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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辯論比賽 

3rd Hong Kong Joint School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Debate Tournament 

 

TechnoLife in the Era  

科技展顏    綻放生活 

Entry Handout 

比賽章程 

 

主辦單位  Organized by: 

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學會 

Hong Kong Joint School Electronics and Computer Society 

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學會自 1979 年成立，為一非牟利中學生組織及香港註冊社團。 

The HKJSECS is a non-profit secondary student organization established under Societies Ordinance in Hong Kong in 1979. 

 

目標 Objective  

提高學生的批判性思考能力和對時事新聞的興趣 

To enhance critical thinking skills of students and arouse the students’ awareness 
towards current affairs issues 

 

主題 Theme 

科技展顏    綻放生活 

TechnoLife in the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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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辯論比賽 

報名表格 

甲部: 學校資料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郵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傳真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乙部: 負責老師資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文)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時，請根據以下格式寫在信封面。（報名日期以郵戳日期為準） 

 

香港九龍中央郵政局 郵政信箱 73945 

 
（學校名稱） 

第三屆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辯論比賽 報名表格 

 

比賽時間表（暫定） 

接受報名 二零一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至三月十四日 

簡介會 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九日 

初賽（十六強） 二零一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二零一一年四月九日 

準決賽（八強） 二零一一年四月十六日 

決賽（四強） 二零一一年四月二十三日 

季軍賽 二零一一年四月三十日 

冠軍賽 二零一一年七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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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截止報名日期：二零一一年三月十四日 

 每間學校最多可派一支隊伍作代表 

 參賽者必須為本地中學學生，就讀年級不受限制 

 參賽者需提供學生証副本或學生編號証明，以證明該名代表為其代表中學的註冊學生 

 參賽隊伍必須由四名辯論員組成，如有需要可另設一位後備辯員 

 確認申請的電郵會在收到申請之後的七天內寄出，並由負責老師及隊長接收 

 當參賽隊伍填報參賽表格後，不能中途棄權或退出比賽。如無合理理由，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

學會保留追究行政及財政損失之權利 

 簡介會將於二零一一年三月十九日舉行，參賽隊伍必須派代表出席，抽籤分組將於當日進行 

 參賽代表須於簡介會帶同報名費(會員學校為港幣一百元，非會員學校為港幣一百二十元)，請

以現金形式繳交 

 主辦機構有權對比賽任何細節作出最後更改 

 主辦機構有權決定報名學校之參賽資格 

 若有任何查詢，歡迎電郵本會: info@jsecs.org  

 

負責老師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僅作內部使用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                                             

批准人: ___________________                                              

本會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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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辯論比賽 

報名表格 

丙部: 隊伍資料 

 
隊長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月/年) 年齡: ______        年級: ______        性別: 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住宅)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一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月/年) 年齡: ______        年級: ______        性別: 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二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月/年) 年齡: ______        年級: ______        性別: 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三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月/年) 年齡: ______        年級: ______        性別: 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隊員四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日/月/年) 年齡: ______        年級: ______        性別: 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宅)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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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辯論比賽 

報名表格 

丁部: 出席簡介會代表資料 (最少二人，老師及學生均可) 

 

參賽代表一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聯絡電話: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參賽代表二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文)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中文) 

聯絡電話: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___ __(手提電話)  

電郵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戊部:聲明 

 

我______________________(負責老師姓名) ，代表參與隊伍，保證所有以上資料提供是完整及準確。我們完

全理解及同意跟隨大會所宣佈的條例及指示。 

 

負責老師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己部: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所有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會被本會使用於是次比賽的申請過程。 

2. 閣下有權要求一份印有由本會所收集，有關閣下的個人資料副本。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

例》，若該副本含有任何不實資料，閣下可要求作出任何更改。 

3. 任何關於收集個人資料的疑問，可透過郵寄至以下地址查詢： 

香港九龍中央郵政局 郵政信箱 7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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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屆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辯論比賽 

比賽賽規 

 

