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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常识知多少？

1.最重要的客人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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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门 会议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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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常识知多少？

2.最重要的客人和主人应该坐在哪个位置上? 

D

C

司机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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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常识知多少？

3.在中国，最重要的客人、主陪、副陪应该坐在
哪个位置上? 

 

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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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讲礼仪：内强素质，外塑形象，增进交往，
个人形象代表着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公司。
         礼仪，1.礼节和仪表。 2.人们约定俗成，表示尊重
的各种方式。 
        天成集团作为农业产业化国家重点龙头企业，规模
大、影响大，接触面广，项目多，方方面面至始至终均会
涉及到礼仪。     

总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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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尊重为本。
   尊重领导，是一种天职；尊重同事，是一种本分；尊重下级，是一种美德；
    尊重客人，是一种常识；尊重对手，是一种风度；尊重所有人，是一种教养。

•礼仪：规范，礼仪是交往的艺术、沟通的艺术。
    看对象、分场合、讲规矩。礼仪一切出发点是对方，即以 
      对方为中心（目标），向对方恰当地表达尊重。

•礼仪要有操作性（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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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培训，让我们认识到礼仪的重要性；了解工作礼

仪的基本常识。

    培训之后，大家可能记不住几条，也可能记住了也不

照着做，因为：“麻烦”！但只要挑几个记住了、做到了，你

就会大不一样！！对你的人脉拓展，对你的事业大有助益

。

    另外，这也是一项工作准则，请大家记牢，灵活运用，

由被强制执行尽快地转化为自觉地行为习惯。

                                      

课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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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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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握手礼仪           十、餐饮礼仪 
      五、名片礼仪           十一、宴请座次礼仪
      六、行进礼仪           十二、会议座次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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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色原则：指服饰色彩在正规场合时，

全身的颜色不得多于三种,包括上衣、

下装、衬衫、领带、鞋和袜。当然这三

种颜色指的是三大色系，可以深浅不同。

着装原则

•仪表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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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看见一位男士迎面走过来，不用管他
的头衔、职位和名片，只要把他身上的颜色数
一数就明白了。

           三种颜色——正规军
           四种颜色——游击队
           五种颜色——比较傻
           五种以上——尤其傻

    男士没有女士那么多色彩斑斓的衣服可
以更换，只能做到细节的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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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定律

鞋子、腰带、公文包这三个地方的颜色应该一致，即为

三一定律。

通常都采用黑色，协调美观、搭配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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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装四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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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环？

发型？ 妆容？

指甲？

口袋？
裙子？

鞋子？

丝袜？

上衣？

头发保持干净，梳理有型，

刘海尽量不要遮住眼睛，不

披头散发，长发要用丝带或

夹子夹住
不宜在办公场所或公共场合化妆；在色彩

组合上，办公妆不要过分耀眼刺激，应在

视觉和心理上给人一种舒适和谐、赏心悦

目的美感；以暖色调为主，为使肤色更加

明快，可以选择粉红或橙红

所有手指不留长指甲，指甲保持干

净，不用鲜艳的指甲油，尽量透明

的指甲油，最好不涂

着职业套装（裙装），干净
得体，衬衣避免鲜艳的颜
色，不要穿着无袖的上衣
，切忌袒胸露背、透亮、
领口过低、过于怪异或露
脐。

上衣口袋里面放的东西
越少越好，外侧口袋不
放东西；

不要穿超短裙、牛仔裙或带穗的休

闲裙；裤子要整齐，不要穿过瘦的

裙子（裤子）；

必须穿袜子。高筒袜的上端应被裙
子盖住。袜子质地、颜色与裙子、鞋
的颜色要相配。不要穿带花、白色、
红色或其它鲜艳的袜子。长筒袜不
能有破损。

鞋子应与服装相配，不要穿露脚趾
的鞋；不要穿凉鞋去商务场合；颜
色不要过于鲜艳，鞋跟不要太高或
太细或有破损，鞋面要干净，装饰
物不宜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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裤边？

