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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依据教育部中等职业学校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教学标准（试行）制订

一、专业名称

专业名称：旅游服务与管理

专业代码：130200

二、层次和类型

层次：中职教育

类型：中职

三、招生对象

初中毕业或同等学力者

四、标准学制

三年

五、职业目标

（毕业生面向的企业与岗位）

（一）毕业生面向的企业

1. 旅行社 20%

2. 旅游营销企业 50%

3. 饭店业 30%

（二）主要职业岗位群

1. 导游员

2. 旅游景点营销员

3. 前台接待员

4. 餐饮客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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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专业培养目标

旅游管理专业采用理论加实践的人才培养模式，主要面向旅行社、景区的导

游，旅游营销，酒店餐饮营销、餐饮客服、前厅接待等岗位，培养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意识，具有综合实践能力和创新开拓能力，较强的竞争能力和对岗位的适应能

力，能够独立学习与职业相关的新技术、新知识的具有可持续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

能型人才。

七、职业能力

（一）岗位描述

表 1 职业定位与能力要求

岗位名称 岗位描述 素质与能力要求

导游员 导游讲解

导游服务

导游讲解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旅游产品销售能力

旅游景点营销员 旅游产品销售
人际沟通能力

旅游产品销售能力

前台接待员
饭店前台接待与销售

旅行社前台接待与销售

人际沟通能力

投诉处理能力

计算机操作能力

饭店产品销售能力

旅游产品销售能力

餐饮客服员 餐饮对客服务

接待服务能力

餐饮销售能力

人际沟通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投诉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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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典型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

表 2 典型工作任务及其工作过程

序号 典型工作任务 工作过程

1
导游服务

（全程陪同）

准备工作--首站接团服务--进住饭店服务--核对商定日程—

各站服务--离站服务--途中服务--末站服务--处理好遗留问题

--处理突发事件

2
导游服务

（地方陪同）

准备工作--接站服务--入店服务--核对、商定活动安排—

参观游览过程中的导游、讲解服务--旅游团(者)就餐时的服务—

旅游团(者)购物时的服务--旅游团(者)观看文娱节目时的服务—

结束当日活动时的服务--送站服务--处理好遗留问题--处理突发

事件

3
导游服务

（景点讲解）
准备工作—接待游客—景点讲解服务--处理突发事件

4 旅游营销 服务接待—旅游产品销售--处理常见问题、突发事件

5 饭店前台接待 接受、处理订房要求--办理入住登记--记录、储存预订资料

6 旅行社前台接待 接受、处理旅游要求--旅游信息登记--记录、储存客户资料

7 餐饮服务
接待--中、高档宴会餐厅布置--中、高档中餐宴会摆台—名菜、

名点服务--营养配餐--经营与销售--沟通与协调—妥善处理问题

（三）能力与素质总体要求

表 3 能力结构总体要求

专业能力 社会能力 方法能力

旅行社导游、景区讲解、旅游营销、餐

饮营销、餐饮客服、前厅接待、客房服 创新与创业能力；敬业与 自学与钻研能力；竞争

务等一线业务的操作能力，具备处理突 团队合作能力；社会适应 与组织能力。

发事件的能力。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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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毕业资格与要求

1．职业素养要求：

操行表现良好，具有本专业良好的职业素养。

2.课程考核要求：

完成本专业课程学习及技能训练，考核合格。

3、职业资格证书：

湖南省中职计算机统考二级证、全国导游人员资格证、中级茶艺师证、

普通话等级证 4 个证书中至少一个。

九、课程体系设计

1、课程体系设计的思路与依据描述

在教学过程中始终贯彻“以工作导向为基础”、“在实践中学习，在学习中

实践”的理念，确保学生“学习的内容是工作，并通过工作实现学习”。课程设计

中不仅充分考虑完成岗位（群）需要的职业能力，还充分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特

点，将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需求贯穿于职业能力培养之中。真正做到“以学生

为主体”、“以就业为导向”、“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2、用表格形式展示专业课程体系（教学进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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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课程体系