一、 一般規則 

1. 比賽將以淘汰制方式進行，每場比賽之勝方均可晉級，參加下一輪賽事。 

2. 比賽分為初賽（十六強）、準決賽 （八強）、決賽（四強）、季軍賽及冠軍賽。 

3. 參賽隊伍的所有辯論員必須是其代表中學的註冊學生，而在報名時必須提交有效證明 （學生証副

本或學生編號証明）。 

4. 為表示尊重評判、大會、及比賽，參賽的所有辯論員必須採用自己的合法中文名字。若大會發現

參賽隊伍遞交的辯論員名單有虛假的姓名，每一名虛構辯論員其所屬隊伍之每張評分分紙將會被

扣十分。在八強及以後賽事，大會將保留取消違反此規則的辯論員或整隊隊伍之參賽資格。 

5. 比賽將分為三個環節進行：第一個環節為正反雙方六位同學先後發言；第二個環節為「交互發

問」（只適用於初賽及準決賽）或「自由辯論」時間（只適用於決賽、季軍賽及冠軍賽）；最後

由雙方結辯作總結。（詳細發言程序可參考 四、發言程序。） 

6. 參賽隊伍遞交參賽表格後，不得中途棄權或退出比賽。如無合理理由，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學會

保留追究其行政及財政損失之權利。 

 

二、 比賽細則 

1. 每場比賽之辯題及比賽詳情將於對賽前七日於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學會官方網頁

（http://jsecs.org）公佈，並同時電郵至參賽隊伍所提供之電郵信箱。翌日將會有專人致電各參賽

隊伍隊長，以作確認。若未能通知有關同學，則會與參賽學校之老師聯絡。 

2. 正反方將由公佈辯題後一天，香港天文台於晚上六時公佈之香港溫度個位數來決定，單數由號碼

較小的學校為正方，雙數由號碼較大的學校為正方。 

3. 每隊參賽隊伍均享有一次否決辯題的機會，惟隊伍需於辯題公佈後二十四小時內電郵至香港聯校

電子及電腦學會（info@jsecs.org），提出否決理由，否則個案將不會受理。 

4. 參賽隊伍只可攜帶文具、演講咭及飲料上台﹔其他任何物品，除獲得該場主席批准外，均不能攜

帶上台。每件違禁物品將扣十分。 

5. 每隊只可派四名辯論員上台，不可在比賽中途換人。 

6. 辯論員只可以攜帶不大於十六公分乘十公分的演講咭上台作參考使用。 

7. 辯論員不得在比賽前與評判傾談任何有關辯題之話題。 

8. 台上辯論員必須在比賽進行期間將手提電話及傳呼機關掉。 

9. 台上辯論員不得與台下觀眾有任何形式的溝通。 

10. 台上辯論員在未經大會同意下不得擅自離場。 

11. 台上辯論員不得在比賽進行期間與其他辯論員調換座位。 

12. 隊伍於遞交出賽名單之後不得將出賽名單內之辯論員更改排位。 

13. 隊伍於遞交出賽名單之後不得掉換出賽名單內之辯論員。每一名被掉換之辯論員，其所屬隊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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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張評分分紙將會被扣五分。 

14. 每名辯論員只可以代表一隊參賽隊伍比賽。代表的隊伍以該辯論員首次代表出場的隊伍為準。 

15. 如任何一方缺席比賽，該隊伍將被自動當作棄權論。而出席一方將被自動列為勝方。 

16. 如果比賽雙方均缺席比賽，該場比賽將不會設立勝方，相方隊伍均自動被列作棄權論。 

17. 每隊於賽事開始前十五分鐘應向大會的會場賽務報到。以香港天文台頒佈的網絡時間

（http://www.hko.gov.hk/gts/time/HKSTime_c.htm）為準。報到以出賽名單上的四位辯論員都已

到達會場為準。當比賽隊伍於比賽開始時仍未向大會報到或未在台上，除特別原因外，大會將設

有扣分制度，扣分制將以每分鐘每票扣一分為基準，直到扣滿三十分為止。如比賽隊伍於三十分

鐘後仍未到達會場，大會將取消其參賽資格。另一出席之隊伍將被自動列為勝方，並將自動獲得

比賽中的滿分。 

18. 參賽隊伍必須按大會所指定之日期、時間、地點及站方比賽，不得異議，否則作棄權論。 

19. 比賽之勝負，定於參賽學校當日所得的票數，得票數多者取勝。票數之給予將根據評判之個人評

分標準作準則，得分較高者得一票。而當有兩位評判時，則以分數決定勝負。 

20. 如有和票情況出現，主席會請評判再作出決定以定勝負。該場比賽的主席有最終決定權。 

21. 評分紙須經評判、主席、計時員及參賽隊伍之隊長簽署後，方為有效。參賽隊伍可要求索取評分

紙副本，大會將於比賽完結當晚電郵至該隊伍提共之電郵信箱。 

22. 任何妨礙比賽進行或違反比賽規則者，大會可取消其參賽資格。 

23. 大會將保留驅逐肇事者離場的權利。 

24. 如遇上任何緊急情況，大會決定乃賽事最終決定。 

 

