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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国际旅游城市，澳门的旅游管理高等教育在跨文化的社会环境中，既结合了本土

的产业特色，又具有国际旅游的视野，可对内地特色旅游目的地的高校旅游管理课程设计提

供借鉴。同时，旅游管理本科课程设计存在的课程内容重复等问题，在澳门高等教育中也应

给予相应的重视，在学生反馈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对跨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管理本科课程设计

的研究，有利于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培养方案的进一步完善。

引言

20世纪80、90年代，随着全球旅游业的发展，旅游管理课程作为输送专业人才的重要途

径，成为一个新兴且发展迅速的专业课程。20世纪90年代末，旅游管理学科传入中国，1998

年，教育部普通高等院校本科专业目录中对旅游管理专业的业务培养目标的规定为：“培养具

有管理、经济、民俗文化、法律和旅游专业知识,能在各级旅游行政管理部门、旅游企业从事

管理工作的高级专门人才和具备进一步从事旅游教学、科研潜力的研究型人才。”[1]

经由旅游业的迅速发展，旅游管理课程设计的主干课程从工商管理、经济学管理的分支

下逐渐形成自己的课程特色和专业重点。2012年，旅游管理类课程成为一级学科，与工商管

理类课程平级，在旅游管理类下设旅游管理、酒店管理和会展经济与管理三个专业方向。但

在研究生课程中，旅游管理仍属于工商管理学科下设课程。2017年，有人提出增设“旅游管

理与服务教育”课程研究方向，但尚处于讨论探究阶段，未列专业目录中。

由旅游管理课程设计的发展脉络中可知，旅游管理学科的课程设计应与时俱进，既要与

此前的一级学科工商管理学科有一定的区别和独立关系，又要注重与产业、科技、文化等方

面的联系。

因而，本文拟从学生感知的角度，以澳门城市大学旅游管理本科课程的学生反馈为例，

采用定性研究的方法，对旅游管理课程设计中可能存在的课程内容重复、课程内容涉及面广

而学生接受度不强等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

1.旅游管理课程设计研究现状

1.1从旅游学科本身出发

《旅游学刊》上曾以“旅游人才与教育教学特刊”以及“人力资源与教育教学特刊”的形

式来专门探讨旅游管理的人才培养教育问题。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的陈才(2003)

曾在此发表较早将21世纪我国旅游管理课程设计进行梳理和总结的研究，其文章强调应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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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类学科、经济类学科和旅游学类三大体系”的专业基础课学习[2]。后来，他与学生合

撰的文章又再度关注旅游本科课程教育，提出了“旅游高等教育究竟是走职业教育之路还是

学历教育之路”[3]等旅游管理专业课程结构的设计问题，这一问题至今仍在学界讨论之中，

需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韩国圣与李辉(2014)则以实证研究的研究方法，通过专家咨询、深度访谈等方式，对我

国旅游管理本科课程的设计结构进行内容分析和大纲总结，在此基础上对政府部门、教育机

构和旅游产业等与旅游管理课程相关的利益方提出了建议和意见。文章认为，“我国旅游本

科专业课程的内容构成主要分为三大块——管理课程、旅游课程与会展课程。”[4]这与2003

年陈才发表在《旅游学刊》上的旅游管理课程分类体系的看法已产生了变化。此篇文章还较

为新颖地提出了：“研究方法课程较低的比例反映了中国旅游本科教育中对科研训练的不

足。”[5]恰好可以响应关于旅游教育之于学历教育或是职业教育的问题。

1.2 从实践层面出发

关于旅游管理学科的社会实践研究，吴巧红（2004）认为，旅游院校的“产学研一体化”

设想应与旅游产业的需求度结合起来，并以此作为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参考”[6]。

刘艳华（2006）也是从旅游产业的供需现象出发，且根据旅游管理下设专业饭店管理的

情况，提出“饭店管理本科教育既应构建学生扎实、系统的基础理论框架(深度),又要形成未

来发展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广度),还需体现明显的应用性(现实性、职业性),所以,培养目标应定

位于企业的中层管理者”[7]的看法。

1.3 旅游管理课程设计中外对比研究

中山大学的徐红罡与复旦大学的张朝枝（2004）则对比了多国与我国的旅游教育课程设

计异同，提出“发展行业协会”等促进旅游教育发展的建议和意见[8]。

山东大学博士生沈少剑毕业论文(2012)则梳理了英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发展及研究现状，

对我国旅游高等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和藉鉴作用。如培养学生的国际化视野、注重旅游高等

