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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7 年 7 月 9 日（星期日） 
时间：早上 9 时正 
地点：吉隆坡中华独中食堂大楼四楼新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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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廿届(2017 年)雪隆八独中华语辩论赛简章   

 
1. 宗旨 

1.1 激发八独中全体学生对辩论的兴趣，从而提高学生的思辨与表达能力； 
1.2 树立健康的竞赛意识，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 
1.3 提供一个交流平台，让辩论员互相沟通，进行思想上的激荡和交流； 
1.4 鼓励学生对时事以及社会动态的进行思考和系统性的批判。  

2. 主办 
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  

3. 联办 
滨华中学、吉隆坡中华独中  

4. 日期 
4.1 初赛：02-07-2017 （星期日） 
4.2 半决赛与決賽：09-07-2017 （星期日）  

5. 地点 
5.1 初赛：滨华中学  
5.2 半决赛与決赛：吉隆坡中华独中   

6. 参加资格 
凡雪隆八独中在籍学生  

7. 比赛制度 
采取单淘汰制  

8. 参赛队伍 
8.1 八独中各校只限一队；每队正选代表 4 名，候补 2 人。 
8.2 6 位代表不得更换。 
8.3 各队可自行决定每一场比赛排阵。 
8.4 各队队员衣着必须整齐。  

9. 对垒队伍 
各校将在赛前会议进行初赛对垒队伍抽签程序，半决赛与决赛将根据优胜队伍进行对垒。  

10.报名截止 
10.1 正选 6 人代表名单截止日期：06 月 13 日，下午 5 时正之前； 
10.2 初赛担任的角色代表名单截止日期：06 月 30 日，下午 5 时正之前； 

半决赛与決赛担任的角色代表名单截止日期：07 月 07 日，下午 5 时正之前； 
10.3 辩手半决赛与决赛所担任的角色，在截止日期前，未把担任角色名单呈上秘书处， 

秘书处将根据初赛名表所填写的角色为准，该队伍不得有异议。  
11.比赛规则 

11.1.1 辩题 
11.1.1.1 先由各校提呈五道辩题(05 月 03 日之前电邮至本会秘书处)。 
11.1.1.2 主办单位和各校研审，交由评判团讨论确定之。 
11.1.1.3 评判团议决辩题，于赛会一个星期前公布，即 06 月 23 日。 
11.1.1.4 初赛、半决赛和决赛每场都以不同辩题进行；初赛辩题与立场在比赛四天前

公布（星期三），半决赛和决赛辩题与立场在比赛前六天公布（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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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比赛进行程序 
11.1.2.1 立论环节：首先由正方一辩发言，次由反方一辩发言，时间各为 4 分钟。 
11.1.2.2 盘问环节：反方二辩首先盘问正方一辩，接由正方二辩盘问反方一辩，盘问

总时为 2 分钟。 
11.1.2.3 驳论环节：反方二辩发言，针对双方盘问论点进行反驳或继续延伸未完成之

立论工作，再回正方二辩发言，时间各为 2 分钟 。 
11.1.2.4 攻辩环节：双方三辩同时进行，各持 2 分钟对辩时间。 
11.1.2.5 小结环节：由正三辩进行小结，再到反方三辩小结，双方针对盘问、驳论与

对辩环节的交锋，进行己方观点的初步结论，时间各为 2 分钟。 
11.1.4.6 自由辩 

11.1.4.6.1 在自由辩论时间里，每位辩论员的发言次序、时间和次数都不受
限制，但是整队的发言时间不得超过 5 分钟。 

11.1.4.6.2 自由辩论开始时，先由正方发言，后由反方发言，当正方任何 1
位辩手起立发言结束后，反方任何 1 位代表需立即发言，双方按
此程序交替发言，直到双方总时用完为止。必须是一来一往的交
替发言，每队不许连续二人发言，除非其中一队的时间已经用完。 