三、 上訴制度 

1. 任何參賽隊伍如於比賽時發現有技術性之錯誤(如計算分數、計算時間上出錯)，均有權提出上

訴。隊伍須於比賽後結果公佈後一天內，向大會以書面形式（香港九龍中央郵政局 郵政信箱 

7394）提出上訴。上訴書函須附有該校負責老師及校長之簽署並蓋有校印。 

2. 一切上訴事宜，概以香港聯校電子及電腦學會之議決為最後決定，不得異議。 

 

 

 

 

 

 

 

 

 

 

 

http://www.hko.gov.hk/gts/time/HKSTime_c.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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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發言程序 

1. 辯論員之發言時間將如下圖所示分配： 

         辯論員 

賽事         

主辯 一副 二副 結辯 備註 

初賽 四分鐘 三分鐘 三分鐘 四分鐘  

半準決賽 四分鐘 三分鐘 三分鐘 四分鐘  

交互問答（準備時間） 兩分鐘 1. 交互問答環節只適用於初賽

及準決賽 

2. 交互問答環節將由正方開始

發言，再到反方作答。第二次

發問則由反方開始 

3. 交互問答環節將進行兩次 

交互問答（發問時間） 一分鐘 

交互問答（回答時間） 一分鐘 

準決賽 四分鐘 三分鐘 三分鐘 四分鐘  

決賽 四分鐘 三分鐘 三分鐘 四分鐘  

自由辯論 五分鐘 1. 自由辯論環節只適用於決

賽、季軍賽及冠軍賽 

2. 台上辯論員於發言時間結束後均有十五秒的緩衝時間，辯論員需於緩衝時間完結前完成發言，否

則將作超時論，並開始扣分。該辯論員亦將被主席立即中止發言。 

3. 辯論員發言時間結束前三十秒、發言時間及緩衝時間結束時將有鐘聲提示。 

4. 交互問答環節程序如下： 

5.1. 正反雙方各有一指定的時間發言（見上表）。 

5.2. 每隊的時間將會以累積形式分別計算。 

5.3. 每隊至少應有兩名辯論員發言，否則該隊伍將被扣五分。 

5.4. 辯論員須於發言前起立，並於發言完畢後坐下。 

6. 自由辯論環節程序如下： 

6.1. 正方的其中一位台上辯論員首先發言。當該名辯論員坐下時，即會開始計算反方的時間。

反方的其中一位台上辯論員應立即站立及作出回應，並於發言完畢後坐下。 

6.2. 正反雙方應輪流發言，直至其中一隊用完其指定的時間為止。其後，另一方應派出其中一

名隊員用盡餘下的所有時間發言。 

7. 交互問答及自由辯論環節將不設緩衝時間。 

 

五、 扣分制度 

1. 扣分制度以每逾時五秒為單位，從十五秒緩衝時間結束後開始計算。應扣之分數，將從該場比賽

該辯論員所得之總分減除，不足五秒亦作五秒計算。 

 

 

 



 

9 
 

六、 評分準則 

1. 台上辯論員之評分準則將如下圖所示分配： 

             辯論員 

評分準則（滿分） 

主辯 一副 二副 結辯 

內容 四十分 四十分 四十分 四十分 

詞鋒 三十分 三十分 三十分 三十分 

組織 二十分 二十分 二十分 二十分 

風度 十分 十分 十分 十分 

組織合作分（以隊伍為單位） 四十分 

2. 交互問答佔一百分。 

評分標準為：內容佔四十分、詞鋒三十分、組織二十分及風度十分。 

3. 自由辯論佔一百分。 

評分標準為：內容佔四十分、詞鋒三十分、組織二十分及風度十分。 

4. 得分最高之台上辯論員將成為該場比賽的最佳辯論員，如有超過一位辯論員同分，結果則由評判

投票決定。 

 

七、 比賽獎項 

5. 各優勝隊伍可獲下列獎項： 

冠軍可獲冠軍獎盃乙座及獎品總值港幣一千元。 

亞軍可獲亞軍獎盃乙座及獎品總值港幣八百元。 

季軍可獲季軍獎盃乙座及獎品總值港幣五百元。 

6. 每位勝出隊伍的組員均會在所有比賽完結後另行獲頒一張獎狀。 

7. 每場之最佳辯論員可獲獎狀一張，獎狀將會留待冠軍賽後頒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