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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 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成人教育分会、美国国际认证协会北京

代表处联合提出。

本标准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成人教育分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美国国际认证协会北京代表处、华夏盛德科技发展

（上海）有限公司、北京甦学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北京天地人学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上海获尊教育科技中心

本标准起草人：沙江、杨扬、胡素、文泉、郭品禾、闵文霞、王睿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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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2018 年 9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教

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比拼的是

综合实力，需要全方位的发展，需要大量高素质人才支撑。”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

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我们正处于社会经济转型阶段，打造高质量发

展模式，培育市场新动能，提高科技水平，提升国家竞争力，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均需要培养大量高素质人才，提升国民整体素养。

2021 年 9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

“人才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

振兴靠人才。我们必须增强忧患意识，更加重视人才自主培养，加快

建立人才资源竞争优势。”

礼仪素养的提升，是人类文明提高的重要标志，是适应时代发展，

促进人才综合素质提高的重要途径，也是中华民族重要传统美德之一，

教育家孔子曾说：“不学礼，无以立。”中国向来以礼仪之邦自居。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国际接轨的步伐越来越快，

礼仪教育作为社会教育的分支学科，对培养高素质优秀人才有着十分

重要的意义。

本标准的建设目的，是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

改革的一系列部署，加强人才自主培养，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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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更多具有工匠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推动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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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仪培训师专业能力测评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制定了礼仪培训师专业能力测评规范，适用于礼仪培训师

培训的认证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

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3 术语与定义

3.1 礼仪教育 Etiquette education

礼仪教育是培养人们遵守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为了相互尊重，在

仪容、仪表、仪态、仪式、言谈举止等方面约定俗成的，共同认可的

行为规范 。

3.2 礼仪培训师 Etiquette trainer

通过示范、讲解、演练等手段帮助学员接受礼仪教育，或增进知

识，或提高技能，或转变心态，或养成习惯的专业礼仪教育培训人员。



2

4 专业等级和要求

本规范将礼仪培训师分为初级礼仪培训师、中级礼仪培训师、高

级礼仪培训师三个等级，并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学习目标、核心知识点

和能力要求。

4.1 初级礼仪培训师

4.1.1 学科知识要求

本级别内容适合于对礼仪专业知识感兴趣的知识探索者、教师、

家长、礼仪讲师以及有志从事礼仪教育者、想要增加就业技能，提升

个人礼仪素养的相关从业者等。

4.1.2 学习目标

通过学习，了解礼仪的基本知识、掌握礼仪培训人员的仪表形象

设计、养成礼仪培训人员的谈吐风仪。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了解礼仪的基本知识、不同文化背景下礼仪的发展

趋势。

2.能力目标：熟练掌握礼仪形象设计（包括礼仪与发型设计、面

容修饰、服饰搭配、举止仪态）、掌握一定的人际沟通技巧。

4.1.3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初级礼仪培训师主要包括 5 个核心知识点和与之相对应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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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如表 1 所示。

表 1 初级礼仪培训师核心知识点和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礼仪基本知识
熟练掌握礼仪的起源与发展、内涵与特征、功

能、分类标准等知识点。

2 礼仪与和谐文化

了解礼仪形象在团队协作中的重要作用、礼仪

中的公关意识、礼仪与个人修养的关系等知识

点。

3 国际礼仪与沟通全球化

了解经济全球化对沟通带来的影响、东西方礼

仪文化诉求相异性问题、国际大融合背景下的

礼仪文化发展趋势。

4 社交形象与礼仪

掌握礼仪形象与发型设计、礼仪形象与面容修

饰、礼仪形象与服饰搭配、礼仪形象与举止优

雅四项技能。

5
言语表达艺术与交流中

的体态语言

掌握交际语言的要领、言语沟通的艺术、交流

中的体态语言、演讲语言的技巧等。

4.2 中级礼仪培训师

4.2.1 学科知识要求

本级别内容适合于已经通过初级礼仪培训师等级认证，并有意提

升礼仪培训水平的教师、家长、礼仪讲师、企业培训师、企业中从事

客户服务各级别管理人员、对客户服务管理工作感兴趣的各界人士、

相关从业者等。



4

4.2.2 学习目标

学习各类礼仪专业知识并能够在实际中应用。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学习日常社交礼仪、家庭礼仪、国际商务礼仪、国

际仪式礼仪、国际大型会议礼仪、外交礼仪、涉外服务礼仪的原则、

定义等专业知识。

2.能力目标：掌握日常社交礼仪、家庭礼仪、国际商务礼仪、国

际仪式礼仪、国际大型会议礼仪、外交礼仪、涉外服务礼仪的实际运

用。

4.2.3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中级礼仪培训师主要包括 7 个核心知识点和与之相对应的水平

要求。如表 2 所示。

表 2 中级礼仪培训师核心知识点和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日常社交礼仪

熟练掌握会面礼仪、电话礼仪、饮食礼仪、馈

赠礼仪、购物礼仪、娱乐礼仪、交通礼仪、文

化礼仪、体育礼仪、文书礼仪等日常社交礼仪

规范。

2 家庭礼仪

了解家风、家教、家道、家业的含义；了解重

建家庭礼仪的意义、了解现代家庭礼仪的建设

内容。

3 国际商务礼仪实务
熟练掌握国际商务活动中的个人礼仪、国际商

务办公场所礼仪、国际商务交往礼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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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仪式礼仪