11.1.4.6.3 双方计时分开进行，每次一方辩手发言完毕后，另一方计时将立
即开始，如不发言时间照计。 

11.1.4.6.4 一方发言总时完毕以后，若另一方还有剩余时间，队伍内 1 位或
多位辩手可继续交替发表言论，直到剩余时间用完为止。 

11.1.4.6.5 队伍发言总时剩下 30 秒时，计时员将以一声铃响提示，两声铃响
即代表发言时间完毕，辩手需立即停止发言。 

11.1.4.7 总结 
反方四辩先行总结，再交由正方四辩 后发言，时间各为 4 分钟。 

 
11.1.3 比赛发言时间 

序
号 程序 时间 备注 

1  
立论：正一发言 各4分钟  立论需求清晰有序，避免多重复杂逻辑。 
立论：反一发言 

2 盘问：反二提问正一 各2分钟  
盘问方只能针对对方立论提问，答辩方只能回答不能
反问，而盘问方则有权终止任何离题的言论。 盘问：正二提问反一 

3 
驳论与小结：反二发言 

各2分钟  
针对双方盘问论点进行反驳，或继续延伸未完成之立
论工作。 驳论与小结：正二发言 

4 攻辩：正三对反三 各2分钟 1 对 1 对辩形式进行，反方将享有对话之优先发言权。 

5 小结：正三发言 各2分钟  
针对盘问、驳论与对辩环节的交锋，进行己方观点的初
步结论。 小结：反三发言 

6 自由辩论 各5分钟 正方优先发动，随后交替发言。 

7 总结：反四 各4分钟  
针对整场比赛进行总结陈词，不鼓励背诵事先拟好的
稿件。 总结：正四 

总时间 42 分钟   
 *每位辩手在开口说话开始计算时间，限定发言时间剩下 30 秒时，大会将以 1 声铃响提示，发

言时间完毕时，则以 2 声铃响提示，辩手则需立即停止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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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4 评分标准         

辩手 评分标准明细 得
分 

个人评分 

一辩 

立论(40 分)  
需求清晰有序，避免多重复杂逻辑。 

100 
分 

答辩(20 分)  
①是否正面回答问题；②是否站稳本身立场；③是否进一步巩固本身的观点； 
④是否指出对方立论的矛盾/弱点并进行攻击 

语言技巧与仪态风度(15 分)  
①辩论员的表情、动作及发言态度是否合适；②辩论员对华语的掌握能力。 

自由辩论（25 分） 
自由辩论提倡积极交锋，对重要问题回避交锋两次以上的一方扣分，对于对方已经明确回
答的问题仍然纠缠不放的，适当扣分。抓住对方漏洞。 

二辩 

驳论与小结(40 分) 
需针对双方首度交锋以后的内容与架构进行反驳，亦能应用推翻立论之技巧延伸未完成之
立论工作。 

100 
分 

盘问(20 分)  
1 对 1 质询，盘问方只能针对对方的立论进行内容、逻辑、数据等的查验及检证，不能提
出预设问题或进行本身还未完成的立论工作，否则视为“技术犯规”，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
反问，而问方则有权中止答方任何不切题的回复。 
语言技巧与仪态风度(15 分) 
①辩论员的表情、动作及发言态度是否合适；②辩论员对华语的掌握能力。 
自由辩论（25 分） 
自由辩论提倡积极交锋，对重要问题回避交锋两次以上的一方扣分，对于对方已经明确回
答的问题仍然纠缠不放的，适当扣分。 抓住对方漏洞。 

 

三辩 

小结(30 分)  
总结是否紧扣盘问的问题；辩词的组织归纳是否合逻辑性。 

100 
分 

对辩(30 分)  
1 对 1 攻辩，短兵相接进行直接对话。 
语言技巧与仪态风度(15 分) 
①辩论员的表情、动作及发言态度是否合适；②辩论员对华语的掌握能力。 
自由辩论（25 分） 
自由辩论提倡积极交锋，对重要问题回避交锋两次以上的一方扣分，对于对方已经明确回
答的问题仍然纠缠不放的，适当扣分。抓住对方漏洞。 

四辩 

总结一(25 分)  
总结对方论点；辩词的组织归纳是否具逻辑性；是否成功勾勒出整场辩论的重点。 

100 
分 

总结二(35 分) 
总结我方论点，并巩固我方立场。 
语言技巧与仪态风度(15 分) 
①辩论员的表情、动作及发言态度是否合适；②辩论员对华语的掌握能力。 
自由辩论（25 分） 
自由辩论提倡积极交锋，对重要问题回避交锋两次以上的一方扣分，对于对方已经明确回
答的问题仍然纠缠不放的，适当扣分。 抓住对方漏洞。 

