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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沪港澳大学生英语演讲与辩论交流赛
章程
2017 沪港澳大学生英语演讲与辩论交流赛于 2017 年 10 月圆满落幕，来自十所高校
的六十余名选手同台竞技，收获友谊。赛事获得广泛关注，得到各界一致好评。
2018 年，为进一步促进沪港澳三地高校学子交流、共同发掘与奖励优秀人才、藉以
深化三地高校的思辨教育和青年交往，复旦大学英语辩论与演说协会、复旦大学海
外交流协会将主办组织 2018 沪港澳大学生英语演讲与辩论交流赛，将邀请上海、
香港、澳门高校并特邀若干北京高校共同参赛；参赛学校皆秉持以文化交流为核心、
培育青年人才为目标的共识，以演讲和辩论的形式来展现外语表述与运用能力，期
望在中国文化传承与创新过程中，让历经不同教育发展进程的三地青年学子能相互
了解、并肩成长。
选手要求：
1.参赛选手应为沪港澳三地在校本、专科学生或硕士研究生，30 岁以下。
内地各校总参赛人数不得超过每校 8 人，港澳各高校总人数不做限制。
2.辩论赛方面，由于赛制原因，建议每所学校选派 3 位或 6 位参加辩论赛的选手。
各校需提前确认辩论队组成。若一校参赛选手数目无法达到 3 的整倍数以组成辩论
队伍，组委会将协助随机安排辩论队队友。观摩人数不作限制。
3.演讲赛方面，建议每所学校选派 3 到 5 名选手参赛。观摩人数不作限制。
4.各校可选派随行人员，随行人员可以是领队、老师、观摩学生、摄影摄像等；建
议香港、澳门两地选送单位以选手比随行人员二比一的比例派出随行人员。
【注：】每所学校选派的选手可以只参加演讲、辩论两赛中的一赛或两赛同时参加。
鼓励内地参赛学校选派港澳学生参赛，不占参赛名额。
若有任何特殊要求，请与复旦大学赛事组委会商议。
参赛费用：
无赛事注册费。
复旦大学提供香港、澳门高校参赛师生（包括核准的随行人员）落地接待（餐饮住
宿、统一交通及游览等），以及提供内地高校参赛选手比赛期间餐饮及住宿费用，
往返上海交通费用烦请各校自理。
拟邀请参赛单位：（按音序）
香港高校：香港城市大学、香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香港科技大学、香港理工大
学、香港岭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
澳门高校：澳门大学、澳门科技大学
上海高校：复旦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财经大
学、上海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同济大学
特邀单位：北京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外交学院
赛事地点：
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上海市杨浦区邯郸路 220 号
Handan Campus, Fudan University
No.220, Handan Road, Yangpu District, Shang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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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程序：
大赛分两天两阶段进行，两赛相互独立，不合并计分;
第一天(April.14)：辩论初赛、辩论四分之一决赛、辩论半决赛；
第二天(April.15）：即席演讲初赛、即席演讲决赛、辩论决赛。
赛事奖项：
演讲比赛奖：冠军（颁发证书及奖杯，奖金 1200 元）、亚军（颁发证书及奖杯，奖
金 1000 元）、季军（颁发证书及奖杯，奖金 800 元）
一等奖（5 名，颁发证书及校名礼品）
二等奖（12 名，颁发证书及校名礼品）
三等奖（36 名，颁发证书及校名礼品）
辩论比赛奖：冠军队（颁发证书及奖杯，奖金 3000 元）、亚军队（颁发证书及奖杯，
奖金 1500 元）、总决赛最佳辩手（颁发证书及奖杯，奖金 500 元）
一等奖（6 名，辩论半决赛入围选手，颁发证书及校名礼品）
二等奖（12 名，辩论四分之一决赛入围选手，颁发证书及校名礼品）
三等奖（36 名，颁发证书及校名礼品）
单项奖：
演讲赛：最具创意奖（1 名）、最佳语音奖（1 名）、最具风采奖（1 名）、观众选择
奖（1 名）、特别评审奖（1 名）（颁发证书及校名礼品）
辩论赛：最佳辩手奖（2 名）、优秀辩手奖（4 名）、特别评审奖（1 名）（颁发证书
及校名礼品）
荣誉奖：上述各奖项指导老师奖（颁发证书）
【注】
： 主办方保留对赛事规则的最终解释权。以上赛制如有变化，以主办方最终
公布为准。
参赛资料收件时间：
请务必配合缴交以下所需资料：
1.2018 年沪港澳英语演讲与辩论交流赛选手报名表 word 文件(附件
二)/2018 年沪港澳英语演讲与辩论交流赛随行人员登记表 word 文件(附件三)
2.学生证/职工证正面彩色电子扫描件/拍照件（清晰可辨识） (JPG，4MB
内)
3.近 1 年内 2 吋半身正面免冠照片电子版 (JPG 格式，白或蓝色背景正面半
身彩照)
4.本校参赛学生及随行人员 Excel 信息汇总表（附件四）
请各校于北京时间 2018 年 03 月 26 日（星期一）23：59 前统一以 E-mail 电子附件
方式，将以上 4 项资料打包发送至 hugangaofdu2018@163.com，并将 1,2,3 文件名
命名为“2018 沪港澳报名+选送单位+姓名+演讲/辩论/演讲及辩论”，4 文件及邮
件主题命名为“2018 沪港澳报名+选送单位”。
赛事组委会联络人：
2018 沪港澳英语演讲与辩论交流赛赛事组委会主席：
钟雨桐 180-7910-2589 ytzhong15@fudan.edu.cn/ eric-official@outlook.com
2018 沪港澳英语演讲与辩论交流赛赛事组委会副主席：
卢一志 187-0219-2163/ louixlu@foxmail.com
2018 沪港澳英语演讲与辩论交流赛赛事组委会副主席：
刘涟
135-0189-8174/ lliu15@fudan.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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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论比赛形式及规则：
A）第一、二、三轮：辩论初赛（提前20分钟统一公布辩题，随机决定分赛场辩论
队伍组合及其正反方立场）
a) 初赛每一轮将分十个分赛场进行，每一轮每一分赛场评委随机打乱；
b) 比赛分正反两方，各三人。发言次序为：
正方 1 （Proposition 1） → 反方 1 （Opposition 1）
正方 2 （Proposition 2） → 反方 2 （Opposition 2）
正方 3 （Proposition 3） → 反方 3 （Opposition 3）
Proposition 1 (P1)

