu.mo

9.7

學生宿舍
有關學生宿舍規則，請看此連結。

聯絡
教學酒店：電話 2851-5222
宿舍管理小組：電話 8598-3044 / ifthostelteam@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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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1.

學生儲物櫃
使用資格
a. 全職學生可個別申請儲物櫃，先到先得。
b. 申請者必須透過 eServices 申請。

2.

使用儲物櫃
a. 儲物櫃租期以學年計算，租用期可參閱教務部 Student Portal。
b. 一年級學生會被分給一個儲物櫃，其他學生可按需要自行申請。
c. 申請經接納後，學生可透過校園自助服務機和澳門通卡繳付澳門幣 100 元的年租。費用將每
年檢討一次。
d. 儲物櫃是不能轉讓的。如需轉換儲物櫃，可透過 eServices 申請。
e. 儲物櫃為學院財物。在已通知使用者的情況下，學院保留轉換儲物櫃之權利。

3.

罰則
學生於租用期間有責任保持儲物櫃的良好狀態，損壞儲物櫃者須負責維修或重置費用，同時亦
可能受到紀律處分。

4.

退回儲物櫃
a. 使用者必須於每學年收到通知後並於期限前前清空其儲物櫃。於限期屆滿後，置於儲物櫃內
的物品將被移除。
b. 學生如退學或停學，必須立即退回其儲物櫃。校園服務部保留打開儲物櫃，並清理其櫃內物
品的權利。

5.

遺失財物
a. 學生必須對其儲物櫃內之財物負上全責，不建議擺放金錢及貴重物品於儲物櫃內。如有任何
遺失或損壞，學生必須立即通知教務部。
b. 學院對儲物櫃內財物之保管、遺失或損壞概不負責。

聯絡
教務部：電話 8598-3018 / sdc@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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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學生及員工餐廳

學院之學生及員工餐廳的服務對象為學生及員工，目的為他們提供一個方便和實惠的用
餐選擇。得到預先審批和被學院邀請的客人亦可以實惠的價錢在學生及員工餐廳用膳。

學院為員工及學生資助部分食物成本，所有食物均以優惠價錢出售，僅供員工
及學生享用。
於開放時間內，員工及學生須以澳門通購買食物或飲料，咖啡或茶是免費的。
使用者應注意什麼規則?
▪
▪
▪
▪
▪
▪
▪
▪
▪

除早餐麵包／三文治類及生果外，所有餐廳食品和飲品應在學生及員工餐廳內享用，不應帶離用膳區以外
範圍。
不得拿走學生及員工餐廳內的餐具或玻璃杯等。
如已付款購買食物或飲料，不得退款或退換。
已付款購買的食物或飲料，不可再次補充（如續飲或續食皆不許可）。
禁止携帶寵物進入學生及員工餐廳。
學生及員工必須遵守學院內的廚餘分類回收規則。
學生及員工只可以用澳門通支付任何食物費用。
本餐廳不設澳門通增值服務。
得到預先審批和被學院邀請的客人須於收銀處填寫資料以證明其身份，否則不能享有學生及員工的優惠
價。

聯絡
教學餐廳：電話 8598-1441 或 8598-1446 / FBadmin@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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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收費
1.

文憑及學位課程報名費及學費
a. 報名費為澳門幣 250 元。 文憑課程學生如欲升讀第三年學位課程需提交申請及
繳納報名費。
a. 2020/2021 學年入學的學生
類別
澳門學生
全職學生
兼職學生

每年 24,000 澳門元
每學分 820 澳門元

b. 2019/2020 學年入學的學生
類別
澳門學生
全職學生
兼職學生

每年 24,000 澳門元
每學分 820 澳門元

c. 2018/2019 學年入學的學生
類別
澳門學生
全職學生
兼職學生

每年 24,000 澳門元
每學分 820 澳門元

中國內地、香港及
中國台灣學生
每年 41,500 澳門元
每學分 1,420 澳門元

中國內地、香港及
中國台灣學生
每年 34,600 元
每學分 1,180 澳門元

中國內地、香港及
中國臺灣學生
每年 28,800 澳門元
每學分 980 澳門元

d. 2018/19 學年前入學的學生
類別
中國學生 (包括澳門、香港及中國台灣)
全職學生
每年 MOP24,000 澳門元
兼職學生
每學分 820 澳門元

其他地區學生
每年 53,900 澳門元
每學分 1,820 澳門元

其他地區學生
每年 44,900 澳門元
每學分 1,520 澳門元

其他地區學生
每年 34,700 澳門元
每學分 1,270 澳門元

其他地區學生
每年 31,200 澳門元
每學分 1,060 澳門元

備註：
如非特別列明，每一實踐課以 3 學分計算。
重修或修讀實習需繳交一個學期學費。
轉讀生將按在學院之修讀期繳付學費。
學費繳費單可於 eServices 下載，以下為可使用的繳費方式。
實習期如欲補修學科，將按科目數量收取學費。
已批准之學科豁免將列入學費計算內。
其他高等院校的學生可修讀學院學位課程的個別科目，學費以學分計算。
2.

免費服務
1.
2.
3.
4.
5.

3.

其他服務 (不收費)
缺席
加選或退選科目
休學
退學
其他

處理工作日 (以文件齊備後計算)
3
2
3
3
3

繳費方式
繳費期限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10 日
2021 年 8 月 2 日至 10 日

繳付之學費
2020/2021 第二學期
2021/2022 第一學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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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查閱詳情。
學生如欲延遲繳費須通知教務部，所延期限將不可超過每學期第一個星期之最後工作日，並
需要繳付澳門幣 200 元行政費。
4.