口袋？

领子？

皮鞋？

口气？

领带？

头发？

扣子？

脸？

头发保持干净，梳理整齐，不要
用刺激气味的发胶。男士要注意
定期修剪鼻毛，切忌让鼻毛露出
鼻腔。

剔须修面，保持清洁。清

洁卫生无分泌物,避免眼
睛布满血丝

参加重要活动以前，尽量
避免吃洋葱、大蒜和韭菜
等。要保持口气清新，牙缝
不要有食物残渣。

袖口？

衬衣袖口应露出1-1.5CM，扣
子要全，不炸线。

衬衫衣领应高出西装衣领

0.5CM-1cm

一般穿西装只扣第一个扣子，如
果是三个扣的西装，可以扣前两
个扣子，坐下时应解扣，站起后
随手将扣系上；

领带的长度为：领带的尖端

恰好触及皮带扣 西装上衣口袋里面放的东西越少

越好，外侧口袋不放东西；内侧口

袋除可以放钢笔、名片外，其他

的也不要放；西装裤子两只侧面

的口袋只能放纸巾、钥匙包，后

侧的口袋不放东西

裤子不得有褶，要有裤线，不要
太短，应盖住鞋面

男士的皮鞋应以深色为主，如黑

色、棕色或灰色，不要穿太陈旧的

皮鞋，要干净，跟不要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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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l1、要经常修剪指甲，特别注意手指甲缝中

不能留有污垢。

l2、千万不要留长指甲;

l3、西装袖子上的商标必须拆；

l4、正规场合尼龙丝袜和白色袜子男士不能

 穿！袜子的颜色要深于鞋的颜色，一般选择

黑色，袜筒的长度要高及小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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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l5、一粒扣西服：平时不用扣，或者扣上；

       二粒扣西服：不扣或扣上面一粒；

       三粒扣西服：扣上面两粒或中间一粒，

       或不扣； 

       双排扣西服：全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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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6、穿西装上衣系好衣扣后，领带应处于西装
     上衣与内穿的衬衫之间，穿西装背心、羊
     毛衫、羊毛背心时，领带应处于它们与衬
     衫之间。
7、穿多件羊毛衫时，——这种情况不合常规
    ，最好不要出现，应将领带置于最内侧的
     那件羊毛衫与衬衫之间，不要让领带逸出
     西装上衣之外，或是处于西装上衣与西装
     背心、羊毛衫、羊绒衫、羊毛背心之间，
     更别让它夹在两件羊毛衫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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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领带打法

平结

交叉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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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交叉结

•温莎
结

•双环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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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姿

1. 肃立
Ø 头正、颈直、双目平视、面容平和自然，两肩放松、稍向下沉，

躯干挺

Ø 直；

Ø 收腹，立腰、挺胸、提臀；双臂自然下垂于身体两侧、手指并拢

自然弯

Ø 曲，中指贴拢裤缝；

Ø 双膝并拢，两腿直立，脚跟靠紧，脚掌分开呈“V”字型，角度

呈45°

Ø 至60°。

Ø 肃立适用于合影，现场列队，隆重集会，如升旗、庆典、剪彩等

仪式。

•仪态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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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立

       女士：两脚并拢或两脚尖略展开，右脚在前，将右脚跟前于左

脚内侧；两手自然并拢，大拇指交叉，一手放在另手上，轻贴

在腹前；身体直立，挺胸收腹，身体重心可放在两脚上，也可

放在脚上，通过重心移动减轻疲劳，类同肃立。此种站姿适用

于接待人员、服务员，表示对客人的尊重与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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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l 站立时，切忌手插在衣袋里，无精打采或东倒西歪；

l 忌弯腰驼背，低头，两肩一高一低；

l 忌把其他物品作为支撑点，依物站立，更不要依靠；

l 双手忌做无意的小动作，更不要叉在腰间或抱在胸前；

l 腿忌不停地抖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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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姿

1. 基本要求

Ø 入座时要轻稳；

Ø 入座后上体自然挺直，双膝并拢，双腿弯曲，双肩

平正

Ø 放松．头正双目平视，面容平和自然；

Ø 坐在椅子上，应至少坐满椅子的2/3，一般情况下，

不要

Ø 靠背，休息时可轻轻靠背；

Ø 一般不翘二郎腿，除非您是大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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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女士坐姿

正坐式：双腿并拢，上身 挺直、坐下。

两脚尖并拢略向前伸，两手叠放在双腿

上，略靠近大腿根部。入座时，若是着

裙装，应用手将裙摆稍稍拢一下，然后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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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直式：

上身挺直，左腿前伸，右小腿

屈回，用脚掌着地，大腿靠

紧，两脚前后在一条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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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式：

