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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职业礼仪与交往课教学设计 

 

          四川武胜万善职业中学    杨春 

课程名称：旅游职业礼仪与交往（1） 

授课教师 杨春 所在单位 四川武胜万善职业中学 

课程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授课对象 2018级旅游管理专业  

授课内容 第一章   总论       第一节   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教 学 内 容 提 要 时间分配及备注 

第一节   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一、中国礼仪的起源与发展 

（一）、中国礼仪的起源 

郭沫若在《十批评书.孔墨的批评》：“礼之起，其于祭神，其后扩展

而对人，更其后扩张而为吉、凶、军、宾、嘉等多种礼制。” 

（二）中国礼仪的发展 

1、礼仪的起源时期：夏朝以前（公元前 21 世纪前）原始社会中晚

期 

特点：简单和虔诚，没有阶级性。 

2、礼仪的形成时期：夏、商、西周三代（公元前 21世纪～前 771

年）进入奴隶社会 

特点：发展成为礼制，具有阶级性;“五礼”、《周礼》。 

3、礼仪的变革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 771～前 221年）奴隶

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型的时期 

特点：百家争鸣；理论上系统、完善；形式规范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管仲 

4、强化时期：秦汉到清末（公元前 221～公元 1911年） 

特点：成为区分等级的工具；在仪式和礼节上进一步完善；理论上

更加系统。 

5、现代礼仪的发展 

特点：逐步向体现平等、友好关系发展 

二、东、西方礼仪的差异 

（一）对待血缘亲情的态度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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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人重视家族和血缘，西方人相对较淡，独立意识强，将责任和

义务分得很清。 

（二）表达形式的差异 

东方人谦虚、含蓄，西方人直率、坦诚。 

（三）礼品馈赠的差异 

东方人注重礼尚往来，礼数繁多，西方人不轻易送礼，方式较简单。

重视包。 

（四）对待老人的态度差异 

东方人尊老、敬老，处处让老；西方仍不服老。 

（五）时间观念的差异 

西方人守时，时间观念强；东方人相对较淡抹。特别是中国人。 

（六）对待隐私权的态度差异 

西方人保护个人隐私的观念强，东方人更善于过渡关心别人。 

三、礼的概念与内涵 

（一）礼、礼貌、礼节、礼仪 

1、礼：是人际间乃至国际交往中，相互表示尊重、亲善和友好的行

为。 

2、礼貌：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相互表示敬意和友好的行为准则和精

神风貌，是一个人在待人接物时得外在表现。它体现了时代的风尚遇道

德水准。 

3、礼节：是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在交际场合中，相互表示

问候、致意、祝愿、慰问以及给与必要的协助与照料的惯用形式。 

4、礼仪是人们在各种社会的具体交往中，为了相互尊重，在仪表、

仪态、仪式、言谈举止等方面约定成俗的、共同认可的规范和程序。 

（二）礼、礼貌、礼节、礼仪之间的关系 

礼是一种社会道德规范，是人们社会交往中行为规范。礼、礼貌、

礼节、礼仪都属于你的范畴，礼貌时表示尊重的言行规范，礼节是表示

尊重的惯用形式和具体要求，礼仪是由一系列具体表示礼貌的礼节所构

成的完整过程。三者虽然名称不同，当时都是人们在相互交往中表示尊

敬、友好的行为，其本质都是尊敬人和关心人。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

分。有礼貌之心而不懂礼节，容易失礼；知道礼节而流于形式，充其量

是客套。 

四、礼仪的功能 

（一）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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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已通过评价、劝阻、示范等教育形式纠正人们的不良行为习惯，