網上申請(eServices)項目
序
內容
處理工作日
費用 (澳門幣)
1
3
50
成績表 (以學期計)
2
3
50
成績單 (以課程計)
3
3
50
證明書
4
3
50
課程簡介 (每學年每份計)
5
3
100
補發學生證
6
2
100
儲物櫃 (每年租金)
7
3
補考
每科 200
其他
8
3
--備註：
- 申請獲批核日開始計七日內尚未繳費的將自動被系統刪除。
- 申請辦好後系統會發出領取或使用信息，逾期三個月未領取之物件或文件將被銷毁。
- 所需文件可透過校園自助服務機和澳門通卡繳費後，及並沒有其他未清款項情況下將隨即處
理。任何 eServices 未清付項目將影響學生進行選科程序，學生只需登入 eServices 查看
Debit Note 繳費情況便可。
- 如需加快處理，學生需闡明理由，如有需要須附上證明文件。加快申請獲批後，可於申請 24
小時後領取。

5.

學生宿舍費用
學生宿舍收費每月澳門元 1,200（共用房）及澳門元 2,400（單人房）。如學生於指定日期前
尚未繳付宿費，需額外繳付澳門幣 200 圓行政費。已繳交之宿舍收費不論任何情況下均不獲退
款，宿費如有調整恕不另行通知。
使用學生證於校園自助服務機繳費
1. 於屏幕選擇繳費項目；
2. 於學生證區域掃描學生證；
3. 檢視費用；
4. 於澳門通區域掃描澳門通；
5. 選取 “Confirm” 完成交易。
直接於校園自助服務機繳費
1. 於屏幕選擇繳費項目；
2. 輸入學生證編號及身份證編號*或護照最後四個編號；
3. 檢視費用；
4. 於澳門通區域掃描澳門通；
5. 選取 “Confirm” 完成交易。
*只限澳門居民身份證、內地居民身份證或中國臺灣居民身份證。

6.

名牌
可於教學酒店前枱購買。
除特別列明外，以上所有費用(包括保證金)及收費均不可退還。收費將每年檢討。

聯絡
教務部：電話 8598-1371 或 8598-3127 / a_support@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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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雜項
1.

公共巴士
有多條巴士路線直達兩個校區，詳情可瀏覽此網頁。

2.

校園資訊技術設施
除佈告板外，學院亦會透過電子渠道與學生溝通。在使用校園資訊設施時，可參
閱手冊內之「使用旅遊學院電腦及網路資源聲明」。
其他 eServices 包括調查、課程評核、選科、分數查閱、作業量分佈等。學院電
腦在重新啟動時會把原有設定還原，因此，不建議把檔案儲存於學院電腦硬盤內。所有課室設
置的電腦及多媒體投影機僅供教學用途，學生不得作其他使用。如在使用資訊設備時遇上任何
困難，可聯絡資訊技術部。

3.

校園自助服務機 (澳門通繳費服務)
它們分佈於 (i) 啟思樓、(ii) 展望樓、(iii) 協力樓 和 (iv) 東亞樓，可透過自助服務機繳交
eServices 申請、停車場月費、室內運動場冷氣費等。
增值只需到啟思樓出納櫃檯、學生及員工餐廳、氹仔校區圖書館或東亞樓學生宿舍支援辦公
室便可，每次最少增值面額為澳門幣 50 圓或其倍數，不設找贖。

4.

校園開放時間
望廈校區及展望樓校舍大門開放時間由 0700 至 2400。如因特殊情況或活動需要於學院開放
時間以外逗留於學院內，請預先於 3 日前透過網上系統 (Service Desk）向校園服務部提出申請
作審批。

5.

校園財物和服務、張貼宣傳物品
如發現破爛或損壞物品 (如課室或教學器材等) 或發現冷氣不正常運作，需立即通知校園服務
部或保安員。
學生如需為活動張貼任何宣傳物品，需預先向校園服務部提出申請。詳情可瀏覽此網頁。

6.

更改個人資料
學生可透過 eServices 自行更改個人資料。

7.

溝通方式、收件箱 (建議、意見及文件)
學生 Portal 和學院電郵為信息發放的主要途徑。如遇緊急戓突發情況，條件許可下，學院將
使用其他通訊媒體發放最新消息。
歡迎提出您的寶貴建議及意見， 有助我們提供更好的服務。可直接前往學生 Portal 填寫意見：
學生 Portal。另外亦歡迎同學利用設於教務部的收件箱，提出意見。學生亦可透過收件箱把文件
送交教務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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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緊急情況
若遇緊急情況，如嚴重意外，應立即通知附近員工、保安員或教務部。 如遇到火警
發生，請保持鎮定並迅速逃離現場。請前往火警集合地點如下:

望廈校區 (地點: 教學餐廳外噴水池的位置)

9.

