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轮运营服务
职业技能等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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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船舰客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中国船舶工业集
团公司科普教育中心、中国船舶工业综合技术经济研究院、中船邮轮科技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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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本标准的知识产权归属于中船舰客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未
经中船舰客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同意，不得印刷、销售。

II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对应的工作项目、工作任务和职
业技能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培训、考核与评价，相关用人单位的
人员聘用、培训与考核可参照使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标准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
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
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T 31385-2015

旅行社服务通则

DB31/T 1033.1-2016 邮轮旅游服务规范
DB34/T 1714-2012

旅行社接待服务规范

DB14/T 1539-2017

酒店礼仪礼节服务规范

DB22/T 2413-2015

涉外家政服务员服务规范

DB22/T 1575-2012

饭店服务质量规范

DB11/T 187-2010

旅游星级饭店服务质量要求

DB61/T 970-2015

旅游饭店服务质量规范 前厅服务

LB/T 003-1996

星级饭店客房客用品质量与配备要求

LB/T 017-2011

国际邮轮口岸旅游服务规范

SB/T 10476-2008

饭店服务礼仪规范

SB/T 10733-2012

茶艺师岗位技能要求

SB/T 10734-2012

咖啡调配师岗位技能要求

SB/T 10732-2012

营养师岗位技能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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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B/T 10582-2011

健康客房技术规范

20173664-Q-348

船员健康检查要求

《1978年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国际公约》
3 术语和定义
国家、行业标准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的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邮轮
原指海上定线、定期航行的大型客运轮船，现在所称的邮轮，是指航行于
水域并配备有较为齐全的生活与娱乐设施，用于旅游休闲度假的豪华船舶。
3.2 邮轮设施
邮轮上的空间一般分为3类，居住舱室区域、餐饮洗衣区域及公共区域。其
中公共区域包括船员区域及技术区域，有接待区、餐厅、演出大厅、泳池区、
健身俱乐部、礼品店、医疗设施、照片陈列室、卡西诺赌场等。
3.3 海上邮轮
主要用于越洋航行或环球旅游的邮轮。
3.4 游船
具有旅游功能、规模较小的邮轮。
3.5 内河游船
内河游船主要指航行在内河，以体验自然风光、人文历史为主的旅游邮轮。
3.6 邮轮产业
邮轮产业是指以邮轮为核心，以海上观光旅游为具体内容，由交通运输、
船舶制造、港口服务、旅游观光、餐饮、购物、银行保险等行业组合而成的复
合型产业。
3.7 邮轮母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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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轮母港指邮轮出发和返程并进行后勤补充和修整的固定地点，也是游客
的集散地，不仅拥有包括定期和不定期停泊大型邮轮的码头，还具备配套设施
齐全、相关产业发达、旅游资源丰富的城市及其周边区域。
4 对应院校专业
中等职业学校：酒店服务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水路运输管理、外轮
理货、物流服务与管理、旅游服务与管理、景区服务与管理、高星级饭店运营
与管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西餐烹饪、商务助理、公关礼仪、社会文化艺
术、市场营销、客户服务等专业。
高等职业学校：国际邮轮乘务管理、港口与航运管理、港口物流管理、水
路运输与海事管理、旅游管理、导游、旅行社经营管理、景区开发与管理、酒
店管理、休闲服务与管理、餐饮管理、烹调工艺与营养、营养配餐、西餐工艺、
文化创意与策划、文化市场经营管理、公共文化服务与管理等专业。
应用型本科学校：旅游管理、酒店管理、交通运输、物流管理、国际商务、
海事管理、旅游管理、工商管理、食品科学与工程、文化产业管理、公共艺术、
市场营销、公共事业管理、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
5 面向工作岗位（群）
【邮轮运营服务】（初级）：主要针对常见区域短程航线远洋客轮服务、
内河游船服务工作岗位（群），从事邮轮登船前游览服务、邮轮航程中餐饮服
务、娱乐服务、客舱服务、盥洗服务、挂靠港岸上旅游服务等工作。常见区域
主要包括国内内河航线、亚洲区域。
【邮轮运营服务】（中级）：主要针对常见区域航线中远程航线远洋客轮
服务工作岗位（群），从事邮轮登船前游览服务、邮轮航程中餐饮服务、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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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客舱服务、盥洗服务、挂靠港岸上旅游服务等工作。中远程航线区域包
括北美洲区域、欧洲区域、中美洲和南美洲区域、太平洋区域、非洲区域等。
【邮轮运营服务】（高级）：主要针对远洋客轮高端中远程航线服务工作
岗位（群），从事邮轮登船前游览服务、邮轮航程中餐饮服务、娱乐服务、客
舱服务、盥洗服务、挂靠港岸上旅游服务等工作。高端中远程航线包括极地等
特殊海域航线、奢侈航线等。
6 职业技能要求
6.1 职业技能等级划分
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分为三个等级：初级，中级，高级，三个级别
依次递进，高级别涵盖低级别职业技能要求。
6.2 职业道德
遵纪守法、诚实守信、求真务实、行为规范、开拓创新、精益求精。
6.3 基本知识
（1）海洋文化知识、航海知识以及船舶基础知识；
（2）邮轮行业发展历程、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
（3）邮轮旅游市场、邮轮宾客特点、邮轮产品以及旅游服务心理学基础知
识；
（4）邮轮客舱、餐饮、休闲娱乐、宾客服务等岗位业务流程以及运营管理
基础知识；
（5）邮轮客舱、餐饮、休闲娱乐、宾客服务等岗位客服务规范以及基本礼
仪知识；
（6）邮轮对客服务质量管理以及设备用品管理知识；
（7）了解信息通信技术，熟悉邮轮信息化应用的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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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全球邮轮航线分布、港口风貌等人文地理知识；
（9）STCW公约、SOLAS公约、MARPOL公约等海事法规知识。
6.4 职业技能等级要求描述
表 1 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初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弃船情
况下的海
上求生
1. 个 人 求
生
1.2 火灾情
况下戒备
及扑灭