指导人们按礼仪规范的要求去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生活。 

（二）沟通功能 

在人际交往中，交换双方只有按照礼仪的要求，才能更有效地向交

往对象表达自己的尊敬、敬佩、善意和友好，人际交往才可以顺利进行

和延续。 

（三）协调功能 

礼仪的原则和规范，约束着人们动机，指导着人们立身处世的行为

方法。 

（四）塑造功能 

礼仪在行为美学方面指导着人们不断的充实和完善自我，并通过直

观的形式体现出来，被交往对象所接受，给交往对象留下良好的印象。 

（五）维护功能 

由于礼仪能使人们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和他人友好的相处，能

促进人们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家庭的安宁、邻里之间的和睦、同事之

间信任，都依赖于人们共同遵守礼仪规范。 

 

教学目的及要求 了解和掌握礼仪的起源与发展；东西、方礼仪的差异；礼的相关概

念和礼仪的功能。 

 

教学重点与难点 难点：礼仪发展到各个阶段时的特征。礼的相关概念之间关系。 

重点：利益的起源与发展；礼仪的概念和功能。 

教学手段 讲述、示范、演示、对比 

参考资料 《酒店礼仪》，张文编著，华南课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酒店礼仪》，李光、达明编，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现代礼仪教程》，胡锐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社交礼仪教程》，金正昆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课后小结  

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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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旅游职业礼仪与交往（2） 

授课教师 杨春 所在单位 四川武胜万善职业中学 

课程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授课对象 2018级旅游管理专业  

授课内容 第二节 旅游礼仪的特征与原则   第三节  旅游工作者礼仪修养的意

义、准则及培养途径 

教 学 内 容 提 要 时间分配及备注 

第二节 第二节  旅游礼仪的特征与原则 

一、旅游礼仪的特征 

（一）广泛性 

工作的涵盖面广：食、宿、行、游、购、娱。 

1、     服务对象复杂：不同的国家、民族、职业、性别、年龄。 

（二）实用性 

具体应用于对客服务的程序、操作规范中。 

（三）共同性 

都体现着对客人的尊敬、友好。 

（四）灵活性 

，要根据不同的对象，应用符合服务对象文化背景的礼仪规范。 

二、旅游礼仪的原则 

（一）尊重原则 

尊重是礼仪的核心。服务要把客人放在首位，并让宾客满意。在客

人所有的需求中，求尊重是最强烈的。 

（二）一视同仁的原则 

不公平待遇最容易让客人的自尊心受到伤害。服务要体现对客人的尊

敬，就要公平对待所有的客人。 

（三）热情原则 

热情是友好、善意、尊敬、对工作热爱的外在表现。做到有问必答、

有呼必应、手勤脚勤。 

（四）合宜原则 

把握交往的尺度和距离。谈话的内容、身体的距离、热情的强度都

要合适 

（五）宽容原则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是为人处世的最高表现，是尊重客人的具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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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 

（六）自律原则 

自觉地去应用礼仪规范和遵守礼仪规范，因为服务工作基本上都是

在领导没有在服务现场的情况下进行的。 

第三节  旅游工作者礼仪修养的意义、准则及培养途径 

一、旅游工作者礼仪修养的意义 

（一）礼仪修养反映了一个国家的形象 

外国客人通过与其接触的旅游工作者来评价、判断一个国家或一个

地区的文明程度和精神风貌。 

（二）礼仪修养是旅游优质服务的关键 

礼仪修养是服务质量的重要标准,是影响顾客评价服务质量的要素。 

（三）礼仪修养是解决旅游服务纠纷的润滑剂 

礼仪能让顾客产生好感、消除怨气和矛盾。 

（四）礼仪修养能改善企业的内部经营环境 

有利于员工之间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部门之间的协作关系，能更

好的保证服务质量和提高效率 

（五）礼仪修养有利于员工的个人发展 

礼仪体现了一个人良好的个人修养，传达了对交往对象的尊重，是现代

社会的通行证。 

   二、旅游工作者礼仪培养途径 

（一）加强道德修养 

礼仪属于道德范畴，但道德修养得到提高以后，会懂得尊重他人的

重要性，会更加自觉地去学习礼仪和遵守礼仪。 

（二）提高文化素质 

礼仪是综合性极强的学科，涉及公共关系学、传播学、美学、民俗

学、社会学等许多学科。 

（三）自觉学习礼仪知识，接受礼仪教育 

     只有掌握了礼仪知识以后，才知道怎样去应用，才能更好的去表达。 

（四）积极参加礼仪实践 

在实践中巩固、实践中改进和提高。 

（五）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把交际礼仪规范变成个心中的稳定成分，自如地灵活应用 