東亞樓及展望樓 (地點: 東亞樓 9 樓的廣場位
置)

學院新聞網
學院新聞網匯集了學院的活動和課程的最新資訊和消息，以及業界、學生、校友、老師等訪
問。新聞網網址可按此。有興趣的人士可以透過此連結訂閱接收最新資訊。
學院亦建立了一系列的社交媒體平台，包括 Facebook、微信、Youtube、優酷、新浪微博、
LinkedIn。此外，也開發了學院的手機應用程式，讓人們可以得知學院的最新資訊。請掃瞄下面
的學院社交媒體平台及學院手機應用程式，緊貼學院最新消息和資訊。

10. 保險
a. 學生意外保險
學院替所有全職學生購買了意外保險，索償申請由學院遞交至保險公司處理，學生必須呈交
有關證明文件。所有索償申請必須於意外發生後兩日內向教務部提出。醫療費用適用於政府
註冊醫院、西醫診所及中醫 (包括跌打)。有關學生保險的詳情，可瀏覽 Student Portal。
b. 旅遊學院學生醫療保險計劃
為使學生在澳就讀期間能獲得合適的醫療保障，學院為學生安排學生醫療保險計劃。非
本地生必須參加該計劃，而本地生則可自由選擇參與。學生醫療保險計劃資料可參閱此
連結。
11. 遺失物品
學生應保管好個人財物，如遺失任何物品可向保安室查詢。學生可自行決定是否需要報警。
查詢電話 8598-3048 / 8598-3047。詳情可瀏覽此網頁。
12. 服務承諾
“服務承諾計劃”是以持續改善為目標的質量管理系統，監督公共服務的質素及效率。按此瀏
覽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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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暴雨警告訊號、颱風警告和預報
暴雨警告訊號生效時，所有課堂及考試如常進行。
如氣象局所發出之颱風預報（於特定時間懸掛八號或以上風球之公佈）與上課或考試時間重
疊，該時段內的課堂及考試均取消。學院內除指定的工作人員須留在校園內當值之外，所有學
生及教職員必需儘快離開校舍返回家中，以保障自身安全。
訊號
安排
於 0700 仍懸掛八號或以上風 早上所有課堂及考試 (0800 - 1300) 均取消
球
於 1200 仍懸掛八號或以上風 下午所有課堂及考試 (1300 - 1830) 均取消
球
於 1430 仍懸掛八號或以上風 黃昏所有課堂及考試 (1830 後) 均取消
球
14. 學生簽證
當休學或退學申請一旦獲得批准，非本地生必須於翌日離澳。學生如需延期逗留，必須於同
一期限前的辦公時間內親赴出入境事務廳辦理手續。
15. 活動物料暫存
二年級和三年級學生如需為活動尋找暫存空間擺放物料，可暫存放在指定儲物櫃 (位於校本
部學生儲物櫃附近或氹仔校區員工茶水間附近)，並必須對儲物櫃之物品負起全部責任。需透過
講師網絡戶口或課程活動網絡戶口申請，並至少於 48 小時前透過此提交。
16. 課程活動之行政支援
學院設有不同系統，以便理順各項服務申請及監督工作流程。因此，恕不接受透過電郵申請
服務。學院會為有需要進行活動的課程提供網絡戶口，有關清單如下：
服務申請平台
受理部門
文件管理系統 (DMS)
借用場地 (Portal)

(請參閱網頁上的預訂方法)

CM 服務台

教學餐廳
- 借用餐飲物品
- 餐飲卷贊助
- 餐飲安排
教學酒店
- 住宿安排
- 借用場地 (賓館範圍)
公關範疇
- 校對新聞稿
- 諮詢服務 (學生)
- 紀念品 [價格可參閱 link]
教務部
- 文具
- 其他申請可透過 eServices 提交
校園管理處
- 場地設置
- 清潔及保安支援
- 停車場使用
- 於院外使用傢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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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T 服務台

- 維修技術支援
組織及資訊處
- 對講機、資訊及影音設備資訊及影音設備技術支援

17. 可循環使用物品
為嚮應環保，宿舍管理小組設立了可循環使用物品回收袋，主要回收宿生仍然完好之物件
(如電器用品、床舖、衣物、餐具等)，收集之物品將轉贈或分派至有需要之學生或慈善機構。