教育的多样化发展、加强旅游课程与业界的联系等，都对现今我国的旅游教育课程设计有较

大的帮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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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程设计方面，则有西班牙学者Antonio Jurado-Navas1 和 Rosa Munoz-Luna2以

“SCRUM方法论”来进行高等教育改革的研究，希望找寻产业需求和学校教学之间的课程

改革平衡[10]。

综上而言，关于旅游管理课程设计的研究，多从宏观的层面进行方向的设计，甚至有从

政策性的角度进行课程设计的思路解读的，实证研究较少，且对学生的接受度关注不足，难

以确定课程设计思路落实的程度。因而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关注学生对课程设计的

感知与反馈。

2.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是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通过相对少量的数据样本进行访谈或观

察，从中获得较为深入的观点，定性研究的数据分析可以始于数据收集阶段。本文采用定性

研究方法可以了解调查对象即学生对课程设计的感知，利于本文进行学生的反馈意见总结。

定性研究的数据收集方法有访谈、参与性观察、焦点群体、文本分析、传记研究以及民族志

学等。本文采用深度访谈法，利于笔者深入了解本科生对课程设计的真实感知，同时通过保

护受访者隐私、记录访谈录音等方式保证此次研究的真实性及有效性。

笔者通过对澳门城市大学国际旅游管理专业大三、大四在读学生进行访谈，了解他们对

目前课程设计的感受与认知，从中获得澳门城市大学旅游管理本科课程设计未来可能改进的

方向。此次深度访谈采用半结构式访谈，每次访谈时间约为40分钟，并以访谈录音作为后期

分析依据。笔者与调查者的访谈围绕基于学生的感知访谈提纲的主题展开，因在第三个样本

访谈时发现信息出现饱和，所以此次研究共收集了3个数据样本，分别是来自酒店管理和会展

管理方向的大三、大四学生，其中既有中国内地生源，也有澳门本地学生。

通过此次深度访谈，针对学生的反馈，笔者大致梳理了受访对象反映的澳门城市大学旅

游管理本科课程设计的和主观感知和主要问题：

（1） 学习课程涉及面广，但深入学习程度不足；

（2） 管理学、营销学的课程内容与方向课程中的某些教学内容重复；

（3） 实操课程少，实践考察的课程也较少，缺少实地学习经验；

（4） 英语学习能力得到提高，但专业方向没有专门的英语课程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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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专业方向的学习基本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但选修课方向未能较好地满足学生的兴

趣需求；

（6） 学习课程对学生未来的就业有较大帮助；

（7） 大多学生对继续在本学科深造的意愿不大，有可能选择其他的专业进行深造。

通过以上的数据整理，可以得知，学习课程涉及面广是旅游学科本身的跨学科特色所致，

而课程内容在营销学、经济学、管理学方向上的重复，则是大多数旅游学科课程设计会遇到

的问题，因在旅游管理基础课程的学习之后，选修方向课的学习也离不开旅游市场营销、旅

游企业战略管理等内容。实操课程较少是澳门学校受地域面积所限所致，但澳门酒店业、会

展业较发达，学校亦可通过各方合作来突破局限，未来大湾区的发展也会给予旅游教育相应

的机遇和机会。在英语能力学习方面，澳门的跨文化环境可以给予学生良好的学习锻炼机会，

但旅游英语在专业方向上的课程设置容易与大学英语内容重合，缺乏针对性，则是高校旅游

英语课程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由于旅游学科本身融入了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人文地理

学等学科理论和学识，对课程设计的广泛性、深度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这对学校师资也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而多数学生不愿在此专业上深造，则表明了学科内容面广而缺乏深度的吸引，

可能造成教育停留在实操应用层面，而难以培养真正的管理人才和旅游视角研究等问题。

3. 结论与讨论

基于学生反馈的关于澳门城市大学旅游管理本科课程设计的情况及问题，联系旅游学科

传入中国后的发展历程和研究现状，鉴于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发展需要，笔者拟从下列方面

对旅游管理本科课程设计提出几点意见和建议。

3.1 增加选修课程，满足学生兴趣选择

旅游学科因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联系紧密，于是其中的交叉学科知识理论较多，若要全

面地学习、研究旅游学科，则需对社会生活各方面有一定的认知。如农学、地理学对乡村旅

游的研究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而人类学、社会学的调查方法也有助于对游客、居民的行为及

态度、情感和心理等的研究。笔者认为，学校在开设方向课的同时，除却酒店管理、会展管

理、餐饮管理等主要的学科下设方向之外，可以增加一些人文社科类的选修课，充实学生的

知识架构，满足其在主要研究方向之外的学习兴趣，助于其更好地进行旅游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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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澳门城市大学的选修课程方向中，除却酒店管理、会展管理、餐饮管理等方向之外，

