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8              28              28              28////1111////2012201220122012〔〔〔〔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星期六〕〕〕〕

              3:30 ~ 8:30 pm              3:30 ~ 8:30 pm              3:30 ~ 8:30 pm              3:30 ~ 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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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我歡唱為我歡唱為我歡唱為我歡唱 Nagni Kinnere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多美麗多美麗多美麗多美麗 Ma Navu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強基那塔強基那塔強基那塔強基那塔 Jankinat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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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天鵝小天鵝小天鵝小天鵝 Lebedushka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眺眺眺眺　　　　望望望望 Noff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永恆之歌永恆之歌永恆之歌永恆之歌 Tamzara Pompooreeg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科易士加科易士加科易士加科易士加 Floricica Oltaneasc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牧羊人狄布開牧羊人狄布開牧羊人狄布開牧羊人狄布開 Debka Haroe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手足情深手足情深手足情深手足情深 Hineh Ma Tov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卡卡卡卡　　　　菲 菲 菲 菲 **** Kaffe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情話綿綿情話綿綿情話綿綿情話綿綿 Zemer Nuge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和平 Halleluya Lashalo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亞美尼亞蜜色羅亞美尼亞蜜色羅亞美尼亞蜜色羅亞美尼亞蜜色羅 Eench Eemanaee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卡沙斯可卡沙斯可卡沙斯可卡沙斯可 Kasapsko Oro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田納西華士 田納西華士 田納西華士 田納西華士 **** Tennessee Waltz 〔〔〔〔美美美美　　　　國國國國〕〕〕〕 巴比狄斯巴比狄斯巴比狄斯巴比狄斯 Barbatesc Din Iend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積高的梯子積高的梯子積高的梯子積高的梯子 Sulam Yaakov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希娃娜希娃娜希娃娜希娃娜 Hey Vala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金金金金　　　　花花花花 Perach Zaha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柏度士卡達柏度士卡達柏度士卡達柏度士卡達 Pajdoeskata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年青人年青人年青人年青人 Teen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燕芭狄布開燕芭狄布開燕芭狄布開燕芭狄布開 Debka Inba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白雪滿城白雪滿城白雪滿城白雪滿城 Sheleg Al Ir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古老的沙哥華古老的沙哥華古老的沙哥華古老的沙哥華 Staro Zagorsko Hor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卡拉夠那卡拉夠那卡拉夠那卡拉夠那 Karagouna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謎謎謎謎 Anigm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春之詩歌春之詩歌春之詩歌春之詩歌 Balada Lemayan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 Yaldati Shel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杜杜杜杜　　　　拿拿拿拿 Dur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哥維斯亞圓環哥維斯亞圓環哥維斯亞圓環哥維斯亞圓環 Hora De La Gorj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田中井田中井田中井田中井 Beer Basade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土耳其男子舞土耳其男子舞土耳其男子舞土耳其男子舞 Rakkas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喁喁細語喁喁細語喁喁細語喁喁細語 Assoulis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歐拉賀士歐拉賀士歐拉賀士歐拉賀士 Ola Hos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夜玫瑰 夜玫瑰 夜玫瑰 夜玫瑰 **** Erev Shel Shoshan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晨露之光 晨露之光 晨露之光 晨露之光 **** Zohar Badeshe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楓葉飄飄 楓葉飄飄 楓葉飄飄 楓葉飄飄 **** Maple Leaf Rag 〔〔〔〔美美美美　　　　國國國國〕〕〕〕 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 Chaval Al Hazman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聽聽聽聽　　　　泉泉泉泉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那瑪小姐 那瑪小姐 那瑪小姐 那瑪小姐 **** Na'am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拉尼亞拉尼亞拉尼亞拉尼亞 Ne Felj Lanyom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蘋果香蘋果香蘋果香蘋果香 Reiach Tapua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在遊逛場上在遊逛場上在遊逛場上在遊逛場上 Le'orech Hatayele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神賜狄布開神賜狄布開神賜狄布開神賜狄布開 Debka Li'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聖經之光聖經之光聖經之光聖經之光 Tora Hor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法拉弗 法拉弗 法拉弗 法拉弗 **** Felaf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待嫁女兒心待嫁女兒心待嫁女兒心待嫁女兒心 In  gradina lui lon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土耳其手巾舞土耳其手巾舞土耳其手巾舞土耳其手巾舞 Him Hime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星    語星    語星    語星    語 Saper Li Kochav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特巴斯特巴斯特巴斯特巴斯 Darbashiy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甜姐兒甜姐兒甜姐兒甜姐兒 Siroon Aghcheek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迪卡狄布開迪卡狄布開迪卡狄布開迪卡狄布開 Debka Dikl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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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    霉倒    霉倒    霉倒    霉 Im Yipol Gorale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廿二周年慶廿二周年慶廿二周年慶廿二周年慶〔〔〔〔五五五五〕〕〕〕~ ~ ~ ~ 我的最愛我的最愛我的最愛我的最愛

    ~~~      ~~~      ~~~      ~~~  歡 迎 光 臨  歡 迎 光 臨  歡 迎 光 臨  歡 迎 光 臨  ~~~~~~~~~~~~