聯絡
教務部：電話 8598-1371 或 8598-3127 / a_support@iftm.edu.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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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全球旅遊倫理規範
來源：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
作為負責任旅遊和可持續旅遊的基本參考框架，《全球旅遊倫理規範》（GCET）由一套綜合性的原
則組成，用於指導旅遊開發中各主要利益相關者的行為，包括政府、旅遊業界、社區以及旅遊者。
其目的在於在全球範圍內幫助實現旅遊利益的最大化，並儘量減少旅遊活動對環境、文化遺產和社
會潛在的負面影響。
第 1 條 旅遊：對促進人民和社會之間相互瞭解與尊重的貢獻
1．抱著對不同宗教信仰、哲學觀點和倫理觀念容忍和尊重的態度，瞭解並促進和人性一樣的倫理標
準，既是負責任旅遊的基礎，又是負責任旅遊的歸宿；旅遊發展中的利益相關者和旅遊者本身都應
當遵守各個民族——包括那些少數民族和土著民族的社會文化傳統和習俗，並承認其價值；
2．旅遊活動的開展應當與東道地區和國家的特徵與傳統保持一致，並尊重其法律、慣例和習俗；
3．東道社區作為一方，當地專業人員作為另一方，都應當熟悉並尊重到訪的旅遊者。瞭解有關他們
生活方式、興趣和期望的情況；對專業人員的教育和培訓有助於促進熱情友好的接待；
4．保護旅遊者和來訪者及其財物是政府機構的任務；這些機構必須特別關注外國旅遊者的安全，因
為他們特別容易受到傷害；它們應當根據旅遊者的需要，促進資訊、預防、安全、保險和援助等特
定工具的利用；任何對旅遊者或旅遊從業人員的攻擊、侵犯、綁架或威脅，以及對旅遊設施和對文
化或自然遺產要素的惡意破壞都應當依據他們各自國家的法律給予嚴厲的譴責和懲罰；
5．在旅遊過程中，旅遊者和訪問者不應當從事任何犯罪行為，或者從事任何根據到訪國家的法律被
認為是犯罪的行為，要戒絕那些被當地人感到是冒犯和傷害的行為，或者可能會破壞當地環境的做
法；不從事任何有關違禁藥品、武器、古董、受保護的物種和產品以及危險品和根據國家規定的禁
止物品的交易活動；
6．旅遊者和訪問者——甚至在旅行出發之前——有責任熟悉他們準備訪問國家的特點；他們必須知
曉任何離開他們慣常環境外出旅遊的過程中所固有的健康與安全方面的風險，並儘量做到將這些風
險降到最低的程度。
第 2 條 旅遊：個人與集體滿足的工具
1．旅遊是一種最經常和休息、放鬆及健身相聯繫且接近文化與自然的活動，它應當作為一種實現個
人和集體滿足的特殊方式進行規劃和從事；當懷著一種非常開放的觀念從事旅遊活動時，它便成為
自我教育、相互容忍和瞭解不同人民和文化之間的合理差異及其多樣性的一種不可替代的因素；
2．旅遊活動應當尊重男女之間的平等；應當促進人權，特別是促進大多數易受傷害的群體，尤其是
兒童、老人、殘疾人、少數民族和土著民族的個人權利；
3．對人的任何形式的不正當利用，特別是性方面，尤其是對兒童在性方面的利用，是與旅遊的根本
宗旨相衝突的，是對旅遊的否定；根據國際法，這種行為應當在所有有關國家的通力合作下予以堅
決打擊，應當受到到訪國家和這些行為實施者國家的國家立法機構的嚴厲懲罰，即使是這些行為發
生在國外，也決不留情；
4．為宗教、健康、教育和文化或語言交流等目的所進行的旅行是非常有益的旅遊形式，應當予以鼓
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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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將旅遊者交流的意義，這些交流帶來的經濟、社會和文化等方面的利益以及它們的風險引入到教
育機構的課程中去的做法應當予以鼓勵。
第 3 條 旅遊：可持續發展的因素
1．所有旅遊發展的利益相關者，應當抱著實現良好的、不間斷的和可持續的經濟增長以平等地滿足
當代和未來代代人的需要和願望的觀點，保護自然環境和資源；
2．所有有助於節約稀有和珍貴的資源——特別是水資源和能源——並儘量避免廢棄物產生的旅遊開
發形式都應當優先考慮並受到國家、區域和地方政府的鼓勵；
3．應當設法錯開旅遊者和訪問者流動——特別是由於帶薪假期和學校假期所造成的那些流動——的
時間和空間，以便更加均衡的假期分配，從而減少旅遊活動對環境的壓力，增強其對旅遊業和當地
經濟的有益的影響；
4．旅遊基礎設施的設計和旅遊活動的安排應當有助於保護由生態系統和多樣化構成的自然遺產和瀕
臨危險的野生生物物種；旅遊發展的利益相關者，尤其是專業人員，當他們的活動在一些特別敏感
區域——即開闢為自然保留區或保護區的沙漠、極地或高山區域、沿海區域、熱帶森林或濕地——
進行時，應當同意對他們的活動實行控制或限制；
5．自然旅遊和生態旅遊被認為特別有利於強化和提高旅遊的地位，但是它們必須尊重自然遺產和當
地人民，不超越其活動場地的承載力。
第 4 條 旅遊：人類文化遺產的利用者及改善這些遺產的貢獻者
1．旅遊資源屬於全人類的共展遺產；資源所在領土的社區對它們有特定的權利和責任；
2．旅遊政策的制定與旅遊活動的開展應當尊重藝術、考古和文化遺產，應對這些遺產加以保護，代
代相傳；應當特別精心地保護和改善紀念物、殿堂和博物館以及考古與歷史遺跡，而這些場所必須
廣泛地向旅遊者開放；鼓勵私人擁有的文化財產和紀念物在尊重其所有權的前提下向公眾開放，同
時也鼓勵宗教建築物在不妨礙政黨宗教活動的前提下向公眾開放；
3．從文化場所和紀念物接待訪問中所獲得的資財，至少有一部分，應當用來維護、保護、開發與改
善這一遺產；
4．旅遊活動的規劃應當使傳統的文化產品、工藝品和民俗得以生存和繁榮，而不是使其退化或變得
千篇一律。
第 5 條 旅遊：一項對東道國家和社區有益的活動
1．當地人民應當與旅遊活動相聯繫，平等地分享這些活動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利益，特別是分離由
於這些活動的開展所創造的直接和間接就業方面的利益；
2．旅遊政策的實施應當有利於提高到訪區域人民的生活水準和滿足他們的需求；旅遊度假地和住宿
設施的規劃和建設設計的方法與其經營的宗旨應當是儘量與當地經濟和社會結構緊密結合在一起；
在技藝相同的情況下，當地勞動力應當享有優先權；
3．要特別關注沿海區域和島嶼地區以及易於受到破壞的農村和山區的特殊問題，因為對這些區域來
說，在面臨傳統經濟活動衰退情況下，旅遊經常是得以發展的難得的機會；
4．旅遊專業人員，特別是投資者，在政府制定的規章制度的控制下，應當研究其開發專案對環境和
