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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同學：
校史館的興建、優
異生的獎學金、境
外交流活動的資
助、中二級的軍訓
活動、聖貞德發展
基金等等，都是由
我們的校友為學校
籌措經費。特別值
得一提的是當我們
預備五十五周年開
放日，正為訂製一
些富特色的紀念品
傷透腦筋的時候，
我們幸運地得到兩
位校友鼎力協助，由構思到設計、生產到運送、
最後更承擔了全數的費用，又一次證明了校友是
多麼愛護學校，令我們暖在心頭。
感謝老師、員工一直盡心盡力，謹守崗位，
為我們的教育事業鞠躬盡瘁。雖然近年來有不少
新的教育政策，增加了我們的工作，但是我們都
抱有共同的信念，相信祇要是為學生有益處的，
我們都樂意與時並進。執筆時老師們剛完成開放
日工作，接著又忙於期考的擬題及評卷；但大
家仍不忘錄製校慶五十五周年插曲— You are
Everything。希望各位同學能細味歌詞，感受老師
對你們那份濃情厚意。
可能大家會疑惑，是否將「多謝多謝」掛在嘴
邊就是感恩呢？感恩是一種內心的感受，可以說是
一種內心深處的呼喚。要回應這種呼喚，我們就要
將它化為行動。狹義來說，我們當然要回報恩人。
耶穌基督教導我們是「以愛還愛」，學校今年的學
年主題是「力行仁愛」，相信各位老師會經常跟大
家分享。就讓我們將愛化成行動，再用行動來活化
我們感恩之心。
各位同學，五十五周年紀念襟章上刻著我
們的感謝— 「這是上主所安排的一天，我們
應該為此鼓舞喜歡。」希望大家可以用一個愉
快的心情，參與學校今年各項的校慶活動，見
證師生間努力的成果。
祝願大家神盈康泰，主寵常存。天主保祐！

校長的話

今年是聖貞德中學的大日子，我們渡過了創
校五十五個年頭，標誌著我校在香港教育史上所
作出的努力和貢獻。為了肯定我們的工作，學校
今年將舉行一連串的慶祝活動，以展示我們各方
面的成就。但究竟甚麼是慶典呢？若果我們的慶
典只等同於大型聯歡會的話，那麼在大家狂歡一
番後，這個慶典在我們的生命中又剩下甚麼呢？
又若果我們將周年慶典視作個人的生日的話，究
竟我們生日的主角是否單單是我們自己呢？
聖經上說：「人單獨不好」。學校有今天的
成就，亦絕對不是單靠我們自身的努力就能成
事，要有天主的祝福，和其他人的幫助。因此，
任何周年慶典的核心應該是感恩，因為懂得感恩
的人會覺察到世界的美好；懂得感恩的人會知道
我們現在所擁有並不是必然；懂得感恩的人方會
找到人世間的真善美。
我們感謝創校的聖貞德議會。五十五年前
的香港社會百廢待興，但聖貞德議會的前輩們
仍眷顧著社會上最有需要的一群，為當時的孩
子提供學習的機會，讓孩子們以知識改變命
運。當年，前輩們確立校訓「公民責任」，正
是提醒同學無忘盡己回饋社會。前輩是我們景
仰的無名英雄，今天可能我們連一個他們的名
字也不能說出，但沒有他們無私的付出，便沒
有今天的聖貞德中學。
我們感謝辦學團體— 天主教香港教區，
給予我們明確的辦學方向，孕育出我們的教學理
念。讓我們既享有充分的自主，卻又得到全方位
的支援。相信我們全校師生員工都會謹記教會的
訓導，努力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發光發熱，用我
們的工作光榮我們天上的父親。
感謝家長的支持。我校的家長對學校一直非
常擁護。家長、老師和同學彼此間緊密的聯繫建
構了學校穩固的基礎。每年，我們都得到近百位
家長義工和家教會幹事的支援，大大減輕了老
師的工作量。記憶所及，他們每年均會出席多次
的義工聚會；參與十多次不同的學校活動；支援
數十次的帶隊工作；為老師製造了很大的自主空
間，亦增進了彼此間的信任和友誼。
感謝校友的愛護，為學校提供了「超級」的
支援，亦成就了我們很多奢侈的願望。近年來的

