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十九屆《基本法》多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基本法盃) 

章程 (粵語組及普通話組)（只適用於網上作賽） 

甲、一般規則 

1. 參賽學校須為教育局註冊之中學或國際學校，並每校最多只可派出一隊參加粵語組

賽事、一隊參加普通話組賽事，參加者須為現正在校內就讀之中學生。 

2. 所有比賽均以淘汰賽形式舉行，粵語組參賽隊伍上限為 32 隊，勝出者方能晉身下一

回合的比賽。如遇報名隊伍高於參賽上限，將以抽籤的形式決定參賽資格。屆時將於

簡介會上進行抽籤，決定能夠參加初賽的學校。 

而普通話組參賽隊伍上限為 16 隊；如遇報名隊伍高於參賽上限，將以抽籤的形式決

定參賽資格。屆時將於簡介會上抽籤，決定能夠參加初賽的學校。 

3. 各參賽學校均以抽籤形式決定初賽中各隊的編號，以安排各階段的出賽程序。比賽將

採用淘汰制進行，根據抽籤結果，第一隊與第二隊作賽，第三隊與第四隊作賽，如此

類推。對賽編號較小者為粵語組初賽及普通話組初賽的正方，對賽編號較大者為粵語

組初賽及普通話組初賽的反方(***只適用於粵語組初賽及普通話組初賽)。 

及後的賽事一律跟據上一輪比賽後的首日香港恒生指數收市時個位數的單雙決定對

賽編號較小者的站方，單數為正方，雙數則為反方。 

4. 各隊比賽時間及比賽辯題均為賽會安排決定，參賽隊伍不得異議及修改。 

5. 遲到及缺席之安排：遲到及缺席以參賽隊伍之台上辯論員是否全部於比賽開始時間

進入比賽視像會議室為準。除經賽會同意之理由外，任何參賽隊伍遲到不多於十五分

鐘，該隊將被每位評判於總分扣除十分；如遲到十五分鐘或以上，該隊將被取消參賽

資格，其對手取得出線權。參賽隊伍需於比賽開始時間十五分鐘內向賽會提出理由，

以供賽會決定取消資格與否。 

6. 主辦單位有權邀請任何人士擔任評判、顧問及賽會主席。 

7. 粵語組總決賽及普通話組總決賽的評判由 5 人組成，其餘各場比賽由 3 人組成，惟

賽會可於評判數目不足 3 人時，決定該比賽評判由 2 人組成。  

8. 賽會以申報利益方式，確保評判對賽事的公平決定。 

9. 如比賽採用雙辯題制，則除另有註明者外，本章程中的「正方」須視為「甲方」，

「反方」須視為「乙方」。 

10. 比賽期間只容許參賽辯論員、雙方各一位負責導師或教練、賽會人員及評判進入比

賽視像會議室，其他人等一律不得進入比賽視像會議室。 

11. 賽會將會為比賽錄影，其版權歸賽會所有。若參賽學校有意獲得該場比賽之錄影視

像，可賽後向賽會申請。 

 

 

 

 

 



乙、比賽規則 

    一、主席 

1. 比賽主席負責主持整個比賽程序。 

2. 主席於比賽開始前，宣讀該場比賽之辯題、賽會比賽規則、介紹參賽隊伍及評判。 

3. 主席有權就比賽之爭議詢問評判意見後從而作出裁決，參賽隊伍必須服從；惟會方亦

可為爭議作出最終裁決。 

 

二、計時員 

1. 計時員須公平及準確地計算時間，並將時間填寫於記錄表上。 

2. 計時員應負責填寫計時記錄表，比賽完成時核對無誤後並簽署。 

 

三、參賽隊伍 

1. 各場比賽，分正、反兩隊。每隊由四人組成，雙方須各派主辯一人，第一副辯一人，

第二副辯一人及結辯一人，參賽同學必須穿著整齊校服。 

2. 因應當時疫情和政府的防疫政策，同一站方的參賽同學可於同一空間連線作賽，或分

開各自連線作賽。 

3. 為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當多人於同一空間作賽，賽會建議當場所有同學配戴口罩。 