自然狀況的影響；另外他們還應當儘量清晰客觀地提供有關其未來活動專案和可以預見的影響方面
的資訊，並與有關公眾就其內容進行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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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條 旅遊發展中利益相關者的義務
1．旅遊專業人員有義務向旅遊者提供關於他們訪問的目的地以及旅行、接待和逗留方面的條件的客
觀而真實的資訊；他們應當確保，在承諾所提供服務的性質、價格和品質以及在他們一方單方面違
反合同時的資金賠償等方面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難；
2．旅遊專業人員，在他們的職權範圍內應當與政府合作，關注那些尋求他們服務的人們的安全保護、
事故預防、健康保護和食品安全；同樣，他們應當保證有適宜的保險和援助系統；他們應當接受國
家法規中闡明的報告義務，在不能履行合同義務時應當做出適當的賠償；
3．旅遊專業人員，在他們的職權範圍內，應當努力使旅遊者在文化和精神上得到滿足，並在其旅遊
過程中，允許他們信奉其宗教信仰；
4．客源國和東道國的公共機構，應當與有關專業人員和其協會組織合作，保證在組織該旅遊活動的
企業破產時有送返旅遊者的必要機制；
5．政府有權利和責任，特別是處於危機的情況下——通告其公民關於他們到國外旅行時可能會遇到
的困境甚至危險的資訊；不過，他們的責任是，在發佈這些資訊時避免以不公正或誇大其詞的方式
妨礙東道國家的旅遊業和他們自己國家經營者的利益；旅遊勸告的內容應當事先與東道國家的當局
和有關的專業人員商討；所制定的建議應當嚴格地與面臨形勢的嚴重性相符合，並僅限於不安全情
況出現的地理區域；一旦恢復正常，這些建議應當予以修正或取消；
6．新聞記者，特別是專業的旅遊新聞記者及其媒體，包括現代電子通訊工具在內，應當公正而均衡
地發佈關於可能會影響旅遊者流動的事件和形勢的資訊；他們還應當向旅遊服務的消費者提供準確
可靠的資訊；另外，應當開發新的通訊和電子商務技術，並將其運用到這一目的上；就媒體而言，
他們不應當以任何方式宣傳性旅遊。
第 7 條 旅遊的權利
1．能夠個人直接地擁有發現與享受地球資源的願望是人世間所有人都平等享有的權利；日益廣泛地
參與國內和國際旅遊應當視為自由時間持續增長的最好體現之一，對此不應當設置障礙；
2．普遍的旅遊權利必須視為休息與休閒權利的必然結果，這種休息和休閒的權利包括《國際人權宣
言》第 24 條和《國際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第 7 條中所保證的工作時間和週期性帶薪假期的
合理限制；
3．社會旅遊，特別是社團性的旅遊，有助於廣泛參加休閒、旅行和度假活動，應當在公共機構的支
持下予以發展；
4．應當鼓勵和促進家庭、學生和老年旅遊以及為殘疾人組織的旅遊活動。
第 8 條 旅遊者活動的自由
1．旅遊者和訪問者，遵守國際法和國家的法規並依據《國際人權宣言》第 13 條的規定，從在自己
的國家內和在國家之間自由旅行中受益；他們在過境、進入逗留地點和進入旅遊和文化場所時不應
當辦理過於繁文縟節的手續和遭受歧視；
2．旅遊者和訪問者應當能夠參與所有形式的——國內的和國際的——交流；他們應當從及時而方便
地享受當地行政、法律和健康服務中受益；他們應當依據現行的外交公約自由地與本國領事代表接
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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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旅遊者與訪問者，在關於他們個人資料和資訊的機密方面，特別是這些資訊以電子的方式儲存時，
應當享有和到訪國家的公民一樣的權利並從中收益；
4．事關跨越邊境的行政管理程序，不論其程序屬於國家的許可權還是源自國際的協議，諸如簽證和
健康及海關手續等，都應當儘量適宜，以便能使旅行得以最大限度的自由，廣泛地參與國際旅遊；
應當鼓勵國家集團之間達成協議，統一和簡化這些程序；損害旅遊業和影響其競爭力的特別稅費應
當逐漸消除或修訂；
5．只要出發地國家的經濟形勢允許，旅遊者應當能夠獲得他們旅遊所需要的可兌換貨幣的數額。
第 9 條 旅遊業從業人員和企業家的權利
1．旅遊業和相關活動中領取薪金和自雇從業人員的根本權利應當在國家和地方政府——本國的政府、
特別是東道國的政府的監督下得以保證，考慮到特別是與他們活動的季節性、行業的全球性和其工
作性質經常要求他們在靈活性方面應有特殊限制條件；
2．從旅遊業和相關活動中領取薪金和自雇從業人員有權利和義務獲得相應的初始培訓和繼續培訓；
他們應當得到充分的社會保護；就業的不穩定性應當儘量予以限制；特別是與他們社會福利有關的
特定地位應當向該部門的季節性職工提供；
3．任何自然人和法人，只要具有必要的能力和技能，應當有權根據現行國家法律在旅遊領域中開展
專業活動；企業家和投資人——特別是在中小企業範圍內——應當在最少的法律或行政限制下有權
自由地進入旅遊部門；
4．向來自不同國家的管理人員和工人——無論其是否領取薪金——提供的經驗交流活動有利於促進
世界旅遊的發展；這些活動在與現行國家法律和國際公約保持一致的前提下，應當儘量鼓勵；
5．作為在國際交流的開展與急劇擴大中一個不可替代的關聯因素，旅遊行業的跨國企業不應當利用
它們有時所佔據的主宰地位；它們應當避免成為人為地強加于東道社區的文化和社會模式的工具；
他們自己應當參與當地的發展，避免通過將其利潤或誘發的進口物品過多地調回本國的方法減少它
們對其所在國家的貢獻；
6．夥伴關係和客源國和接待國之間均衡關係的建立促進旅遊的可持續發展，促進旅遊增長利益的平
等分配。
第 10 條 全球旅遊倫理規範原則的實施
1．旅遊發展中公營和私營部門的利益相關者應當同心協力實施這些原則，並監測其實行執行狀況；
2．旅遊發展中的利益相關者應當承認那些在旅遊促進與發展、人權保護、健康環境等領域有管轄權
和與國際法一般準則有一定關聯的國際機構——其中世界旅遊組織（UNWTO）位居其首——和非政
府機構的作用；
3．還是這些利益相關者，在事關運用或解釋《全球旅遊倫理規範》中出現任何爭議時，應當表示願
意向通常稱作“世界旅遊倫理規範委員會”的公正無偏見的第三方機構進行調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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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研究倫理規範指引

