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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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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必殺技必殺技必殺技必殺技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51 唐山子民唐山子民唐山子民唐山子民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76 中世紀詩人中世紀詩人中世紀詩人中世紀詩人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2222 裸足女孩裸足女孩裸足女孩裸足女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7 I Don't DanceI Don't DanceI Don't DanceI Don't Dance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52 天生不是女人天生不是女人天生不是女人天生不是女人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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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 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28 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落泊的遊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3 想跳舞想跳舞想跳舞想跳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8 堵車堵車堵車堵車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44 故鄉故鄉故鄉故鄉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29 跟我走吧跟我走吧跟我走吧跟我走吧********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4 善良的人善良的人善良的人善良的人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9 展翅高飛展翅高飛展翅高飛展翅高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55 到此為止到此為止到此為止到此為止********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0 真相真相真相真相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5 聽說您的名字聽說您的名字聽說您的名字聽說您的名字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0 域高哈撒域高哈撒域高哈撒域高哈撒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666 田納西華士田納西華士田納西華士田納西華士********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31 喝采喝采喝采喝采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6 振奮吧振奮吧振奮吧振奮吧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1 路上交叉點路上交叉點路上交叉點路上交叉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777 美美美美丽丽丽丽的神的神的神的神话话话话********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32 卡馬倫斯卡卡馬倫斯卡卡馬倫斯卡卡馬倫斯卡********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57 也門也門也門也門Rap歌歌歌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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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888 周末狂舞周末狂舞周末狂舞周末狂舞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33 喔喔喔喔! ! ! ! 跳舞吧跳舞吧跳舞吧跳舞吧********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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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 父父父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999 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4 抬抬抬抬头头头头望一望望一望望一望望一望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59 好極了好極了好極了好極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4 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101010 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5 过过过过河河河河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60 藍色的山藍色的山藍色的山藍色的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5 風雨情風雨情風雨情風雨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1111111 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糖衣情人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36 年青的樹年青的樹年青的樹年青的樹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1 水中舞水中舞水中舞水中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6 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兄弟你是我的兄弟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2121212 劍雨浮生劍雨浮生劍雨浮生劍雨浮生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37 俄羅斯之茶俄羅斯之茶俄羅斯之茶俄羅斯之茶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62 別問我別問我別問我別問我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7 寬恕寬恕寬恕寬恕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3131313 危險之旅危險之旅危險之旅危險之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8 小天鵝 小天鵝 小天鵝 小天鵝 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俄羅斯 63 地下軍魂地下軍魂地下軍魂地下軍魂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8 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14141414 杜維亞之鄉杜維亞之鄉杜維亞之鄉杜維亞之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39 飄雪飄雪飄雪飄雪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64 細沙的回憶細沙的回憶細沙的回憶細沙的回憶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89 安娜斯安娜斯安娜斯安娜斯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515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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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呼喚呼喚呼喚呼喚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65 傳說傳說傳說傳說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0 歡樂時光歡樂時光歡樂時光歡樂時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6161616 依利依利依利依利依利依利依利依利********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1 朵兒尋夢舞朵兒尋夢舞朵兒尋夢舞朵兒尋夢舞******** 波蘭波蘭波蘭波蘭 66 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男人就是累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91 歡呼歡呼歡呼歡呼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7171717 失落的人失落的人失落的人失落的人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42 觸摸妳的心觸摸妳的心觸摸妳的心觸摸妳的心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7 唐伯虎點秋香唐伯虎點秋香唐伯虎點秋香唐伯虎點秋香 新編新編新編新編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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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181818 宝莱坞宝莱坞宝莱坞宝莱坞之之之之恋恋恋恋 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新加坡 43 古老的傳統古老的傳統古老的傳統古老的傳統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8 昨日的夢昨日的夢昨日的夢昨日的夢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3 我家在那裡我家在那裡我家在那裡我家在那裡********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19191919 誰能聆聽誰能聆聽誰能聆聽誰能聆聽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4 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69 我會留下來我會留下來我會留下來我會留下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4 希望之歌希望之歌希望之歌希望之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0202020 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5 叉燒包叉燒包叉燒包叉燒包 美國美國美國美國 70 前赴聖城前赴聖城前赴聖城前赴聖城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5 創世之光創世之光創世之光創世之光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1212121 情蠱情蠱情蠱情蠱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46 月光曲月光曲月光曲月光曲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71 樂與怒樂與怒樂與怒樂與怒********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6 我的心靈財富我的心靈財富我的心靈財富我的心靈財富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2222222 菊花台菊花台菊花台菊花台 香港香港香港香港 47 偷心者偷心者偷心者偷心者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2 雅蒂娜雅蒂娜雅蒂娜雅蒂娜********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7 火雞湯火雞湯火雞湯火雞湯 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羅馬尼亞

23232323 最後一夜最後一夜最後一夜最後一夜******** 台灣台灣台灣台灣 48 流浪流浪流浪流浪猫 猫 猫 猫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3 誠信誠信誠信誠信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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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42424 你會回來你會回來你會回來你會回來********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49 快樂願望快樂願望快樂願望快樂願望********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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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想知道想知道想知道想知道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25252525 可愛的鄉村可愛的鄉村可愛的鄉村可愛的鄉村 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亞美尼亞 50 荊棘冠冕荊棘冠冕荊棘冠冕荊棘冠冕********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75 雨點雨點雨點雨點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100 週末黃昏週末黃昏週末黃昏週末黃昏 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以色列

土風舞之友集會時間為逢星期日土風舞之友集會時間為逢星期日土風舞之友集會時間為逢星期日土風舞之友集會時間為逢星期日 7:00pm-9:00pm 查詢查詢查詢查詢 : 袁柳眉小姐袁柳眉小姐袁柳眉小姐袁柳眉小姐  9153-6050  劉進洪先生劉進洪先生劉進洪先生劉進洪先生  9499-8473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荔枝角體育館小舞蹈室荔枝角體育館小舞蹈室荔枝角體育館小舞蹈室荔枝角體育館小舞蹈室  導師導師導師導師：：：：鄒振強先生鄒振強先生鄒振強先生鄒振強先生 (歡迎探社歡迎探社歡迎探社歡迎探社) 網址網址網址網址：：：：http://folkdancefanclub.blogspot.com/

本社下次同樂會日期為本社下次同樂會日期為本社下次同樂會日期為本社下次同樂會日期為: 2013年年年年3月月月月24日日日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星期日) 電郵電郵電郵電郵：：：：folkdancefanclub@yahoo.com.hk

       土風舞之友主辦：25 週年社慶土風舞同樂日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