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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日期：2019 年 9 月 20 日 

 

 

元朗屯門區第二十二屆中學辯論比賽 

主題 : 「醫療及福利」 

 

I. 總論及簡介 
 

1. 合辦及贊助機構  

1.1 合辦機構 

 嶺南大學  

 西北聯青社  

 元朗大會堂  

 社會福利署  

 新界國際聯青社  

 新界扶輪社  

 錦繡獅子會  

 新界東獅子會 

 南昌商會  

 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天水圍天晴會所  

 

1.2 贊助機構 

 共信贏  

 傑成時計站  

 意顧問工程有限公司  

 樂嘉思控股集團有限公司  

 洪水橋居民福利會  

 龔文佳先生  

 

2. 元朗屯門區中學辯論比賽籌備委員會 (簡稱大會) 

2.1 組織及成員 

由合辦機構代表組成之籌委會負責統籌、組織比賽及安排一切有關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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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工作範圍 

2.2.1 組織、籌備是次辯論比賽及安排一切有關活動。 

2.2.2 制定及解釋比賽規則和評分標準。 

2.2.3 邀請評判。  

2.2.4 宣傳是次辯論比賽及邀請屯門及元朗區各中學派隊參加。 

2.2.5 負責及統籌比賽當日之一切行政工作， 如: 接待、計時、計分、

場地佈置、音響及錄音等。 

 

3.  宣傳事項 

3.1 宣傳範圍包括:  

 發佈新聞稿及繕稿; 

 製作橫額、海報及宣傳單張。 

 

II. 比賽日程，時間及地點 

賽程 比賽時間 地點 

第一輪 2019 年 10月 12 日 (星期六) 9:30am-1:00pm 

 

嶺南大學  

A 組：MBG06  

B 組：MBG07  

C 組：MBG19  

D 組：MBG22  

第二輪 2019 年 10月 26 日 (星期六) 9:30am-1:00pm 嶺南大學 

A 組：MBG06  

B 組：MBG07  

第三輪 2019 年 11 月 9 日 (星期六) 10:00am-11:30am 嶺南大學  

A 組：MBG06  

B 組：MBG07  

第四輪 

(準決賽) 

2019 年 11月 23 日 (星期六) 10:00am-11:30am 嶺南大學 

MBG06 

第五輪 

(決賽) 

2019 年 11月 30 日 (星期六) 

 

11:00am-12:15pm 元朗區綜合服務大樓 

一樓禮堂 

(詳細地點，請參考賽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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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一般規則 

1. 賽則 

1.1 是次辯論比賽歡迎屯門及元朗區內三十二間中學參賽，以先到

先得方法接受報名，若參賽中學數目不足此數，大會則須採用

輪空制以遷就參賽中學之數目。 

1.2 比賽分為第一輪、第二輪、第三輪、第四輪及第五輪五階段進

行。 

1.3 賽事分兩組同時進行，若上屆比賽冠軍、亞軍及季軍的學校報

名參加比賽，將會被編排於不同的組別進行初賽。 

1.4 如參賽學校在確認參賽後無故缺席本年度的比賽，大會將保留

該校的缺席紀錄。若該參賽學校再次報名參與下一年度的比

賽，該校將被排列於後補名單的最後一位。 

1.5 參賽隊伍必須於比賽法定時間前十五分鐘到達比賽場地報

到。如參賽隊伍在比賽法定時間後十五分鐘仍未到達，則當作

棄權論。 

1.6 所有賽事將全部採用淘汰制。 

1.7 各參賽隊伍以抽籤形式決定出賽安排。 

1.8 評定出線資格方法如下： 

 得票較多之隊伍可取得出線權；如票數相同或只有兩位評審

的情況下，則以總分較高之隊伍取得出線權。 

 在決賽中，得票較多之隊伍為得勝者。 

 

2. 參賽隊伍及成員 

2.1 每間中學只准派一支隊伍參賽，成員包括：一位主辯，二位副辯，

共三人。 

2.2 各參賽隊伍須以其中學名義出賽。 

2.3 辯論員名單，以開賽前報到時為準。 

2.4 除特殊情況外，各參賽隊伍不得於每場比賽期間更換出場代

表，惟各場比賽可由不同代表出席。 

2.5 參賽成員須為該校全日制學生。如有質疑，大會將要求參賽隊

伍代表出示學生証，以證明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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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辯題及公佈時間 

3.1 所有比賽之辯題，均由大會負責及安排。 

3.2 比賽辯題於 2019 年 9 月 17 至 19 日在網上公佈，參賽隊伍可在

上述日期內，向大會提出辯題字眼的修訂建議，但不可要求更

改辯題。 

3.3 由大會討論及修訂後的最終辯題於 2019 年 9 月 25 日在網上公

佈，參賽隊伍對此辯題不得異議。 

 

4. 評判及顧問 

4.1 大會有權決定邀請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及學者擔任評判。 

4.2 每場比賽將邀請二至三名評判。 

4.3 評判之工作： 

 於每場比賽時進行評分工作； 

 比賽完畢後，評判可各自或選派代表就辯論隊之表現，給予

意見。 

 