还有休闲水疗管理、博彩管理、智慧旅游等方向可供学生选择，但因选课人数未达到开课要

求，有些学生并未能如愿进行选修心仪方向的课程学习。笔者认为，博彩管理和休闲水疗管

理都是澳门特色的旅游管理课程，具有本土的旅游特色，但据数据收集结果来看，学生反馈

为博彩管理的实用性在现今已不如前，即便是澳门本地大学生，也较少会选择博彩管理进行

专业学习，可作为一门兴趣课供选修。而休闲水疗、智慧旅游等方向课程，则被学生们看好，

且认为在未来有较大的发展空间，是为可开设的方向课。

3.2 旅游英语专业化

根据学生的感知反馈，在大多数旅游管理课程设计中，旅游英语这一科目与大学英语的

教学内容多有重复，且教学内容多为基础英语，难以形成专业的英语教学模式。因而，在旅

游英语的课程设置中，应注重旅游学科的特点，让学生在各类情境中学会运用。此外，还可

在方向课之中设置专门的英语课程，如会展英语、酒店管理英语等，使学生在选修方向确定

之后更有针对性地学习旅游英语，为学生的实习与就业打好语言基础。

3.3 教学形式创新科技化

科技给教学带来的改变，既体现在师生的课堂互动上，也包含了课程设计的方式、课程

教学的形式等。学生们普遍认为，未来科技的发展会给旅游管理的课程设计带来较大改变，

因而课程设计除了注重形式上的科技化、信息化，还要注重内容上的创新与发展，与信息科

技视野下的旅游发展紧密联系。

此外，针对旅游管理学科中教学内容在管理学、经济学、市场行销等学术领域中的重点

内容重复问题，可通过不同的教学新形式对同一理论内容进行教学，避免学生在不同科目的

重复理论学习中产生学习疲劳。如可利用翻转课堂、混合式学习等新教学方式，对行销理论

在会展、酒店管理以及旅游市场的不同课程运用中进行新型教学，使学生在反复学习中巩固

旅游管理的重要理论知识，且吸收不同教学方式的成效。

3.4 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相辅相成

在多数旅游管理本科课程设计中，较少有系统的研究方法课程，而实操类课程、实习等

课程安排又容易陷入“旅游管理是学历教育还是职业技能教育”的问题困境，带给学生一定

的学习目标困惑。因而，笔者认为，旅游管理的课程设计应当注重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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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结合，研究方法等课程利于学生培养管理视野和专业眼光，培训类课程助于学生了解行业

基本信息和实况。学生可在适当比例的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中培养自己的专业素养。

3.5 “因地制宜”，课程自主设计

以澳门高等院校为例，在跨文化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其旅游管理的课程设计则较好地“因

地制宜”，在自主设计课程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贴近本土特色、聆听产业需求，是为粤港澳大

湾区及其他特色旅游目的地高等院校可借鉴之处。

如在澳门城市大学等澳门高校，旅游管理课程中都有较为基础的博彩管理课程可供选择

或学习，而在澳门科技大学的研究生课程方向中，则还有“文化遗产管理“等方向可供深造，

契合了澳门这一拥有世界文化遗产的旅游城市的特点，澳门大学则注重度假村旅游管理，旅

游学院则包含了文化创意、厨艺等澳门特色的旅游产业课程，为这一世界美食创意之都提供

良好的人才培养及输送。因而，内地院校可根据学校所在地的文化特色适当地进行课程的自

主设计，在旅游管理本科课程设计的主要框架下，增设贴近地方文化特色的选修课等，如在

适合发展乡村旅游的目的地高校增设乡村旅游、人文地理学等科目供学生选择或学习。在粤

港澳大湾区高校，则可多增设文化学，休闲旅游管理等课程，契合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文化

特色。

此外，在课程设计中，除却学界的意见，业界的意见同样会给予旅游管理人才培养相应

的产业需求意见，利于学校在培养的过程中与产业接轨，实现“产学研一体化”。

跨文化背景下的旅游管理本科课程设计，以澳门高校为例，投射至粤港澳大湾区，从学

生的感知反馈中可知，旅游管理本身的学科特点，使其具有一定的跨学科、跨文化特色，需

要结合相关的学科背景进行教学实践，可通过多开设多元选修课程来丰富学生的知识架构；

同时，应当注重专业特色，避免与其他大学基础必修课内容重复；此外，课程设计还应当吸

收学界和业界的意见，合理分配实践课程和理论课程的比例，契合本土特色，基本满足产业

对旅游管理人才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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