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形象&商务礼仪

                                            讲师：肖亚林(Shaney)
                                            2016/11/19@汉可学院



讲师简介：

肖亚林（Shaney）           
•MBA工商企业管理硕士在读
•毕业于黑龙江大学   日本语专业    
 •英、日双语国际贸易背景
•6年销售管理经验   5年企业运营综合管理经验
•曾任职IBM/LENOVO/FUJITSU/NEC  A/C专案经理
•目前任职美国TNT集团中国公司执行经理
 •擅长HR管理，Sales/Marketing管理，S.C.M，P.M等
•擅长团队建设，团队激励与企业文化打造
•曾连续5届担任企业大型春晚之总策划人，主持人
•东莞外贸人材培训基地（汉可外贸培训学院）金牌讲师
•企业内训师、跨界精英、中高端女性身心灵成长交流平台【涵品荟】创 始人
  【魅力绽放、幸福人生大学堂】课程体系编创人、首席讲师、积极心理学及正能量导师
•授课风格：“干货”+ “鸡汤”、生动、幽默、深入浅出、深受学员喜爱与好评！



课程内容简介：

对男性而言，形象是一种力量，也可以说是在社会竞争
的一项资本！

对女性而言，形象是个人的品牌，优雅得体的形象是女
性获得他人尊重与欣赏的“敲门砖”！
对企业而言，形象就是企业的无形资产，良好的形象对
企业有着巨大的支持作用！

职业形象、商务礼仪通过外表、沟通、礼仪留给客户印
象，这个印象折射出了公司的信誉、产品及服务的质量，
公司管理水平的高低！塑造良好的职业形象，懂得商务
礼仪，让个人、企业赢在起跑线上！



课程内容简介：

通过此次课程的学习，您将收获：

1、学会如何打造超气场形象，通过得体的礼仪行为，
更加顺利地建立成功的社交圈，拥有丰厚的高端人脉以
及建立商务合作，让你赢在人生的起跑线；

2、学会如何控制好自身情绪，成为EQM达人；
3、收获阳光心态，提高幸福指数； 
4、提升沟通水平、社交能力以及综合职业素养； 
5、提高职场整体竞争力，让同事、领导、老板对你欣
赏有加，把握住更多晋升机会；

6、让客户对你留下良好的第一印象，倍受客户的青睐、
业绩倍增；

……



课程内容大纲：
一： 职业形象包括层面
 
1.外在形象----你的形象价值百万，没有人有责任与义务通过你邋遢的外表去了解你优秀的内在
2.知识结构----全面扎实的知识结构让你在职场更能游刃有余
3.沟通能力----良好的沟通能力是和谐人际关系的至胜法宝
4.职业素养----良好的职业素养将对你在职场的高度起到一定的决定性作用
 
二：商务礼仪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1.仪容
2.仪表
3.形体
4.手势
 
三：常规商务礼仪标准作业规范
 
1.问候；
2.访问；
3.引路；
4.入座；
5.搭乘电梯； 
6.名片交换；
7.邮件书写；
8、会议礼仪

四、现场沟通互动



课前问答小互动：



课前问答小互动：



职业形象包括哪几个方面：



 职业形象之外在形象—服饰礼仪：



 职业形象之外在形象—服饰礼仪（穿对色彩）：



 职业形象之外在形象—服饰礼仪（穿对色彩）：



服饰色彩的搭配方法：

1、全身的主色不要超过3种颜色；
2、上深下浅：  端庄、大方、恬静、严肃； 
3、上浅下深：明快、活泼、开朗、自信； 
4、上衣有横向花纹，裤装不能穿竖条花纹；
5、上衣有杂色，裤装应装纯色；
6、上衣花型较大或复杂时，应穿纯色裤装；



着装应遵守的原则：



职业形象之外在形象—与场合相符：

   有一种穿衣，叫做
“彭麻麻STYLE! ”