序

号

分

类
课程名称

评价方式

学时

参考学时（周数×周课时数）

考试组织
课程
性质

1 2 3 4 5 6

1

公
共
基
础
课
程

军事训练 考查 80 2×40

2 德育 过程考核 考查 142 18×2 17×2 18×2 18×2

3 普通话 过程考核 考查 72 18×2 17×2

4 体育 过程考核 考查 142 18×2 17×2 18×2 18×2

5 计算机应用 省统考 考试 70 18×2 17×2

英语 过程考核 考查 72 18×4

6 数学 过程考核 考查 70 18×2 17×2

7 语文 过程考核 考查 70 18×2 18×2

8 演讲与口才 过程考核 考查 36 18×2

9 文学阅读与欣赏 过程考核 考查 36 18×2

10 素质拓展（班会） 144 18×2 18×2 18×2 18×2

小 计 934 16 12 10 10

1

职
业
能
力
课
程

饭店服务英语 过程考核 考查 68 17×4
2 旅游概论 过程考核 考查 36 18×2

3 导游基础知识 笔试 考试 140 17×4 18×4

4 中国旅游地理 笔试 考试 68 17×4

5 旅游心理学 笔试 考试 36 18×2

6 旅行社英语 过程考核 考查 72 18×4

7 旅游政策与法规 笔试 考试 72 18×4

8 模拟导游 成果评价 考试 72 18×4

9 导游业务 笔试 考试 72 18×4

10 旅游市场营销 笔试 考试 106 17×2 18×4

11 中国旅游客源地概况 笔试 考试 36 18×2

12 旅游美学 过程考核 考查 36 18×2

13 旅游交际礼仪 笔试 考试 36 18×2

14 餐饮服务与管理 笔试 考试 72 18×4

15 客房服务与管理 过程考核 考查 72 18×4

16 前厅服务与管理 笔试 考试 34 17×2

17 旅行社计调实务 过程考核 考查 72 18×4

18 茶艺 成果评价 考查 36 18×2

19 顶岗实习 1080 18×30 18×30

小 计 2216 14 16 20 14

1 能
力
拓
展
课
程

舞蹈基础 成果评价 考查 28 1×28

2 民歌 过程考核 考查 36 18×2

3 旅游景区服务与管理 过程考核 考查 34 17×2

4
中级办公文秘 过程考核 考试 36 18×2

职业沟通与团队合作 过程考核 考查 36 18×2

小 计 170 0 2 0 6

学时合计 3320 30 30 30 30

备注：《模拟导游》、《舞蹈基础》为一体化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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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职业核心能力课程描述

核心课程包括《旅游政策与法规》、《导游基础知识》、《导游业务》、

《模拟导游》、《饭店服务英语》、《旅行社英语》、《旅游市场营销》、《中国

旅游客源地概况》、《顶岗实习》等课程。

（一）《旅游政策与法规》

参考学时：72学时

开设学期：第四学期

课程目标：使学生掌握在从事旅游职业活动中应该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

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观念、情操、品质和职业行为。掌握并运用各项法律、法

规去解决和处理发生在旅游活动中的各种法律纠纷。努力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

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主要内容：旅行社法律制度、导游人员管理法律制度、合同法律制度、旅游行

政救济制度、旅游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制度、导游员职业道德的培养等知识。

教学建议：设计、创新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

教学。

考核办法：笔试

（二）《导游基础知识》

参考学时：140学时

开设学期：第二、三学期

课程目标：使学生掌握中国及旅游相关的历史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

民族民俗、风物特产、自然旅游景观、人文旅游景观、主要旅游线路和景点以及部

分客源国和地区等基础知识，为学生参加全国导游资格考试做好准备，也为学生将来

走上导游工作岗位奠定坚实的基础。

主要内容：历史文化、宗教文化、饮食文化、民族民俗、风物特产、自然旅游

景观、人文旅游景观知识等。

教学建议：设计、创新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考核办法：笔试

（三）《模拟导游》

参考学时：72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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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学期：第四学期

课程目标：使学生掌握基本的导游讲解方法；具备扎实的汉语言运用功底；

能够合理运用各类导游讲解方法及技巧，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讲解。

主要内容：掌握导游词创作的基本内容、方法及技巧，掌握导游讲解的基本方

法与技巧，掌握导游业务的规程。

教学建议：设计、创新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

教学。

考核办法：成果评价

（四）《导游业务》

参考学时：72学时

开设学期：第三学期

课程目标：使学生熟悉导游服务的操作程序和操作技能，提高学生的职业道德

意识水平，理解不同类型导游员的工作职责和服务规程，锻炼学生正确处理导游工

作以及工作中所出现问题的能力，培养合格的导游服务人员。

主要内容：团队导游服务规程、散客导游服务规程、导游技能与方法、导游服

务质量、问题和事故的预防与处理、导游业务相关知识。

教学建议：设计、创新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

教学。

考核办法：笔试

（五）《饭店服务英语》

参考学时：68学时

开设学期：第二学期

课程目标：使学生掌握饭店社交中必备的英语会话能力、听、写及阅读能力，

能在饭店服务工作中流利地进行交流，为境外旅客提供服务。

主要内容：掌握饭店业的基本英语词汇，掌握前台、客房、餐饮等服务英语

用语，操作程序，服务规范，产品介绍等细微环节中英语表达方式。

教学建议：设计、创新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

教学。

考核办法：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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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旅行社英语》