上身挺直，坐正，腿向前方，左

小腿垂直于地面，全脚支撑，右

腿重叠于左腿上，小腿向里收，

脚尖向下。双臂交叉支撑左右腿

上。特别要注意将上面的小腿回

收，脚尖向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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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放式： 

坐在较低的沙发上时，若双腿垂

直放置的话，膝盖可高过腰，极

不雅观。这时最好采用双腿斜放

式，即双腿并拢后，双脚同时向

右侧或左侧斜放，并且与地面形

45度左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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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式：双腿并拢，双脚在踝部

交叉之后略向左侧斜放。坐在办

公桌后面、主席台上或汽车上

时，比较合适采用这种坐姿，感

觉比较自然、舒适。

Page 32



3.男士坐姿

正坐式：上身挺直、坐正、双腿

自然弯曲，小腿垂直于地面并略

分开，双手分放在两膝上或椅子

的扶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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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叠式:右小腿垂直于地面，左腿

在上重叠，左小腿向里收，脚尖

向下，双手放在扶手上或放在腿

上。

扶手式：如果坐在有扶手的沙发

上，入座后上体自然挺直，男士

可将双手分别搭在扶手上。

坐得正，一个人气势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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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礼仪

1.介绍的原则

   

  “尊者有优先了解权”，先介绍位卑者，后介绍

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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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介绍的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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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自我介绍

自
我
介
绍

职位高者与职位低者相识，职位低者应该先做自我介绍

男士与女士相识，男士应该先做自我介绍

年长者与年少者相识，年少者应该先做自我介绍

资深与资历浅的人士相识，资历浅者应该先做自我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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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介绍的称呼

Ø一般称呼：据国际惯例称男性为先生，称未婚女性为小姐，称已婚女

性为女士、夫人和太太；

Ø职务、职业称呼：根据行政职务、技术职称、学位、职业来称呼。如：

陈总、吴局长、王教授、刘工、陈博士、曹律师、龚医生。

Ø初次见面更要注意称呼：初次与人见面或谈业务时，要称呼姓+职务

，要一字一字地说得特别清楚；

Ø称呼对方时不要一带而过：交谈过程中，称呼对方时，要加重语气，

称呼完了停顿一会儿，然后再谈要说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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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握手时用力应适度，不轻不重，恰倒好处，握手的时间通

常以

l 3～5秒钟为好。

l 手握得紧是表示热情，男人之间可以握的较紧，甚至另一

只手

l 也加上，包括对方的手大幅度上下摆动，或者在手相握时，

左

l 手又握住对方胳膊肘、小臂甚至肩膀，以表示热烈、重托。

l 男性与女性握手时，往往只握一下女性的手指部分，不要

握住

l 不放，更不要双手。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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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礼仪

2.握手顺序

Ø男女之间，女士先；
Ø长幼之间，长者先；
Ø上下级之间，上级先；
Ø迎接客人，主人先；送走客人，客人先。

1.握手七要诀（握手原则）

尊者先出手、大方对虎口、眼睛看对方、

微笑加问候、力度六七分、三五秒就够、

男女都平等，微笑泯恩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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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不要用左手与他人握手，尤其是在与阿拉伯人、印度人

打交

l 道，因为在他们看来左手是不洁的

l 不要戴着手套握手，在社交场合女士的晚礼服手套除外；

l 不要在握手时戴着墨镜，患有眼疾或眼部有缺陷者除外；

l 不要在握手时将另外一只手插在衣袋里；

l 不要拒绝和别人握手，即使有手疾或汗湿、弄脏了，也

要和

l 对方说一下“对不起，我的手现在不方便”。以免造成

不必

l 要的误会。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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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女下属和男领导见面，怎么办？

2、领导到你家做客，怎么办？
      场合、角色。

问题与游戏



    原则

      1、双手递接。大拇指与食指托住名片，以对方能顺着读出
内容的方向递送才是正确的。

名片礼仪

      2、诵读。用双手接取对方递交的名片。接受时点头示意，
并轻声诵读姓名＋职务。

      3、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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递送名片流程图解

双手接收（2）

对方索要没有名片时，委婉说明（5）

认真仔细地阅读名片
（3）

客人递过来名片时（1）

然后放进上衣上部的口袋（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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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l1、名片谁先递？

    

l2、没带名片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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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l 名片好比是人的脸面，切记不可放在臀部的裤袋内。大

