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藝坊七週年慶土風舞同樂日全藝坊七週年慶土風舞同樂日全藝坊七週年慶土風舞同樂日全藝坊七週年慶土風舞同樂日    

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 9999 月月月月 5555 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下午 2:05 - 4:00 

彩虹道室內運動場 

活動室 

下午 5:10 - 8:45 

蒲崗村道慈雲山社區會堂 

（樂歡樓） 

         

1. 哈達圓環 以色列 36. 雅歌 以色列 71. 拉姆王 泰  國 

2. 大海之歌 以色列 37. 皇后來了 以色列 72. 糖衣情人 新  編 

3. 哈利路亞 以色列 38. 斯卡狄布開 以色列 73. 木槌 土耳其 

4. 所羅門王之光輝 以色列 39. 第二人生 以色列 74. 飄泊的心 土耳其 

5. 金花 以色列 40. 振奮吧 以色列 75. 小天鵝 俄羅斯 

6. 葉亞布 以色列 41. 想念你 以色列 76. 鷹姿 波  蘭 

7. 燭光與香水＊ 以色列 42. 最愛的兒子 以色列 77. 忘情世紀 以色列 

8. 約瑟 約瑟 以色列 43. 午夜樂韻 以色列 78. 風笛馬則卡＊ 北  歐 

9. 莫札特屠夫樂 希 臘 44. 高傲的少女 以色列 79. 森林之愛 以色列 

10. 古之歌舞 以色列 45. 伊娜 伊娜 羅馬尼亞 80. 聽泉 新  編 

11. 安息日 以色列 46. 成長的奧秘 以色列 81. 月桃花 新  編 

12. 夢境成真 羅馬尼亞 47. 朋友祝福你 以色列 82. 希臘水手 希  臘   

13. 史拔牧歌 羅馬尼亞 48. 三月桃花＊ 新  編 83. 洗滌心靈 以色列 

14. 愉快的舞者 羅馬尼亞 49. 少女美拉綽 以色列 84. 少年卡利路 保加利亞 

15. 烏克蘭小品 烏克蘭 50. 卡麗露斯芙 俄羅斯 85. 新斯波雲卡 保加利亞 

16. 俄國圓環 俄羅斯 51. 卓柏克 俄羅斯 86. 自強不息 亞美尼亞 

17. 葉地尼夫斯 以色列 52. 夜的心＊ 以色列 87. 甜姐兒 亞美尼亞 

18. 樹的歌 以色列 53. 愛的火花 以色列 88. 黑眼睛的女孩 亞美尼亞 

19. 蘇穆基女娘 匈牙利 54. 書劍恩仇錄 新  編 89. 寂寞的心 以色列 

20. 法國拍掌舞＊ 法  國 55. 金劍雕翎 新  編 90. 美麗的海洋 以色列 

21. 露絲高斯 保加利亞 56. 桔梗花 韓 國 91. 遠居異地 以色列 

22. 春日時光 亞美尼亞 57. 櫻花頌 日 本 92. 鐘鼓雷鳴 以色列 

23. 週末晚上 美  國 58. 隨風而逝 以色列 93. 無須介懷 以色列 

24. 金色華爾滋 以色列 59. 格魯吉亞戰士 以色列 94. 落泊的遊民＊ 以色列 

25. 春之詩歌 以色列 60. 南國之詩 馬其頓 95. 中歐少女 匈牙利 

26. 草原之歌 捷 克 61. 那布拉耶 克羅地亞 96. 卡那村的牧人 匈牙利 

27. 戒酒歌 新 編 62. 兩朶玫瑰＊ 以色列 97. 天與地 以色列 

28. 大法師 以色列 63. 手足情深 以色列 98. 奔放圓環 以色列 

29. 肚皮舞 以色列 64. 週末嘉年華 亞美尼亞 99. 美好途徑 以色列 

30. 隨心所欲 以色列 65. 擁抱著我＊ 以色列 100. 為你歡唱 以色列 

31. 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 66. 手舞足蹈 保加利亞    

32. 湖光山色 以色列 67. 保志美士 保加利亞    

33. 川流不息 以色列 68. 圓轉撲克 波  蘭    

34. 積高的梯子 以色列 69. 寧靜的愛＊ 以色列    

35. 幸福人生 以色列 70. 柯登內斯阿路娜 羅馬尼亞    

         

※ 4:00 - 4:50pm.>>下午茶時間（自由活動）>>轉移陣地>>請移玉步往慈雲山社區會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