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Q 講座
余德淳先生於 2006-2008 年為港澳學界、社會服務機構以及各大商業機構主持之 EQ 講座


學校

學校名稱

講座題目

九龍塘學校(小學部)

如何處理因學業所引致之親子衝突

女拔萃小學

領導訓練

女拔萃書院

Time Management, Priorities and Making
Choices - Help our children to have a good
start？

中華基督教會桂華山中學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Tips on enhancing students’ financial quotient
求學不是求分數

公理高中書院

老師的 EQ

合一堂幼稚園家長教師會

家長與小孩如何適應小一

何東中學

群體中生活的 EQ 培養

沙田育才中學

EQ 新姿態

東華三院冼次雲小學

如何令孩子獨立而不依賴

皇仁書院

如何提升子女的學習動機

香港中文大學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黎桂添幼兒園

EQ on personality workshop
知情、識緒

香港真光中學幼稚園

做個稱職的廿一世紀父母

真光女書院

幼師如何可減壓

馬頭涌官立小學(紅磡灣)

培養八種 EQ 優質

培英中學

訂立預科學習目標及領導角色

聖公會阮鄭夢芹小學

家長管教子女的技巧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如何啟發學童的多元智能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如何啟發學童潛能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如何建立子女的尊重態度

聖公會鄧肇堅中學

管好自己 讀得更好

聖保祿天主教小學

家庭齊抗逆

聖保祿學校(小學部)

家長教育孩子時的通病

聖若瑟書院
聖羅撒幼稚園家長教師會

Multiple-intelligence
and Lessons
家長情緒管理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家長教師會

如何適應中學生活

嘉諾撒書院

精彩人生-由成功時間管理開始

澳門培正中學

如何了解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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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積裕小學

如何培養有禮貌、合群和主動的孩子

靈糧堂秀德小學

情緒輔導

觀塘區家長教師聯會

理財教育

Diocesan Girls’ Junior School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me
成功學習秘笈

合一堂單家傳紀念幼稚園幼兒園家長教師會

有關家長壓力之舒緩方法

迦密主恩中學

品智相長創前程

迦密柏雨中學

跨越壓力、健康人生

香港鄧鏡波書院家長教師會

如何協助青年人迎接未來社會需要

香港靈糧堂幼稚園

有禮貌、合群、主動的性格是怎樣形成的

聖士提反書院附屬小學

情緒智能

聖公會置富始南小學

如何處理孩子情緒

聖公會聖紀文小學

如何啟發學童的多元智能

聖公會蒙恩小學

如果處理兒童抑鬱、焦慮、恐懼等心理問題

聖母無玷聖心書院家長教師會

做個稱職父母

葛量洪校友會黃埔學校

此消彼長

維多利亞幼兒園暨幼稚園家長教師會

品智相長

澳門培正中學

如何輔導學生

Diocesan Girls’ School

Leadership Training Programme

St. Joseph's College

Multiple-intelligence
and Lessons
培育情緒健康的孩子

太古小學

Workshop,

Assemblies

協恩中學

EQ
法蘭西斯的新衣

保良局百周年李兆忠紀念中學

如何面對子女成長的蛻變

英華女校

返工多麼好

香港城市大學

心中富有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從 SQ、AQ、MQ、EQ、打造新世代孩童

救世軍大窩口幼稚園

孩子品格教育的培養

港澳信義會明道小學

如何培養八種 EQ 優質︰自信、自發、樂觀、
擅談、合作、耐性、盡責、細緻

聖公會蒙恩小學

怎樣正面激勵學童面對困難

聖公會蒙恩小學

提高學生自信心及意志力的鍛煉方式

聖道迦南書院

怎樣培養青少年的 EQ

筲箕灣崇真學校

界線全攻略

寶血女子中學

教師的情緒管理及減壓工作坊

沙田蘇淅公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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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福利機構

社會福利機構名稱

講座題目

扶康會

情緒與壓力管理

東華三院學生輔導服務

孩子跌倒了！提升子女抗逆力

社會福利署

積極奮鬥，邁向成長

社會福利署

如何提升子女的抗逆力

香港善導會

情緒與壓力管理

香港聖公會屯門綜合服務中心

培養子女終身學習的興趣

香港聾人福利促進會

提高自己的抗逆能力

馬鞍山聯校家長網絡計劃

家長如何與子女談情說愛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精彩人生

廉政公署西港島及離島辦事處

親子理財

澳門基督少年軍

與青少年溝通之道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升中適應新里程

香港青年協會

輕鬆活在壓力中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深水埗綜合社會服務處

與家和好—廿一世紀父母角色

香港聖公會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與心同行

童軍知友社賽馬會朗屏青少年服務中心

聽聽少年心底話

扶康會

EQ、AQ

更新團體

EQ 親子示範訓練

更新團體

從 EQ 至 SQ

東華三院賽馬會沙田綜合服務中心

我有快樂兒

香港青少年服務處

How to handle negative emotion and
adolescen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有效管教法

朗屏青少年綜合服務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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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機構

商業機構名稱

講座題目

Canon HongKong Co. Ltd.

EQ at Work

CMG Asia Ltd

Quarterly Award Presentation

Dentsu China Ltd.

Work Well With EQ

ING Life Insurance Co.

Leaders’ Seminar
九型人格去創業

ING Life Insurance Co.
Manulife（International）Limited

EQ Seminar on Child Education and
Financial Planning

Manulife（International）Limited

Recruitment Talk

PCCW Ltd.

Developing EQ Leadership

Sun Hung Kai Properties Ltd.

EQ Seminar

Sun Hung Kai Real Agency Ltd.
Sun Life Insurance Co Ltd.

Working with Emotional Intelligence
為自己創作優勢

The Prudential Assurance Co. Ltd.
永明金融

Be passionate, be the number one
創業講座

DTC Asia Pacific Ltd

突破自我 再創高峰

Hanison Construction Company Limited

EQ Seminar

ING
Manulife（International）Limited

How To Enhance Child’s FQ
EQ Workshop

Sun Life Insurance Co Ltd.
中國銀行

Recruitment Seminar
轉變中的贏家

Canon Hong Kong Co. Ltd

EQ at Work

Canon Hong Kong Co. Ltd
Manulife（International）Limited

Social Intelligence

MTR LIMITED

Career Seminar
管教子女的 EQ

PCCW Ltd.

Developing EQ Leadership Part II

The Prudential Assurance Co. Ltd
中國銀行

EQ for Workplace
提升 EQ，事業優才

中國銀行

焦點壓力，輕鬆奮鬥

香港心理衛生會

正面思考、積極人生

新界東醫院聯網

Enhancing Emotional Quotient Seminar

新界東醫院聯網

Enhancing Emotional Quotient Seminar For
PW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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