研究倫理規範指引
Guidelines for Research Ethics
 本指引所提及的研究泛指澳門旅遊學院教職
員及學生所進行的所有應用性或實踐性研究
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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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倫理行為的引導性問題和原則1
前言

澳門旅遊學院（以下簡稱“學院”）鼓勵所有人員（教職員及學生）進行研究工作，因
為透過研究能讓澳門社區獲得更多資訊、能成就更多政策、能解決問題，及提出更多未來的
發展方針。
在個人從事研究工作的過程中，我們能夠從中提升解決問題、批判性思考等方面的能
力，而當學院人員參與研究工作時，必須謹慎遵從以下重要指導原則，從而展現其專業及誠
實的操守：

權利：研究參與者有權利：
 拒絕參加或在研究過程中退出
 知悉有關數據的收集程序
 知道所收集數據的用途
尊重： 研究人員必須對以下事項表示高度尊重：
 過往的研究
 別人的意見
 其他研究人員承諾可參與研究活動的時間及可行性
 於研究參與過程中所獲得的資訊及回應
責任：研究人員有責任：
 告知研究參與者有關研究目的及預期所需時間
 確保彼此沒有利益衝突
 誠實、客觀及精確地呈現研究結果
 保障所有研究數據／資料（及其來源的身份）
 在進行任何拍照、錄音及／或錄影等行為前，取得參與者的許可（如適用）
 任何會在研究結果發表中使用的資料，都須先獲得對方的同意
 確保有向為研究付出的單位／人員給予適當的認可（如聯合作者、讚揚相
關貢獻等）

1

本指引所提及的研究包括應用性及實踐性的研究項目。本文內容未能盡錄，建議讀者參考於本指引最後所提供的延伸閱讀
以取得更多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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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一) 這是你的構思嗎？這是一個原創的構思嗎？


你的研究項目的中心思想是你的原創構思嗎？是否有其他研究者也曾經寫過一樣或相
似的內容（而你沒有注意到或沒有於你的研究報告中引述）？你與其他具有相近想法
的研究者的構思存在著多少差異或相似之處？

有什麼需要避免及其原因：
避免抄襲別人的構思或研究設計（抄襲是指無心或有意地將別人的構思作為自己的想法
發表的行為）。
如何避免抄襲：
比較及對照你和其他具有相似想法的研究的中心思想，以確保你研究的原創性。突出你
研究的獨特之處或與相關概念重疊的地方。盡可能參閱大量與你研究領域相關的文獻並
引用與你想法相接近的文獻內容。如有需要，直接找那些你認為有重疊可能性的研究作
者分享／討論你的想法以釐清其內容會否有所重疊。

二) 你的研究是否存在明顯的利益衝突？



你的研究是否存在任何利益衝突 2，或它有沒有突顯一些有利於你的內容、立場、信
仰或其他私人因素？你的研究是否存在偏差／偏好於你自己的想法並妄顧他人的想法？
你所進行的研究是否你真正的學術興趣，抑或你是為了代表、取悅、補償或受壓於其
他人？

有什麼需要避免及其原因：
避免研究中存在偏差及主觀內容。避免只突出單方面或單一觀點。
為迴避潛在的利益衝突，在 THES413 課程中論文指導者與被指導者的關係下，應避免所
有的研究合作（如共享數據、聯合蒐集數據、數據蒐集機制的採用、聯合出版論文）。
如何避免利益衝突：
雖然沒有研究是完全沒有個人偏見或利益衝突的，但透過高度透明的行動建議能有助解
決上述問題。該行動建議包括全面的討論和思想的探索，當中盡可能包括多方面的觀點，
特別是那些與自己想法不一的觀點。

2

哥倫比亞大學責任研究行為辦公室（The Office for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of Columbia University）解釋利益衝突為
“當因為個人考量及財政方面而妥協於偏向某些專業判斷和客觀事實時，則稱 之為利益衝突”。更多資訊可瀏覽：
http://ccnmtl.columbia.edu/projects/rcr/rcr_conflicts/foundation/#1_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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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這是你的數據嗎？





你研究中所涉及的數據是屬於你的嗎？這些研究裡所使用的數據是你親自搜集的嗎？
如果數據是來自其他人的，你在使用數據前有取得他們的書面許可、授權或批准嗎？
有其他人／第三方在財政上支持你收集這些數據，而你是否有在你的研究報告中作出
聲明？
除了你以外，有其他人／第三方協助你收集或向你提供數據嗎?若有，這些數據是否
通過取得正規的許可／批准得來的？而你又是否擁有正式及適當使用這些數據的權利？
你是否有付錢予他人取得數據或從第三方來源取得數據？若有，你是在什麼情況下取
得的？請在報告中向你的導師／作詳細敍述。