劉柏齡校長
二零一一年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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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禮嘉賓進行校慶剪綵儀式

氣氛溫馨

聖貞德中學自
一九五五年於港島羅便臣道八
號創校五十五載，逾半世紀作育英
才，桃李滿門，校友遍佈香港以至世
界各國，他們均秉持校訓「公民責任」精
神，貢獻社群。為慶祝創校五十五年，學校
於二零一零年十二月十六、十七日舉辦校慶
開放日，全校師生、家長、校友，區內各關
心我校的友好同儕雲集校園，共沾喜氣。
學校於十七日舉行校慶感恩祈禱會，
由天主教香港教區陳志明副主教
蒞臨主禮，頌恩禱聲讚歌
響遍校園。

熱鬧

聖貞德樂團在禮堂表演

到訪的小六同學樂在其中

家長投入參與
校慶感恩祈禱會主禮嘉賓大合照

升 旗 禮 及 鳴 放 禮 炮儀式
學校於開放日期間舉行盛大升旗禮，在國歌高奏的同
時、國旗、特區區旗及校旗徐徐升起，升旗儀式由劉柏齡校
長主禮，學校各制服團體列隊敬禮，氣氛莊嚴。升旗禮之
後，校慶學生籌委員陪同劉校長、蔡副校長及胡副校長進行
鳴放禮炮儀式，氣氛熱鬧。

進行鳴放禮炮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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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旗禮

接待社區小六同學
劉校長歡迎友校小六同學踴躍參與開放日
校慶活動，體驗生活於聖貞德中學的樂趣。

劉校長向小六同學介紹各展室活動

會
禱
校慶感恩祈
五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學校於十二月十七
日舉行校慶感恩祈禱會，由天
主教香港教區陳志明副主教蒞臨主
禮，陳副主教於祈禱會內的訓勉，引述諾
貝爾和平獎得獎人劉曉波的詩篇，勸勉同學
要以善勝惡；又以菲律賓人質事件的遇害香
港人家屬梁太的話，勸勉同學要以愛建立一個
互愛的社群。陳副主教當日的教誨，語重心
長，對同學以至香港社會均具指導意義。
祈禱會高潮為燭光禮，由五十五位同學
手持燭火，再雙雙獻在台上，象徵
對母校的祝願，具薪火相
傳的意義。

校監金東周神父向主禮嘉賓
陳志明副主教致送紀念品

各位校 董、
嘉賓及 家長都 在愉快
氣氛中 暢遊校 園，對 學
校的歷史和未來的願
景，有 深刻而 具體的
體會。

陳副主教與一眾主禮嘉賓參觀課外活動展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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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 放
學習活動齊參與 多元潛能盡發揮
十二月十六、十七日兩天開放日，學校共開放十九間展室，分別以「學與教」及「學生培育」為主
題。在「學與教」方面，各學習領域均以九大共通能力為主題，安排活動、遊戲及豐富獎品，務使參觀人
士能在輕鬆的環境中，掌握學習的技能和樂趣，亦可體會學校在學與教方面的理想和特色。

五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宗教—眾裡尋祂

英文—Word Attack

數學—一個縱橫交錯的數學世界

科技─ i World

科技—i World

藝術—燃點靈感

—
科學—生命之源—陽光

實驗我來做！

個人、社會及人文—至醒導遊

中文—知識無窮，取之有道

皮影戲

齊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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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字不難

日 花 絮
體育—新類型人

五十五周年校慶活動

通識—識破謬誤學通識

在「學生培育」方面，展室介紹了本校在品德培育、公民及國民教育、升學及就業輔導及課外活動各方面的
工作成果。其中課外活動小組特別安排了七間展室，向來賓展現校園生活的樂趣和繽紛色彩。

課外活動—學有所成 活出豐盛

品德—活出信望愛

公民及國民教育—
成熟公民答‧拼‧砌

各來賓在參觀前獲發積分卡一
張，參與展室活動及遊戲後獲發貼
紙，參觀完畢後到獎品換領處換領
豐富獎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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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與教

   On 15 th July 2010, 105 eager students from over 15
Catholic schools from the territory, met at the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to begin their 17 day study tour journey to
New Zealand. Four Form 1 students, 2 Form 2 students and 4
Form 3 students from St Joan of Arc were part of the group.
   During the study tour, students were given the opportunity
to live with home-stay families, attend English lessons and
normal lessons with their New Zealand buddies. At their homestay families, students were immersed in an English speaking
environment and were expected to become one of the family

members which meant that they would be responsible for
helping around the house doing chores such as setting the
table before dinner and so on. At school, they attended English
lessons in the mornings and other main stream lessons in the
afternoon giving them an opportunity to practice their English
and also experience a school life in New Zealand.
   Another aspect of the study tour was sightseeing. Students
were taken to various spots of interest which introduced them to
the landscape of New Zealand, the culture of the Maori people
and the wildlife of New Zealand.