教学目的及要求 熟悉和掌握旅游礼仪的特征、原则、意义和培养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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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旅游礼仪的特征和意义。 

 

教学手段 讲授、示范法、案例法、角色扮演法、情景模拟法。 

参考资料 《酒店礼仪》，张文编著，华南课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酒店礼仪》，李光、达明编，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现代礼仪教程》，胡锐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社交礼仪教程》，金正昆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课后小结  

 

作业 1．简述旅游礼仪的原则、特征。 

2．旅游工作者礼仪修养的意义是什么? 

3．什么是修养?养成良好礼仪修养有哪些途径? 

4．礼仪修养要遵循的原则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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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旅游职业礼仪与交往（3） 

授课教师 杨春 所在单位 四川武胜万善职业中学 

课程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授课对象 2018级旅游管理专业  

授课内容 第二章  基本社交礼仪    第一节 见面礼与介绍 

教 学 内 容 提 要 时间分配及备注 

第二章  旅游接待人员基本社交礼仪 

第一节  见面与介绍 

一、见面礼节 

（一）问候礼节 

 1、称呼 

（1）职务称呼；（2）以姓或姓名加“同志”、“先生”、“夫人”、

“小姐”的称呼；（3）当不知对方职务或姓名时，可用一般称；（4）

以职业为特点的职业称呼； 

2、握手礼 

（1）握手礼的应用时机 

感谢、慰问、道歉、祝贺、欢迎、告别等时候。 

（2）握手礼的应用要领 

①握手礼的正确姿势； 

握手要注意姿势，一般在距离对方约一米左右的地方站立，上身略

微前倾，自然伸出右手，四指并拢，拇指张开，掌心向上或略微偏向左，

手掌稍稍用力握住对方的手掌，握力适度，上下稍许晃动几下后松开。

握手时要注视对方，面露笑容，以示真诚和热情，同时讲问候语或敬语。 

②握手礼的顺序； 

在公务场合，先后顺序主要取决于职位、身份，社交场合和休闲场

合主要取决于年龄、性别和婚否。一般来说，握手的基本顺序是：主人

与客人之间，客人抵达时主人应先伸手，客人告辞时由客人先伸手；年

长者与年轻者之间，年长者应先伸手；身份、地位不同者之间，应由身

份和地位高者先伸手；女士和男士之间，应由女士先伸手。 

③握手礼的力度； 

男士和女士握手一般不能握得太紧，但老朋友可以例外，但也不能

握痛对方的手。 

④握手礼的时间. 

 

2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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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手的时间长短应根据双方的身份和关系来定，一般时间约为 1～3