    ~~~      ~~~      ~~~      ~~~  隨 機 選 曲  隨 機 選 曲  隨 機 選 曲  隨 機 選 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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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圓環舞婦女圓環舞婦女圓環舞婦女圓環舞 Hora Femeiler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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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歷士阿露娜哈歷士阿露娜哈歷士阿露娜哈歷士阿露娜 Alunelul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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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沙德瓦卡拉沙德瓦卡拉沙德瓦卡拉沙德瓦 Alunelul Ca La Sadov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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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華士 最後華士 最後華士 最後華士 **** The Last Waltz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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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天天天　　　　使使使使 Arie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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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 Eretz Nehedere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禮禮禮禮　　　　物物物物 Sha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格拉夫斯卡格拉夫斯卡格拉夫斯卡格拉夫斯卡．．．．力沙力沙力沙力沙 Graovska Les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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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西狄布開東西狄布開東西狄布開東西狄布開 Mizrach Ma'ara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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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普賽錫人舞吉普賽錫人舞吉普賽錫人舞吉普賽錫人舞 Dansul Spoitorilor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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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貝莉莎貝莉莎貝莉莎貝莉莎 Bereza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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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蹟神    蹟神    蹟神    蹟 Al Ha'nis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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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伯鼓舞阿拉伯鼓舞阿拉伯鼓舞阿拉伯鼓舞 Tarbu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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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妙舞翩躚妙舞翩躚妙舞翩躚妙舞翩躚 Eizo Rakdan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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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布拉耶那布拉耶那布拉耶那布拉耶 Nabrala je 〔〔〔〔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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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事悠悠 往事悠悠 往事悠悠 往事悠悠 **** Rachok Rac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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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卓柏克卓柏克卓柏克卓柏克 Trepak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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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江水長江水長江水長江水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夢夢夢夢　　　　緣 緣 緣 緣 **** Zer Shir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仙嘉莉拉仙嘉莉拉仙嘉莉拉仙嘉莉拉 Zingarel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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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卡拉布卡拉布卡拉布卡拉 Buk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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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琪兒瑞琪兒瑞琪兒瑞琪兒 Machol Ra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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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Israeli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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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鄉的女孩故鄉的女孩故鄉的女孩故鄉的女孩 〔〔〔〔自自自自　　　　編編編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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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傳統古老的傳統古老的傳統古老的傳統 Masor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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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風笛土耳其風笛土耳其風笛土耳其風笛 Gayda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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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伯諾希伯諾希伯諾希伯諾 Cetvorno Hor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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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帕古帕可樂歐帕古帕可樂歐帕古帕可樂歐帕古帕可樂 Opa Cupa (cigansko) Kolo〔〔〔〔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狂狂狂狂　　　　野野野野 Zeh Hazeme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 Hayom Haz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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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渴望之歌渴望之歌渴望之歌渴望之歌 Shir Ga'agu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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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庫科洛夫斯高庫科洛夫斯高庫科洛夫斯高庫科洛夫斯高 Sitno Cukurovsko Hor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雨雨雨雨　　　　點點點點 Ahava Bageshe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手巾尋夢舞 手巾尋夢舞 手巾尋夢舞 手巾尋夢舞 **** Kerchief Kujawiak 〔〔〔〔波    蘭波    蘭波    蘭波    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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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運熊幸運熊幸運熊幸運熊 Ursareste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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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為妳痴迷 我為妳痴迷 我為妳痴迷 我為妳痴迷 **** Ani Estag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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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    琳艾    琳艾    琳艾    琳 Eil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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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擺的塔蜜兒搖擺的塔蜜兒搖擺的塔蜜兒搖擺的塔蜜兒 Tamiri Shoror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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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拉混合舞呼拉混合舞呼拉混合舞呼拉混合舞 Hora De La Ivest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露露露露　　　　