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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夢境成真夢境成真夢境成真夢境成真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3232323 客途秋恨客途秋恨客途秋恨客途秋恨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45454545 菊花台菊花台菊花台菊花台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7676767 卡麗露絲芙卡麗露絲芙卡麗露絲芙卡麗露絲芙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2222 花蕾花蕾花蕾花蕾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4242424 莉雅莉雅莉雅莉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6464646 拉斯哥圓環 拉斯哥圓環 拉斯哥圓環 拉斯哥圓環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68686868 比林之舞比林之舞比林之舞比林之舞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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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252525 瑞琪兒瑞琪兒瑞琪兒瑞琪兒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7474747 歡樂撲克 歡樂撲克 歡樂撲克 歡樂撲克 **** (捷克捷克捷克捷克) 69696969 彼蓮士高圓環 彼蓮士高圓環 彼蓮士高圓環 彼蓮士高圓環 ****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444 與我共舞與我共舞與我共舞與我共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6262626 小村遊戲小村遊戲小村遊戲小村遊戲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8484848 賀帕之舞賀帕之舞賀帕之舞賀帕之舞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70707070 瑪斯塔小城瑪斯塔小城瑪斯塔小城瑪斯塔小城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5555 倒霉倒霉倒霉倒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7272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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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494949 喲喲喲喲喲喲喲喲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71717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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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6 親愛的馬勒琴親愛的馬勒琴親愛的馬勒琴親愛的馬勒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8282828 雨中情 雨中情 雨中情 雨中情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0505050 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2727272 因為愛因為愛因為愛因為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7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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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92929 達達與妲娜 達達與妲娜 達達與妲娜 達達與妲娜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1515151 蕭波小鎮蕭波小鎮蕭波小鎮蕭波小鎮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3737373 好運到好運到好運到好運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888 德州黃玫瑰 德州黃玫瑰 德州黃玫瑰 德州黃玫瑰 ****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30303030 哈囉 哈囉 哈囉 哈囉 ！ ！ ！ ！ 女孩女孩女孩女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2525252 比定遊戲比定遊戲比定遊戲比定遊戲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74747474 玫瑰華士 玫瑰華士 玫瑰華士 玫瑰華士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999 風聲風聲風聲風聲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1313131 遠居異地遠居異地遠居異地遠居異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3535353 溫泉山莊溫泉山莊溫泉山莊溫泉山莊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75757575 地中海地中海地中海地中海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101010 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美麗的海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2323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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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545454 家鄉夢 家鄉夢 家鄉夢 家鄉夢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6767676 歐米爾歐米爾歐米爾歐米爾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111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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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3333 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小心翼翼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55555555 分手 分手 分手 分手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7777777 春天春天春天春天 (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烏克蘭)

12121212 我為你痴迷 我為你痴迷 我為你痴迷 我為你痴迷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4343434 草原讚歌草原讚歌草原讚歌草原讚歌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56565656 年青人可樂年青人可樂年青人可樂年青人可樂 (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塞爾維亞) 78787878 美素錫快速男子舞美素錫快速男子舞美素錫快速男子舞美素錫快速男子舞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13131313 心扉 心扉 心扉 心扉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5353535 戀人 戀人 戀人 戀人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7575757 大喜宴大喜宴大喜宴大喜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9797979 苦戀 苦戀 苦戀 苦戀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4141414 天與地天與地天與地天與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6363636 大情人 大情人 大情人 大情人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8585858 愛的諾言愛的諾言愛的諾言愛的諾言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0808080 龍之家族 龍之家族 龍之家族 龍之家族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5151515 斯卡狄布開斯卡狄布開斯卡狄布開斯卡狄布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7373737 嫁妝嫁妝嫁妝嫁妝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9595959 夏天之末 夏天之末 夏天之末 夏天之末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1818181 科德魯男子舞科德魯男子舞科德魯男子舞科德魯男子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16161616 甜姐兒甜姐兒甜姐兒甜姐兒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38383838 我的圓環我的圓環我的圓環我的圓環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0606060 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心滿意足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2828282 寶雲村之舞寶雲村之舞寶雲村之舞寶雲村之舞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17171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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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393939 唸珠唸珠唸珠唸珠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61616161 鄉土情懷鄉土情懷鄉土情懷鄉土情懷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3838383 卓拿手舞卓拿手舞卓拿手舞卓拿手舞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18181818 班基歐央拉里班基歐央拉里班基歐央拉里班基歐央拉里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40404040 舞在黑海岸舞在黑海岸舞在黑海岸舞在黑海岸 (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土耳其) 62626262 重歸我土重歸我土重歸我土重歸我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4848484 慈歐卡慈歐卡慈歐卡慈歐卡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19191919 愛的呼喚 愛的呼喚 愛的呼喚 愛的呼喚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1414141 夜的心 夜的心 夜的心 夜的心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3636363 風笛演奏者風笛演奏者風笛演奏者風笛演奏者 (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科索沃) 85858585 蘋果香蘋果香蘋果香蘋果香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0202020 愛的光芒 愛的光芒 愛的光芒 愛的光芒 ****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2424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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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646464 挑水姑娘挑水姑娘挑水姑娘挑水姑娘 (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馬其頓) 86868686 布卡拉布卡拉布卡拉布卡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1212121 樂斯卡達樂斯卡達樂斯卡達樂斯卡達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3434343 錦衣還鄉錦衣還鄉錦衣還鄉錦衣還鄉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65656565 流水行雲流水行雲流水行雲流水行雲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87878787 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心想事成心想事成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2222222 索斯高圓環索斯高圓環索斯高圓環索斯高圓環 (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保加利亞) 44444444 狄拿科陶醉夏得西 狄拿科陶醉夏得西 狄拿科陶醉夏得西 狄拿科陶醉夏得西 ****(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匈牙利) 66666666 非男非女非男非女非男非女非男非女 (自編自編自編自編) 88888888 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回到屋簷下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