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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多美麗 (以色列) 26) 巴富公爵## (蘇格蘭) 51) 刺蝟 (羅馬尼亞) 76) 我要高飛 (以色列)

2) 奮起舞 (以色列) 27) 奇妙的天空 (以色列) 52) 糖衣情人 (自編) 77) 勁爆初戀 (自編)

3) 我們的田園 (以色列) 28) 快樂的天堂 (以色列) 53) 烈火青春 (自編) 78) 月光曲 (自編)

4) 創世之光 (以色列) 29) 櫻之花/SAKURA (自編) 54) 哈利路亞 (以色列) 79) 保斯泰## (蘇格蘭)

5) 黑眼睛的女孩 (亞美尼亞) 30) 池畔舞影** (自編) 55) 金花 (以色列) 80) 愛爾蘭流浪者 ## (蘇格蘭)

6) 樹的歌 (以色列) 31) 蓮娜小姐** (德國) 56) 白色馬珠兒** (波蘭) 81) 水舞 (以色列)

7) 卡那烈 (以色列) 32) 沙漠進行曲 (以色列) 57) 腳踏車華士** (自編) 82) 快歸向主 (以色列)

8) 小茶店** (自編) 33) 斯卡狄布開 (以色列) 58) 以色列人 (以色列) 83) 夜傾情** (以色列)

9) 黑貓探戈** (自編) 34) 玫瑰玫瑰我愛你 (自編) 59) 蘇丹神話 (以色列) 84) 夜的心** (以色列)

10) 光陰似箭 (以色列) 35) 愛不在就放手 (自編) 60) 雙眸 (以色列) 85) 駝峰 (以色列)

11) 求雨舞 (以色列) 36) 拒絕再玩 (自編) 61) 肚皮舞 (以色列) 86) 最愛的兒子 (以色列)

12) 堅信不移 (以色列) 37) 探戈舞會** (自編) 62) 1314## (蘇格蘭) 87) 不老林 (以色列)

13) 雨點 (以色列) 38) 娜瑪小姐** (以色列) 63) 瑪莉婚禮## (蘇格蘭) 88) 甜蜜的擁抱** (以色列)

14) 阿露娜 (羅馬尼亞) 39) 以色列茉莉 (以色列) 64) 小姑娘 (以色列) 89) 直至最後** (以色列)

15) 藍色的山** (以色列) 40) 聖經之光 (以色列) 65) 印度 (以色列) 90) 倒霉 (以色列)

16) 奇姬地** (以色列) 41) 仁愛牧者 (以色列) 66) 短暫相聚** (以色列) 91) 瑪地 (羅馬尼亞)

17) 積高的梯子 (以色列) 42) 停不了 (以色列) 67) 因愛而來** (以色列) 92) 觸摸你的心 (以色列)

18) 所羅門王之光輝 (以色列) 43) 愛爾蘭探戈** (自編) 68) 愛的火花 (以色列) 93) 假期翌日 (以色列)

19) 茶葉青 (自編) 44) 蘭蘭之舞** (自編) 69) 自強不息 (亞美尼亞) 94) 柔情/遲來的愛**(以色列)

20) 金劍雕翎 (自編) 45) 恰好的愛情 (以色列) 70) 也門兄弟 (以色列) 95) 思戀** (以色列)

21) 意亂情迷/困惑** (以色列) 46) 巴士登之舞 (西班牙) 71) 風聲 (以色列) 96) 頌讚我神 (以色列)

22) 玫瑰華士** (以色列) 47) 活躍的跳豆 (羅馬尼亞) 72) 叉燒包 (自編) 97) 及時行樂 (以色列)

23) 馬車夫 (以色列) 48) 千佛丁堡** (德國) 73) 逃跑恰恰 (自編) 98) 光照我的心 (以色列)

24) 絲路之旅 (自編) 49) 卡羅素** (以色列) 74) 最後華士** (自編) 99) 好運將至 (以色列)

25) 愛丁堡之花## (蘇格蘭) 50) 比托尼諾圓環舞 (保加利亞) 75) 黎明的露珠** (以色列) 100) 珍惜好時光 (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