4 Faith Justin He Shun Kit
   I had a really great time in Auckland.
It’s a wonderful place to live and the time I
spent there was just like a dream. The other
important thing is that I believe that my
English has improved a lot after this
trip!
   T h e f i r s t t i m e I m e t m y
homestay, I felt worried and a little bit scared because I don’t
know how I can communicate with them and live with them
for 2 whole weeks. But that’s totally unnecessary. They’re
really kind and just like my dad and mom. I also learnt a lot
of things at Elim Christian College, the school that I studied
in Auckland for 2 weeks. It’s a beautiful and huge place and I
love there so much! Of course I’ve learnt lots of things about
New Zealand’s culture and history. New Zealand is a good
and beautiful country.
   After 2 weeks, I came back to Hong Kong, and the time
I spent there was just a dream to me and I’m still missing
there so much! I would love to go to New Zealand again.

Today, we are going to...
Our host family picture

A day trip to the nature

Welcome to our school library

Are you ready for a group photo?

What a lovely view on top of the hill!

4 Hope Sunny Tse Cheuk Wing
4 Faith Julian Cheung Hei Chun
   Hi everyone! I’ve spent 2 weeks in New
Zealand last summer. It was unforgettable. Not
only did I have a chance to speak more English,
but also learnt more about their culture, the culture
of Maori. In the trip, I’ve met lots of friends.
We stayed with homestay family and
studied with students in New Zealand. They
were all nice, passionate and friendly.
   The climate of New Zealand is perfect. There are fresh air,
sunshine, some rainy days and even rainbow sometimes. Cool!
All in all, it’s a great place to visit. I would definitely go there
again in the future. This time, I can visit my old friends t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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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am Julian from 4 Faith. In the trip to New
Zealand, I have not only improved my English a
lot, but also earned a great memory.
   I enjoyed the lessons at Elim Christian
College. Their style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differs much from that of Hong Kong’s
schools. I’m glad that I have a chance to
experience it. It’s also cool that we were
having lessons with students in New Zealand. They were usually
more active and self-motivated. We can really learn a lot from them.
  

2010-2011 年度
中二級黃埔青少年軍校領袖營

學生培育

   舉辦中二級黃埔青少年軍訓是希望能培養同學紀律及團隊
精神，讓同學增強自我照顧能力和體驗與平日不同的樸素生
活，成為一個盡責的公民。
我十分高興能成為是次訓練營中最佳
學員之一，經過這次體驗，我學懂了
自律、負責任和自我照顧，如果再有
機會，我一定會再去一次。
中二智 吳元泰

「你試過五點起來，看到大伙兒已忙
著收拾床舖的場面嗎？」，「你試過
和同學一起在火辣的太陽下打軍體拳
嗎？」，「你又試過與大伙兒一起上
台領取得來不易的畢業證書嗎？」那
就是我們在黃埔軍校的經歷。		
中二信 陳健照

林順堅老師

在這次的軍訓領袖營
中，我學習到不少前所未有的
知識，例如怎樣步操和集隊。
中二望 廖子康
在營中能完成所有「任
務」，並能為自己煮了一頓美味
的晚餐，我感到十分自豪。當中我更
學懂與人相處之道。
		
中二義 王淩峰
一生之中能有多少個令你難忘的事
呢？在初中時能與自己的同學好友共
同渡過不同的挑戰和考驗，甘苦與
共，共同承擔責任，體現出團體律己
精神，這經驗真是難能可貴！ 		
張瑞昌老師