2.1 评估伤
员需要和
自身安全
威胁
2. 基 本 急
救
2.2 采取恰
当的应急
措施

3.1 遵 守
3. 安 全 管
安全作业
理
法

职业技能要求
1.1.1 具有识别紧急集合信号后的行动符合其所示的
紧急情况和既定的应急程序的能力；
1.1.2 具有判断个人行动的时间和顺序适合于当时的
环境和情况的能力，并把潜在之危险和对求生者的威
胁减小到最小程度；
1.1.3 登艇筏的方法合适并避免危及其他求生者；
1.1.4 离船后的初始行动和在水中的程序和行动把对
求生的威胁减小到最低程度。
1.2.1 得知紧急情况后的初始行动符合认可的做法，
和程序识别紧急集合信号后的行动适合其所示的紧
急情况并符合既定的应急程序；
1.2.2 着装和装备适合灭火作业的性质，单个行动的
时机和次序适合当时环境和条件；
1.2.3 运用合适的程序、技术和灭火剂补灭火灾，使
用呼吸装置的步骤和技能符合公认的做法和程序。
2.1.1 发出警报的方式和时间适合于事故情况或急症
情况；
2.1.2 对受伤的可能原因、性质和范围的认定迅速充
分，急救措施的先后顺序与对生命潜在威胁相适应；
2.1.3 始终把对自身和伤员的进一步危害的危险减小
到最低限度。
在紧急情况下应采取的应急措施，包括下列能力：
2.2.1 安置伤员
2.2.2 进行人工呼吸的技术
2.2.3 止血
2.2.4 采取基本的治疗休克的适当措施
2.2.5 采取适当措施，治疗烧伤和烫伤，包括电击伤
2.2.6 抢救运送伤员
2.2.7 简易包扎和使用急救箱内的物品等
3.1.1 始终遵守安全作业方法并在任何时候都使用合
适的安全和防护设备；
3.1.2 熟悉防止事故和职业健康的国际措施
3.1.3 熟悉进入封闭船岸前采取的预防措施
3.1.4 熟悉适用于船舶上防止潜在危害的安全保护装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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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3.2 正
处置特
情况下
关键安
操作

