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SOVEREIGN  EDUCATION CONSULTANCY
英国皇家教育咨询

INTERANATIONAL
ETIQUETTE

国际礼仪课程
2014

www.sovereigneducationuk.com



INTERANATIONAL
ETIQUETTE
国际礼仪课程

主讲人：
莱斯利•霍奇森
Lesley Hodgson
资深礼仪顾问

以上两位老师都受英国皇家礼仪学校培训，
该学校创始人曾任前美国总统办公室秘书，
筹办英国王子Willian 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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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玲

资深礼仪培训老师
（Linda 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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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礼仪与一般行为 Social Etiquette & General Behaviour

姿势、姿态和举止 Posture, Poise & Deportment

英国礼仪和皇家礼仪 English Etiquette & Royal Protocol

社交礼仪与沟通艺术 Social Etiquette &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英式下午茶的艺术与礼仪 The Art & Etiquette of English Afternoon Tea

个人形象与社会 Personal Image & Society

娱乐与表演艺术 he Art of Entertaining & Being Entertained

社交礼仪与文明社会的崛起 Social Etiquette & The Rise of Polite Society

餐桌上的艺术 The Art of the Table

优雅的餐桌礼仪（包括午餐） Elegant Formal Dining Tutorial (Lunch inclu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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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交礼仪与一般行为
Social Etiquette & General Behaviour

个人形象与社会
Personal Image & Society

全面介绍英国和欧州大陆的社会规范和基本生活
方式；
讲解世界各地社交礼仪的差异； 
正式和非正式场合，互相介绍的形式，
介绍社交活动时不同对象的目光交
流、肢体语言、手势、微笑、握
手、飞吻及问候语言。

如何从时尚和风格的区分，了解个
人形象和社交场合着装规范。

深入了解英式经典低调优雅的用词，
学习法国女士系带围巾的秘密。

常规西方礼仪Etiquette And Manner

娱乐与表演艺术
The Art of Entertaining 
& Being Entertained

介绍各种社交、宴请、party、
娱乐活动宾主关系
如何编制国际菜单
如何安排宾客坐席
如何书写优雅的邀请信和感谢信件

社交礼仪与文明社会的崛起
Social Etiquette & The Rise of Polite Society

用历史意义的场景了解西方社会的艺术元素
了解英国上流社会的沙龙文化
了解英国上流社会品玩的古董、茶具



常规西方礼仪Etiquette And Manner
餐桌上的艺术

The Art of the Table

餐桌上的礼仪
学习正式的餐桌布置
了解欧洲餐桌的装饰
英式与法式餐桌布置的区别

优雅的餐桌礼仪（包括午餐）
Elegant Formal Dining Tutorial (Lunch included)

学习六道大餐的用法，
掌握高雅的、复杂的就餐技能
奶酪和水果的切法
用餐过程中可做和不能做的规矩，
特别介绍英国与法国的用餐风格和细微差别



常规西方礼仪Etiquette And Manner

姿势、姿态和举止
Posture,Poise & Deportment

了解和学习正确优美的站立、行走、坐姿和手势技巧
女士穿着高跟鞋，如何走优雅的脚步，如何上下楼梯
介绍进、出汽车的仪态和风度
什么是绅士风度，如何展示绅士风度

社交礼仪与沟通艺术
Social Etiquette & The Art of Communication

语音在社交活动中的作用
利用语音、发音方式帮助沟通和交流
如何提高语言技巧
口头外交的所有重要技巧
如何提高个人存在和被别人关注的能力

英式下午茶的艺术与礼仪
The Art & Etiquette of English Afternoon Tea

英国下午茶的起源和传统
英国下午茶与其他茶类的差异

英国礼仪和皇家礼仪
English Etiquette & Royal Protocol

英国礼仪规范和英国皇室协议
英国贵族礼仪和风范
现场互动各种英国礼仪



Youth Etiquette
青少年礼仪

青少年社交技巧通过学习、模仿、练习来培养，重点是学

会与同伴和成人沟通。

通过社交技巧和规范的礼仪，形成自信和自尊，具备成长

历程中应有的思维能力。

如何让别人对自己留下一个永久的、积极的印象。

如何识别和交往对自己有帮助的人，如何识别不能相处的人。

餐桌礼仪、自信训练、社交网络和适当的行为。

正确地介绍自己和他人的沟通技巧，和身肢体语言

礼貌和风度，机智和谋略，防止欺凌行为。

学会用礼貌的方式保护自己的观点，学会礼貌的拒绝。

在保证尊重我们自己传统文化的前提下，讨论东、西方文

化之间的差异。



Youth Etiquette
青少年礼仪

我们将对青少年用以一对一授课，家庭辅导课，文化整合训练，生活方式指导和咨询服务的方式，进行强化社交技能训
练培训，培训结束后将成颁发就证书:

Meeting & Greeting------------------会唔及问候语 

Hygiene & Grooming-------------------卫生和美容 

Deportment & Dress code---------仪态和着装要求 

Basic elocution------------------------基本发声法 

Behaviour in the home environment

---------------------------------在家庭环境的行为

Exercise & Nutrition--------------------运动与营养

Dining etiquette--------------------------餐饮礼仪

Respect---------------------------------------尊重 

Confidence & Fear---------------------信任与恐惧 

Bullying---------------------------------------欺凌 

Goals-----------------------------------------目标 

Managing money-------------------------资金管理

How to be a great leader and role model

--------------------------如何成为一个领导和榜样

Thoughtfulness---------------------------关心体贴

Being a positive student-------作为一个积极的学生 

Internet safety--------------------------互联网安全 

Cultural etiquette-------------------------文化礼仪

How to plan a birthday party

-----------------------------如何规划一个生日派对

Thank you card etiquette---------------感谢卡礼仪 



Business 
Etiquette
商务礼仪

文化差异和社会层次区别与当前西方礼仪的关系。

责任意识是雇员本身最重要的附加值，与自我介绍以及

在公司内移动的风格有关。

彬彬有礼的员工一定会赢得尊重，并经常被恭敬而庄重

的注视，并迅速激发其他人也这样做。

在竞争中，如何在阐述工作的复杂和艰巨以及完美效果

的同时，赢得礼遇和尊重。

适当着装、展现自信、商午用餐、公务出差行装整理，

商务会议的风度，男，女性的不同气场与处理、注意国

际文化的差异、如何在竞争中保持对局势的控制。

但如何避免在商务宴请文化差异的陷阱。

如何被看作是完美的男主人或女主人的公司和客户。

做生意的时候与其他人打交道，特别是适应的方式礼

貌，礼貌和优雅。



品味生活雅趣必须前往英国结合实际学习

品味生活雅趣

Savoir-Vivre  

什么是真正的英国贵族礼仪。

英国贵族礼仪与皇室礼仪的区别与限制。

鉴赏优秀的贵族文化和艺术史。

优质葡萄酒、花卉布置、法国奶酪和摩洛哥茶。

社会运动和休闲的生活方式，骑马、网球、马

球、交谊舞和更多的独特机会。

英国最好的季节活动、包括骏景园、亨利皇家赛

舟会、温布尔登网球锦标赛、打马球、莎士比露

天音乐节、切尔西花展、戈林德伯恩特权号歌

剧、朗香赛马、威尼斯假面舞会、巴黎舞会 。

Fashion  时尚

Jewellery   珠宝首饰

Hat maker  制帽商

Hand bags 手袋

Perfume  香水

Diamonds   钻石

Guns    臘枪

Country apparel  着装

Luxury gifts  奢饰品礼物

Bespoke stationary  特制随身用品

Books  书

Shoe maker  制鞋匠

Luxury motor cars   豪华轿车

Luxury yachts  豪华游艇

Cigars 雪茄

Paintings  油画

Watches  手表

World oldest barber  世界上最老的理发师

London’s oldest wine merchant  伦敦最古老的酿酒商

England’s oldest cheese shop  英国最传统的奶酪

Caviar and salmon  鱼子酱和三文鱼



2014国际礼仪课程表

日期 时间 课程 地点 费用

10月29日

9:30--12:30

9:30--12:30

中     午

中     午

下午2:30--4：00

下午2:30--4：00

11月9日

礼仪课（国际礼仪） 上海商城  五楼

波特曼大酒店 西餐

波特曼大酒店 西餐

上海商城  五楼

上海商城  五楼

上海商城  五楼

享受法式午宴 
（用学过的知识 体会西式用餐）

含西餐
含下午茶

每位（RMB)
3000

含西餐
含下午茶

每位（RMB)
3000

礼仪课（国际礼仪）

结束时赠送纪念品

礼仪课（国际礼仪）

享受法式午宴 
（用学过的知识 体会西式用餐）

礼仪课（国际礼仪）

结束时赠送纪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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