概
l 没有人会愿意把自已的脸被别人用屁股压住吧！
l  
l 名片不要和钱包、笔记本等放在一起，原则上应该使用

名
l 片夹，宜将名片置于左上方口袋；点桌，把玩名片都是

不
l 礼貌的。

l 必须起身接名片，接收后郑重地放入西装上衣口袋、或
名

l 片夹，不要遗忘在座位上，或不注意落在地上；在会唔
l 中，如有很多名片同时交换时，可在桌上将客人的名片

逐
l 一与他们的座位对应排好，便于认人。

l 名片有四忌：一忌炫耀，二忌过大，三忌过小，三忌香
味

l 同公司的尽量统一风格。5.5*9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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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进礼仪

2人同行时：右为尊，安全为尊；

3人同行时：中为尊；

4人同行时：不能并行，应分成两排，前排为尊；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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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礼仪

先入后出，安全方便

1、入电梯（如果有专人操作电梯？）
• 内有其它乘客：讲究先出后入，先让电梯里面的人出来，然后外
面的人再进入电梯，不要硬往电梯里面挤。 客人、上司优先。
• 内无其它乘客：领路者先入，按住“开”键，客人、上司次之，
工作需要，安全需要。

2、出电梯
• 应按住“开”键，请客人、上司先出，并指明该往哪个方向走。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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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下楼梯、扶梯时：靠右边、靠上为尊，行进时秘书
在左边。（右边靠墙，靠右走，安全。）

l 搭乘自动扶梯时，应保持良好姿势，并握住扶手。靠
边站立，让出一侧的通道给急需快速通过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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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 电梯内有专人操作电梯如何进出？

2、 进入房门，落座，谁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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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原则：少打少用。
2 . 要树立电话形象的意识，代表公司形
     象，个人形象。
3 . 接打电话四注意：
     A、时间空间选择：要考虑该不该，休
           息时间不打，节假日不打；公共场
           合不要大声打电话，甚至静音；
     B、通话态度：热情、谦和，亲切、舒适；
     C、通话时长内容：宜短不宜长，要做
           到长话短说，废话不说，想好再说；
     D、要懂得安全使用：空中，加油站，开
           车，另外通话时注意不讲机密信息。

电话礼仪
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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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人受话礼仪

    铃响不过三声，也不要一响接。拿起话筒

后，首先要问好，然后自报家门。五响后

接听电话要说抱歉。接听电话不可怠慢，

要面带微笑。

2.上级、客人在场，尽量不要接来电，实在不

行，要说对不起。这是一个教养问题。

3.要巧用、多用短信，尤其对上级。

电话礼仪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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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礼貌代接电话礼仪
        接电话时要尽可能问清事由，避免误事，如自己无法处理，

应该认真的记录下来, 办公室秘书应填写电话记录单，逐级阅
批。

        要诚实守信、按照原意转告，并注意不要对不相干的人提及
受话内容。

    5. 接到打错电话时要保持风度：不可大声怒斥，或用力挂断电
话，应礼貌告知对方，如有可能，帮助对方查询正确电话号
码，真得这样做了，也借机宣传了本单位以礼待人的良好形
象。

    6. 时刻注意：公话不要私用，并正确使用电话礼貌用语。
    7. 电话不要别裤带上。社会地位与裤带上的物品往往成反比。
    
   题外话：秘书要有主动汇报意识，用好电话，做好汇报。信
                息的有效流转对工作的促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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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谁先挂电话？
   
2、突然没电之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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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车礼仪

原则

右后为尊，安全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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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职司机：后排右侧为上宾席

小车

司机 C

DEF

B A

商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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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专职司机：副驾驶位置为上宾席

问题与游戏：表示尊重，为什么？（布什、普京），

            主人开车，舍命陪君子，电灯泡，打的。

A

BC

非专职司机 A

DEF

C B

非专职司机

双排四座轿车 三排七座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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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l 中巴主座在司机后边的第一排或第二排。第一排1号座位
    的位置是临窗的，如后面有空位，第一排座位一般就让
    领导一个人坐。然后从前往后依次坐开。普通面包车的
    右侧为过道，最右侧靠门座位实际上是辅助座位，既不 
    舒适，也不安全。 
l 吉普车上座是副驾驶座，因为吉普车底盘高，功率大，
    主要功能是越野，减震及悬挂太硬，坐在后排颠簸得厉害. 
l 若就1个领导，座次随他自己。若有  2个人乘坐，先让1号
   领导选择，若选择司机旁，就坐后排，若选择后排，就坐
   前排。若有3人乘坐，先让1号领导选择，依次选择。但服
   务人员坐面包车或中巴、大巴，应坐副驾驶位或尽量往后