4. 參賽學校的每場辯論員須為報名表格名單內之同學，唯於特殊情況下，賽前須經賽會

批准，否則參賽成員均不得更改。 

5. 參賽學校需在比賽開始前，請提早 15 分鐘登入比賽視像會議室進行技術測試。 

6. 比賽進行期間，參賽學校需一直打開鏡頭，拍攝台上辯論員的正面及其桌面。桌面應

只有文具和資料卡。除鏡頭、以及用於連線至比賽視像會議室的器具外，比賽期間不

允許使用任何電子產品和道具。對賽雙方辯論員及負責導師(包括辯論隊教練或舊

生)、比賽主席、評判及賽會可在比賽公佈賽果前提出違規情況，經賽會或評判確認

違規成立後，評判可自行決定扣除該隊總分 1 分至 5 分。 

7. 比賽進行時，期間嚴禁台上辯論員與同隊台上辯論員以外的人進行任何形式的溝通，

亦嚴禁與負責導師和教練於同一空間，除了在特殊情況而又得到主席批准，如參賽雙

方遇上技術問題。否則，對賽雙方辯論員及負責導師和教練、比賽主席、評判及賽會

可在比賽公佈賽果前提出有關情況，經賽會或評判確認違規成立後，違規隊伍將被扣

減分數，評判可自行決定扣除該隊總分 5 分至 10 分。 

8. 粵語組比賽一切發言均以粵語進行，普通話組均以普通話進行，惟人名、書名及專有

名詞可以使用外語；如比賽中使用外語，除以上三種情況外，一經使用外語，對賽雙

方辯論員及負責導師、比賽主席、評判或賽會可提出有關情況，經賽會或評判確認違

規成立後，評判可自行決定對該辯論員扣除總分 1 分至 5 分。 

9. 所有台上及台下發言均不得作人身攻擊或任何誹謗。對賽雙方辯論員及負責導師、比

賽主席、評判及賽會可在比賽公佈賽果前提出有關情況，經賽會或評判確認違規成立

後，違規隊伍將被扣減分數，評判可自行決定對該辯論員扣除總分 1 分至 5 分。 

10. 參賽學校各派代表一名，於公佈賽果後核對分數，正確無誤後以短訊回覆確認。若對

分數有任何異議，可在核分時向評判及賽會提出，即時處理。經參賽學校代表以短訊

回覆確認之分紙即視為已確認所得分數。雙方代表確認後，賽會將不接受參賽學校對

分數之異議。 

 

 



四、台上發言時間及須知 

1. 計時員將於鳴鐘後開始計時，辯論員須於鳴鐘後才發言。 

2. 第一輪雙方主辯法定發言時間為 4 分鐘，第二及第三輪副辯法定發言時間為 3 分鐘。

雙方結辯法定發言時間為 4 分鐘。在正反雙方結辯前，有 2 分鐘結辯準備時間。其

餘台下發問及答辯時間各 1 分鐘。 

3. 各辯論員法定發言時間完結前 1 分鐘，計時員將按鐘一次，以示發言時間尚餘一分

鐘。 

4. 在法定發言時間終止時，計時員會連續按鐘兩下，示意辯論員發言時間結束。 

5. 各台上辯論員法定發言時間終止後，會有 15 秒緩衝時間。緩衝時間過後(計時員計時

器顯示時間為 15 秒)，計時員會連續按鐘三次，該隊便即被扣分。 

6. 扣分制如下：除第 7 條所指的計時員失誤導致之超時外，辯論員於法定時間終止 15

秒起 (計時員計時器顯示時間為超越法定時間滿 15 秒後) 仍未結束發言，即為超時。

超時以 5 秒為單位。每超時 5 秒，每位評判將該辯論員所得分數扣除 5 分，如此類

推。不足 5 秒亦當 5 秒計，一位辯論員最多可被扣至零分。 

7. 計時員有責任確保計時及響鐘準確，唯計時員有所失誤時，一經發現後應即時請示評

判，評判必須集體決定是否補足時間或自行調整分數 (評判可集體商議按情況決定以

同樣幅度上調或下調分數)。 

8. 如有任何特殊情況，評判及賽會有最終決定權。 

 