确
殊
的
全

3.3. 紧 急
情况下的
关键安全
操作

4.1 遵循应
急程序

4. 社 会 责
4.2 防止海
任
洋污染

4.3 有助于
船上有效
交流，保持
有效人际
关系

职业技能要求
3.1.5 了解安全信息的符号、标记和报警信号，能够
就主要的安全事宜与船上其他人员交流。
在发生人员落水、发现火情或烟雾，或发出火情警报
或弃船警报情况下，能够：
3.2.1 明确集合地点和登乘地点及紧急逃生路线；
3.2.2 找到救生衣位置及正确穿着救生衣；
3.2.3 启动报警装置并具有使用手提式灭火器的基
本知识，可正确处置；
3.2.4 在遇到事故或其他医疗紧急情况时，在得到船
上进一步医疗救助前能够正确采取应急行动；
3.2.5 具备关闭和开启特定船上装配的除船体开口
以外的防火、风雨密和水密门的能力。
在紧急情况下，能够
3.3.1 尽可能用旅客的母语向其传达完整的安全指
令；
3.3.2 具备使用便于船员协助旅客所用的语言通过广
播宣布紧急情况、向旅客传达重要指示的能力。
3.3.3 当采用口语交流不可行时，具备采用其他手
段，如示范或手势或提示注意指示位置、集合地点、
救生设备或逃生路线的能力；
3.3.4 具备向旅客演示使用个人救生设备的能力；
3.3.5 具备安排旅客上下，并特别关注、帮助残障人
员和需要协助的旅客的能力。
4.1.1 具备紧急情况下采取的最初行动符合既定的应
急反应程序的能力；
4.1.2 具备迅速准确、完整、清晰发出报警信息的能
力；
4.1.3 具备在可能发生的紧急情况，如碰撞、火灾、
沉没等，运用船舶各种应急计划的知识、应急部署表
中的紧急信号和分配给船员的具体职责、集合位置、
正确使用个人安全设备的能力。
4.2.1 具备航运对海洋环境的影响以及操作性或事故
性污染对海洋环境危害的基本知识，能在航运中采取
符合保护海洋环境程序的行为；
4.2.2 具备认识海洋环境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基本知
识，能在航运中采取符合程序的行为。
4.3.1 具备始终遵守所要求的工作及行为准则的能
力；
4.3.2 具备在船上任何时候进行清楚、有效交流的能
力，具备团队工作解决冲突能力；
4.3.3 具备对船上个人和团队之间有效交流的原则
和交流障碍的理解能力；
4.3.4 能正确识别滥用药物和酗酒的危害，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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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4.4 理解并
采取必要
的措施控
制疲劳

5.1 服 务
性沟通

5. 服 务 性
工作
5.2 专 业
性服务

表2
工作领域

职业技能要求
控制自我的此类行为。
4.4.1 正确认识睡眠、作息时间与生理节律对疲劳
的影响；
4.4.2 能正确应对身体紧张刺激因素、船舶内外环
境的紧张刺激因素、作息时间的改变对海员的影响并
采取适当的措施。
5.1.1 熟练使用适合于特定航线所载旅客的主要国
籍的一种或多种语言交流沟通；
5.1.2 具备使用基础英语词汇以表达基本指示的能
力。
5.1.3 了解船舶的总体设计和布局，熟悉场地，能够
为团体客户选取合适的集中活动场地。
具备以下各专业性服务中至少一项服务的能力：
5.2.1 餐饮服务：具备在邮轮主餐厅或自助餐厅或特
色餐厅前台或后厨服务能力；
5.2.2 客舱服务：能够完成迎客准备、送客服务或应
接服务、对客服务。具备邮轮客舱基础知识、进行邮
轮客舱清洁整理、邮轮客舱对客服务与质量控制、邮
轮客舱安全管理、邮轮客舱设备用品管理、邮轮公共
区域清扫等；
5.2.3 休闲娱乐服务：具备服务邮轮运动健身、博彩
娱乐、免税购物、主题表演、摄影、艺术品拍卖、酒
水、咖啡、茶艺等休闲娱乐活动中至少一项，明确服
务流程与管理流程等；
5.2.4 宾客服务：邮轮游客登船服务、礼宾服务、前
台接待服务、电话总机服务、收银服务、离船服务等
中至少一项。
5.2.5 旅游服务：能够胜任岸上观光服务、未来航程
销售和预订服务中至少一项。
5.2.6 团队活动服务：了解活动布置所需材料的通关
手续（入关、出关）及材料的处理办法；了解船舶上
使用材料的标准，材料的重量，安全性，防火性以及
材料的固定及搭建方法；了解船舶活动安全规范，能
够评估活动的安全风险，保证活动安全顺利的进行。