秒。 

⑤握手礼的禁忌 

A．握手时不要将左手插在裤袋里，不要边握手边拍人家的肩头，

不要在握手时眼看着别处或与他人打招呼，无特殊原因不用左手握手，

人在一起时避免交叉握手。 

B．要站着而不能坐着握手，年老体弱或者有残疾人除外。 

C．如果戴有手套，要把右手上的手套脱下，妇女有时可以不脱手套。

D．一般情况下不能拒绝别人伸出来的手，拒绝握手是非常失礼的

但如果是因为感冒或其他疾病，或者你的手脏，也可以谢绝握手。 

3、鞠躬礼 

（1） 鞠躬礼的应用时机 

和握手礼基本相同，只是更多地运用于东方人的交往中。 

（2） 鞠躬礼的应用要领 

①鞠躬的深度视受礼对象和场合而定。一般问候、打招呼时施 15 度

左右的鞠躬礼，迎客与送客分别行 30 度与 45 度的鞠躬礼，90 度的大鞠

躬常用于悔过、谢罪等特殊情况。 

 ②行鞠躬礼必须脱帽。用右手握住帽前檐中央将帽取下，左手下垂行

礼，用立正姿势。男士在鞠躬时，双手放在裤线稍前的地方，女士则将

双手在身前下端轻轻搭在一起。注意头和颈部要梗住，以腰为轴上体前

倾，视线随着鞠躬自然下垂，礼后起身迅速还原。敬礼时要面带微笑，

施礼后如欲与对方谈话，脱下的帽子不用戴上。 

③受礼者应以鞠躬礼还礼，若是长辈、女士和上级，还礼可以不鞠

躬，而用欠身、点头、微笑示意以示还礼。 

4、拥抱礼 

（1）拥抱礼的应用时机 

西方人在见面时、告别时、祝贺时应用。 

（2）拥抱礼的应用要领 

拥抱礼的标准做法是：两人正面对立，各自举起右臂，将右手搭在

对方的左臂后面；左臂下垂，左手扶住对方的右后腰。首先向左侧拥抱，

然后向右侧拥抱，最后再次向左侧拥抱，礼毕。拥抱时，还可以用右手

掌拍打对方左臂的后侧，以示亲热。 

5、拱手礼 

（1）拱手礼的应用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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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在传统节日时，相互祝贺、慰问。 

（2）拱手礼的应用要领 

指两手抱拳致意。施礼时，一般以左手包握在右拳上，双臂屈肘

拱手至胸前，自上而下，或自内而外有节奏地晃动二三下。 

6、合十礼 

（1）合十礼的应用时机 

佛教徒之间相互表示慰问、友好是运用。 

(2)合十礼的应用要领 

又称合掌礼，即把两个手掌在胸前对合，掌尖和鼻尖齐高，手掌向

外倾斜，头咯低，兼含敬意和谢意双重意义。 

二、介绍： 

(一)自我介绍。 

1、自我介绍的时机 

自我介绍要寻找适当的机会，如，当对方正与人亲切交谈时，此时

不宜走上前去进行自我介绍，以免打断别人的谈话，在对方有兴趣、有

需要时适时介笋。而当对方一个人独处或者与人闲谈时，不妨见缝插针，

抓住时机进行自我介绍。 

2、自我介绍的方法 

自我介绍要根据不同场合、对象和实际需要有目的、有选择性地进

行介绍，不能够千人一面。一般性的应酬，介绍要简单明了，通常介绍

姓名就可以了。工作性的自我介绍还要介绍工作单位和具体从事的工作。

社交性的自我介绍则还需进一步介绍兴趣、爱好、专长、籍贯、母校、

经历及与交往对象某些熟人的关系等，以便进一步交流和沟通。 

 (二)他人介绍。 

1、为他人介绍的时机 

为他人介绍，通常是介绍不相识的人相互认识，或者把一个人引见

给其他人。 

2、为他人介绍的方法 

①征求意见 

②姿势：介绍别人时，手势动作要文雅，无论介绍哪一方，都要五

指并拢，掌心向上，指向被介绍一方。切记不要手指尖朝下，因为朝下

是矮化对方的肢体语言。同时，不要以单指指人。 

3、为他人介绍的顺序 

①先把男士介绍给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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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先把晚辈介绍给长辈； 

③先把职位低者介绍给职位高者； 

④把客人介绍给主人； 

⑤将晚到者介绍给早到者。 

三、名片的是用礼节 

  （一）名片的使用的时机 

   多用于社交场合、公务场合和交往对象初次见面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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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名片的使用的要领 

