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2012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4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茜草灣鄰里社區中心

1 大衛旋律大衛旋律大衛旋律大衛旋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3 人馬雜沓人馬雜沓人馬雜沓人馬雜沓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6 丁卡拍腿舞丁卡拍腿舞丁卡拍腿舞丁卡拍腿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9 新天地新天地新天地新天地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2 土魯克狄布開土魯克狄布開土魯克狄布開土魯克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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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 奧比古達奧比古達奧比古達奧比古達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70 美基馬刺美基馬刺美基馬刺美基馬刺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3 小柳樹小柳樹小柳樹小柳樹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5 尤利沃翠堤菩提尤利沃翠堤菩提尤利沃翠堤菩提尤利沃翠堤菩提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8 歐瑪塔旋律歐瑪塔旋律歐瑪塔旋律歐瑪塔旋律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1 歐帕古帕可樂歐帕古帕可樂歐帕古帕可樂歐帕古帕可樂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4 小鈴鐺小鈴鐺小鈴鐺小鈴鐺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6 多比瑙皮帶舞多比瑙皮帶舞多比瑙皮帶舞多比瑙皮帶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49 與花共舞與花共舞與花共舞與花共舞 (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 72 貝希斯男子舞貝希斯男子舞貝希斯男子舞貝希斯男子舞 (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斯洛伐克)

5 今生摯愛今生摯愛今生摯愛今生摯愛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27 多布珍娜快慢圓環多布珍娜快慢圓環多布珍娜快慢圓環多布珍娜快慢圓環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50 漢拿雙人舞 漢拿雙人舞 漢拿雙人舞 漢拿雙人舞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73 貝莉莎貝莉莎貝莉莎貝莉莎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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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約瑟約瑟約瑟約瑟約瑟約瑟約瑟約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1 舊曲旋律 舊曲旋律 舊曲旋律 舊曲旋律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4 西蒙狄布開西蒙狄布開西蒙狄布開西蒙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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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約瑟之子約瑟之子約瑟之子約瑟之子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2 舉棋不定舉棋不定舉棋不定舉棋不定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5 莉雅莉雅莉雅莉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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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約納坦約納坦約納坦約納坦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3 歡迎舞歡迎舞歡迎舞歡迎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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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磨練愛情磨練愛情磨練愛情磨練愛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1 幽暗之光幽暗之光幽暗之光幽暗之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4 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多看一眼多看一眼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77 擁抱著我 擁抱著我 擁抱著我 擁抱著我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 窩爾窩丁斯高窩爾窩丁斯高窩爾窩丁斯高窩爾窩丁斯高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32 歡樂婚禮 歡樂婚禮 歡樂婚禮 歡樂婚禮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 卡烈沙希伯諾卡烈沙希伯諾卡烈沙希伯諾卡烈沙希伯諾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8 隨風而逝隨風而逝隨風而逝隨風而逝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1 格拉夫斯哥圓環格拉夫斯哥圓環格拉夫斯哥圓環格拉夫斯哥圓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33 時刻奉獻 時刻奉獻 時刻奉獻 時刻奉獻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6 銳不可擋銳不可擋銳不可擋銳不可擋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9 風姿綽約風姿綽約風姿綽約風姿綽約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12 52525252亞阿里帕沙亞阿里帕沙亞阿里帕沙亞阿里帕沙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34 艾絲女郎與老屠夫艾絲女郎與老屠夫艾絲女郎與老屠夫艾絲女郎與老屠夫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57 甘嘉的故事甘嘉的故事甘嘉的故事甘嘉的故事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80 馬華跳躍舞馬華跳躍舞馬華跳躍舞馬華跳躍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13 小棕馬小棕馬小棕馬小棕馬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5 彼蓮旋律彼蓮旋律彼蓮旋律彼蓮旋律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8 悲哀的婚禮悲哀的婚禮悲哀的婚禮悲哀的婚禮 (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阿爾巴尼亞)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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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14 世代相傳世代相傳世代相傳世代相傳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36 索斯高鄉村舞索斯高鄉村舞索斯高鄉村舞索斯高鄉村舞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9 希雅蒂希雅蒂希雅蒂希雅蒂 (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黎巴嫩) 82 烈火青春烈火青春烈火青春烈火青春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15 科斯狄拉達科斯狄拉達科斯狄拉達科斯狄拉達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37 莉莉莉莉莉莉莉莉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0 鷹姿鷹姿鷹姿鷹姿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83 草原傾訴草原傾訴草原傾訴草原傾訴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16 沙漠毅行者沙漠毅行者沙漠毅行者沙漠毅行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8 莉莉安諾莉莉安諾莉莉安諾莉莉安諾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61 希利希利希利希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4 卡鮮查之花卡鮮查之花卡鮮查之花卡鮮查之花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17 希望華爾滋希望華爾滋希望華爾滋希望華爾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9 歌維斯亞圓環歌維斯亞圓環歌維斯亞圓環歌維斯亞圓環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2 仙嘉莉拉仙嘉莉拉仙嘉莉拉仙嘉莉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5 珍惜珍惜珍惜珍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8 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珍惜好時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0 特連西巴尼亞男子舞特連西巴尼亞男子舞特連西巴尼亞男子舞特連西巴尼亞男子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3 這一首歌這一首歌這一首歌這一首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6 牧羊人旋律牧羊人旋律牧羊人旋律牧羊人旋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9 沙塵滾滾沙塵滾滾沙塵滾滾沙塵滾滾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41 現在跳吧現在跳吧現在跳吧現在跳吧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4 夢難圓夢難圓夢難圓夢難圓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87 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奇妙的國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0 上路 上路 上路 上路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2 河達跳躍河達跳躍河達跳躍河達跳躍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65 扎拉摩扎拉摩扎拉摩扎拉摩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88 美麗的大地美麗的大地美麗的大地美麗的大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1 我帶乳酪上山我帶乳酪上山我帶乳酪上山我帶乳酪上山‧‧‧‧巴索巴索巴索巴索(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43 絲絹絲絹絲絹絲絹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66 的多迷你的多的多迷你的多的多迷你的多的多迷你的多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89 最愛的兒子最愛的兒子最愛的兒子最愛的兒子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2 土斯瑪土斯瑪土斯瑪土斯瑪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44 法沙利法沙利法沙利法沙利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67 蘿莉女孩蘿莉女孩蘿莉女孩蘿莉女孩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90 珍格拉珍格拉珍格拉珍格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5 旋律狄布開旋律狄布開旋律狄布開旋律狄布開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68 猴舞猴舞猴舞猴舞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2:30－－－－ 7:00 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