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中级）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能在紧急情况下与旅客进行沟通，并考虑到:
1.1.1 适合于特定航线所载旅客的主要国籍的一种
1. 旅 客 疏 1.1 旅客沟
或多种语言；
导
通
1.1.2 使用基础英语词汇以表达基本指示的能力，为
需要协助的旅客提供一种沟通手段，不管旅客和船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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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是否使用同一种语言；
1.1.3 在紧急情况下，当采用口语交流不可行时，可
能需要采用其他手段，如示范或手势或提示注意指示
位置、集合地点、救生设备或逃生路线；
1.1.4 尽可能用旅客的母语向其传达完整的安全指
令；
1.1.5 在紧急情况下或演习中，为通过广播宣布紧急
情况、向旅客传达重要指示和便于船员协助旅客所用
的语言。

2. 救 生 艇
筏、救助艇
操作及管
理

3. 快 速 救
助艇操作
及管理

1.2 救生设
1.2.1 具备向旅客演示使用个人救生设备的能力。
备操作
1.3 控制登 1.3.1 具备安排旅客上下，并特别注意残障人员和需
乘程序
要协助的旅客的意识。
2.1.1 掌握救生艇筏和救助艇的结构及属具设备的
细目，熟悉救生艇筏和救助艇的特性和设施，熟练操
作救生艇筏和救助艇的各种释放装置。
2.1.2 掌握在恶劣海况下释放救生艇筏的方法，回收
救生艇筏的方法。
2.1 救生艇 2.1.3 明确使用承载释放装置有关的危险，以及弃船
筏、救助艇 后采取的行动。
操作
2.1.4 掌握有关维护保养程序方面的知识，启动、操
作救生艇机器及其附属机具和使用所备灭火器的方
法。
2.1.5 能够熟练使用救生艇筏上的无线电救生设备，
包括卫星应急无线电示位标（EPIRBs）和搜救应答器
（SARTs）烟火遇险信号。
2.2.1 具备弃船后对求生者和救生艇筏管理能力：在
恶劣天气中操纵救生艇筏，使用艇首缆、海锚及所有
其他设备、救生艇筏上食物和淡水的分配。
2.2.2 掌握指导为最大可能地使救生艇筏被发现和
2.2 救生艇 定位应采取的行动，了解直升机营救的方法。
筏、救助艇 2.2.3 掌握低温效应及其预防；包括防水服和保温器
管理
具在内的防护遮盖物和服装的使用。
2.2.4 具备组织使用救助艇和机动救生艇集结救生
筏，并营救求生者和落水者。使用急救箱和复苏技能
进行伤员处置，包括止血和控制休克能力。
2.2.5 具备组织救生艇筏抢滩的能力。
3.1.1 掌握快速救助艇的构造和属具及其各项设备，
快速救助艇的维护和紧急修理的知识，气胀式快速救
3.1 快速救 助艇气室的正常充气和放气。
助艇操作
3.1.2 评估释放设备和释放设施为立即释放和操作
所做准备的程度，理解绞车、刹车、运动补偿和其它
通常所配设备的操作及其局限性；在释放和回收快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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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3.2 快速救
助艇管理