团体评分 
整体内容组织架构 30 分 
团体配合与合作精神 20 分 
总得分 4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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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 盘问与驳论 
11.1.5.1 赛制首度采用“法庭式”盘问，即 1 对 1 审问质询。 
11.1.5.2 盘问方只能针对对方的立论进行内容、逻辑、数据等的查验及检证，不能提

出预设问题或进行本身还未完成的立论工作，否则视为“技术犯规”。 
11.1.5.3 答辩方只能作答不能反问，而盘问方有权中止答辩方任何不切题之回复。 
11.1.5.4 盘问精神倡导直接交锋，不鼓励盘问方滥用答辩中止权，辩手应以达成共识、

引导回复为盘问工作之目标，过分剥夺他人发言权利者，均失风度得分。 
11.1.5.5 驳论为辩手驳斥盘问环节的初步总结，需针对双方首度交锋以后的内容与架

构进行反驳，亦能应用推翻立论之技巧延伸未完成之立论工作，唯评审将以
临场发挥的表现为优先考量的评分标准。  

11.1.6 攻辩规则 
11.1.6.1 反方三辩优先发言，发动攻势。 

      11.1.6.2 双方以交替形式轮流发言，辩手无权中止对方未完成之言论。 
11.1.6.3 双方计时分开进行，一方发言时间完毕以后，另一方可继续发表言论， 

直到剩余时间用完为止。 
      11.1.6.4 攻辩属对话环节，不设任何攻守界限，可自由问答。 
 

12.辩手需知 
 12.1 辩手须着整齐服饰、校服或校队制服均可。 
 12.2 此乃华语辩论比赛，除特有学术名词或非必要时，不鼓励辩手采用其他语言。 
 12.3 辩手无权中断任何人之发言，唯盘问手除外。 
 12.4 辩手之言论不应涉及任何政治、宗教、种族等类中，未经证实或具挑衅性之敏感课题。 
 12.5 辩论员在发言时不应宣读拟好的稿件，亦不得参考或展示预先准备好的图表、大字报、

杂志、书籍等。 
 12.6 辩论员在发言时动作不宜夸张，亦不得作出人身攻击。 
 12.7 各校辩论员必须在早上 08 时 30 分之前到达比赛现场报到，若逾时 15 分钟尚未到场

者，该队将当作自动弃权，除非有适当理由，方由主办当局定夺。 

13.评判团的组成 
 13.1 评判员由主办单位邀请学有专长且对辩论有认识的人士担任之。 
 13.2 初赛与半决赛每一场比赛由 3 人组成。 
 13.3 决赛由 5 人组成评判。 
 

14.评判团 
 14.1 每场选一位点评，须对每场辩题，综合所有评判意见，发表双方辩论应检讨辩论的过程，

分析两队的表现，提出双方可改进的地方及其他方面作具体点评。 
 14.2 根据评判团总结出的看法对辩题进行诠释，不可只是发表个人的观点。 
 14.3 阐述正反方双方立论的架构、主要论点以及延伸论据的策略。 
 14.4 指出双方论点中的强处弱处，并建议双方的进攻与防守路线。 
 14.5 指出正、反双方辩论员在整场辩论赛会的表现，并建议整体队伍个别辩论员可改进之处，

如语音、态度、看稿的毛病（若严重），队员之间的默契等。 
 14.6 表现优秀的辩论员予以适当的称赞，尚待改进的则给予指点与激励，但必须顾及辩论员

的感受，也不要让辩论员觉得主评在偏袒任何一方。 
 14.7 评判团在讨论时可要求辩论双方把他们引述书本、杂志、统计数目等资料呈上以便查核。 
 14.8 在进行评述时，评语应言简意赅，每一场评语时间为 15 分钟。 
 14.9 评判团的裁决是 后决定，任何有关评决的质问将不受理。 



 

案例显示，反方获得的印象票、决选票和分数票总和的过半票数而成为胜方。 
 

16. 比赛评分标准： 
16.1 评审团需在比赛进行时记录双方表现重点，并为之打分，不能让个人对辩题的主观看

法影响决定。    
16.2 比赛评分方式：  
 
 
 
 
 
 
 
 
 
 
 
 
16.3  若分数表出现双方平分的结果，将依序以队伍之“整体內容组织架构”、“自由辩论”及

“团体配合与合作精神”之总和分数来决定这一票的中所属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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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赛果评决程序 
15.1 比赛采用了“3 轮公开投票评审制”即比赛结束后不进入讨论室进行赛果讨论，现场直接投