Defines the resolution; Introduces the Proposition case

Opposition 1 (O1)

Introduces Opposition case; Rebuts what P1 said

Proposition 2 (P2)

Extends the Proposition case; Rebuts what O1 said

Opposition 2 (O2)

Extends the Opposition case; Rebuts what P2 said

Proposition 3 (P3)

New contentions are not allowed;
Rebuts what O2 said; Summarizes the debate
New contentions or evidence are not allowed;
Rebuts what P3 said; Summarizes the debate

Opposition 3 (O3)

c) 每人发言时间 7 分钟，在第 1 分钟及第 7 分钟时另一方质询者不可以提 POI
(Point of Information)。
d) 质询者提 POI 需经答辩者同意，并在 15 秒内合理、清晰、切题地提出任何
与题目相关之问题、质询、陈述或反驳。
e) 答辩者可选择接受回答 POI，但若 POI 明显不切题和不合哩，答辩者可说明
理由并拒绝回答。答辩者可适当要求质询者重述其 POI，但不得提出反质询
或故意否认己方陈述之言词，否则视为违规。
f) 「正方 3」或「反方 3」为结辩人，应对先前所提出之论点加以辩驳，并就
己方论点及双方交锋情形加以整理与陈述；结辩人不得再提出任何新论点或
新问题，否则视为违规。
g) 以代表队为单位晋级；辩论初赛三轮结束后获胜场次数（获胜场次相同时比
较总分）前八名的队伍进入四分之一决赛。
B）第四、五轮：辩论四分之一决赛与半决赛
辩论四分之一决赛分四场举行，半决赛分两场举行。
四分之一决赛中，每分赛场获胜队伍晋级。
半决赛中每分赛场中获胜队将由主裁判投票选择直接晋级一位辩手，败北队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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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投票选择直接淘汰一位辩手。每分赛场剩余四位辩手将按照半决赛所有裁判
打分与四分之一决赛累计积分各 50%的权重计算总分，每场最终晋级两位。晋
级结果当场公布。辩题将在总决赛当日上午统一公布。
辩论决赛中由半决赛直接晋级的选手将自动分别归入两队。剩余四位辩手抽签决
定分组。辩题将在总决赛当日中午统一公布。
C）总决赛：
比赛形式待定，以组委会最终公布为准。

辩论比赛评分方式：
辩论赛评分共为两部分，辩论初赛、四分之一决赛与半决赛评分方式相同。
一：评审独立考察各辩手表现进行独立评分，满分100分：
a) 观点表达（25%）：明确建立己方申辩之立场或反对之理由；辩论中履行各自
辩手的义务，能擅用方法反驳对方申论，达到驳论之目的。
b) 内容（25%）：论述或驳论合理展开，阐述明确，逻辑清晰充分有说服力。
c) 语言运用（20%）：表达流畅，语音、语调及节奏合适；语法恰当，风格自然
得体。
d) 问答（15%）：答复质询时能保持切题原则，反应佳，观点明确具风度。
e) 团队合作（15%）：辩论中互相支持同队之论点，展现团队默契。
二：评审综合队伍表现裁判获胜方：
Debate Team Ballot
Proposition Team _______
Which Debate Team do you feel won the Debate?
Opposition Team _______

