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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論賽（公民網盃）10 月 11 日初賽結果 (1/8) 

組別：1A 
地點：皇仁書院禮堂 

時間 對賽隊伍 辯題 評判 
9-10am A01(正)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聯會陳震夏中學 

 

A02(反) 余振強紀念第二中學 小班教學切合本港學生需要 

1. 劉文錦老師(孔聖堂中學) 

2. 林英傑老師(伊利沙伯中學) 

3. 姚祈光先生(中山大學法律系香港同學會

副主席) 
賽果：0-3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譚列詠 (余振強紀念第二中學)  
10-11am A03(正)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A04(反) 神召會康樂中學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入讀主流學

校弊多於利 

1. 劉文錦老師(孔聖堂中學) 

2. 林英傑老師(伊利沙伯中學) 

3. 姚祈光先生(中山大學法律系香港同學會

副主席)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林子傑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11-12pm A05(正) 藍田聖保祿中學 

 

A06(反)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教育局應讓學校自行決定教學語言

1. 方麗娥老師(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2. 林善敏老師(保良局羅氏基金中學 

3. 黃施露茜女士(前香港中國婦女會校長)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呂欣華 (藍田聖保祿中學)  
12-1pm A07(正) 香港真光中學 

 

A08(反) 港島民生書院 

擴大區議會權力有助社區發展 

1. 方麗娥老師(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2. 林善敏老師(保良局羅氏基金中學) 

3. 黃施露茜女士(前香港中國婦女會校長)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周啟賢 (港島民生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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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論賽（公民網盃）10 月 11 日初賽結果 (2/8) 
組別：1B 

地點：皇仁書院活動中心 
時間 對賽隊伍 辯題 評判 

9-10am A09(正) 荃灣公立何傳耀紀念中學  
 

A10(反) 德愛中學 小班教學切合本港學生需要 

1. 麥婉婷老師 (英皇書院) 

2. 陳維雄先生 (香港青年協進會副主席) 
3. 方淑範小姐 (全港青年學藝比賽大會演

講比賽主任委員)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蔡俊傑 (荃灣公立何傳耀紀念中學)  
10-11am A11(正) 香港管理專業協會李國寶中學 

 

A12(反) 皇仁書院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入讀主流學

校弊多於利 

1. 麥婉婷老師 (英皇書院) 

2. 陳維雄先生 (香港青年協進會副主席) 
3. 方淑範小姐 (全港青年學藝比賽大會演

講比賽主任委員) 
賽果：0-3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關展健 (皇仁書院)  
11-12pm A13(正) 伊利沙伯中學 

A14(反) 香港華仁書院 教育局應讓學校自行決定教學語言

1. 黃鳳鳴老師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2. 李行健老師 (九龍華仁書院) 

3. 馮少斌老師 (德愛中學)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李家俊 (伊利沙伯中學)  
12-1pm A15(正) 筲箕灣官立中學 

A16(反) 東莞工商總會劉百樂中學  

 

擴大區議會權力有助社區發展 

1. 黃鳳鳴老師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2. 李行健老師 (九龍華仁書院) 

3. 馮少斌老師 (德愛中學)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李子愷 (筲箕灣官立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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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論賽（公民網盃）10 月 11 日初賽結果 (3/8) 
組別：2A 

地點：聖公會林裘謀中學活動室 
時間 對賽隊伍 辯題 評判 

9-10am B01(正) 聖士提反女子中學 
 

B02(反) 循道中學 
小班教學切合本港學生需要 

1. 彭思敏老師 (順德聯誼會胡兆熾中學) 
2. 梁文慧老師 (香港培正中學) 
3. 周富鴻老師 (培僑中學) 

賽果：1-2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陳婉貽 (聖士提反女子中學) 
10-11am B03(正)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B04(反) 樂善堂余近卿中學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入讀主流學

校弊多於利 

1. 彭思敏老師 (順德聯誼會胡兆熾中學) 
2. 梁文慧老師 (香港培正中學) 
3. 周富鴻老師 (培僑中學)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黃德寅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11-12pm B05(正) 浸信會呂明才中學 

 

B06(反) 聖馬可中學 
教育局應讓學校自行決定教學語言

1. 陳文豪老師 (沙田培英中學) 

2. 王家朗老師 (拔萃男書院) 

3. 莫月華老師 (張祝姍英文中學)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鄭凱靈 (浸信會呂明才中學)  
12-1pm B07(正) 賽馬會體藝中學 

