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關香港戰疫自學網「三月百課」線上課程 

各位家長、各位同學： 

香港疫情嚴重，暑假突然提早。有見及此，《#香港戰疫自學網》在這個特別假期推出【三月百課】，為全港

小學及初中生提供過百課多元而有益的 免費課堂。  

 

課堂無需預先報名或登記，亦非先到先得。 

課堂不限人數，只需到時登入網站 freeclassroom.online ，就會見到網課連結，Click 入去就可上堂了。 

 

課堂由 3 月 14 日到 4 月 14 日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課堂由 10:00 到 12:00，下午課堂由 14:00 到

16:00。每堂課都有列明適合上課學生的年齡或年級。 

 

《#三月百課》的義師超過七十位，課堂的涵蓋面極廣。 課程內容：  

🌟有被美國探索者協會選評世界五十名最具影響探險家(2022)，世界首位華裔極地嚮導，香港之光 張偉賢先

生分享極地體驗； 

🌟有曾獲香港學生最愛作家，《Ｑ版特工》作者 #梁科慶 先生分享閱讀； 

🌟有補習天王 #林溢欣 老師分享如何學好中文； 

🌟有 #深水埗明哥 #陳灼明 先生分享社會服務心得； 

🌟有前建築署助理署長 #陳澤斌 建築師講遊樂場要點樣玩先至正； 

🌟有軍事達人 #KeithLeung 講解戰爭武器； 

🌟有日本通 #志叔叔 講日本漫畫和語言文化； 

🌟有香港加密貨幣平台創辦人 #Angus 哥哥 講區塊鏈； 

🌟有星級瑜伽導師暨歌星 #王馨平 小姐教青少年瑜伽； 

🌟有 #香港南記粉麵 負責人 #Cyrus 教小朋友在家中自煮多樂趣； 

🌟有中大骨科及創傷外科學系名譽臨床助理教授 #袁智斌 醫生教日常生活中的骨科小知識； 

🌟有軟件工程師 #鄧耀豪 博士教你玩 NFT 遊戲； 

🌟有 #樹仁大學 #陳自強博 士講正向心理； 

🌟有 #張殷律師事務所 合夥人 #殷麗瑜 律師講你知梗有一條法律喺左近…… 

 

另有中英數、通識、歷史、文學、STEM 和 CODING 編程，亦有 繪本、財商、武術、體育、音樂、美

術、手作 和 生活技能，還有 精神健康、情緒管理、性別平等、生涯規劃 和 倫理道德等心理品格課。 

《三月百課》就像一間百貨公司，貨（課）品琳瑯滿目，學生可以因應自已的喜好或需要自主選擇。 

附上《三月百課》頭兩星期的 #課程時間表：https://bit.ly/fcott 

 

我們隨後亦會在 FACEBOOK 專頁 https://fb.me/freeclassroom.online 公佈之後三星期的課程時間表。

在嚴重疫情下，課堂和導師都極有可能臨時調動，請大家隨時留意我們在 Facebook 專頁的更新。 

香港戰疫自學網「三月百課」 

2022.03.08 

 《香港戰疫自學網》由「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創辦人陳葒校長聯同一群教育有心人創立 。旨在疫下香港教育最混亂