   排就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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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司机不能吸烟、不能打电话、不能主动听音乐

   和广播，不能主动和乘客讲话，除非车内只有

   一个乘客。车内不能有杂乱装饰，不能放无关

   书籍（公司宣传资料除外），保持车内外洁净

  ，常备雨伞、矿泉水、应急车充。 

l 题外话：秘书、接待人员要与乘客保持良好沟

   通，很多工作是这个时候最合适做，要抓住宝

   贵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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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车

l主人夫妇驾车时，则主人夫妇坐前座，客人夫妇坐后座
，男士要服务于自己的夫人，宜开车门让夫人先上车，

然后自己再上车。 

l 女士登车不要一只脚先踏入车内，也不要爬进车里。
需先站在座位边上，把身体降低，让臀部坐到位子上，
再将双腿一起收进车里，双膝一定保持合并的姿势。

l 根据常识，轿车的前排，特别是副驾驶座，是车上最
不安全的座位。在社交场合，该座位不宜请妇女或儿童
就座。而在公务活动中，副驾驶座，特别是双排五座轿
车上的副驾驶座，则被称为“随员座”，专供秘书、翻

译、警卫、陪同等随从人员就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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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地铁时，往往需要对号入座
，座位可供选择的余地并不太大。基本的规矩是：
临窗的座位为上座，临近通道的座位为下座。与车
辆行驶方向相同的座位为上座，与车辆行驶方向相
反 的 座
位为下座。卧铺的下铺为上座。

• 上下车：乘坐轿车时，按照惯例，应当恭请位尊者
首先上车，最后下车。位卑者则应当最后登车，最
先下车。乘坐公共汽车、火车或地铁时，通常由位
卑者先上车，先下车。位尊者则应当后上车，后下
车。这样规定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便于位卑者寻找
座 位 ，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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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车时，为领导和客人打开车门的同时，左手固定车门，
右手护住车门的上沿（左侧下车相反），防止客人或领导碰
到头部，确认领导和客人身体安全进车后轻轻关上车门。下
车时，方法相同。如果很多人坐一辆车，那么谁最方便下车
谁先下车。无论是先上后上，还是先下后下，我们都要遵循
“方便领导、突出领导”的原则。 
• 特殊情况的上车次序。 如果我们外出办事，同去的人较多
，对方热情相送，这时候我们应在主动向对方道谢之后，先
上车等候。因为送别仪式的中心环节是在双方的主要领导之
间进行的，如果所有人都非要等领导上车后再与主人道别上
车，就会冲淡双方领导道别的气氛，而上车时也会显得混乱
无序。所以，如果大家是同乘一辆面包车，我们要先上车，
并主动坐到后排去。如果我们是分乘几辆轿车的话，则应上
到各自的车内等候，只需留下一个与领导同车的人陪同领导
道别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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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情况的下车次序。如果陪领导出席重要的欢迎仪式
，到达时对方已经做好迎接准备。这个时候一定要等领导
下车后我们再下车，否则就会有“抢镜头”之嫌。这种情
况领导如何下车呢？如果是面包车，由领导边上的人为开
门，再避到后排，为领导下车让出通道。如果是轿车，欢
迎的人群中自然会有人为领导开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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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1、司机应该前绕、后绕？

答案：

    若您一同与女士、长辈、上司或嘉宾在双排座轿  
车的后排上就座的话，应请后者首先从右侧后门上
车，在后排右座上就座。随后，应从车后绕到左侧
后门登车，落座于后排左座。到达目的地后，若无
专人负责开启车门，则应首先从左侧后门下车，从
车后绕行至右侧后门，协助女士、长辈、上司或嘉

    宾下车，即为之开启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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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虑客人口味与审美取向
   要做有心人，随时记着全体客
   人喜欢吃的 或个人喜欢吃的

•  满足客人尝鲜心理
   接待人员要注意介绍介绍本地
   新颖特色菜

  中餐点菜
         —针对性的投其所好
 

•餐饮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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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宴请规格，提供量
    力而行的最佳组合，做
    好预算，控制标准。
   （按单位接待标准执行）

•   不讲究排场，
    不能浪费，最简单的办
    法：N+1

中餐点菜
                   —量力而行、控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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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人私房菜

