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土風舞聯會主辦香港土風舞聯會主辦香港土風舞聯會主辦香港土風舞聯會主辦：：：： 土風舞同樂日會土風舞同樂日會土風舞同樂日會土風舞同樂日會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011年年年年12月月月月27日日日日(二二二二)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1:30 pm - 7:00 pm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啟業社區會堂啟業社區會堂啟業社區會堂啟業社區會堂

1 皇后來了皇后來了皇后來了皇后來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4 薰醉水手薰醉水手薰醉水手薰醉水手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47 賣藝者賣藝者賣藝者賣藝者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70 克里特旋律克里特旋律克里特旋律克里特旋律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2 仰望仰望仰望仰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5 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8 吉卜賽人吉卜賽人吉卜賽人吉卜賽人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71 凋謝的玫瑰凋謝的玫瑰凋謝的玫瑰凋謝的玫瑰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3 沉默的人沉默的人沉默的人沉默的人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6 法拉弗法拉弗法拉弗法拉弗********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9 刺蝟刺蝟刺蝟刺蝟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72 夜玫瑰 夜玫瑰 夜玫瑰 夜玫瑰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 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7 舊情人舊情人舊情人舊情人********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0 跛子舞跛子舞跛子舞跛子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73 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 去或留 去或留 去或留 去或留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8 達布卡鼓達布卡鼓達布卡鼓達布卡鼓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1 幸運五號幸運五號幸運五號幸運五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4 快樂願望快樂願望快樂願望快樂願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 今生摰愛今生摰愛今生摰愛今生摰愛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29 庫德混合舞庫德混合舞庫德混合舞庫德混合舞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52 野花野花野花野花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75 煙花煙花煙花煙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 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多看一眼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30 今山古道今山古道今山古道今山古道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3 米蘭恰恰米蘭恰恰米蘭恰恰米蘭恰恰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76 鞭子鞭子鞭子鞭子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8 探戈舞會探戈舞會探戈舞會探戈舞會********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31 古月照今塵古月照今塵古月照今塵古月照今塵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4 聽泉聽泉聽泉聽泉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77 中世紀詩人中世紀詩人中世紀詩人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9 小小家用小小家用小小家用小小家用********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2 突尼西呼拉突尼西呼拉突尼西呼拉突尼西呼拉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55 客棧風情畫客棧風情畫客棧風情畫客棧風情畫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8 藍色雙人舞藍色雙人舞藍色雙人舞藍色雙人舞********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10 多美麗多美麗多美麗多美麗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3 入伍入伍入伍入伍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56 誰能聆聽誰能聆聽誰能聆聽誰能聆聽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9 楓葉飄飄楓葉飄飄楓葉飄飄楓葉飄飄********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11 大躍進大躍進大躍進大躍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4 浪漫情歌浪漫情歌浪漫情歌浪漫情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7 薯仔狄布開薯仔狄布開薯仔狄布開薯仔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0 瑞琪兒瑞琪兒瑞琪兒瑞琪兒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2 星光閃閃星光閃閃星光閃閃星光閃閃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5 沉默之聲沉默之聲沉默之聲沉默之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8 尋寶呼拉尋寶呼拉尋寶呼拉尋寶呼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1 歡呼歡呼歡呼歡呼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3 大師圓環大師圓環大師圓環大師圓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6 迷途迷途迷途迷途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9 心扉心扉心扉心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2 希望之歌希望之歌希望之歌希望之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4 鼓掌歡迎鼓掌歡迎鼓掌歡迎鼓掌歡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7 佐內坦妮拉沙巴佐內坦妮拉沙巴佐內坦妮拉沙巴佐內坦妮拉沙巴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0 馬珠兒二號馬珠兒二號馬珠兒二號馬珠兒二號**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83 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5 歐羅巴圓環歐羅巴圓環歐羅巴圓環歐羅巴圓環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8 約士那蘭卡約士那蘭卡約士那蘭卡約士那蘭卡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61 范德薩山范德薩山范德薩山范德薩山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84 裸足女孩裸足女孩裸足女孩裸足女孩 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

16 巴杜查力巴杜查力巴杜查力巴杜查力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9 托巴露圓環托巴露圓環托巴露圓環托巴露圓環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62 烏索狄徵兵舞烏索狄徵兵舞烏索狄徵兵舞烏索狄徵兵舞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85 小天鵝小天鵝小天鵝小天鵝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17 美麗美麗美麗美麗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0 五段恰恰五段恰恰五段恰恰五段恰恰 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南斯拉夫 63 尼阿拉女子舞尼阿拉女子舞尼阿拉女子舞尼阿拉女子舞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86 斯波華士 斯波華士 斯波華士 斯波華士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18 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1 風笛演奏者風笛演奏者風笛演奏者風笛演奏者 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 64 卡薩布蘭卡卡薩布蘭卡卡薩布蘭卡卡薩布蘭卡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7 哭泣的遊戲 哭泣的遊戲 哭泣的遊戲 哭泣的遊戲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9 少女祈雨舞少女祈雨舞少女祈雨舞少女祈雨舞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42 站在高崗上站在高崗上站在高崗上站在高崗上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65 域高哈撒域高哈撒域高哈撒域高哈撒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8 約納坦約納坦約納坦約納坦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0 三次的旋律三次的旋律三次的旋律三次的旋律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3 比托尼諾圓環比托尼諾圓環比托尼諾圓環比托尼諾圓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6 斯和格村圓環斯和格村圓環斯和格村圓環斯和格村圓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89 直至婚禮直至婚禮直至婚禮直至婚禮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1 快樂恰恰快樂恰恰快樂恰恰快樂恰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4 新斯波雲卡新斯波雲卡新斯波雲卡新斯波雲卡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7 華拉斯高華拉斯高華拉斯高華拉斯高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90 保拿加利保拿加利保拿加利保拿加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2 生命的一刻生命的一刻生命的一刻生命的一刻********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5 心滿意足心滿意足心滿意足心滿意足********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8 路上交叉點路上交叉點路上交叉點路上交叉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1 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3 舒約科舒約科舒約科舒約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6 朝陽朝陽朝陽朝陽********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9 跟我走吧跟我走吧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2 也門也門也門也門raprapraprap歌歌歌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