之時，盡力負起教育人的責任和使命。努力支援缺乏學習資源的基層學童，並為香港青少年兒童提供更多元有益的學習

課程和模式 



2022年3⽉14⽇ 星期⼀ 2022年3⽉15⽇ 星期⼆ 2022年3⽉16⽇ 星期三 2022年3⽉17⽇ 星期四 2022年3⽉18⽇ 星期五

Day 1 Day 2 Day 3 Day 4 Day 5

1000 - 1040

L010 字裡人間:從文藝到世界 

第1堂

（中一至中三）

身兼老師和作家的程老師教你

欣賞文學藝術，從文藝認識世

界 。

1000 -1040

L007 好玩故事演講班

 第1堂

 （小一至小四）

企業培訓師 魚Sir以迪士尼卡

通教你演講說故事，提升作文

和表達能力。

1000 - 1040

L010 字裡人間:從文藝到世界

 第2堂

（中一至中三）

身兼老師和作家的程老師教你

欣賞文學藝術，從文藝認識世

界。

1000 – 1040

L026 公共屋邨的元宇宙

（所有年級）

香港建築師學會理事，前專上

學院講師Jason Tang建築師帶

你進入公共屋邨的元宇宙，講

遘關於香港屋邨的建築趣事和

理念，你會發現平時絕不起眼

的公共屋邨原來絕不簡單。

1040 - 1110 

L003 錢從何來？

（小四至中三）

基金管理公司合夥人Philip 叔

叔和你輕談淺釋貨幣由來，通

脹原因以及儲蓄的重要性。

1040 - 1100

L014  仲揸支鎗去打仗？

第１堂

（小四至中三）

著名軍事達人梁Sir講你知5G

時代的軍事武器與創新科技，

由隱形戰機到無人機到高超音

速科技，由巡飛彈丶微波武器

到量子技術，真係請兩堂都講

唔哂。

1100 - 1130

V003 關係子句話咁易 

Relative 

Clause Made Easy

 （小五至中一）

資深英文老師湯Sir 只需２０

分鐘就可以令你學會關係子句

，並且明白它的用途。

1140 –1200

V030 誰能明白我？

第1堂

  (小三至小四)

情緒管理課程導師Mel姐姐教

你一些小技巧，讓你認識自己

情緒、思維，從而懂得自我表

達方法，讓他人更能明白你。

1100 -1200

V015 畫出心裏彩虹

（所有年級）

繪畫導師AC老師和你一起，透

過繪畫和創作減輕壓力，舒緩

情緒，獲得快樂。

1140 –1200

V030 誰能明白我？

第2堂

  (小三至小四)

情緒管理課程導師Mel姐姐教

你一些小技巧，讓你認識自己

情緒、思維，從而懂得自我表

達方法，讓他人更能明白你。

1400 - 1420

V002 啟航吧，故事飛船！

（小一至小二）

小學老師Miss Chan和小朋友

分享精彩的繪本故事。

1400 - 1420

V001 一飛衝天 

第1堂

（小五至小六）

現居蘇格蘭的前香港教師Rex 

老師教你用Scratch 自製飛機

遊戲，既提升你對編程的興趣

，更能鍛練你的運算思維和解

難能力。

1400 - 1440

V010 創意寫作你至「醒」！

（小三至小六）

年青中文導師大頭老師帶你走

進中文寫作更精彩有趣的另一

面。

1430 -1450

V007 食之無味？

（小一至小六）

身為教育學博士的Miss Carrie

知道你在平時很可能吃了喜愛

的小食但而不清楚它的味道，

所以智在這二十分鐘教你做些

小練習，讓你好好感受。你只

需要準備一款喜愛小食，就可

以一齊上堂一齊食啦！

1420 - 1500

V016 多拉Ａ夢揮起鬼滅之刃

（所有年級）

日本通志叔叔和你一起睇動漫

學日本語言文化。

1500 - 1520 

V017  3.14159265359……

(中一至中三)

STEM教育機構創辦人Walker 

Sir教你以 Scratch 計算圓周率 

𝜋。

1520 -1620 

L004 中文拔尖班

 第1堂

(小四至小六)

中文教師燕子老師助你提升中

文讀寫能力

1520 -1620 

L004 中文拔尖班 

第2堂

(小四至小六)

中文教師燕子老師助你提升中

文讀寫能力

1520 -1620 

L004 中文拔尖班

 第3堂

(小四至小六)

中文教師燕子老師助你提升中

文讀寫能力

1520 -1620 

L004 中文拔尖班

 第4堂

(小四至小六)

中文教師燕子老師助你提升中

文讀寫能力

1520 -1620 

L004 中文拔尖班

 第5堂

(小四至小六)

中文教師燕子老師助你提升中

文讀寫能力

註： L = Live 直播課堂 V = Video 錄播課堂 更新⽇期：3⽉8⽇	6:00pm

1400 – 1500

L013 手繪旅行

 第１堂

（小五至中三）

習畫十數年的萍萍姐姐教你用

一支針筆、一盒水彩，邊走、

邊畫。

1400 – 1500

L005 你都做得到！

第１堂

(小三至小六) 