熟练掌握签约仪式礼仪、开业仪式礼仪、剪彩

仪式礼仪、交接仪式礼仪、庆典仪式礼仪等国

际仪式礼仪规范。

5 国际大型会议礼仪

熟练掌握国际会议礼仪、国际展览会礼仪、国

际洽谈/谈判礼仪、国际新闻发布会礼仪、国际

赛事礼仪等国际礼仪。

6 外交礼仪

了解外交礼仪的定义、外交礼仪的原则；熟练

掌握外交礼仪的主要内容、外事工作人员礼仪

修养。

7 涉外服务礼仪

了解服务礼仪概述；熟练掌握涉外酒店服务礼

仪、餐饮业服务礼仪、商场服务礼仪、旅行社

服务礼仪、交通行业服务礼仪、金融业服务礼

仪、会展服务礼仪等涉外服务礼仪规范。

4.3 高级礼仪培训师

4.3.1 学科知识要求

本级别内容适合于已经通过中级礼仪培训师等级认证，立志成为

一线职业讲师者，或有意提升礼仪培训水平的教师、家长、礼仪讲师、

企业培训师、企业中从事客户服务的各级别管理人员、对客户服务管

理工作感兴趣的各界人士、相关从业者等。

4.3.2 学习目标

通过理论学习和实操，理解并掌握礼仪培训的方法和教学技巧。

具体学习目标如下：

1.知识目标：掌握礼仪培训师的职业形象、心理素质、语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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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和互动技巧等相关知识；

2.能力目标：熟练运用教学技巧、能够独立完成礼仪培训师教学

任务。

4.3.3 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高级礼仪培训师主要包括 7 个核心知识点和与之相对应的水平

要求。如表 3 所示。

表 3 高级礼仪培训师核心知识点和水平要求

序号 核心知识点 水平要求

1
礼仪教育实践之

学生礼仪

熟练掌握幼儿礼仪、小学生礼仪、初中生礼仪、

高中生礼仪和大学生礼仪等学生礼仪教育规

范。

2
礼仪教育实践之

教师礼仪

了解并掌握教育活动的礼仪效应、教师的形象

设计、教师的与人交往艺术、教师在特定场合

礼仪规范。

3 仪式礼仪

仪式礼仪应用在当代日常生活中与幸福力的关

系，通过日常仪式的设计与开发，引领和指导

使用者在关系的链接、组织的凝聚，家庭的和

谐等各个场景下的仪式教学体验，主要包含：

仪式亲子课题、仪式进企业课题、仪式促关系

课题、仪式进校园课题等系列教学。

4 服务效能

礼仪在企业服务效能提升领域的教学与应用，

探究不同场景、关系及属性的礼仪应对，开发

出贴合企业与客户关系往来的实战课程，编写

出能为企业的商业发展带来实用价值的礼仪应

用效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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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国学礼仪

了解并掌握学礼修身的方向、中华礼学脉络与

基本仪规、中华礼学的三个哲学层次、礼学经

典语句在授课中的使用。

6 礼仪与美育修养

研究中国女性深层次对美的需求，融合心灵、

精神、体态、健康持续出品当代女性美育应用

课题的新模型，新案例及教学方法实施。

7 国际礼仪教育
了解并掌握礼仪教育的方法、礼仪教育的实施、

礼仪教育的推广。

5 测评和评价

本规范以礼仪培训师等级所确定的学习目标、核心知识点和能力

为依据，针对不同级别学生的学习内容，设立了礼仪培训师培训阶段

性学习效果检测和评价的机构、原则、方式、内容以及标准。

5.1 测评和评价机构

礼仪培训教育的测评和评价机构主要由专家委员会和评测服务

管理部组成。具体组成与分工如下：

1.专家委员会

专家委员会由教育理论专家、技术专家、教学专家组成。教育理

论专家是指从事礼仪培训研究工作的知名专家学者，主要负责检测和

评价的理论指导；技术专家是指从事礼仪培训技术研究的专业人员，

主要负责检测和评价的技术指导和论证；教学专家是指长期在一线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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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礼仪培训普及教育的优秀教师，主要负责全国各地礼仪培训师培训

开展情况的实情反馈，落实相关标准的推广工作等。

2.评测服务管理部

评测服务管理部是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成人教育分会开展全国

礼仪培训师专业能力等级评测的普及和管理机构，负责全国各地评测

服务中心的指导和日常管理等工作，包括发展以市为单位的服务中心、

标准化评测点的管理、评测师的考核和认证等。各市级服务中心负责

当地礼仪培训师等级评测工作培训的组织、相关证书的发放等。

5.2 检测和评价原则

礼仪培训师检测的客观题由网上人工智能系统统一评测，遵循开

放性、规范性、客观性的原则，从专业技能、胜任力和价值观三个方

面的综合测评，并形成专业测评报告，向参测者提出科学、客观实用

的测评评价与发展建议。

5.3 检测和评价方式

本规范采用理论、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评价。检测试题符合《信

息技术学习、教育和培训测试试题信息模型》（GB/T 29802-2013）

的规定，由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成人教育分会评测服务管理部统一命

题，全国组织统一评测。不同技术等级的评测时长和分值如表 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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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礼仪培训师等级检测和评价量表

评测类别 初级 中级 高级

基础知识 40 分 30 分 30 分

专业知识 30 分 30 分 30 分

实操技能 30 分 40 分 40 分

总分 100 分 100 分 100 分

测评时长 60 分钟 60 分钟 60 分钟

5.4 检测和评价内容

本规范按照礼仪培训师不同技术等级所规定的学习目标、核心知

识点和能力要求设置检测内容。

5.5 检测和评价标准

理论部分、实操部分总分达到 60 分及以上为合格，合格后才能

参加下一级测评；反之则需重新报名进行补考。

考核合格的礼仪培训师按技术等级领取纸质证书，同时网上也有

相应的电子证书，以备查询。证书中包含姓名、身份证号、级别、发

证日期等基本信息。

6 发布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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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自 2022 年 月 日发布，并从 2022 年 月 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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