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舞之集主辦舞之集主辦舞之集主辦舞之集主辦-------舞蹈同樂日舞蹈同樂日舞蹈同樂日舞蹈同樂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2-12-2012(日日日日)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0 時至時至時至時至 8 時時時時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東頭村社區東頭村社區東頭村社區東頭村社區會會會會堂堂堂堂(免費免費免費免費) 

********************************************************************************************************************************* 

1. 太陽之下 (美) 31. 下輩子不做女人 (港) 61. 高原節日 (以) 91. 幸福人生 (以) 121 蕾斯裙** (台) 

2. 我需要你知道 (美) 32. 醉紅塵(雙扇) (港) 62. 夢中的媽媽 (美) 92. 沙漠進行曲 (以) 122 國際撲克** (國) 

3. 魔法恰恰 (美) 33. 一束花(雙扇) (港) 63. 站在高崗上 (新) 93. 純潔的人兒 (以) 123 山地聯歡 (台) 

4. 狄士高 (港) 34. 開心中國(雙扇) (港) 64. 葉亞布 (以) 94. 夜玫瑰** (以) 124 突尼西呼拉 (以) 

5. 害羞華士 (美) 35. 深深的愛 (港) 65. 奮起舞 (以) 95. 拜訪春天 (港) 125 最後華士 (新) 

6. 昨日看見蓮達 (美) 36. 傷不起 (港) 66. 哈達圓環舞 (以) 96. 銀翼飛飛 (以) 126 哈利路亞 (以) 

7. 我需要一個男人 (美) 37. 要抱抱 (港) 67. 斯卡狄布開 (以) 97. 茂林情歌 (台) 127 營火圓環 (以) 

8. 恰恰爽 (港) 38. 心在跳情在燒 (港) 68. 偉大的祖國 (以) 98. 金花 (以) 128 舍通卡 (南) 

9. 牛仔查爾頓 (美) 39. 風的顏色 (美) 69. 亞里帕沙 (土) 99. 販子舞** (俄) 129 鳶尾花 (以) 

10. 喜歡她 (港) 40. 不要說再見 (台) 70. 歸來的遊子 (以) 100. 小茶店** (新) 130 大麗花 (以) 

11. 咚咚咚 (美) 41. .咚巴啦 (港) 71. 絲路之旅 (台) 101 牧羊女 (以) 131 美麗的海洋 (以) 

12. 非洲韻律 (美) 42. 愛上草原愛上你 (港) 72. 蛇舞 (希) 102 黑貓探戈** (新) 132 白雪滿城 (以) 

13. 分手 (港) 43. 江南風格        (韓) 73. 多美麗 (以) 103 夜闌人靜 (以) 133 風聲 (以) 

14. 只要和你在一起 (港) 44. 雨中漫步 (港) 74. 奇姬地**   (愛沙尼亞) 104 藝術家生涯** (新) 134 炭坑節 (日) 

15. 高原藍 (港) 45. 是你動了我的情 (港) 75. 真善美** (奧) 105 他他魯其卡 (俄) 135 春之詩歌 (以) 

16. 浪拉山情 (港) 46. 多少人愛過我 (港) 76. 山地賞月舞 (台) 106 康乃馨 (保) 136 和諧舞 (以) 

17. 包剪揼 (美) 47. 錯過緣份錯過你 (港) 77. 山地天氣好 (台) 107 噢!蘇珊娜## (美) 137 娜瑪小姐 (以) 

18. 夜來香 (台) 48. 噢吔 (港) 78. 飛鴿傳訊** (以) 108 四人萊茵河# (德) 138 積高的梯子 (以) 

19. 扭腰的牛仔女孩 (美) 49. 沙啦啦 (美) 79. 上路** (以) 109 古之歌舞 (以) 139 保拿加利 (以) 

20. 雪絨花 (美) 50. 麥花露查查 (美) 80. 美麗的大地 (以) 110 沙漠之歌** (新) 140 人生之歌 (新) 

21. 祖與祖探戈 (美) 51. 馬天娜時間 (美) 81. 大法師 (以) 111 燭光與香水** (以) 141 亞特巴尼 (以) 

22. 5-6-7-8 (美) 52. 巴比多 (美) 82. 求雨舞 (以) 112 三生緣** (以) 142 茶葉青 (台) 

23. 莉達華士 (美) 53. 草原在那裡 (美) 83. 風流寡婦** (英) 113 黛綠年華** (以) 143 魏吉斯 (瑞士) 

24. 流浪四方 (港) 54. 木棉花開 (港) 84. 仙杜雲尼拉** (意) 114 探戈華士** (英) 144 龍飛鳳舞** (瑞典) 

25. 得意的笑 (港) 55. 遊牧情歌 (港) 85. 我的祈禱 (以) 115 蓮娜小姐** (德) 145 快樂水手** (美) 

26. 糖果 (美) 56. 美麗的神話 (台) 86. 巴士登之舞 (西) 116 亞路娜 (羅) 146 樹的歌 (以) 

27. 財神恰恰 (美) 57. 我會愛你堅持到最後 (港) 87. 叫我來 (以) 117 手足情深 (以) 147 莫札特屠夫樂 (希) 

28. 我愛自由 (港) 58. 吱基查查 (美) 88. 三月桃花** (台) 118 一把情種 (台) 148 也門新娘** (以) 

29 開心的菲臘 (港) 59 太冷 (美) 89. 以色列馬祖卡** (以) 119 單人恰恰 (美) 149 天佑吾國** (以) 

30. 手牽手 (港) 60. 吐苔比寶 (美) 90. 神賜美味**      (以) 120 所羅門王的光輝 (以) 150 新姑爺 (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