票交锋，3 轮投票决定赛果。 
15.2 评审团在比赛进行时详细记录双方交鋒的论点与表现以作为评分的参考，并完整填妥评

分表格，于比赛结束后 2 分钟内提呈雪隆华校董联会秘书处负责人以进行计分工作。 
15.3 比赛结束后，评审将给予 3 分钟缓冲时间把剩余的评分表填妥，并以记名方式投下印象票

及 佳辩手的第一轮印象票交予雪隆华校董联会秘书处负责人以便计算分数工作；缓冲时
间结束后将会响铃 2 声。之后由雪隆华校董联会秘书处负责人转交大会主席，公布评审第
一轮的投票结果。 

15.4 评审团将会到台上进行现场评决。 
15.5 大会主席将会先公布每位评审的印象票成绩，随后评审们也将就印象票成绩进行讨论。

（由投少数票的评审先发言） 
15.6 赛果讨论时间视评判人数而定，一位评审拥有平均五分钟讨论时间，因此三位评审的讨论

总时为十五分钟，五位评审的讨论总时为二十五分钟，以此类推。 
15.7 大会将会在讨论时间结束前三分钟响铃一声提示，在讨论时间结束后响铃两声，评审团的

讨论届时需立刻停止，除非雪隆华校董联会秘书处负责人特别允许延长时间。 
15.8 评判团在进行讨论时，可要求辩论双方把他们引述的资料呈上以便查核。 
15.9 评审团在讨论时间结束后将会记名投下讨论后的决选票，唯评判的名字将不会公布。 
15.10 评审团投下决选票后，将会有五分钟的总时间讨论该场比赛的辩手之表现。讨论时间结

束后，大会主席将公布 佳辩手得主。 
15.11 大会主席将会先公布每位评审分数票的成绩，之后再公布每位评审决票的成绩。 
15.12 从评审团印象票，决选票及分数票的总和票数中获得过半票数的一方将成为该场比赛的

胜方。 
15.13 评审团的裁决为 后的决定，任何有关裁决的质问一律不受理会。 
15.14 以下为模拟赛果判决：  

三轮投票 正 反 备注 
印象票 2 1 比赛结束后，评审心目中第一轮选拔择的优胜队伍（以记名方式投下印象票）。 
决选票 1 2 记名决选票（唯评判的名字将不会公布），即于公开讨论程序完成后，评审于

现场进行 后一轮的决选票。 
分数票 1 2 不记名分数票，即按照每位评审所填写之评分总和，分数较高之队伍将获得

一票。 
总票数 4 5  

一辩  立论 
40% 

答辩 
20% 

自由辩论 
25% 

语言及风度 
15% 

个人总分 
100% 

二辩 驳论与小结 
40% 

盘问 
20% 

自由辩论 
25% 

语言及风度 
15% 

个人总分 
100% 

三辩 小结 
30% 

对辩 
30% 

自由辩论 
25% 

语言及风度 
15% 

个人总分 
100% 

四辩 总结一 
25% 

总结二 
35% 

自由辩论 
25% 

语言及风度 
15% 

个人总分 
100% 

组织架构 
30% 

整体合作 
20% 

团体总分 
50% 

  全队总分 450% 



 
17. 佳辩论员评分标准： 

17.1 遴选程序则采用 2 轮投票制，第一轮印象票，每位评审必须提名 3 名辩手进行候选，
一项提名为一票。第二轮决选票，大会主席将现场公布 3 人名单， 评审团将进行现
场 后投选，获票数 高者为该场赛事之 佳辩手，如呈得票数相同，以同票辩手
之个人得分之总和作为评定之 后依据。 

17.2 每场辩论赛的每位评判将从八位辩论员中选出特出 佳辩论员。 
17.3 每位评判将依据个人意见以特定积分，分别为特出 佳辩论员评分。 
17.4 特定积分分为： 
 优良 4 分、良好 3 分、满意 2 分、普通 1 分 
17.5 任何一位评判不得将同样积分给予 2 位或以上的辩论员。 
17.6 佳辩手提名： 

 
 
 
 