曾任小學校長的校長媽媽教你

日常生活技能，如煮飯、預備

早餐、健康飲品或小食等，並

配合語文運用，教你寫食譜和

日記。記錄當天的學習情況和

感受，分享成功的體驗，提升

個人能力和自信心。

『三⽉百課』課堂時間表

#課堂如有更改，以主辦⽅最後公佈爲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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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 - 1200

L001 點止有企鵝！ 

（所有年級）

世界首位華藉裔極地嚮導張偉

賢先生分享他在南極神奇有趣

的生活體驗。

1100 - 1145

L012 音樂小廚神 

第１堂

（小一至小三）

音樂學校創辦人Ms Tam透過

音樂讓你懂得聽音樂的蠢則禮

儀，懂得表達和舒緩個人情緒

，並運用健康簡單食材學習基

本樂理知識，創作創意作品，

同時學會不偏食和珍惜食物。



2022年3⽉21⽇ 星期⼀ 2022年3⽉22⽇ 星期⼆ 2022年3⽉23⽇ 星期三 2022年3⽉24⽇ 星期四 2022年3⽉25⽇ 星期五

Day 6 Day 7 Day 8 Day 9 Day 10

1000 - 1020

V011 衝呀，樹窿兵團 ~ 

 (小一至小四)

有豐富情緒教育經驗的唐老師

和小朋友分享一套情緒繪本，

以講故事形式，讓小朋友在老

師聲音導航下，得以認識抽象

的情緒，才懂得如何處理。

1000 - 1020 

V012 一張紙都有得玩

（小一至小六）

摺紙導師Miss Amy教你玩摺

紙，至於摺啲咩，到時來上堂

就知啦。

1000 -1040

L007 好玩故事演講班

 第２堂

 （小一至小四）

企業培訓師 魚Sir以迪士尼卡

通教你演講說故事，提升作文

和表達能力。

1000 - 1020

L014  仲揸支鎗去打仗? 

第２堂

（小四至中三）

著名軍事達人梁Sir講你知5G

時代的軍事武器與創新科技，

由隱形戰機到無人機到高超音

速科技，由巡飛彈丶微波武器

到量子技術，真係請兩堂都講

唔哂。

1000 – 1020

V005 一個屬於我們童年的故

事

（所有年級）

道德理論踐行研究中心副會長

陳老師用五個故事，講五種倫

理，五種感情，五種義理。這

是每個孩子都應該學的做人道

理。

1040-1100

V009 創意手工達人班

 第１堂

 （小一至小六）

身為小學教師和繪本作者的

Wood 老師教你創意手工及繪

畫，陪你一起成為手工達人。

發揮創意，舒暢心身。

1040 – 1120

L008 安心出遊 

（所有年級）

中學體育老師Miss Chan教你

在遠足郊遊時，又怎樣做才能

遊得安全而開心。

1040 – 1100

V006 繪本的力量

 （小一至小二）

教師兼作家Miss謝帶領小朋友

閱讀繪本，在疫症橫行和戰爭

陰霾的困境中，一起從繪本故

事中尋找勇氣、智慧和力量。

1040-1100

V009 創意手工達人班

 第2堂

 （小一至小六）

身為小學教師和繪本作者的

Wood 老師教你創意手工及繪

畫，陪你一起成為手工達人。

發揮創意，舒暢心身。

1120 -1200

V022 遊樂場咁玩先係正!

（所有年級）

前建築署助理署長，建築師註

冊管理局主席陳Sir教你點玩遊

樂場先係最好玩。

1140 -1200

V013 我的神奇銀包

（小四至中一）

認可兒童財商導師Liz 老師教

你財商知識之餘，還幫你培養

正確的生活價值觀及良好品德

，並從中學會自主經濟乃至能

夠管理人生。

1120 -1140

V024 青少年瑜伽

(所有年級)