五、突發事項 

1. 比賽開始後，如任何辯論員因任何技術問題，而未能在其環節發言；或未能聽到對

手發言，主席發現後會立即暫停比賽，該名辯論員應立即處理技術問題。若該名辯

論員已開始發言，計時員會停止計時器，計下和公布該名辯論員的剩餘時間，讓該

名辯論員解決技術問題後繼續使用剩餘時間發言。如該名辯論員十分鐘內未能解決

技術問題，該發言環節會被取消，比賽將會繼續進行。 

2. 比賽開始後，如評判因任何技術問題，而未能順利為比賽評分，主席發現後會立即

暫停比賽。當該名評判解決技術問題後，評判可決定是否補足時間予該環節的辯論

員。如該名評判表示因未能解決技術問題而不能繼續進行評分工作，該名評判所評

定的分數則不作記算，比賽將會繼續進行。 

3. 比賽開始後，如發現有任何妨礙比賽進行、或影響比賽公平性的情況，賽會、評

判、大會主席或雙方之主辯均可要求立即中止比賽，讓賽會及籌委會商議處理方法

並執行。 

 

丙、比賽程序 

發言次序 發言時間 

1. 正方主辯發言 四分鐘 

2. 反方主辯發言 四分鐘 

3. 正方第一副辯發言 三分鐘 

4. 反方第一副辯發言 三分鐘 

5. 正方第二副辯發言 三分鐘 

6. 反方第二副辯發言 三分鐘 

7. 雙方準備總結 兩分鐘 



8. 反方總結 四分鐘 

9. 正方總結 四分鐘 

10. 評判評分 五分鐘 

11. 主席及計時員計分 五分鐘 

 

丁、評分標準 

1. 各辯論員每次發言可得最高分數為 100 分，其中：內容 40 分、辭鋒 30 分、組織能

力 20 分、風度 10 分。 

2. 每隊合作總分最高可得 20 分。 

3. 各參賽隊伍每回合比賽中獲得最高分數為 420 分（4100 + 20 = 420） 

4. 設有扣分制，詳見甲章第 5 條、乙章第三項第 6、7、8 及 9 條及第四項第 5 及第 6

條。 

5. 評定勝負的標準： 

i. 以各評判之個人投票決定，獲票最多之隊伍為得勝隊伍，評判缺席票不

計算在內。 

ii. 評判之個人投票將以該評判給予對賽雙方之總分高低為準則。總分即該

評判於分紙各部份給予分數之和。 

iii. 如兩隊的得票相同(兩位評判的埸合)，將以該場比賽的總分排名，高分為

勝出者。如雙方總分亦相同，評判須自行商議或調整分數以得出該場勝

出學校。比賽不設重賽制度。 
 

6. 每場比賽各設一名最佳辯論員，而評定準則根據「最佳辯論員排名分數」決定。每

位評判給雙方辯論員的分數中，分數最高者可得 1 分，次者 2 分，如此類推。各評

判給予各辯論員之排名分數相加，排名分數最低的一位則為該場比賽之最佳辯論

員。若有兩位或以上辯論員之排名分數相同，則以該辯論員所得之總分數計算，較

高者為勝；若總分數相同，則由評判商議決定最佳辯論員。評分內容如下： 

評分項目 內容 辭鋒 組織能力 風度 總分 

主辯發言 40 30 20 10 100 

第一副辯發言 40 30 20 10 100 

第二副辯發言 40 30 20 10 100 

結辯總結 40 30 20 10 100 

整隊合作     20 

總分     420 
 

 

戊、其他 

1. 所有比賽規則均由活動籌委會制定。 

2. 賽會／大會擁有對所有規則之最後修正、引述與解釋權。賽會／大會即指基本法多

面體——全港中學生辯論賽籌委會委員、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及賽會邀請之相

關人士。 

3. 如欲緊貼本會最新動向，請到以下 facebook 專頁： 

香港基本法推介聯席會議專頁：www.facebook.com/hkjcp 

基本法多面體全港學生辯論賽專頁：www.facebook.com/jcpdebate  

http://www.facebook.com/hkjcp
http://www.facebook.com/jcpdebat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