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2            22            22            22////1111////2012201220122012〔〔〔〔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3:15 ~ 7:30 pm            3:15 ~ 7:30 pm            3:15 ~ 7:30 pm            3:15 ~ 7:30 pm

~~~ ~~~ ~~~ ~~~ 隨 機 選 曲 隨 機 選 曲 隨 機 選 曲 隨 機 選 曲 ~~~~~~~~~~~~             彩雲社區中心            彩雲社區中心            彩雲社區中心            彩雲社區中心

苦盡甘來苦盡甘來苦盡甘來苦盡甘來 Ma'oz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湖光山色湖光山色湖光山色湖光山色 Kinere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阿里帕沙阿里帕沙阿里帕沙阿里帕沙 Ali Pasa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風中繁星風中繁星風中繁星風中繁星 Kochav Harouwa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舍通卡舍通卡舍通卡舍通卡 Sestorka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我們的磐石我們的磐石我們的磐石我們的磐石 Tzur Mishelo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我的葡萄我的葡萄我的葡萄我的葡萄 Anava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自由的呼聲自由的呼聲自由的呼聲自由的呼聲 Dror Yikr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春日時光春日時光春日時光春日時光 Garoon_Spring Time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銀翼飛飛銀翼飛飛銀翼飛飛銀翼飛飛 Al Kanfe Hakesev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草原之歌草原之歌草原之歌草原之歌 Louky 〔〔〔〔捷捷捷捷　　　　克克克克〕〕〕〕 沙漠進行曲沙漠進行曲沙漠進行曲沙漠進行曲 Lech Lech Lamidba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莫札特屠夫樂莫札特屠夫樂莫札特屠夫樂莫札特屠夫樂 Mozart Hassapikos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松樹舞松樹舞松樹舞松樹舞 Erev B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落泊的遊民 落泊的遊民 落泊的遊民 落泊的遊民 **** Hatzrif Hara'va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西西西西　　　　譜譜譜譜 Sepo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羅國女子舞羅國女子舞羅國女子舞羅國女子舞 Joc de Fete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上上上上　　　　路 路 路 路 **** El Hadere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 Li Zamri Molede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鐘鼓雷鳴鐘鼓雷鳴鐘鼓雷鳴鐘鼓雷鳴 Betof Utzli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愛愛愛愛　　　　慕慕慕慕 Pustonu Ludo I Miad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醬醬醬醬　　　　油油油油 Zorba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葡萄戀歌 葡萄戀歌 葡萄戀歌 葡萄戀歌 **** Eshkoli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馬車夫馬車夫馬車夫馬車夫 Zemer Chatan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美麗的大地美麗的大地美麗的大地美麗的大地 Eretz Israel Yaf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燭光與香水 燭光與香水 燭光與香水 燭光與香水 **** Le'ner Ve'Libsam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蘇穆基女郎蘇穆基女郎蘇穆基女郎蘇穆基女郎 Somgyi Karikazo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法沙利法沙利法沙利法沙利 Fresno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珍珍珍珍　　　　惜惜惜惜 Lifnei She'nifrad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燭光圓環舞燭光圓環舞燭光圓環舞燭光圓環舞 Hora O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的多迷你的多的多迷你的多的多迷你的多的多迷你的多 Dedo Mili Dedo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風風風風　　　　笛笛笛笛 Cimpoi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禮禮禮禮　　　　物物物物 Sha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蕾絲裙 蕾絲裙 蕾絲裙 蕾絲裙 ****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我的祈禱我的祈禱我的祈禱我的祈禱 T'filat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堅信不移堅信不移堅信不移堅信不移 Ani Ma'amin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光明在前光明在前光明在前光明在前 U'vau Ha'ovd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花之華士 花之華士 花之華士 花之華士 **** Rikud Haprach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雅雅雅雅　　　　歌歌歌歌 Shir Hashir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蜜蘇娜蜜蘇娜蜜蘇娜蜜蘇娜 Macholell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絲絲絲絲　　　　絹絹絹絹 Medax Tashginag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溫泉山莊溫泉山莊溫泉山莊溫泉山莊 Banjsko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阿爾巴尼亞女子舞阿爾巴尼亞女子舞阿爾巴尼亞女子舞阿爾巴尼亞女子舞 Zenska Siptarska Igra 〔〔〔〔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 芝麻開門芝麻開門芝麻開門芝麻開門 Avre Tu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皮地可托斯查美哥皮地可托斯查美哥皮地可托斯查美哥皮地可托斯查美哥 Pidichtos Tsamikos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潑水舞潑水舞潑水舞潑水舞 Hora Memter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風中紅花風中紅花風中紅花風中紅花 Kalani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輕聲細問輕聲細問輕聲細問輕聲細問 