 

B08(反) 邱子文高中學校 
擴大區議會權力有助社區發展 

1. 陳文豪老師 (沙田培英中學) 

2. 王家朗老師 (拔萃男書院) 

3. 莫月華老師 (張祝姍英文中學)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黎倬僑 (賽馬會體藝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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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論賽（公民網盃）10 月 11 日初賽結果 (4/8) 

組別：2B 
地點：聖公會林裘謀中學地理室 

時間 對賽隊伍 辯題 評判 
9-10am B09(正) 聖公會林裘謀中學 

 

B10(反) 救恩書院 
小班教學切合本港學生需要 

1. 雷佩怡老師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2. 羅駿齡老師 (元朗公立中學) 
3. 程兆成老師 (佛教志蓮中學) 

賽果：2-1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石姵妍 (聖公會林裘謀中學) 
10-11am B11(正) 佛教沈香林紀念中學 

 

B12(反) 嘉諾撒聖瑪利書院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入讀主流學

校弊多於利 

1. 雷佩怡老師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2. 羅駿齡老師 (元朗公立中學) 
3. 程兆成老師 (佛教志蓮中學) 

賽果：0-3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梁正昕 (嘉諾撒聖瑪利書院) 
11-12pm B13(正) 匯知中學 

 

B14(反) 景嶺書院 
教育局應讓學校自行決定教學語言

1. 黎少明老師 (新界鄉議會元朗區中學) 
2. 甘欣庭老師 (路德會呂祥光中學) 
3. 吳婷婷老師 (聖公會呂明才中學)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陳堡明 (匯知中學)  
12-1pm B15(正) 聖羅撒書院 

 

B16(反) 佛教黃鳳翎中學 
擴大區議會權力有助社區發展 

1. 黎少明老師 (新界鄉議會元朗區中學) 
2. 甘欣庭老師 (路德會呂祥光中學) 
3. 吳婷婷老師 (聖公會呂明才中學)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黎愷婷 (聖羅撒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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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論賽（公民網盃）10 月 11 日初賽結果 (5/8) 
組別：3A 

地點：香港華仁書院禮堂 
時間 對賽隊伍 辯題 評判 

9-10am C01(正)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C02(反) 拔萃女書院 
小班教學切合本港學生需要 

1. 黃煥琳老師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2. 譚樹繁先生 (基推會) 
3. 譚超雄先生 (蒲窩青少年中心總幹事)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湯希汶 (中華基督教會銘基書院) 
10-11am C03(正) 喇沙書院 

 

C04(反) 迦密聖道中學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入讀主流學

校弊多於利 

1. 黃煥琳老師 (宣道會鄭榮之中學) 
2. 譚樹繁先生 (基推會) 
3. 譚超雄先生 (蒲窩青少年中心總幹事)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胡伯衛 (嘉諾撒聖瑪利書院) 
11-12pm C05(正) 香港鄧鏡波書院  

 

C06(反) 中華基督教會銘賢書院 教育局應讓學校自行決定教學語言

1. 余逸賚老師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聯會

陳震夏中學) 
2. 黃寶儀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3. 譚樹繁先生 (基推會) 

賽果：2-1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簡國靖 (香港鄧鏡波書院)  
12-1pm C07(正) 港九街坊婦女會孫方中書院 

 
C08(反) 陳瑞祺(喇沙)書院 擴大區議會權力有助社區發展 

1. 余逸賚老師 (香港中文大學校友會聯會

陳震夏中學) 
2. 黃寶儀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3. 譚樹繁先生 (基推會) 

賽果：1-2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李焯森 (陳瑞祺(喇沙)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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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論賽（公民網盃）10 月 11 日初賽結果 (6/8) 
組別：3B 

地點：香港華仁書院 2H 室 
時間 對賽隊伍 辯題 評判 

9-10am C09(正)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C10(反) 保良局羅氏基金中學 

 

小班教學切合本港學生需要 

1. 葉永恆老師 (香港華仁書院) 
2. 劉孔維老師 (東莞工商總會劉百樂中學) 
3. 簡弘毅老師 (港青基信書院) 

賽果：1-2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紀靜雯 (保良局羅氏基金中學) 
10-11am C11(正) 九龍華仁書院 

 

C12(反)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入讀主流學

校弊多於利 

1. 葉永恆老師 (香港華仁書院) 
2. 劉孔維老師 (東莞工商總會劉百樂中學) 
3. 簡弘毅老師 (港青基信書院) 