1、送名片的要领 

①应事先把名片准备好，放在易于取出的地方。 

②向对方递送名片时，要用双手的大拇指和食指拿住名片上端的两

个角，名片的正面朝向对方，以便对方阅读，以恭敬的态度，眼睛友好

地注视对方，并用诚挚的语调说道：“这是我的名片，请多联系”，或“这

是我的名片，请以后多关照”。 

③同时向多人递名片时，可按由尊而卑或者由近而远的顺序，依次

递送。以独立身份参加活动的来宾，都应该递送名片，以免使人有厚此

薄彼之感。要特别忌讳向一个人重复递送名片。 

④初次相识，双方经介绍后，如果有名片则可取出名片送给对方。

如果是事先约定好的面谈，或事先双方都有所了解，不一定忙着交名片，

可在交际结束、临别之时取出名片递给对方，以加深印象，表示愿意保

持联络的诚意。 

2、接受名片的要领 

①接受他人的名片时，应尽快起身或欠身，面带微笑，眼睛要友好

地注视对方，并口称“谢谢”，使对方感受到你对他的尊重。 

②接过名片后，应认真阅读一遍，最好将对方的姓名、职务轻声地

念出来，以示敬重，看不明白的地方可以向对方请教。要将对方的名片

郑重收藏于自己的名片夹或上衣口袋里，或者办公室显著的位置。 

③妥善收好名片后，应随之递上自己的名片。如果自己没有名片或

者没带名片，应当首先向对方表示歉意，再如实说明原因，如“很抱歉，

我没有名片”。对不起，今天我带的名片用完了”。如果接受了对方的名

片，不递上自己的名片，也不解释一下原因，是非常失礼的。 

④接受了对方的名片，不要看也不看一眼就放入口袋，或者随手放

在一边，也不要将其他东西压在名片上，或拿在手里随便摆弄。 

 

 

 

教学目的及要求 熟悉和掌握见面礼仪的使用方法 

教学重点与难点 1、握手礼的伸手顺序  ；2、为他人介绍的内容和顺序。 

教学手段 讲授、示范法、案例法、角色扮演法、情景模拟法。 

参考资料 《酒店礼仪》，张文编著，华南课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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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礼仪》，李光、达明编，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现代礼仪教程》，胡锐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社交礼仪教程》，金正昆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课后小结  

作业 1．交换名片时应注意哪些礼貌礼节? 

2．如何进行自我介绍?如何为他人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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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名称：旅游职业礼仪与交往（4） 

授课教师 杨春 所在单位 四川武胜万善职业中学 

课程类型 理论课 授课时间  

授课对象 2018级旅游管理专业  

授课内容 第二章 基本社交礼仪   第二节拜访与接待礼仪   

教 学 内 容 提 要 时间分配及备注 

第二节  拜访与接待礼仪 

一、拜访与接待的概念 

（一）拜访 

拜访又叫拜会。是指前往他人的单位或住所去会晤、探望对方，进

行接触的活动。 

（二）接待 

1、迎客；2、待客；3、送客三个环节。 

二、拜访与接待礼仪 

（一）拜访礼仪 

1、实现有约； 

去他人的工作单位和住所拜访，可以提前写信、打电话或者口信预

约并把拜访的目的告诉对方。 

2、选择恰当的时间； 

到工作单位拜访，最好不要选择星期一，因为星期一是一周的开始，

往往是大家最忙的时间。如果是到家里访友，时间最好安排在节假日的

下午或晚饭以后。尽量避开对方用餐时间，除非是对方请你赴宴。晚上

访友不宜太晚，以免影响主人家的休息。 

3、认真准备； 

在拜访之前，应根据访问的对象、目的、场所等，将自己的衣饰、

容颜适当地修饰一番。注意仪表仪容端庄，容光焕发。 

4、遵时守约；要按事先预定的时间如期赴约，不能迟到，也不要早

到。按双方约定的时间准时到达最得体。一般比约定时间早或迟到两三

分钟，原则上也是允许的。     

5、进门有礼； 

拜访时，进门之前应先敲门或按门铃。按门铃的时间不要太长，敲

1课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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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声也不要太大，只要主人能够听到就可以了；待主人请你进房时，方