 职业形象之外在形象—妆容礼仪：



职业形象之外在形象—妆容礼仪：



 职业形象之外在形象—形体礼仪：

自古有云： 
坐有坐相

站有站相

坐如钟

站如松

     走如风！



 职业形象之外在形象—形体礼仪：



职业形象之外在形象—意义所在：

外在形象折射出：



职业形象之知识结构：



沟通“5原则”

①点头

②微笑

③倾听

④回应

⑤做笔记

职业形象之沟通能力

口乃心之门户！

相由心生，

有愉悦必有婉容！



职业形象之沟通能力：（你的感悟？）

GAME： “人”



职业形象之沟通能力（案例分享）：



职业形象之沟通能力：

少点浮躁， 少点抱怨
多些宽容，多些理解  
“胸怀” 是王道！！
多用陈述，少用反问

“平和” 是王道！！

    因为有               所以有话要好好说！爱



职业形象之职业素养



职业形象之职业素养



职业形象之职业素养



 职业形象之职业素养
故事分享：秀才进京赶考

Q&A:   属于个人素质的哪方面？



 职业形象之职业素养



职业形象之职业素养





以德服人故事分享：

某个电视访谈节目中，嘉宾是一位当今颇具知名的青年企业家。节目渐近尾声时，按
惯例，主持人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请问：你认为事业成功最关键的是什么？沉思片
刻之后，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平静地叙述了这样一段故事。
　　
　　十二年前，有一个小伙子刚毕业就去了法国，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留学生活。
　　
　　渐渐地，他发现当地的的公共交通系统的售票处是自助的，也就是你想到哪个地
方，根据目的地自行买票，车站几乎都是开放式的，不设检票口，也没有检票员。甚
至连随机性的抽查都非常少。他发现了这个管理上的漏洞，或者说以他的思维方式看
来是漏洞。
　　
　　凭着自己的聪明劲，他精确地估算了这样一个概率：逃票而被查到的比例大约仅
为万分之三。



他为自己的这个发现而沾沾自喜，从此之后，他便经常逃票上车。他还找到了一个
宽慰自己的理由：自己还是穷学生嘛，能省一点是一点。
　　
　　四年过去了，名牌大学的金字招牌和优秀的学业成绩让他充满自信，他开始频
频地进入巴黎一些跨国公司的大门，踌躇满志地推销自己，因为他知道这些公司都
在积极地开发亚太市场。
　　
　　但这些公司都是先热情有加，然而数日之后，却又都是婉言相拒。
　　
　　一次次的失败，使他愤怒。他认为一定是这些公司有种族歧视的倾向，排斥中
国人。
　　
　　最后一次，他冲进了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的办公室，要求经理对于不予录用
他给出一个合理的理由。
　　
　　然而，结局却是他始料不及的。下面的一段对话很令人玩味。
　　
　　「先生，我们并不是歧视你，相反，我们很重视你。因为我们公司一直在开发
中国市场，我们需要一些优秀的本土人才来协助我们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你一来求
职的时候，我们对你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水平很感兴趣，老实说，从工作能力上，你
就是我们所要找的人。」

以德服人故事分享：



「那为什么不收天下英才为贵公司所用？」
　　
　　「因为我们查了你的信用记录，发现你有三次乘公交车逃票被处罚的记录。」
　　
　　「我不否认这个。但为了这点小事，你们就放弃了一个多次在学报上发表过论
文的人才？」
　　
　　「小事？我们并不认为这是小事。我们注意到，第一次逃票是在你来我们国家
后的第一个星期，检查人员相信了你的解释，因为你说自己还不熟悉自助售票系统，
只是给你补了票。但在这之后，你又两次逃票。」
　　
　　「那时刚好我口袋中没有零钱。」
　　
　　「不、不，先生。我不同意你这种解释，你在怀疑我的智商。我相信在被查获
前，你可能有数百次逃票的经历。」
　　
　　「那也罪不至死吧？干吗那么认真？以后改还不行吗？」
　　
　　