18. 奖励 
18.1 获得冠、亚、季(2 队)学校可获锡奖杯一座。 
18.2 冠、亚、季军(包括候补)每人可获得奖状一张。 
18.3 冠、亚、季军队员，每人可获得书券固本一张，即冠军 RM 100、亚军 RM80 和 

季军 RM 60。 
18.4 连续三届获得冠军队伍的学校，可保留赛会的常年杯。 
18.5 每场辩才表现 佳的代表将获颁予 佳辩才奖奖状一张，一张书券固本 RM50。 
18.6 每位参赛代表可获参赛证书一张。 
 

19.附则 
19.1 各参赛队伍成员必须出席颁奖礼，以便领取参赛证书；如参赛队伍与获得 佳辩才

奖者缺席颁奖礼，不得赛后向主办单位补领取证书或者奖状。 
19.2 无法进入半决赛队伍可委派一名代表出席颁奖礼，以领取参赛证书，而获得 佳辩

才奖者必须亲自出席颁奖礼。 
19.3 所有参赛同学无论在赛场或颁奖礼上，必须穿整齐校服或队服，不得穿拖鞋与短裤。 
19.4 所有参赛队伍必须遵守本章程里的规则，犯规者将由主办当局处理。 
19.5 本简章若有未尽善之处，主当局有权随时增删之，若有更动，主办当局将另行通知。 

 
 
 

第廿届雪隆八独中华语辩论赛筹备 

2017 年 05 月 17 日   订立 

 
 
 
 
 
 
 

 
 
 
 
 
 
 

最佳辩论员提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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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隆八独中华语辩论赛历届联办学校 
 

届次 比赛日期 比赛地点 联    办 
第一届 初赛：20/08/1978 

决赛：31/08/1978 
初赛-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半决赛与决赛- 巴生福建会馆礼堂 

 

第二届 
初赛：不详 
复赛：不详 
决赛：14/09/1980 

决赛-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第三届 
初  赛：29/08/1982 
半决赛：05/09/1982 
决  赛：12/09/1982 

初赛与决赛- 巴生福建会馆礼堂 
半决赛-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第四届 
初  赛：19/08/1984 
半决赛：02/09/1984 
决  赛：09/09/1984 

初赛与决赛-雪兰莪精武体育馆 
半决赛- 巴生福建会馆礼堂 

 

第五届 
初  赛：17/08/1986 
半决赛：24/08/1986 
决  赛：07/09/1986 

初赛、半决赛及决赛-  
万津中华小学礼堂 

 

第六届 
初  赛：14/08/1988 
半决赛：31/08/1988 
决  赛：11/09/1988 

初赛-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半决赛与决赛- 吉隆坡天后宫 

 

第七届 
初  赛：14/07/1991 
半决赛：21/07/1991 
决  赛：28/07/1991 

坤成女中礼堂  

第八届 
初  赛：23/05/1993 
半决赛：27/06/1993 
决  赛：04/07/1993 

初赛-巴生福建会馆 
半决赛与决赛-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第九届 
初  赛：18/06/1995 
半决赛：25/06/1995 
决  赛：02/07/1995 

沙叻秀大同华小礼堂  

第十届 
初  赛：22/06/1997 
半决赛：29/06/1997 
决  赛：06/07/1997 

坤成小学视听室  

第十一届 
初  赛：04/07/1999 
半决赛：07/07/1999 
决  赛：10/07/1999 

雪兰莪中华大会堂  

第十二届 初  赛：15/07/2001 
半决赛与决赛：22/07/2001 

初赛-尊孔独中礼堂/巴生中华独中 
半决赛与决赛-尊孔独中 

尊孔独中(协办) 