有什麼需要避免：
避免使用未經數據擁有者或有權使用該數據者的同意／許可之數據。

如何避免濫用或挪用數據：
如果由於某些原因，其他合作伙伴或相關人士宣稱他們也擁有這些數據或數據的使用權，
你必須知會上述各方你打算如何於你的研究中使用這些數據，並制定協議。
當你知會並取得相關合作伙伴及數據共有人的共識後，你必須履行所有與數據共有人承
諾的條件，例如，列明聯合作者、鳴謝或讚揚。

四) 你的研究分析所依據的數據是否真實及可信？


你的數據是否沒有涉及任何偽造、虛構或篡改？對此，你採取了什麼措施確保沒有涉
及上述行為？

有什麼需要避免：
在研究的數據收集、處理或分析階段，都要避免任何偽造、虛構或篡改數據的行為。
如何避免：
就你的研究程序及數據收集活動作詳細及更新的記錄。記錄你在分析數據時所採取的步
驟及遵循的程序。對所有採取過的步驟作詳細記錄，以便檢閱人員需要查核時，你能回
顧那些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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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你的數據是否以恰當的方式，並按照個人及機構的最高倫理標
準及尊重來收集？









你是如何收集數據的？
你是否有充分地告知被訪者／研究對象／參與者你的研究的性質、你要收集的數據內
容，及其目的與用途？
為了獲取數據或獲得其參與，研究的參與者是否被以任何方式故意或不經意地誤導？
是否有向參與者提供獎勵以獲取他們的同意或參與？請描述之並衡量其是否恰當。
參與者是如何被招攬或挑選的？他們是否受到任何形式的施壓或被迫參與？請描述詳
情。
你是否獲得被訪者、研究對象或參與者的許可或同意？
倘若你的研究數據是由第三方代你收集，請描述是誰收集這些數據、收集的過程、以
及第三方如何保證他們遵循本倫理規範指引的詳情。
你是否把所收集到的數據用於原來的收集目的上？（即數據是否被濫用或用於收集目
的以外的用途）

有什麼需要避免：
避免以唯利是圖、賄賂或不誠實的方法收集或獲取數據。在你的研究數據收集階段，避
免任何可能引起疑問、對你的參與者造成不安或使你的參與者陷入險境的行為。
如何避免：
允許目標參與者拒絕或終止其參與。對將要收集什麼資料、資料將會被如何使用，以及
參與者身份將受到什麼程度的保護等方面保持透明度及坦誠。當經由半結構式訪談、開
放式訪談、專題小組討論、期刊文章等方式收集數據時，應盡量透過下列一種或多種方
法，確保研究的準確性及保護你自己／你的研究參與者：
- 獲得參與者的簽名同意（剛開始時），及／或
- 把訪談的抄錄文本及你的說明注釋電郵給你的參與者，以確保他／她的話沒有被
曲解（訪談後）；把參與者的回覆及確認你所理解的沒有問題的電郵保存起來。
（注意：如有問題，應作出適當調整／刪除)，及／或
- 簽署研究者聲明書，以此承諾你研究內的所有數據皆依照指引註明的條款收集，
並會對此承擔全部責任（如出現下列任何情況，此選項可能會被採用）：
o 研究對象可透過同意書拒絕被辨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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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研究員可證明數據的收集為研究對象帶來最低限度的傷害或危險，或
o 通過數據收集而取得的研究背景、研究目的及資料類型通常不需要書面同
意。
如你透過問卷調查方式收集大量數據（例如透過書面及／或網上問卷調查、電話調查、
使用問卷進行訪談），務必於相關文件內列明並告知參與者以下相關資料 1)研究目的；
2)數據處理； 3)匿名保護； 4) 自願參與的聲明。
如研究是在開放的公共地方進行，所有數據收集工具應包括以下的簡單說明：1) 研究目
的； 2)數據處理； 3)匿名保護； 4) 自願參與的聲明。
如研究是在私人物業及／或企業設施內進行，在開始任何數據收集程序前，須事先準備
一封請求准許進行研究的信函。一旦獲准，研究員應遵循在開放的公共地方進行研究的
指引。

六) 你有否保護好由研究對象或參與者處取得的資料的機密性？



你採取了什麼措施保護你的研究對象／參與者／被訪者的身份，以及他們提供的資料？
你是否有告知你的被訪者／研究對象／參與者你將如何保密／保護其數據，以及數據
保留的期限？你有否在取得他們同意前，向他們保證及告知他們這些措施？

有什麼需要避免：
避免在處理數據及資料時疏忽大意。如非必要及如非在你的研究活動範圍內，否則不要
與第三方或外界分享數據。不要為利益或出於好意而與其他人分享你的數據。
這點不僅僅是善意提醒：根據私隱及資料保護法例，如有任何違反保密行為，你可能要
承擔法律責任。
如何避免：
把所有電子及實體資料保存於安全的地點，並提防資料被存取。確保所有儲存的數據都
被電子或實際鎖上保護，並只允許你自己能存取。可能的話，把數據加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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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你是否自己撰寫報告，並表達了充分的讚揚或鳴謝？




你的報告是否你自己的研究及寫作？
你是否親自進行分析？如有其他人進行分析或協助你進行分析，你有否報告他們參與
的程度（及以什麼名義為之，例如承認他們為聯合作者）。
你有否向曾以任何方式為你提供適當協助的研究人士或團體表達充分的鳴謝、讚揚或
承認？