本地特色菜
（荆芥鲤鱼）

客人喜好菜
（猪蹄、鱼头

）

餐馆拿手菜

（黄焖鱼） ）

中餐点菜
       —注意菜肴的优先选配

                                           （考验接待人员，提前做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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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菜的禁忌

    职业禁忌（公务员，司机）：

    个人喜好禁忌；

    民族的：满族的不吃狗肉；

    宗教的：穆斯林通常不吃猪肉，并且不喝酒

    健康的：糖尿病不吃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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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使用禁忌

1．不“品尝”筷子。
2．不“跨放”筷子。
3．不“插放”筷子。
4．不“舞动”筷子。
5．不“滥用”筷子。

比如：横筷

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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匙 

1．用勺子取用食物后，应
立即食用，不要把它再次倒
回原处。
2．若取用的食物过烫，不
可用匙将其折来折去，也不
要用嘴对它吹来吹去。
3．食用匙里盛放食物时，
尽量不要把勺子塞人口中，
或反复吮吸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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碗 1．不要端起碗来进食，
尤其是不要双手端起碗
来进食。
2．食用碗内盛放的食物
时，应以筷、匙加以辅助
，切勿直接下手取用，或
不用任何餐具以嘴吸食。
3．碗内若有食物剩余时
，不可将其直接倒人口中
，也不能用舌头伸进去乱
舔。
4．暂且不用的碗内不宜
乱放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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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签

主要用来剔牙之用。
用餐时，尽量不要当
众剔牙。非剔不行时，
应以另一只手掩住口
部进行，切勿大张“血
盆大口”。剔牙之后，
不要长时间叼着牙签
。取用食物时，也不要
以牙签扎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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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l入座宜从左侧进入，右手轻拉椅背，慢慢入座。 

l周边的人要适当招呼，介绍菜品特色以及其他兴趣话
题，不要闷头猛吃。但同桌如有外宾，不用反复劝菜
，也不要为其夹菜。

l敬酒，是尊敬客人、烘托气氛、展示自我的需要，但
不要喝多、喝醉，这是工作状态，恣意而不能妄为。

l切忌拼酒、抢酒，注意酒后形象。

l餐后不宜当着客人面结帐，不能当面报价格和总价，
也不宜拉拉扯扯抢着付账，如真要抢着付账，应找适
当的时机悄悄地去结帐。

Page 81



接待人员在注意地餐前、餐中、餐后的
小动作。特别是送客时，应该提醒其所
携带或是寄存的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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宴请座次礼仪

 原则

Ø宴请时讲究以右为上，开会则以左为上。

Ø居中为上；面门为上；离门远为上（为什么？一
为安全，二是因近门则需要不时地开关门）；景观
好的位子为上。

Ø尊重惯例，内外有别，中外有别。

引子

坐，请坐，请上坐；茶，敬茶，敬好茶。

郑板桥，横联，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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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餐座次

  单桌宴请

    
                  

代表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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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桌 次桌

      

次桌

主桌

代表尊位 

两 桌 横 排

 

两 

桌 

竖 

排

  双桌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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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三 情况四

主
桌

4

32

54

3

主
桌

2

主
桌

3

2
  多桌宴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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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双陪（中外通用）

1 

2

5

4

6

3

2
34

1

代表主方

代表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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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单陪（主宾比较突出）

1

6

1

3

54

2

3 4

5
6

2

代表主方

代表客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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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嘉宾 6号嘉宾

副主陪

2号嘉宾1号嘉宾

4号嘉宾 3号嘉宾

8号嘉宾 7号嘉宾

主位

宴请席次安排－正常摆位

9号嘉宾 10号嘉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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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号嘉宾 6号嘉宾

副主陪

主人
2号嘉宾

4号嘉宾 3号嘉宾

8号嘉宾 7号嘉宾

主宾

宴请席次安排－主宾身份高于主人

9号嘉宾 10号嘉宾

Page 91



宴请客人和领导的区别

1

6

1

3

54

2

3 4

5
6

2

代表主方 代表客方

      宴请领导时，主方领导位于
主方1号位，面对房门位置，
作为主陪，宴请的领导在主宾

1号位，2号领导在1号主陪左
手，主客双方交叉依次坐开，
主陪的对面应坐主陪方人员。

      若领导与主陪职位一样，
一般主陪在主位。 

宴请席次安排－宴请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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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竞争对手尽量避免安排在一起，身份大体相同或同
一专业的可安排在一起以便谈话，如夫人出席，通常
把女方排在一起。 

l秘书应该引导就座。

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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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座次礼仪