Achat Shaal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仁愛牧者仁愛牧者仁愛牧者仁愛牧者 David Melech Yisra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一個國土一個國土一個國土一個國土 Omrim Yeshna Eretz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舊曲旋律 舊曲旋律 舊曲旋律 舊曲旋律 **** Zemer Nooge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火海之地火海之地火海之地火海之地 Eretz Esh V'eretz Ya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幸福人生幸福人生幸福人生幸福人生 Ashrei Ha'eis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花利士之舞花利士之舞花利士之舞花利士之舞 Sfarlis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大麗花大麗花大麗花大麗花 Dali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卡美狄布開卡美狄布開卡美狄布開卡美狄布開 Debka Karmi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黑眼睛的女孩黑眼睛的女孩黑眼睛的女孩黑眼睛的女孩 Sev Acherov Aghcheek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風搖樹動 風搖樹動 風搖樹動 風搖樹動 **** Atzay Hatsftsafo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撒加尼亞撒加尼亞撒加尼亞撒加尼亞  Zakariy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特凡斯卡托班卡特凡斯卡托班卡特凡斯卡托班卡特凡斯卡托班卡 Tervelska Tropank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廿二周年慶廿二周年慶廿二周年慶廿二周年慶〔〔〔〔四四四四〕〕〕〕~ ~ ~ ~ 回想曲回想曲回想曲回想曲



高士阿露娜高士阿露娜高士阿露娜高士阿露娜 Alunelul De La Goice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牧羊女牧羊女牧羊女牧羊女 Haroa Haktan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五段恰恰五段恰恰五段恰恰五段恰恰 Cacak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小風車 小風車 小風車 小風車 #### Sudmalinas 〔〔〔〔拉脫維亞拉脫維亞拉脫維亞拉脫維亞〕〕〕〕

南國之詩南國之詩南國之詩南國之詩 Imate Li Vino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神魂顛倒神魂顛倒神魂顛倒神魂顛倒 Hadun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與我同唱與我同唱與我同唱與我同唱 Shiri Li Kinered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羅亞塔羅亞塔羅亞塔羅亞塔 Roat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俄羅斯圓環俄羅斯圓環俄羅斯圓環俄羅斯圓環 Russkaya Hora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夏天之末 夏天之末 夏天之末 夏天之末 **** Sofo Shel Ka'itz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歸來的遊子歸來的遊子歸來的遊子歸來的遊子 Kiry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黃昏後黃昏後黃昏後黃昏後 Erev Tov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嘉禾狄里奧嘉禾狄里奧嘉禾狄里奧嘉禾狄里奧 Gavotte D'Honneur 〔〔〔〔法法法法　　　　國國國國〕〕〕〕 驢子狄布開驢子狄布開驢子狄布開驢子狄布開 Debka Hachamo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夢夢夢夢　　　　緣 緣 緣 緣 **** Zer Shir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哈蒙山哈蒙山哈蒙山哈蒙山 Ayoma Bhar Hamo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川流不息川流不息川流不息川流不息 Mei Hanechal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木木木木　　　　槌槌槌槌 Tesi-Duz-Halay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飛跳拿呼拉飛跳拿呼拉飛跳拿呼拉飛跳拿呼拉 Hora Fetelor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浪漫情歌 浪漫情歌 浪漫情歌 浪漫情歌 **** Shir L'achot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濃情蜜意 濃情蜜意 濃情蜜意 濃情蜜意 **** Churshat Haekaliptus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婚禮圓環婚禮圓環婚禮圓環婚禮圓環 Hora Chatun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我們曾經年輕我們曾經年輕我們曾經年輕我們曾經年輕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飛鴿傳訊飛鴿傳訊飛鴿傳訊飛鴿傳訊〔〔〔〔單單單單〕〕〕〕 Se'ee Yona (Circa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以色列祝禱以色列祝禱以色列祝禱以色列祝禱 Shema Isra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烏克蘭小品烏克蘭小品烏克蘭小品烏克蘭小品 Malenki Tanets 〔〔〔〔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

多斯巴斯可多斯巴斯可多斯巴斯可多斯巴斯可 Dospatsko Hor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光照我的心光照我的心光照我的心光照我的心 She Ya'ale Ha'o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塔美亞 塔美亞 塔美亞 塔美亞 **** Tama Temim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教我如何讚美你 教我如何讚美你 教我如何讚美你 教我如何讚美你 **** Ma Avare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大法師大法師大法師大法師 Kismei Shau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叫我來叫我來叫我來叫我來 Korim Lanu Laleche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最愛的兒子最愛的兒子最愛的兒子最愛的兒子 Yaldi Shel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黑貓探戈 黑貓探戈 黑貓探戈 黑貓探戈 **** Black Cat Tango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中歐少女中歐少女中歐少女中歐少女 Xzakacxne Tanc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活躍的跳豆活躍的跳豆活躍的跳豆活躍的跳豆 Alunelul Batut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福臨大地福臨大地福臨大地福臨大地 