可入内；进房前，应礼貌地询问是否要换鞋；随身的外衣、雨具以及携

带的礼品或物品，应放在主人指定的地方；主人开门之后，如未邀请入

室，不要擅自闯入。如果入室之后，主人没请你脱下外衣或就坐，则表

示主人不打算留客，你应简短说明来意后立即离去。 

6、做客有方； 

进门后，应主动向所有相识的人(包括主人的家人或先到的客人)打招

呼、问好。如主人没有向你介绍其他客人，不可随便打听其他客人与主

人是什么关系，也不要主动与其他客人亲昵地攀谈或乱插话，不要喧宾

夺主。主人请你入座时，应道声“谢谢”，不要自己找座位，要根据主人

的邀请，坐在主人指定的座位上。拜访时态度要诚恳大方，言谈要得体。

没有主人邀请，不应该提出参观主人的房间，更不应该到处乱闯，特别

不应该随便进入卧室。即使是比较熟悉的朋友，也不要去触动主人的物

品和室内陈设、书籍。对主人家的个人生活和家庭情况不要过度关心，

否则也是不礼貌的。 

7、适时告辞。 

拜访的时间不宜过长，当宾主双方都谈完该谈的事，叙完该叙的情

谊之后，就应及时起身告辞。 

 告辞时应对主人的款待表示谢意。并说一些“打扰了”、“添麻烦了”、

“谢谢”之类的客套语。如有必要，还应根据对象和实情说“请你以后

多指教”、“希望以后多多合作”等等。若主人的长辈在家，应先向长辈

告辞；若主人处还有其他客人，也要礼貌地道别。出门后应主动请主人

留步，礼谢远送。 

（二）迎送礼仪 

1、精心准备； 

应清扫整理房间；其次，根据客人年龄、性别、爱好，备好茶水、

果品和点心等待客的必备物品。公事拜访还要准备客人所需要的资料。

第三，要做好个人仪表的准备。衣着要整洁、大方。第四，根据需要，

还可以做膳食、住宿和交通工具的准备。 

2、热情迎客；对于来访的客人，主人可根据情况亲自或派人到大门

口、楼下、办公室或住所门外迎接。对来自远方的客人，应主动到车站、

码头、机场迎接。 

客人到来时，要立即请客人入室，室内的人都应起身相迎，不应端

坐不动随便请客人自己进来，这样会使客人感到不受重视。对家人、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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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好友或同事，也要一一介绍，以表现出友好的态度。然后安排客人就

坐，应把最佳的“上坐”位置让给客人坐。客人进屋后，主人要协助客

人把携带的物品放好。 

为客人上茶，茶水要浓度适中，一般斟在六七成满较为适宜。茶与

果品应双手送上，烟要亲自为客人点火。 

3、周到待客； 

待客之礼，应是主动、热情、周到，善解人意。 

4、礼貌送客。如客人提出告辞时，主人应婉言相留。如客人执意要

走，也要等客人起身告辞时，主人再站起来相送。如果是非常熟悉的朋

友，一般送到大门口、楼下，与客人说“再见”或“欢迎下次再来”的

礼貌用语，目送客人远去，再返身回屋。如果是远道的朋友送行，要送

到车站、机场或码头，要等火车、飞机、汽车或轮船开动后再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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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的及要求 了解拜访和接待的基本礼仪规范； 

 

教学重点与难点  

 

教学手段 讲述、情景模拟。 

参考资料 《酒店礼仪》，张文编著，华南课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 年版。 

《酒店礼仪》，李光、达明编，伊犁人民出版社，2000 年版。 

《现代礼仪教程》，胡锐主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 年版。 

《社交礼仪教程》，金正昆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课后小结  

作业 拜访要注意哪些礼节?如何接待好来访的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