珠 珠 珠 珠 **** Ne-ta-Ff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蒼    天蒼    天蒼    天蒼    天 Ve Hashem Mit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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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跛子舞跛子舞跛子舞跛子舞 Schioap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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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翠堤菩提 翠堤菩提 翠堤菩提 翠堤菩提 2001200120012001 Trite Puti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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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波雲卡斯波雲卡斯波雲卡斯波雲卡 Sitna Zborenk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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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幸運五號幸運五號幸運五號幸運五號 Chams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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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波夫多斯高波波夫多斯高波波夫多斯高波波夫多斯高 Bobovdolsko Hor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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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舒依堤班舒依堤班舒依堤班舒依堤 Van Suite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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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賓士狄呼拉賓士狄呼拉賓士狄呼拉賓士狄呼拉 Sirba de la Belcesti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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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烈沙卡烈沙卡烈沙卡烈沙、、、、希伯諾希伯諾希伯諾希伯諾 Chetvorn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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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麗的裝飾美麗的裝飾美麗的裝飾美麗的裝飾 Oejoe 〔〔〔〔吉爾吉斯吉爾吉斯吉爾吉斯吉爾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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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醉無歸不醉無歸不醉無歸不醉無歸 Mechol Hamezeg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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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利伊利伊利伊利伊利伊利伊利伊利 Ile I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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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來舞吧歸來舞吧歸來舞吧歸來舞吧 Shuvi Hashulami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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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舍哈利舍哈利舍哈利舍哈利 Sheikhami 〔〔〔〔亞    述亞    述亞    述亞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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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雅蒂娜 雅蒂娜 雅蒂娜 雅蒂娜 **** Yaeden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可愛的鄉村可愛的鄉村可愛的鄉村可愛的鄉村 Daronee Yerker Yev Barer〔〔〔〔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羅利村之戀羅利村之戀羅利村之戀羅利村之戀 Loore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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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你回來等你回來等你回來等你回來 Le'ehov Im Efsha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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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律狄布開旋律狄布開旋律狄布開旋律狄布開 Shatty Ya Deney 〔〔〔〔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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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棕馬小棕馬小棕馬小棕馬 Murguletul de la Beiu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船船船船　　　　歌歌歌歌 Shir Hahaflag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西拉 西拉 西拉 西拉 2001200120012001 Sir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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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雪中的佳人風雪中的佳人風雪中的佳人風雪中的佳人 Chastushky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水水水水　　　　舞舞舞舞 May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歸    途 歸    途 歸    途 歸    途 **** Ani Chozer Habay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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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老的手帕古老的手帕古老的手帕古老的手帕 Staro Cekurjanlino Hor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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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喲    喲喲    喲喲    喲喲    喲 Yoh Yoh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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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銳不可擋銳不可擋銳不可擋銳不可擋 Izruchan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舊舊舊舊　　　　情 情 情 情 **** Ahava Atik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俄國競技舞俄國競技舞俄國競技舞俄國競技舞 Siberian Pereplias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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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創世記 Bere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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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耳其馬車夫土耳其馬車夫土耳其馬車夫土耳其馬車夫 Faytoncu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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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段九    段九    段九    段 Cone Milo Ced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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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鄉村行鄉村行鄉村行鄉村行 Down The Village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玫瑰華士 玫瑰華士 玫瑰華士 玫瑰華士 **** Vals Hashoshan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新大地兒女新大地兒女新大地兒女新大地兒女 Rencber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小辣椒小辣椒小辣椒小辣椒 Besabes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土斯瑪土斯瑪土斯瑪土斯瑪 Topshourma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希臘水手希臘水手希臘水手希臘水手 Hasapikos 〔〔〔〔希希希希　　　　臘臘臘臘〕〕〕〕 紡織舞紡織舞紡織舞紡織舞 Takanat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桃花香 桃花香 桃花香 桃花香 **** Reiach Hadas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十三段十三段十三段十三段 Zensko Graovako I Sopsko〔〔〔〔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自由鬥士自由鬥士自由鬥士自由鬥士 Valle E Qemalit 〔〔〔〔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 麥田聯歡會麥田聯歡會麥田聯歡會麥田聯歡會 * Fouyr Oarn 〔〔〔〔曼    島曼    島曼    島曼    島〕〕〕〕