4. 保 安 意
识

4.1 正确识
别海上保安
威胁

4.2 正确确
认海上保安
要求

5.1 服务性
沟通

5. 服 务 性
工作
5.2 专业性
服务

职业技能要求
救助艇期间的安全措施，在通常和恶劣天气和海况条
件下释放和回收快速救助艇。
3.2.1 快速救助艇的特性、设施及其局限性，扶正倾
覆的快速救助艇的程序。
3.2.2 在普通和恶劣天气和海况条件下如何操纵快速
救助艇，快速救助艇内可用的助航仪器和安全设备
搜救方式及影响其执行的环境因素。
3.2.3 启动并操作快速救助艇的机器及其附属机具的
方法。
4.1.1 具备国际海上保安政策和政府、公司及个人责
任的基本知识。
4.1.2 能正确识别海上保安等级及其对船上和港口实
施保安措施和程序影响的基本知识。
4.1.3 熟悉保安报告程序的基本知识，以及与保安相
关的应急计划的基本知识。
4.1.4 能够确认包括海盗和武装抢劫有关的事项在内
的潜在保安威胁。
4.1.4 能够帮助识别武器、危险物质和装置的基本知
识，并清楚它们能够引起的损害。
4.1.5 具备处理保安相关信息和保安相关通信的基本
知识。
4.2.1 正确地确认有关增强海上保安的要求。
4.2.2 熟悉有关的公约、规则和 IMO 通函中关于培训、
演习和练习要求的基本知识，包括与防海盗和防武装
抢劫有关的知识。
5.1.1 熟练使用适合于特定航线所载旅客的主要国
籍的一种或多种语言交流沟通。
5.1.2 具备邮轮专业英语词汇与术语，邮轮客舱、餐
饮、休闲娱乐、宾客服务等领域岗位常见工作任务、
工作流程、问题解决情境的英语表达。
5.1.3 了解船舶的总体设计和布局，熟悉场地，能够
为团体客户选取合适的集中活动场地。
具备以下各专业性服务中至少两项服务的能力：
5.2.1 餐饮服务：具备在邮轮主餐厅、自助餐厅、特
色餐厅前台、后厨等专业岗位中至少两类岗位服务的
能力；
5.2.2 客舱服务：能够完成迎客准备、送客服务、应
接服务、对客服务。具备邮轮客舱基础知识、进行邮
轮客舱清洁整理、邮轮客舱对客服务与质量控制、邮
轮客舱安全管理、邮轮客舱设备用品管理、邮轮公共
区域清扫等；
5.2.3 休闲娱乐服务：具备服务邮轮运动健身、博彩
娱乐、免税购物、主题表演、摄影、艺术品拍卖、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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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水、咖啡、茶艺等休闲娱乐活动中至少两项，明确服
务流程与管理流程等；
5.2.4 宾客服务：邮轮游客登船服务、礼宾服务、前
台接待服务、电话总机服务、收银服务、离船服务等
中至少两项。
5.2.5 旅游服务：能够胜任岸上观光服务、未来航程
销售和预订服务中至少两项。
5.2.6 团队活动服务：了解活动布置所需材料的通关
手续（入关、出关）及材料的处理办法；了解船舶上
使用材料的标准，材料的重量，安全性，防火性以及
材料的固定及搭建方法；了解船舶活动安全规范，能
够评估活动的安全风险，保证活动安全顺利的进行。

表 3 邮轮运营服务职业技能等级要求（高级）
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1.1 组织船
上应急程序

1.2 优化资
源利用
1. 危 机 管
理

1.3 控制对
紧急情况的
反应

1.4 紧急情
况中对旅客
和其他人员
的控制

职业技能要求
1.1.1 船上应急程序应确保随时对紧急情况作出反
应。
1.1.2 了解船舶的总体设计和布置、安全规则、应急
计划和程序。
1.1.3 制定船上具体应急程序原则的重要性，包括：
船舶应急程序的预先计划和演习的必要性；所有人员
均注意到并在紧急情况下尽可能认真地坚持预先计
划的应急程序的重要性。
1.2.1 优化资源利用的能力，考虑到：紧急情况下可
用资源也许有限的可能性；需要充分利用可以立即得
到的人员和设备并在必要时临时凑成。
1.2.2 根据从先前的客船事故中得到的教训，组织现
实演习以保持准备状态的能力，演习后的总结。
1.3.1 对紧急情况作出初步评估并按照制定的应急程
序作出有效反应的能力。
1.3.2 在紧急情况下领导和指导他人的能力，包括需
要：在紧急情况下作出榜样；将精力放在决策工作上，
因为在紧急情况下需要行动迅速；激励、鼓励和安定
乘客和其他人员。
1.3.3 觉察个人和船舶应急小组其他人员过度紧张心
理症状发展的能力，懂得紧急情况引起的紧张心理能
影响各个人员的工作以及他们按指示行动和遵守程
序的能力。
具备在紧急情况下控制旅客和其他人员的能力，包
括：
1.4.1 了解在紧急情况下旅客和其他人员的一般反应
方式，包括下列可能性：一般人们要过一定时间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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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接受有紧急情况的事实；有些人可能惊慌失措，并且
不以正常的理性行动；他们的理解能力可能受到损
害；他们对指令的反应不如在非紧急情况时那样敏
捷。
1.4.2 了解乘客和其他人员，除其他行动以外，可能：
在出现问题时的第一反应是开始寻找亲友和/或所有
物；躲避在其住舱或他们认为可能避开危险的船上其
他地点；当船舶横倾时，往往移动到较高一侧。
1.4.3 了解家人失散可能会引起惊慌失措的问题。
1.5.1 具备建立和保持有效沟通的能力，包括:清楚
简明的指示和报告的重要性；鼓励与旅客和其他人员
的信息交流，及鼓励他们提供反馈的必要性。
1.5.2 在紧急情况下向旅客和其他人员提供有关信
息，使其了解总的局势，通报要求他们采取的任何行
1.5 建立和
动的能力，考虑到:适合于特定航线上所载旅客和其
保持有效沟
他人员的主要国籍的一种或多种语言；在紧急情况
通
下，当采用口语交流不可行时，可能需要采用其他手
段，如示范或手势或提示注意指示位置、集合地点、
救生设备或逃生路线；在紧急情况下或演习中，为通
过广播宣布紧急情况、向旅客传达重要指示和便于船
员协助旅客所用的语言。
2.1 了解救
2.1.1 掌握应变部署表和应急指示的知识。
生设备和控
2.1.2 了解紧急出口的知识，以及使用升降机的限制。
制计划
2.2.1 能够下达明确的安抚指令。
2.2 协助旅
2.2.2 能够管理在走廊、楼梯和通道里的旅客。
客到达集合
2. 密 集 人
2.2.3 能够保持逃生通道畅通。
和登乘地点
群管理
2.2.4 具备撤离残障人员和需要特别协助的人员的可
的能力
用方法，以及搜索居住舱室。
2.3.1 明确保持秩序的重要性。
2.3 集合的 2.3.2 具备运用减少和避免恐慌程序的能力。
程序
2.3.3 使用旅客名单清点撤离人数的能力，以及确保
旅客着装恰当并正确穿着救生衣的能力。
3.1.1 掌握以消防组织、战术和指挥为重点的海上和
港内船舶消防程序。
3.1.2 明确用水灭火，对船舶稳性的影响、预防和纠
正程序。
3. 消 防 作 3.1 控制船 3.1.3 掌握灭火作业中的通信和协调，通风控制，包
业
舶消防作业 括排烟，燃油和电气系统的控制。
3.1.4 明确灭火过程中的危险（干馏、化学反应、锅
炉烟道失火等），扑灭涉及危险货物的火灾与储存和
处置物料（如油漆等）有关的火灾预防和危害。
3.1.5 具备对伤员的管理和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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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领域