Shdemat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夜半無人私語時 夜半無人私語時 夜半無人私語時 夜半無人私語時 **** Leila Leil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先知以利亞先知以利亞先知以利亞先知以利亞 Eliyahu Hanav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誰能及你誰能及你誰能及你誰能及你 Mi Kamoch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佳柔娜佳柔娜佳柔娜佳柔娜 Garzona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捍衛祖國捍衛祖國捍衛祖國捍衛祖國 Hineh Lo Yanu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依他巴米巴依他巴米巴依他巴米巴依他巴米巴 Eten Bamidba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詩般的夢幻 詩般的夢幻 詩般的夢幻 詩般的夢幻 **** Poet and I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尋夢舞一號 尋夢舞一號 尋夢舞一號 尋夢舞一號 **** Kujawiak No.1 〔〔〔〔波波波波　　　　蘭蘭蘭蘭〕〕〕〕 利沙瑪利沙瑪利沙瑪利沙瑪 Tipah Nesham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少女約威少女約威少女約威少女約威 Jove Malaj Mome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科斯狄拉達科斯狄拉達科斯狄拉達科斯狄拉達 Kostilata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小馬車小馬車小馬車小馬車 Agala Retum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飲飲飲飲　　　　勝勝勝勝 De Beut Din Hoteni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山地天氣好山地天氣好山地天氣好山地天氣好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摩西他摩西他摩西他摩西他 Sirta-mos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虔虔虔虔　　　　誠誠誠誠 Oneg Shaba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船船船船　　　　歌歌歌歌 Shir Hahaflag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捷沙圓環捷沙圓環捷沙圓環捷沙圓環 Hora Lui Chisar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撒巴斯之歌撒巴斯之歌撒巴斯之歌撒巴斯之歌 Lechu Neranena / Sbbat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小村婚禮小村婚禮小村婚禮小村婚禮 Kafan-Wedding Dance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 Sonat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烏格魯烏格魯烏格魯烏格魯 Ugros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小提琴之聲小提琴之聲小提琴之聲小提琴之聲  Hakinor Hane'eman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約瑟約瑟約瑟約瑟‧‧‧‧約瑟約瑟約瑟約瑟 Oy Yossel Yoss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純    情純    情純    情純    情 Sapar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沙天那沙天那沙天那沙天那 Sirba Din Slatin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沙漠傳奇沙漠傳奇沙漠傳奇沙漠傳奇 Agada Midberi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大海之歌大海之歌大海之歌大海之歌 Shirat Haya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西西西西　　　　蘇蘇蘇蘇 Sisu Et Yeru Shalay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在我的駱駝背上在我的駱駝背上在我的駱駝背上在我的駱駝背上 Al Gemal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卡那村的牧人卡那村的牧人卡那村的牧人卡那村的牧人 Kanasztanc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狂狂狂狂　　　　野野野野 Zeh Hazeme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酒酒酒酒　　　　祭祭祭祭 Kee Hivshilu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風樂傳情風樂傳情風樂傳情風樂傳情 Hovergakan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愛的火花愛的火花愛的火花愛的火花 Nitzotz Ha'ahav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雲雲雲雲　　　　彩彩彩彩 Gvan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快樂水手 快樂水手 快樂水手 快樂水手 **** Salty Dog Rag 〔〔〔〔美美美美　　　　國國國國〕〕〕〕

皇后來了皇后來了皇后來了皇后來了 Bo'i Malka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亞營呼拉亞營呼拉亞營呼拉亞營呼拉 Hor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莉莉安諾莉莉安諾莉莉安諾莉莉安諾 Lijano Mome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杜拿托里跳躍舞杜拿托里跳躍舞杜拿托里跳躍舞杜拿托里跳躍舞 Dunantuli Ugros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奔向祖國奔向祖國奔向祖國奔向祖國 Shav El Admat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水水水水　　　　舞舞舞舞 May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救世主 救世主 救世主 救世主 **** Geul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張開你的眼張開你的眼張開你的眼張開你的眼 Pikchi Einayi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雷絲諾托雷絲諾托雷絲諾托雷絲諾托 Lesnoto_(Pravoto)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風風風風　　　　聲聲聲聲 Yal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兩朵玫瑰 兩朵玫瑰 兩朵玫瑰 兩朵玫瑰 **** Shnei Shoshan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也門新娘 也門新娘 也門新娘 也門新娘 **** Kalla Teimaniy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亞卡娜亞卡娜亞卡娜亞卡娜 Al Kalaa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希望華爾滋希望華爾滋希望華爾滋希望華爾滋 Vals Latikv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華廈先生 華廈先生 華廈先生 華廈先生 **** Racham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大快人心大快人心 Ne'imat Hashikor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仙仙仙仙　　　　甫甫甫甫 Sirba Din Cimpoi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策    騎策    騎策    騎策    騎 Doharim Sus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雨雨雨雨　　　　點點點點 Ahava Bageshe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藍色的山 藍色的山 藍色的山 藍色的山 **** Hagvuot Hachulo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新郎駕到新郎駕到新郎駕到新郎駕到 Betset hatan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大巡行大巡行大巡行大巡行 Kulanu Bamitzad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尋寶呼拉尋寶呼拉尋寶呼拉尋寶呼拉 Hora Cheffe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停不了停不了停不了停不了 Lo Na'atzo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可愛的姑娘可愛的姑娘可愛的姑娘可愛的姑娘 Reyhan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流浪者 Kmo Tzoan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三生緣 三生緣 三生緣 三生緣 **** Li La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潘迪拉潘迪拉潘迪拉潘迪拉 Dobrudzanska Pandel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少女美拉卓少女美拉卓少女美拉卓少女美拉卓 Bat Melach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美好途徑美好途徑美好途徑美好途徑 Haderech Hatov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花花花花　　　　蕾蕾蕾蕾 Hora Mugur Mugurel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喝喝喝喝　　　　采采采采 Yassu Hachay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每每每每　　　　年年年年 Kol Shan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以我全心以我全心以我全心以我全心 Belev Echad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 Avi Av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天賜聖日 天賜聖日 天賜聖日 天賜聖日 **** Shabbat Matha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奧比古達奧比古達奧比古達奧比古達 Opincut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華拉斯高華拉斯高華拉斯高華拉斯高 Vlask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尼查林尼查林尼查林尼查林 Nitzan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舊舊舊舊　　　　情 情 情 情 **** Ahava Atik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眉目傳情眉目傳情眉目傳情眉目傳情 Alagoz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刺刺刺刺　　　　蝟蝟蝟蝟 Ariciul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祝福我們祝福我們祝福我們祝福我們 Barech Aleinu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節日狄布開節日狄布開節日狄布開節日狄布開 Debka Mimun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貝羅卡貝羅卡貝羅卡貝羅卡 Berovka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編織舞編織舞編織舞編織舞 Pletenica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杜亞狄布開杜亞狄布開杜亞狄布開杜亞狄布開 Debka Do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奔放圓環奔放圓環奔放圓環奔放圓環 Hora Soere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巴士登之舞巴士登之舞巴士登之舞巴士登之舞 Baztan Dantza 〔〔〔〔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西班牙〕〕〕〕 愉快的大衛愉快的大衛愉快的大衛愉快的大衛 Mizmor Ledavid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民族歌手民族歌手民族歌手民族歌手 Shiru Hashi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自強不息自強不息自強不息自強不息 Tamzara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仙杜雲尼拉 仙杜雲尼拉 仙杜雲尼拉 仙杜雲尼拉 **** Cicerennella 〔〔〔〔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意大利〕〕〕〕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T'fil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載歌載舞載歌載舞載歌載舞載歌載舞 Veshuv Itche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愛人五十了愛人五十了愛人五十了愛人五十了 Ahuvati Bat Chamish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探戈依斯康地諾 探戈依斯康地諾 探戈依斯康地諾 探戈依斯康地諾 **** Tango Escondido 〔〔〔〔美美美美　　　　國國國國〕〕〕〕 山地賞月舞山地賞月舞山地賞月舞山地賞月舞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葉哈比葉哈比葉哈比葉哈比 Ya Habib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周末黃昏周末黃昏周末黃昏周末黃昏 Erev Shabba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露露露露　　　　珠 珠 珠 珠 **** Ne-ta-Ff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回想曲回想曲回想曲回想曲 Shuvi Harmonik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小柳樹小柳樹小柳樹小柳樹 Salcuiar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斯卡狄布開斯卡狄布開斯卡狄布開斯卡狄布開 Debka Shacha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淺藍的海 淺藍的海 淺藍的海 淺藍的海 **** Yam Hatchele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冬    至冬    至冬    至冬    至 Siman Shehachoref Kva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