歡歡歡歡　　　　呼呼呼呼 Salamat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唸    珠唸    珠唸    珠唸    珠 Tesbih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河中鴨河中鴨河中鴨河中鴨 Raca plava 〔〔〔〔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克羅地亞〕〕〕〕 伊斯潘諾屠夫伊斯潘諾屠夫伊斯潘諾屠夫伊斯潘諾屠夫 Ispanyol Kasab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隨心所欲隨心所欲隨心所欲隨心所欲 Im Rotz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露    琪露    琪露    琪露    琪 Loorke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珍格拉珍格拉珍格拉珍格拉 Zingwal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波阿拉波阿拉波阿拉波阿拉 Valjevska Podvala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到市鎮之路到市鎮之路到市鎮之路到市鎮之路 Baderech El Hakfa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鼓樂喧天鼓樂喧天鼓樂喧天鼓樂喧天 Eski Kasap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高傲的少女高傲的少女高傲的少女高傲的少女 Lu Hayit Hana'ar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親愛的卡米希沙親愛的卡米希沙親愛的卡米希沙親愛的卡米希沙 Kamisjitsa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農家子弟農家子弟農家子弟農家子弟 Rustemul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希雅蒂希雅蒂希雅蒂希雅蒂 Telloo Se Yedee 〔〔〔〔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

辛丘那辛丘那辛丘那辛丘那 Simchu N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雅蒂娜 雅蒂娜 雅蒂娜 雅蒂娜 **** Yarden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一千夜一千夜一千夜一千夜 Elef Layil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多瑙河畔多瑙河畔多瑙河畔多瑙河畔 Kraidunusao Hor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哭泣的遊戲 哭泣的遊戲 哭泣的遊戲 哭泣的遊戲 **** Mischak Hadma'ot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狄佛丁快步舞狄佛丁快步舞狄佛丁快步舞狄佛丁快步舞 Divotinsko Hor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少女情懷少女情懷少女情懷少女情懷 Aghchka Jerazanke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窩爾窩丁斯高圓環窩爾窩丁斯高圓環窩爾窩丁斯高圓環窩爾窩丁斯高圓環 Voivodinsko Hor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格魯吉亞戰士格魯吉亞戰士格魯吉亞戰士格魯吉亞戰士 Machol Grouzin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華拉斯高小步舞華拉斯高小步舞華拉斯高小步舞華拉斯高小步舞 Sitno Vlashk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 Yaldati (P'nei Mala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大躍進大躍進大躍進大躍進 Hayde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腳踏車華士 腳踏車華士 腳踏車華士 腳踏車華士 **** Le Bicycletes de Belsize 〔〔〔〔美美美美　　　　國國國國〕〕〕〕 丁卡拍腿舞丁卡拍腿舞丁卡拍腿舞丁卡拍腿舞 Pe Picior din Tinc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相相相相　　　　簿簿簿簿 Hatmunot Sheba'albu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伊娜伊娜伊娜伊娜伊娜伊娜伊娜伊娜 Ina In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地中海地中海地中海地中海 Yam Tichon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右向女子圓環右向女子圓環右向女子圓環右向女子圓環 Zensko VodenoZensko VodenoZensko VodenoZensko Voden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聖名雅努卡聖名雅努卡聖名雅努卡聖名雅努卡 Ya-noo-k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圓轉撲克圓轉撲克圓轉撲克圓轉撲克 〔〔〔〔波    蘭波    蘭波    蘭波    蘭〕〕〕〕

萬物之靈萬物之靈萬物之靈萬物之靈 Nishmat Kol Hai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小牧童小牧童小牧童小牧童 BoitaneascaBoitaneascaBoitaneascaBoitaneasca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雀雀雀雀　　　　躍躍躍躍 Belev Sameya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拉斯笛摩拉斯笛摩拉斯笛摩拉斯笛摩 Rustemul de Briu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火之圓環火之圓環火之圓環火之圓環 Hora Es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可布西特可布西特可布西特可布西特 Kopcet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山蔭道上山蔭道上山蔭道上山蔭道上 Bashvil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歡迎舞歡迎舞歡迎舞歡迎舞 Marhab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歡樂婚禮 歡樂婚禮 歡樂婚禮 歡樂婚禮 **** Zafe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親愛的祖國親愛的祖國親愛的祖國親愛的祖國 Eretz Ahava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維拉美 維拉美 維拉美 維拉美 **** Renan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東西文化東西文化東西文化東西文化 Mizrah Ma'arav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榮榮榮榮　　　　歸歸歸歸 Veshavu Ban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好運到好運到好運到好運到 Halvay Alay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情情情情　　　　困困困困 Ke'ev Ros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親愛的馬勒琴親愛的馬勒琴親愛的馬勒琴親愛的馬勒琴 Yakir Menahe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歐米爾歐米爾歐米爾歐米爾 Omer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米高圓環舞米高圓環舞米高圓環舞米高圓環舞 Hora Michal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歡樂舞伴 歡樂舞伴 歡樂舞伴 歡樂舞伴 **** Mechol Hashnayim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遠居異地遠居異地遠居異地遠居異地 Ba'aya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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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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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托卡諾伯托卡諾伯托卡諾伯托卡諾 PetrunkinoPetrunkinoPetrunkinoPetrunkino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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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青人可樂年青人可樂年青人可樂年青人可樂 Krivatvorena Kolo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夢境成真夢境成真夢境成真夢境成真 Aroman Dialect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阿拉伯狄布開阿拉伯狄布開阿拉伯狄布開阿拉伯狄布開 Debka Rafiyach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      ~~~      ~~~      ~~~  珍 重 再 見  珍 重 再 見  珍 重 再 見  珍 重 再 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