工作任务

职业技能要求
3.1.6 掌握与岸上消防人员协调的程序。
3.2.1 具备应急计划的准备能力。
3.2.2 能够完成消防队组成和人员的调配。
3.2.3 明确控制船舶各部位火灾的战略和战术。
3.3.1 掌握烟火探测系统；固定灭火系统；便携式和
移动式灭火设备，包括各种器械、泵以及救助、生命
支持、人员保护和通信设备的使用方法。
3.3.2 保证设备符合法定检验和船级检验的要求。

3.2 消防队
的组织和训
练
3.3 检查和
保养烟火探
测和灭火系
统及设备
3.4 调查和
编写涉及火
3.4.1 能够完成对火灾事故原因进行评估。
灾的事故报
告
4.1.1 熟练使用适合于特定航线所载旅客的主要国
籍的一种或多种语言交流沟通。
4.1 服务性
4.1.2 掌握邮轮各岗位对客服务英语听说能力，能够
沟通
准确听懂并应答各种诉求，能够与客人进行流利自如
的英语交流。
具备以下各专业性服务完全的服务能力：
5.2.1 餐饮服务：具备在邮轮主餐厅、自助餐厅、特
色餐厅前台、后厨服务能力；
5.2.2 客舱服务：能够完成迎客准备、送客服务或应
接服务、对客服务。具备邮轮客舱基础知识、进行邮
轮客舱清洁整理、邮轮客舱对客服务与质量控制、邮
轮客舱安全管理、邮轮客舱设备用品管理、邮轮公共
区域清扫等；
4. 服 务 性
5.2.3 休闲娱乐服务：具备服务邮轮运动健身、博彩
工作
娱乐、免税购物、主题表演、摄影、艺术品拍卖、酒
4.2 专业性 水、咖啡、茶艺等休闲娱乐活动的能力，明确服务流
服务
程与管理流程等；
5.2.4 宾客服务：具备邮轮游客登船服务、礼宾服务、
前台接待服务、电话总机服务、收银服务、离船服务
能力。
5.2.5 旅游服务：能够胜任岸上观光服务、未来航程
销售和预订服务工作。
5.2.6 团队活动服务：了解活动布置所需材料的通关
手续（入关、出关）及材料的处理办法；了解船舶上
使用材料的标准，材料的重量，安全性，防火性以及
材料的固定及搭建方法；了解船舶活动安全规范，能
够评估活动的安全风险，保证活动安全顺利的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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