以德服人故事分享：



「不、不，先生。此事证明了两点：
　　
　　一、你不尊重规则。不仅如此，你擅于发现规则中的漏洞并恶意使用。
　　
　　二、你不值得信任。而我们公司的许多工作的进行是必须依靠信任进行的，因
为如果你负责了某个地区的市场开发，公司将赋予你许多职权。为了节约成本，我
们没有办法设置复杂的监督机构，正如我们的公共交通系统一样。所以我们没有办
法雇用你，可以确切地说，在这个国家甚至整个欧盟，你可能找不到雇用你的公
司。」
　　
　　直到此时，他才如梦方醒、懊悔难当。然而，真正让他产生一语惊心之感的，
却还是对方最后提到一句话：

以德服人故事分享：



商务礼仪注意以下几个部分：



商务礼仪- 仪容仪表：



商务礼仪- 微笑：

    

1.中国有句古话：伸手不打
笑脸人 ！

2.爱笑的女生……?



商务礼仪- 微笑：

若要优美的嘴唇，
记得说亲切的话；

若要可爱的眼睛，
要看到别人的长
处；

若要美丽的容颜，
记得常常微笑；

若要优雅的走姿，
记得走路时马路上
不只你一个人！

若要美丽的头发，
让小孩子每天抚摸
一次你的头发！



商务礼仪- 微笑：

  今天你
  笑了
吗？



商务礼仪- 眼神：



商务礼仪—形体(示范、现场模拟）：



商务礼仪—形体：

         站姿看出才华气度
         步态可见自我认知
        表情里有近来心境
         眉宇间是过往岁月
             衣着显审美
             发型展个性



商务礼仪- 手势 ：



商务礼仪- 手势 ：

性格测试；



商务礼仪- 问候：



商务礼仪- 访问客户：



商务礼仪- 访问客户：



商务礼仪- 引路：



商务礼仪- 引路：



商务礼仪- 入座：



商务礼仪- 搭乘电梯：



商务礼仪- 搭乘电梯：



商务礼仪- 名片交换（现场模拟互动）：



商务礼仪- 名片交换：



商务礼仪- 邮件书写：

常见的商务英语电子邮件包括以下五部分：  

①写信人、收信人、抄送、密送的Email地址

②标题：邮件主题

③称呼、开头、正文、结尾句

④礼貌结束语

⑤写信人全名、写信人职务及所属部门、地址、电话号码、传真等.



商务礼仪- 邮件书写：
商务英语电子邮件的正文写作应该遵循五C原则,
即： Correctness、
Conciseness、
Complete、
Clarity
Courtesy

准确原则---Correctness

简洁原则--- Conciseness

完整原则--- Complete

邮件是否完整,可以用5W1H来检验,即who,when,where,what,why和how.

清楚原则--- Clarity

礼貌原则--- Courtesy
例： I would appreciate it if you could give me your best quotations for 65,000 pieces.



邮件书写- CASE STUDY(找出问题所在）：



商务礼仪- 会议礼仪：
1、 准时列席各项会议，不得无故迟到；（有非常紧急且重要事件无法准时列席
需请代理人或事先向主持人请假）

2、走进会议室时，轻推门、桌椅，勿发出较大声响；随身带钥匙串者，控制勿
发声；

3、 会议开始前，请将手机设置成静音或震动，有紧急事件需要通话时请离开会
议室；



商务礼仪- 会议礼仪：

4、会议中请用心诚恳听取他人发言，积极互动，勿做不良小动作如：打瞌睡，
玩笔，玩手机，摆弄其它物品发出声响；发言者发言时应言简意赅，控制在3-5
分钟以内；

5、会议中进行时，请尊重每一位发言者，勿私自两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6、离开座位时，请主动将桌椅归位，轻推轻放；

7、最后离开会议室者，请关闭所有门窗、电源、 空调等；



     礼在心中- 成就无限！！



不失足于人
呈优雅风范，展高贵气质

不失色于人
露关爱眼神，以微笑示人

不失口于人
常口吐莲花，常赞美鼓励

不失范于人
要自尊自信，需真诚热情



 谢谢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