参考学时：72学时

开设学期：第三学期

课程目标：使学生了解导游英语口语的一些语言特点和运用技巧，能够在日常

导游接待和景点讲解工作中用英语进行基本的交流，掌握基本的导游英语口语表

达方法和技能。

主要内容：掌握导游英语口语中常用的专业英语词汇和句型，掌握饭店入住

登记、餐饮服务、旅游景点服务、旅游购物等相关英语词汇和句型。

教学建议：采用理论知识与实践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考核办法：口试

（七）《旅游市场营销》

参考学时：106学时

开设学期：第二、三学期

课程目标：使学生比较全面系统地掌握旅游市场营销学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

和基本方法，培养和提高正确分析和解决旅游市场营销问题的能力，以使学生具有明

确的旅游市场营销意识，能够较好地适应旅游市场营销工作实践的需要。

主要内容：旅游市场营销环境的分析、旅游购买行为分析、旅游市场调研、

旅游促销与促销组合等。

教学建议：设计、创新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应用现代教育技术辅助

教学。

考核办法：笔试

（八）《中国旅游客源地概况》

参考学时：36学时

开设学期：第三学期

课程目标：使学生了解中国主要客源国（地区）的基本概况，比较全面系统

地掌握中国主要客源国（地区）的人文习俗和旅游景点知识，自觉提高自身的文

化素养，同时使学生的知识结构更趋合理。

主要内容：欧洲、亚洲、美洲、大洋洲、非洲等主要国家的基本概况及人文习

俗和旅游景点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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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建议：设计、创新教学模式；运用多种教学方法。

考核办法：笔试

（九）《顶岗实习》

参考学时：1080 学时

开设学期：第五、六学期

课程目标：主要通过对岗位的体验来实现学生的沟通能力、与人共处能力、

协作能力、学习能力、心理承受能力、组织管理能力、职业态度、职业规范和创新

意识等能力的提升。

主要内容：旅游营销公司景点讲解员岗位顶岗实习、旅游营销公司营销员岗位

顶岗实习、旅行社导游岗位顶岗实习、餐饮连锁集团前台接待岗位顶岗实习、餐饮

连锁集团客服岗位顶岗实习等。

教学建议：以实际工作为任务，在实习基地实习指导教师的指导下完成实习任

务。

考核办法：学生顶岗实习的考核采用三元评价体系，由企业、学院和学生共

同完成评价。

1. 企业评价。顶岗实习过程中，企业对实习学生的劳动态度、职业道德、

劳动纪律、工作能力、创新精神等方面进行全面考察，给出总体考核结论并评定成

绩。企业评价占考核成绩的 40%。成绩由所在实习单位的校内指导与联络教师根

据企业对学生在实习期间表现的评定给出成绩。

2. 学院评价。学院评价包含对学生顶岗实习情况的考核，主要是根据指导

联络教师实习对实习任务书的检查；还包括对学生需完成的专项任务进行考核，

主要检查实习报告。学院评定占考核成绩的 40%。

3. 学生评价。以实习单位为分组，顶岗实习结束后，学生以分组为单位，

由实习单位学生负责人召集学生根据在实习过程中的表现情况进行自评、互评。

其中优秀的比率不超过 30%。学生评价占考核成绩的 20%。

十一、基本实训条件

（一）校内实训室

描述校内实训室设置的基本要求。

如表 5、表 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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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实训教学条件基本要求

项 目 条件要求

设施要求 能满足 50 名学生进行实训。

设备要求
3D 环绕多媒体，多媒体投影仪，中餐桌、椅，西餐桌、椅，中、西餐餐具等
达到行业标准。

安全要求 无安全隐患。

表 6 主要实训分室基本配置要求

序

号

实训室名

称
主要功能

场地面积

(m
2
)

主要设备
数量

(台/套)

1
3D 旅游
实训室

导游讲解实训 80 3D 多媒体环绕电子屏、音响等 1 套

2 形体房 形体训练 20
音响、影碟机、电视机 1 套

形体训练镜 1 面

（二）校外实训基地

1、＊＊＊＊＊＊管理有限公司

2、＊＊＊＊＊＊传播有限公司

3、＊＊＊＊＊＊大酒店

4、＊＊＊＊＊＊大酒店

5、＊＊＊＊＊＊旅行社

十二、师资要求

（一）人员结构

旅游服务与管理专业团队现有教师 12 人，其中高级讲师 8 人，讲师 4 人，

其中“双师”型教师 6 人；平均年龄 35 岁。

（二）任职要求

具有旅游管理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学历，取得教师资格证，取得全国导游人

员资格证、茶艺师、调酒师、餐饮服务考评员、客房服务考评员等职业资格证之一，

具有旅游行业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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