IV 比賽規則及程序 

1. 工作人員 

1.1  主席 

主席於比賽開始時，宣讀該場比賽之辯題及大會規則，介紹參賽隊伍

及評判。 

1.2  計時員 

 計時員需公平及準確地計算時間，並將時間填寫在紀錄表上。 

1.3  計分員 

 計分員需準確地分別計算二隊之總分，核對無誤後方可交由主席宣讀賽果。 

 

2.  參賽隊伍 

2.1  可攜帶參考書籍或參考資料到場，惟嚴禁攜帶上台，違者大會可以取

消其參賽資格。 

2.2 參賽隊伍於發言時，只可使用不大於 15.6 X 9.5 cm 的資料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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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比賽進行時，嚴禁台上辯論員與台下隊員以文字、圖片或語言進行任

何形式的溝通，違者大會可以取消其參賽資格。 

 

3.  發言規則 

3.1 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惟人名及書名可以使用外語。  

3.2 任何發言不得作人身攻擊或誹謗。 

 

4.  台上發言須知及扣分制 

4.1 各辯論員發言時間完結前三十秒，計時員將鳴鐘一次，以示發言時間

即將結束。 

4.2 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兩下，示意辯論員須於十五秒內

﹝寬限時段﹞結束其辯演辭。若辯論員於十五秒的寬限時段內結束其

辯演辭，則無須扣分。 

4.3 於十五秒的寬限時段完結時，若辯論員仍未停止發言，計時員會連續

按鐘數下，則該辯論隊將會被扣分。 

4.4 扣分制：由法定時間終止後起計，即原先的十五秒寬限時段亦當作為

過時計算，扣除五分。寬限時間過後，每過時五秒，扣除五分，如此

類推，不足五秒者，亦當五秒計。扣除的分數將在每位評判的總分內

扣減。 

4.5 各辯論員須於發言前先向主席示意，並於計時員鳴鐘後，才可開始發

言。 

4.6 在反方主辯總結發言前，有一分鐘時間給予雙方主辯準備其總結。    
 

 

5.  決賽時加插台下發問環節。台下發問及台上答辯者須知： 

5.1 台下發問者須為對賽之兩所中學的隊員。 

5.2 每間參賽中學有三次台下發問機會，每位隊員只可發問一次。 

5.3 質詢、提問的對象必須為對方台上的辯論隊。 

5.4 台下發問者無權指定台上誰人作答。 

5.5 每位台下發問者的發問時間為一分鐘，在法定時間完結前十五秒，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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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員將鳴鐘一次，以示發問時間即將結束，在法定時間終止時，計時

員會連續按鐘數下，示意台下發問者必須停止發言。否則，主席將立

即終止其發問。 

5.6 任何一方在三十秒內未能派出代表台下發問，當自動棄權論。 

5.7 台下發問者，必須發問，否則對方可得該題之滿分，若有任何爭議，

以評判意見為準。 

5.8 任何一方在對方台下發問後一分鐘內未能派出台上代表作答，當自動

棄權論。在一分鐘時限完結前十五秒，計時員將鳴鐘一次，以示辯論

員應盡早進行答辯。 

5.9 各隊共有三次答辯時間，每次答辯時為一分鐘，在法定時間前十五秒

計時員將鳴鐘一次，以示發言時間即將結束，在法定終止時，計時員

會連續按鐘數下，示意辯論員須立即停止發言，否則，主席將立即終

止其發言。 

5.10 在每次答辯時間，辯方只能派一人作答，不可另作補充。另每次答辯

者可為同一辯論員。 

5.11 台下發問者須於計時員鳴鐘後，方可開始發言。 

 

6.  突發事情 

6.1  如發現任何妨礙比賽公平進行的情況，大會、主席及評判均可要求立

即中斷比賽進行。 

6.2  大會可就任何妨礙比賽公平進行的事件進行裁決及處分。 

6.3 在比賽進行當中，一切決定及安排由主席負責。 

 

7.  賽果 

7.1  比賽結束後，評判仍可修正分數並簽署作實，然而當計分員核準簽署

後，評判則無權更改分數。 

7.2 所有賽果以大會之最終決定作準，不得異議。 

7.3 所有比賽評分紙只限該比賽賽次之隊伍於當天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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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發言次序 

               賽程 

 發言次序 

初賽、半準決賽、準決賽 決賽 

8.1 正方主辯發言 三分鐘 三分鐘 

8.2 反方主辯發言 三分鐘 三分鐘 

8.3 正方第一副辯發言 三分鐘 三分鐘 

8.4 反方第一副辯發言 三分鐘 三分鐘 

8.5 正方第二副辯發言 三分鐘 三分鐘 

8.6 反方第二副辯發言 三分鐘 三分鐘 

8.7 (1) 正方第一次台下發問  一分鐘 

   (2) 反方第一次台上答辯  一分鐘 

   (3) 反方第一次台下發問  一分鐘 

   (4) 正方第一次台上答辯  一分鐘 

   (5) 正方第二次台下發問  一分鐘 

   (6) 反方第二次台上答辯  一分鐘 

   (7) 反方第二次台下發問  一分鐘 

   (8) 正方第二次台上答辯  一分鐘 

   (9) 正方第三次台下發問  一分鐘 

  (10) 反方第三次台上答辯  一分鐘 

  (11) 反方第三次台下發問  一分鐘 

  (12) 正方第三次台上答辯  一分鐘 

8.8 反方主辯總結發言 四分鐘 四分鐘 

8.9 正方主辯總結發言 四分鐘 四分鐘 

註: 詳見附件一之計時紀錄表。 

 