有什麼需要避免：
避免沒有提及和／或讚揚任何曾協助你完成研究的資料提供者、人士及／或作出貢獻的
團體。
如何避免：
貢獻亦可分為不同的程度。一般而言，如貢獻者設計出你的研究方法及／或訂立了你的
數據收集機制，及／或在決定如何分析你的數據方面起了相當作用，他／她應獲列為研
究的聯合作者。倘若是合約訂明的貢獻（例如是研究助理協助收集及／或輸入數據，以
獲得經驗／收入的情況），則應及時支付他／她的服務酬金，以及應在論文內提及其參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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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遵守指引的步驟
一) 細閱並理解第一部分提及的問題及指引。與你的指導老師、合作研究人員及被指導者討
論，並在你進行研究活動前、研究活動進行期間及之後提出相關的問題。
二) 當有疑問，或他人對你的研究活動提出質疑或問題時，應採取以下做法：
(1) 對於正在進行論文／計劃書的學生：
i. 聯繫你的指導老師／指導教職員以取得指示；
ii. 若問題無法解決，學生或指導老師或雙方可以一起向論文／項目委員取
得指示；
iii. 如果需要的話，委員或會向學院管理團隊及教務部（PA）上報該問題。
(2) 對於與教學人員共同進行研究的教學人員及學生：
i. 向相關的課程主任諮詢以取得指引；
ii. 如若問題無法解決，可向澳門旅遊學院管理團隊諮詢。
(3) 學生最後的論文報告應以誠信或遵守這些倫理規範指引的聲明作序（請參考畢
業論文／計劃書範例）。
(4) 在開始所有論文／計劃書研究活動之前，每組導師與學生應簽署一份聲明書，
聲明他們已充分閱讀及理解相關的指引，並將徹底遵守其精神和品格（請參考
第三部分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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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資源與範例

一) 同意書範例
同意書範例《A》：理解聲明（學生）

理解聲明
（進行論文／項目研究之所有學生必須填寫）3

本人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全名）在此聲明：
 我已獲得澳門旅遊學院研究倫理規範指引的文本
 我已閱讀澳門旅遊學院研究倫理規範指引，並已在需要說明時
向指導老師諮詢，以及
 我會本著誠信善意的原則，並根據本文件中所指定的標準完成
畢業論文／計劃書。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生簽名

3

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本聲明是對所有在指導老師指導下進行研究的學生的規定（例如: 課程 THES413 學生、雙確認學士學位課程
（DRD）考生及／或在學院教職員指導下從事研究出版的學生）。課程 THES413 學生需要在第一次作業提交
前（第 5 週）， 將此份已簽名的文件以掃描件／照片格式上載至課程 THES413 的學習平台（IFTM Moodle）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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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範例《B》：面談

Consent Form 同意書
I, ___________________, give my permission f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interview me in
support of research concerni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understand that, my name
and my personal details will remain secure. I have been informed that information discussed during
the interview could possibly be published in an anonymized form. I hereby give my permission in
the form of my signature below.
本人__________允許____________為其有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研究與本人
進行面談。我明白我的姓名及個人資料絕不會被洩露，亦得悉面談的內容將會以不記名的形
式出版於日後完成的論文中。特立此書連同以下簽名為憑以示同意。
Signature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Date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Interviewee Copy 受訪者副本******

Consent Form 同意書
I, ___________________, give my permission for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to interview me in
support of research concernin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 understand that, my name
and my personal details will remain secure. I have been informed that information discussed during
the interview could possibly be published in an anonymized form. I hereby give my permission in
the form of my signature below.
本人__________允許____________為其有關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研究與本人
進行面談。我明白我的姓名及個人資料絕不會被洩露，亦得悉面談的內容將會以不記名的形
式出版於日後完成的論文中。特立此書連同以下簽名為憑以示同意。
Signature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Date 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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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書範例《C》：參與者聲明4
知情聲明書

主要研究者：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研究者姓名）

項目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資料：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該項目的最終成果是學士論文／研究項目。在此研究中，有________(數量)部分5需要與受訪者訪談／完
成問卷。
部分1是（請提供相關評估工具的詳細資料，如目標參與者數量、收集數據的主要目的及如何使用及保
存該數據等）。
部分2是（請提供相關評估工具的詳細資料，如目標參與者數量、收集數據的主要目的及如何使用及保
存該數據等）。
部分3是（請提供相關評估工具的詳細資料，如目標參與者數量、收集數據的主要目的及如何使用及保
存該數據等）。
在所有（上述）組成部分中，受訪者有權接受或拒絕參與訪談，或拒絕回答任何問題，亦有權隨時在訪
談過程中退出。受訪者不會被要求錄影／錄音或拍照。於第1部份及第2部份，每位受訪者最多被要求參
與_______（數量）分鐘，而第3部份中的訪談一般需時大概_______（數量）分鐘6。於各部分完成後，
可贈予受訪者小紀念品如原子筆／明信片／記事簿等物品，以感謝其抽空參與7。
即時回應的街頭訪問不宜使用知情聲明書，應使用口頭知情聲明，告知受訪者上述有關他們應有的權利
（拒絕、退出、終止等的權利等）。
該研究目的已向我詳細闡釋，而我亦暸解我需要提供的內容。我明白參與這項研究是自願性質的，我亦知道我可
以隨時退出或拒絕回答任何問題。
我暸解我提供的所有資料都將受到嚴格保密，未經我的同意，將不會使用任何可辨識我身份的名字。
姓名：（正楷）
簽名：

日期：

引用自詹姆士庫克大學（James Cook University）開發的知情聲明書
組成部份的數量將根據研究的性質及篇幅而定
6
組成部份的描述將根據實際研究目的而定
7
只適用於提供獎勵的研究項目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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