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 日期 日期 日期 : : : : 30303030////03030303////2013201320132013            時間            時間            時間            時間 : : : : 1111::::00000000PM PM PM PM ~ ~ ~ ~ 6666::::00000000PMPMPMPM

1111 歌歌歌歌 34343434 每年每年每年每年 67676767 堵車堵車堵車堵車

2222 雅歌雅歌雅歌雅歌 35353535 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小姑娘 68686868 自由鳥自由鳥自由鳥自由鳥

3333 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樹的歌 36363636 堅信不移堅信不移堅信不移堅信不移 69696969 緊靠緊靠緊靠緊靠着着着着我我我我

4444 早禱之歌早禱之歌早禱之歌早禱之歌 37373737 吉普賽女王吉普賽女王吉普賽女王吉普賽女王 70707070 小提琴之聲小提琴之聲小提琴之聲小提琴之聲

5555 撒巴斯之歌撒巴斯之歌撒巴斯之歌撒巴斯之歌 38383838 美好途俓美好途俓美好途俓美好途俓 71717171 卡普華徵兵舞卡普華徵兵舞卡普華徵兵舞卡普華徵兵舞

6666 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娜菲莉的歌聲 39393939 大巡行大巡行大巡行大巡行 72727272 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恰好的愛情

7777 高雅的歌聲高雅的歌聲高雅的歌聲高雅的歌聲 40404040 莉雅莉雅莉雅莉雅 73737373 川流不息川流不息川流不息川流不息

8888 史拔牧歌史拔牧歌史拔牧歌史拔牧歌 41414141 水舞水舞水舞水舞 74747474 朝聖者朝聖者朝聖者朝聖者

9999 水之歌水之歌水之歌水之歌 42424242 水中舞水中舞水中舞水中舞 75757575 入睡入睡入睡入睡

10101010 高歌高歌高歌高歌 43434343 帕西戀曲帕西戀曲帕西戀曲帕西戀曲 76767676 醒來醒來醒來醒來

11111111 印度印度印度印度 44444444 悅耳的長笛悅耳的長笛悅耳的長笛悅耳的長笛 77777777 天與地天與地天與地天與地

12121212 舞之子舞之子舞之子舞之子 45454545 亞伯拉罕之舞亞伯拉罕之舞亞伯拉罕之舞亞伯拉罕之舞 78787878 護身符護身符護身符護身符********

13131313 愛的火花愛的火花愛的火花愛的火花 46464646 台拉維夫的天使台拉維夫的天使台拉維夫的天使台拉維夫的天使 79797979 短暫相聚 短暫相聚 短暫相聚 短暫相聚 ********

14141414 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愛在明眸中 47474747 地中海的喜悅地中海的喜悅地中海的喜悅地中海的喜悅 80808080 荊棘冠冕 荊棘冠冕 荊棘冠冕 荊棘冠冕 ********

15151515 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愛不在就放手 48484848 舊曲旋律 舊曲旋律 舊曲旋律 舊曲旋律 ******** 81818181 唱不停唱不停唱不停唱不停

16161616 愛人五十了愛人五十了愛人五十了愛人五十了 49494949 跟我走吧 跟我走吧 跟我走吧 跟我走吧 ******** 82828282 小馬車小馬車小馬車小馬車

17171717 愛心無限愛心無限愛心無限愛心無限 50505050 駐顏有術 駐顏有術 駐顏有術 駐顏有術 ******** 83838383 明天明天明天明天

18181818 班傑明班傑明班傑明班傑明 51515151 曼陀鈴曼陀鈴曼陀鈴曼陀鈴 84848484 蝴蝶蝴蝶蝴蝶蝴蝶

19191919 飛翔飛翔飛翔飛翔 52525252 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江河水 85858585 雪寶兒雪寶兒雪寶兒雪寶兒

20202020 棋子棋子棋子棋子 53535353 木船木船木船木船 86868686 常夢想家常夢想家常夢想家常夢想家

21212121 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畢業生 54545454 魔笛魔笛魔笛魔笛 87878787 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總有你鼓勵

22222222 一生一次一生一次一生一次一生一次 55555555 別問我別問我別問我別問我 88888888 馬背上的愛人馬背上的愛人馬背上的愛人馬背上的愛人

23232323 深黑的擁抱深黑的擁抱深黑的擁抱深黑的擁抱 56565656 依然回來依然回來依然回來依然回來 89898989 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初戀的地方

24242424 莫扎特屠夫樂莫扎特屠夫樂莫扎特屠夫樂莫扎特屠夫樂 57575757 在遊逛場上在遊逛場上在遊逛場上在遊逛場上 90909090 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以色列人

25252525 少女美拉卓少女美拉卓少女美拉卓少女美拉卓 58585858 月下待杜鵑月下待杜鵑月下待杜鵑月下待杜鵑 91919191 龍之家族 龍之家族 龍之家族 龍之家族 ********

26262626 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 天長地久 ******** 59595959 三個傻瓜三個傻瓜三個傻瓜三個傻瓜 92929292 藍色的山 藍色的山 藍色的山 藍色的山 ********

27272727 蕾絲裙 蕾絲裙 蕾絲裙 蕾絲裙 ******** 60606060 安娜斯安娜斯安娜斯安娜斯 93939393 從新開始從新開始從新開始從新開始

28282828 夜雨 夜雨 夜雨 夜雨 ******** 61616161 煙花煙花煙花煙花 94949494 和平天使和平天使和平天使和平天使

29292929 藤籃藤籃藤籃藤籃 62626262 波拉特波拉特波拉特波拉特 95959595 森林之愛森林之愛森林之愛森林之愛

30303030 大麗花大麗花大麗花大麗花 63636363 我的故鄉我的故鄉我的故鄉我的故鄉 96969696 無需介懷無需介懷無需介懷無需介懷

31313131 阿里巴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阿里巴巴 64646464 荷塘月色荷塘月色荷塘月色荷塘月色 97979797 瑞琪兒瑞琪兒瑞琪兒瑞琪兒

32323232 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美妙的日子 65656565 走天涯走天涯走天涯走天涯 98989898 心亂心亂心亂心亂

33333333 美妙的音樂美妙的音樂美妙的音樂美妙的音樂 66666666 傳說傳說傳說傳說 99999999 朋友朋友朋友朋友

舞 聚 赤 柱 樂 逍 遙舞 聚 赤 柱 樂 逍 遙舞 聚 赤 柱 樂 逍 遙舞 聚 赤 柱 樂 逍 遙

地點 地點 地點 地點 :  :  :  :  赤 柱 社 區 會 堂赤 柱 社 區 會 堂赤 柱 社 區 會 堂赤 柱 社 區 會 堂