與同學相處了數天，讓我加深了對他
們的了解，更與他們建立了互信的關
係。透過是次體驗營，同學都成長
了！記得第一天，同學在進行步操訓
練時，就像一盤散沙，但到了最後一
天，每班同學的隊形都非常整齊。在
野炊的時候，同學發揮了合作精神，
互相幫助，竟然能製作出一頓美味的
晚餐，他們更樂意互相分享成果，這
份精神很值得欣賞！
陳雲鋒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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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教育活動
學生活動

2010年10月21日
2010年11月11日
中五其他學習經歷課節：「批判思考工作坊」 公民教育周會：「大律師生涯」

2010年11月17日至20日
「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走進世
界遺產」國情學習班—福建土樓之旅。

2010年11月28日
香港律師會「青teen講場」

劉校長向主講嘉賓余啟肇大律
師致送紀念旗
中四及中五同學參與「青teen講場」

中五級其他學習經歷—批判思維工作坊

2010年11月29日
公民教育周會：「辯論技巧初探」

2010年11月30日
突破機構Breakagazine訪問本校同學

2010年11月30日
中四其他學習經歷課節：「人權與法治」

2010年12月9日
參與學友社2010年十大新聞選舉
2010年12月4日
參加立法會開放日

學生會
2010-2011年度學生
會選舉於2010年10月底
順利舉行，3號候選內閣
「ULYSSES」成功當選學生
會幹事會。與此同時，各班
亦推選一名同學組成學生會
代表會。
學生會幹事會

高級證書課程已於2010年7月份
完滿結束，有關的結業義工服務活動
亦順利完成，由高級證書課程之學員
帶領初級證書課程同學到訪社區探望
長者。是次計劃獲匯豐銀行慈善基金
贊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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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接

學生會代表會

班人領袖訓練計劃

— 結業義工服務

「薪

火相傳」國

」福建土樓國情之旅

本校今年參與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教育局舉辦的
「薪火相傳」國民教育活動系列：《「走進世界遺產」國
情學習班》福建土樓國情之旅。於二零一零年十一月十七
日至二十日由蔡黎惠賢副校長、劉振平老師、唐金輝老師
及謝何苗夏老師帶同三十三位中
四至中六級同學前往福建參
觀、考察及交流。這是一
個結合自然、歷史與文
化國情和學生交流的全
方位國民及可持續發展
教育體驗計劃。我們先
抵達福建古文明發祥地

長汀；再走進中國的世界遺產—福建土樓，繼往「萬國
建築博物館」之稱的鼓浪嶼；中國革命歷史重地古田會議
舊址；中國唯一海外交通史博物館泉州海外交通博物館；
中國古代四大名橋之一洛陽橋。此外，我們還到訪永定金
豐中學，透過與當地同學進行交流活動，瞭解中、港教育
的異同。這次福建四天國情之旅，既讓師生透過親身體
驗，踏足文化古城，能近距離及多角度地欣賞祖國河山風
貌，深刻體會中華文化博大精深，亦能培養同學對保育自
然與文化遺產的承擔感及對國家的歸屬感；加深對祖國國
情的了解，增加國家民族身份的認同。這實是一次令師生
獲益良多，愉快學習的國民教育活動。

學生活動

「走進世界遺產

活
育
民教

列
系
動

蔡副校長向永定金豐中學
教師代表致送紀念品

師生大合照

歷史
國
情

城鎮 三天實
平
地
開
學

旅
之
習

本校於二零一一年
一月二十至二十二日參加由教育
局舉辦的「同根同心」—香港初中及
高小學生內地交流計劃（2010），三天實
地學習歷史之旅，由蔡黎惠賢副校長、周縉緯
老師、鄧振邦老師及韓錦鳳老師帶領三十六位
中三級同學前往開平城鎮，透過實地考察，認識
開平自力村碉樓群的歷史、建築設計特色、藝術和
歷史價值。此外，我們亦參觀了赤坎古鎮、開平立
園、華人華僑博物館、陳白沙紀念館等文物景點。
從師生的回饋中所示，這實是一個難得的學
習之旅，不僅豐富了他們的學習經驗，認識祖
國對歷史建築群的保育法則，更能讓他們
深切感受到華僑的奮鬥歷史，由衷地
向華僑積極回饋家鄉，建設祖
國的愛國情懷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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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職員專業