第十三届 初赛：22/06/2003 
半决赛与决赛：29/06/2003 

初赛-兴华中学礼堂 
半决赛与决赛-吉隆坡中华独中讲堂 

兴华中学 
吉隆坡中华独中 

第十四届 初赛：26/06/2005 
半决赛与决赛：03/07/2005 

初赛-尊孔独中礼堂 
半决赛与决赛-巴生中华独中讲堂 

尊孔独中 
巴生中华独中 

第十五届 初赛：08/0/2007 
半决赛与决赛：15/07/2007 

初赛：光华独中讲堂礼堂 
半决赛与决赛：循人中学礼堂 

光华独中 
循人中学 

第十六届 初赛：12/07/2009 
半决赛与决赛：19/07/2009 

初赛：兴华中学礼堂  
半决赛与决赛：坤成中学礼堂 

兴华中学 
坤成中学 

第十七届 初赛：03/07/2011,  
半决赛与决赛：10/07/2011 

初赛：吉隆坡中华独中 
半决赛与决赛：巴生中华独中讲堂举行。 

吉隆坡中华独中 
巴生中华独中 

第十八届 初赛：07/07/2013.             
半决赛与决赛：14/07/2013 

初赛：循人中学礼堂 
半决赛与决赛：光华独中讲堂 

循人中学 
光华独中 

第十九届 初赛：05/07/2015              
半决赛与决赛：12/07/2015 

初赛：坤成中学礼堂 
半决赛与决赛：兴华中学黄景裕讲堂 

坤成中学 
兴华中学 

第廿届 初赛：02/07/2017 
半决赛与决赛：09/07/2017 

初赛：滨华中学综合楼四楼林炳生讲堂 
半决赛与决赛： 
吉隆坡中华独中食堂大楼新讲堂 

滨华中学 
吉隆坡中华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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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获奖学校  
届 年份 冠军 亚军 季军 殿军 

第一届 1978 尊孔独中 兴华中学 坤成女中 
滨华中学 — 

第二届 1980 尊孔独中 兴华中学 — — 
第三届 1982 兴华中学  滨华中学 — — 

第四届 1984 循人中学 
巴生中华独中 — 兴华中学 滨华中学 

第五届 1986 巴生中华独中 兴华中学 吉隆坡中华独中 滨华中学 
第六届 1988 隆中华独中 坤成女中 兴华中学 循人中学 
第七届 1991 兴华中学 吉隆坡中华独中 尊孔独中 循人中学 
第八届 1993 坤成女中 吉隆坡中华独中 滨华中学 光华独中 
第九届 1995 兴华中学 坤成 巴中华独中 滨华中学 
第十届 1997 兴华中学 坤成女中 隆中华独中 巴生中华独中 

第十一届 1999 吉隆坡中华独中 坤成女中 尊孔独中 循人中学 

第十二届 2001 巴中华独中 兴华中学 尊孔独中 
循人中学 

 

第十三届 2003 滨华中学 尊孔独中 吉隆坡中华独中 
坤成女中 

第十四届 2005 循人中学 滨华中学 尊孔独中 

第十五届 2007 循人中学 尊孔独中 兴华中学 
坤成女中 

第十六届 2009 循人中学 隆中华独中 尊孔独中 
坤成中学 

第十七届 2011 吉隆坡中华独中 循人中学 滨华中学 
兴华中学 

第十八届 2013 吉隆坡中华独中 循人中学 巴中华独中 
兴华中学 

第十九届 2015 吉隆坡中华独中 兴华中学 循人中学 
坤成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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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获 佳辩才奖名单 
 

届 年份 佳辩才奖 
初赛圈 半决赛 决赛 

第一届 1978 — — — 
第二届 1980 — — — 
第三届 1982 翁玛利 (兴  华) 
第四届 1984 符国龙 (循  人) 
第五届 1986 洪朝阳 (隆中华) 
第六届 1988 陈子嶲 (隆中华) 
第七届 1991 郭汉明 (兴  华) 
第八届 1993 颜健松 (隆中华) 
第九届 1995 曾淑娟 (兴  华) 
第十届 1997 苏文薇 (坤  成) 

第十一届 1999 李佩谕 (坤  成) 