原则

•  以右为上（遵循国际惯例）

•  居中为上（中央高于两侧）

•  前排为上（适用所有场合）

•  以远为上（远离房门为上）

•  面门为上（良好视野为上）

• 除了以上四项原则，针对不同的会场情况，还应该以使会议合

理、高效进行为原则来判断座位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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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中如何安排座次：

一般情况下，会议座次的安排分成两类：方桌会议和圆桌会议。

在方桌会议中，特别要注意座次的安排。如果只有一位领导，那么

他一般坐在这个长方形的短边的这边，或者是比较靠里的位置。就

是说以会议室的门为基准点，在里侧是主宾的位置。如果是由主客

双方来参加的会议，一般分两侧来就坐，主人坐在会议桌的右边，

而客人坐在会议桌的左边。

　

还有一种是为了尽量避免这种主次的安排，而以圆形桌为布局，就

是圆桌会议。在圆桌会议中，则可以不用拘泥这么多的礼节，主要

记住以门作为基准点，比较靠里面的位置是比较主要的座位，就可

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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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会议出席者的位置，要注意以下几点：

领导者(主持人、主席)要坐在所有与会人员都能看得清楚的位置。且其位
置要容易使用话筒、黑板、投影机等。

负责记录的人，为了清楚地看得见发言者，一般是坐在发言席的正前方。

列席人员。他们虽然能发言，但没有议决权。不是会议的正式成员。为不
妨碍会议的进行，是坐在会议正式人员的后方。

其余参加会议的人，要坐在能看清楚发言者、黑板、荧屏的地方，而且尽
可能看得到其他人的位置。如果必须指定座位时，桌子上要放置好姓名牌。

重要会议需要预先摆放座位卡或姓名牌，并根据职位高低或上司的意图准
确放置到位。

一般从右侧添水；上茶应密切关注会议进程，水少于水杯的二分之一处添
水，保持适当的频率。

在会议中的简短停顿中添水，总之要有眼色，还要干净麻利，切忌毛手毛
脚，慢慢吞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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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主席台座次的安排

主席台必须排座次、放名签，以便领导同志对号入座，避免上台之后互
相谦让。

对邀请的上级单位或兄弟单位的来宾，也不一定非得按职务高低来排，
通常掌握的原则是：上级单位或同级单位的来宾，其实际职务略低于主
人一方领导的，可安排在主席台适当位置就座。这样，既体现出对客人
的尊重，又使主客都感到较为得体。

左为上，右为下。

当领导同志人数为奇数时，1号首长居中，2号首长排在1号首长左边，
3号首长排右边，其他依次排列。

当领导同志人数为偶数时，1号首长、2号首长同时居中，1号首长排在
居中座位的左边，2号首长排右边，其他依次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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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领导人数为单数时：

    主要领导居中，2号
领导在1号领导左手位
置，3号领导在l号领导
右手位置。（这个没有
争议） 

• 主席台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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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领导人数为偶数时：
第一种：1、2号领导同时居中，
左为上，1号领导偏左，2号领导
在1号领导右手位置，3号领导依
然在l号领导左手位置。根据左为
上的说法。

第二种：1、2号领导同时居中，
2号领导依然在1号领导左手位置
，3号领导依然在l号领导右手位
置。

两种方法没有正确不正确之分，只是各个地区习惯不同。因
此，在实际情况中，看1号领导习惯。我们建议第二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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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上级汇报工作座位安排
（一）长条桌横对门时（对中间
一门或两边两个门）注：A为上
级领导，B为主方席 

（二）长条桌竖对门时

注：客方为上级领导或外来单
位，主方席（人面门站立右手
方为主方） （门望过去右边
是客人）

• 汇报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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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会见式座位安排

（特别是外宾，国际礼仪规范为右为上。Right  and left  ）

• 会见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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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影座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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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项

对上主席台的领导同志能否届时出席会议，在开会前务

必逐一落实。领导同志到会场后，要安排在休息室稍候

，再逐一核实，并告之上台后所坐方位。如主席台人数

很多，还应准备座位图。如有临时变化，应及时调整座

次、名签，防止主席台上出现名签差错或领导空缺，还

要注意认真填写名签，谨防错别字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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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勉

• 荀子：“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
礼则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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