動
活
發展

教師篇及校園篇

本校於上學期安排了多次教師專業發展活動，內容包括：
˙ 邀請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學校社會工作辦事處特別計劃主任何啟銘
先生於8月27日為我們主持「生命天使」生涯規劃老師工作坊；
˙ 邀請教育局Mr. Stephen Cooley於11月16日的學習領域專業發展日為
我校數理科教師安排「Phonics應用工作坊」，好讓教師能有效教導
學生正確英語詞彙的發音；
˙ 「力行仁愛」工作坊；
˙ 兩次新教師入職輔導工作坊；
˙ 各學習領域的分享及交流活動。
教師們積極投入各項活動中，務求配合本年度的關注項目—「力
行仁愛」，令教師專業持續發展及學生得益。

蔡黎惠賢副校長於2010年11月16
日及26日，應教育局課程發展處邀
請，擔任「新高中中國歷史學與教
系列：「廣州古蹟實地探究學與教
資源套」研討會的分享嘉賓，會內
推介有關教材套的特色，並分享如
何以廣州宗教古蹟為例，設計新高
中中國歷史科校本評核計劃。

本校與教育局合辦通識教育工作坊推動專業發展
為配合新高中通識教育科課程及新任通識科老師的需要，本校與
教育局東區學校發展組及東區通識聯網於二零一零年十月五日合辦通
識教育工作坊，題為：「新任通識科老師教學錦囊」。是次工作坊由
衛理中學尹浩然副校長、顯理中學梁國雄老師及慈幼中學謝萃輝老師
主講，藉以為新任通識科老師提供經驗交流的機會，以配合通識教育
科的專業發展需要。工作坊在本校演講廳舉行，為本校五十五周年校
慶活動之一，有逾六十名東區通識科老師出席。
與會的老師表示透過是是講座，得以了解更多有關通識科課程剪
裁及評估的知識，加強對未來教授通識教育科的信心。

張志榮老師獲2010香港三項鐵人全年聯
賽總季軍（2010年12月18日）

在2010年暑假期間，本校進行多
項修葺及改建工程，讓同學有更良好
的學習環境，工程包括以下各項：
1. 翻新禮堂及所有課室內牆
2. 更換三枝旗杆
3. 新建籃球場
4. 翻新停車場
5. 翻新三樓男洗手間
6. 翻新音樂室及加裝隔音外牆
7. 全校外牆油漆翻新
8. 更換小賣部不銹鋼渠蓋
9. 更換教員室地板及窗簾
10. 更換生物室地板

教育局東區總學校發展主任雷太
與劉校長及講者嘉賓合照

張志榮老師獲第十七屆海
華杯十公里長跑賽第5名
（2010年12月12日）

梁欣榮老師獲第十屆「星星河」
全國少年兒童美術書法攝影大賽
壹等輔導獎

校 園新設 施

翻新停車場
翻新三樓男洗手間

更換三枝旗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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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新禮堂及所有課室內牆

新建籃球場

翻新音樂室及加裝隔音外牆

聖貞

德中學舉行第四

會

禮

家校合作力量，做孩子的守護天使」

聖貞德中學第
四十屆家長教師會周年會員大
會暨就職典禮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假聖
貞德中學禮堂隆重舉行。除了進行新一屆
執行委員會選舉外，本會邀請了陳敏兒小姐
（家長匯習召集人）就主題「百毒不侵家庭」
分享如何維繫親子間「一生一世」的關係，鼓
勵老師與家長齊做孩子的守護天使，令同學健康
快樂地成長。駐校社工古姑娘也就學習動機與家
長交流心得。
為慶祝本會成立四十周年紀念，就職典禮
後，主席聯同眾嘉賓一起舉行切餅儀式。大
會更備茶點慶賀，期間家長與老師們積
極交流，活動也在歡娛的氣氛下圓
滿結束。