第十二届 2001 

戴柏南（兴  华）、 
李忠佑（巴  中）、 
周燕宁（循  人）、 
马丁丁（坤  成） 

王觉莹（巴  中）、 
戴柏南（兴  华） 

杨超群（兴  华） 

第十三届 2003 

黄如宁（尊  孔）、 
谢婉婷（坤  成）、 
卓莉琴（隆中华）、 
李忠烈（巴中华） 

谭翠雯（滨  华） 
 

王禄阳（滨  华） 

第十四届 2005 

潘晓君（滨  华）、 
洪惠莉（光  华）、 
李俐威（兴  华）、 
李素仪（循  人） 

林盼盼（坤  成）、 
周芷盈（循  人） 

林汉城（循  人） 

第十五届 2007 

庄紫欣（兴  华）、 
陈康宁（尊  孔）、 
林诗韵（坤  成）、 
郑  乐（隆中华） 

陈康宁（尊  孔）、 
周芷盈（循  人） 
 

周芷盈（循  人） 

第十六届 2009 

李宜恩（隆中华）、 
郑斌彦（尊  孔）、 
陈欣怡（滨  华）、 
苏丽卿（兴  华） 

郑斌彦（尊  孔）、 
刘秋平（循  人） 

刘秋平（循  人） 

第十七届 2011 

张凤君（隆中华）、 
黄嘉茵（滨  华）、 
吕明穗（坤  成）、 
刘  璞（循  人） 

李宜恩（隆中华）、 
刘  璞（循  人） 

林盼龙(隆中华) 

第十八届 2013 

陈心媛（兴  华）、 
黄馨瑜（滨  华）、 
罗巧雯（隆中华）、 
梁宗仁（巴中华） 

林如意（兴  华）、 
罗巧雯（隆中华） 

郑豪光（隆中华） 

第十九届 2015 

余永康（尊  孔）、 
陈绘心（光  华）、 
吴婕绮（兴  华）、 
云海芋（循  人） 

陈嘉欣（隆中华）、 
林勤勇（兴  华） 

吴婕绮（兴  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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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决赛与决赛程序表 
日期: 09/07/2017（星期日）       地点: 吉隆坡中华独中食堂大楼四楼新讲堂  

09.00am 半决赛 
第一场 （正）循人中学 对垒 （反）坤成中学 

 辩题： （正）我国在野势力更需要曹操型领导 
（反）我国在野势力更需要刘备型领导      

09.45am 评判团进行第一场现场投票程序与评述      
10.15am 半决赛 

第二场 （正）吉隆坡中华独中 对垒 （反）兴华中学 

 辩题： （正）世界格局趋向冲突对立 
（反）世界格局趋向互相和解    

11.00am 评判团进行第二场现场投票程序与评述      
11.30am 半决赛结束      
11.35am 决  赛 （正）半决赛第一场获胜队伍 对垒 （反）半决赛第二场获胜队伍 
 辩题： （正）世界因人更美丽 

（反）世界因人更丑陋      
12.20pm 评判团进行决赛现场投票程序与评述      
12.50pm 午餐时间      

1.30pm 颁奖典礼 
1. 吉隆坡中华独中董事长拿督斯里林景清致词 
2. 雪隆华校董事会联合会主席蔡庆文律师致词 
3. 颁赠纪念品予评判员 
4. 宣布成绩/颁奖 
5. 全体参赛队伍与嘉宾大合照/礼成 

 
评判团 

1. 洪俊福先生(毕业于马来亚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博特拉大学化学工程系学士， 
任职美资企业供应链经理） 

2. 余福祺先生(毕业于马来亚大学电脑科学系学士，任职德资公司软件测试部经理) 
3. 蔡懿颦小姐(毕业于博特拉大学传播系，任职信托基金培训师) 
4. 丘涁玜先生(毕业于博特拉大学食品科技系，任职教育工作) 
5. 刘国伟先生(毕业于新纪元学院媒体研究系，任职杂志执行编辑) 
6. 陈伟伦先生(毕业于博特拉大学工商管理硕士，任职人资部行政人员)  

半决赛队伍阵容 
学       校 一 辩 二 辩 三 辩 四 辩 候      补 

循人中学 黄湘雁 吕佩芯 张汶俊 芮子彦 李智信、张乐瑶 
坤成中学 陈子盈 严健华 黄尚佑 刘明泽 林裕轩、麦佳琦 
吉隆坡中华独中 陈盈汎 王奕庭 林道宥 叶慧琦 周  恩、黄宇航 
兴华中学 陈凯扬 王景涛 方玮琳 陈子扬 陈欣滢、黄善如   

决赛队伍阵容 
学       校 一 辩 二 辩 三 辩 四 辩 候      补 

循人中学 李智信 张汶俊 吕佩芯 芮子彦 张乐瑶、黄湘雁 
坤成中学 麦佳琦 严健华 黄尚佑 刘明泽 陈子盈、林裕轩 
吉隆坡中华独中 周  恩 王奕庭 林道宥 黄宇航 叶慧琦、陈盈汎 
兴华中学 陈欣滢 王景涛 方玮琳 陈子扬 陈凯扬、黄善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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