賽果：1-2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丘嘉妮 (仁濟醫院王華湘中學) 
11-12pm C13(正) 嘉諾撒書院 

 

C14(反) 聖公會莫壽增會督中學 教育局應讓學校自行決定教學語言

1. 簡弘毅老師 (港青基信書院) 
2. 梁廣進老師 (皇仁書院) 
3. 許士敏老師 (港九街坊婦女會孫方中書

院) 
賽果：1-2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王寶熒 (嘉諾撒書院) 
12-1pm C15(正) 德雅中學 

 

C16(反) 英皇書院 擴大區議會權力有助社區發展 

1. 簡弘毅老師 (港青基信書院) 
2. 梁廣進老師 (皇仁書院) 
3. 許士敏老師 (港九街坊婦女會孫方中書

院) 
賽果：1-2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方寶 (英皇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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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論賽（公民網盃）10 月 11 日初賽結果 (7/8) 
組別：4A 

地點：港九潮州公會馬松深中學禮堂 
時間 對賽隊伍 辯題 評判 

9-10am D01(正) 沙田培英中學 
 

D02(反) 瑪利諾修院學校(中學部) 
 

 

小班教學切合本港學生需要 

1. 孔秀芬老師 (浸信會呂明才中學) 
2. 許漢榮老師 (邱子文高中學校) 
3. 馮羨梅老師 (聖馬可中學) 

賽果：0-3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林樂兒 (瑪利諾修院學校(中學部)) 
10-11am D03(正) 衛理中學 

 

D04(反) 協恩中學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入讀主流學

校弊多於利 

1. 孔秀芬老師 (浸信會呂明才中學) 
2. 許漢榮老師 (邱子文高中學校) 
3. 馮羨梅老師 (聖馬可中學) 

賽果：0-3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張樂陶 (協恩中學) 
11-12pm D05(正) 張祝姍英文中學 

 

D06(反) 新界鄉議會元朗區中學 

 

教育局應讓學校自行決定教學語言

1. 胡嘉和老師 (循道中學) 
2. 陳惠珍老師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3. 徐翠桃老師 (樂善堂余近卿中學)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黃嘉怡 (張祝姍英文中學) 
12-1pm D07(正) 路德會呂祥光中學 

 

D08(反) 港九潮州公會馬松深中學 

 

擴大區議會權力有助社區發展 

1. 胡嘉和老師 (循道中學) 
2. 陳惠珍老師 (天主教郭得勝中學) 
3. 徐翠桃老師 (樂善堂余近卿中學) 

賽果：3-0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柯舜瑤 (路德會呂祥光中學) 



 8 

第八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論賽（公民網盃）10 月 11 日初賽結果 (8/8) 
組別：4A 

地點：港九潮州公會馬松深中學禮堂 
時間 對賽隊伍 辯題 評判 

9-10am D09(正) 聖公會呂明才中學  
 

D10(反)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樂中學 

 

 

小班教學切合本港學生需要 

1. 盧俊鴻老師 (景嶺書院) 
2. 陳泳嘉老師 (聖羅撒書院) 
3. 麥志偉老師 (佛教黃鳳翎中學) 

賽果：0-3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曾詩虹 (基督教聖約教會堅樂中學) 
10-11am D11(正) 拔萃男書院 

 

D12(反) 元朗公立中學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入讀主流學

校弊多於利 

1. 盧俊鴻老師 (景嶺書院) 
2. 陳泳嘉老師 (聖羅撒書院) 
3. 麥志偉老師 (佛教黃鳳翎中學) 

賽果：1-2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施華潤 (元朗公立中學) 
11-12pm D13(正)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D14(反) 順德聯誼會胡兆熾中學 

 

教育局應讓學校自行決定教學語言

1. 林建華老師 (聖公會林裘謀中學) 
2. 陳燕芬老師 (聖士提反女子中學) 
3. 葉可為老師 (瑪利諾修院學校) 

賽果：2-1 (正方勝)       最佳辯論員：楊啟浚 (仁濟醫院第二中學) 
12-1pm D15(正) 香港培正中學 

 

D16(反) 培僑中學 
擴大區議會權力有助社區發展 

1. 林建華老師 (聖公會林裘謀中學) 
2. 陳燕芬老師 (聖士提反女子中學) 
3. 葉可為老師 (瑪利諾修院學校) 

賽果：1-2 (反方勝)       最佳辯論員：穆家駿 (培僑中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