家長篇及校友篇

「凝聚

師
教
長
家
十屆

職典
就
暨
舉
a
選

第四十屆執行委員會合照

本校家教會已成立四十周年

一眾義工在新生家長日協助招募
家長加入本會大家庭

聖貞德中學家長教師 會
第四十屆執行委員會名單

抽獎環節中，梁寶琳女士獲得
胡太親手製作的背墊一對

初中家長於十月九日在校內與
老師一同進行燒烤活動

家長義工隊

眾多家長參加陸運會200米競步比賽

舉行聖誕聯

舊

生會

當然委員
當然委員
主席
第一副主席
第二副主席
秘書
助理秘書
司庫
助理司庫
聯絡及康樂
聯絡及康樂
聯絡及康樂
聯絡及康樂
總務
助理總務

委員姓名
金東周神父
劉柏齡校長
黎兆麟先生
蕭美兒女士
胡錦遠副校長
陳美玲女士
李玳華老師
楊銳生先生
陳黃貝旋老師
李珊珊女士
區慧賢女士
林慧敏女士
梁寶琳女士
史蕙敏女士
雷月容老師

歡會

團年晚宴

舊生會於二零一零年
一月十四日舉行團年晚宴，當
晚除了舊生會理事會的成員及家屬
出席外，同時還邀請了學校的老師及
學生團體代表出席，以增進彼此的了
解。當晚共有四十多人出席，聚首一
堂，渡過一個歡欣快樂的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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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五

周年校慶

音

（30 － 4 －

預
會
樂

1
201

告

）

略 老師 心聲分享
樂團總監 鄭加

校慶音樂會

我擔任聖貞德中學的音樂教師多年，見證了過去二十多年中學音
樂科的發展。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初，不論家長還是學生，大家對
學習音樂並非十分重視，要在學校組織一個有規模的管樂團或中樂團
是十分困難的事，更遑論成立一個管弦俱備的交響樂團。本校的管樂
團自成立以來，經歷了幾十個寒暑，早年的團員人數保留在三十人左
右，管樂團一直受幾個問題困擾：欠缺大型樂器、成員不多、團員流
失、以至演奏曲目等問題，因此，音樂老師均為學校的樂團發展疲於
奔命。
直至五年前學校成立中樂團，本校樂團
的發展出現了一道曙光。首先，中樂團吸
引了一批喜愛中樂的同學參加，樂器選
擇多了，校內喜愛音樂的同學頓時增加
本校樂團總監鄭加略老師
了一倍。此外，中西樂合作
的嘗試亦令我們在音樂演奏
上闖出了一個新方向。縱然
中樂團團員沒有西方弦樂的訓
練，但我們發現原來中樂的弦樂
配上西方的管樂，亦能產生一個不錯
的交響效果。朝著上述的發展方向，在這幾年間，樂團創造
了一系列中西樂合奏的曲目，同時中樂團及管樂團亦在良性
競爭之中日見進步。過去幾年，我們參與了無數大大小小的
演出，團員在磨練之下不斷成長。此外，本校於2009年成立
舊生樂團，讓畢業之樂團成員繼續於音樂方面發展。舊生樂
團現今已有二十多名成員，由校友蘇步雲先生擔任總監及指
揮，並於2010年4月聯同聖貞德之管樂團參與於荃灣大會堂
聖貞德中學之管樂團歷史悠久，二零零四年更成 舉行之「校園交響節」演出。而聖貞德舊生樂團亦將於本校
立中樂團，合稱為聖貞德樂團，現共有初級及高 55周年音樂會中作客席演出。
人，歷屆之中西樂團員曾於
級團員共約一百三十
校際音樂節屢獲獎項。本團演奏曲目包括西洋樂
曲、中國樂曲，甚至中西樂曲。

校慶音樂會
適逢今年本校慶祝五十五周年校慶，我們希望藉着這黃金機會
讓樂團的成員再創高峯，在校外的大型場館內，讓本校樂團所有成員舉辦一個大型音樂
會。2011年4月30日將會是本校樂團發展的一個里程碑，我們將會假座香港理工大學賽馬會綜藝館舉辦
一場音樂會，屆時本校的管樂團、中樂團、中西樂聯奏樂團、本校舊生，以及新成立的聖貞德舊生樂團，將會
為大家演奏多首名曲，希望能以樂會友，與大家一同分享本校五十五周年校慶這份喜悅。

       校慶音樂會詳情請留意本校網頁
http://www.sja.edu.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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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本校管樂團及中樂團一行百多人，
參與迪士尼奇妙音樂日，於香港迪士尼樂園表演。

2010年7月中旬本校樂團與廣州市第五中學之管弦樂團進行
一連四天之音樂文化交流活動，名為「青春樂韻迎亞運、
海珠香江樂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