歌星兼瑜伽導師王馨平小姐教

你做20分鐘瑜伽舒緩壓力，穩

定情緒，健康抗疫。

1120 -1140

V019 自煮更多 FUN 

（所有年級）

香港南記粉麵負責人Cyrus教

你用簡單的食材和炊具自己在

家煮出美味。真係煮得好玩。

食得開心。

1400 - 1420

V001 一飛衝天 

第2堂

（小五至小六）

現居蘇格蘭的前香港教師Rex 

老師教你用Scratch 自製飛機

遊戲，既提升你對編程的興趣

，更能鍛練你的運算思維和解

難能力。

1440 - 1500

L011 大清皇朝

 第1堂

（中一至中三）

中史導師Dennis Sir深入淺出

講解滿清皇朝的興與盛。

1520 – 1540

V018 跆拳道體驗 

第1堂

 （所有年級）

跆拳道國際教練Owen Sir教你

跆拳道技術，以及和跆拳道相

的關知識、文化、運動科學理

論等等。

1520 – 1540

V018 跆拳道體驗

 第2堂

 （所有年級）

跆拳道國際教練Owen Sir教你

跆拳道技術，以及和跆拳道相

的關知識、文化、運動科學理

論等等。

1520 – 1540

V018 跆拳道體驗

 第3堂

 （所有年級）

跆拳道國際教練Owen Sir教你

跆拳道技術，以及和跆拳道相

的關知識、文化、運動科學理

論等等。

1520 – 1540

V018 跆拳道體驗

 第4堂

 （所有年級）

跆拳道國際教練Owen Sir教你

跆拳道技術，以及和跆拳道相

的關知識、文化、運動科學理

論等等。
1540 -1600

V026 閱讀學英文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Reading

 第1堂

  (小一至小三)

小學英文老師Ms Candy 以每

堂20分鐘，一連５堂的閱讀活

動，快速提升你對英文的興趣

和能力。

1540 -1600

V026 閱讀學英文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Reading

 第2堂

  (小一至小三)

小學英文老師Ms Candy 以每

堂20分鐘，一連５堂的閱讀活

動，快速提升你對英文的興趣

和能力。

1540 -1600

V026 閱讀學英文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Reading 

第3堂

  (小一至小三)

小學英文老師Ms Candy 以每

堂20分鐘，一連５堂的閱讀活

動，快速提升你對英文的興趣

和能力。

1540 -1600

V026 閱讀學英文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Reading 

第4堂

  (小一至小三)

小學英文老師Ms Candy 以每

堂20分鐘，一連５堂的閱讀活

動，快速提升你對英文的興趣

和能力。

1540 -1600

V026 閱讀學英文 Learning 

English through Reading 

第5堂

  (小一至小三)

小學英文老師Ms Candy 以每

堂20分鐘，一連５堂的閱讀活

動，快速提升你對英文的興趣

和能力。

註： L = Live 直播課堂 V = Video 錄播課堂 更新⽇期：3⽉8⽇	6:00pm #課堂如有更改，以主辦⽅最後公佈爲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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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 - 1145

L012 音樂小廚神

 第２堂

（小一至小三）

音樂學校創辦人Ms Tam透過

音樂讓你懂得聽音樂的蠢則禮

儀，懂得表達和舒緩個人情緒

，並運用健康簡單食材學習基

本樂理知識，創作創意作品，

同時學會不偏食和珍惜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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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00 – 1500

L005 你都做得到！

第２堂

(小三至小六)

曾任小學校長的校長媽媽教你

日常生活技能，如煮飯、預備

早餐、健康飲品或小食等，並

配合語文運用，教你寫食譜和

日記。記錄當天的學習情況和

感受，分享成功的體驗，提升

個人能力和自信心。

1400 – 1500

L013 手繪旅行

 第2堂

（小五至中二）

習畫十數年的萍萍姐姐教你用

一支針筆、一盒水彩，邊走、

邊畫。

1400 -1500 

V020 男人女人都一樣

 （小四至中三）

雲南大學新聞學畢業的Sharon

姐姐和你談談性別平等的課題

，免你受到社會上仍存的性別

偏見影響，並明白應如何看待

自己和他人的性別。

1400 - 1530

L002 探索地球畫地圖 -  地圖

沒有告訴你的事!!

（中一至中三）

目前正在台灣進修都市計畫與

空間資訊嘅Timmy Sir教你運

用QGIS & Google Earth呈現

空間數據，手把手製作地圖。

這是空間資訊嘅實務與應用，

是未來數碼社會重要的能力。

『三⽉百課』課堂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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