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週年舞蹈聯歡四週年舞蹈聯歡四週年舞蹈聯歡四週年舞蹈聯歡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 : : 4444----4444----2012201220122012       地點      地點      地點      地點: : : : 南昌社區中心    南昌社區中心    南昌社區中心    南昌社區中心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 : : 下午 下午 下午 下午 2222::::00 00 00 00 - - - - 6666::::30303030

1111 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6363636 洛花狄布開洛花狄布開洛花狄布開洛花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222 春之詩歌春之詩歌春之詩歌春之詩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7373737 西蘇西蘇西蘇西蘇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333 山蔭路上山蔭路上山蔭路上山蔭路上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8383838 捉摸你的心捉摸你的心捉摸你的心捉摸你的心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44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9393939 劍雨浮生劍雨浮生劍雨浮生劍雨浮生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555 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現在就是現在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0404040 必殺技必殺技必殺技必殺技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6666 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阿里郎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41414141 可愛的森巴可愛的森巴可愛的森巴可愛的森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777 棋子棋子棋子棋子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42424242 少女約葳少女約葳少女約葳少女約葳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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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434343 多斯巴斯可多斯巴斯可多斯巴斯可多斯巴斯可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9999 吉卜賽錫人舞吉卜賽錫人舞吉卜賽錫人舞吉卜賽錫人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44444444 客途秋恨客途秋恨客途秋恨客途秋恨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10101010 甘美拉甘美拉甘美拉甘美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5454545 火柴天堂火柴天堂火柴天堂火柴天堂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11111111 出塞曲出塞曲出塞曲出塞曲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46464646 烏格魯烏格魯烏格魯烏格魯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12121212 書劍恩仇錄書劍恩仇錄書劍恩仇錄書劍恩仇錄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47474747 吉卜賽舞會吉卜賽舞會吉卜賽舞會吉卜賽舞會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13131313 希伯諾希伯諾希伯諾希伯諾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8484848 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安息日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414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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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94949 旅程旅程旅程旅程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15151515 燕碧 燕碧 燕碧 燕碧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0505050 宜灣組曲宜灣組曲宜灣組曲宜灣組曲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16161616 趕壚歸來阿哩哩趕壚歸來阿哩哩趕壚歸來阿哩哩趕壚歸來阿哩哩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1515151 探戈舞會探戈舞會探戈舞會探戈舞會****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17171717 I don't danceI don't danceI don't danceI don't dance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2525252 Give it to meGive it to meGive it to meGive it to me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18181818 清晨清晨清晨清晨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3535353 瑪地瑪地瑪地瑪地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19191919 絲碧撲克絲碧撲克絲碧撲克絲碧撲克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54545454 跛行跛行跛行跛行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0202020 俄國圓環俄國圓環俄國圓環俄國圓環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55555555 科易士加科易士加科易士加科易士加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1212121 紅塵滾滾紅塵滾滾紅塵滾滾紅塵滾滾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6565656 伊斯潘諾扇子伊斯潘諾扇子伊斯潘諾扇子伊斯潘諾扇子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22222222 伴你闖天涯伴你闖天涯伴你闖天涯伴你闖天涯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57575757 Make a callMake a callMake a callMake a call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23232323 苦盡甘來苦盡甘來苦盡甘來苦盡甘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858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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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 西班牙戀曲西班牙戀曲西班牙戀曲西班牙戀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9595959 美麗美麗美麗美麗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5252525 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藍色尋夢舞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60606060 五彩繽紛五彩繽紛五彩繽紛五彩繽紛****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26262626 笑擁江山夢笑擁江山夢笑擁江山夢笑擁江山夢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61616161 月光曲月光曲月光曲月光曲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27272727 加油野貓加油野貓加油野貓加油野貓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62626262 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28282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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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636363 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想念你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9292929 卡拉夠拿卡拉夠拿卡拉夠拿卡拉夠拿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64646464 利沙瑪利沙瑪利沙瑪利沙瑪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0303030 五步舞五步舞五步舞五步舞 希臘希臘希臘希臘 65656565 摩西的好友摩西的好友摩西的好友摩西的好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1313131 桃花過渡桃花過渡桃花過渡桃花過渡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66666666 狄布卡歐德狄布卡歐德狄布卡歐德狄布卡歐德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2323232 錦衣還鄉錦衣還鄉錦衣還鄉錦衣還鄉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67676767 以我全心以我全心以我全心以我全心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3333333 田野小徑 田野小徑 田野小徑 田野小徑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8686868 信心十足信心十足信心十足信心十足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4343434 永恆之歌永恆之歌永恆之歌永恆之歌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69696969 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捨不得你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5353535 少女情懷少女情懷少女情懷少女情懷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70707070 等你回來等你回來等你回來等你回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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