（以上配分如于评审会议后有更动，将以主办方最终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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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比赛形式：
A）第一轮：演讲初赛（即席演讲：提前15分钟抽取即兴主题，出场顺序提前抽签
决定）
a) 选手演讲时间为 2 分 30 秒，若超时至 2 分 45 秒或不足 2 分 15 秒则酌情扣
分。
b) 仅可携带由主办方提供的 1 张手卡，其他稿件皆不得上台。
c) 演讲初赛总分前 8 名进入决赛，抽签决定出场顺序，初赛分数不计入决赛。
B）第二轮：演讲决赛（已备演讲+即席演讲+质询：即席演讲总决赛当日中午抽题）
a) 已备演讲主题：Remembrance of Things Past.
(Make a speech on the topic and give your own subtitle.)
b) 选手已备演讲与即兴演讲时间均为 3 分钟，若超时至 3 分 15 秒或不足 2 分
45 秒则酌情扣分。
c) 仅可携带由主办方提供之 1 张手卡，其他稿件皆不得上台。
d) 质询：每一位选手接受来自评委挑战官的两分钟质询。挑战环节评委质询的
部分不计入两分钟内。
e) 最终成绩由已备演讲、即兴演讲及回答评委质询这三个部分按一定比例加权
得出总分。

演讲比赛评分方式：
评审综合考察选手的各项表现进行独立评分，演讲初赛、决赛满分皆各为100分。
演讲初赛：
a) 语言（初赛 20%）：发音、语调及节奏清晰合适；用词准确，表达流畅。
b) 内容（初赛 40%）：内文切题，观点明确有新意，能对议题进行深度探讨，
能引用相关论据并充分阐述使其具说服力。
c) 组织（初赛 20%）：结构完整清晰，论点合理，论述充分有逻辑性。
d) 台风（初赛 20%）：着装大方得体，有亲和力；肢体语言、眼神、音量自然、
自信。
演讲决赛：
已备演讲（30%）+即兴演讲（40%）+回应评委质询（30%）：
（以上配分如于评审会议后有更动，将以主办方最终公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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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沪港澳英语演讲与辩论交流赛 赛事日程表
时间

上午

中午

Day 1
4.14
Saturday

下午

晚上

上午

中午
Day 2
4.15
Sunday
下午

比赛日期：2018 年 04 月 14 日-04 月 15 日

内容

赛程

场地

08:30 - 09:20

开幕式

赛事说明、所有老师及参赛选手大合照

待定

09:20 - 09:40

两赛初赛抽签
辩论初赛第一轮公布辩题

所有参赛选手

待定

09:40 - 11:00

辩论 Round1

所有辩论参赛选手

待定

午餐

11:10 - 12:30

待定

12:30

第二轮辩题公布

所有辩论参赛选手

12:50 - 14:00

辩论 Round2

所有辩论参赛选手

14:10

第三轮辩题公布

所有辩论参赛选手

14:30 - 15:40

辩论 Round3

所有辩论参赛选手

待定

16:00

公布四分之一决赛晋级名单及辩题

辩论四分之一决赛队伍

待定

16:20 - 17:30

四分之一决赛

辩论四分之一决赛队伍

待定

17:45 - 18:45

晚餐、公布辩论半决赛晋级名单

所有老师及参赛选手

待定

19:00

辩论半决赛辩题公布

辩论半决赛队伍

待定

19:20 - 20:20

辩论半决赛

辩论半决赛

待定

08:30 - 10:15

演讲初赛上半场

各自于 15 分钟前抽题；参赛选手（1 - 30）

待定

10:15 - 10:30

中场休息

10:30 - 11:45

演讲初赛下半场

12:00 - 13:00

待定

待定
各自于 15 分钟前抽题；参赛选手（31 - 60）

公布总决赛辩题 & 午餐 & 公布演讲赛晋级名单及即兴赛题

待定
待定

13:00 - 13:15

总决赛开场

所有参赛选手

待定

13:20 - 14:45

辩论决赛

辩论决赛队伍

待定

14:45 - 15:00

中场休息

中场休息 & 评委会

待定

15:00 - 16:45

演讲决赛

演讲决赛选手（1-8）

待定

16:45 - 17:00

中场休息

17:00 - 17:30

闭幕式、颁奖

待定
所有老师及参赛选手

待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