9. 大會職權 

9.1 所有比賽規則由大會制定。 

9.2 大會負責所有規則之修定、引申與最後解釋權。 

 

V. 評分標準與獎項 

1. 評分標準  

1.1 初賽、半準決賽及準決賽評分標準 (詳見附件二之評分紙) 

 在初賽、半準決賽及準決賽中，每位評判可分別給予每隊之主辯、第

一副辯、第二副辯及主辯總結四部分的最高分數為 100 分，其中：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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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 40 分，詞鋒 30 分，組織 20 分，風度 10 分，另加每隊合作總分最

高為 20 分，即每位評判可給予每隊之總得分是 420 分 ( 4X100 + 20 = 

420 )。 

1.2 決賽評分標準 (詳見附件三之決賽評分紙) 

 除每位辯員的個人發言外，決賽加插台下發問與台上答辯環節，台下

發問可令該隊獲得最高分數 10 分，答辯者發言可令該隊獲得最高分

數 30 分，即每位評判可於決賽中給予每隊之總得分是 540 分 ( 4X100 

+ 20 + 3X10 + 3X30 = 540 )。 

1.3  設有扣分制，詳見第 IV 節 4.3 及 4.4 。 

1.4  評定獲勝隊伍之標準 

 得票較多之隊伍可取得出線權；如票數相同或只有兩位評審的情況

下，則以總分較高之隊伍取得出線權。 

 在決賽中，得票較多之隊伍為得勝者。 

1.5 評定決賽最佳辯論員之標準 

1.5.1 在參與決賽之雙方六位辯論員中，評選最佳辯論員：分別計算

二隊辯論員於主辯、第一副辯、第二副辯及主辯總結四部分，最

高分的部分發言者為最佳辯論員。 

1.5.2 如有同分者，則由評判決定一人為最佳辯論員。 

2. 獎項 

2.1 所有參賽隊伍均獲紀念狀乙面。 

2.2 大會設有冠軍、亞軍、季軍(兩隊)及最佳辯論員五個獎項。   

2.3 冠軍隊伍可獲獎座乙個、獎牌八面及證書八張。 

2.4 亞軍隊伍可獲獎座乙個、獎牌八面及證書八張。 

2.5 季軍隊伍各可獲獎座乙個、獎牌八面及證書八張。 

2.6 決賽特設最佳辯論員一名可獲獎座乙個。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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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元朗屯門區第二十二屆中學辯論比賽 

計時紀錄表 

比賽日期:  

第   場 

辯題:    
正方隊伍： 反方隊伍： 

主辯： 主辯： 

法定發言時間：三分鐘 法定發言時間：三分鐘 

實際發言時間：  分   秒 實際發言時間：  分   秒 

        過時：         過時： 

扣分： 扣分： 

第一副辯： 第一副辯： 

法定發言時間：三分鐘  法定發言時間：三分鐘 

實際發言時間：  分   秒 實際發言時間：  分   秒 

        過時：         過時： 

扣分： 扣分： 

第二副辯： 第二副辯： 

法定發言時間：三分鐘 法定發言時間：三分鐘 

實際發言時間：  分   秒 實際發言時間：  分   秒 

        過時：         過時： 

  

主辯總結： 主辯總結： 

法定發言時間：四分鐘  法定發言時間：四分鐘 

實際發言時間：  分   秒 實際發言時間：  分   秒 

        過時：         過時： 

扣分： 扣分： 

 

被扣總分： 

 

被扣總分： 

 

計時員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 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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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元朗屯門區第二十二屆中學辯論比賽 

初賽、半準決賽、準決賽評分紙 

第___場 

辯題：  

比賽日期: 

正方/ 反方: 

 內容(40) 

 

詞鋒(30) 組織(20) 風度(10) 總分(100) 

主辯      

一副      

二副      

主辯總結      

    合作(20)  

    合共  

    扣分 
(由計分員填寫) 

 

    總積分  

 

評判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判簽署：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註：過時扣分由大會計分員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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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元朗屯門區第二十二屆中學辯論比賽 

決賽評分紙 

辯題：                                   比賽日期:  

正方 / 反方: 

 內容(40) 詞鋒(30) 組織(20) 風度(10) 總分(100) 

主辯      

一副      

二副      

 台下發問(10)  

台上答辯(30)  

台下發問(10)  

台上答辯(30)  

台下發問(10)  

台上答辯(30)  

主辯總結      

    合作(20)  

評判姓名:    合共  

評判簽署:    過時扣分 
(由計分員填寫) 

 

    總積分  

註：過時扣分由大會計分員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